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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嘉方言中的前置性话题标记“那”

陈苗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1）

摘要：获嘉方言中的前置性话题标记“那”【nA】位于句首，具有引导和标识话题的作用。根据话题结构

的语义关系类型，“那”引导的话题可以分为论元共指性话题、语域式话题、拷贝式话题、分句式话题。

作为话题标记的“那”由指示代词虚化而来，与指示代词相比呈现出一系列不同的特点。作为前置性话题

标记的“那”同时也具有承前、强调、对比和假设的语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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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就”在北京话中作为典型的前置性话题标记，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获嘉方言中的“那”

也可以作为前置性话题标记，同样有引出话题、标识话题的作用。

获嘉县隶属于河南省新乡市，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西邻焦作，东接新乡县。根据《中

国语言地图集》，获嘉方言不属于中原官话的范畴而属于晋语-邯新片，是一种比河南话更

加硬朗的山区口音，接近于河北邯郸。本文所研究的是以获嘉县城为中心，通行于周边地区

的方言。

通过搜集、分析大量的口语语料，我发现“那”在获嘉方言中是一种典型的前置性话题

标记，具有标识话题的作用。作为前置性话题标记的“那”由指示代词“那”虚化而来，但

已经失去了指示代词的主要功能。本文主要研究获嘉方言中的前置性话题标记“那”，揭示

它的主要语法特点及语用功能。

2.“那”具有引入话题的功能

徐烈炯、刘丹青根据话题和述题或述题的组成部分的语义关系，将话题分为四类：论元

共指性话题、语域式话题、拷贝式话题、分句式话题。获嘉方言中的“那”位于句首，引导

以上四种话题成分，形成典型性的前置性话题标记。

2.1“那”引导论元共指性话题

论元共指性话题指的是话题与述题中主要动词的论元或相关的空位所指相同，即话题中

包含有跟述题中的某个论元或相应的空位有共指关系的成分的话题。如：

（1）那老王，我夜儿个前天还见他去买菜了。

（2）那挣钱儿，可不是跟他说了恁简单了事儿。

（3）那这事儿，我咋没听他跟我说哩？

例（1）中，话题标记“那”后面的“老王”与述题中动词“见”的论元“他”所指的

是同一个人；例（2）中，“那”引导的话题由动词性成分“赚钱儿”充当，与述题中动词

“不是”的论元“恁简单了事儿”所指相同；例 3）中，“那”引导的话题由指示代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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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儿”充当，原句应该是“我咋没听他跟我说这事儿了”，由于动词“说”的论元“这事儿”

前提并由“那”引导形成话题，在述题“说”后面便留下了一个语义上的空位与前提的话题

相照应。

2.1.1
在“那”引导的论元共指性话题中，与话题共指的成分不限于主句谓语动词的论元，也

可以是嵌入小句中谓语动词的论元，甚至是处在“孤岛条件”制约下的关系小句中的论元。

（4）那早先了木雕老床，咱奶说咱爸小时候还睡过那床。

（5）那俺小学班主任，我早上去大街碰见他正搁那买菜了。

（6）那咱爸，看门儿了说他头先刚才还见咱爸搁这儿门儿口溜达嘞。

（7）那明军了事，我早都记了咱姐说了他这事儿不是太好办。

（8）那榴莲，好吃它了人还不少了。

（9）这本书，读过它的人不多

其中，例（4）和例（5）中，“那”引导的话题分别是后面述题中嵌入小句里谓语动词

的论元，例（4）中的话题“早先了木雕老床”与后面述题小句中谓语动词“睡”的论元“那

床”所指相同；例（5）中的话题“俺小学班主任”与后面述题小句中谓语动词“买菜”的

论元“他”存在复指关系。例（6）和例（7）中，与话题共指的成分存在于述题中内嵌层次

较多的小句中的论元，例（6）的话题“咱爸”与述题小句中谓语动词“溜达”的论元“咱

爸”同指；例（7）的话题“那明军了事”与述题小句中谓语动词“好办”的论元“他这事

儿”同指。例（8）和例（9）中，与话题共指的成分是处在“孤岛条件”制约下的关系小句

中的论元。

2.1.2
前置性话题标记“那”引导的论元共指性话题不仅仅可以由名词性成分充当，动词性成

分也可以充当其话题。如：

（10）那俺小妞，吃饭了时候还要拿着个手机搁那拨拉玩儿。

（11）那路边栽了树，你瞧瞧，没人管它，长了还怪好哩。

（12）那叫家长，也是老师实在没法才用了法吧。

（13）那当老板，我可不指望你有镇大了出息。

例（10）和例（11）中“那”引导的话题由名词性成分充当，例（10）和（11）中的名

词性成分“俺小妞”和“路边栽了树”移位至句首，由“那”引导充当句子的话题。例（10）

中的“俺小妞”移位之前在句子中充当句子的主语成分，移位之后在述题中留下一个空语迹；

例（11）中的“路边栽了树”移位之前在句子中充当句子的宾语成分，移位之后在述题中留

下个与之同指的语迹“它”。例（12）和（13）中“那”引导的话题由动词性成分充当，例

（12）中的话题“叫家长”与后面述题中谓语动词“用”的论元“法”存在同指关系；例（13）

中的话题“当老板”与后面述题中谓语动词“有”的论元“出息”相照应。

2.1.3



http://www.sinoss.net

- 3 -

“那”引导的论元共指性话题中，有时在后面的述题中留有与之复指的成分，一般都是

与话题同指的主语或宾语，有时这些复指成分也可以不出现而成为空位。如：

（14）那小孩了婚事，我不是跟你说过别老插手这事儿。

（15）那咱后头了菜市场，人人家卖了菜老是可新鲜。

（16）那咱爸咱妈，可好黑儿天黑了吃罢饭去超市溜达一圈。

（17）那老师布置了作业，他压根儿都没写。

例（14）和（15）的话题，在述题中都有与之复指的成分。例（14）中的“小孩儿了婚

事”由“那”引导充当句子的话题，移位之前它在后面的小句里充当宾语成分，原句是“我

不是跟你说过别老插手小孩儿了婚事”，移位之后在述题中留下了一个与之复指的成分“这

事儿”；例（15）中的话题由名词性成分“咱后头了菜市场”充当，移位之前在述题中的小

句里充当主语成分，原句是“咱后头了菜市场卖了菜老是可新鲜”，移位之后在述题中留下

了一个与之复指的成分“人”；当然，例（14）和例（15）中的复指成分也可以不出现而成

为空位。例（16）和（17）中的话题在述题中没有与之复指的成分而是留下一个空位，例（16）

中的话题“咱爸咱妈”移位之前在句子中充当主语成分，移位之后在述题中留下了一个与之

同指的语迹；例（17）中的话题“老师布置了作业”移位之前在句子中充当宾语成分，移位

之后在述题中留下了一个与之同指的语迹。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论元共指性话题当中，共指成分一般位于述题中主语或宾语的位置

上，所以空位的出现是比较自由的，而复指则会受到来自话题成分的语义范畴的制约。一般

来说，指人的话题，用“他”或“他们”复指比较自由，而那些不指人的话题尤其是指无生

命的话题，用“他”来复指就不是很自然，所以（14）、（15）例句中用来复指“小孩了婚

事”、“咱后头了菜市场”的“这事儿”、“人”，其实不说出来句子更加自然。所以说，

在论元共指性话题中，空语类的存在比复指成分的存在更为自由。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述题中动词的论元成分有时出现在某些介宾状语中。按照汉语的

句法规则，介词后面的宾语成分不能是空位，所以述题中必须有前置话题的复指成分。如：

（18）那我夜儿个昨天买了电池，你把它放哪了？

（19）那刚说了注意事项，你全把它当耳边风了。

（20）*那我夜儿昨天个买了电池，你把放哪了？

（21）*那刚说了注意事项，你全把当耳边风了。

（22）那我夜儿个昨天买了电池，你放哪了？

（23）那刚说了注意事项，你全当耳边风了。

例（18）和（19）中话题的复指成分“它”由介词“把”所引导，由于介词后面的宾语

成分不能省略，所以述题中必须有话题的复指成分而不能是空位，因此例（20）和（21）的

句子不成立，但是，我们可以将“把”与后面的复指成分一块儿省略，如例（22）和（23），

这时的句子是可以说的。所以，当述题中和话题相照应的复指成分由介词引导时，由于介词



http://www.sinoss.net

- 4 -

后的成分不能缺失，所以这时候的复指成分就不能以空语类的形式存在，必须要有复指成分。

2.2“那”引导语域式话题

这类话题就是为述题提供一种时间、空间和个体方面的范围和框架，即述题的内容都在

话题所设置的框架范围下。与论元共指性话题相比，这类话题总体上跟述题的语义关系比较

松散，但内部差异也很大。其中有的话题可能跟句子的某些非论元成分或空位有共指关系，

并且可以据此分出一些次类：时地语域式话题、领格语域式话题、上位语域式话题；也有的

话题和述题之间的关系非常松散，语义关系主要依赖环境和认知等非语言条件而建立，这类

话题称为背景语域式话题。如:

（24）那前几儿前几天，咱这儿还下雪了。

（25）那北京，有多少人都算挤破了头也想考到那。

（26）那咱邻居老刘，人人家孙子都快上小学了。

（27）那早先以前的老宅儿，连门儿都是实木做的，结实着哩。

（28）那鱼吧，还是清江鱼了刺少。

（29）那咱平常老经常吃了肉，还数大肉最多了。

（30）那他看着老老实实了，咋会办这事儿了。

（31）那甭急着浇地了，天气预报说明儿个明天有暴雨。

其中，例（24）和（25）属于时地语域式话题，例句中表示时间和地点的话题成分“前

几儿”、“北京”对述题中所陈述的内容在时间、地点层面上提出限制。例（26）和（27）

属于领格语域式话题，其中的话题“咱邻居老刘”、“早先了老宅”，从意义上来说，是述

题中谓语动词主语的领格。例（28）和（29）属于上位语域式话题，例（28）中，“那”引

导的前置性话题“鱼”是后面述题小句中主语“清江鱼”的上位概念；例（29）中的话题“咱

平常老吃了肉”是后面述题小句中主语“大肉”的上位概念。例（30）和例（31）属于背景

语域式话题，例（30）中，话题是述题的原因，因为“他看着老老实实了”，所以说“咋会

办这事儿了”；例（31）中，述题是话题的原因，因为“天气预报说明儿个有暴雨”，所以

说“甭急着浇地了”。

2.2.1“那”引导的时地语域式话题

在时地语域式话题中，“那”引导的话题为述题提供时间处所方面的语域。时间和地点

成分通常在句子中限定动作发生的时间和处所，表示述题所陈述的内容在话题设定的时间范

围内有效。

（32）那我当时找工作了时候，也是费了可大气，给网上都不着投了有多少了简历。

（33）那你高考那天，刚下罢雨，吹着小风，也没有太阳，多给你趁势吧。

（34）那小凡小时候，你就得抱着睡觉，不能往床上搁，一搁就醒。

（35）那以前夏天了时候，只要一下暴雨，县城就淹。

（36）那从西藏回来了时候，你咋没说捎点儿当地了特产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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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那搁抗日战争了时候，你可就是个汉奸、叛徒呀。

（38）那有时候儿，我只要一出门都有人去家找我，我一直搁家也没见有人去敲门。

（39）那有时候儿，就可纳闷，我明明记了关门了，买菜回来一看门给那儿大开了。

以上的例句是“那”引导的时间成分作话题，对述题中所陈述的内容在时间层面上提出

限制。其中，例（32）和（33）中的“我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你高考那天”是典型的时

间点作话题，也有表示时间段作话题的，如例（34）和（35）中的“小凡小时候”、“以前

夏天了时候”。例（36）和（37）中作话题的“从西藏回来了时候”、“搁抗日战争了时候”

是表示时间的介词短语。“那”引导的时间话题成分也可以是表示不确定时间的“有时候儿”，

如例（38）和（39）。

（40）那以前县城了四角，都是荒地，啥也没有，现在规划了规划，还建了四儿公园。

（41）那以前村儿里了鱼塘，也早都用土填了填，平了平，上头盖了小区。

（42）那大转盘东南角，有个修车了，旁边有个小学，生意还怪好。

（43）那有了地儿吧，都剩点儿老人跟小孩儿给家，靠啥脱贫哩。

（44）那有这地方，经济也发展了，环境也没有被破坏。

（45）那有了地方，离海近，环境好，人家靠旅游业发家。

例句中“那”引导的话题都是表示处所的成分，对述题的内容提出空间层面上的限制。

例（40）、（41）、（42）中“那”引导的话题“以前县城了四角”、“以前村儿里了鱼塘”、

“大转盘东南角”都是表示确定的地点、处所性的成分，限制述题中动作发生的地点。“那”

引导的话题也可以是表示不确定的地点，如例（44）和（45）中的“有这地方”、“有了地

方”。

对于谓语动词来说，时间地点词语是非主目语，不是论元，而是作为动词的修饰成分，

通常是位于主语和动词之间，如“我昨天去逛街了”，少数可以出现在动词之后，如“我出

生于 1987年”，用后置的介词短语表时间。当时间地点成分作为话题前置时，我们也可以

认为在后面述题中的主谓之间也有空位存在，即后面的述题中有话题的复指成分。

（46）a那明年开春儿了，我那时候都出来干活了。

b那明年开春儿了，我[ ]都出来干活了。

（47）a那咱庄儿南头，谁给那盖了个猪场。

b那咱庄儿南头，谁[ ]盖了个猪场.

上面例句中，a句的述题里都包含有与句首时间地点词语复指的成分，所以可以认为 b

句在同样的位置有一个与句首时地词语共指的空位。

2.2.2“那”引导的领格语域式话题

“那”引导的领格语域式话题，不是述题中谓语动词本身的论元，因而跟谓语动词本身

没有直接的语义关系，准确地说，它跟谓语动词的论元有语义上的紧密联系，从意义上讲是

谓语动词的某个论元的领属格成分。根据述题中谓语动词的论元，我们可以将领格语域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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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分为两种：主语的领格和宾语的领格。

（48）那咱东边了邻居，人人家小孩儿今年刚毕业都考上银行了。

（49）那这回买了卤肉，味儿还不错。

（50）那这种电车，轮胎一般都耐磨。

（51）那路边种了树吧，叶儿早早都落了。

在上面几个例句中，“那”引导的领格语域式话题都是述题中谓语动词的主语的领格。

例（48）中，前置的话题“咱东边了邻居”与后面述题中的主语“人小孩儿”存在领格关系，

并且这种领格是亲属关系；例（49）中，前置的话题“这回买了卤肉”与后面述题中的主语

“味儿”也存在领格关系，这种领格关系不是例（48）中的亲属关系而是一种属性关系；在

例（50）和例（51）中，前置性话题“这种电车”、“路边种了树”与后面述题中的主语“轮

胎”、“叶儿”也是领格关系，这种关系又不同于前面的亲属和属性关系，而是一种整体与

部分的关系。

（52）那前头了水果摊，你买过他了西瓜？

（53）那恁小孩儿，你见没见过他班主任？

（54）那桥头了饸络，离多够远都能闻见香味。

（55）那咱家老早那保险箱，你还记不记密码了？

上面这些例句中的话题，从意义上讲，都是后面述题中谓语动词的宾语的领格。前置的

话题“前头了水果摊”、“恁小孩儿”、“桥头了饸络”、“咱家老早那保险箱”与后面述

题中的宾语“西瓜”、“班主任”、“香味”、“密码”存在明显的领格关系。

另外，在“那”引导的领格语域式话题中，述题中可以出现话题的复指成分。一种是出

现在主语的领格位置，如例（48），述题中的主语“小孩儿”前面的“人”是话题“咱东边

了邻居”的复指成分；一种是出现在宾语的领格位置，如例（52）和（53），述题中的宾语

“西瓜”、“班主任”前面的“他了”、“他”是话题“前头了水果摊”、“他”的 复指

成分。

2.2.3“那”引导的上位语域式话题

在前置性话题标记“那”引导的话题中，有一种话题是后面述题中谓语动词的论元的上

位概念，也就是说，话题跟述题中的成分有上下位关系或种属关系。如：

（56）那咱庄今年了水果吧，就数老三家了西瓜好吃了。

（57）那小闺女屋了颜色，她说想刷成粉色哩。

（58）那动物吧，我最待见兔子了。

（59）那咱地儿了菜，还数白菜最好吃了。

这些例句中的话题“水果”、“颜色”、“动物”、“菜”与后面述题中的“西瓜”、

“粉色”、“兔子”、“白菜”是上下位关系。

2.2.4“那”引导的背景语域式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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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三类相比，“那”引导的背景语域式话题和述题的关系最松散，它跟述题内容的

联系，主要是依赖背景知识或谈话当时的语境而建立起来的，在句子内部，无法建立明确的

话题——述题句法语义联系，这类话题被称为典型的汉语式话题。如：

（60）那上头来检查了，都不能把卫生将稍微打扫打扫。

（61）那他看着也没啥事儿呀，谁知道他会得这病。

（62）那门都大开着，车不被偷才怪。

（63）那浙江吧，咱妈还没有去过普陀山哩。

（64）那门都没开，咋会有老鼠跑家哩。

2.3“那”引导拷贝式话题

这里“拷贝”的意思只是说话题与述题中的某些成分，完全同一或部分同一，有这类特

征的话题被称为拷贝式话题。如：

（65）那开车，都得开十几个钟头才能到。

（66）那游泳，他一口气能游几里地。

（67）那写作业吧，俺家闺女放学一回家就开始写作业，写完再吃饭。

（68）那买菜，以前还得老往东边了菜市跑，这现在门口了超市就能买菜。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充当话题的都是动词性成分，即话题和述题中的谓语动词存在

“拷贝”关系。例句中的动词“开车”、“游泳”、“写作业”、“买菜”等出现在句首外

位，用话题标记“那”进行引导和标识，充当句子的话题，而在述题中的谓语部分，都出现

了与话题相同的内容或其一部分，如“开”、“游”、“写作业”、“买菜”。

2.4“那”引导分句式话题

这里所说的分句式话题，意思是充当话题的成分在意义上跟述题之间有分句之间的逻辑

关系，形式上则是一个小句。如：

（69）那要是如果不迟了，我就过去一趟吧。

（70）那他会做饭喽，我早都不再管他了。

3.前置性话题标记“那”的主要特点

3.1前置性话题标记“那”读音特别

“那”作为前置性话题标记出现在句首话题之前，具有引出和标记话题的作用，这时“那”

的读音与指示代词“那”的读音不同。当“那”引导的话题为动词性成分时，一般都读轻声

“na”或者“nei”；当“那”引导的话题为名词性成分时，具体的读音要根据话题成分的

指称性质而定。如：

（71）那老李，整天出门溜达都不知道要带个钥匙。

（72）那人哪，不能学了没皮踹脸，不让人待见。

（73）那大米饭，他一顿都能吃三碗。

这三个句子里，“那”的指别作用都已弱化，它们共同的性质就是作为前置性话题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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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出话题。这三句里，a句“那”读为 nà，重读；b句“那”读为 na，轻读；c句“那”读

为 nei，轻读。读音的不同反映的是话题成分指称性质的不同：a句是定指成分的标志，b句

是通指成分的标志，c句是无指成分的标志。

3.2前置性话题标记“那”可以省略

前置性话题标记“那”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话题标记，在方言中可以省略，无论是在论元

共指性话题、语域式话题还是在拷贝式话题、分句式话题中，有没有话题标记“那”句子的

结构和意义基本上都不会发生改变。如：

（74）a.那俺小妞，吃饭了时候还要拿着个手机搁那拨拉玩。

b.俺小妞，吃饭了时候还要拿着个手机搁那拨拉玩。

（75）a.那早先的老宅儿，连门儿都是实木做的，结实着了。

b.早先的老宅儿，连门儿都是实木做的，结实着了。

（76）a.那买菜，以前还得老往东边了菜市跑，这现在门口了超市都能买菜。

b.买菜，以前还得老往东边了菜市跑，这现在门口了超市都能买菜。

（77）a.那他会做饭喽，我早都不再管他了。

b.他会做饭喽，我早都不再管他了。

例（74）、（75）、（76）和（77）中的话题，分别是论元共指性话题、语域式话题、

拷贝式话题和分句式话题，这些话题在 a句中都用话题标记“那”进行标记和引导，在 b句

中并没有，但是所表达的意思和结构并没有改变。

对于指示代词而言，句中的“那”是不能够随意被省略的，否则，将指代不明，句子的

基本意思也会改变。如；

（78）a.西边那人修车修得挺好的。

b.*西边人修车修得挺好的。

（79）a.那学校的教学质量可高了。

b.*学校的教学质量可高了。

（80）a.辉县那家了地锅鸡比获嘉了好吃多了。

b.*辉县家了地锅鸡比获嘉了好吃多了。

3.3前置性话题标记“那”只能出现在句首

对于作为话题标记的“那”来说，它引导话题的时候，只能出现在句首。

（81）那等我工作了，我也给市里头买套房。

*我那等我工作了也给市里头买套房。

（82）那以前，我还没有在意过会有这事。

*我那以前还没有在意过会有这事。

（83）那刚才那个人吧，我好像给哪儿见过。

*我那刚才那个人吧好像给哪儿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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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那有时候，我不上班也会去单位溜达溜达。

*我那有时候不上班也会去单位溜达溜达。

对于指示代词“那”来说，它在句中的位置相对灵活。如：

（85）咱二舅家那孩子从小学习就好。

（86）我刚才还看见那放羊了从咱门口过来了。

（87）那刚发了书我都给你包好书皮了。

（88）你把我刚买了那电池放哪了。

3.4前置性话题标记“那”不能被否定和修饰

作为话题标记的“那”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不能够被否定和修饰，而指示代词“那”，

有指示、区别和替代的作用，所以可以被否定和修饰。如：

（89）你刚才要找了那个人是不是他呀？

（90）我夜儿个昨天吃早餐的那家店竟然不干了。

（91）你从图书馆借得应该没有那本书。

（92）你刚才交了一堆作业里头没有那本吗？

作为话题标记的“那”不能够被否定和修饰，否则句子不成立。

（93）那咱妈，她咋回家了？

*没有那咱妈，她咋回家了？

（94）那西边胡同里，谁把车横着停那了？

*不那西边胡同里，谁把车横着停那了？

（95）那皮皮个儿小，他每回从栏杆都钻里头了。

*没有那皮皮个儿小，他每回从栏杆都钻里头了。

（96）那吃饭，他每回吃一点都扔那跑去耍了，回来再吃。

*那吃饭，他每回吃一点都扔那跑去耍了，回来再吃。

3.5前置性话题标记“那”引导的话题一般处于句子外位

“那”引导的话题一般处于句子外位，呈现在书面语中就是用逗号将话题与述题隔开，

使述题与后面的话题之间有明显的语音停顿，有时也会添加后置性话题标记“吧、呀、啊、

呢、”等停顿词，如：

（97）那买菜吧，我以前老好买可多放家，图省事，现在想通了，吃一顿买一顿。

（98）那你呀，都不能天天早起会儿，不迟到。

（99）那他们男生啊，就好天天没事了给一块斗地主。

（100）那新房呢，准备啥时候装修哩？

例句中的话题标记“那”引导的话题“买菜”、“你”、“他们男生”、“新房”与述

题之间有明显的语音停顿，除了有前置性话题标记“那”之外，话题后也添加了后置性话题

标记“吧、呀、啊、呢、”等停顿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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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前置性话题标记“那”的语用功能

话题在不同语言或方言中的话语功能不尽相同，同一语言或方言中的话题可能因句子

结构、话题种类或句类选择的不同而有不完全相同的话语功能，作为引导话题的话题标记来

说，它除了作为前置性话题标记以外，也有自己独特的语用功能。获嘉方言中的“那”也不

例外，除了作为前置性话题标记外，它引导话题时还具有承前、强调、对比、假设功能。

4.1“那”具有承前功能

“那”所引导的话题具有承前性功能，也就是说它所引入的话题，并不是

一个全新的、陌生的对象，而是会话过程中已被提及或关联的对象，是已知的、被激活的信

息，至少是易推知信息，因此，它具有承前的功能。如：

（101）——都这时候了，哪还有公交车了，咱几个人打个出租车中不中？

——那打车吧，反正也快也省事儿。

4.2“那”具有强调功能

获嘉方言中的前置性话题标记“那”只能位于所引话题之前，预示话题后必有重要的信

息即述题出现，提示听者注意，同时其后的述题部分中也会出现与话题一致的复指结构，起

强调作用。如：

（102）那小学生，不应不要再说他们小了啥也不懂，他们知道了有时候比大人都多。

（103）那苹果，你一天吃一个补充补充维生素。

4.3“那”具有对比功能

对比是话题的重要功能之一，提顿词则是实现话题的对比功能的主要显性手段。在有

的情况下，述题所表达的内容不是话题所预期的结果，而是相对或相反的内容，即话题与述

题之间是转折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时就需要提顿词起衔接作用，获嘉方言中的“那”

就具有这样的功能。如:

（104）那咱爸好跑，他吃罢饭都不会规规矩矩坐那歇会儿。

（105）那锅毁了，咱妈都舍不得扔了换个新了。

4.4“那”具有假设功能

在“那”引导的分句式话题中，话题与述题之间便是假设关系，这时的前置性话题标

记“那”便表示假设功能。如：

（106）那时间不够，我明天都先不去，等回来有空儿了再说。

（107）那火车晚点，你都先不用来接我了。

5.结语

获嘉方言中的前置话题标记“那”位于句首，具有引导和标识话题的作用。根据话题结

构的语义关系类型，“那”引导的话题可以分为论元共指性话题、语域式话题、拷贝式话题、

分句式话题。作为话题标记的“那”由指示代词虚化而来，与指示代词相比呈现出一系列不

同的特点：“那”引导话题时读音特别、可以被省略、位于句首、不能被否定和修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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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句子外位。作为前置性话题标记的“那”同时也具有承前、强调、对比和假设的语用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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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positional topic marker "Na" [nA] in Huojia dialect is loca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ntence, and has the function of guiding and marking the topic. According to the semantic relation types

of topic structure, the topic guided by 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argument co-referential

topic, register topic, copy topic and clause topic. As a topic marker, "Na" comes from the nominalization

of demonstrative pronouns, showing a series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demonstrative

pronouns. Na, as a prepositional topic marker, also has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inheriting,

emphasizing, contrasting and hypothes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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