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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虚词“的”

李兰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5000）

摘要：“的”有三种读音，分别为“de”、“dí”、“dì”，它有三种不同的词性，分别为助词、副词、

名词。这里，我要谈的是“的”作为助词的一些分析。众所周知，现代汉语虚词分为九大类，其中主要的

四类是介词、连词、助词、叹词。那么，“的”作为虚词大家庭的一员，其作用不容小觑。“的”作为助

词中的一员——结构助词，对突出句子的结构或者某种功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我就现代汉语

语法研究的语义、语用、句法和语法四方面来分析一下“的”的用法和功能。

关键词：助词结构 语义 语法 语用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A

正文(正文字号:宋体五号)用作结构助词的“的”字短语有两大类。第一类包括：形容

词+的（性质形容词、非谓形容词、状态形容词以及形容词的重叠形式）、数量词+的、名词

+的、介词短语+的。分别为：[高]楼、[西式]餐厅、[雪白的]布、 [高高的]的楼（这是形

容词+“的”的）；[所有的]事情；[外语系的]学生、[中国的]的外交部；[路边的]柳树、[教

室的]学生。介词自己也可以带修饰语像[五年级以上的]学生，这个“五年级”就是用来修

饰介词的。第二类是：句子+的，这我们把它叫做标句词短语，或者说，“的”前面的成分

是句子，“的”就是标句词；如果是其他成分，“的”就是助词。例如[我提的]建议/[新入

校]的学生；[我们努力奋斗的]日子。结构上，“的”是自己短语的中心语，进入短语的其

他成分是补足语。

一．“的”的语义分析

“的”可以用在五种语义类型的定中短语的中间，分别表示领属关系、修饰关系、限制关系、

转借关系和同一关系。这里，我们可以以转借关系为例来探讨一下“的”的功能。转借性定

语的作用是联想的方式转喻，主要有：（1）以相关性为基础的借代式：例如战斗的早晨/

幸福的夜晚/伤心的小白花/幸福而又激动的泪水/彬彬有礼的服务台等等。（2）以相似性为

基础的比喻式，例如：大地的眼睛/理想的翅膀/时代的车轮等等。

二．“的”的句法分析

虽然都是用在定中短语的中间起连接作用，但“的”所连接的成分并不相同。“的”字

分布于偏正结构和非偏正结构两个层面，分布于偏正结构层面的“的”表示偏项对正项的修

饰，这里有可分四种情况：

1、用在体词性定语的后面，其中的“的”大都可以不用，但用与不用有时语用效果很不一

样。例如：学生的作业/我们的国家/塑料的杯子/两年的时间/郊区的环境/两元钱的烟叶等

等。

2、用在谓词性定语的后面，其中的“的”大都必须使用，如果不用，有的根本就不能成立，

有的就成了述宾短语了。例如：美丽的风景/可爱的姑娘/雪白的衬衫/迟到的原因/反对的理

由/刚买来的词典等等。

3、用在主谓短语的中间，其中的“的”不但能改变整个短语的结构，而且还会改变其性质，

主谓短语就成了偏正短语，自由类短语变成粘着类短语。例如：狐狸的狡猾/西湖的美丽/

他的死亡/领导的光临/词典的出版

4、用在主谓短语的后面，其中心语可以是谓语动词逻辑上的宾语或者主语。例如：外婆买

来的床单/大家同意的建议/味道很好的点心/声音柔美的音乐老师

分布于非偏正结构中的“的”表示对某一句法成分的强调，它的功能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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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调已发生的条件和施事。这种“的”通常分布于动宾之间（宾语常可隐去）或无宾动词

之后。它出现的背景是某动作已经发生，为已知信息；这个已知信息是交际双方共知的。从

形式上看，由于动作是已知的，谓语动词后面不会出现时态助词“了”或“过”。例如：

甲：小王不在家，她去了北京。

乙：他什么时候去的（北京）？

甲：他上午去的（北京）。

2.强调谓语动作本身。这种“的”经常用于于句末，主要是需要强调或确认某个动作会发生

或已经发生。从形式上看，一般用作将来时，谓语动词会与“要”、“会”等同现；表示过

去时，谓语动词会与“了”或“过”同现。例如：

我会帮助（你）的

她肯定说过这句话的

这个我们是早申明了的

3.强调状态的非同寻常。这种“的”也分布于句子（非主谓句）末尾，其前面的词语多为表

示状态的词语，尤其是形容词；“的”出现的背景是需要强调某种状态非同寻常。例如：

今天怪热的

这种情况真够糟糕的

大过年的，你吵什么！

关于“的”的用法，在一般的语法书中经常见到的一下情况（1）用在定语之后作定语

标志，如“我们的命运已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2 依附在词或词组后面，组成“的”

字结构作主语或谓语，如“应该小心的还是要小心”、“我喜欢那个紫色的”；（3）依附

在联合词组之后，表示“等等”、“之类”的意思，如“水果啊糖啊饮料啊摆了一桌子”、

“买了些蔬菜水果什么的”；（4）和“似”组成“似的”作比况结构，在句子中定语或状

语，如“水晶似的葡萄”、“木鸡似的坐着一动不动”。

此外，“的”字结构还有几种特殊的用法，（1）“你还是多吃一点的好。”“我还是说了

的好。”这类句子一般都有劝勉语意，这里的“的”主要起了表明结构、固定意思的作用。

这种用法的“的”（和使用一个逗号差不多），其作用是给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划界的。为了

帮助标示句子的结构关系以达到准确表意的目的，这是“的”所起的另一种结构助词的作用。

（2）“他们上午进的城。”“我们昨天开的会。”这类句子中的“的”只要是为了满足结

构上的需要，用在谓语和宾语之间，帮助突出状语和谓语的。（3）“他当了三年的兵。”

“张老师教了我们一年半的语文。”“的”是用在“谓+补+宾”结构的补语和宾语之间，其

作用是为了在补语之后造成一定的语音停顿，从而帮助和突出这类补语的。

三．“的”的语用分析

“的”的使用主要有三种功用：改变结构关系、分化潜在歧义、显示语义差异。因为在

上文中我们提到“的”会用于偏正与非偏正两种结构里，所以在分析其语用功能时，我们也

要分别对待。如果看分布于偏正结构层面的，“的”不仅具有句法功能，也有语用功能，主

要起强调的意思。有些结构可以带“的”，也可以不带“的”，但无论带“的”还是不带“的”，

都属于偏正结构，而且内部都有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例如：

a.健康儿童——健康的儿童 木头桌子——木头的桌子

考试资料——考试的资料 郑大学生——郑大的学生

b.认真工作——认真的工作 高高举起——高高的举起

仔细观察——仔细的观察 小声说话——小声的说话

由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加“的”的目的就在于此，a和 b虽然属于不同功能的偏正

短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不加“的”时该短语偏项的修饰性是普通的，而加“的”之后偏

项的修饰性是具有强调意味的。简单的来说，不加“的”时偏正二项基本处于同一个级别，

加了“的”以后的，具有强调的意味。偏项强度更亮，人们会更多的关注偏项；也因为偏项

强度更亮，原来没有加“的”同属于并列的级别，没有强调的意味，一般情况之下，并无实

质性的区别，两者都可以通用。

“的”用于非偏正结构层面中的时候，它的功能是凸显其前面的施事、条件、动作、状

态等成分。这里所说的“条件”是广义的，指与已发生动作有关的一切条件：方式、时间、

处所等。

例如：a.你在哪儿下的车？ 我在北京下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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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什么时候去的（英国）？ 他昨天去的（英国）。

谁打破的(玻璃)？ 他打破的（玻璃）。

b.他肯定会去的。

我吃过那道菜的。

c.这种情况挺糟糕的。

大过年的，不要吵架。

她的脸通红通红的。

a、b、c 中“的”的共同点是：分布于非偏正结构层面，表示凸显：a凸显所在句子的已发

生动作的条件包括地点、时间、处所或施事，b凸显动作本身是否发生，c凸显状态的非同

寻常。

关于歧义的问题，我想先用几个列举几个例子，如：莫言的书、美国的朋友、梵高的画，

咬死了猎人的狗等等，很显然，以上这些结构都是有歧义的，像莫言的书可以理解为莫言创

作的书还能理解为莫言所拥有的书；美国的朋友可以理解为属于美国的朋友也可以理解为来

自美国的朋友；后面的都是这个道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这是一个谓语存在隐含

结构，深层结构中仍然有谓词，表层结构谓词可以被隐去。例如莫言的书，这是表层结构，

其深层含有两种含义：a.莫言创作的书、b.莫言拥有的书，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深层的谓词都

加上去，歧义现象就可以解决了。

四、虚词“的”语法特点

1、“的”的运用对语法结构和语法意义有重要的作用，某些语法结构，有无虚词“的”，

结构关系和语意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如：

a 爸爸妈妈--爸爸的妈妈 生物历史--生物的历史

b 修改书籍--修改的书籍 解决问题--解决的问题

2、某些语法结构，添加了某些虚词后，虽然语法结构关系没有改变，但对语义有着非常大

的影响。如：

a 北京大学--北京的大学 上海宾馆--上海的宾馆

b 十斤鲤鱼--十斤的鲤鱼 鲁迅先生--鲁迅的先生

3、某些语法结构，加虚词或者不加虚词“的”，结构关系或者语义关系似乎没有明显的不

同，但是仔细体会之后会发现其语用意义上的差异,主要差异是加上虚词“的”起到了强调

的意味。

a 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 木头椅子--木头的椅子

b 漂亮衣服--漂亮的衣服 典型事例--典型的事例

我们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的”可以用在名词前，通常都是用作定语。但不是一切

定语后都用“的”。有时必须用，有“的”字在现代汉语中出现频率最高，分布极为复杂，

所以其各方面包括句法、语义、语用方面的情况也极其复杂。作为一个初学者，我无法就我

所了解到的知识对“的”进行一个很彻底全面的分析，但凭着查阅一些相关书籍，对“的”

这种虚词也有了一定的模糊大概的认识和了解。在“的”虚词研究的道路上我们仍任重而道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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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 Word “de”

Li Lan

(ZhengZhou University, He Nan Province, 455000)

Abstract：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pronunciations for "de", "de", "dí", "dì", which have three different parts
of speech, namely auxiliary words, adverbs, nouns. Here, I want to talk about some analysis of "of" as a
helper. As we all know,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are divided into nine categories, the main four of
which are prepositions, conjunctions, auxiliary words, and interjections. Then, "the" as a member of the
big family of imaginary words, its role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A" as a member of the auxiliary
word - structural auxiliary words,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highlighting the structure or function of the
sentence. Below, I will study the semantics, pragmatics, syntax and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Analyze the usage and function of "de".

Keywords:Auxiliary structure semantic grammar pragmat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