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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性名词的篇章回指功能研究 

吉玉文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对篇章中回指的研究，近年来一直受到话语分析者的重视，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各种回指的现

象作了研究。如果在篇章中先后出现两个同指的时间性名词，我们把前面的时间性名词称为先行词，后面

称为“时间性名词回指词”。本文着重分析汉语时间性名词在篇章中的回指这一现象，探讨时间性名词回

指的形式、功能以及它的特点，为进一步研究回指现象奠定基础。 

关键词：篇章  回指  时间性名词   形式特点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在篇章中，某个时间性名词成分出现后，往往有再次出现的可能，由于语境的作用、篇

章结构的要求、人们短期记忆的性质、信息量的安排以及作者或说者的任意性等等情况，该

成分再次出现时，就有可能以各种形式回指，时间性名词的篇章回指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种。 

一、形式: 

廖秋忠（1986）从表达的角度，把回指分为同形表达式、局部同形表达式和异形表达式。

本文通过从“北大语料库”获得的例句分析，把时间性名词的篇章回指形式分为以下几种： 

1.1、同形：回指时段中的“时间性名词”跟篇章中首次出现的表示时间的名词同形且

等量出现，表示同一个事件所经历或延续的时间。例如： 

1.11、改革搞了十几年，文学从一开始就极大地关注着它。……所以，文学应当超越改

革，回到生活的视野，看看这十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刘醒龙《暮时课诵》） 

1.12、母亲叹道：“他比你爸爸多活了十四年。”我说十四年他比父亲多了些什么收获

呢？（方方《祖父在父亲心中》） 

例句（1.11）和（1.12）中可以看出，前后同形等量的时间性名词所表示的内容是完全

一致的，所表示的时间范围也是一样的。 

1.2、部分同形：部分同形有以下几种情况： 

1.21、只是先行时间名词中的一部分。如：“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要在元旦、春节期间

进行走访慰问，帮助群众排忧解难；要组织好元旦、春节的城乡市场供应，做好平抑物价的

工作，让全省人民高高兴兴过好节日”。（1994年报刊精选） 

1.22、采用先行词的一部分，再加上其他的词。如：“这两本专业杂志 1998 年发表的有

关心理治疗的文章的统计发现，仅这两本杂志在这一年中发表的研究论文已超过 1982～

1994年共 13年的半数以上（对照研究文章总数为 16篇）” “（当代\CWAC\APB0081） 

例句（1.22)中的先行名词是“春节期间”，部分同形的时间性名词回指词是“春节”。

例句（1.22）中的先行词是“1998年”，部分同形的时间性名词回指词是“年”前面加上“这

一”组成的“这一年”。 

1.3、上下义：在时间性名词的回指功能研究中，我们发现，先行词和回指词有一部分

的上下义关系，即部分—整体的关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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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001 年冬天，我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暖冬"现象。北京 11 月份日均气温比平

常年份高出５度左右，为近百年以来周期最高温度”（当代\CWAC\CMB0203） 

例句（1.31）中的先行词“2001 年冬天”属于上义，而“11 月份”属于下义，是“冬

天”的一部分。 

1.4、同义：时间性名词在篇章中作为先行词出现后，下文可以用相同意义的词来回指。

例如： 

1.41、“作今年十月一日,是伟大祖国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国庆节,也是我国传统的中秋

节。国旗飘扬,举国同庆;皓月当空,万家团圆。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向港澳

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亲切的问候”。（新华社 2001年 9月份新闻报道） 

例句（1.41）中，用“国庆节”来回指前文提到的“十月一日”，两者所代表的意义是

等同的。 

二、功能： 

2.1、指代功能：时间性名词用以回指形式时最基本的功能应是指代前文已出现的时间

性成分。例如： 

2.11、“1978 年 12 月 26 日晚上，西方的圣诞夜——中国大概要过 15 年才开始有人把

这一天当作节日。” (吴晓波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史 1978―2008》) 

2.12、“我在 NBA的第一年，春节是 2月 1 日。在中国，人们做很多好吃的，给孩子发

红包。每个孩子一年就等这一天，我也是，但现在不了。”（姚明 《我的世界我的梦》） 

2.13、“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

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当代\CWAC\AHB0018） 

例句（2.11）中的时间性名词“这一天”是用来指代前文提到的“1978 年 12 月 26 日

晚上”。例句（2.12）中的时间性名词“这一天”是指代上文提到的“2 月 1 日”这一天。

例句（2.13）中的时间性名词“那时”是指代上文提到的“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 

2.2、连接功能：在叙述体中，正在叙述的动作行为、事件是在时间、空间展开、发展

的，句子也就常常用时间词、处所词来连接。时间性名词以回指形式出现时最大的作用就是

连接功能。例如: 

2.21、1952 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女飞行员们为首都人民作了第一次飞行表演。这

一天，7000余名首都各界妇女代表和 50多位各国驻华使节的夫人、记者等，来到西郊机场

参加庆祝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起飞的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 

2.22、“沉草身穿黑昵制服，从县立中学的台阶上向我们走来。……那是四十年前的春

天，刘沉草风华正茂正告别他的学生生涯，心中却忧郁如铁。他走过一片绿草坪，……” （苏

童《罂粟之家》） 

2.23、“1993年 4 月 1日，西方国家的愚人节。这一天，李国豪片场正在拍电影《乌鸦》

的枪战镜头。” （张小蛇 《李小龙的功夫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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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2.21）中，用“这一天”回指了 1952 年“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天，用以与下

文叙述中这天所发生的事件衔接起来，使句子与句子之间更加连贯。例句（2.22）中的时间

性名词“那是四十年前的春天”在篇章中作为一个衔接点，将一个场景分割为篇章中的两个

片段衔接起来，一个片段是“沉草向我们走来……”，一个片段是“他走过一片绿草坪……”。

同时，例句（2.23）也是用时间性名词“这一天”作为衔接点，把后边的句子与前面的句子

连接起来。 

2.3、强调功能：时间性名词的多次回指重复在语用上可以起到强调警醒的作用。如： 

2.31、“演义是他爹他娘野地媾和的收获，那时候刘家老太爷尚未暴毙，翠花花是他的

姨太太，那时候刘老侠的前妻猫眼女人还没有溺死在洗澡的大铁锅里，演义却出世了。”（苏

童《罂粟之家》） 

2.32、“正是在这一天，史玉柱收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张订单。也正是在这一天，史玉

柱一共收到了三张订单，近 2万元的汇款！” （《史玉柱传奇》） 

例句（2.31）中两个“那时候”的连用除了指代“演义出生的时候”这一时间限定作用

之外还强调了在“演义出生之时”的境况：“刘家老太爷未暴毙、猫眼女人未溺死”。例句

（2.32）中两次重复出现“这一天”是强调“这一天”史玉柱所经历的事是极具意义的。 

三、特点： 

时间性名词回指时仍表示时间，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3.1、可以进入到“此……”这一格式中，用来回指前文提到的时间时段。例如： 

3.11、“宋朝南渡后建都杭州，改称临安。此后一百五十年，杭州成了南宋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 

3.12、“八点才过我就早早地上了床 ，而在此前的一个来月，我在文学院里的夜生活一

般要延续到翌日零点以后。”（蔡未名《门的幽默》） 

3.2、可以用指示代词“这/那”+表时量的词的形式出现，此时可以进入“从/在/自……”

格式中。例如： 

3.21、“在美国，政府的非国防支出从 1945年的 11.5%提升至 1983年的 30%，并从那时

开始一直维持稳定直到 2003 年（一些计算将国防支出排除在政府支出之外）。”（当代

\CWAC\APE0068） 

3.22、“早在 1956 年朱先生就发表了《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一文，……在那以后的三

十多年里，……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汉语学习》1993年第 3期） 

3.23、“荷兰的国际认领机构表示，10年前在荷兰曾有过一两例认领美国婴儿的事，但

自那时起再未发生过类似事情”。（1994年报刊精选） 

3.3、在叙述体中，可以用表示类同的名词+时间名词来回指。例如： 

3.31、“9 月 8 日,黎景全和孙伟铭在同一天分别被终审改判为无期徒刑。当天,最高人

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上述两起醉驾犯罪案件。” (当代\CWAC\LCJ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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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方面 

从时间性名词在篇章中用以回指功能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连接性是回指形式使用的

最重要的目的。那么，时间性名词在篇章回指中连接的句子成分有什么特点呢？ 

4.1、连接的句子具有承接性。例如： 

4.41、“在紧锣密鼓声中，一届二次“国民大会”终于 1954年 2月 19日上午 10时在台

北拉开帷幕。这天，台北中山堂张灯结彩，当年南京“国大选举总统的闹剧，搬来台北重演”。

（《蒋氏家族全传》）  

例句这种的上下语句具有联系性，前文讲述了“国民大会”拉开了帷幕，后句说明当时

的热闹景象，其中用时间性回指词“这天”衔接。前后语句是相关的。 

4.2、句子中一般有两个或多个对比性话题。例如： 

4.22、“宋代考试制度，是远比唐代严格了，那时则有糊名之制，所凭则真是考试成绩。” 

4.23、“起初，古猿运用天然工具是偶尔的。后来，才渐渐经常化，成了生存的必要手

段。这时所进行的是萌芽状态的劳动。” 

例句（4.22）前后出现的“宋代”和“唐代”是对比出现的，以表明“那时”所回指的

“宋代”考试制度严格。例句（4.23）中以使用工具的“偶尔性”与后来的“经常性”对比

出现，以突出“这时”的劳动手段。 

4.3、句子具有着重强调性。例如上文提到的例句（2.31）和例句（2.32），在句子表达

方面，这两个例句是强调句，句子之间以重复出现的时间性名词为核心，突出句子所要表达

的情感。 

五、小结： 

本文从时间性名词在篇章中作回指功能时的形式、作用以及连接特点探讨时间名词回指

词的基本用法及其特点。可以说，篇章中的回指形式以名词回指最为多变，使用这些回指词

必须是在先行词作为已知信息的前提下，这样才能使篇章连贯起来，否则，就会出现指义不

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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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ext Anaphora Function of Temporal No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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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anaphora in texts has been paid attention to by discourse 

analysts. Many scholars have studied various anaphora phenomena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f two 

temporal nouns with the same referent appear one after another in the text, we call the previous 

temporal noun the antecedent, and the latter called the "temporal noun anaphor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phenomenon of anaphora of Chinese temporal nouns in the text, discussing the form, 

fun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naphora of temporal nouns, and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anaph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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