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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标记“反正”的话语功能及语用环境探究 

刘瑜1  

（湖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反正”在现代汉语平面已经独立形成一个副词，功能向话语标记转变。其在话语中具有语篇功能和

人际交往功能，具体体现为三大语用环境类型下的 10 种语用功能：1、直面接受态度型环境下的补充话题

功能、举例说明功能、总结话题功能、停顿思考功能、明示观点功能；2、直接拒绝态度型环境下的取得话

轮功能、结束话轮功能、转移话题功能；3、间接拒绝态度型环境下的模糊话题功能、逃避话题功能。 

关键词：“反正”；话语标记；话语功能；语用环境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学界对“反正”的探讨主要围绕其语法化过程、语义特征以及语用功能方面展开。绝大部

分研究成果表明“反正”属于特殊的语气副词，语义表示“条件虽然不同而结果不变”[1]，具备语

篇功能和人际功能。“反正”在话语交际中高频率的使用使其已成为话语标记，具有十分丰富

的语用功能[2]。对外汉语教学中对于“反正”一词的教学多以其本体的语义特征为主，无法真

实反应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况。目前关于话语标记“反正”的话语功能以及话语标记“反正”

所处的语用环境类型的研究尚未涉及。因此本研究从话语标记角度入手，以“反正”为研究对

象，结合真实语料，对其话语功能以及语用环境进行探究，具体表现为不同语用环境类型下

的话语功能的分析和总结。 

一、“反正”的话语标记化 

前人对于“反正”的词汇化、语法化研究相对较多。本文建立在语料库用例的基础上，尝

试梳理“反正”的话语标记化过程，主要为“反正”从副词到话语标记的形成过程。从历时演变

层面看，副词“反正”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从动宾式结构到并列式结构到副词的发展过程，即从

短语凝固化成表“无论如何”义的情态副词[3]。这使得它在话语中有了进一步虚化成为话语标

记的可能。 

根据前人对话语标记研究的结论，可以得知话语标记具备以下基本特征：1、话语标记

在句法上具有独立性，即它与其前后结构没有句法上的关系，在话语中位置较为灵活；2、

话语标记在语义上具有非真值条件性，不会增加所在句子的命题内容，对句子的意义不产生

影响；3、话语标记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语用方面。 

“反正”副词的形成标志主要体现在句法位置分布上的变化和语义上表示“无论如何”[4]。从

下列例句中可发现“反正”可位于句首、句中和句尾，句中位置分布灵活。“反正”的使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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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改变原句的语义，去掉“反正”，句子语义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会失去“反正”所带来的语用

功能。 

1、好酒，好赌，好打人，然后有什么忧郁症、躁狂症，什么都来反正。（访谈节目《鲁

豫有约》） 

2、反正他只是一名普通大夫，无职又无权，对他怎么样都可以。（霍达《绝症》） 

3、如果这里面有一退休工人跟我们一块干，就得交税啦。没数，反正，一月得交他十

几块钱。（1982 年北京话调查资料） 

4、反正是死路一条，晚死不如早死。（1994 年报刊精选）   

例1中的语义背景主要建立在对事实陈述的总结，“反正1”在句中是对前面“好酒、好赌、

好打人...”这一系列事实陈述的总结。而例 2 中“反正 2”体现了说话者的主观性态度，强调的

重点在于“他只是一名普通医生”，“反正 1”到“反正 2”有一个主观性表达的发展，在话语中体

现人际交往的强化作用，这是话语标记形成的一个重要表现。 

例 3 去掉“反正”，句子语义不改变，但其语篇上下话语单位的衔接功能受到影响。例 4

中“反正”后边接有“是”，“反正是”结构中的“是”在话语中起到加强语气的作用，突出了后面“死

路一条”的重点内容。在话语中强调突出话题的焦点，具有衔接上下内容的语篇功能，这也

是话语标记形成的一个重要表现。 

从事实陈述到个人观点的主观性表达，从内容的总结到焦点的突出，话语标记“反正”的

形成体现了该话语标记在话语中人际交往功能的强化和衔接上下话语单位的语篇功能。 

二、“反正”的“表-里” 

本节将以“小三角”理论中的“表-里”为基本研究方法，主要考察话语标记“反正”的结构特

点、搭配形式以及语义特征。主要目的是为后文关于话语标记“反正”的语用价值分析奠定基

础。 

（一）“反正”的结构特点 

从构词形式来看，“反正”是由两个表反义对立关系的单音节语素构成的双音节词，其形

式上可以表示为 XY，X 与 Y 属于反义对立关系。X 与 Y 之间的反义对立关系体现在：XY

由有共同元义素的两个义位构成，即 X 与 Y 之间只有一个义素的差别，其他义素都相同。

总言之，X 与 Y 之间表示的语义对立关系建立在同一范畴、同一属性、同一类运动或状态

中，因此 XY 是处于同一义场的两个语素。而 XY 属于对立连用类话语标记是通过语言认知

的方式用同一义场的两个反义对立语素表示该义场的周遍性现象。 

从 XY 的语素构成来看，根据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1989）中对反义关系的分类

[5]，本文认为 XY 之间的反义对立关系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对立互补（非 X 即 Y），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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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性对立（非 X 不一定即 Y）。对立连用类话语标记的典型代表“反正”的构词语素之间属

于无中间态的对立互补关系，即“非反即正”。其构词语素属于空间方位义场类。另一方面，

“反正”的构词语素间的这种反义对立关系影响到语法功能，使得 XY 发生隐喻转化后表达的

是一种无条件性绝对肯定的主观情态。 

（二）“反正”的主要搭配形式 

根据语料分析，“反正”句式中存在与“反正”高频共现的结构搭配，主要是“反正”与副词“无

论/不论/不管”、“反正”与“就是”搭配的结构。 

1、“反正”与“无论/不论/不管” 

“反正”与“无论/不论/不管”的搭配情况主要包括三大类：“无论/不论/不管...反正...”、“反

正...无论/不论/不管...”、“反正无论/不论/不管...”。 

5、惠普公司认为,不管工程师用这些设备所做的事是不是跟他们手头从事的工作项目有

关,反正无论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家里摆弄这些玩意儿都能学到一些东西。（北大语料库） 

6、梁冬：啊，每天有一个小体悟那得多高兴呀，是吧？ 

曲黎敏：所以我觉得就是学国学啊，不管学国学还是学中医还是学什么哈……反正学这

个它也分境界的问题。（《梁冬对话曲黎美》） 

7、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只要是我慎重作出的决定，我都不会轻易为之后悔，即使偶有

悔意，我也会及时做一些调整，并很快调整到原有的正常轨道上来，而且会以更大的热情去

实践它，直到最终成功。（《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上述例子中分别出现了“不管...反正无论...”、“不管...反正...”、“反正不管...”的句式。它

们在话语中主要是受到“反正”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话语功能，关于话语功能的分析会在

后面章节具体说明。 

2、“反正”与“就是 ” 

“反正”与“就是”的搭配形式有两种，一种为“反正就是”，另一种为“就是反正”。“反正”与“就

是”都是副词，都有表示强调的语用特征，两者常常在口语交际中一同出现，“反正就是”出现

的频率大于“就是反正”。 

8、...爱人就是做小生意的。生活是比较，比较艰苦，我啊，有五个孩子，反正就是够

辛苦，够，够累的，参加这个，街道的一些工作，上夜校学习，五一...（1982 年北京话调

查资料）  

9、我想吧，反正，现在吧，就是，我，我就是，在家呆这么长时间哈，复习复习功课，

然后呢，考试，考在第二毛纺厂了，在那个昌平那儿呢，就是反正啊，我们家人不愿意让我

去。（《当代北京口语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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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8 的“反正就是”结构中，话语标记“反正”的出现表示说话人对前面描述的“我的生活状

态”内容进行总结，“就是”表示强调性的作用，即对“我的生活是艰苦的”这一话题内容进行强

调。 

例 9 的“就是反正”结构中，“就是”表明说话人解释说明的内容，“反正”表明说话人对其

主观性解释的确定态度。“反正就是”主要话语功能是强调总结话题功能；“就是反正”主要话

语功能是解释说明话题功能。两者的话语功能各有侧重点，“反正就是”更侧重于“就是”，表

示对话题的强调性与总结性，“就是反正”更侧重于“反正”，表示重点在于对话题进行解释说

明。 

（三）“反正”的语义特征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对“反正”一词的释义中，表示其可以作副词。“反正”作副词时，

表示“情况虽然不同而结果并无区别”，具有坚决肯定的语气。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中

对“反正”作为副词时的义项说明如下：1、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结论或结果。上文常

有“无论、不管”，或表示正反两种情况的词语。多用在主语前。2、指明情况或原因，意思

与“既然”相近，而语气较强。多用在动、形或主语前[6]。 

10、集中惩罚容易使一部分受惩罚的孩子把惩罚误读为“反正老师已经对我有看法了，

做得再好也没有用”，从而产生“放弃”和对立的情绪。（CCL 语料库） 

例 10 中，去掉“反正”，句子的基本意义不会受到影响，但语气发生变化。内容“老师已

经对我有看法了”起到强调的效果。且表示“无论如何、不管怎样”的含义，起到总结的作用。

因此可得出“反正”的语义特征有[+强调]、[+总结]。 

11、这会不会弄成薄父母而厚别人，且不必管它，反正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消除

儒家的有差等的爱。（CCL 语料库） 

例 11 中的“反正”在形式上表示为“XY+是”，后面可以接“是”，去掉“XY”句子意思不变，

但语篇上未能衔接上下话语单位。其后接上“是”构成“XY+是”结构，在语义上更加突出说话

人的主观性态度，表达确定的语气。例句在语义上表达说话人“不必管其是否会造成薄父母

而厚别人的现象，当下要做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消除儒家有差等的爱”的观点，对其得出的结

论带有确定的态度。因此可以得出“反正”具有[+主观]、[+确定]的语义特征。综上，话语标记

“反正”具有的语义特征是：[+强调]、[+总结]、[+主观]、[+确定]。 

三、“反正”的话语功能与语用环境 

本节重点探究“反正”作为话语标记所具备的话语功能以及其所处的语用环境。具体表现

为总结话语功能和对其语用环境进行分类。 

（一）“反正”的话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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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章节关于“反正”的话语标记化分析中谈及到“反正”的人际交往功能和语篇功能。本

节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探讨总结“反正”的话语功能。 

1、语篇功能 

Halliday 所提出的语篇功能指的是人们在语言交际时，不是依靠单一的词或句子，也不

是孤立句子的简单组合，而是通过话语标记将信息片段组成语篇，传递一个完整的思想概念，

同时表明信息之间的关系以及信息传递与发话者交际角色之间的关系[7]。语篇中的话语标记

使得在交际时话语表达具有语义连贯性。 

12、鲁豫：这个表白我们怎么解读都可以了。我感觉我是个特别敏感的人，在香港电

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你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我听到你说“感谢我的爱人大齐”，我就想，

哦，两人可能就是像传媒说的已经结婚了。 

周迅：反正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我的爱人了，这跟结不结婚已经没有关系了。（访谈

节目《鲁豫有约》） 

在前面的章节中有提到“反正”在语义特征上有总结性作用，而该话语标记建立在这一语

义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了具有结束话轮功能的标记。即它在对其话语中的话题信息进

行总结的同时结束了当前话题。如例 1 中的“反正”带有总结性的语义，“反正”对对方的疑问

点进行了总结，并同时结束了对话中的该话题信息。因此话语标记“反正”具备结束话轮功能。 

13、一般企业都会有应收账款，这是司空见惯的事。这就是我们的预期。但肯德基能

有应收账款幺？反正我去买 KFC 吃的时候，他们从来不让我欠账，不知道谁有没有那么大

的脸面能赊账吃鸡腿堡。（CCL 语料） 

一般在书面语当中用“比如、例如”来举例子，而在口语中常用到话语标记“反正”来举例

子。例 13 中用“反正”来举例说话人自己的亲身经历表明自己的观点“肯德基不能应收账款”。

因此话语标记“反正”具有举例说明功能。 

14、要在市区租一间或一套普通居民楼的住宅，或是通过朋友介绍，或是每天看电线

杆子上张贴的启事，去撞大运，一切全是私下里进行，反正通过正常管道租房是不太可能的。

（CCL 语料） 

例 14 中“反正”前面的内容已经说明了“在市区租住宅在私下进行”，但话语标记“反正”引

出后面“通过正常管道租房是不太可能”的内容，这是说话人在对前面事情陈述基础上补充内

容。因此话语标记“反正”又具有补充话题功能。 

15、从你走了，我常常惦记你。没依没靠，我才嫁了高疤。我这个人呀，反正就是这

么一回子事儿！（CCL 语料） 

例 15 中的话语标记“反正”引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状态”这一信息，是对前面内容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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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即“你的离开让我时常惦记，让我因为没有依靠而嫁给高疤”的内容就是表示“我就是这样

的状态”的信息点。可见，话语标记“反正”具有总结话题功能。 

16、我从日本回来就在北京，在北京，后来在天津，又呆了一，一两年，也不，没，

所谓两年，也不是整个在天津，到天津北京，我反正，有时候在天津，后来就一直在北京。

（《北京口语语料库》） 

例 16 的口语语料是说话人在说明自己情况时，通过话语标记“反正”过渡，提供停顿时

间进行回忆思考，再进行后面“有时候在天津，后来就一直在北京”的具体说明。可见，话语

标记“反正”具有停顿思考功能。 

上述总结“反正”的结束话轮、举例说明、补充话题、总结话题以及停顿思考 5 种话语功

能均属于语篇功能，都使得其对话内容保持语篇上下的连贯性。 

2、人际功能 

Halliday 在系统功能语法中指出，人际功能是指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用语言来和

其他人交往，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用语言影响别人的行为以及用语言表达对世界的看法甚

至改变世界[7]。Sperber、Wilson 的关联理论中表示，交际可以看作是一个说话人明示——

听话人推理的过程[8]。说话人使用话语标记等语言手段表明话语理解的方向，引导听话人以

最小的努力理解说话人的交际意图。 

17、我说：“也许他不是个坏人呢？”司机说：“但愿吧。反正他也没坐在驾驶室里，谅

也不能把咱俩怎么着。等平安到了地方，请他下车就是了。”（CCL 语料库） 

例 17 的对话内容中，听话人司机通过话语标记“反正”对说话人关于对“他是不是坏人”

又再次提及自己想法的话题进行切断，试图开启自己的新一轮话题。说明话语标记“反正”有

取得话轮功能。 

18、A：“怎么办？这个事情好像搞砸了......” 

B：“事情是你在负责，反正不管我的事。”（个人日常对话收集） 

例 18 是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内容。听话人 B 使用话语标记“反正”表明自己跟这件事情的

不好结果没有任何关系，强调自己没有任何责任，明示自己的观点。在前面的章节中也有提

到话语标记“反正”实现了从总结性作用到焦点突出性作用的扩展。说明话语标记“反正”具有

明示观点功能。 

19、鲁豫：你那会儿觉得自己好看吗？ 

孙俪：（笑）反正老师都说我挺好看的。 

鲁豫：（笑）你自己觉得呢？ 

孙俪：反正老师都很喜欢我。（2008 年 10 月 24 日《鲁豫有约》） 



                                     http://www.sinoss.net 

 

 7 

例 19 的对话内容中，主持人想知道孙俪对于自己长相的看法，但是孙俪并没有直接回

答问题，而是将别人对自己长相的看法表述出来，用其来代替自己的观点，不仅化解了尴尬，

也暗示了自己对该问题的直面回答的逃避心理。表明话语标记“反正”具有逃避话题功能。 

20、鲁豫：那检查怎么写呢？ 

孙俪：就写检查嘛。 

鲁豫：那怎么写呢？ 

孙俪：就在队列的时候，那么严肃的时候......我也忘了我怎么写，反正就写检查。（2008

年 10 月 24 日《鲁豫有约》） 

例 20 的对话中，孙俪对于主持人的“具体怎么写的检查”这个问题无法明确进行描述，

此时用话语标记“反正”引出没有实际意义的回答，听话人模糊了自己的回答内容，表明话语

标记“反正”具有模糊话题功能。 

21、A：你知道吗！今天网上爆出的那件事，我觉得好吓人啊！ 

B：反正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自己的作业任务。（个人日常对话收集） 

例 21 的对话中，A 表达出对于网上报道的新闻事件的看法，B 对此事件可能不太了解，

或者是并不太想谈论这个话题，所以 B 通过话语标记“反正”转移到一个新话题，表示自己现

在的状态。因此，话语标记“反正”具有转移话题功能。 

上述总结“反正”的取得话轮、明示观点、逃避话题、模糊话题以及转移话题 5 种话语功

能均属于人际交往功能，都起到在交际对话中引导听话人最小努力程度理解说话人本意的作

用。 

（二）“反正”的语用环境 

李宏（1999）在《副词语义语用分析》中把含有“反正”的分句称为反正项，把另外不含

“反正”的分句称为相关项。李宏认为，凡“反正”句，皆存在变量和常量两种情况[9]。《现代汉

语八百词》词典中表示“反正”句中的“反正”项是常量，而其变量可能是相关项或在句中隐藏。 

因此本文试图以“反正”句中的变化量为参考量，结合上节分析总结的“反正”10 种话语功

能，根据说话人对其变化量所关联的信息点的态度来进行语用环境的分类，主要分为三类：

1、直面接受态度型；2、直接拒绝态度型；3、间接拒绝态度型。具有举例说明如下： 

（1）直面接受态度型 

22、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不能承认，又未当场抓住谁，无凭无据的，看他们有什

么办法！（李文澄《努尔哈赤》） 

例句中的话语标记“反正”对前面相关项的内容持一个直面接受的态度，明示自己的观点，

对其话题进行总结，具备明示观点功能与总结话题功能。另外，上述语篇功能中的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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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例 13）、补充话题功能（例 14）、停顿思考功能（例 16）同样呈现的是说话人对于

其语言环境直面接受的态度，对所听到话语内容进行举例说明、继续补充或停顿思考。 

（2）直接拒绝态度型 

23、A：诶！你看！这个牌子的香水出新款了诶！ 

B：反正我一般只对吃的感兴趣。（个人日常口语收集） 

例 2 对话中，听话人 B 运用话语标记“反正”引出新的话题内容，并没有对 A 的话题进

行回应，以直接拒绝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想法，试图结束说话人的话题，也说明“反正”具备取

得话题功能、转移话题功能与结束话题功能。 

（3）间接拒绝态度型 

24、鲁豫：你现在画得好吗？ 

孙俪：不好...还可以。 

鲁豫：你的那个“还可以”的标准是什么啊？ 

孙俪：反正有眼光的人看到（笑）...特别我化妆师到我家里给我去化妆都说，这画给我

了。（2008 年 10 月 24 日《鲁豫有约》） 

例 24 对话中，孙俪对于主持人持续发问的问题，用话语标记“反正”引出别人对自己画

画水平评价的信息点，试图逃避问题的直面回答，以间接拒绝的态度回应主持人的问题，也

表明“反正”具备逃避话题功能。上述人际功能中的模糊话题功能（例 20）通过模糊对方提起

的话题，同样表现的是间接拒绝态度。 

四、结语 

本次研究视角经历“反正”的高频结构形式到“反正”所处的语用环境，主要定位在话语标

记“反正”的话语功能，总结出三大语用环境类型下的 10 种话语功能。具体表现为：1、直面

接受态度型环境下的补充话题功能、举例说明功能、总结话题功能、停顿思考功能、明示观

点功能；2、直接拒绝态度型环境下的取得话轮功能、结束话轮功能、转移话题功能；3、

间接拒绝态度型环境下的模糊话题功能、逃避话题功能。这也为“反正”的有效习得提供新的

教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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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iscourse Function and Pragmatic Environment of 

Discourse Markers "fanzheng" 

LIU Yu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fanzheng" has independently formed an adverb in the modern Chinese plane, and its function 

has changed to the discourse marker. It has the textual and the interpersonal function in discourse, which 

are embodied in 10 discourse functions under three types of pragmatic environment: 1.Supplement, 

illustration, summary, pause thinking function, and expression in a receptive environment; 2.Obtaining 

the topic,closing the topic and changing the topic function under the direct rejection environment; 

3.Obscuring the topic and evading the topic function in the environment of indirect rejection environment . 

 

Key words： “fanzheng”(反正); discourse markers; discourse function; pragmatic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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