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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标记“好家伙”多角度研究及教学意见

王烁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1）

摘要：语言交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频繁的活动，而话语标记是人们在进行交谈时常用的促进彼此间言语

理解的一种会话机制。近年来，话语标记语“好家伙”广泛活跃在人们的交际过程之中，如：“好家伙，

别人是拿奖，你是拿货！”本文对“好家伙”一词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其进行归类

研究，分析其表意功能，并提出教学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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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交际过程中的话语里的有一种言语成分听起来似乎语义比较虚，常常让听话人觉得“没有实际

意义”，主要起到提示、引导或制约听话人理解话语内容的作用，这种言语成分就是话语标记。话语标记

的分类和数量繁多，主要源自叹词、连词、副词、指示代词、动词、短语、小句。

近年来，话语标记的叹词中常见的“啊、呀、哼、哎”等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但同样作为叹词的

“好家伙”却尚未被学者深入系统地研究。通过对 BCC 语料库中“好家伙”有关例句进行分析发现，“好

家伙”作为叹词出现的频率远高于该词作为名词出现的概率。因此可以说，“好家伙”大多是作为话语标

记使用的。在中国知网中搜索相关关键词，从语言学的角度专门研究“好家伙”的论文较少，目前只有李

敏的《“好家伙”话语标记分析》、张斯文的《“好家伙”的叹词化》、韩金秒的《从历时语法化角度看

“好家伙”一词》、王娟娟的《汉语话语标记 “好家伙” 运用情况考察》、黄弋桓的《现代汉语部分叹

词的意义分析》、王乙米的《口语中的话语标记“好家伙”评析》以及吴德新的《情态标记语“好家伙”》

等七篇文章。

这七篇文章都是基于“好家伙”的本体研究而作，并未涉及到在对外汉语中，话语标记“好家伙”一

词应如何教学。本文着眼于话语标记“好家伙”一词，希望能够对其本体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做出一点贡

献。

一、话语标记“好家伙”的界定

韩文中分别将“好”与“家伙”以及“好家伙”在古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列出，做了详细的历时语法

化研究，提供了该语言点的演变路径。

在现代汉语中，多音节结构的“好家伙”具有多重属性。《现代汉语词典》收入了“好家伙”作为叹

词属性，解释为：表示惊讶或赞叹。但实际上，“好家伙”一词还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名词。所以在给“好

家伙”定性前，要先把它从名词性的“好家伙”中分离出来，将它分为好家伙（名词）和好家伙（叹词）。

偏正短语“好家伙”是表性质的形容词“好”加名词性成分“家伙”组合成的，例如“‘喂，我的好

家伙！’穿着粗大衣的人用傲慢的口气说，同时想要推开山姆走进去。”1这里的“好家伙”指的是“好的

家伙”。作为偏正短语的“好家伙”在具体的句子中往往可以作体词性成分，在句中充当宾语，用来指称

具体的事物，并由“好”发挥语义功能，表示个人感情色彩。

“好家伙”的发展随着其中心语“家伙”的发展，从指具体的物引申到人/牲畜等，再到意，“家伙”

的语义虚化，凸显的是表示性质的“好”。“好家伙”逐渐具有叹词性质。这时的“好家伙”常常位于句

子成分之间的语音停顿处，作类似于插入语的独立成分。如“好家伙！好家伙！这么多！这么多！”他发

了财了。他为什么这样兴奋？蘑菇是可以吃的呀！他一边用线穿蘑菇，一边流出了眼泪。2这里的“好家伙”

作为叹词用在句子成分之间，是一个独立成分，用于语气停顿处增强语气。

现代汉语中，作为偏正短语的“好家伙”和作为话语标记语的“好家伙”共同存在于人们的日常交际

当中，但二者的使用频率却截然不同。通过对 BCC 语料库的检索对比，可以发现，作为话语标记使用的“好

家伙”远比作为偏正短语的“好家伙”的使用频率高得多。

二、话语标记“好家伙”的功能

（一）语音表意功能

1 出自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

2 出自汪曾祺的《黄油烙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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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化的过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语音的变化。我们在日常的表达中为了引起听者的

注意或者加深个人主观感受的抒发，往往会以重读、拖长等方式加深自己情感的表达，在一些方言地区也

会发生语音的变化。

王娟娟在《汉语话语标记 “好家伙” 运用情况考察》中通过对音频、视频语料进行考察，发现 “好

家伙” 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三种韵律特征: (1)“好”为曲折调，“伙”为轻声;(2)“好”为曲折调，“伙”

(倾向)为升调;(3)“好”为升调，“伙”为轻声。“好家伙”的位置非常灵活，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场合

使用也应该使用不同的语音形式，它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通过分析话轮中间的 “好家伙”得

到。该文对“好家伙”的语音表意功能作了详细描写，本文就不再赘述。

（二）语法表意功能

话语标记在句法上具有独立性，具体表现为：1、句法上的可分离性：话语单位的有无对其所在句子的

合法性没有影响；2、与邻近成分的非组合性：不能与临近成分结合，组成更大的句法成分。作为典型的话

语标记语，“好家伙”自然也具有这些特征。

“好家伙”用在单句中，有两种情况: 一是“好家伙”充当句子成分; 二是“好家伙”位于句子成分

之间的语音停顿处，类似于插入语的独立成分。

当其充当句子成分的时候，在认知层面上，这类“好家伙”大多是以表象可感的形式来描摹说话人表

示惊叹的声音，并由“好”发挥语义功能，表达一定的情感和情绪。而且充当的句子成分以主语和宾语较

多，充当谓语的情况较少。但有时候“好家伙”单独作为一个句子成分或者独立成句时，所指称的事物并

不明显，即“指代模糊”。例如清代《说唐全传（中）》里这段话：车轮说：“魔家乃赤壁宝康王驾下大

元帅祖。”叔宝说：“不晓得你番狗，照本帅的枪罢。”望车轮劈面刺来，车轮说声：“好。”把开山大

斧一迎，叔宝叫声：“好家伙！3”这里的“好家伙”既可能指武器“开山大斧”，也可能指人物“车轮”。

随着语义的发展，“家伙”一词逐渐虚化，而表示性质的“好”这种“优点多的，令人满意的”附加

成分逐渐固定地依附于词语上，而且随着所依附词语的语义弱化在语境中逐渐凸现出来，传达出说话者的

一种主观情绪。语言的主观情绪集中表现在三方面：说话人的视角，说话人的情感以及说话人的认识。如

老舍《四世同堂》中：“好家伙，三万！才有几间小房啊！小院倒怪可爱，可是，怎么也不值三万哪！4”

表明说话人对房间的“不值”表示感叹，传达出说话人对房间价值的主观判断。

（三）语用表意功能

叹词的意义虽然丰富,但必须依附于一定的语言来说明,否则,叹词的意义就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造

成叹词意义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语境。“话语标记在话语中的功能主要是语用的，而不是句法和语义的。”5

作为叹词形式的“好家伙”已经固化，基本意义也逐渐虚化，用于句中已不表示具体事物，只表示一定的

感情色彩；功能方面也已凝固为一个话语标记，此外在使用模式上也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因此，在语境中，

主要有以下几种语义功能：

1、传递惊讶、感叹的感情。话语标记“好家伙”一般用于感叹句、反问句，以突出强烈的情感 ；有

时也可出现在陈述句当中，在停顿处表达突出自己的态度，可重复出现加强感情。

2、传递已有信息或说话人自己的想法。如：“我拿草把点了个亮，走到葡萄架底下一照，嘿，好家伙

啊！桑树上吊着一个人，身上血糊淋淋，嘴里塞着一堆棉花，哼哼唧唧地。”6该段之中的“好家伙”是对

吊着一个血糊淋淋，嘴里塞着棉花的人这一事实的惊叹。

3、处理话题，将谈论对象前景化。如：“养一个都好吃力，他们这三胞胎可咋伺候？既然是二胎，那

他们头胎应该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好家伙！四个……”，“今天闺蜜妈妈跟我说，他们家隔壁第一胎是两

个女儿，第二胎是三个儿子”,“真不容易啊！”在这次对话中，言者通过“好家伙”一词，表达出了言谈

中心人物养育四个孩子可以预见的前景。

正如张静、张桁所说:“由于文字的限制,一个字形相同的词,可能表达几种不同的感情,因此在断定一

个感叹词究竟表达什么感情的时候,往往要借助于感叹词前后的句子”7。因此，在对一个句子、复句或句

3 出自清代《说唐全传（中）》

4 出自老舍《四世同堂》

5 出自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当前课题》

6 出自 1953 年 07 月 26 日《人民日报》

7 出自张静,张桁《古今汉语比较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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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好家伙”进行分析时，首先应该理解前后语境。

“好家伙”在语义上的“主观化”、语法功能上的“凝固化”、语音上的“部分强化”都说明了此时

的“好家伙”从偏正短语转变为话语标记。但是，我们应该了解的是，偏正短语“好家伙”和话语标记“好

家伙”在现代汉语中并行使用，偏正短语“好家伙”未被淘汰，只能说使用的相对较少。

三、话语标记“好家伙”的教学意见

目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高级阶段中，经常将话语标记作为语气词或者插入语解释和教学，而且在教材

中存在意义不完全、语用功能不全面、习题形式单一甚至缺失的问题。尤其是“好家伙”这类本体研究尚

不全面的话语标记语，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更需要转变教学方式与方法，以弥补不足。

（一） 在教学中加强话语标记“好家伙”本体研究
话语标记是一种在汉语交际过程中广泛存在的连接成分，它们独立于句法之外，与句法意义的传达和

句法功能之间的联系甚少，但却在语用功能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调查，话语标记语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的占比较少，而且目前话语标记研究在对汉语教学中还处于起步阶段，更不用说“好家伙”这个语言点

的教学了。

对外汉语教学于话语标记的本体研究之间,应该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即话语标记的本体研究推动着对外

汉语教学的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也应该对话语标记的本体研究起着推动作用。教师在教授话语标记“好家

伙”时，既应该使用其本体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分析总结汉语学习者在使用话语标记“好

家伙”时的偏误，以此推动话语标记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以及本体研究的深入。

（二） 改进“好家伙”话语标记的教学方法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说，话语标记是检验口语能力的重要方面，能
否顺利的、清楚的理解话语标记，通常决定语言信息的传达是否通顺，交流的结果是否能达到。汉语学习

者要想学到地道正宗的汉语，话语标记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
针对“好家伙”，教学中区分偏正短语“好家伙 1”和话语标记“好家伙 2”，进行分层次、分阶段的教

学。教师可以在初级阶段结合偏正短语“好家伙 1”将话语标记“好家伙 2”初步地给汉语学习者灌输相关
内容。这样通过分阶段的教学，学生会慢慢积累“好家伙 2”的相关知识。与此同时，教师也应在不同阶

段对其进行复现，使汉语学习者能不断地接触“好家伙”。

也可以通过情境教学，即汉语学习者在学习“好家伙 2”时，教师为学生创设相应的情境，并且把话
语标记“好家伙 2”融入其中。教师可以设计出一些贴近汉语学习者日常生活或汉语学习者感兴趣的话题，

比如惊讶、感叹、出乎意料等的实际情境。之后让汉语学习者结合实际组织情景进行对话，组织学生进行
话语标记“好家伙 2”的情境教学，从而让汉语学习者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好家伙 2”的语用功能。

还可以运用视听-功能视域下的任务型教学法，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设置与话语标记“好家伙 2”相适应
的教学情境，让汉语学习者进行简单的视频拍摄。之后，对回收的视频进行有效整合，并在课堂上进行视

频展示。在观看视频的基础上，帮助学生们理解和记忆。后期，教师也可以让学生们进行自主性、创造性
的练习，让学生们自己在脑海中自设情境，完成利用话语标记“好家伙 2”的交际任务。
（三） 培养学生使用“好家伙”话语标记

许多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在交际过程当中会回避使用“好家伙”这种表情达意的话语标记，或者仅仅是
重复多次使用某一个此类话语标记。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汉语学习者并未意识到话语标记在口语或书

面交际中所起到的表情达意的重要作用，而且由于自身语言能力有限不能熟练运用这种话语标记，所以采
取回避的策略。第二，有的汉语学习者虽然有能力运用表情达意类话语标记语并且对其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但是在交际中却并没有使用的意识。
因此对于汉语教师来说，加强对表情达意类话语标记的重视是非常有必要的。很多教师在备课讲课时

总是片面的将重点放在语法教学上，而忽略语用教学，不利于表情达意类话语标记的教学，也不利于教师
专业素养的提升。作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我们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思想，主动吸收新式教学方法与策略，

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念。在课堂教学中，对于教材或者习题中出现的表情达意类
话语标记要系统讲解，引导学生在逐步认识了解这些话语标记后再进行有针对性的练习。

四、结语

话语标记“好家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在人们日常交际中扮演着表情达意的重要角色。它作为

现代交际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由来已久，从偏正短语到话语标记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研究

“好家伙”对于汉语语音、语法和语用研究不仅对语言的本体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对外汉语教学，

尤其是在培养中高级汉语学习者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对于“好家伙”一词的功能的探讨还存

在许多不足，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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