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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描写和讨论西南官话重庆石柱方言的定指表达手段。石柱方言采用光杆名词、

“名数量”结构及“指量名”结构来表示定指。光杆名词和“指量名”结构的定指用法都较

为常见，而“名数量”结构则相对罕见，具有较高的讨论价值。在石柱方言中，三者分工不

同，各司其职。本文从整个定指系统出发，分门别类地描写和讨论了三者，从而对石柱方言

的定指系统有一个整体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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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文所要讨论的石柱方言指通行于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城区的西南官话。石柱的土家

族均以汉语为单母语，基本不具备土家语的使用能力。本文的语料均来自于作者的调查。 

在石柱方言中，定指的名词性结构主要包括如下形式①： 

 

（1） a. 书我看哒。 

b. 书一本我看完哒。 

c. 呢这/那本书我看完哒。 

 

同普通话及大部分官话方言一致，石柱方言的“指量名”结构（如（1c））以及主语/话题位

置的光杆名词（如（1a））均可表达定指语义。除此之外，较为特殊的是，石柱方言还使用

“名数量”结构来专职表达定指，如（1b）所示，“书一本”指代说话人与听话人在语境中

均能辨别出来的一本书。本文旨在厘清这些不同的定指表达手段在石柱方言中的分布与分

工，并在此基础上勾勒整个方言的定指表达系统的面貌。 

鉴于（1b）这样的定指“名数量”结构在汉语方言中是较为罕见的，第二节先对其进行

简单的描写。本文第三节逐次讨论（1）中各表达手段在不同句法位置中的合法性及其语义，

第四节则在不同语用环境中对定指这一概念进行细分，从而进一步厘清这些表达手段的分

工。第五节是全文的总结。 

 

二、定指“名数量”结构的描写 

 

2.1 “名数量”结构的构成 

 

首先，名词可以比较自由地进入石柱方言的“名数量”结构。和“数量名”结构类似，

这主要取决于名词在语义上能否与量词搭配。独一无二的事物，如“太阳”等，除非是在讲

述神话传说等特殊的语境下，通常不能进入“名数量”结构： 

 

（2） *太阳一个② 

 
① 本文主要以陈平（1987）的指称系统为准。 
② 本文把不符语法及语义不妥的例子均用星号表示，不对两者做进一步的区分。 



 

其次，能够进入“名数量”结构的数词限于“一”及概数的“几”和“两”。实数的“二

/两”及以上非常受限： 

 

（3） 书一本/板凳两根/人几个 

（4） ??书三本 

 

在（3）中，“板凳两根”指示的是定指的“几根板凳”，并非具体的数值“二”。此处的“两”

可以认为与“几”等价。陈秋实（2020）从形式句法的角度对该现象做出了解释。简单来说，

在定指“名数量”结构中，名词是焦点成分，与之相对，数词就不再能成为语义焦点，因此

不能用来彰显其数量。数词为“一”时均是轻读，且在语流中常常可以省简（又参见遵义方

言的情况（胡光斌 1989））。“两”“几”在“名数量”结构中也都是概数解读，不强调数量。

而更大的具体的数值天然就具有凸显数值的功能（陈振宇 2017：167-168），更倾向于在重

音位于数量词时出现，因此难以出现在“名数量”结构中。 

最后，“名数量”结构对量词没有特别的限制。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借用量词、度量

词、不定量词及动量词等都能进入“名数量”结构之中： 

 

（5） 人一个/鞋一双/货一批/水一杯/米一斤/书一些/棋一盘/上海一趟 

 

2.2 “名数量”结构的指称属性 

 

已经提到在石柱方言中，“名数量”结构是专职表达定指的。从下列例子中可以很清晰

地看出这一点： 

 

（6） a. 书一本看完哒。 

b. 我看完哒书一本，你看完没有？ 

c. *你从图书馆随便给我借书一本来嘛。 

（7） a. （祈使）*你看下一本书。 

b. （祈使）你看下书。 

c. （祈使）你看下书一本。 

 

无论是在（6a）的主语位置，还是在（6b）的宾语位置，“名数量”结构均是表示定指的。

在（6c）中，副词“随便”要求其后的宾语为无指成分，“名数量”结构则无法出现。又如

（7）为祈使句，此处的宾语位置要求是定指或类指的，因此通常为不定指的“数量名”结

构就无法出现。（7b）中的光杆名词“书”则是类指的，并不特指语境中存在的某一本书。

（7c）是较为自然的句子，此处的“书一本”获得定指解读，且不能表示类指。 

在很多语言中的定指结构都延伸出类指用法（白鸽 2013）。定指“名数量”结构没有这

类引申。除（7c）中的“书一本”排斥类指用法外，（8）的例子是不合法的： 

 

（8） *小车一部是外国人发明的。 

 

关于“名数量”结构的定指属性，接下来还会更加细致地进行讨论。 

 

三、不同句法位置的定指表达 



 

本节开始，我们把“名数量”结构和光杆名词以及“指量名”结构放在一起讨论。它们

都是石柱方言中用以表示定指的手段。其区别在于光杆名词的定指语义并不是固有的，而无

论是“名数量”结构还是“指量名”结构，都几乎只能表示定指。本节从不同的句法位置来

说明这一点。 

 

3.1 独立成句 

 

光杆名词、“名数量”结构、“指量名”结构都可以独立成句： 

 

（9） a. [用手指]书！ 

b. [用手指]书一本！ 

c. [用手指]呢本书！ 

 

三者相同的是，它们必须在特定的语用环境下才能够独立成句，如（9）都是在直指（deictic）

的环境中。三者的区别在于，一方面，在语境合适的情况下，单独成句的光杆名词是不限于

定指解读的，而后两者只能出现在定指环境中，否则不被接受： 

 

（10） 你平时喜欢买啥子？ 

a. 书！ 

b. *书一本！ 

c. *呢本书！ 

 

（10）的问句需要一个类指的回答，无论是“名数量”结构还是“指量名”结构都不能用于

答句。 

另一方面，同为定指语境，只有“指量名”结构是区别性的，另外两者无法在多个同类

事物中做出区分： 

 

（11） 呢两本书，你喜欢哪本？ 

a. *[用手指]书！ 

b. *[用手指]书一本！ 

c. [用手指]呢本书！ 

 

通过重读指示词及手势的辅助，“指量名”结构能够用于同类对举，使“呢本书”区别于语

境中能够辨认的另一本书。定指的光杆名词和“名数量”结构都不具备这种用法。 

 

3.2 主语/话题位置 

 

引言已经给出了各名词性结构在主语/话题位置的例子，重复在这里： 

 

（12） a. 书我看哒。 

b. 书一本我看完哒。 

c. 呢/那本书我看完哒。 

 



三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表达定指的。其不同之处则在于，前两者是非区别性的，而

“指量名”结构可以是区别性的。这一点与上一小节的讨论相同。下面的例子只有（13c）

是合法的： 

 

（13） 呢两本书你觉得咋样？ 

a. *书 i我很喜欢，但是书 j我不喜欢。 

b. *书一本 i我很喜欢，但是书一本 j 我不喜欢。 

c. 呢本书 i 我很喜欢，但是呢本书 j我不喜欢。 

 

问题在于光杆名词与“名数量”结构的区别。已经提到光杆名词并不总是表达定指的，而“名

数量”结构是专职的定指表达手段。当它们都出现在话题/主语位置时，两者均能表示定指，

其差别比较微妙。一方面，根据语境的不同，“名数量”结构的使用可以带有某种感情色彩。

如下所示： 

 

（14） a. 笔一支搞落哒。 

b. 书一本看完哒。 

c. 人几个来哒。 

 

（14a）中的“名数量”结构可用来表达懊恼的感情；（14b）则可能是表达“终于看完了”

的如释重负的语义；（14c）的通常的使用环境是说话者默认听话者知道他在等待哪些人，并

且已经等待了很久，“名数量”结构在这里表示说话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在最后终于实现。

这些附加色彩虽然随语境而变，难以简单概括，但明确的是，如果将（14）中的“名数量”

结构都换为光杆名词或“指量名”结构，这层附加色彩就会不复存在。 

另一方面，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同为定指，光杆名词与“名数量”结构的语用内涵也有

较大的差别。第四节专门讨论这一点。 

 

3.3 宾语位置 

 

宾语是受动词管辖的句法位置，不同的动词结构对宾语的性质也有不同的要求。以（15）

为例： 

 

（15） a. ??我看完哒书，你看完没有？ 

b. 我看完哒书一本，你看完没有？ 

c. 我看完哒呢本书，你看完没有？ 

 

（15）的语境要求宾语是定指的。（15a）的光杆名词在此处很不自然，因为宾语并非天然的

定指位置，光杆名词也并非专职的定指表达手段。（15b）及（15c）则显示，在进入宾语位

置时，“名数量”结构及“指量名”结构表达的仍是定指的含义。 

如果一个结构要求宾语是不定指的，那么“名数量”结构就无法进入。如（16）所示，

“名数量”结构既不能做存现句的宾语，也不能充当“是”或“有”的宾语： 

 

（16） a. *桌子上搁倒饭一碗。 

b. *他是老师一个。 

c. *刚刚有人一个来找我。 



 

还需要注意的是，“名数量”结构作为宾语还要求居于其前的成分不能够太长： 

 

（17） a. 书一本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b. ?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书一本。 

 

（17）两例在合法性上的差异也说明定指“名数量”结构更倾向于出现在话题性强的位置，

在主语位置要比出现在宾语更加自由。这一点与光杆名词与“指量名”结构很不一样，第四

节会更清楚地看到“名数量”结构的强话题性。 

 

3.4 小结 

 

本节讨论了光杆名词、“名数量”结构及“指量名”结构在不同句法环境中的指称表现，

制成下表： 

 

（18） 

 单独成句 主语/话题 宾语 区别性 

光杆名词 根据环境 定指 不定指 否 

“名数量”结构 定指 定指 定指 否 

“指量名”结构 定指 定指 定指 是 

 

需要承认（18）中的部分内容仅代表某种倾向性，尤其是对光杆名词的概括。但这也说明光

杆名词并不具备默认的定指属性，它的定指性总是由语境决定的。而“名数量”结构及“指

量名”结构都是专职的定指表达手段：它们出现时总是表达定指，在语境或句法要求不定指

时则无法出现。 

上一小节指出“名数量”结构出现在宾语位置不如在主语位置自由，这与它的话题性相

关。需要认识到“定指”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并非总是能够一以贯之。本节已经从区别性的角

度将“指量名”结构与其它两者区分。第四节进一步厘清光杆名词和“名数量”结构在定指

性上的区别。 

 

四、各类定指内涵的表达手段 

 

本节从用法出发，讨论各类定指表达手段的所指对象同语境的相互联系。下文将要涉及

的各个用法小类及其名称主要是根据 Himmelmann（1996，2001）的分类。 

 

4.1 直指（deictic use） 

 

3.1 小节已经提到，光杆名词、“名数量”结构、“指量名”结构均可以表示直指。又如

如下几例： 

 

（19） a. [用手指]书是我的。 

b. [用手指]书一本是我的。 

c. [用手指]呢本书是我的。 

 



（19c）与前两者的区别也已经提到：只有“指量名”结构能够指示距离远近和用于同类对

举，光杆名词和“名数量”结构没有这样的功能。 

 

4.2 回指（anaphoric use） 

 

回指是比较典型的定指用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名数量”结构用于回指在表面上是

非常受限的： 

 

（20） 我屋头有本《战争与和平》，（*书一本）我翻哒好多遍。 

 

光杆名词和“指量名”结构则都可以自然用于回指： 

 

（21） a. 我屋头有本《战争与和平》，书很好看。 

b. 我屋头有本《战争与和平》，呢本书很好看。 

 

光杆名词和“指量名”结构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表示唯一性（uniqueness）的定指手段，而

后者是表示熟悉性（familiarity）的定指手段。参见 Jenks（2018）对普通话中两者的相关讨

论。这带来的一个句法后果是光杆名词不能在宾语位置表示回指，如（22a）所示： 

 

（22） a. *我屋头有本《战争与和平》i，我喜欢书 i。 

b. 我屋头有本《战争与和平》i，我喜欢呢本书 i。 

 

在 3.3 小节也已经举过类似例子。又参见 4.4 小节。 

回到“名数量”结构。（20）已经说明“名数量”结构难以直接表达回指，但如果在“总

分式”回指语境中，“名数量”结构则又能自然出现： 

 

（23） a. 我有一条狗跟一个猫，狗一条很听话，猫一个就不得行哒。 

b. 昨天我去买哒一本书，后头又去看哒场电影，等我看完电影，书一本找不倒哒。 

 

首先，在（23）两例中“名数量”结构是定指的，在语境中能够找到它们的先行词；其次，

它们是对比话题；再次，它们的出现是不可预测的，即无法替换为零形式（可与本小节其他

例子对比）。3.3 小节已经指出“名数量”结构倾向于出现在话题性强的位置，本节的讨论则

说明它必须是新话题、转换话题或对比话题。 

确切地说，“名数量”结构需要被使用在异类事物的对举中，这与“指量名”结构用于

同类对举的情况很不一样。如（24）所示： 

 

（24） a. 我昨天看了一本书跟一场电影。书一本我喜欢，电影一场我不喜欢。 

b. 我昨天看了两本书。呢本书 i 我喜欢，呢本书 j 我不喜欢。 

 

可见“名数量”结构仍然是非区别性的。另一方面，它的这种对异类对举语境的要求也使它

区别于光杆名词，后者在这一方面没有默认的倾向。至此则很明确：在不合法的（20）中，

“书一本”出现的位置是可预测的旧话题，且并非异类对举语境，因此造成了“名数量”结

构难以用于回指的这一现象。 

 



4.3 关联回指（associative-anaphoric use） 

 

如果一个名词性结构没有显性的先行词，但又能通过已知信息根据语用推理来推导出它

的所指对象，我们就把这样的成分叫做关联回指成分。光杆名词及“名数量”结构都可以充

当关联回指成分： 

 

（25） a. 我买哒一辆自行车，把手是坏的。 

b. 我买哒一辆自行车，把手两个是坏的。 

 

“指量名”结构无法自然用在关联回指中： 

 

（26） 我打不开门，因为（*呢个）把手是坏的。 

 

“指量名”结构与前两者的这种区分体现的正是熟悉性和唯一性的区分。“指量名”结构是

表示熟悉性的。依据常识，一扇门只有一个把手，那么在对其关联回指时，就不宜使用表示

熟悉性的“指量名”结构，而应使用表示唯一性的光杆名词或“名数量”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2.1 小节指出在“名数量”结构中，数词不能是大于或等于二的任何确

数，但在关联回指用法中，我们似乎能够发现一些例外。如（25b）中的“两”倾向于理解

为确数，又如（27）： 

 

（27） 我买哒一部小车汽车，轮胎四个是米其林的。 

 

前文提到确数之所以难以出现在“名数量”结构中，是因为该结构的语义焦点在名词上，数

词位置无法承担焦点成分，而确数常常是倾向于焦点解读的。据此，（27）这样的例外也能

够得到很好的解释。依据常识，一辆汽车有四个轮胎，此处的数词“四”是可预测的成分：

它本身也是关联回指成分的一部分，并不是语义焦点。 

另据我们的调查，在临近石柱方言的恩施方言中，定指“名数量”结构就只能够用在关

联回指用法中。“名数量”结构在各类定指用法中的不同分布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4.4 认同指（recognitional use） 

 

如果一个事物属于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的共同的经验，说话人默认这一点，并用一个名

词结构来指代它，我们就把这种指代叫做认同指。光杆名词、“名数量”结构、“指量名”结

构都可以较为自然地用于认同指： 

 

（28） a. 把书给我拿过来！ 

b. 把书一本给我拿过来！ 

c. 把呢本书给我拿过来！ 

 

在这里，三者之间的区别仍然和前文的讨论相同：光杆名词只在特定的句法位置上才是定指

的，其语用功能没有明显的倾向；“名数量”结构是非区别性的，多用在异类对举的语境中，

担任新话题或转换话题；“指量名”结构是区别性的，可以用于同类对举。 

光杆名词和“指量名”结构在唯一性和熟悉性上的区别在这里也清晰地展现出来： 

 



（29） a. （*呢个）复旦大学的校长来了。 

b. *（呢个）复旦大学的教授来了。 

 

常识告诉我们，一所大学只有一个校长而有许多教授，因此表示唯一性的（29a）要用光杆

名词，而表示熟悉性的（29b）要用“指量名”结构。 

 

4.5 大情景指（larger situational use） 

 

定指结构可以用于对言语社团来说独一无二、说话听话双方都能辨识的指称对象，称为大情

景指用法。三者之中，只有光杆名词能用于大情景指： 

 

（30） a. 太阳出来哒。 

b. 太阳一个出来哒。 

c. 呢个太阳出来哒。 

 

（30b）和（30c）的不合法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独一无二的专有事物通常不与数量词搭

配，因此“名数量”结构不用于大情景指；另一方面，“指量名”结构（要求熟悉性）的指

称性质也和大情景指（要求唯一性）的定义相左，“太阳”通常也不和指示词共现。 

 

4.6 小结 

 

石柱方言中，光杆名词、“名数量”结构及“指量名”结构这三种定指表达手段在不同

语用环境中的表现可以归纳如下： 

 

（31） 

 直指 回指 关联回指 认同指 大情景指 

光杆名词 + + + + + 

“名数量”结构 + 受限 + + − 

“指量名”结构 + + − + − 

 

显然，该表总结的仅是合法性上的差别，而根据本节的讨论，即使均可出现在同一环境中，

这些手段的指称属性也展现出明显的区别。因此，需要明确的是，本节的分类仅是为我们厘

清各类定指策略的具体内涵的一种手段，这些分类本身不是本文的目的。通过本节的讨论也

可以清楚，无论出现在何种用法中，光杆名词、“名数量”结构及“指量名”结构的定指属

性的内涵都是相对稳定的，这使得它们得以互相区分： 

 

（32） 

 

 唯一性 熟悉性 距离指示 同类对举 异类对举 

光杆名词 − + − − + 

“名数量”结构 − + − − 必须 

“指量名”结构 + − + + − 

 

“指量名”结构与前两者的差别比较明显。较为特殊的“名数量”结构与光杆名词相比，首



先，它是专门的定指表达手段，这一指称内涵不因其句法位置和环境而改变；其次，“名数

量”结构总是不可预测的，即它不能在相同位置用零形式代替；再次，它强烈倾向于担当对

比话题、转换话题及新话题；最后，它需要出现在异类对举的语境中。后两个区别在本质上

也是等同的：正是因为“名数量”结构总是在与异类事物对举时出现（无论这种对举是隐性

还是显性的），所以它才常常是对比话题、转换话题或新话题。 

 

五、结语 

 

本文描写和讨论了重庆石柱方言的定指策略，主要是光杆名词、“名数量”结构及“指

量名”结构三种。其中“名数量”结构较为特殊和少见，因此有单独的讨论。在同一个语言

系统中，三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共同构成了该方言的定指表达手段。石柱方言是官话，

其光杆名词和“指量名”结构的表现与其他官话相对一致，本文对这两者的讨论也适用于普

通话。这两者与“名数量”结构一起，有条不紊地出现在同一个方言中，那么对这样一个系

统的描写就是相当有意义的。本文以描写为主，更加理论化的讨论参见陈秋实（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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