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汉语的时制系统与

李铁根事

本文提出 一个新的现代汉语时制分类系统，进而讨论"了、若、过"的表时功

能。 主要观点如下禾 L、 任{何可一个句子都有

是隐性的; 2、从绝对时角度分类，汉语的时制可分 "已然"和"未然"，从相对时角

度分类，可分"同时"和"异时"; 3、作为绝对时标记了"、"若"、"过"都表

"已然作为相对时标记主音"表"同时了"、"过"表"异时"。不同时制功能

的呈现受不同句法条件的制约 4、汉语中存在若绝对时中包含相对时的混合情况。

随着汉语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时制问题已经逐渐成为语法学界关注的焦点

问题之一。 近十几年来，与汉语时制相关的论著不断出现，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人

们对汉语时制问题的思考和认识，说明汉语时制问题研究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必须承认，与其他语法问题的研究相比，时制问题的研究仍然是叹语语

法研究中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很多与时制相关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满意的解答，

很多与时制相关的语法现象尚未得到描写解释，甚至有的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要弄清现代汉语时制系统的全貌，尚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本文提出一个新的现

代汉语时制分类系统，力图为汉语时制问题的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一、绝对时的分类和"了、若、过"的绝对时功能

1.1.任何一个句子都有"时。"短语可以只有"态"而没有"时如"看了一

本书"是个述宾短语了"表示"看"的完成态，但这个短语并没有

它没有和现实发生具体的联系。 但句子则不同。 由于每个句子都表达与现实世界

相联系的一个特定事件，它必然包含一定的时间因素。正因如此时间因素"是

一个句子得以自足的必要条件之一。

时间因素可以是显性的，即通过各种词汇标记(如"昨天"、"明年"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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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标记("了、差、过n 11来若"等)表现出来，也可以是隐性的，即句中不出现

显性的词汇标记或语法标记。 隐性的时间因素在下列两种句子中得到充分反映:

a、表示永恒的、经常的、习惯的行为、特性的句子、例如

(1)他姓李。

(2) 我喜欢下棋。

(3) 老王起得早。

这类句子都是时界开放的泛时句。

b、由语境提供时界的句子。 这类句子都具有一定的粘若性，必须依赖语境才能

确定它所表事件的时间，离开特定的语境，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不清楚的。 例如"我

给你寄一封信" 这个句子只有在某一具体语境中才能确定该句所表事件是已发生

的还是尚未发生的，比较-

(4) 我给你寄-封信， 1尔收到没有?

(5) 你放心走吧，我给你寄一封信，会把这里的情况都告诉你的。

例 (4) 中的"我给你寄一封信"是过去发生的事件，例 (5) 中的"我给你寄一封

信"是尚未发生的事件。

无疑，汉语中存在若大量的无标记语境句，形成汉语与印欧语等形态发达语

言在时制表达上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点。

1.2. 汉语的句子从时间表达上看，从绝对时角度可分已然和未然两类.事件在

说话之前或说话之时已发生(过)sx存在(过)的句子为已然句，事件在说话之时尚

未发生的句子为未然句。 二者各有一定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既可以是词汇

手段，如各种时间词语，例如

(1)他昨天休息。(已然句)

(2) 他明天休息。(未然句)

也可以是语法手段，如使用时态助词或语气词，动词重叠形式，某种特定句式(如

祈使句)等。 例如-

(3) 你说什么来若? (己然句)

(4) 咱们商量商量。(未然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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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可以用零形式来表达，如上边所举的泛时句即可归入零形式已然句。

"了"、"若"、"过"都是"时"、"态"合-的时态助词，l 它们既有表态功能，

又有表时功能。在绝对时句中谓语动词后出现时，它们都是既表"态又表"时"

的 表已然。作为"已然"标记了"、"差"、"过"都可以独立承担全句的标时

功能，即确定全句的已然性质。比较·

(5) 3. 小王军日小赵都去了北京。(已然句)

b. 小王和小赵都去北京。(未然句)

(6) 3. 里屋睡着客人。(已然句)

b. 里屋睡客人。(未然句)

(7) 3. 我说过他几句。(已然句)

b. 我说他几句。(未然句)

诸例中a句的已然性显然由"了"、"着"、"过"确定，去掉"了"、"若"、 "过"

后，相应的b句则都成了未然句。

已然和未然在语法上存在若明显的对立，已然标记和未然标记不能在句中谓

语动词前后同时共现。如

述句)中不能与未然标记同句共现，即它们都不能用于绝对未然句中。比较:

(8) 3 他出席了这次会议。(已然句)

b 他将出席这次会议。(未然句)

C. 他将出席了这次会议。

(9) a. 我正洗着衣服呢。(已然句)

b. 我马上洗衣服。(未然句)

C. 我马上洗若衣服。

(10) 3 他去过上海。(已然句)

b.后天他要去上海。(未然句)

C *后天他要去过上海。

l 关于 "时"、"态"的合一性问题，参见左思民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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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 这里下过一场大雨。(已然句)

b. 这里要下一场大雨。 (未然句)

C. ·这里要下过一场大雨。

显然，绝对时未然句中谓语动词后是排斥表已然的

1.3 . 已然包括过去和现在。 我们之所以作"已然"和"未然"的二分，而不作

过去、 现在、将l来的三分，是因为汉语中已然和未然的对立比过去、 现在、 将来

的对立在语法形式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t臭句话说，叹语中过去和现在的对立则表

现得不那么明显， 有时在语法形式上难以区分 ， 也没必要加以区分。

已然表达有种种情况:

a、 不分过去和现在的已然。 如下边这种心理动词谓语句都是不分 (也无法区

分)过去和现在的已然句-

(l)我认识他。

(2) 他最怕老鼠。

b、区分过去和现在的已然。语法上不区分过去和现在，并不等于说汉语不能区分

过去和现在的时间。当有必要区别这两种时间意义时，有两种手段可供选择 一是

使用具体的时间词语来表现这种区别。 例如.

(3) 我前年就认识他。(表过去时间)

(4)我刚刚认识他。(表现在时间)

(5) 他以前最怕老鼠(表过去时间)，现在一点也不怕了(表现在时间)。

2 祈使句中的"若" 属于例外.如 "站若!" "你听若 1 " 但也仅限于结构简单的祈使句，复
杂一些的祈使句中"若" 的使用仍受限制。比较

(J) a. 1尔马上和你妹妹一起看书。

b 叫尔马上和你妹妹一起看着书.

(2) a. f尔到河边去洗衣服1

b. .你到河边去洗宣言衣服1

另外，某些与时态意义无关的"若" 也可用于未然句中，如"这种精神将永远鼓舞若我们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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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使用特指过去或现在的助词、语气词以及一些特定的格式或句式来表现过去

或现在的时间，如使用"过"、"来去'、"的"等虚词表示过去时间，使用"呢"、

"在..…若" "正(在)......呢"等形式来表示现在时间。例如:

(6) 我上过一年电大。

(7)你说什么来着?

(8) 小王买的电影票。

( 以上为特指过去的已然句)

(9) 孩子们看电视呢。

(1 0) 大姐在大声地训着孩子。

(11)厂长正在读报纸呢。

(以上为特指现在的已然句)

1.4. 

出现时，都呈现已然的绝对时功能。但这三个时态助词又有所不同。

"了"从表时角度看 ， 它可以特指过去的已然， 如当它处于某些瞬间结果动词

(如"瘁"、"断"、"塌"等)后边时，表示说话之前曾发生某种事情·

(1 ) 他断了-只胳膊。

(2) 小王摔了-跤。

"了"还可以指不分过去现在的已然，如当它处于某些具有静态持续语义特征的动

词(如"知道"、"憧"、"挂"等)后边时

(3) 我知道了那件事。

(4) 墙上挂了一幅画。

下列句子中的‘17 " 也都表已然，至于是过去的已然，还是现在的已然，也难以

说清楚

(5) 温州老板们有了危机感。

(6) 张永枢现在当了大宫，架势了。

(7) 现在， 75岁的教皇又掘出了一座更大的"金矿"一一家庭饰品市场。

(8) 小王已经考上了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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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不分过去和现在(也没必要区分)，所以说话者可以加进过去时间词语指明

事件的过去的已然性，也可以加进现在时间词语指明事件的现在的已然性，也可

以加进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词语指明事件从过去到现在的已然性。 例如

(9) 他去年买了很多书。(指明过去的已然)

(1 0) 我现在过上了舒心的日子。(指明现在的已然)

(11)近几年来，很多农民靠引进种植珍稀品种走上了富裕之路，……( (文摘

报) ， 1997 , 3 , 18) (指明从过去到现在的已然)

"主言"从表时角度看，它可以表示事件从过去到现在持续存在的"已然例如

(12) 几只乌在树上不停地飞主音。

( 13) 小王穿若一件军大衣。

说话人若要强调"现在则常加上"现在"、"正在"、"呢"一类词语，例如

(14) 小王现在正洗着衣服呢。

若要强调"过去到现在"的持续，则可加上 "一直"、以来"一类词语，例

如.

(1 5) 小王一直读着夜大。

(16) 去年以来，他一直考虑着这个问题。

"过"从表时角度看，只表示过去的"已然表示全句所表事件在说话之前

曾发生并结束，或事件以前曾经存在。

"过"所表示的过去时间是不确定的，可能是一个遥远的过去，也可能是一个

较近的过去。 如要确定这一点，可以在句中加上表示确定时间的时间词语。 例如。

(17)三十年前我读过这本小说。

(1 8) 上个月我去过-次北京。

(1 9) 前天他来过.

(20) 刚才我叫过他…次。



现代汉语的时制系统与"了、若、过"的表时功能 425 

一 相对时的分类和"了、若、过"的相对时功能

从相对时的角度分类，汉语的时制可分同时和异时两类·事件以某一指定的

时间为参照点，若事件与这个参照时间同时存在，则为同时;若事件发生与这个

参照时间有先后关系，贝Ij为异时。异时又可分为前时(事件在参照时间之前发生)

和后时(事件在参照时间之后发生)两类。参照时间可以是指定的某一具体时间，

也可以是某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前者例如:

(1) 1960年以前，他只去过一次北京。

此句说的是"他"在 "1960年.. (参照时间)以前"去一次北京" (异时:前时)，若

从绝对时角度来看，在说话的时候，他可能已去过很多次北京。后者例如:

(2) 我到他家里的时候，他正和孩子一起看电视。

此句的参照时间是"我到他家里"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他正和孩子一起看

电视"与参照时间同时存在(同时)。

相对时的不同类型也各有一定的表现形式，如"芳'、…·时(的时候)"、"(与

.... )同时‘边…..边…等都是"同时"的标记，例如.

而

(3) 1985年至此1987年期间，他正读若夜大。

(4) 调整责任田时，李父向组里提出女婿马金常和外孙女马静文应分责任田

的请求。( (文摘报)， 1997 ， 5 ， 11)

(5) 在李父作出的承诺下，组里才网开一面， 1994年3月马金甫户口正式迁

人李金光一家的户口册上。同时，马金常原户口所在地也取消其责任田。

(同上)

的)在办报的同时，张连生兼搞商品住宅开发。

式式. 例如如: 

(7) 那以前也没见过， (那天是第一次见面。)

(8) 出国之前必须办好一切手续。

(9) (他是去年结的婿。)……结婚以前他是个开朗的小伙子，结婚以后却

变成一块木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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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十年前我们见过-次， )以后再没见过他， (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

(ll) (明天你去和她讲清楚， )以后就再别见了。

从以上例句中可以看出，相对时的参照时间可能是"过去"的某一时间，如

例(9)中的"结婚以前"、"结婚以后"中"结婚"的时间，也可以是"将来"的某

一时间，如例 (8) 的"出国之前"中"出国"这-事件发生的时间。从结构类型

上看，单句中存在相对时的情况，如例(3) ，复句里的分句中也存在相对时的情况，

如例(9) ，甚至在大于句子的单位中也有相对时的情况，如例(5)中"马金常原户

口所在地也取消其责任田"与上一句中"马金常户口正式迁入李金光一家的户口

册上"同时。

"了、若、过"都有相对时功能了"、"过"表异时主音"表同时。相对时

功能的呈现与它们所处的句法位置直接相关。虫如日在单句中

些句法{位立置(如定语f值立置'状语位置，宾语位置，连功式中 V1后的位置)上一般都
呈现相对时功能。在谓语动词后出现时了、若、过"可能呈现绝对时功能，也

可能呈现相对时功能，这与句子类型有密切关系。 在绝对时间句中丁若、 过"

呈现绝对时功能，表已然。在相对时间句中了、差、过"呈现相对时功能。

叹语中存在下边这种句子:

(1 2) 明天我已经离开了学校。

(1 3) 后年我大概已经在读若博士学位了。

(14) 明天我到你家时，你恐怕已经吃过晚饭了。

以上三句说的都是尚未发生的事情，句首的时间词语标明了全句的未然性，可句

中谓语动词后却出现了

句的→种特殊类型 未然前时句'它与一般绝对未然句不同，表E现见在以下几个方
面.

1)句首将来时间词语是句子所述事件的参照时间 ， 而不是事件的发生时间。 例

(1 2)中"了"表示事件在"明天(某时)"这一参照时间之前已经发生(前时);例

(3)中"着"表示事件在"后年"这一参照时间内持续存在(同时);例(14)中"过"

表示事件在"明天我到你家时"这一参照时间之前已经结束(前时);

2) 句中一般要求在动词前出现"已经" 一类词语，但不能加进绝对未然标记

"将(要)"、"即将"等，

3) 此类句子在话语环境中总是作为后续句存在，句茵时间词语具有承接上文的

作用，这个时间一般是上文已经提到的，整个句子带有假设推测的意味，因而句

中经常使用"大概"、"恐怕"、 "差不多" 一类词语。 比如例(12)一般是承接"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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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到学校找你"这类句子而说的，作为始发句很难立得住。 例(14) "明天我到你

家"这个事件肯定也是上文提到过的。 总总、之，此类句子中的

呈E现见相对时功自能~(前时或同日时才)，而不是绝对时功能，它们与一般绝对未然句是大

不相同的。

"了 、 若 、 过"在条件分句谓语中出现时，亦呈现相对时功能，

三、混合情况:绝对时中包括相对时

绝对时已然未然的区分主要是针对绝对时间句而言 ， 而相对时同时异时的区

分则不限于句子，短语中也存在相对时问题。 如"下了课去你家"是个连动短语，

没有绝对时问题 ， 但有相对时的问题，这里

在 "去{你尔家"之前发生(前时)。 至于 "去你家"是否己发生贝卵则|川l不是

的。 这个连动短语既可以用于已然句中，也可以用于未然句中，但"了 " p，斤呈现

的相对时功能不变。 例如

(1)昨天我下了课去你家，可你不在。 (已然句)

(2) 明天我下了i果去你家。 (未然句)

显然，例(1)的已然性由 "昨天" 确定，例(2)的未然性由 "明天" 确定，都与

"了"无关。

上述情况说明，叹语中存在若绝对时中包含相对时的混合情况。 认识到这一

点很重要，我们就不会以"了"在表未然的连动式 V1中的相对时用法来否定它
在绝对时间句中表已然的功能。

一般采i讲井ι‘ 非谓语{位立置上的
参照点 一般都是句中谓语动词所表事件发生的时间。非i谓冒i语吾位置上的

过"都不能决定全句的时制性质，即全句是已然句还是未然句与它们的使用无关。

例吉日:

(3) 他耍弄清楚自己到底干了些什么。

(4)把戴若的眼镜摘下来。

(5) 千万别告诉她我找过您。

以上例句中出现了 "了" 、 "若"、"过但由于它们或处于宾语位置上，如例

(3)中的"了例(5)中的 "过或定i吾位置上，如例(4)中的"若因而都只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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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相对时功能，并不能决定主句的时制类型，三句都是绝对未然句。 下边这个例

句是表示过去的已然句，但它的已然句性质是由谓语动词后的"过"决定的，而

不是由宾语位置上的"过"决定的:

(6) 我告诉过你她给人当过保姆。

这句中宾语位置上的"过"表示 "她给人当保姆"这-事件在"告诉"之前已结

束，表示的是"过去的过去"这一相对前时意义，若把它去掉，全句时制不受影

响，仍是表示过去的已然句，不过"她给人当保姆"这一事件现在(说话时)可能

仍未结束。 但若把第一个"过" 去掉，全句时制类型则由表过去的已然句变成表

示现在的已然句。可见前后两个"过"分别呈现不同的表时功能谓语动词后的

"过"呈现绝对时功能，表示全句为特指过去的己然句，而宾语从句中的 "过"呈

现相对时功能，表示宾语所述事件在谓语动词所述事件之前结束(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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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ystem of Tens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Tense Markers le, zhe, guo 

Tiegen Li 

This paper suggests a new system of tens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discusses the function of tense expression of le, 2he, guo. There are 

three main subject view points. Firs t, Any sentence has tense. Time 

factor may be explicit or recessive. Second, Both absolute tense and 

relative tense are reflected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1n the view of 

absolute tense, Chinese tens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have been 

done"(" 已然") and "wi11 be done"(" 末然")， and in the view of relative 

tense, Chinese tens巳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simultaneousness"("同

时") and "insimultaneousness" ("异时"). Both have certain manifestation 

and opposition on grammar. Third, le, 2怡， guo can be used to express 

"aspect" as well as "tense." As the markers of absolutβtense， they a11 

express "have been done" not "will be done"; as the markers of relative 

tense, 2he expresses the simultaneousness, le, guo express insimuJ tane

ousness. The appearence of different tense function is restricted by 

different syntax conditions. Fourth , There are states that absolute tense 

contains relative tens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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