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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儿童早期会话中关联标记
“然后”的发展个案研究
　 　 　 邹立志

摘　 要:　 本文考察了一名普通话儿童 １ － ５ 岁会话中关联标记“然后”的使用情况ꎬ研
究发现儿童关联标记“然后”发展的一系列特点ꎬ主要有:(１)儿童从 ２ 岁以后开始使用

关联标记ꎬ“然后”是产出最早也是频率最高的关联标记词ꎻ(２)儿童各年龄段“然后”
的产出频率都是“关联标记 > 逻辑连词”ꎻ(３)儿童关联标记“然后”的发展在 ４ 岁前平

缓增长ꎬ４ 岁后增长迅速ꎻ(４)关联标记“然后”各功能的分布体现为“延续义 > 并列义

> 结果义 > 其它义”逐级递降的趋势ꎮ 文章从认知因素、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会话语

体的高互动性解释了影响儿童关联标记“然后”发展的制约机制ꎮ
关键词:　 汉语儿童ꎻ关联标记ꎻ“然后”
中图分类号:Ｈ１４６ 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 － ９１４２(２０１８)０６ － ０１３４ － 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 ０７ － １２
作者简介:邹立志ꎬ女ꎬ湖南邵阳人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ꎬ文学博士ꎮ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口语语料库的汉语儿童话语标记早期发展研究”(１６ＢＹＹ０７２)的阶段性

成果ꎮ

一、引言

关联标记是话语标记的一种ꎮ 话语标记是日常口语中一些习焉不察的语言现象ꎬ近些年来随着语

言学界对日常口语研究的重视ꎬ传统语言学中被视作边缘现象的话语标记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ꎮ 然而

学界的话语标记研究对象主要限于成人ꎬ对儿童口语中话语标记的发展还缺少系统的考察和研究ꎮ 儿

童的话语标记跟儿童的话语能力密切相关ꎬ研究儿童话语标记的发展可以发现儿童会话连贯能力、人际

互动能力的发展阶段规律和特点ꎬ对全面考察儿童语用能力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ꎮ
(一)话语标记与关联标记

所谓话语标记ꎬ就是指话语中不对命题的真值意义发生影响ꎬ 基本不具有概念性语义ꎬ 而是具有

程序性语义的话语联结关系标记ꎮ 程序义与话语理解中的推理有关ꎬ能引导听话人寻找话语的关联性ꎬ
减少听话人的认知努力ꎬ从而达到满意的交际效果ꎮ

基于前人的研究分类ꎬ我们将现代汉语的话语标记分为两大类:关联标记语(如:“然后、所以、但是

”等)和填充标记语(如:“嗯、好、那个”等)ꎮ

４３１



表 １　 现代汉语话语标记分类表

话

语

标

记

分　 　 类 示 例

１. 关联标记

１. 广义并列标记

２. 广义因果标记

３. 广义转折标记

１. 并列标记 同时

２. 连贯标记 然后

３. 递进标记 而且

４. 选择标记 或者

５. 因果标记 所以

６. 假设标记 (如果)就
７. 条件标记 (只要)就
８. 目的标记 为了

９. 转折标记 但是

１０. 让步标记 (即使)也

２. 填充标记

１. 叹词标记 嗯

２. 应答标记 好

３. 指别标记 这 /那

４. 信息参与标记 我看

关联标记即用关联词充当的话语标记ꎬ相当于方梅①文中提到的“语义弱化连词”ꎬ在成对使用的关
联词中ꎬ发生弱化的连词并不是随意的ꎬ通常倾向于后项连词ꎮ 在实际的自然口语会话中ꎬ连词自身的
逻辑真值意义不再凸显ꎬ有时甚至出现语义扩展的现象ꎬ主要用于辅助话语单位的衔接和连贯ꎬ起到组
织言语交际的作用ꎮ 自然口语会话中的连词ꎬ按照逻辑真值语义保持程度的标准ꎬ由高到低来排ꎬ大致
可排成以下顺序:真值逻辑语义连词 >语义扩展的连词 >话语标记ꎬ由连词弱化而成的关联标记是连词
弱化程度最高的形式ꎮ

判别一个连词是否为关联标记通常有以下方法:
１. 韵律标准ꎮ 关联标记语义弱化程度高ꎬ承载信息的负担比较弱ꎬ相应地表现在韵律上也倾向于弱

化ꎬ常常读作轻声、拖音或语音弱化ꎮ
２. 语义标准ꎮ 看这些连词是否保留真值语义ꎬ弱化程度相当高的关联标记ꎬ通常不能和语义上相对

应的连词搭配使用ꎮ 比如看“然后”之前的话语中是否可以添加“(首)先”ꎬ如果可以ꎬ即表示“一件事
情之后接着又发生另一件事情”的逻辑关系ꎻ如果不能ꎬ则为关联标记ꎮ

３. 结合具体语境判断ꎮ 关联标记的程序义跟语境关系密切ꎬ如“然后”ꎬ根据具体上下文ꎬ我们可以
看看是否为表“先后关系”的逻辑义ꎻ如果不是ꎬ再根据其连接的前后话语判断其表示的是何种程序义ꎮ

(二)前人文献综述
１. 本体研究方面ꎮ 话语标记的研究在近几十年发展起来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ꎮ 国外对话语

标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英语ꎬ奥斯曼(Öｓｔｍａｎ)②考察了英语中几个话语标记在话语中出现的位置ꎬ
并提出它们的语篇、人际互动、主观表达等语用功能ꎮ 列文森(Ｌｅｖｉｎｓｏｎ)③对话语标记的研究表明话语
标记在话语中不构成具体的命题意义ꎬ但往往体现一定的非真值条件义和明显的语用功能ꎮ 希夫林
(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ｎ)«话语标记»一书④对英语的话语标记作了系统的定性和定量分析ꎬ并提出由五个方面组成的
话语局部连贯模型ꎮ 随后比较有影响的研究还有霍克(Ｈöｌｋｅｒ)⑤提出话语标记的四个基本特征ꎬ拉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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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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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梅:«自然口语中弱化连词的话语标记功能»ꎬ«中国语文»ꎬ２０００ 年第 ５ 期ꎮ
ÖｓｔｍａｎꎬＪ￣Ａ. ‘Ｙｏｕ ｋｎｏｗ’: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ꎬ１９８１.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ꎬＳ. Ｃ.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３.
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ｎ Ｄｅｂｏｒａｈꎬ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ＨöｌｋｅｒꎬＫ. Ｆｒａｎｚｉｉｓｉｓｃｈ:Ｐａｒｔｉｋｅｌ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ｄｅｒ Ｒｏｍａ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ꎬ Ｖｏｌ. ５ꎬｎ. １ꎬ ７７ － ８８. １９９１.



塔(Ｒｏｕｃｈｏｔａ)①运用关联理论研究了英语插入式话语标记ꎬ布林顿(Ｂｒｉｎｔｏｎ)②对话语标记的特征从音
系、词汇、语义、句法、语篇等层面作了归纳ꎮ 目前主要有希夫林(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ｎ)③从语义 － 语用角度、弗雷泽
(Ｆｒａｓｅｒ)④从语法 －语用角度、布莱克莫(Ｂｌａｋｅｍｏｒｅ)⑤从认知语用角度对话语标记进行的研究ꎮ

随着国际上话语标记研究的兴起ꎬ汉语话语标记研究也进入了新阶段ꎮ 纵观外语界和汉语界的相
关研究ꎬ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１)运用语用学、功能语言学等理论ꎬ挖掘话语标记的语义内涵和语用特
征ꎬ如李讷和汤普森(Ｌｉ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⑥、廖秋忠⑦、屈承熹⑧等ꎮ (２)运用会话分析理论ꎬ讨论话语标记在
口语中的特征和用法ꎬ如毕永峨(Ｂｉｑ Ｙｕｎｇ￣Ｏ)⑨、方梅、李咸菊、刘丽艳、席建国、姚双云等ꎮ (３)
运用语法化理论ꎬ将话语标记的历时演化和共时变异结合起来研究ꎬ如吴福祥、高增霞、姚双云等ꎮ

２. 儿童语言研究方面ꎮ 对儿童话语标记的研究成果很少ꎬ国外有一些相关研究如佐菲亚(Ｚｏｆｉａ)

研究了英语儿童叙述中运用连词的情况ꎬ发现“儿童比成人更多运用明显的承接连词”ꎮ 艾米(Ａｍｙ)
等考察了 ４ 岁、７ 岁儿童跟同龄人口语交谈中关联标记的使用情况ꎬ表明儿童关联标记的发展趋势是
从标记行为到构想到参与框架ꎮ 英吉( Ｉｎｊｉ)研究了 ４ 到 １２ 岁的儿童在叙述故事时如何使用关联标
记ꎮ 雷伊汗(Ｒｅｙｈａｎ)等对土耳其儿童的群案研究表明话语标记的频率和功能随年龄而变化ꎬ儿童自
然会话中的话语标记早于叙述话语中话语标记习得ꎮ

关于汉语儿童话语标记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ꎬ叶侃玉(Ｋａｎｙｕ Ｙｅｈ)研究了 １０ 名台湾 ５ 岁儿童在
叙述话语中使用“然后”的情况ꎬ发现 ５ 岁儿童已经习得关联标记“然后”的核心义和次类意义ꎮ 许家
金对青少年汉语口语中话语标记进行语体对比研究ꎬ但并不是从发展的角度探讨ꎮ 王兰兰对早期儿
童的关联标记语作了初步描述工作ꎮ

(三)本研究的语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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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ｙｈａｎ Ｆｕｒｍａｎꎬ Ａｓｌｉ öｚｙüｒｅ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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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语料的来源是首都师范大学言语习得实验室自建的儿童语料库ꎮ 该语料库中的语料是在日常
生活环境下收集的ꎬ主要采用对儿童录音录像方式ꎮ 语料采集为每周 １ 次、每次 １ 小时的录像或录音ꎮ
语料由儿童语言习得专业的研究生按照国际儿童语料库 ＣＨＩＬＤＥＳ 的 ＣＨＡＴ 标准格式进行转写并标注ꎮ
因为关联标记的判别与类别标注需要人工处理ꎬ而且需要对上下文语境的仔细读取ꎬ处理的工作量非常
大ꎮ 对个案儿童关联标记的穷尽性考察比对群案儿童的抽样语料考察更有利于对儿童关联标记的纵向
发展做深入细致的研究ꎬ所以本文主要选取语料库中女童 ＪＢＳ１ꎻ２ － ５ꎻ０① 的语料ꎬ所处的语言环境为普
通话ꎮ 共有视频或音频语料 ２００ 小时ꎬ文字转写约 １２０ 万字ꎬ儿童约 ４０ 万字ꎬ成人 ８０ 万字ꎮ

二、儿童关联标记“然后”的产出及发展

(一)儿童常用关联词的使用情况
我们依据表 １ 对该儿童三大类十小类常用连词的使用情况都做了统计ꎬ见图 １ꎮ 发现使用频率居

前三位的连词分别为“然后”(１４９０ 例)、“但是”(２４８ 例)和“所以”(１０７ 例)ꎬ分别是广义并列标记、广
义转折标记、广义因果标记的三个典型连词ꎮ 儿童“然后”的数量显著高出“但是”和“所以”ꎮ 后二类
连词产出总数少ꎬ作为关联标记和逻辑连词的分布比例差别不太明显ꎮ 在“然后”关联标记和逻辑连词
的比例上ꎬ儿童产出的关联标记是逻辑连词“然后”的 ３ 倍多ꎮ “然后”作为儿童最高频使用的关联标
记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语料供我们考察儿童关联标记的发展规律ꎮ

图 １　 儿童“然后”、“但是”、“所以”的使用数量

(二)自然会话中儿童与成人“然后”的数量统计
我们对比统计了儿童与成人“然后”的产出数量ꎬ见图 ２ꎮ 儿童共产出“然后”１４９０ 例ꎬ平均 ３ ６ 例 /

千字ꎬ成人共产出“然后”６８２ 例ꎬ平均 ０ ９ 例 /千字ꎬ儿童的产出总数接近成人的 ４ 倍ꎬ而且“然后”的频

次和话标“然后”的频次在每个年龄段都比成人产出多ꎬ４ 岁前是平缓增长ꎬ４ 岁以后呈现出急剧增长ꎬ
到 ４ꎻ６ 到达高峰ꎮ

图 ２　 儿童各年龄段与成人“然后”比例统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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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ＢＳ 为儿童姓名首字母大写ꎬ１ꎻ２ 表示年龄为 １ 岁 ２ 个月ꎬ下同ꎮ
图中 ２ꎻ６ 指 ２ꎻ６ 之前ꎬ成人是 １ꎻ３ － ２ꎻ６ 的数据ꎬ儿童是 ２ꎻ０ － ２ꎻ６ 的数据ꎮ ３ꎻ０ 指 ２ꎻ７ － ３ꎻ０ 的数据ꎬ３ꎻ６ 指 ３ꎻ１

－ ３ꎻ６ 的数据ꎬ依此类推ꎮ



　 　 (三)儿童关联标记“然后”的发展
儿童首例“然后”产出于 ２ꎻ０ꎻ１１ꎬ见例①ꎮ 由语境中可以判别该处的“然后”为关联标记ꎬ２ꎻ１ 和 ２ꎻ２

没有“然后”产出ꎬ２ꎻ３ 产出了 ３ 例“然后”ꎬ其中 １ 例为逻辑连词ꎬ２ 例为关联标记ꎮ 作为关联标记的“然
后”不仅产出早于逻辑连词“然后”ꎬ而且在各年龄段“然后”的关联标记用法都一直高于逻辑连词用法
(除了 ３ꎻ６ 比例持平以外)ꎬ见图 ３ꎮ

图 ３　 儿童各年龄段“然后”的话标义与逻辑义比例①

　 　 儿童首例“然后”语料为关联标记②:
①∗ＪＢＳ:ＪＢＳ 小燕子.
∗ＺＬＺ:哦ꎬ ＪＢＳ 小燕子哈ꎬ 典典继续打电话ꎬ 跟沁沁姐姐说 ＋ . . .
∗ＪＢＳ:ＺＬＺＪＷＤꎬ 嗯ꎬ 别说 ＺＬＺ.
∗ＺＬＺ:别说 ＺＬＺ.
∗ＪＢＳ:妈妈别说ꎬ 嗯ꎬＪＢＳꎬ 然后

∙∙
说ꎬ 都上班了都ꎬ 那都说ꎬ 上班和蚂蚁ꎬ 我都ꎬ 咬屁屁ꎬ 都说

ｘｘｘ 一起吃饭ꎬ 嗯ꎬ 哥ꎬ 唉ꎬ没事了ꎬ 呀呀ꎬ 不知道ꎬ 不知道ꎬ 没人ꎬ 沁沁姐姐ꎬ 呵呵呵ꎬ ｘｘｘꎬ 妈妈ꎬ
ｘｘｘꎬ 老鼠ꎬ ｘｘｘꎬ 沁沁姐姐ꎬ ｘｘｘꎬ呵呵呵呵呵. (２ꎻ０ꎻ１１)
其场景是儿童在给成人打电话ꎬ意思是“妈妈别说ꎬ我来说”ꎬ显然不是表先后的逻辑义ꎬ而是表并

列的关联标记ꎮ
儿童产出的首例逻辑连词“然后”:

②∗ＪＢＳ:给他这个.
∗ＬＹＪ:摊开ꎬ 怎么盖呢?
∗ＬＹＪ:给他.
∗ＪＢＳ:给他这个ꎬ 毯子ꎬ 然后

∙∙
.

∗ＬＹＪ:嗯.
∗ＪＢＳ:把他这个ꎬ 盖上. (２ꎻ３)

从“然后”连接的儿童的两个话轮来看ꎬ语义为“先给他毯子ꎬ然后盖上”ꎬ为表先后关系的逻辑
连词ꎮ

相应地我们再看图 ４ 在儿童各年龄段成人“然后”话标义和逻辑义的比例ꎬ看看儿童“然后”的产出
跟成人的输入有没有什么关系ꎮ 在儿童 １ꎻ３ 时ꎬ就开始见到成人的“然后”语料ꎬ在儿童 ２ 岁产出第一
例“然后”前ꎬ成人共产出“然后”３９ 例ꎬ关联标记用法为 ８ 例ꎮ 而且在 ３ 岁以前ꎬ成人的逻辑义一直都是
高于话标义的ꎬ直到 ３ 岁以后才出现相反趋势ꎬ话标义越来越高于逻辑义ꎬ３ꎻ０ － ５ꎻ０ 其间距离越来越
大ꎬ呈现出跟儿童“然后”二者分布比例相同的趋势ꎮ 所以ꎬ我们看到儿童对关联标记“然后”的习得之
早和频率之高并没有表现出跟成人输入的正相关ꎬ反而是成人在儿童 ３ 岁以后一改自己的比例趋势呈
现出跟儿童“然后”的分布比例相呼应的趋势ꎬ表现出跟儿童话语鲜明的互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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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图中“话语标记”简称“话标”ꎮ
语料中“∗ＪＢＳ”表示说话人姓名首字母ꎬ语料末“(２ꎻ０ꎻ１１)”表示儿童年龄ꎮ



图 ４　 儿童各年龄段成人“然后”的话标义与逻辑义比例

三、儿童关联标记“然后”的功能分析

(一)儿童关联标记“然后”的功能分类

纵观前人对话语标记功能的研究ꎬ话语标记主要是用来或阐明说话人的立场态度(元话语功能)ꎬ
或作为话语单位之间的连接成分、指示前后话语之间的序列关系(语篇功能)ꎬ或阐明话语单位与交际
情境之间的关系(人际功能)的语言手段ꎮ 关联标记主要具有“指示话语之间的序列关系”的语篇功能ꎮ

关于话语标记的功能分类ꎬ前人有不同的分法ꎮ 方梅①将“弱化连词”的功能分为“话语组织功能”
和“言语行为功能”ꎬ王伟、周卫红②从语义扩展的角度对“然后”的话语标记语义分为“添加、时空、原
因”等语义关系ꎬ叶侃玉(Ｋａｎｙｕ Ｙｅｈ)③也是从语义角度对儿童的“然后”进行分类ꎮ 基于儿童话语的特
点ꎬ我们认为套用成人的功能分类标准不太合适ꎮ 因为儿童语用发展还不成熟ꎬ很难用“话题设立、话
题延续、话题切换、话题找回”等术语来清晰判定ꎮ 所以我们根据关联标记“然后”指示的话语之间的语

义关系进行功能分类ꎮ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对“然后”的解释为:“然后”[连] 表示一件事情之后接着又发生另一

件事情ꎮ 前句有时用“先、首先”等ꎬ后句有时用“再、又、还”等ꎬ可见ꎬ“然后”通常表示事件按照时间先

后顺序接连发生ꎮ
“然后”表先后顺序的语义特征使得语言表达的一维性跟时间的一维性高度契合ꎬ为“然后”的广泛

使用奠定基础ꎬ促使了“然后”作为关联标记的高频使用ꎮ 话语之间的逻辑关系大分为偏正和联合ꎬ先
偏后正的语序决定了先因后果、先条件后结果等叙述顺序ꎬ而联合关系可分为连贯和并列ꎬ连贯关系的

小句间有一定的叙述顺序ꎬ即便并无固定次序的并列关系ꎬ也可经人们的主观心理投射ꎬ按空间关系、级
差关系等主观感知顺序来组织话语ꎬ从而实现将三维世界在表达上的一维化ꎮ

“然后”除了表“先后关系”的逻辑语义外ꎬ其扩展的语义功能主要有延续义、并列义、结果义等ꎬ我
们对这几种语义功能的判别标准如下:

延续义:与“然后”本来的逻辑语义最接近ꎬ但“然后”连接的小句之间并无明显的事件动作行为上

的先后关系ꎬ更是一种篇章上的话语先后关系ꎮ 是“然后”表示的事件先后关系投射到话语先后或心理
顺序上的先后关系所导致的ꎬ即“先说这个ꎬ后说那个”ꎬ所以在形式上不能像“然后”的逻辑义一样在前

面小句加“先”ꎮ 如:
③∗ＪＢＳ: 我告诉你是什么东西ꎬ是这样的ꎬ然后

∙∙
就行啦. (３ꎻ９)

并列义:“然后”接续前面提到的同类事物ꎬ提示听话人仍然有下一个ꎬ起到粘连前后并举若干个项
目的作用ꎮ 如:

④∗ＪＢＳ:(在谈论电视«天线宝宝»里的人物)小波小.
∗ＤＹＩ:小波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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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方梅:«自然口语中弱化连词的话语标记功能»ꎬ«中国语文»ꎬ２０００ 年第 ５ 期ꎮ
王伟ꎬ周卫红:«“然后”一词在现代汉语口语中使用范围的扩大及其机制»ꎬ«汉语学习»ꎬ２００５ 年第 ８ 期ꎮ
Ｋａｎｙｕ Ｙｅｈ.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Ｒａｎｈｏｕ ‘Ｔｈｅｎ’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ꎬｈｔｔｐ: / / ｈｏｍｅｐａｇｅ. ｎｔｕ. ｅｄｕ. ｔｗ / ~

ｇｉｌｎｔｕ / ｉｃｐｅａｌ２０１８ｃｌｄｃ / ｆｉｌｅｓ / ｃｌｄｃ２０１１＿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ｄｆꎬ２０１３.



∗ＪＢＳ:然后
∙∙

迪西大. (３ꎻ５)
结果义:“然后”连接的小句间是“条件与结果”或“原因与结果”的关系ꎮ 如:
⑤∗ＤＹＩ:它俩打过架吗?
∗ＪＢＳ:怪兽要打它然后

∙∙
迪迦奥特曼就打怪兽. (４ꎻ０)

我们发现ꎬ儿童和成人的关联标记“然后”还有一些另外的语义关联功能ꎬ如递进、转折、条件、目的
等ꎬ这些语义关系中的“然后”分别相当于“而且”、“但是”、“如果”、“为了”ꎮ 另外成人还有一类“重
述”ꎬ并不表示任何语义关系ꎬ只是重复儿童前面话轮中的“然后”句ꎮ 如:

表递进:
⑥∗ＺＸＦ:小孩儿在里面玩儿ꎬ 大人在外面看着.
∗ＪＢＳ:呃ꎬ 然后

∙∙
ꎬ 大人还能进去看. (４ꎻ０)

表转折:
⑦∗ＬＧＴ:还有小鸟.
∗ＪＢＳ:嗯ꎬ 老老虎.
∗ＬＧＴ:老虎掉到泥泥里边去啦.
∗ＪＢＳ:老虎要吃它ꎬ 它嗯它(注:指小鸟)飞ꎬ 然后

∙∙
它(注:指老虎)又没有翅膀.

∗ＬＧＴ:哦ꎬ 老虎追不上小鸟就跑了ꎬ 是不是啊?
∗ＪＢＳ:嗯. (３ꎻ３)

表条件:
⑧∗ＪＢＳ:你先别玩儿.
∗ＺＸＦ:啊.
∗ＪＢＳ:你先把这儿放这儿.
∗ＺＸＦ:好.
∗ＪＢＳ:然后

∙∙
我开始玩了ꎬ 你就能玩儿了.

∗ＺＸＦ:嗯. (３ꎻ６)
表目的:
⑨∗ＪＢＳ:干嘛洗脚?
∗ＺＸＩ:把脚洗干净ꎬ 然后

∙∙
好睡觉呀. (３ꎻ５)

表重述:
⑩∗ＺＬＺ:你不上妈妈那睡了?
∗ＪＢＳ:然后ꎬ 上妈妈那睡.
∗ＺＬＺ:哦ꎬ 然后

∙∙
上妈妈那睡. (２ꎻ６)

(二)儿童关联标记“然后”的功能分布
我们对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然后”的各类语义功能使用情况进行统计ꎬ结果如图 ５ꎮ 由图中可以看

出ꎬ“然后”的各类话标义在各年龄段呈现出相当的一致性ꎬ呈现出“延续义 > 并列义 > 结果义 > 其它
义”逐级递降的趋势ꎬ“其它义”基本都是偏正关系ꎬ共 ３７ 例ꎬ包括条件义 ２２ 例、转折义 １２ 例、递进义 ３
例ꎮ 可见ꎬ儿童关联标记“然后”的功能分布趋势跟它的语义虚化程度有关系ꎬ表联合关系远远多于表
偏正关系ꎬ在联合关系中ꎬ跟其逻辑语义最接近的“延续义”又明显多于“并列义”ꎮ

为了更好地显示儿童关联标记“然后”的发展特点ꎬ我们又对儿童不同年龄阶段成人产出“然后”的
关联标记功能进行了统计ꎬ如图 ６ꎮ

图中可以看出ꎬ成人跟儿童“然后”标记的功能有很大的不同:
１. 成人除了“延续义”高居于首之外ꎬ各类语义功能并没呈现出跟儿童一致的分布趋势ꎮ
２. 成人产出的关联标记“然后”其总体数量不及儿童一半ꎬ并列义、结果义比儿童更要少得多ꎮ
３. 成人“其它义”共 ２１ 例ꎬ包括目的关系 ３ 例、转折关系 ２ 例、重述 １６ 例ꎬ跟儿童的“其它义”也有

很大的不同ꎮ 成人出现了儿童所没有的“重述”功能(如例⑩)ꎬ这是一种元语言功能ꎬ重述并不是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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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儿童不同年龄段“然后”的各类话标义数量

图 ６　 儿童不同年龄段成人“然后”的各类话标义数量

童话语命题意义的回应ꎬ成人通过重述儿童的话语表现出对儿童语言表达本身的关注来形成交际互动ꎬ
是儿向语交际的特点之一ꎮ

４. 同样是表延续义ꎬ成人与儿童也很不一样ꎮ 成人表延续的“然后”句以独轮句①为多ꎬ成人用“然
后呢”渐次引导儿童的话语叙述ꎬ如例ꎮ 成人表延续的独轮句比例大于 １０％ (５５ / ４７１)ꎬ儿童表延续的
“然后”独轮句比例只有 ０ ５％ (３ / ５５３)ꎬ这也体现出儿向语不同于成人之间交际的特点ꎮ

∗ＺＸＩ:小鸭子怎么说?
∗ＪＢＳ:小鸭子.
∗ＺＸＩ:然后

∙∙
呢?

∗ＪＢＳ:小鸭子ꎬ 上灯台.
∗ＬＸＦ:嘎嘎叫.
∗ＪＢＳ:嘎嘎叫ꎬ 走起路来摇啊摇. (２ꎻ１)

四、儿童关联标记“然后”话隙填充功能的发展

(一)儿童各年龄段 “然后”话隙填充功能的发展趋势
关联标记“然后”还有话隙填充的功能ꎮ 所谓话隙填充ꎬ即说话人在言语组织时出现了困难或者需

要一定的思考时间ꎬ会不自觉地借用一些手段来填充空白语流ꎬ以便延续话语ꎮ 此时的“然后”从虚化
程度上来说ꎬ它比以上各功能的虚化程度更高ꎬ但其产出数量并不一定在各功能义之下ꎬ它已经成为一
种“口头禅”ꎬ②虽然仍是作为话语单位之间的连接成分ꎬ但是并没有“指示前后话语之间的序列关系”
的语义功能ꎬ而是起到一些独特的作用ꎬ所以我们将其单列出来考察ꎮ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话隙填充的“然后”跟其它各功能义的分布ꎬ见图 ７ꎮ 从 ２ꎻ６ 到 ５ 岁话隙填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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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话轮指说话者在单个说话机会中的全部话语ꎬ判断标准以说者和听者的角色转换为主ꎮ 独轮句即单独成为一
个话轮的句子ꎮ

口头禅指“在单个言语行为中被多次使用ꎬ在话语中出现语义淡化或不表达真值意义ꎬ主要起到一定句法功能
和篇章功能的虚化词ꎮ”脱口而出和高频复现是其特点ꎮ 参见厉杰:«口头禅:类别、机制和功能»ꎬ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
论文ꎬ２０１３ 年ꎮ



后”占话标义的比例分别是 ２８ ６０％ 、５１ ８０％ 、８ １０％ 、１０ ４０％ 、１９ ３０％ 、１４ ２０％ ꎮ 从绝对数值来看ꎬ
４ꎻ６ 是话隙功能的高峰ꎬ因为这个年龄段也是儿童关联标记“然后”总体的产出高峰ꎮ 从相对比例来看ꎬ
３ 岁前话隙填充功能较多ꎬ３ 岁达到高峰ꎮ 不过 ３ 岁阶段跟 ４ 岁阶段的话隙填充“然后”情况不太相同ꎬ
３ 岁的主要用于词汇调整和句法修正ꎬ源于儿童语言系统发展的需要ꎮ 而 ４ 岁的主要出于叙述篇章计
划ꎬ更多是认知方面的需要(见例 －)ꎮ

图 ７　 儿童话标“然后”的话隙填充功能与各功能义的分布

(二)儿童话隙填充功能“然后”的表现特点
口语产出的在线性(ｏｎｌｉｎｅ ｎａｔｕｒｅ)决定了它不能像书面语那样流畅和正确ꎬ而是充满着言语错误和

停顿、修正等不流畅语流或间断语流ꎮ 现实的即席性和要求的连贯性之间的张力ꎬ诱发着话隙填充功能
“然后”的使用ꎮ 说话人边想边说ꎬ经常会因犹豫思考等出现言语流空白ꎬ或者说话人要改变话题和修
正话语ꎬ而频繁使用话标填补空白ꎮ

儿童话隙填充的使用在形式上往往伴随着“然后”的重复、叹词话标“嗯、哎”或指别话标“这 /那”
的使用(如例)、词句的重复与修正(如例)等ꎬ话隙填充“然后”可以看作话语进程中面临困难的
语迹ꎬ这种话标的过多使用会破坏语言的结构ꎬ给人断断续续不连贯的感觉ꎮ 尤其当话语标记连用的数
量超过 ４ － ５ 个左右ꎬ话语的连贯性会下降①ꎮ 由于儿童正处于语言发展的关键期ꎬ这些话隙填充“然
后”的使用从另一方面又有着它积极的意义ꎮ 儿童的自我言语修正往往与概念生成器和句法生成器的
信息加工有关ꎬ能揭示内在言语形成机制②ꎮ

我们先看儿童 ２ꎻ３ 产出的首例话隙填充“然后”例ꎬ伴随着叹词话标“嗯”、指别标记“那个”的使
用、相同词语的重复共 ７ 次ꎬ言语不流畅ꎬ而且其后调整的句子还是不完整:

∗ＪＷＤ:看典典干什么呢?
∗ＪＢＳ:它看典典摇ꎬ 摇那个ꎬ 嗯ꎬ 然

∙
ꎬ 然后
∙∙

我啤酒ꎬ 那个ꎬ 它说辣.
∗ＪＷＤ:辣吗?
∗ＪＢＳ:它喝了辣. (２ꎻ３)

之后儿童产出的话隙填充“然后”经常伴随着词汇调整和句法修正ꎬ例“然后”加上“嗯”“哎呀”
和相同词语的调整重复共 ６ 次ꎬ既有词汇“小妹妹”到“小弟弟”的调整ꎬ又有从主语“小弟弟”到完整句
子“小弟弟打枪枪”言语完善的努力ꎮ

∗ＺＬＺ:嗯ꎬ 你记得吗ꎬ 那天跟那个哥哥一块儿.
∗ＪＢＳ:哎ꎬ 对ꎬ ｘｘｘꎬ 你看ꎬ 小妹妹ꎬ 小弟弟ꎬ 然后

∙∙
ꎬ 哎ꎬ 哎呀ꎬ 看ꎬ 那小弟弟打枪枪ꎬ 然后ꎬ

嗯ꎬ 哎呀我们换一个吧ꎮ
∗ＺＬＺ:哦ꎬ 那是小弟弟呀 [ ＝ ! 笑] .
∗ＪＢＳ:嗯. (２ꎻ５)③

例从“然后”前的“没电”到“然后”后的“没电池”ꎬ词语调整后使语义表达更准确了ꎮ
∗ＬＹＩ:谁唱歌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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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李咸菊:«北京口语常用话语标记»ꎬ北京语言大学博士论文ꎬ２００８ 年ꎮ
Ｌｅｖｅｌｔꎬ Ｗ.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ꎬ１４:４１ － １０４ꎬ１９８３.
按国际 ＣＨＩＬＤＥＳ 语料库标注格式ꎬ“ｘｘｘ”为听不清楚的话ꎬ下同ꎮ “[ ＝ ! 笑]”表示伴随动作ꎮ



∗ＪＢＳ:ｘｘꎬ 它ꎬ 没电了ꎬ 你看典典这没电了ꎬ 然后
∙∙

没电池了这.
∗ＬＹＩ:没电了ꎬ 她说没见了. (２ꎻ６)

例句法修正例ꎬ“然后”加上相同词句“奥特曼喜欢”的重复共 ４ 次ꎮ
∗ＷＳＳ:奥特曼喜欢典典?
∗ＪＢＳ:恩.
∗ＷＳＳ:奥特曼也不喜欢典典.
∗ＪＢＳ:奥特曼喜欢ꎬ 然后

∙∙
ꎬ然后
∙∙

ꎬ 让我ꎬ 我就奥特曼喜欢了. (２ꎻ９)
我们发现ꎬ对句法比较难的“把”字句的调整比较多ꎬ下面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到 ３ 岁左右儿童习得

把字句的一些困难和习得的轨迹ꎮ 如例ꎬ“然后”加上“嗯”、“那个”共 ５ 次重复ꎬ在不流畅的语流中进
行“把”字句的句法调整ꎬ还是没能成功地产出“把”字句ꎮ 例也类似:

∗ＪＢＳ:哎哟ꎬ 我去ꎬ 嗯ꎬ 拿小乌龟的球.
∗ＬＹＪ:拿小乌龟的球?
∗ＪＢＳ:然后

∙∙
ꎬ 嗯ꎬ 那个ꎬ 那个ꎬ 就是ꎬ 嗯ꎬ 每天ꎬ 吃饭的时候ꎬ 把这个球.

∗ＬＹＪ:这是谁给典典买的呀ꎬ 这么大的球? (２ꎻ９)
∗ＺＬＺ:啊好ꎬ 脱鞋.
∗ＪＢＳ:然然后

∙∙∙
呢ꎬ 把这一只脚.

∗ＺＬＺ:哦ꎬ 把这一只脚. (２ꎻ１０)
例是对“把”字句的语序进行调整ꎬ对 ＳＶＯ 语序的“拿着这个”和“Ｓ 把 ＯＶ”语序的“把这个拿着”

有些举棋不定ꎬ话隙填充“然后”的使用将句子的主谓部分截断ꎬ但能看出儿童使用了正确的“把”字句:
∗ＬＹＪ:然后呢ꎬ 然后典典干什么?
∗ＪＢＳ:我们要ꎬ 然后

∙∙
ꎬ 把这个ꎬ 拿着ꎬ 来ꎬ 拿这个.

∗ＬＹＪ:拿这个. (２ꎻ９)
例因为前面话轮里有成人产出的正确“把”字句ꎬ所以儿童能够正确产出ꎬ但在话隙“然后”前后

该句共重复了 ３ 次ꎬ似乎在做语言巩固练习ꎮ
∗ＺＬＺ:拿火把它烧死.
∗ＪＢＳ:好啦ꎬ 把它烧死了呢ꎬ 然后

∙∙
把它烧死ꎬ 用火就把它烧死了.

∗ＺＬＺ:好了ꎬ 哟ꎬ 这好玩啊. (３ꎻ０)
词语和句法修正主要出现在 ４ 岁之前ꎬ４ 岁以后的话隙填充“然后”更多出现在大段的叙述中ꎬ并非

是出于言语监控引起的自我修正ꎬ而主要是执行语篇计划功能ꎮ
∗ＪＢＳ:那个ꎬ 然后

∙∙
他就ꎬ 然后

∙∙
他就ꎬ 然后

∙∙
那个然后那个我ꎬ 不是. 然后

∙∙
那个他就ꎬ 然后

∙∙
就把

闪光棒就他那个闪光又闪光在那个女人的头里面去了. 他说我的头怎么这么疼啊ꎬ 然后
∙∙

那个ꎬ 然
∙

后
∙

ꎬ 额ꎬ 孩子们ꎬ 我们马上回去. 然后
∙∙

他就说完了ꎬ 然后
∙∙

就说下一个. 总说下一个下一个的ꎬ 因为他

说下一个要ꎬ 要送礼物嘛. (４ꎻ１１)

五、儿童关联标记“然后”的发展特点与机制分析

(一)儿童关联标记“然后”的发展特点

１. 儿童从 ２ 岁以后开始使用关联标记ꎬ使用频率居于前三位的分别是典型的并列标记“然后”、典
型的转折标记“但是”和典型的因果标记“所以”ꎬ“然后”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后二者ꎮ

２. 在儿童最早产出的“然后”中ꎬ我们看到关联标记的产出比逻辑真值连词的产出还要早ꎬ频率还
要高ꎬ关联标记是可以早于真值义习得的ꎮ 在后来各年龄阶段中ꎬ关联标记的频率也一直高于逻辑真值
连词的频率ꎮ

３. 跟成人对比可以看出ꎬ儿童比成人更频繁地使用关联标记ꎮ 儿童“然后”的阶段性发展趋势明
显ꎬ其产出数量在 ４ 岁前后有比较明显的区别ꎬ４ 岁前增长平缓ꎬ４ 岁后增长迅猛ꎬ４ꎻ６ 达到增长高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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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则一直处于较低比例的平缓状态ꎮ
４. 儿童关联标记“然后”各功能的分布在不同年龄阶段呈现出相当的一致性ꎬ体现为“延续义 > 并

列义 >结果义 >其它义”逐级递降的趋势ꎬ这种逐级递降的分布跟“然后”各语义的虚化程度一致ꎬ而成
人并没有表现出这么整齐的分布趋势ꎮ

５. 儿童关联标记“然后”的话隙填充功能也非常突出ꎬ其伴随着的诸多言语修正现象说明了在儿童
语言发展关键期关联标记在口语生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脚手架作用ꎮ

６. 从儿童与成人关联标记“然后”各功能的使用差异中体现出儿童与成人口语交际中鲜明的话语
互动特点ꎮ 随着儿童关联标记使用的迅速增长ꎬ成人也一反前期“逻辑义 > 话标义”的趋势ꎬ在儿童 ３
岁后呈现出跟儿童一致的“话标义 > 逻辑义”趋势ꎮ 在表延续的“然后”和重述功能“然后”的使用上ꎬ
也可以看到成人用以跟儿童进行交际互动的儿向语的特点ꎬ这种儿向语的使用对儿童语言发展起到有
益的引导作用ꎮ

(二)影响儿童关联标记“然后”发展的制约机制
同样是会话语体ꎬ“成人 －成人”会话与“儿童 －成人”会话对关联标记的使用很不相同ꎮ 从本研究

中我们看到“儿童 －成人”会话语体中关联标记使用的一系列特点ꎬ早期儿童在语言能力和认知水平上
都处于飞速发展时期ꎬ表现在综合的言语交际能力上也有长足的发展ꎬ这些都影响和制约了儿童关联标
记“然后”的使用ꎮ

１. 认知因素制约着儿童关联标记“然后”的产出和发展ꎮ
(１)“然后”作为最高频的关联标记由它的认知语义特性决定ꎮ 现代汉语关联标记分为三大类ꎬ我

们看到广义并列标记、广义转折标记、广义因果标记的三个典型连词“然后”、“但是”、“所以”产出频率
居于前三位ꎮ 儿童的高频关联标记正好是三大类典型连词不是偶然的ꎬ三类原型范畴的优先习得使儿
童能以较少的话语标记覆盖较多的下位标记类型ꎬ解决了儿童较贫乏的语词与复杂的交际需要之间的
矛盾ꎮ

在三个典型连词中ꎬ“然后”的产出频率显著高于“但是”和“所以”ꎬ这也是“然后”本身的认知语义
特性决定的ꎮ “然后”表先后顺序的语义特征使得语言表达的一维性跟时间的一维性高度契合ꎬ三维世
界经由客观逻辑关系和主观心理投射可以实现三维世界在表达上的一维化ꎬ这为“然后”的广泛使用奠
定了基础ꎬ促使了“然后”作为关联标记的高频使用ꎮ

(２)儿童关联标记“然后”早于逻辑连词“然后”习得不符合语法化的顺序ꎬ但符合认知规律ꎮ 从语
法化历程看ꎬ表程序义的关联标记“然后”是由逻辑连词演变而来的ꎬ但关联标记“然后”的产出却早于
逻辑连词“然后”的产出ꎬ而且不论在最初还是以后的每个年龄阶段都表现出关联标记“然后”的绝对优
势ꎬ这说明儿童关联标记“然后”的习得是相对容易的ꎮ 儿童语言发展的顺序跟语言的历史演变顺序有
些时候会表现出一致性ꎬ但儿童语言毕竟不是语法化过程的简单重演ꎬ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ꎮ 在语义习
得上ꎬ儿童往往遵循语义复杂度的规律ꎬ语义简单的先于语义复杂的习得ꎮ 但“然后”不论作为逻辑连
词还是关联标记都不具有实在的语义ꎬ只是用以连接前后小句表明其间的关系ꎬ从逻辑连词“然后”到
表程序义的关联标记“然后”只是小句间关系义的泛化与扩展ꎬ并没有词义复杂度上的区别ꎬ所以关联
标记“然后”的习得对儿童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ꎮ

(３)儿童关联标记“然后”各功能义的分布趋势符合从原型到非原型递减的认知规律ꎮ 在关联标记
“然后”的各功能义之间ꎬ存在着原型范畴和非原型范畴的区别:延续义 > 并列义 > 结果义 > 其它ꎬ儿童
这些功能义的分布与这个由近及远的范畴扩展趋势一致ꎮ 从虚化程度上来说ꎬ话隙功能“然后”的虚化
程度虽然最高ꎬ但它已经失去了“表程序义”的功能ꎬ所以其分布也表现独特ꎬ并不是居于其它各功能义
之下ꎮ 话隙功能“然后”的产出更多受制于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和语篇能力的发展ꎬ而不是认知能力的
发展ꎮ

２. 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影响着“然后”标记的使用ꎮ
(１)儿童关联标记“然后”在 ４ 岁前后表现出明显的发展差异跟 ４ 岁以后儿童叙述能力的发展相

关ꎮ 如前所述ꎬ儿童“然后”标记 ４ 岁前增长平缓ꎬ４ 岁后增长迅猛ꎬ４ꎻ６ 达到高峰ꎮ 我们曾对 ３ － ９ 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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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做过叙述能力的群案研究①ꎬ发现 ３ 岁与 ４ 岁以后的儿童有本质的区别ꎬ３ 岁儿童的话语还不能算是
真正的叙事ꎬ充其量只能算是罗列②ꎬ所以后来我们就把 ３ 岁儿童的数据删掉了ꎮ 在体现叙事顺序的连
词的使用上ꎬ３ 岁组儿童使用率为 ２ １％ ③ꎬ４ 岁组儿童使用率为 ２０ ３％ ꎬ比 ３ 岁组显著提高ꎬ而且 ４ 岁以
后各年龄组也都维持在 ２０％左右ꎮ 在所有使用的连词中ꎬ各年龄组频率最高的都是“然后”ꎬ高达 ９０％
以上ꎮ 可见ꎬ４ 岁是儿童叙述能力发展的一个分水岭ꎬ这导致了儿童口语会话语体中关联标记“然后”４
岁前后增长趋势的显著差别ꎮ 我们从本文个案儿童的语料中也看到ꎬ４ 岁后的经常有大段连续话语进
行故事叙述ꎬ这是 ４ 岁以前语料中很少见到的ꎮ

(２)话隙功能“然后”的使用显示儿童语言困难的不同方面ꎮ 虽然在“成人 －成人”会话中也会出现
表话隙功能的“然后”ꎬ但该儿童语料中ꎬ成人基本没有话隙功能“然后”的产出ꎮ 因为跟儿童会话时ꎬ成
人几乎没有什么言语计划的压力ꎮ 处于语言发展关键期的儿童则不同ꎬ他们需要一定量的填充词来弥
补他们语言能力的不足ꎮ 在瞬时性的会话中ꎬ儿童需要在速度和正确率之间达成优化平衡ꎮ 尤其在碰
到各种语言障碍时ꎬ儿童会用形式上的衔接词保证话语不被打断ꎬ以赢得整理思绪和组织语言的时间ꎮ
这些语言障碍主要表现在词汇调整、句法组织和语篇计划几个方面ꎮ 用于词语调整和句法修正的“然
后”主要发生在 ４ 岁以前ꎬ用于语篇计划的“然后”多在 ４ 岁以后ꎬ这跟 ４ 岁前后儿童语言发展的不同阶
段是相关的ꎮ ４ 岁前是儿童语音、词汇和语法的重要发展阶段ꎬ４ 岁以后是儿童篇章叙述能力发展的重
要阶段ꎮ

３. 会话语体的高互动性导致了成人与儿童“然后”的不同分布特点ꎮ
跟个体独白不同ꎬ对话是交际双方在即时交谈中建构的话语ꎬ一方的话语片段受到另一方话语片段

的制约ꎬ双方共同围绕话题建构相互连贯
∙∙∙∙

的话语ꎬ要求谈话者具有高度的会话合作和时间协调能力ꎮ 交
际时的会话情境在不断变化ꎬ交际双方的角色也总是处于从听话者到说话者的动态变化过程中ꎬ会话内
容是即兴发挥的ꎬ这些都给会话语篇的相互连贯性带来某些障碍ꎬ会话连贯性的要求需要借助关联标记
这样的手段来克服ꎮ 会话中频繁使用的关联标记是适应口语交际的互动性的产物ꎬ它们在识别信息时
可以发挥重要作用ꎬ较多的关联标记词有利于引导听者更好地理解话语的含义ꎮ

(１)成人渐渐变得与儿童“关联标记 >逻辑连词”的分布趋同体现了交际的高互动性ꎮ 由图 ３ 和图
４ 看出ꎬ成人在跟儿童的交际互动中形成跟儿童语言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儿向语”ꎮ 儿童的“然后”一直
都是“关联标记 >逻辑连词”的分布趋势ꎬ而成人在儿童 ３ 岁以前一直都是“关联标记 > 逻辑连词”的分
布ꎬ但是到儿童 ３ 岁以后却出现了跟儿童的分布趋同的态势ꎬ话标义越来越高于逻辑义ꎬ从 ３ 岁到 ５ 岁
期间二者距离越来越大ꎮ 我们在此看到ꎬ儿童关联标记“然后”的习得之早和频率之高并不是来自成人
语言输入分布的影响ꎬ相反似乎是儿童的语言输入反过来影响了成人的言语分布ꎮ

(２)成人关联标记“然后”各功能分布上与儿童的不同特点显示出高互动性ꎮ 成人“然后”标记的
各功能义并没有呈现出跟儿童一样的“延续义 >并列义 >结果义 > 其它义”的逐级递降趋势ꎬ因为成人
标记语的使用不是像儿童一样是源自其认知的发展ꎬ而是源自与儿童交际的互动需求ꎮ 成人表延续义
“然后”的使用跟儿童很不同ꎬ“然后”所在句子以独轮句为多ꎬ成人用“然后呢”这样的儿向语交际渐次
引导出儿童的话语叙述ꎮ 在“其它义”的分布上ꎬ成人出现了儿童所没有的“重述”功能ꎬ这种重述并不
是对儿童话语命题意义的回应ꎬ而是通过其元语言功能表现出对儿童语言表达本身的关注ꎮ 成人这种
调适自己的言语行为跟儿童相适应的“儿向语”的努力对儿童语言发展起到有益的引导作用ꎮ 在关联
标记“然后”的使用上ꎬ儿童与成人不是类型高度相关的关系ꎬ而是相互连贯的高互动关系ꎮ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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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立志:«汉语儿童叙事话语中零形回指的发展»ꎬ«首都师范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ꎮ
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ｎ(１９９４)指出了口头叙述和罗列信息的不同ꎬ认为叙述由按时间组织的结构组成ꎬ而罗列由描述性结构

组成ꎮ
此处为“连词 /小句”的比率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