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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结语

I. 引言

“就”是现代汉语中最常见、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在汉语教学中一直被視
為初级阶段必須掌握的的基本詞彙，因而国家汉办编写的《汉语水平詞彙与汉字等

级大纲》将其定为甲级词，新HSK词汇大纲也将其定为二级词。
然而“就”并不是一个简单易学的词语，其义项繁多，用法复杂多样，《现代汉

语规范词典》中对“就”的释义就多达8项；仅涉及虚词用法的《现代汉语800词》分三个

词条收录“就”的副词义项7个、介词义项4个、连词义项1个；涉及歷時用法的《汉语

大词典》則收錄了不包含通假字用法在內的義項近30个。
由于是語言表达中的高频词，且用法复杂多变，“就”一直是汉语教学和研究

的热点。学界基本能认定现代汉语中“就”有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四种词性，但
对其具体义项的设立、各种特殊用法的讨论一直在激烈进行。

在对“就”的历时研究中，研究者多关注其由实词到虚词的语法化过程，集中
讨论其各类用法产生的初始年代，其间各家看法也不尽相同。少有將“就”的歷時演

化與現代漢語中各類用法聯繫起來進行分析的研究，更少有關注“就”語義指向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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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
對“就”语义指向的研究，一般只停留在共时层面的讨论上，且大多集中在对

范围副词“就”的语义指向的讨论上。如邵敬敏1990年《副词在句法结构中的语义指

向初探》中指出，數量詞、時間詞等位於“就”之前，全句表示數量少、時間早、年齡
小等意義，“就”的語義首先指向數量詞，語音形式上表現為數量詞重讀；數量詞等
出現在“就”之後，語義仍然指向前，語音重讀落在動詞上，因而“就”所表示的限制範

圍義跟這些動詞發生了聯繫。同時又指出“他外語就考了80分”之類的句子，因“就”既

可以前指，也可以後指，而具有歧義。文中關於“就”的語義指向前後論述缺乏統一

性，在實際教學中也易引起混亂。又如陈伟琳1998年《限定副词“只” “就”语义指向辨

析》中对范围副词“就”和“只”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二者主要有两点不同：“就”的语义

指向是双向的，“只”的语义指向是单向的，只能後指；“只”的语义指向范围宽于“就”

的语义指向范围；贾齐华1999年在《限定副词“就”的语义指向及语句的语义蕴含》指

出，“就”在句法平面上可以限定体词性成分和谓词性成分，但这两种成分一般都在
“就”之後；在语义平面上限定的对象比较复杂，既可以前指，也可以後指。這些研
究基本是依據“就”在現代漢語中用法，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因而
結論常常不盡相同，且無法解釋其之所以如此的理由。

如果可以综合各家学者对“就”历时和共时的研究成果，对语义变化和语义指
向变化的讨论，结合“就”各个义项历时发展的情况，缕述其产生的过程，关注其用
法和语义指向1)的变迁，无疑可以使“就”各个义项之间的关联更明晰，也更有利于
正确的把握“就”在现代汉语中复杂多变的用法。

Ⅱ. “就”语义与语义指向历时考察

汉语中的虚词大都由动词等实义词语演变而来，而同一词语的不同义项则常

1) 關於语义指向的定义各家说法不一，这里我们主要指“在句法结构中，句法成分之间具
有一定方向性和一定目标的语义联系，句法成分的语义联系的方向称为‘指’，句法成分
的语义所指向的目标叫做‘向’。(周国光《试论语义指向的原则和方法》，语言科学，
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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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先後产生且具有引申关系的意义。“就”和现代汉语中大多数虚词一样，本为动
词，由于在句子中非核心动词的地位，以及语法位置的固定化，词义慢慢抽象虚化
为虚词2)。

“就”的语法化过程基本上经过了由动词开始，虚化为介词、虚化为副词，继
而虚化为连词的过程。有意思的是，“就”在历史上出现过的用法，基本上都在现代
汉语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留。

粗略来看，现代汉语中“就”的用法，可以视为“就”历史演变中各个历时层面用

法的叠加和映现，产生越早的义项，使用频率越低，活跃度越差，而各义项之间的
关联也显而易见。

1. “就”的动词用法和语义指向

《说文.京部》：“就”，高也，从京从尤。京尤会意，“京”表示高地、高丘一类的
意思，“尤”義为特别，“就”本义是“到高处去住”3)。“就”在上古时期主要作为动词使

用，其用法复杂多样，基本义为“靠近、接近”，与“去(离开)”相对4)，其他义项均由
此衍生而来。试分析其常见動詞义项及语义指向如下：

1) 靠近、接近5) 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易经⋅乾卦》)

2) 到，到达 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国语⋅齐语》)

2)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在《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国语文，1998)中指

出：动词通常的句法位置是在“主—谓—宾”格式中充当谓语。在这种组合形式中，充当
谓语的动词，一般只有一个，它是句子结构的核心成分，它所表达的动作或状态是实
实在在的。如果某个动词不用于“主—谓—宾”组合格式，不是一个句子中唯一的动词，
并且不是句子的中心动词(主要动词)时(如在连动式中充当次要动词)，该动词的动词性
就会减弱。当一个动词经常在句子中充当次要动词，它的这种语法位置被固定下来之
後，其词义就会慢慢抽象化、虚化，再发展下去，其语法功能就会发生变化：不再作为
谓语的构成部分，而变成了谓语动词的修饰成分或补充成分，词义进一步虚化的结果
便导致该动词的语法化：由词汇单位变成语法单位。

3) 以上参见《汉字形义分析词典》相关词条。
4) 上古有雙音詞“去就”，如《庄子⋅秋水》：“寧於禍福，謹於去就。”常用动词义项之间关

系，基本为由“接近、靠近”引申出“到，到达”(如果“接近”或“到达”的是某个职位，某项工
作，那就衍生出“就职”、“就业”的意思了)，然後再由“到、到达”引申为“完成”。

5) 现代汉语中常用“跟从、依从”义项由此义项抽象引申而来，出现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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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走上某一职位，开始做 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就
职。(《汉书⋅朱博传》)

4) 成就 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战国策⋅魏策》)

5) 完成 事必不就，功必不立。(《荀子⋅富国》)

以上义项及用例中“就”均为句中唯一动词，前四个义项中，“就”和句中含有方

位意义的名词性成分关联紧密；第五个义项“完成”与句中受事性名词成分关联紧

密。

“就”作为非唯一动词，出现在连动结构(就+VP)中的例子也非常常见，如： 

(1) 吴王许诺，乃退，就幕而会。(《国语⋅吴语》)

(2) 协日就郊而刑杀，各于其遂肆之三日。(《周礼》)

(3) 婚姻之故，言就尔宿。尔不我畜，言归斯复。(《诗经⋅小雅⋅我行其野》)

(1)—(3)例“就”在连动结构中居于前，既表示两个连续發生动作中的前一个，
也客观上说明了後一动作发生的地点、方位，如“就幕而会”可以解释为先“就幕(到营

帐中去)”接着“会(会盟)”，而“会”发生的地点无疑就是“幕”。显然“就”的这一用法为其

进一步虚化衍生出介词用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连动结构中“就”指向的名词性成分有时并不出现，这样“就”就直接出现在第

二个动词前边，如：

(4) 歌终，喟然叹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为至此？殆为大台之役夫！
(《晏子春秋》)

(5) 晏子曰：“君就赐，使婴修百官之政。(《晏子春秋》)

“就”在这样的连动结构中显然居于次要地位，这样的用法也为其进一步虚化
为副词提供了条件。

在下边的例子中，“就”出现在复句中，前句是条件，後句是前句条件下产生
的结果。虽然“就”仍是實義动词，但所处位置与意义已经和表示“某种条件下自然发

生某种结果的”副词“就”有些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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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大夫；故爵大夫，就为公大夫。(《商君书》)

2. “就”的介词用法和语义指向

介词“就”早在上古时期即已产生，到魏晋隋唐时期成为常用义项，用法丰
富、使用频率较高。如上文所述，“就”的介词用法源于动词用法，在上古文献中可
以找到大量的介于动词和介词之间的用例6)，如：

(7) 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礼记⋅曲礼》)

(8) 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据、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晏子春秋》

(9) 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荀子⋅劝学》)

(10) 市无赤米，而囷鹿空虚，其民必移就莆蠃于东海之滨。(《国语⋅吴语》)

(7)例“就”是句中唯一动词，在语境中不是“凑近、靠近”的意思，而是“到……去”

或“在……”的意思；(8)例“就”出现在连动结构中，意思是“到(晏子身边)去”；(9)例

“就”意思是“到(磨刀石上)”或“在(磨刀石上)”，可以分析为动词也可以分析为介词；
(10)例“移”、“就”连用，“就”更接近于介词的用法。“就”作为引进方位处所的介词用法

沿用至今。
当“就”的语义进一步泛化，所搭配名词性成分不限于含有方位意义的名词

时，就完全脱离动词衍生出介词用法了，如：

(11) 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乘马》)

(12) 儒生就先师之说，诘而难之。《论衡》

(13) 就此五種，其最要者，唯有宅法而真秘术。(《东汉⋅宅经》)

(11)例“就”引进动作行为凭借的条件，相当于“趁着”；(12)、(13)例引进动作的

对象、范围，这些用法也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中7)。
6) “到”在现代汉语中一般被分析为动词，“在”独立使用时被认为是动词，和其他动词连用

时被认为是介词。下边例句中“就”大多可对译成现代汉语中引进方位名词的“到”或“在”，
但性质与现代汉语中“到”、“在”不同，更接近于上古汉语中介词“于”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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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就”介词的用法源于“就+NP+VP”的结构，其语义随
“NP”范围的转移而变化，语义则始终指向後边紧邻的“NP”没有发生变化。

3. “就”的副词用法和语义指向

与介词“就”相比，副词“就”的演化过程和用法要相对复杂些。现有研究中对副
词“就”的产生年代有不同的看法，梅祖麟(1984)、曹广顺(1987)、李宗江(1997)等

认为副词“就”的形成是在元代，且各种语义功能基本上同时产生。许鹃(2003)、范
立珂(2007)则认为副词“就”在魏晋时期都已产生，但到了隋唐五代及北宋时期副词
“就”似乎停止了虚化进程，直到南宋末元代初才发展成熟大量使用。之所以出现这
样的分歧，主要是对介于中间状态的一些例子的分析不同，如：

(14) 来月必欲就到家。《晋文⋅24 杂贴》

(15) 就如此言，贾生陈策，明所见也。《三国文⋅名胆论》

(16) 魏文侯就造其门，干木逾垣而避之。《三国文⋅段干木》

(17) 新阳侯阴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世语⋅品藻篇》注)

(18) 就而见之，敬齿以亲爱，圣王之至教也。(《吴志⋅孙讨逆传》注)

(19) 既毁就养无方之礼，又失奉死如生之义。夺平素欲，建何忍焉！(《御览》

九百七十五)

(14)-(19)例，“就”後边没有名词性成分，直接出现在动词前，形成了“就

+VP”的形式，“就”是次要动词，“VP”是核心动词，“就”与“VP”是连续发生的两个动

作，“就”的目的是“VP”，而“VP”实现的先行条件是“就”。如(14)例“就到”连用，先“就

(表凑近、往)”而後才能“到”；如(19)例，“就养”，“就(表趋近，到)”的目的是“养”，而
想要实现“养”这一行为则需要先“就”。 

在上述例子中，一方面“就+VP”的形式和汉语中“副词+中心词”的形式一致；
一方面“就”这一行为并非必须表述的内容，如果去掉“就”丝毫不影响语义的表达，因

7) 現代漢語辭書中通常收錄的三種介詞用法：1)引進動作行為發生時所靠近的處所；2)

引進動作的對象或範圍；3)表示動作行為憑藉的條件，相當於“趁”。三種用法在這一時

期即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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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例子中的“就”讲成副词“就”似乎也通。如(15)例“就如此言”可以解释为“到了

(那儿)这样说”，也可以讲做“就(表强调语气)这样说了”。
鉴于上古时期“就”的动词性用法居于绝对优势，这样的例子并不普遍，而且

句中的“就”後边一般可根据上下文补出名词性成分，因而我們認為把这一类的“就”归

入动词要更合适些。不过，毫无疑问“就”在“就+VP”的结构中极易发生语法化，这一
用法也确实可以视为“就”副词用法的源头。

也正因为如此，不同研究者虽然对副词“就”的产生年代有争议，但一致认为
副词“就” 是由表“趋近——达成”义的动词“就”虚化而来。

如上节所述，动词“就”指向相邻的名词性成分(主要是表示方位意义的名词性

成分)的用法衍生出了介词“就”的用法，动词“就”在“就+VP”结构中衍生出的副词用

法，显然只能指向後边出现的“VP”。
动词“就”在“就+VP”结构中含有的语义成分，也极有可能影响到副词义项的

语法意义，其主要语义成分为“接近、靠近”，当其不能指向表示空间方位的成分
时，自然会转向表示时间的成分，进而产生其他用法。

自汉代直至北宋时期副词“就”的用例一直不多，直到南宋末元代初“就”的使用

频率才明显提高，其作为副词的性质、功能和意义也日趋明显。到元代，副词“就”

的各种用法均已产生，基本和现代汉语用法相同，且成为高频常用词。我们或可认
为副词“就”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迅速产生了各个不同义项，因而也无法对其进行不同
历时层面的切分，只能就同一时代用例进行分析，并将其按照与动词用法语义接近
程度进行排列。

在元代代表性口语语料《老乞大》中，副词“就”的用法主要有以下几项。

1) 用于强调肯定语气，指向句中相关名词性成分，如：

(20) 咱们就到那里下。——用于一般动词谓语句，强调肯定语气，“就”指向句中

名词性成分“那里”。
(21) 这坐桥，就是我夜来说的桥。——用于判断句，强调肯定语气，“就”指向句

中名词性成分“桥”。
(22) 就在那里甩了走了。——用于一般动词谓语句，强调肯定语气，“就”指向动

作行为发生的地点“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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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于限定范围，指向句中相关名词性成分，如：

(23) 就这头等的马，卖得十五两以上。——用于名词谓语句，限定范围，小句
中无其他动词，“就”指向後边名词“这头等的马”。

义项1)强调肯定语气，指向句中最邻近的名词性成分；义项2)表示限定范围

的用法显然来源于义项1)对名词性成分的强调。有意思的是，如果把句中的名词性
成分换做数量词，其表限止的意义就更明显，也会含有数量少的意思，如：

(24) 就三十匹马，卖得两千两。

3) 用于含有数量词的句子，强调数量，指向句中相关的数量词，如：

(25) 两三句话交易就成了。——用于含有数量词的句子，强调数量少，“就”指向

句中数量词“两三句话”。
(26) 你几个羊，就要这些大价钱。——用于含有两个数量词的句子，强调数量

多寡，“就”指向句中数量词“几个羊”、“这些大价钱”。

(25)例，数量词出现在“就”之前，强调“两三句话”很少，而“交易成”发生得轻

松、容易，句子含有付出少，而获得多的意思。(26)例，数量词“几个羊”出现在“就”

之前，“这些大价钱”出现在“就”之後，句子强调“几个羊”的数量少，强调“这些大价钱”

的数量多，句子仍然含有付出少而获得多的意思。
(24)例与(25)、(26)例相比，(24)例中“就”在前，数量词在後，强调数量

少；(25)、(26)例，数量词在前，“就”在後，强调数量少。而且三个例子都可以在另
一位置补出“就”：

*(24) 就三十匹马，(就)卖得两千两。
*(25) (就)两三句话交易就成了。
*(26) 你(就)几个羊，就要这些大价钱。

显然(24)例和(25)、(26)例中的“就”意义不同，来源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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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于强调动作行为在很短时间内(或很快)发生，指向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
如：

(27) 李靖抽身就跑。——用于连动句，强调後一动作在很短时间内(或很快)发

生，“就”指向後一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
(28) 饽饽有了麽不曾，立刻就有了。——用于未然时态，强调事情在很短时间

内(或很快)发生，“就”指向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
(29) 美人暂且安顿，朕出殿就回。——用于未然时态，强调事情在前一动作行

为发生後很短时间内(或很快)发生，“就”指向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
(30) 那马劳苦了的时候，不要就饮水。——用于一般现在时态，强调事情在上

一动作发生後很短时间内(或 很快)发生，“就”指向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

5) 强调动作行为在很久以前已经发生，强调动作行为发生得早。
《老乞大》中并未发现有“强调很久以前已经发生”的用法，也未发现“就”用于

已然状态，指向动作行为发生时间的例子。但在同期文献中发现有相关用例，如：

(31) “我是十三岁上就破了身。(《元话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用于已然状
态，强调事情发生的时间早，“就”指向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

6) 用于复句，强调两件事先後紧接着发生，指向句中时间顺序，如：

(32) 到京里卖了货物，就买绫绢。——用于复句，强调两件事先後紧接着发
生，“就”指向句中时间顺序。

7)用于复句，强调两件事情之间关联，指向句中两件事之间的因果关联，如：

(33) 射了一箭，那客人就倒了。——用于复句，强调两件有因果关联的事先後
紧接着发生，“就”指向句中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

(34) 若价钱好，就卖了。——用于复句，强调两件事之间关联，一件发生，另
一件自然发生，“就”指向句中两件事之间的因果关联。

义项4)指向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语义倾向于“时间短”、“快”，然後由强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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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之间间隔时间短转向强调两件事先後顺序，强调两件事之间的关联，引出义项
(6)、义项(7)。

4. “就”的连词用法和语义指向

“就”表假设兼让步的连词用法产生几乎是与副词用法同步的。《汉语大词典》

收入的最早用例出自魏晋时期史书：

(35) 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爲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後汉书⋅荀彧

传》)

(36) 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晋

书⋅刁协传》)

到元代，“就”表假设兼让步的连词用法也已经成熟，在《老乞大》中也有多个用

例，均与“也”连用，和现代汉语用法相同，如：

(37) 每日学长，将那皮顽的学生，向师傅禀了，就打了他，他也是终久不怕。
(38) 似你这般定价钱，就是高丽地面里，也买不得。

一般认为连词“就”应该是由魏晋时期表示“前後相承”的副词“就”虚化而来的，
并一直沿用到现在。

Ⅲ. “就”的常用义项及其语义指向关联

1. “就”的动词义项

“就”的动词义项在现代汉语中基本已经不能独立使用，只能作为不自由语素
出现在固定短语和双音节常用词语中，但仍然有一定的出现频率，常用现代汉语词
典8)一般收录“就”的五个动词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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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近，凑近 如：避重就轻
2) 到 如：各就各位
3) 开始进入或从事(某种事业)如：就职、就业
4) 依从 如：半推半就，迁就
5) 完成 如：功成名就 草草写就

表1 “就”的常用動詞義項及其語義指向

用法 義項 所指方向 所指目的

S+就+O 靠近、接近 指向後 處所賓語

S+就+O 到，到达 指向後 處所賓語

S+就+O 走上某一职位，开始做 指向後 受事賓語

S+就+O 依從 指向後 受事賓語

S+就 完成 指向前 受事主語

2. “就”的介词义项

“就”的介词义项9)，可分别引进以下内容，既可以作为不自由语素出现在固
定短语和双音节常用词语中，也可以独立使用，但书面色彩较强，使用频率不高：

1) 引进动作的对象或范围。如：就事论事，就创作方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2) 表示从某方面论述，多与其他人相比较。如：就我来说，再走二十里也行，
可是体弱的同志该休息一会了。

3) 挨近、靠近。引进动作行为发生时所靠近的处所。如：就近入学、就着桌子
写字。

4) 表示动作行为凭借的条件。如：就着这场雨，赶紧把苗补齐。

“就”的介词义项来源于“就+NP+VP”的结构，其语义指向紧邻的NP，从产生
先後及其来源看，义项3与动词义项最接近，也是最先产生的用法，其他义项在此

8) 如《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等。
9) “就”的副词、介词、连词义项各家说法不一，这里选取最通行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中的

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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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进一步虚化而来。

表2 “就”的介詞用法及其語義指向

用法 來源 所指方向 所指目的

就+NP 就+NP+VP 指向後 指向紧邻的“NP”

3. “就”的连词义项

“就”的连词义项表示假设兼让步，相当于“即使”，只用于前一小句主语後，动
作动词或形容词前，也是由动词用法衍生而来，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用
法。

4. “就”的副词义项

“就”的副词义项，分列7种不同用法，用法复杂多变，也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
超高频词：

1) 表示很短时间以内即将发生。如：我就去。天很快就亮了。
2) 强调在很久以前已经发生。如：他十五岁就参加了工作。
3) 表示两件事紧接着发生。 如：说完就走。一看就会。
4) 加强肯定。 如：这儿就是我们学校。
5) 确定范围；只。如：老两口就有一个儿子。昨天就他没来。
6)强调数量多寡。如：他就要了三张票，没多要。他就要了三张票，没剩几张了。
7) 表示承接上文，得出结论。如：如果他去，我就不去了。

“就”的用法与元代大体相同，略有发展，我們試根據其來源重新分析如下：
首先，义项4)和义项6)其实都表示强调，只是用于不同句式，强调内容不同

而已。义项5)表示限定范围也兼有强调的意思，与前两个义项最接近。
第二，副词“就”指向动作行为发生时间的用法，用于未然或者一般现在时

态，表示很短时间以内即将发生或後一个动作(义项1)在前一动作发生後很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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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发生(也就是义项3表示两件事紧接着发生)。现代汉语中义项2)强调在很久以前

已经发生，在“就”前边一定有表示事件发生时间的词语，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句中核
心动作发生的时间和此前某一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很接近，如“在抗战时期我们就

认识了”可以理解为“抗战”与“认识”两件事情紧紧相连，发生时间非常接近，而距离
说话时间相对远。

第三，义项3)表示两件事紧接着发生，义项7)表示在某种条件下自然发生某

种结果，这两个用法与元代情况相同，与指向时间的义项关联紧密。
第四，义项6)用于含有数量词的句子，强调数量多寡，情况略为复杂：

(39) 我就认识他一个人。
(40) 就我一个人认识他。

(39)(40)两例强调只限于某一范围，相当于“只”，也就是义项5)的用法，语义
指向後，含有数量少的意思。

(41) 这件事我一个人就做好了。
(42) 这件事我三个小时就做好了。
(43) 这件衣服我100块就买到了。

(41)-(43)例，句子强调“很快”或“很容易”地实现一个目的或结果，含有“付出少

而获得多”的意思。如果说“就”指向後边的“VP”，语义就含有“很快”或“很容易”的意

思；如果说“就”指向前边的数量词，语义就含有强调数量少的意思。事实上，“就”的

这一用法与义项7)表示在某种条件下自然发生某种结果最为接近，“就”的语义指向

解释为指向两者之间关联恐怕也更合适。
当句子中前後出现两组涉及数量的词语的时候，也就是表示目的或结果的部

分也出现数量词的时候，才会发生歧义，如：

(44) 他就要了3张票，没多要。
(45) 他就要了3张票，要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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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例中，“就” 实际上是强调只限于某一范围，相当于“只”，也就是义项5)的

用法，因而感觉上是强调数量词“三张票”少。(45)例中，“就”则与(41)-(43)接近，
强调“他”数量少，而“三张票”数量多。

表3 “就”的副詞用法及其語義指向

用法 義項 所指方向 所指目的 用例

S+就V+P 强调肯定 指向後 指向VP
这儿就是我们学校。
我就(是)不喜欢他。

就+S+V+O

S+就+V+O

强调范围，
相当于“只”

指向後 指向邻近的NP
昨天就他没来。
老两口就有一个儿子

S++就+V+O

强调很短时

间以内即将

发生

指向後
指向VP发生的

时间

我就去。
天很快就亮了。

S+时点+就

+V+O

强调很長时

间以前已經

发生

指向後
指向VP发生的

时间
他十五歲就參加了工作。

.......，就.

......

強調兩件事

緊 接 著 發

生。
指向前後兩

事件關聯。

指向前後兩事

件時間關聯。
我說完就走。

強調兩事件

具有密切因

果關係。

指向前後兩事

件因果關聯。
(因為)中了一劍，就死了。
(如果)他去，我就不去了。

強調很快或

很容易實現

一個目的或

結果 (付出

少，得到多)

指向前後兩

者關聯。
指向前後兩者

關聯。

我隨便看看就懂了。
這件事我一個人就做好了。
他(一個人)就要了三張票，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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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结语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就”的介词用法和连词用法语义指向清晰，用法
相对简单明确。副词用法，我们大体可以按照其来源和他们之间的语义关联和语义
指向分为三类：指向强调对象，指向时间，指向事件间关联。

然後，将现代汉语中常见义项分别归入这三类，这些义项间的衍生关系就是
最好的习得顺序了。而一些容易产生歧义、发生问题的用法不妨先分别归入不同类
进行学习，再单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學習。

1. “就”指向强调对象

“就”表示语气上的强调，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常见的用法，只是用于不同句
式，强调内容不同而已。这一类用法强调的内容只能出现在“就”的後边，语义指向
後，主要涉及1)4)7)三个义项。

(46) 这儿就是我的家。(用于判断句，指向句中的判断关系，指向後)

(47) 我就去。(用于动词谓语句，指向句中动词部分，指向後)

(48) 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来。(用于动词谓语句，指向句中宾语部分，指向後)

(49) 我就在这个食堂吃饭。(用于动词谓语句，指向句中表方位地点的成分，
指向後)

*我在这个食堂就吃饭。(“就”无法指向前，无法强调出现在前边的部分)

(50) 我就想12点去。(用于动词谓语句，指向句中表时间的成分，指向後)

其实，表强调的同时，也是对范围的限定(否定某个范围以外的对象)，义项
5)可以作为特殊用法，在这里提出，强调限定范围，如：

(51) 我今天就吃饭，不做饭。(相当于“只”，指向“吃饭”，指向後)

(52) 我就喜欢汉语，不喜欢别的语言(相当于“只”，指向“汉语”，指向後)

(53) 就我喜欢汉语，别人不喜欢。(相当于“只”，指向“我”，指向後)

(54) 我就喜欢一个人。(相当于“只”，指向“一个人”，指向後)

(55) 我就吃了两个苹果。(相当于“只”，指向“两个苹果”，指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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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指向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

“就”指向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在语义上就会涉及对时间的主观感受问题。
我们可以尝试从副词“就”的来源“靠近、接近”的意义来理解这一问题。这一用法主要
涉及义项1)和义项2)，义项3)可以放在这一类，也可以放在第三类。

“就”用于未然时态，强调事情在距离“现在”很近的某个时间发生，强调在很短
时间内(或很快)发生，这也是“就”的基本用法之一，如：

(56) 我就去。
(57) 我现在就去。
(58) 我下午就去。 

“就”用于已然状态的用法是前边用法泛化的结果，句子中必须有一个表示以前
某个时点的词语出现，强调句中的动作行为发生在以前的某个时间，或与以前的某
个时间非常接近的某个时间。强调接近“以前”，也就是远离“现在”，因而就有强调动
作行为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意思，如：

(59) 我三天前就去了。
*我就去了。(表未然，意思是“我就要去了”。)

义项3)表示两件事紧接着发生，实际上就是强调两件事情时间上的接近，所
以放在这一组学习也可以。不过，两件事情之间，除了时间上的接近，还有先後顺
序的关联，还隐含因果关联，因而放在第三组学习似乎更合适。

3. “就”指向事件行为之间的关联

“就”指向事件行为之间的关联，一般用于复句或简缩复句，出現在後一分句
中，即使不是复句，句子也至少涉及两个事件或行为。主要涉及义项3)、义项7)和

义项6)的一部分。
在这一组用法中，义项3)表示两件事紧接着发生，先後发生的两件事紧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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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中间没有停滞。因而自然引申出义项7)的用法，如：

(60) 说完就走。(表示两件事紧接着发生)

(61) 因为说完了，所以就走了。(表示在某种条件下自然发生某种结果)

(62) 如果说完了，就走。(表示在某种条件下自然发生某种结果)

也因为先後两个事件紧紧相连，自然相随产生，就给人以“很快”、“轻松容易”

的感觉，也就产生了上文提到的相关用法：

(43) 这件事我一个人就做好了。
(44) 这件事我三个小时就做好了。
(45) 这件衣服我100块就买到了。

一个词语不同义项产生的先後顺序，其实也是人类认知的顺序，按照这个顺
序进行教学不仅符合认知规律，也可以有效地解决教学中容易引起混乱的一些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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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提要】

“JIU(就)”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word ，and

which is a word with various semantic features and functions in

modern Chinese. Jiu(就) can also be a verb, conjunction,

preposition, adverb etc in modern Chinese. According to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Jiu(就), we consider that the meaning of

adverb Jiu(就) is the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This paper article

emphasiz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n the semantic orientation of

adverb, and applies them to study the Jiu(就)，and tried to make

som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grammar teaching.

【主題語】

JIU(就)，Semantic, Semantic orientation， Associati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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