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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词“真”的主观性及其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①  
 

张文贤  张 易 
（北京大学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本文讨论现代汉语副词“真”语义主观化的过程，将副词“真”的主观性意义概括

为：“确认真实性”、“真实性程度高”、“主观评价”，这三个意义的主观性逐渐增强。此外，本文

还分析了副词“真”不能出现的语境。最后，将研究结论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提出了针对副

词“真”的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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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引言 

副词“真”出现在第二语言（汉语）教学的初级阶段，但学习者使用时却出现了很多偏

误现象。在北京语言大学 HSK 作文语料库中，“真”的错误用例有 85 条。例如： 

*○1 听说那儿的风景真美丽，我想去。（HSK） 

*○2 老师微笑着说：“你呀，那时候，是个非常不听话的学生，让我真难过的学生。”（HSK） 

*○3 你们结婚以后到现在每天的生活真辛苦吧？（HSK）  

我们认为，留学生之所以出现上述偏误，是因为对“真”的用法还不是完全理解。“真”

不同于“很”一类的程度副词主要在于“真”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本文着重分析“真”的主

观认识功能并对教学提出一些建议。②  

 

一、“真”的主观性意义 

一些工具书以及研究都涉及到了“真”的主观性。③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认为“真”

表达言者的感情。在褒义词前表赞许，在贬义词前表厌恶；表示事物性质状况的程度很深。

                                                        
①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基于语篇与语体的连词主观性研究”（项目编                       

      号:11YJC740145）以及“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项目编号:YETP0035）资助。 
②  本文的偏误例句均来自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文中简称HSK），母语者例句主要来自口语语料 库 。  

   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将电视剧《我爱我家》（文中简称《我》）、《编辑部的故事》（文中简称《编》）和《当   
    代北京口语语料》（文中简称《口》）组建成口语语料库，总字数约为111万字。《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

       剧本为纯对话体，语料字数分别约为55万字和13.3万字；《当代北京口语语料》是经过剪辑加工的374名调查对象 
     谈 话录音的文字撰写文本，共170万字，分40万字和130万字两类，本文选择的是40万字的精加工版本。此外，也

有     一 些例句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  
③ 关于“真”的词性，尚存争议。主要在于是否应该划分出区别词“真”或者形容词“真”。但毫无疑问的是，“真”

    一定有副词的用法。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真”的词性划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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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词典认为“真”表达感情，说明前人已经认识到“真”有主观性意义，但“在褒义词前表

赞许，在贬义词前表厌恶”的说法不够科学。对“真”的主观性的认识还体现在“真”究竟

该界定为哪个副词小类。吕叔湘（1999）认为“真”表示“实在、的确”，功能接近语气副

词。张谊生（2004）认为“真”是评注副词。厉霁隽（2003）认为“真”有语气副词和状态

副词之分。李琳（2005）着重研究“真”在上下文中的语用功能，认为“真”是传信语气副

词，对整个命题进行确认，是将一个新的命题加在已有的命题之上。颜红菊（2010）从组合

能力、句法功能、语义、语用等角度分析后，认为“真”表示言者对客观事实“真实性”方

面的主观评价，是评注性副词，用来加强肯定，主观性很强。评注副词与语气副词也都能够

反映“真”有主观性。那么，“真”的主观性意义是如何形成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讲

解？前人对这些问题尚未做出很好的回答。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现代汉语副词“真”

的主观性意义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策略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1.1“真”的主观性发展过程 

 我们认为“真”的主观性意义来自其本义“真实”，从表达“客观真实”虚化为表主观

评价。“真”的本义是“不假”、“真实”，《道德经》中“其精甚真”的“真”就是用其本义。

“真+形容词”的用法在六朝文献中就已出现，如：“人言会稽王痴，真痴”。（《世说新语》）

唐宋时副词“真”已经完全虚化，表达程度高，例如：“会稀岁月急，此事真可惜。”由于篇

幅所限，对于“真”的主观性意义的历时变化，我们另文论述，下文集中讨论现代汉语共时

平面“真”的虚化过程。 

 在共时平面，“真”的虚化轨迹也十分明显，大致经历了“客观真实—确认真实性—真

实性程度高—主观评价”这样的语义变化过程，其虚化过程就是“真”的主观性不断增强的

过程。例如： 

○4 我真走了，再见。（《编》） 

○5 都说他傻，真傻呀！（自拟） 

“真”表达“真实性”，如例○4 ，“真走了”是“肯定要走了，不是假的”，是客观真实；

例○5 是一个复句，前一分句是从外界获得的信息，而后一分句是言者自己也有了这样的亲身

感受，从而证实别人说法和言论的真实性。例○4 -○5 “真”都是说明事件的“真实性”，不同的

是例○5 增加了言者的认识，兼有“不假”与“主观认识”的意义，既说明听来的话语可信，

又说明言者的主观认识。例○5 是“真”走向虚化的过渡地带。再如： 

○6 我真纳闷，这么些活儿小张平常一人是怎么干下来的？（《我》） 

○7 朝阳叔叔，你念的真好听。改明儿教我。（《我》） 

例○6 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情感，表示真实性程度高，这时的“真”可以用“很”替换；例

○7 直接表达说话人的主观评价。例○7 的语境是：孟朝阳给言者（圆圆）表演了一段戏剧，演

得很精彩，在看过这段表演之后，言者（圆圆）对于所见所闻表示了自己的主观认同，所以

用“真”。从例○4 到例○7 ，“真”的主观性逐渐增强，例○5 -○7 中的“真”都是主观性的用法。 

1.2“真”的主观性意义 

我们把“真”的主观性意义划分为三个：“确认真实性”、“真实性程度高”、“主观评价”。

这三个“真”的用法是一个连续统，不能完全分开，比如“确认真实性”的同时也可能会觉

得“真实性的程度比较高”，而在表达“真实性的程度比较高”时也可能同时带有言者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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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评价。换言之，表达主观评价时言者也可能觉得程度比较高。尽管如此，但它们的句法特

征和语义侧重点还是较为明确的，区分这三种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真”的主观性。为了叙

述方便，本文把具有这三种主观性意义的“真”分别标为“真 1”、“真 2”、“真 3”。 

“真 1”是言者某种说法或者状况的验证，证实了其真实可靠。这样的句子隐含的意思

是“这个信息是对的”或者“这个事情真实发生了”。如果后接形容词，就是指某种属性为

真，不假；如果后接动词及短语，则是指某事真实发生。例如： 

○8 那虾，嘿，真好吃。（《我》） 

○9 就是说，有一次那车不来吧，我真迟到了。（《口》） 

○10戈：诶，王师傅，还有吗？再说点儿，再说点儿。 

    王：你看，叫你这么一品吧，我还真不敢张嘴了。（《编》） 

例○8 指示代词“那”指代前面的旧信息，之前的信息是主人公“和平”告诉众人“虾”

很好吃，众人吃了之后，都认为好吃，同意“和平”的说法，这才齐声说道：“那虾，嘿，

真好吃。”例○9 说话人之前知道“如果那趟车不来，坐不上那趟车会迟到”，事实证明果真如

此。例○10验证的是预设。预设是有文化的人一旦讲话，没文化的人就不好意思表达自己的看

法。说话人王师傅是厨师，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真正的编辑戈玲在对王师傅的话发表评论后

再要求王师傅说话时，王师傅却不再好意思说。“真不敢张嘴了”意味着“专家都评论过了，

我这个没文化的人不敢胡说了”。 

“真 2”对于“真实性”的确认义已经削弱，用“真”是强化真实的程度高，言者强调

的是其主观情感强烈，从而使听者相信言者确实有这样的思想。“真 2”后面搭配的 VP 主要

是表达心理状态、心理活动的动词，如“想”、“希望”、“讨厌”、“猜不透”等，主语常为第

一人称“我”。“真 2”的语义已经较为虚化，表达的主观情感进一步凸显了言者的主观心理

状态，是对说话人主观情感的强化，让听者对言者的心理活动感同身受。例如： 

○11 我真希望这场梦没有醒来的时候。 (《我》) 

○12 我真想去国外看一看。（《我》） 

○13 今天倒让你来看我，真不好意思。（《我》） 

比较例○8 和○12 中“那虾真好吃”和“我真想去国外看一看”可以发现，前者是已然的，

言者事先已有体验，才得出这样的评价。说话之前，言者肯定是已经“吃过那虾了”，事件

发生在前，表达在后。而“真 2”则没有这种限制。例○12言者所言的“去国外看一看”是所

想，还未发生，言者在说话前对这件事还未体验。例○13虽然不是未然的，但是分句“真不好

意思”的主语是“我”，用“真”表达程度高，能够表达出说话人的诚意。 

“真 3”是对事件或者人物的主观评价，“真”所在的分句主语常为“你”、“她/他”、“这

件事儿”或者某具体事物。分句谓语常为形容词或者情态动词。例如： 

○14 爷爷，这怎么比呀？你真外行。（《我》） 

○15 重要的在于参与啊，还有三等奖，三等奖，三等奖也非同小可，香港七日游这还真麻烦，麻

烦啦，麻烦了，还得现学广东话，你到了香港像我嫂子这跑丢了跟香港警察叔叔你说不清楚。（《我》） 

○16 哎，我说老刘，你可是真够可以的，你还怕孩子们将来吃不腻呀？（《编》） 

○17 面包，香肠，牛肉，你们夜宵可真高级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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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4 是主人公（圆圆）看到爷爷对迪斯尼世界记录毫无所知，却不懂装懂，无奈地说“你

真外行”，这是对方的言谈让言者得出的结论。例○15言者认识到香港七日行并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情，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在说出“真麻烦”这一结论之后举了语言不通作为

具体例证。例○16“真够可以的”是对老刘的评价，表示对老刘的不赞同，之后的反问句也表

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真 3”常常用于话题—说明结构，如例○17 “面包，香肠，牛肉”是

要谈论的话题，“你们夜宵可真高级唉”是对话题进行说明，属于主观评价性的说明。 

与“真 3”搭配的副词大多是语气副词，其中以“可”、“还”的数量最多。语气副词“可”、

“还”都表达主观性。史金生（2003）把“可”归为义务类中的情感类副词，张旺熹等（2009）

认为“可”表示对“预期”的突显。无论是对于已然的事件还是对于未发生的事件，“可”

都表达了言者的主观认定和判断，突显了语气。“还”表示出乎意料、让人感到惊讶。乔立

清（2006）认为副词“还”所传达的语气情态丰富多样，不仅增加原句的信息量，还起到了

增强语势的作用。“真”能够出现在这类表达主观语气的语境中，不仅表示程度的加深，表

达主观情感的语义也被激活。我们统计了自建口语语料库中“可”、“还”与“真”搭配的语

例数量，详见下表 1 所示： 

表 1“真”和语气副词“可”、“还”的搭配数 

所搭配副词 
自建口语语料库 

真 1050 占所有用例比例 

可 61 6% 

还 225 21% 

“真 3”的主观性还表现在和“我看”、“我说”、“看来”、“看起来”、“说起来”、“要说”、

“啊”、“哎”等短语和叹词的结合上，如例○18、○19。这样的句子形成主观性很强的结构，不

仅表达事实，而且是言者经推理得出的结论，凸显了言者视角，给句子赋予主观性色彩。 

○18 说起来呀，小孩子也真够可怜的。（《我》） 

○19 啊，这倒也是啊，看来这个工作的意义还真不小啊。（《我》） 

由于“真”常用于口语，我们也统计了在自建口语语料库中“真”的三个主观性意义的

分布情况，发现表达主观评价的用例最多，达到 46.2%。详见下表 2 所示： 

表 2 副词“真”在口语语料中的主观性意义分布 

 语义 例数  比例（%） 例句 

真 1 1.确认真实性 399 38.1% 都说他傻，真傻呀！ 

真 2 2.真实性程度高 164 15.7% 我真希望这场梦没有醒来的时候。 

真 3 3.主观评价 482 46.2% 朝阳叔叔，你念得真好听。改明儿教我。 

 

二、“真”的限制语境 

语料分析发现，“真”的使用受到相关语境限制。“是⋯⋯的”句、陈述句、间接引语、

推测句等主观评价性不强的句子不能用“真”。 

2.1“真”不能用于“是⋯⋯的”强调句 

留学生使用“真”的偏误之一是误用“N+是+真+A+的”结构。例如： 

* ○20 人们的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是真重要的。（H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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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虽然用化肥和农药能大大提高产量，但是后果是真可怕的。（HSK） 

*○22 我认为在公共场所，不允许抽烟，这项规定是真好的。（HSK） 

吕必松（1982）认为“N+是+Adv+A+的”这一类句子可以处理为“是”字句和“是⋯⋯

的”结构的兼类。我们认为，留学生常用的这类句子可以作为“是⋯⋯的”结构处理，但不

是“是”字句。因为从意义上看，如果去掉“是⋯⋯的”，并不会影响原句意思，只是语气

减弱。从结构上看，如果对该结构进行否定，是在“是⋯⋯的”结构中间加“不”，而并不

是像“是”字句一样在“是”前加“不”。根据考察，“真+A”和“是⋯⋯的”结构不兼容。

可见，双方必然存在排斥点。赵淑华（1979）认为“是⋯⋯的”中间的部分对主语起解释、

说明作用；“是⋯⋯的”有时表达肯定、强调、坚决的语气，有时又表达委婉、缓和的语气。

我们认为“是⋯⋯的”表达的是言者的一种肯定和确信的语气，但在“是⋯⋯的”句中，谓

语部分是对主语的客观描述，没有带入言者过多的主观性情感，这与“真”的主观评价功能

冲突，所以“真+A”不能进入此结构。 

表示程度高的程度副词除了“太”①、“真”，都可以出现在“是⋯⋯的”结构中，如“极”、

“非常”、“超”等。可见副词“真”表达的主观情感要比“很”和其他程度副词丰富。 

2.2“真”不能用于陈述句 

朱德熙（1999）提到，汉语的语气词“啊”能够表达言者的情感和态度。在《我爱我家》

中，语气词“啊”及其变体和副词“真”搭配的数量较多，共 64 次，其中只有疑问、祈使

和感叹三种用法，没有陈述语气。主观评价性与客观陈述性是相对的概念。与“真 3”搭配

的语气词不能够表示“陈述”语气，而“很”则可以。例如： 

 *○23天已经真晚了。（HSK） 

 *○24 寒假比暑假短，只有一个月左右，所以过得真快。（HSK） 

 *○25 我爸虽说地位不太高，但是他是个真清白的公务员。（HSK） 

 *○26 南京不仅有古老的建筑物，而且自然风景也真让人感动。（HSK） 

例○23应该用“很”，而不是“真”。这突出表现在表示主观评价、强化程度高的“真”，

不能用于以连词为显性衔接手段的复句中。“虽然、但是、因为、所以、不仅、而且”等连

词出现时，表达的是对事件的叙述，而不是评价。例○24 -○26 都不正确，共同点是都使用了连

词对事物或者人物进行陈述或者描述，都应该用“很”而不是“真”。 

2.3“真”不能用于间接引语 

副词“真”不出现在间接引语，只能出现在直接引语。叙述视角不同，话语功能不同。

董秀芳（2008）认为：“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区别主要是由视点（point of view）不同造成

的。直接引语用的是说话者的视点，间接引语用的是转述者的视点。选用直接引语的叙述方

式，能够忠实地反映说话人的情态和立场，但是有时不够便捷；使用间接引语的方式可以简

捷高效地传递信息，但是有时会失落一部分关于说话人情态的信息。”由于采用转述的方式，

转述者并不能传达原先说话者的情感，传达过程中原先的情感会有损失，所以“真”不能出

现在间接引语中。例如： 

 *○27 听说那儿的风景真美丽，我想去。（HSK） 

                                                        
   ① “太”不能用在“是⋯⋯的”结构可能是因为“太”要求后面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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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小王说：“我真喜欢小红！”（自拟） 

  ○29 小王说他很/*真喜欢小红。（自拟） 

  ○30 他们都说志新的妈妈很/*真有才气的。(《我》) 

例○27 中的“听说”是指消息来源于他处，功能与间接引语相似，不能用“真”。例○28 是

直接引用小王说的话，可以用“真”。而当别人转述这一事件时，就只能用“很”，不能用“真”，

如例○29、○30。 

2.4“真”不能用于推测句 

“真”不能用于表达言者推测的句子。言者在推测某一事情或者提问时，语气是不确定

的，这与“真”的语义相矛盾，不能再用真实性程度高、表主观评价的“真”。上面例○3 留

学生的偏误句就是言者推测句， “你们结婚以后到现在每天的生活真辛苦吧”中语气词“吧”

表达不太确定的语气，不能和“真”搭配。但是如果言者想确定事件的真实性时，可以用“吗”

字句。再如： 

○31 他真不抽烟吗？（自拟） 

例○31言者认为“他”一定抽烟，但当有人说“他”不抽烟时，与言者已有的信息相矛盾，

这时言者就要进一步确认自己的信息是否正确，这时可以用“吗”。 

 

三、“真”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对“真”的主观性意义有了充分的认识之后，在对外汉语教学时，就有了充分的背景知

识，这些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对教学内容进行讲解与设计。沈家煊（2009）在讨论汉语

的主观性和汉语语法教学时提出：“在汉语语法教学中，要使学生掌握汉语语法的特点，一

项重要的工作是设法使学生体会到汉语一些重要的句式所包含的说话人的‘感性波谱’！”而

在讲授“真”时，重要的是要使学生理解“真”的主观性，这正是“真”与“很”等程度副

词的区别所在。 

我们认为，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真”的用法，最重要的是使学生明白“真”表达真

实性并且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但在讲解时不宜过多地涉及语法术语，可以通过给出典型例句

或者与其他副词比较的方式，使学生领会“真”与“很”等副词的区别。值得说明的是，不

能以单句的形式给出“真”的例句。因为单句提供的语境信息不足，容易使学生混淆“很”

与“真”。如果给出的例句是“这个苹果真大”，并不能完全说明“真”的用法，因为“这个

苹果很大”也是合格的句子。比较好的办法是给出复句，提供足够的语境信息，着重说明“真”

的主观性的用法。在具体教学中，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进行： 

第一，指出“真”表达“真实性”，这时“真”可以替换为“真的”，而“很”等副词没

有该用法。例如： 

○32 他说那个饭馆好吃，我不信，我没想到那个饭馆真好吃。（自拟） 

   ○33 我猜他会迟到，结果他真迟到了。（自拟） 

第二，指出“真”也有表达真实性程度高的用法，这时可以举出第一人称为“我”，谓

语为形容词的例句。例如： 

○34 我又迟到了，真不好意思。（自拟） 

○35 我又忘了我们见面的时间，我可真糊涂！（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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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为教学提供例句，我们统计了口语语料库中与“真”搭配的高频形容词。排

在前十位的是：好、不好意思、行、不错、快、了不起、好吃、对、糊涂、惨。这些词中，

只有“不好意思”、“了不起”、“糊涂”是乙级词，其他都是甲级词。 

第三，指出“真”与“很”的区别主要在于“真”表达主观评价，而不是客观叙述。例如： 

○36 我的中国朋友常常帮助我，有个中国朋友真好！（自拟） 

○37 刚学半年汉语，你就能写这么漂亮的汉字，真不错！（自拟） 

○38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发现中国人真多！（自拟） 

例○36 -○38 是信息比较完整的例句，复句的前一分句指出一个情况，然后在第二个分句用

“真”，对之前的内容进行评价。此时，不必向学生指明“真”具有“真 1”、“真 2”、“真 3”

三种主观性意义。 

第四，对于“真”不能出现的语境，也要适当地举例讲明，因为这类语境只能用“很”，

不能用“真”，可以帮助学生明白二者的区别，从而更好地理解“真”的用法。例如： 

○39 a.我听说新开的那家饭馆很不错，可是我还没去过。（自拟） 

    * b.我听说新开的那家饭馆真不错，可是我还没去过。 

     c.我听说新开的那家饭馆不错，我就去吃了，真不错啊！（自拟） 

○40 a.我没去过北京，但我知道北京很大。（自拟） 

     b.我去过北京，北京真大。（自拟） 

    *c. 我没去过北京，北京真大。（自拟） 

例○39、○40说明“真”有确认真实性的用法，不能用于间接引语，也不能用于陈述句。在之

后的学习或者复习中，也要适时地提醒学生要注意“真”与“很”区别，以达到巩固的目的。 

 

四、结语 

本文对“真”的主观性意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认为“真”表达“客观真实——确认真实

性——真实性程度高——主观评价”，这四个语义的主观性逐渐增强。“真”的主观性意义使得

“真”不能出现在“是⋯⋯的”结构、陈述句、间接引语、表达推测或者委婉的句子中。根据

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进一步讨论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真”的教学策略，通过本体研究与对外

汉语教学相结合的研究，从教学中发现问题，用本体的理论分析问题，最后将研究结论应用于

对外汉语教学实践。至于“真”与“很”、“太”、“挺”等副词的差别，我们另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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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jectivity of Adverb “Zhe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ese Teaching 
ZHANG Wen-xi n & ZHANG Yi ɑ  

(Schoo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  

Abstract:  After studying the errors of Chinese adverb   “zhen” in HSK composition corpus, we 

find that students can’t fully understand the sematic meaning of “zhe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ubjectivization of “zhen” and its subjective functions. The three subjective meanings of “zhen” 

are “to confirm truth”, “high credibility” and “subjective assessment”, and they are in a gradual 

trend. Besid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texts in which adverb “zhen” doesn’t appear. At last, the 

paper appl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the second language and puts for-

ward some teaching suggestions for    “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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