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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哲语的时段表达方式
程亚恒 *
（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中国）
提要：赫哲语的时段成分包括时段词和时段结构，可以分为确量时段和约量时段两种
类型。赫哲语的时段成分具有丰富的语法意义，不仅可以表示完整的时间长度、生物
生长的时长，而且还可以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范围、动作行为持续的时间、动作发生
的频率、状态持续的时间，以及动作结束后状态持续或经历的时间。赫哲语的时段成
分最主要的功能是充当句子的时间状语和补语，其次是充当句子的主语、定语，但不
在句中充当谓语和宾语。
关键词：赫哲语，时间范畴，时段
1.引言
时段是时间表达系统中普遍存在的一个语义范畴，它指时间的长度。吕叔湘
（1944）最先将时间词划分为时点和时段两类，并指出时段就是表时间长短或泛表久
暂的时间词。
（1982:219）丁声树等（1961:69-71）指出：表示时间的和词组词都可以
叫做时间词。时间词有两种，一种表示什么时候，说的是时间的位置，时间的早晚，
这是“时点”
。一种表示多少时候，说的是时间的长短，时间的久暂，这是“时段”
。
朱德熙（1982:43）把时间词分为时点和时量，时量实际上也就是时段。时段是用来
表示时间的长短，可以表示具有起点和终点的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汉语的时段可以
用来回答“多长时间”的提问，可以用“这段时间/那段时间”来指称，还可以进入
“在 X 的时间里”格式中 X 的位置。
（李向农 1997:20；何亮 2007:134）
不同语言的时段表达形式一定各有特色、各不相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作为
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的赫哲语，其时段表达形式就与汉语有着不小
的差异。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赫哲语时段表达方式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全面认识赫哲语
的时间范畴，而且更有利于赫哲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开展。本文拟以赫哲语时段表达方
式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赫哲语时段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并以此就教于方家同好。
尽管赫哲语的时段成分与汉语区别明显，但仍可借用汉语时段成分的语义特征来
判定赫哲语的时段成分：能用来回答 wukhi kuitakhi（多么 久时，
‘多久’），能用 əi altən
（这 中间，‘这段时候’）来指称，能进入“X+xulə/altən/tulani/tulunəxən/pikhʧh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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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hikhi+Y+thu”等格式中 X、Y 位置的一个成分。从时段成分构成情况来看，赫
哲语的时段成分可以分为时段词语和时段结构两部分，下面分开描述。
2.赫哲语的时段词
赫哲语的时段时间词较少，远不及时段结构的表达形式丰富多样。按照表达时间
的长短，我们可以把赫哲语的时段时间词分为长时时段和短时时段两种类型。
2.1长时时段词
赫哲语的长时时间词有定量时段词和不定量时段词，定量时段词主要含四季词。
（1）thuərin jatu
palətijisu？
冬天 何处 居住你们
（‘你们冬天住在哪儿？’
）
（2）asənkuruŋ ʦuarin fɔkhthuə thithirən.
妇女们
夏季 长大衫
穿
（‘妇女们夏季穿长大衫。
’）
上例的 thuərin 和 ʦuarin 是人们根据自然界事物变化的特征对一年时间的分段划
分，都有约定俗成的起始点和终结点，因而属于定量时段。
有的长时时段词表达的时间长度不是封闭的，或者有终点无起点（如 ʦulə），或
者有起点无终点（如 amilə、tələ），有的则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例如：
（3）ʦulə əmə wuakhʂən pijini，kɔnin
əphʦukhuli aji.
从前 一
蛤蟆
有， 心肠
特别
好
（‘从前有一只蛤蟆，心肠特别好。’
）
（4）amilə aʂan mə pakhʨhixəi.
后来 阿山 把
遇到了
（‘后来遇到了阿山。’）
（5）ɕi əʦə
xɔkhthu tu
kuitami
thaukhərə.
你 别
道路 处 久着
耽搁着
（‘你别在路上耽搁太久。
’）
可以看出，ʦulə 和 amilə 都以说话时间为参照点的时段词，不同的是，ʦulə 表达
说话时间前的一个时段，amilə 表达说话时间后的时段。例（5）kuitami 是个表时间
长久的持续态时段词（词根为 kuita）
，但 kuita 却是个没有时间起点和终点的时段词。
此外，赫哲语中还有一个时段词语 əm ʦalən，它在结构形式上很像一个短语，但
它的意义却是凝固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复合时段词，例如：
（6）pi əm ʦalən ʦɔktu ami əniji fuʂləmi paltiji.
我 一 辈子 家处 父 母
伺候着 生活
（‘我一辈子在家伺候父母过生活。’
）
（7）pi niani ʨini kəsə
əm ʦalən paltiji.
我 他
和 一起 一 辈子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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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一起生活一辈子。’）
上例的 əm ʦalən 很像是一个“əm+ʦalən”式数量短语，但其实不然。因为现代
赫哲语中，əm ʦalən 是一个固定表达，它的意义是凝固的。从表面看，əm ʦalən 是一
个隐含生命起点和终点的时段，也即一个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但实际上它在句中经
常表达的是从说话时间开始一直到生命结束的时段。这一时段跟 thuərin 和 ʦuarin 等
表达季节的时段词明显不同，因为它表达的时间长度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一个具有
个体差异的生命历程。
2.2 短时时段词
赫哲语中，短时时段词极少使用，仅见 əmaʨhi （əmaʨhə）、aɕithu 和 kaithi 等几
个，例如：
（8）əmaʨhi pikhi， pəthi thi
asənxithə ʦɔktuləni jiʦhawujiə.
一会儿 呆时， 咱们 那
姑娘
家处
看去
（‘呆会儿咱们到那姑娘家去看看。’
）
（9）pi aɕithu
ɕinəu pəlʦhanjə！
我 一会儿 你把 帮助来呀
（‘我一会儿来帮你呀!’）
上例 əmaʨhi 和 kaithi 在句中都表达极短暂的时间长度，相当于汉语的“一会儿”。
3.赫哲语的时段结构
与时段词比较起来，赫哲语的时段结构要丰富得多，不仅有常用的数量式结构，
而且还有一些有标记的框式结构。依据表达时段长短的确定与否，我们把赫哲语的时
段结构分为确量时段和约量时段两种类别，下面逐一分析。
3.1 确量时段
赫哲语的确量时段表达主要有四种结构形式：数名式、时段并列式、线段式和
“lias”字式。使用频率以数名式为最，时段并列式和线段式次之，
“lias”字式最少。
3.1.1 数名式
赫哲语缺乏专门的时间量词，因此在表达时间量的概念时，赫哲语经常采用的是
“数词+时间名词”结构，这种表达式是赫哲语时段结构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如：
（10）əm tɔlpuni xəsə anʨhi.
一
夜
话 没有
（‘一夜无话。’）
（11）pi jɔləkumaŋmə əʦuʨini təlxəxənʨi ʦhamə khɔlthəkhu pia taxən.
我 顺江
下游从 离开了从 已经
半
月 变了
（‘我离开顺江下游已经半个月了。’
）
（12）isalə fɔrʂlui altən tuni thɔphxun arŋən tulunəxən.
眼睛 转动 中间 处
十五
年
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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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之间十五年过去了。’）
上例（10）中，tɔlpuni 是一个时间名词，əm tɔlpuni 是一个典型的“数词+名词”
结构，在句中表达具体的确量时段；例（12）的 thɔphxun arŋən 属于表达确量时段的
“数词+名词”结构；例（11）的 pia 本来是一个表达天体的名词（月亮）
，赫哲语中
经常借用做时间名词，句中 khɔlthəkhu pia 表达的是一个确量时段，即十五天。
有时候，数词后面紧接的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名词，但这种“数词+名词”结构
在赫哲语中也可以表达确量时段，例如：
（13）su
khɔrukhurumɔ khəʨhi，tujən ərin
ɕiaxu nuŋkian！
你们
松树
似的， 四 时间 全都
青
（‘你们像松树一样四季常青。’）
上例的 tujən ərin 结构中，按照汉语的习惯分析，ərin 的意义虽然表达的是“时间”
“时辰”的意义，而它其实只是一个普通名词，而非时间名词。但在赫哲语中，ərin
却可以和数词 tujən 组合成一个固定结构，相当于汉语的“四时”“四季”，体现了鲜
明的民族语言特色。
3.1.2 线段式
线段式确量时段一般指有时间起点和终点的时段结构，它的完整表达式是“起点
+起点标记+终点+终点标记”。赫哲语中，完整的线段式确量时段结构主要是“起点
+thikhi+终点+kithu/jiɕian”
，例如：
（14）thiʦuru jinin thɔkhun thikhi tɔlpurkithu pakhʨhimi.
他二人 天
中间
从
黑夜直到
摔打着
（‘他两个从中午摔打到天黑。’）
（15）ərtə thikhi təriuxənʨi ələ jinin thɔkhun jiɕianrən，niani xə əm
早上 从 开始了从 快 昼
中间
到了， 他
还 一
imaxə mə ʧafəmi pakhərʧhin.
鱼
把 抓着
得到未
（‘从早上到中午，他一条鱼也没抓到。’）
例（14）jinin thɔkhun thikhi tɔlpurkithu 是一个封闭的时段结构，jinin thɔkhun 是
时段的起点，thikhi 是起点标记，tɔlpur 是时段终点，kithu 是终点标记；例（15）中，
ərtə thikhi ələ jinin thɔkhun jiɕianrən 也是一个封闭的时段结构，ərtə 是时段的起点，
thikhi 是起点标记，ələ jinin thɔkhun 是时段终点，jiɕianrən 是终点标记。
有时，线段式确量时段结构的起点或终点也可以是一个能推断出的隐含时点，如：
（16）əiarkhi xə kia niɔ puxəni，əɕikithu nəthxəi.
这酒
还 别
人 给的， 现在到 搁了
（‘这酒还是别人给的，搁到了现在。
’）
（17）amiɕikhi mɔ wə thakhurikhi mɔrin ʨi wusa！
后往
木 把
使用时
马 用
拉
（‘往后使用木头时用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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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16）中，əɕikithu nəthxəi 隐含了一个时间起点，这个时间起点依据语境可
以推定为 kia niɔ puxən（别人给了）；例（17）中，amiɕikhi 的时间起点是说话时间，
它隐含的时间终点是 mɔ wə thakhuri 的结束时间。
3.1.3 时段并列式
时段成分并列使用表达确量时段是赫哲语中常见的语言现象，它主要的结构形式
就是“数 1+名 1+数 2+名 2”，其中“数 1+名 1”是一个确量时段，
“数 2+名 2”也是
一个确量时段，例如：
（18）niani əphʨhikhuli
maŋkə，jilan
jinin
ʦu
ərtə
əthəmi
他
非常
厉害， 三
天
二 早晨
胜着
məthəwurʂən.
能不
（‘他非常厉害，三天两早晨不能取胜。’）
（19）natən jinin natən tɔlpu tulunəkhini pu
tu
kulunəwu.
七
天
七
夜
过去时
我们 就 出发
（‘七天七夜后我们就出发。’）
上例中的 jinin 和 ərtə 是组成完整的一天时间的两个对立时间词，它们也可以借
用做表达时间长度的单位，所以前面加上数词以后就组成了一个“数+名”式的确量
时段结构，如上例的 jilan jinin、ʦu ərtə、natən jinin 和 natən tɔlpu 表达的时段都是确
定的。不过，例（18）的 jilan jinin ʦu ərtə 在句中并非实指，而是具有夸张作用的表
达，有把时段往小里说的意思，例（19）的 natən jinin natən tɔlpu 则是实指。
3.1.4 lias 式
赫哲语 lias 常与数词和时间词组成“数词+时间词+lias”时段结构，形成“数名
式”时段结构的强调形式，其中的 lias 相当于汉语副词“整整”、“整个”
，如：
（20）niani əm tɔlpuni lias asəkhthəxən.
他
一
夜
整个
追了
（‘他整整追了一夜。’）
（21）əm thuəni lias jawu tə ʦəfərʂən.
一 冬天 整个 何把 也 吃不
（‘整个一冬天什么也不吃。’）
上例的时段结构 əm tɔlpuni lias 和 əm thuəni lias 中，如果删略副词 lias，əm thuəni
和 əm tɔlpuni 也依旧表达时段。不难看出，lias 在结构中的作用在于强调时段的完足
性，有突出其前面时段久长的价值。
应注意的是，时间词是 jinin 的时候，lias 式时段结构中的“数词”不能省略，没
有数词的时段结构“jinin+lias”与“数词+jinin+lias”表达的时间意义是不一样的，如：
（22）jinin lias xaulxaul jinin tɔlpu tə sarʂən.
天
整 昏昏沉沉 昼
夜 也 知道不
（‘整天昏昏沉沉地昼夜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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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jinin lias 在句中表达的是一种恒常时间，相当于“每天”、
“天天”
，而“数
词+jinin+lias”表达的则是“完足”的时间概念，相当于“整个”、
“整整”；前者表达
的是时点范畴，后者表达的是时段范畴。
3.2 约量时段
约量时段是与确量时段相对的时段结构，就是指表达时间长度不十分确定的时段
结构。赫哲语的约量时段结构有极其丰富的形式，包括复合时间词式、时段并列式、
“（数+）时间词+xulə”式、khəʨhi 式等八种结构式，下面逐一叙述。
3.2.1 复合时间词式
赫哲语表约量时段的复合时间词结构主要是 jinin tɔlpu。jinin tɔlpu 字面上表白天
和黑夜，实际意义是日夜、日日夜夜，有强调动作在时间段内永无停息的意思，如：
（23）pi
sunu
wə kaʨirə jinin tɔlpu wiləukhunəini.
我 你们 把 带来了 昼
夜
做活做让
（‘我把你们带来日夜干活。’）
（24）əjiə niɔ niani jinin tɔlpu kɔnijini xithə.
这 人
她
昼 夜
想念的 孩子
（‘这个人是她日思夜想的儿子。’）
以上二例的时段结构 jinin tɔlpu 表达的都是日日夜夜的意思，并不是表达一天二
十四小时的准确时间，而是强调时间长久的不确定时段。
jinin tɔlpu 本身不表达确量时段，但当它所处的语境中出现或隐含了限定它的具
体数目时，jinin tɔlpu 就和限定它的数词一起表达确量时段了，例如：
（25）pi ʦɔ thikhiji kulunəxənʨi khɔlthəkhu pia taxən，jinin tɔlpu
我 家
从
出发了
半
月 变了，昼
夜
xulimi ələ jiɕianxəjə.
走着 这处 来到了
（‘我从家出发了半个月，日夜走着来到了这里。
’）
此例中，我们可以依据语境找到 ələ jiɕianxəjə 的时间起点，也可以找到动作 xulimi
持续的时长，在时间成分 khɔlthəkhu pia 的限定下，jinin tɔlpu 和隐含限定数目“十五”
一起在句中表达具体的时长即确量时段。
3.2.2 xulə 式
赫哲语中，xulə 是一个经常出现在整数后面的数词，它往往用在时段结构“数词
+时间词”后表达约量时段的意义，有些情况下数词 əm 也可以省略，例如：
（26）əm ʦhasən pikhʦhə，aʂan mukhə tɔuʨini pɔlʦuru niwurikixən.
一 小时
呆后， 阿山 水
里面
突冒
出来了
（‘呆了一个多小时，阿金莫日根从水里突冒出来了。’）
（27）pi ʦɔ thikhi niwuxənʨi piaxuləxən.
我 家 从
出来 从 月余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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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家出来一个多月了。’）
上例（26）的 xulə 出现在“数词+时间词”结构 əm ʦhasən 之后，例（27）的 xulə
出现在时间词 pia 之后，pia 前面省略了数词 əm。
3.2.3 pə 式
赫哲语中，pə 是个表达不精确数量的副词，经常出现在数词后面。当表达不精确
的时间时，pə 经常出现在数词和时间词之间组成“数+pə+时间词”式时段结构，如：
（28）min əlʨikhuji ʦhamə ʦuan pə jinin taxən.
我的 比赛
已经
十
约 天
变了
（‘我的比赛已经十来天了。’）
（29）pi ətu thawun pə arŋəni pixəi.
我 这处
百
约
年
住了
（‘我在这里住了大约一百年时间。’
）
上例 ʦuan pə jinin 和 thawun pə arŋəni 都是约量结构，表达“近似值”的意义。
3.2.4 sami 式
赫哲语中，sami 是一个表概数的副词。安俊（1986:44-45）曾经指出，赫哲语的
约数可以借基数词和 sami 构成的词组表示，而且 sami 的位置比较灵活，既可以出现
在基数词后面，也可以出现在基数词前面。安俊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sami 在赫哲语
中经常用来组成约量时段结构。例如：
（30）niani ɕimə ʦu ʦhasən sami alʨixəni.
他
把你 二 小时
约
等了
（‘他等你约两个小时了。
’）
（31）əm ʦhasən sami tulunəxən.
一 小时 约
过去了
（‘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
’）
3.2.5 khəʨhi 式
khəʨhi 是赫哲语中常用的一个虚词，不少学者称之为后置词，我们主张把它处理
成一个助词。助词 khəʨhi 通常用在“数+时间词”式确量时段结构之后，它的作用就
是使其前面的确量时段变成约量时段，例如：
（32）niani mukhələ əwurə
əm ʦhasə khəʨhi pixən xə niwurkirʦhən.
他
水处
下了
一
小时 似的 有了 还 出来未
（‘他下水一个来小时还没有出来。’
）
（33）pi ətu
ɔrin arŋən khəʨhi palthixəi.
我 这处 二十 年
似的 生活了
（‘我在这儿生活了二十来年。’）
从上例可见，khəʨhi 和 pə 都可以组成约量时段结构，二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在结
构中的位置：前者必须出现在数词和时间词之后，后者必须出现在数词和时间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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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相邻数字式
汉语中相邻数字连用后再加上时间词经常可组成约量时段结构，赫哲语同，例如：
（34）ɕi ətu ʦuru jilan jinin piə.
你 这处 两 三
天 呆吧
（‘你在这儿呆两三天吧。
’）
（35）thi kurun əi xɔthun tu jilan tujin jinin thəinəxələ.
他 们
这 城池 处 三
四 天
休息了
（‘他们在这座城池里休息了三四天。
’）
上例的 ʦuru jilan jinin 和 jilan tujin jinin 都是“相邻数字+时间词”式时段结构，它们
表达的时间长度都是约量。
3.2.7 时段并列式
赫哲语中，时段并列既可以表达确量时段，也可以表达约量时段，表达确量时段
的情况上文已经说过，这里再看表达约量的情况，例如：
（36）niani ʦuan arŋənni ɔrin arŋən putərʂkhini ɔni nəuji？
她
十
年
二十 年
不死
怎么 办
（‘她母亲何时死了让她何时离开这个家，十年二十年不死怎么办？’）
（37）pi ətu əm tɔlpu ʦu tɔlpu pikhʦhə ənəkhi aʨhirʂan？
我 这处 一 夜 两 夜
住后
走时 不行吗
（‘我在这儿住一两宿再走不行吗？’
）
上例 ʦuan arŋənni ɔrin arŋən 和 əm tɔlpu ʦu tɔlpu 都是时段并列式约量时段结构，
不同的是前者表达长时时段，后者表达短时时段。
3.2.8 əmati/ati 式
əmati 和 ati 都是赫哲语的不定数数词，现代赫哲语中 ati 比 əmati 更为常用一些。
它们最基本的用法是在时间词之前组成不定量时段结构，或表长时，或表短时，例如：
（38）əthikhi əmati jinin pikhi pi tu əmərkijə.
此从
几
天
呆时 我 就 回来呀
（‘再呆几天我就回去呀。
’）
（39）pi xunaʨiji atijinin atitɔlpu kəlthəxəji.
我 妹妹把 几天
几夜 找了啊
（‘我找了妹妹几天几夜啊。’）
显然，例（38）əmati jinin 表达的是短时时段，例（39）atijinin atitɔlpu atipia 表
达的是长时时段。可见，
“əmati/ati+时间词”式时段结构表达的时段长短跟语境有关。
3.2.9 方位式
方位式约量时段结构指的是时间词或时间结构与方位词组合成的时段结构。从构
成情况来看，方位式约量时段既有“时间词/短语+方位”式，也有“事件+方位”式，
还有“代词+方位”式，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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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pi piaxərə tuni əmərkiji.
我 月底 时
回来
（‘我月底回来。’）
（41）xəsui altən tuni tu əm thawun pa khəʨhi xukhthixən.
说
中间 处
就 一
百
里 似的
狂跑了
（‘说话之间就狂跑了一百来里。’）
上例（40）的 piaxərə 是时间词和方位词组合成的时段结构，例（41）的是动词
xəsui 和方位词 altən 组成的时段结构。
3.2.10 “X+thikhi+Y+ɕikhi”式
赫哲语“X+thikhi+Y+ɕikhi（ɕkhi）”是表达时段范畴的惯用格式，意思与汉语时
间结构“从 X 往 Y”同，结构中 X 表时间起点，Y+ɕikhi 表在时间轴上的延伸。如：
（42）thathikhi xərkiɕikhi，əm suktun ʦəfəkhi，əm ɔpu khusun paltirən.
那从
下 往， 一 苏固顿 吃时， 一 份
力量 长出着
（‘从那往后，吃一个苏固顿，就长出一份力量。
’）
（43）əthikhi amiɕikhi pi tu su
ʦu sakti niɔ wə fuʂləmipaltijə.
此从
后往
我 就 你们 二 大
人 把 伺候着生活
（‘从此往后，我就伺候你们二位老人过日子。’
）
表面上看“X+thikhi+Y+ɕikhi（ɕkhi）”是一个非封闭的时段结构，其中 X 是一个
时间起点，thikhi 是起点时间标记，Y 是表示时间发展方向的方位词，ɕikhi 是一个时
间发展标记，其实，它是一个隐含时间终点的约量时段结构，结构隐含的时间终点可
以依据语境进行推断。如上例（42）隐含的时间终点是吃完第九个 suktun，例（43）
隐含的时间终点是说话人的生命终点。
3.2.11 借代式
赫哲语中，偶尔也会用与时间相关的事物代指时段，例如：
（44）ʦu taji tamxin tulunəxən，niani xə thukhthirʨhin.
两 烟袋 烟
过去了， 他 还 上来没有
（‘两袋烟的时间过去了，他还没上来。’）
上例名词短语 ʦu taji tamxin 跟事件“抽烟”密切相关，“抽烟”又是有时间历程
的动作，所以 ʦu taji tamxin 在句中实际转指（即借代）抽两袋烟的时间，属约量时段。
3.2.12 əkhəʨhi/thəkhəʨhi+malxuŋ式
赫哲语中，əkhəʨhi 和 thəkhəʨhi 都是指示代词，malxuŋ 是形容词“多”的意思。
“əkhəʨhi/thəkhəʨhi+malxuŋ”合起来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么/那么多”，“əkhəʨhi/
thəkhəʨhi+malxuŋ+时间词”表达的是长时时段，例如：
（45）ɕi əkhəʨhi malxuŋ arŋənni ɔnipalthixəɕi？
你 这么
多
年
怎么生活的你
（‘你这么多年怎么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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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ɕiŋəri əkhəʨhi malxuŋ jinin ʦəfəkhənəi tə kəlthəmi pakhəurʂən.
耗子 这么
多
天
吃的
也 找着
得到不
（‘耗子这么多天也没找到吃的。’）
上例的 əkhəʨhi malxuŋ arŋənni 和 əkhəʨhi malxuŋ jinin 都是典型的约量时段结构，
表达的是时间长久的约量时段，代词 əkhəʨhi 加上 malxuŋ 有凸显大量的功能。
4.赫哲语时段成分的句法功能及语法意义
从表达功能看，时段常用来计算和划分时间的长短，表具有起点或终点的或长或
短的一段时间（李向农 1997:20）
，赫哲语时段成分最常见的句法功能是充当状语和补
语，较少充当其他句子成分。从充当的句子成分看，赫哲语时段有丰富的语法意义。
4.1 句法功能
赫哲语中，时段词和时段结构最经常充当的句子成分是状语和补语，间或也充当
句子的定语和主语。例如：
（47）xəsui purkin tuni na əm ʦhasə tulunəxən.
说的 工夫 在 又 一 小时 过去了
（‘说话之间又一小时过去了。’）
（48）tɔrkhun thuərin japatu paltirən ?
獾子
冬季
何处
住着
（‘獾子冬季住在什么地方？’）
（49）miŋa arŋəni auʨhikhə imaxəni pəjini ʦalun lɔxun kita khəʨhi
千
年
鳌花
鱼
身上 满满 剑
扎枪 似的
pirən.
有
（‘千年鳌花鱼浑身像剑、扎枪一样。
’）
（50）tiakə əmthian ati
jinin ati tɔləpu ənəxən.
帆船 一连
几 天 几
夜
走了
（‘帆船一连走了几天几夜。’）
例（47）中的时段结构 əm ʦhasə 充当 tulunəxən 的主语，例（48）的时段词语 thuərin
充当的是 paltirən 的状语，例（49）的时段结构 miŋa arŋən 充当的是 auʨhikhə imaxəni
的定语，例（50）的时段结构 əmthian ati jinin ati tɔləpu 充当的是 ənəxən 的补语。
值得注意的是，当谓语动词前面既出现时段补语又出现宾语时，时段补语的位置
一定在宾语之前，宾语则处在时段补语和谓语动词之间，例如：
（51）niani ənin thikhiji ʦulan arŋənni samən thathixəni.
她
母亲 向
十
年
萨满
学了
（‘她向母亲学了十年萨满。’）
（52）thikurun jilan jinin jilan tɔlpu arkhi ɔmixən.
他们
三
天
三 夜
酒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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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喝了三天三夜的酒。’）
可见在赫哲语中，当时段补语和宾语同时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时，时段补语与宾
语的位置是固定的。
4.2 语法意义
赫哲语的时段结构具有丰富的语法意义，这些语法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4.2.1 表示完整的时间长度
这种意义仅限于时段成分充当句子主语的情况。赫哲语中，当时段成分以被陈述
对象的身份出现时，谓语动词经常使用 tulunə（包括肯定和否定两种形式），这时的
时段主语仅表一定的时间长度，而谓语动词只表该时段在时间轴上的延伸结果，如：
（53）jisaləi saminəi altən tuni，na əm arŋən tulunəxən.
眼睛 眨巴
中间 处， 又 一
年
过去了
（‘眨眼之间，又一年过去了。’）
（54）khɔlthukhu pia niwurʨhin，ɕiaxu jirkhin ʦɔ ɔxən.
半
月
出去未， 全都
新 房 造了
（‘不到半月全盖了新房。
’）
上例（53）中，tulunəxən 是对主语 əm arŋən 在时间轴上的延伸结果的陈述，主
语 əm arŋən 表示的是一个完整的时间长度。例（54）的 niwurʨhin 也是对主语 khɔlthukhu
pia 在时间轴上的延伸结果的陈述，khɔlthukhu pia 表示的也是一个完整的时间长度。
所不同的是，例（54）的 khɔlthukhu pia niwurʨhin 作为小句又充当了时间状语，而例
（53）的 əm arŋən tulunəxən 则不然。
4.2.2 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范围
时间与事件的关系极为紧密，事件的发生经常伴随着一定的时间，这是无可置疑
的。赫哲语中，时段也经常表达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例如：
（55）ʦuaərin tə imaxə laphthəkhəwuni ʦəfəu.
夏天
也 鱼
生鱼片把
吃
（‘夏天也吃生鱼片。’）
（56）əi əmati jinin jau nəxəɕiə ？
这 几
天 何把 做了
（‘这几天你干什么了?’）
例（55）是说事件 imaxə laphthəkhəwuni ʦəfəu 常出现在 ʦuaərin 时段；例（56）
是询问在 əi əmati jinin 时段内发生了什么，əi əmati jinin 表达事件发生的时段。
4.2.3 表示动作行为持续的时间
时段不仅可记录事件发生的时间，也经常用来记录动作行为持续的时间长度，如：
（57）niani tailəru ʨi pakhʨhimi ʦhamə jilan jinin tulunəxən.
他
代勒如 和
摔打着
已经
三
天
过去了
（‘他和代勒如已经摔打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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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jinin tɔlpu sɔumi fiəwuxə wə əthəmaʨhiwukhunəjə.
白天 黑夜 哭着
天神 把
保佑让做着
（‘日夜哭着让天神保佑。
’）
上例（57）的时段结构 jilan jinin 在句中充当的是补语成分，表示谓语动词
pakhʨhimi 持 续 的 时 间 ； 例 （ 58 ） 的 jinin tɔlpu 是 连 动 结 构 sɔumi fiəwuxə wə
əthəmaʨhiwukhunəjə 持续的时间，当然具有夸张色彩。
4.2.4 表示状态持续的时间
时段有时用来记录状态经历或持续的时长，而不是动作行为持续的时间长度，如：
（59）əi jilan arŋənni puxukhu nakhi puxukhu piʂən niɔ nakhi niɔ
这 三
年
鬼
做时
鬼
是不 人 做时 人
piʂən ʨi palthixəjə.
是不 用 生活了
（‘这三年鬼不是鬼人不是人地活着。
’）
（60）əmaʨhi pimi， niani jisaləji niəxələrən.
一会儿 呆着， 他
眼睛 睁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睁开了眼睛。’）
例（59）əi jilan arŋənni是一个确量时段，它是状态经历的时长；例（60）的əmaʨhi
是约量时段，是状态pimi持续的时长。
4.2.5 表示动作发生的频率
这类时段表达的是主语在每间隔一段时间进行的规律性的动作行为，例如：
（61）pi amiɕikhi əmpia əmtan sunu wə jiʨhanrən.
我 后往
一月 一次 你们 把 看来着
（‘我往后一月来看你们一次。’）
（62）pəthi amiɕikhi ʦuan jinin əmtan pakhjiʦhəwuji.
咱们 后往
十
天 一次
遇到
（‘咱们往后十天见一次面。’）
上例的əmpia əmtan和ʦuan jinin əmtan都是表达频率的数量结构，时段成分əmpia
和ʦuan jinin表达的都是后面对应动词在每相邻两次之间的间隔时长。
4.2.6 表示动作结束后状态持续或经历的时间
当时段结构后面的动词只是一个点动词而没有持续意义时，时段结构表达的时间
就不再是动作持续的时长，而是其他的意义，例如：
（63）ɕi thəni ələ əməxəni，ʦuru jilan jinin tulani tu ʦafəxəi axəntuji
你 才 这处 来了， 两
三
天
里边 就 结拜的 兄弟把
wuakhi，əi kɔnin wukhi əxələ.
杀时， 这 心肠 多么 不好
（‘你才来这里，两三天之内就杀结拜兄弟，这心肠多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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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niani putəxən ʨi ʦhamə əmjinin əmtɔlpu taxəni.
他
死了
从
已经 一天
一夜
变了
（‘他已经死了一天一夜。
’）
上例（63）中，时段结构 ʦuru jilan jinin tulani 在句中充当了状语，它后面的动
词 wuakhi 是一个没有持续意义的点动词，ʦuru jilan jinin 在语义上指向的不是动词
wuakhi，而是前面的动词 əməxəni，是动作 əməxəni 结束后经历的时长。例（64）中
的 əmjinin əmtɔlpu 是动词 putə 结束后状态 putəxən 持续的时长。
4.2.7 表示生物生长的时间
时段也可以用来记录生物生长的时长，例如：
（65）jilan maŋmə ʦawurə tuni əm miŋa arŋəni auʨhikhə imaxəni
三
江
汊口
处 一
千
年
鳌花
鱼
pirən.
有
（‘三江汊口处有一个千年鳌花鱼。’
）
（66）xəsui
altən tuni
tu thi miŋa
arŋən maŋkə
mɔ
khiralən
说的 中间 处
就 那
千
年
柞
树
跟前处
jiɕianxən.
到了
（‘说话间就到了那棵千年柞树跟前。
’）
以上二例的时段结构 miŋa arŋəni/arŋən 分别记录了 auʨhikhə imaxəni 和 maŋkə mɔ
到说话时为止的生命时长。当然，miŋa arŋəni 在这里只不过是为凸显大量而使用的一
个约量时段，并非 auʨhikhə imaxəni 和 maŋkə mɔ 生长的真实时长。
5.结语
赫哲语的时段成分既包括时段词，也包括丰富的时段结构。从时量的确定性角度
分析，赫哲语的时段成分可以分为确量时段和约量时段两种类型。从表达层面来看，
赫哲语时段成分具有丰富的语法意义，不仅可以表示完整的时间长度、生物生长的时
长，而且还可以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范围、动作行为持续的时间、动作发生的频率、
状态持续的时间，以及动作结束后状态持续或经历的时间。从句法功能角度来看，赫
哲语的时段成分最主要也最常见的用法是充当句子的时间状语和补语，其次是充当句
子的主语、定语，但不在句中充当谓语和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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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xpression about Period-time in Hezhe Language
Cheng Yaheng 
(Jiujiang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In many period-time words or phrases in Hezhe (赫哲) language, there are not
only many time words and time phrases without mark, but also many time phrases with all
kinds of marks. The period-time words or phrases in Hezhe language have abundant
grammatical meaning, expressing not only the full time length and the length of the
biological growth, but also the time range of the incident, the duration of the action, action
occurred frequency, the duration of the state, as well as the action after the state duration or
experience.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period-time components in Hezhe language is to act
as adverbial and complement in sentences. Apart from this, they can also act as subject and
attributive, but not the predicate and object.
Keywords: Hezhe(赫哲) language, time category, tim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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