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C LEARNING ENGLISH 
Question and Answer of the Week 你问我答 
浅谈英语中反身代词的用法 
 
• 关于台词的备注: 
这不是广播节目的逐字稿件。本文稿可能没有体现录制、编辑过程中对节目做出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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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ying 
大家好，欢迎收听 BBC 英语教学的“你问我答”节目，我是佳莹。这档节目帮助大
家解答在学英语时遇到的各类疑问。本期节目要回答一个和反身代词有关的语法问题。

问题请我的同事来帮忙代读。 
 
Question 
老师您好，我在看一本书时，看到了关于反身代词的讲解，其中一个例句是：“He 
wrote the letter himself.（他亲笔写了那封信。）”书中把“himself”视作状语。
我的理解是：“himself”作“he”的同位语。还有一点，我想先确认反身代词是否
可以作状语？期待老师的回答。 
 
Jiaying 
这位网友想学习英语中反身代词的相关用法。反身代词通常和主语所指的人或事物相

同。举例来说，“I”的反身代词是“myself”；“she”的反身代词是“herself”；
“they”的反身代词是“themselves”。 
 
就问题中提到的句子而言：“He wrote the letter himself.”用到了反身代词
“himself”。严格地来说，这里的“himself”既不是同位语也不是状语，而是起到
强调作用，突出写这封信的人是“他自己”。 
 
同位语常用来对句子中的另一个成分起到进一步解释说明的作用，有的时候，直接放

在主语后的反身代词可以被视为同位语。状语则常描述做某件事情的时间、地点和方

式。虽然有人可能会认为这句话中的“himself”描述的是写信的方式，但这种解读并
不常见。 
 
下面，我们看看怎样在句子中使用反身代词。当句子中的主语和宾语指同一人或同一

事物时，用反身代词。 
 
Examples 
He amused himself with the joke. 
（他讲了这个笑话，把自己逗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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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told herself she would never make the same mistake again. 
（她告诉自己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The car drives itself, without the need for a driver. 
（这辆车自动驾驶，不需要司机。） 
 
Jiaying  
再来讲一讲反身代词的位置。反身代词通常紧跟在谓语动词后，在任何副词的前面。

但在部分情况下，句子中的副词也可以放在主语后。听三个例句。 
 
Examples 
I cut myself accidentally with that knife. 
（我不小心用那把刀割伤了自己。） 
 
I accidentally cut myself with that knife. 
（我不小心用那把刀割伤了自己。） 
 
They were introducing themselves systematically to people around the room. 
（他们有条不紊地逐一向房间里的人介绍自己。） 
 
Jiaying 
注意，在谈论一件人们通常会自己完成的事情时，一般不用反身代词。比如

“shaving（刮胡子）”、“putting on clothes（穿衣服）”。听两个例句。 
 
Examples 
I shaved in the morning.  
（今天早上我刮胡子了。） 
 
She cleaned the house. 
（她打扫了房子。） 
 
Jiaying 
不过，如果想要突出事情是某人“自己”完成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加上反身代词，起

强调的作用。这可能是由于任务很难做，状况十分棘手，也可能是为了强调一样东西

是“给自己”，而不是给别人买的。听三个例句。 
 
Examples 
He cleaned the whole house himself. It took all day! 
（他自己打扫了整个房子。花了一整天时间！） 
 
She drove herself to work despite the heavy traffic. 
（尽管交通拥挤，她还是自己开车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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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ought myself a new computer. 
（我给自己买了一台新电脑。） 
 
Jiaying 
我们可以在反身代词前加上介词“by”，也就是“by oneself”，表示“某人独自”
做某事。 
 
Examples 
She lives by herself in that big house. 
（她独自一人住在那幢大房子里。） 
 
I worked by myself in the office, as no one else came in. 
（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工作，因为当时没有其他人来上班。） 
 
Jiaying 
因为“by + 反身代词”本身的意思是“独自地，一个人地”，所以这个结构有时可以
强调某人在“没有他人帮忙的情况下完成某项任务”。听两个例句。 
 
Examples 
He cleaned the kitchen by himself, as the other staff were on holiday. 
（因为当时其他员工在度假，所以他一个人打扫了厨房。） 
 
She wrote the essay by herself, with no help from her parents. 
（她在没有父母帮助的情况下，一个人写了这篇作文。） 
 
Jiaying 
最后，有时我们也可用反身代词来强调某人出乎意料地“自己”做某件事情，或者这

个人“本人……”。 
 
Examples 
The Queen herself cut the ribbon to launch the new ship. 
（女王亲自为新船出海剪彩。） 
 
The actor himself wrote the reply to his fan, rather than have his secretary type it. 
（这名演员亲自为他的粉丝回信，而不是让他的秘书打出来。） 
 
Jiaying 
归纳一下：英语中，反身代词通常和主语所指的人或事物相同。反身代词常常紧跟句

子的谓语动词，并放在副词前。我们一般不用这类词来谈论人们平时就会自己做的事

情，除非是起到强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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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反身代词前加上介词“by”，来表示“某人独自一人做某事”，或者突出
“完成此事时并没有他人的帮助”。这类词可以紧跟句子的主语，强调做某事的是这

个人“自己，本人”。 
 
好了，如果你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难题，欢迎你向我们提问。你可以把问题发

送到我们的邮箱 questions.chinaelt@bbc.co.uk 或者通过微博账号“BBC 英语教学”
联系我们。谢谢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佳莹。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