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汉语和日语中存在大量汉日同形动词，对这

些动词的考察，除词义差别外，其在汉日语中的语

法功能，尤其是带宾语情况的差异也值得探究。

多数汉日同形动词在两国语言中语法功能相同，

但亦有功能不同的情况。

（1）この会話を録音してはいないでしょうね。

（『危険のP』，2001）

（2）会心の作品を朝日新聞に投稿していたの

です。 （『花かげの物語』，2002）

如例（1）、例（2）所示，「録音する」「投稿する」

都带了宾语，但在汉语中“录音了会话”“投稿了作

品”等搭配不成立，即汉语无法直接带宾语。存在

此类用法差异的汉日同形动词中，由动词语素V

与名词语素N构成的V-N动词最多，其中多数为

动宾结构，少数为动补结构。本文利用语料库调

查同形V-N动词在汉日语中的用法异同，重点考

察动宾结构动词，以期对汉日词汇对比研究和日

语词汇教学有所裨益。

1 同形V-N动词用法对比研究现状

1.1 汉日同形动词的用法对比研究

1.1.1中国的研究

目前中国关于汉日同形动词语法功能的对比

研究主要有潘钧（2000）、翟艳（2003）、许雪华

（2009）、何宝年（2012）等。

潘钧（2000）、何宝年（2012）在探讨汉日同形

词的词性差异时，谈及同形动词的及物性差异，将

动词分为日语为「自動詞」、汉语为「他動詞」，日语

为「他動詞」、汉语为「自動詞」等几大类，并列举了

词例和例句进行了说明。这些研究以所有同形动

词为对象，是综述性论文，没有突出V-N结构。许

雪华（2009）抽取了近 500个汉日同形动词，根据

这些词在汉语和日语中及物性是否一致分成9大

类，并分别举例分析说明，但对于及物性差异产生

的原因未作探讨。

翟艳（2003）则在探讨日本留学生的动词偏误

时，指出其作文中容易出现“我想观光各种各样的

地方”“我入学关西外大一年多了”等误用 [1]。“观

光”“入学”等都是动宾式复合动词，汉语不能带宾

语，而日语却可以。翟艳认为同形动词及物性差

汉 日 同 形 V-N 动 词 用 法 对 比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许雪华

［摘 要］ 汉语和日语中有近350个汉日同形V-N动词，利用语料库调查其在两国语言中的用法可以

发现，近三分之一的动词在汉日语中用法相同，其中多数无法带宾语，仅有少数可以带宾语。剩余近三

分之二的动词在汉日语中用法存在差异，主要区别是汉语无法直接带宾语，而日语具备直接带宾语的

能力。汉语受词语结构影响，一般V-N动词很少能带宾语，而日语「漢語動詞」词汇化程度高，且日语

是SOV结构，对V-N动词带宾语的限制没有汉语严格，因此日语中多数V-N动词具备带宾语的能力。

［关键词］ 汉日同形V-N动词 宾语 语料库 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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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引起的母语负迁移是造成上述偏误的主要

原因。

1.1.2日本的研究

日本方面关于汉日同形动词用法对比的研究

主要有邓美华（2003）、河村静江（2010）等。邓美

华（2003）对 85个日语为「自他両用動詞」的汉日

同形词进行了考察，指出「負傷・開会・破損」等

日语能构成「SガNヲV」「SガV」两种句型，而汉语

只能构成“S V”句型的同形动词中“VN 型”较为

多见。

河村静江（2010）利用《HSK词语用法详解》和

『明鏡国語辞典』两本词典抽取了汉日同形动词，

根据及物性是否一致将动词分成 9大类，并对每

类进行了穷尽式例举，但未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总结来说，目前汉日同形动词的用法差异研

究基本都是综述性的，还停留在分类和词语罗列

阶段，且多数研究根据词典标注确定动词及物性，

未能使用语料库进行验证，同时未突出V-N结构，

也未交待同形动词在汉日语中用法存在差异的

原因。

1.2 V-N动词带宾语相关研究

1.2.1中国的研究

中国自 20世纪 80年代起就关注动宾式动词

带宾语的现象，《语文建设》发表的以罗昕如

（1998）、高更生（1998）、刁晏斌（1998）等为代表的

一系列论文，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些研究主

要围绕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条件、所带宾语的语

义类型等方面展开。

高更生（1998）认为动宾式动词能否带宾语与

其自身的扩展情况有关，即与能否在V与N两个

语素之间插入其他成分有关。“出版”“动员”等不

能扩展的动宾式动词一般都能带宾语；能够在V

与N两个语素之间插入“得、不、不了、一下（点）”

等成分的有限扩展的动宾式动词，一般可以带宾

语，个别有待观察；而“敬礼、照相”等能够无限扩

展的动词一般不能带宾语，只有少数可以带宾语。

朱军、盛新华（2008）认为动宾式动词的词化

程度或喻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带宾语，其结论是

“VN中的V如果具有[+位移]义，O是表示[+源点

或终点]的名词，一般可以构成‘S+VN+O’句式”，

其次“V与N结合前是一个三价动词”，一般也可

以带宾语。同时，该文还归纳了名词语素N与动

词所带宾语O之间的语义关系，“如果N与O在语

义上具有属种关系或被限制和限制关系，且在结

构上能构成同位短语，则可以构成‘S+VN+O’句

式。原因是如果N表示的是属概念或很抽象的概

念，就需要表示种概念或表示具体义的宾语作语

义补充”[2]。

总结来说，汉语中仅有少数动宾式动词可以

带宾语，一般V与N两个语素结合越紧密，能带宾

语的可能性就越大。

1.2.2日本的研究

日本方面，小林英树（2004）、张善实（2010）、

张志刚（2014）、刘健（2015）等，从不同角度对「漢

語V-N動詞」带宾语现象进行了考察。

小林英树（2004）将「VN-Nタイプ二字漢語動

名詞」分为「項を取れないタイプ」「項を取れるタ

イプ」「項を取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タイプ」三类，

并分析了后两者所带「目的語」与语素N之间的关

系。他认为这两者之间形成「所属関係」或「包摂

関係」。如「政府はたばこを増税することにし

た」一句中的「税」受「たばこ」修饰，两者形成「所

属関係」，而在「政府はたばこ税を増税すること

にした」一句中，「たばこ税」是「税」的一种，两者

形成「包摂関係」，并指出「項を取れるタイプ」所

带「目的語」与N之间一般形成「包摂関係」[3]。

张志刚（2014）认为「VN型二字漢語動詞」能

否带宾语，主要与N的性质有关。他将N分为「1

項名詞」和「0項名詞」，如果N是「1項名詞」，其本

身意义不完整，需要补充相关内容，此时动词可以

带宾语，如「除名」的「名」是「1項名詞」，「除名」则

为及物动词。反之，如果N是「0項名詞」，其意义

完整，动词往往是不及物动词，但是如果「動詞的

要素が『ガ，ニ，ヲ』という3項動詞に相当する」[4]，

即V是「3項動詞」时仍可带宾语。如「注水」中的

「注ぐ（タンクに水を注ぐ）」是三价动词，即使

「水」是「0項名詞」，「注水」也可以带宾语。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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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朱军、盛新华（2008）的结论异曲同工。

张善实（2010）认为「Ｖ-N型の漢語動詞」的及

物性很大程度与V的及物性有关，而对于V-N动

词所带宾语与N之间的关系，其观点与小林英树

（2004）基本一致。刘健（2015）搜集了日语中所有

的V-N动词，根据V与N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类，

并重点考察了V与N构成「動作‐対象」关系的动

词，指出「他動詞は意味的にまとまり性が欠けてい

ることと、自動詞は意味的にまとまっている」[5]，但

对于V-N动词带宾语的条件并未作具体考察。

总结来说，汉语和日语都对V-N动词能否带

宾语，带怎样的宾语进行了考察，汉语主要考察了

动宾式结构动词，认为能否带宾语与动词结构是

否稳定有关，日语则认为V-N能否带宾语与动词

语素V以及名词语素N各自的配价关系有关。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我们对照《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和『新明

解国語辞典（第七版）』，抽取了 2652个汉日同形

动词，其中由动词语素和名词语素结合而成的V-

N动词有350个。本文利用语料库调查这350词，

对比分析它们在汉日语中的用法异同。

具体而言，汉语利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开发的“国家语委现代汉语通用平衡语料库（1

亿字符）”的子集——“标注语料库（5000万字符）”

进行检索。对“闭幕”“出席”等例句较多的词语，

随机抽取 200例进行调查，而对于“垂涎”“瞑目”

等例句不满 200例的，则将所有例句纳入考察范

围。日语则利用「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

パス」及其检索工具 NINJAL 进行检索，因 NIN-

LAL自动显示动词与各类格助词、名词的搭配关

系，故而本文将日语所有动词例句纳入考察范围。

汉语中的宾语可分为受事宾语、结果宾语、对

象宾语、处所宾语、目的宾语等多类，而“去一次”

“催了半天”是动词“带动量词或时量词”，“致力于

经济发展”是动词“后面带介词再带名词”[6]，一般

不纳入动词宾语范畴。本文将汉语中直接出现在

动词之后，受动词支配的成分称为宾语。日语一

般将「木材を加工する」中用「を格」提示名词性成

分的动词称为「他動詞」，而将「会議に参加する」

中用「に格」提示名词性成分的动词称为「自動

詞」，然而两者对应的汉语“加工木材”“参加会议”

都是动宾结构，区别是前者为受事宾语，后者为处

所宾语，且小林英树（2004）等在考察V-N动词时

也已跳出「自他」的范畴，将所有能直接带名词性成

分的动词称为「名詞項を取る動詞」。因此本文从汉

日对比角度出发，将日语中直接受动词支配的「名

詞項」也称为宾语，对比分析汉日同形动词在汉日

语中的用法区别。具体来说，根据语料库的例句考

察V-N同形动词在句中能否带宾语，带怎样的宾

语，此外汉语还需考虑动词之后，是否能够通过介

词带宾语，日语还要考察是通过「を格」还是「に

格」带宾语，而后进行对比，并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

3 用法一致的V-N 同形动词

经过检索和分析，我们发现 350个汉日同形

V-N动词中有近三分之一在汉日语中用法一致，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汉日语中都不带宾语；汉语介

词与日语格助词对应；汉日语中都可以带宾语。

3.1 汉日语中都不带宾语

“抬头”“读书”“萌芽”“破产”等动词在汉语和

日语中都无法带宾语。从词义来看，“遁世”“出

家”“失禁”“充血”等佛学、医学领域内的词语

较多。

（3）联合国认为种族歧视在西方抬头。

（《人民日报》，1995.10.12）

（4）やがて古代ローマが抬頭し、その属州と

なった。 （『風の組曲』，2004）

（5）陪同风趣地说，那就糟了，宝玉不得不出家了。

（《人民日报》，1990.10.12）

（6）西行は出家した。 （渡邉弘『萌しつはる』，2003）

这类动词中，多数V与N形成动宾结构，原则

上无法再带宾语，符合一般语法规则。其中“开

花”“萌芽”“褪色”等少数动词在日语中对应「花が

咲く」「芽が生える」「色が褪せる」，V与N之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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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形成主谓结构。影山太郎（1993）指出「意図的

に動作を行う動作主を主語に取る自動詞が非能

格、意図を持たず受動的に事象に係わる対象を

主語に取る自動詞が非対格である」[7]，此处“萌

芽”“开花”等是无意识行为，为「非対格自動詞」，

在汉语和日语中都为一价动词，无法带宾语。

（7）到了中期礼学兴盛，实学开始萌芽。

（《人民日报》，1997.8.23）

（8）急激な気温上昇に刺激されて太い若芽が

一斉に萌芽し，夏季は冷涼で畑一面に繁

茂する当地域が適地のようである。

（『特産野菜 70 種』，2004)

（9）荠菜在墙角边开花，红的，白的，还有紫的。

（《人民文学》，1992.8）

（10）桜に続き、桃が開花したのだ。

（『網にかかった悪夢』，2002）

此外，“起床”“卧床”等词在日语中与「寝床か

ら起きる」「寝床に臥す」等对应，不是动宾结构，

由于「起きる」「臥す」本身不带宾语，故动词整体

也不带宾语。

（11）我们凌晨3点半起床，5点半到达机场。

（《人民日报》，2001.3.30）

（12）翌日、青年たちは午前五時に起床した。

（『新・人間革命』，1998）

3.2 汉语介词与日语格助词对应

“着陆”“结婚”“撤兵”等动词，在日语中一般

通过「に」「と」「から」等格助词引出名词性成分，

但汉语无法直接带宾语，而是通过“在”“与”“从”

“于”等介词带宾语形成介宾结构。

（13）直升飞机飞行一个多小时，在纽约机场着陆。

（《跳出窗口》，1987）

（14）飛行機は九時十分に、出雲空港に着陸した。

（『風聞』，1990）

（15）李宗仁1924年与郭德洁结婚。

（《李宗仁和他最后一位夫人》，1992）

（16）俺はどうしても信子と結婚する！

（『雇われ探偵』，2003）

（17）不久，丰臣秀吉忧急病死，留下遗言从朝鲜

撤兵。 （《世界历史》，1991）

（18）日本が戦争に負けてベトナムから撤兵した。

（『人間はなぜ戦争をやめられないのか』，2004）

此外，“决意”“决心”“发愿”“进言”等动词在

汉语中一般带“小句宾语”，日语则是用「と」引出

句子。由于这类词在日语中还可用「を」带名词宾

语，因此与汉语的用法并不完全对应。

（19）本组织决心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作出重要

贡献。 （《人民日报》，2002.1.8）

（20）私は、バールのようなものを手に入れるこ

とを決心した。 （『バールのようなもの』，1995）

（21）僕はこわしてやろうと決心した。

（『ポトマック』，2000）

严格来说，汉语介词与日语格助词并不完全

对应，用法多少存在差别，但一般我们将「に格」与

“于”“在”对应，将「と格」与“和”“与”对应，以区别

于「を格」，本文将其认定为广义的对应关系。

3.3 汉日语中都可以带宾语

3.3.1V-N动词带宾语现象

“着眼”“留意”“加工”等词在汉日语中都可以

直接带宾语，根据其在日语中的用法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为「に格動詞」，一类为「を格動詞」。

「従事」「着眼」等为「に格動詞」，其所含动词

语素V对应的「従う」「着く」等动词亦是「に格動

詞」，因此日语中V-N动词也用「に」引出宾语。这

类动词在汉语中可以直接带处所宾语或对象宾

语。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动词在日语中与 3.2 的

「着陸する」等并无区别，但在汉语中用法却不同。

（22）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吴寿章等出席开幕式。

（《人民日报》，2002.1.26）

（23）直隆は実家の父の葬儀に出席しなかった。

（『理由』，1998）

（24）柯尔克孜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兼事农耕。

（《光明日报》，1998.8.8）

（25）隊員達は主に稲作の協力活動に従事した

のでした。 （『海外単身赴任』，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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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加工」「動員」等同形动词在日语中是

「を格動詞」，在汉语中也多直接带受事宾语，汉日

语用法完全一致。

（26）他们用砾石制造简单古朴的生产工具，加

工各种木器和骨角器。 （《出土的谜团》，1999）

（27）男性は、斧や小刀を使って、木材を加工し

たり、体力のいる仕事を担当しているこ

とになる。 （『ヒトの自然誌』，1991）

3.3.2汉语V-N动词带宾语的原因

上述V-N动词多数为动宾结构，动词语素V

已带N作宾语，汉日语本应都难以再带宾语，日语

V-N动词带宾语现象较为普遍，我们将在后文分

析其原因，而汉语能直接带宾语的仅有这些动词，

本节先探讨汉语能直接带宾语的原因。

首先，“润色”“亡命”等少数动词在古代汉语

中就有直接带受事宾语或处所宾语的用法，并一

直延续至今。

（28）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春秋战国《论语》）

（29）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

（汉代《史记》）

其次，汉语部分动词原本是通过介词“于”“向”

等带宾语，后省略介词产生了直接带宾语的用法。

（30）隋文帝开皇三年，迁都于龙首川，今京城也。

（汉代《史记》）

（31）发展中美关系应着眼于未来。

（《人民日报》，1994.4.3）

最后，“加工”“加速”“动员”等词是由日本人

创制的「和製漢語」[8]，而“出席”“列席”等词虽然出

自古代汉语，但其古代义与现代义出入较大，查阅

『日本国語大辞典』发现，日本明治维新前就已出

现了现代义用法。

（32）来る十八日和漢御会に東福寺不二庵藤長

老、龍吟珊東堂加令出席否、可書状遣之由

仰也 （『慶長日件録』，1607）[9]

而检索“古代汉语语料库”无相关例句，检索

“申报语料库”及《汉语大词典》发现现代义用法的

例句年代都晚于日本，由此可以判断带宾语的新

用法极有可能是先在日语出现而后传至汉语，即

汉语能够带宾语是受了日语影响。

（33）又設立通知簿凡學生之試驗成績上課勤惰

出席時日（出席者輟業不到堂之謂若早歸

遲到缺課遺忘等亦歸出席類）

（《申報》，1905.4.3）[10]

综上所述，汉语中V-N动词带宾语的原因主

要有继承古代汉语用法、省略介词、受日语影响等

三个方面。

4 用法不一致的V-N 动词

350个同形V-N动词中有近三分之一汉日用法

一致，然而更多的动词在汉语和日语中用法不同，

主要区别在于汉语无法直接带宾语，而日语可以。

4.1 汉语不可带宾语，日语可以带宾语

4.1.1日语必须带宾语

“消毒”“施工”“观战”“取材”“破门”“录音”

“除名”“执笔”“组阁”等多个V-N同形动词，在汉

语中无法直接带宾语，但在日语中一般必须带宾

语使用。

（34）他松开我，转过身去拿酒精给他的小刀消

毒了。 （《七五年》，1998）

（35）ルート接続部を外し、その部位を消毒する。

（『在宅看護論』，2004）

（36）根据厂规厂纪，这个厂将一贯违犯劳动纪

律、长期旷工又屡教不改的人员除名。

（《北京日报》，1981.10.4）

（37）脱盟者を咎める手段も不適任者を除名す

る方法もない。 （『峠の群像』，1982）

（38）80场比赛总共有近15万人次到场观战。

（《人民日报》，1998.2.10）

（39）小学５年生のとき神戸市民球場で行われ

た定期戦を観戦しました。（『経済界』，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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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名”“斩首”“杀菌”“消毒”等词，在日

语中，名词语素N与宾语O形成了「OのN」结构，

如「不適任者を除名する」「その部位を消毒する」

可改写为「不適任者の名を除く」「その部位の毒を

消す」，小林英树（2004）将其描述为「所属関係」。

另一方面，“创刊”“投稿”“复刊”“观战”等词，如「定

期戦を観戦しました」，「定期戦」是名词语素 N

（「戦」）的下位概念，小林英树（2004）将两者之间的

关系描述为「包摂関係」。这两种关系说明日语所

带宾语都是对名词语素N的内容补充。

此外，「執筆」「述懐」等词，其词义已转化为

「書く」「述べる」等单纯动作义，属于转义动词，可

以带宾语。

（40）本書を執筆するにあたり多くの方々の御

世話になった。 （『江戸の酒』，1997）

（41）彼は、この「水滸会」の野外研修を記念し、

何人かの代表に対して、励ましの言葉を揮

毫して贈った。 （『新・人間革命』，1998）

汉语中因这些V-N动词基本为动宾结构，N

作为V的直接宾语，阻止了O以宾语形式直接出

现在动词之后，难以形成“VN+O”结构，所以无法

直接带宾语。然而，汉语可以采用其他方式来提

示“宾语”，如“执笔”“挥毫”等，一般通过宾语提前

或加入动词的方法提示宾语。例（42）中“许多条

目”实际是“执笔”的宾语，但生成的“执笔许多条

目”不符合语法规则，于是通过宾语提前成句，且

用“由”提示施事者。同时还可通过补充“撰写”

“题”等动词来达到提示宾语的目的。

（42）许多条目都由权威人士执笔。

（《语言学概论》，1981）

（43）省参事室、省文史馆成员纷纷执笔撰写文

史资料。 （《黑龙江日报》，1981.9.3）

（44）书法家陈叔亮当场挥毫题了“砚国明珠”四

个大字。 （《知识窗》，1982.1）

实际上，汉语更多的是通过“把”“给”等介词

对名词语素N进行补充说明。如例（34）中“他的

小刀”是“消毒”的对象宾语，但我们一般不说“消

毒他的小刀”，通过“给”提示出“他的小刀”更符合

汉语习惯。

此外，汉语中V-N动词多数为“离合词”，可将

相关内容置于 V 与 N 中间，实现对 N 的补充说

明。日语有「雑誌を創刊する」「結核菌を殺菌す

る」等短语，但“创刊了杂志”“杀菌了结核菌”不符

合汉语表达习惯，一般将相同信息合并，变为“创

办杂志”“杀死结核菌”等短语。

（45）这些物质可以杀死葡萄球菌、链球菌、大肠

杆菌及假单胞菌等。 （《化石》，2001）

（46）1948年 6月 15日，人民日报在河北省平山

县创刊。 （《人民日报》，1998.12.29）

4.1.2日语可以带宾语

根据语料库调查，“解体”“减速”“输血”等多

数V-N动词在汉语中无法直接带宾语，日语也以

不带宾语的用法为主，但却具备带宾语的能力。

首先，这类动词中的“开园”“开业”“变形”“解

体”“闭会”“复刊”“减产”“减压”“减速”“降格”“竣

工”“开庭”“脱臼”“脱毛”“蜕皮”“脱色”“脱水”“营

业”等词在汉语中多数是「非対格自動詞」，即V与

N之间实际形成主谓关系，如“开园”一词，其义为

“园开”，“蜕皮”则是“皮蜕”。然而这些词在日语

中可形成「園を開ける」「園が開く」两种对应关

系，前者是「非能格自動詞」，后者是「非対格自動

詞」。如例（49）所示，日语有「開拓使官園を開園

した」的带宾语用法，并不完全是「自動詞」。

（47）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即将开园。

（《人民日报》，2000.9.7）

（48）二〇〇五年にはいよいよ香港にディズニー

ランドが開園する。

（『ディズニーとは何か』，2001）

（49）開拓使は、ケプロンら外国人技師の指導

を受けて明治四年九月、東京府内三ヵ所に

開拓使官園を開園した。 （『青いバラ』，2001）

（50）他们的原始公社制度已经在逐渐解体。

（《世界历史》，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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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838 年に同連邦が解体し、分離独立した。

（『世界の国旗』，2002）

（52）アメリカは占領中、内務省を解体しました。

（『個人情報を守るために』，2001）

另一方面，“充电”“保温”“输血”“辞职”“谢

罪”等词在汉日语中形成「温度を保つ」「職を辞め

る」等动宾结构，是「非能格自動詞」。汉语受动宾

结构影响，不能再直接带宾语，而日语原本也无法

带宾语，但从语料库中检索出的例句发现日语根

据需要，可以通过「を格」补充宾语，充实句子。如

“谢罪”可补充“谢何罪”，“充电”可补充“为何物充

电”等信息。汉语如例（53）所示，一般通过介宾结

构补充相关内容。

（53）金泳三就韩宝事件向国民“谢罪”。

（《人民日报》，1997.2.27）

（54）このときは双方の母親が謝罪して一件落着。

（『未来は長く続く』，2002）

（55）校長はＡ教諭に対する監督および指導面

で不足していたことを謝罪しなければな

りません。 （『教職員へのメッセージ』，2001）

上述动词带宾语时，宾语O往往是N的下位

分类，两者之间多形成「包摂関係」，如例（57）、例

（58）的「静電気を放電する」「他人の血液を輸血

する」等，此时「電気」与「電」、「血液」与「血」信息

重复，不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但日语「漢語」

词汇化程度高，允许这样的结构存在。与此相对，

“放电静电”“输血他人血液”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

惯，即汉语无法带信息重复的宾语，于是汉日语用

法产生差异。

（56）バッテリーが完全に放電している。

（『ロードライダー』，2005）

（57）疲れをいやし、静電気を放電するために、

ホテルに着いたら入浴をおすすめします。

（『ミマン』，2001）

（58）他人の血液を輸血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こ

れは大げさに言えば移植なんですよ。

（『国会会議録』，1988）

上述汉日语的用法差异在日语「に格動詞」中

也一样存在，如“入学”“就业”“参战”等动词，在日

语中通过「に格」直接带宾语。汉语无法直接带宾

语，其中“入学”“失恋”等动词在汉语中无法找到

与日语带宾语用法所对应的表达方式。

（59）第一届新生已经入学。

（《中国青年报》，1979.10.4）

（60）昭和十六年、敏雄は国民学校に入学した。

（『泳ぎたくない川』，2004）

（61）车间里有个团员失恋了，好些日子沉默寡言。

（《安徽日报》，1984.1.6）

（62）野原君がだれに失恋したの。

（『トラブルさんこんにちは』，1998）

4.1.3日语V-N动词带宾语的原因

与汉语不同，从日语语料库中普遍检索出了

V-N动词带宾语的例句，以下探讨日语可以带宾

语的原因。

首先，“看病”“取材”“破门”等动词在汉日语

中词义不同，导致用法不同。如“破门”在汉语中

是使用暴力打开门之义，而日语中则转为将人赶

走之义，因此能带宾语。

（63）房间外的警察破门而入，将罪犯捕获归案。

（《环球时报》，2001.2.25）

（64）もっとも、Ｋ組は、松浦明を破門したといっ

てるがね。

（『熱海・湯河原殺人事件』，2003）

多数同形V-N动词在汉日语中词义相近，汉

语受 V-N 结构影响，很难直接带宾语，而日语多

数可带宾语，张志刚（2014）认为这与V和N各自

在日语中的配价关系有关。如果N是「1項名詞」，

或者V是「3項動詞」，就可带宾语对N或V进行补

充，使其内容完整。但是通过语料库调查发现了

许多例外，如「消毒」「殺菌」等词中N都是「0項名

詞」，「消す」「殺す」都是「2項動詞」，按照其规则应

该无法带宾语，但这两个 V-N 动词都可带宾语。

张志刚（2014）归纳了部分可带宾语的V-N动词的

58



日语语言研究2019年 第4期 总203号

特点，但这个规则并不适用于所有V-N动词。

根据语料库调查，日语中能带宾语的V-N动

词很多，且多数动词V与N之间形成动宾结构，我

们认为日语能带宾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日语为 SOV结构，即使V-N动词带宾

语，形成的也是“S+O+VN”结构，比汉语的“S+

VN+O”结构更稳定。上文已经论述过，日语可以

形成「車を洗車する」「血液を輸血する」等短语，

这与“经济性原则”相悖，此时「洗車する」「輸血す

る」的含义主要在动词语素V 上，变成了偏义动

词。从语料来看，V-N动词带不带宾语并没有一

定的规律，虽然O与N之间主要形成「所属関係」

「包摂関係」，但这并不是V-N动词带宾语的必要

条件。只能说日语为了补全N或V的信息，可以

突破V-N结构本身不能带宾语的限制。

其次，日语能带宾语与「漢語」的性质有关。

汉语的双音节动词多由古代短语转化而来，其中

多数V-N动词在古代汉语中是动宾短语，结构并

不稳定，可以通过拆分V-N补充相关信息，且汉语

严格遵从经济性原则，同一信息不可重复出现。

与此相对，日语「漢語動詞」的词汇化程度很高，且

有时受文体的影响，需要使用「漢語動詞」来替代

「和語動詞」，此时N的含义往往被忽略，V发挥主

要作用，「俺様の愛車を洗車し」等组合应运而生。

（65）そこでパシリに俺様の愛車を洗車しとけっ

て命令しといたんだわ。

（『掘り出しパーツ』，2003）

最后，我们认为V-N动词能带宾语与日本人

对于V-N结构不可再带宾语的意识不强有关。翟

艳（2003）指出日本留学生的作文中有许多“我想

观光各种各样的地方”“我入学关西外大一年多

了”等动宾动词直接带宾语的偏误，经过调查发现

“在询问有关动宾组合的词法结构时，68.2%的学

生选择V+N式，但其中却有 86.7%的学生表示不

知道在这样的词后不能再加宾语”（翟艳，2003：

16）。这也侧面反映，日本人对「漢語」的结构有一

定认知，但对于这类结构与句法规则之间的联系

却知之甚少，而日语V-N动宾结构可随意带宾语

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4.2 移动动词

「川を渡る」「道を走る」中的「渡る」「走る」，

虽然也通过「を格」带名词性成分，其所带名词为

「経路」，表达通过、穿越某地的含义，这类动词被

称为「移動動詞」。「発車」「退学」「休学」等「漢語動

詞」也是移动动词，用「を格」提示处所名词，一般

其动词语素V对应的都是「和語移動動詞」。

汉语中“去”“来”“往”“出”“过”等表示移动的

动词也可直接带处所宾语，但V-N结构动词多数

没有上述用法，而是通过“从”“在”等介词引出处

所名词。这样的用法差异，由日语特有的句法结

构引起，此处不作过多探讨。

（66）15路的一趟早班车，从动物园发车至民族宫。

（《人民日报》，1986.5.18）

（67）列車は定時にフュッセン駅を発車した。

（『ワーグナー紀行』，2004）

（68）一个名叫迈克尔·戴尔的美国青年主动申

请从大学退学。 （《人民日报》，2006.1.13）

（69）彼は、前の大学を退学してから自宅に

戻った。 （『メランコリーチェア』，2003）

5 结 语

本文利用语料库考察了 350个同形V-N动词

在汉日语中的用法区别。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动

词用法相同，其中多数在汉日语中无法带宾语，还

有“动员”“留意”等少数动词在汉日语中都可以带

宾语。原本V-N动词在汉语中无法带宾语，这些

动词可以直接带宾语主要有继承古代汉语用法、

介词省略、受日语影响等三个方面原因。

350词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动词在汉日语中用

法不同，主要区别是汉语无法直接带宾语，而日语

具备直接带宾语的能力。汉语是SVO结构，因此

“S+VN+O”结构较难实现，且日语的「車を洗車す

る」「血液を輸血する」等短语中信息重复，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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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在汉语中较难被接受。与

此相对，日语「漢語動詞」词汇化程度高，且日语是

SOV结构，V-N动词带宾语比汉语容易实现。同

时由于日本人对于V-N动词不能再带宾语的意识

不强，在需要对N或V进行补充时，就以V-N动词

带宾语的形式体现，此时宾语O与名词语素N之

间多数形成「所属関係」和「包摂関係」。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东亚国家语

言中汉字词汇使用现状研究（项目号：12JZD014）”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项目主持人：施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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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rpus-based Comparison of the V-N Chinese-Japanese Homographs

Abstract: There are about 350 V-N Chinese-Japanese homographs in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According to a corpus inves-

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one-third of these 350 words have the same usage while two-thirds of the 350 words are used different-

ly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The main difference is that most of the V-N verbs in Chinese cannot take an object directly, while

they can take an object in Japanese, for they are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V-N structure, and only a few V-N verbs in Chinese

can take an object. However, Kango verbs in Japanese have a higher degree of lexicalization than in Chinese. What's more, Jap-

anese is a Subject–Object–Verb language, which has fewer limitations in taking an object than in Chinese All these factors

make V-N verbs in Japanese mostly able to take an object.

Keywords: the V-N Chinese-Japanese homographs; object; corpus;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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