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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国日语语言研究界在各类公开出

版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91篇[1]，出版专著25部[2]，获

各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30项（其中，研究类

项目 14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0项[3]，实属不易，可喜可贺。

1 总体印象

我们在对291篇论文、25部专著、14项研究类

社科基金项目和 10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进行

梳理后，注意到我国2018年日语语言研究除了延

续毋育新（2015）、潘钧（2016）、毛文伟（2017）、施

建军（2018）等指出的大部分特点以外，还有以下

几个特点：

一是传统研究经久不衰。虽然近年来语言学

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但日语语

言研究界并没有忽视传统研究去一窝蜂地追随新领

域研究，而是一如既往地在传统研究领域继续精耕

细作，寻求突破。尤其是在社会大数据化水平越来

越高的背景下，仍然用传统的实证、描写的方法，借

助语料库等工具，试图对传统研究领域的一些基础

性或关键性问题探寻更加科学合理的答案。这一

点充分地反应在本年度的日语语言研究成果之中。

二是呈现大量用新的理论指导研究的成果，

尝试以最新理论和方法分析日语语言事实的论文

崭露头角。最近几十年来，语用学、认知语言学、

语料库语言学等新的理论方法的出现，给日语语

言研究带来了新视角和新路径。本年度相当多的

成果正是运用了这些新的理论方法，使以前难以

圆满解释的不少日语语言事实获得了理论上的合

理阐释，不少语法现象得到了更充分的论证，各类

词语（短语）的语义网络等获得了更科学的架构。

近几年来，新兴的生态语言学等也受到了日语学

界的关注并运用到研究之中，这一运用使有关日

语语言现象得到了较好的解释。

三是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的同时也越来越精

细化。传统研究更多地关注语音、文字、词汇、语

法语义等，而语用学的出现，使得研究对象拓展至

言语行为等领域。这一点在本年度的成果中尤为

明显，甚至出现了研究“自言自语”这一仅仅输出

有意义的语音的物理性行为的研究成果。另外，

有些学者关注到了公示语和语言景观中的一些语

言现象，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四是新技术的出现为日语语言研究提供了新

的方法。一方面是有的学者直接运用新的技术带

2018年度中国的日语语言研究综述

黑龙江大学 东语学院 许宗华

［摘 要］ 本文根据2018年我国日语语言研究界发表的291篇学术论文、出版的25部专著以及14项

研究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分析了该年度我国日语语言研

究的基本情况及其主要特点。这些特点是：传统研究经久不衰；以最新理论和方法分析日语语言事实

的研究成果崭露头角；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的同时也越来越精细化；新技术的出现为日语语言研究提

供了新的方法。期盼今后涌现出更多突破性的高水平著述。

［关键词］ 2018年度 中国 日语语言研究 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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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新方法分析日语语言事实，另一方面是有的

学者基于新的技术提出了研究某些日语语言事实

的新方法。虽然具有这一特点的研究成果还不是

很多，但都很有价值，为今后我们进行研究提供了

有意义的参考与启示。

2 具体情况

2.1 论文

当我们准备对论文进行分类介绍的时候，首

先面临的问题是以何种标准进行分类，多次尝试

以后，我们按照“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哪方面

的”这一标准将研究成果分为语音、文字、词语（涵

盖词汇、短语等）、语法语义、语篇、语用、习得与教

学、语言与文化、翻译、语料库10大类。下面我们

选取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对论文的具体情况

逐类介绍。

2.1.1语音

本年度的 291篇论文中，研究日语语音本体

的论文相当少，仅有 5篇，占 1.7%。在这 5篇论文

中，有两篇是从对比的视角研究日语语音现象的

研究成果。其中，朱春跃的《从汉、日调音动态对

比看日语元音的稳定性》利用MRI动态摄影技术

对汉日两种语言的有关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后发

现，与汉语相比，日语音节中的元音表现出显著的

稳定性。并且作者认为“音拍节奏”是日语元音稳

定性的基础。赵志刚、宁薇的《论日语语音对应与

语音演变规律》全面梳理了日本本土方言的五元

音与冲绳方言的三元音，明确了三元音在日语语

音史中的地位，认为本土方言与冲绳方言的分化

应始于日本中世时期。

另外，语音及语言信息处理研究者孙健、郭武

的《基于链接时序分类的日语语音识别》为我们提

供了新的更加有效的日语语音识别技术。

此类论文还有邓丹的《跨语言塞音的感知同

化研究》、薛华民的《基于优选论对日语汉字词中

促音化现象的分析》。

2.1.2文字

本年度研究日语文字的论文很少，也只有 5

篇。沈国威的《汉字的字义及其获得》一文主要讨

论了汉语中汉字的有关问题，同时简要阐释了日

本人获得汉字字义的 4个途径，并提出了一个有

意思的命题：汉字的意义正在经历一个由视觉向

听觉过渡，即由看得懂向听得懂过渡的过程。黄

小丽的《罗马字在日文语言景观中的使用状况及

其原因探析》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梳理了上海市

语言景观中日文罗马字的实际使用状况，并从日

语的本体、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政策 3个维度分析

了上海市日文语言景观中罗马字使用率高的原

因。张小蕊的《关于现代日语中假借字的考察》从

书写形式、语义结构、功能效果 3个方面，考察了

现代流行音乐中歌词的日语假借字的使用情况，

并就使用假借字现象背后的文化心理和今后的发

展趋势进行了论证。

2.1.3词语

此类研究成果有 71 篇，占 24.4%，与往年一

样，仅次于语法语义类。

首先，词汇领域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受到了学

者的关注。其中，许雪华、施建军的《关于日语汉

字词汇多样性的再认识》根据发音标准将汉字词

汇分为“典型汉字词汇”和“非典型汉字词汇”两大

类，重点探讨了「混種語」「当て字」等非典型部分，

厘清了日语汉字词汇的范围，为相关研究提供了

理论依据。曹金波的《日语拟声拟态词常用词汇

选定与分级处理》研究了拟声拟态词常用词汇的

选定与分级问题，这些成果将有助于词汇研究和

教学。张波的《意向性视角下的日语形容词分类》

主要依据形容词使用时主体的意识活动，将日语

形容词分为4类——感觉形容词、感情形容词、属

性形容词和评价形容词，并将此四分法纳入到了

意向性理论的视域之中。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其次，对各类具体问题进行实证描写，尤其是

以大型数据库为工具的研究成果仍然占据重要地

位。其中，朱鹏霄的《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日语名动

型复合动词的考察》描写了名动型复合动词的内

部语义关系和语法特征，并择取高频的名动型复

合动词「気付く」与类义词组「気が付く」进行了对

比。李倩的《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日语近义词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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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通过语料库搭载的索引、词汇素描及对照等功

能，对近义词「行為」与「行動」搭配名词、形容动

词、动词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总结出了利

用语料库进行日语近义词辨析的一般方法。何哲

的《论日语复合动词的词汇性与句法性特征》指

出，从结构层面看，日语复合动词的词汇性和句法

性特征因词而异。如果是前后项动词对等结构的

语素，则词汇性特征增强；如果后项动词是从属结

构的后缀，则句法性特征增强。此外，还有介于两

者之间，具有词汇性与句法性双重特点的复合动

词。另外，邱根成的《论日语中语义词性的不一致

性》从动词与名词用法层面，分析了语义与词性之

间的不一致性。此类研究还有许雪华的《中日同

形词的名形句法差异研究》、蔡嘉昱的《日语汉语

词的和化与表记》等。

用对比的方法研究词语的成果是不可或缺

的，本年度亦不例外。张珮、曹金波的《从通感修

辞视角看中日味觉形容词的词义演变》，以大型语

料库为语料来源，从同感联想的角度，围绕词义转

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明确了汉日味觉形容

词派生义的产生过程及其异同。朱京伟的《<译书

汇编>（1900-1903）中的四字日语借词》利用明治

时期的日语资料，对2＋2型四字词进行了词源考

证，重点分析了《译书汇编》中新出现的2＋2型四

字词。对比的研究成果还有刘莉娟和李海振的

《现代中日外来语借入方式对比》、刘孟洋的《中日

语言互动与术语的生成、演变》、施晖和栾竹民的

《“性向词汇”的汉日对比研究》、廖苏婷的《汉日量

词对比研究》等。

赵宏的《历时语言学视野中的日语程度副词

研究》和《论近代日语口语中的程度副词文体特

征》从历时语言学的视角对日语程度副词的一些

侧面进行了描写与分析。

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内语言学界重视的生态

语言学也引起了我国日语研究者的注意，并将其

运用到日语词语的研究之中。李维佳《生态语言

学视角下的日语惯用句误用研究》，从生态语言学

的角度，探讨了现代语言实践中日本人误用惯用

句对日语生态的影响。

另外，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孙昊的《基于会话

语料库的日语性别角色语言自动提取方法论》提

出了基于语料库挖掘的日语性别角色语言的提取

方法。

2.1.4语法语义[4]

关于语法语义的研究成果共有83篇，占28.5%，

位居10类研究成果之首。

语法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界定一些基

本概念，但是到目前为止，并非所有概念都在内涵

和外延上非常清晰，且得到了所有研究者的一致认

同。王晓华的《mood、modality和「陳述」「ムード」

「モダリティ」》认为情态研究是目前语言研究中概

念最混乱的领域之一，作者以语言差异为横轴，以

时间为纵轴，对情态研究中最基本概念的内涵、术

语使用及研究发展路径进行了整理，重点梳理了

以独特路径进行研究的日语的陈述论和情态论。

实证描写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杨文江的

《日语语法体的中和现象研究》梳理了日语完整体

和非完整体的 10 种中和现象，并利用 Hopper &

Thompson（1980）提出的及物性参数，论证了日语

各类动词的语义特征与它们发生语法体中和难易

度之间的关系。洪洁的《日语“人鱼句”意义与句

法相关性研究》认为“人鱼句”可表达“所属”“性

质”“状态”“动作”“相对时间”“事件”和“传闻”等7

种意义，不同意义在句尾否定形式上表现出不同

特点，其意义与句法之间存在相关性。戴宝玉的

《「の」与「のだ」的关联》通过观察分析大量例句，

证实了「の」是「のだ」的简化形式，从理论上来说，

它具备「のだ」的所有意义和功能。这类研究成果

还有杜盛斌的《否定一致还是否定极性?》、张佩霞

和张语柯的《日语无标可能表达形成条件再探》、

陈燕青的《日语定语从句中的情态成分考察》、柳

晓东的《现代日语否定呼应陈述副词的语气性问

题分析》、金镜玉的《“日语程度副词+X”的句法条

件探析》、高芃的《日语第三人称指称形式元话语

性标记功能考察》等。

通过对比来研究日语语法现象的成果占有重

要的一席之地。陈访泽、陈姗姗的《汉日领属关系

被动句的认知共性与差异》认为，两者具有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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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参照点模型，并选择突显度高的事物作为认

知参照点，但汉语领属关系被动句的成立条件比

日语严格。两者的根本差异还在于汉语和日语对

事态的识解模式不同。石金花的《汉日语共延路

径型虚构位移表达对比研究》认为，汉日语共延路

径型虚构位移表达中的图像特征一致、位移主体

种类相同，也都遵守路径条件和方式条件，但在

时、体方面，汉日语共延路径型虚构位移表达间存

在一定的差异。孙斐的《间接引语中「テクレル」

句的认知特征》以“人称”为中心，对比后发现间接

引语中的「テクレル」句具有“互文性”与“自由

性”，而对应的汉语没有这样的特性，其原因在于

不同语言的“识解模式”方式不同。张岩红的《从

日汉对比的角度谈谈「シテイタ」的意义》对比后

得出了日语「シテイタ」除了具有“过去的运动的

持续”这一基本义以外，还有其他5种派生义。此

类研究还有黄毅燕的《可互换的抽象名词系词句

与抽象名词存在句》、陈曦和牛迎春的《基于认知

理论的汉日“M+D+N”结构对比研究》、赵宏和吕妍

的《论日汉程度副词在构句和情态上的表现特点》、

李波的《汉日语中语序镜像关系对比研究》等。

借助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和类型学等语言学

理论方法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语法语

义方面的研究成果。邓佳雨、施建军的《从礼貌理

论再论日语句末「が」的语法定位》以礼貌理论为

指导，认为日语句末「が」实施了“回避臆测”这一

礼貌策略，具有表达消极礼貌的功能，由此形成了

日语表达礼貌策略的完整的终助词体系。许慈

惠、蔡妍的《日语格助词「で」的本质义与基于句法

语境的多义对应》基于超级意象图式与核心理论

构建了日语格助词本质义的理论框架，并就相关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另外，还有一些讨论语法化和动词配价以及

其他问题的研究成果问世。

2.1.5语篇

研究语篇的论文每年都有，但都不多，本年度

亦如此，一共 7篇，占近 2.4%，不到词语研究成果

的十分之一。

贺大伟、刘秋月、崔耀琦共同撰写的《日语语

篇的人称代词隐匿性研究》表明，日语语篇中，人

称代词常常以“代替”和“省略”两种方式隐匿起

来。日语人称代词的隐匿性，根源在于日语表达

的人际关系限定性和视点一贯性。曲岩松、李延

坤的《汉日新闻语篇中转述方式和消息来源的比

较分析》以《人民日报》和《朝日新闻》的报道为语

料进行考察后发现，汉语新闻报道倾向于使用间

接引语，而日语新闻报道更倾向于使用直接引语；

对消息来源的处理，两者基本一致。陈至燕的《日

语网络新闻的语言表达》认为相较于传统的纸质

媒介，网络新闻具有语言简洁、内容更新迅速、方

便快捷等特点。

另有几篇讨论广告语篇表达效果等问题的

论文。

2.1.6语用

此处采用广义的“语用”，涵盖语用学研究和

话语实际运用研究两个方面的成果。本年度语用

方面的论文共35篇，占12%。

首先是不少学者以语用学理论为指导来分析

各类表达式的语用功能、实施各类言语行为的语

用策略，或者是从不同的视角来描写各类功能性

话语的方方面面。李凝的《从使用前提看日语模

糊限制语的回避责任功能》以小说和电视剧脚本

对话中的模糊限制语为研究对象，从会话交际中

的“使用前提”入手，对日语模糊限制语的回避责

任功能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张婷婷的《日本政治

交际中致歉表达的语用策略研究》对政治交际活

动中的日语致歉表达方式加以分析与归纳，揭示

了其语用策略的特点，证实了在日本政治交际语

境中，情感表白型致歉和直接道歉型致歉是两种

最主要的道歉方式。这类研究成果还有王丹的

《日语冒犯性言语的构建及语用探析》、季珂南的

《话题终结与和谐关系管理》、王连娣的《语用原则

视阈下的日语网络语言研究》等。

将语用学的理论或研究成果运用到实际的语

言教学过程中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问题。王晓

的《语用学理论在日语翻译教学中的应用》从语

境、言语行为、关联理论3个方面分析了语用学理

论在日语翻译教学中是如何运用的，并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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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化意象翻译时的相关语用翻译策略。

还有不少成果用对比的方法研究了有关语用

问题。徐秀姿的《汉日假设条件小句的语用功能》

总结了日语与汉语条件小句等6种语用功能——

“对言语行为提出假设”“对思维行为提出假设”

“对某一说法提出假设”“同时认可前后两个事项”

“对前项进行强烈否定”“对前项与后项中的人（组

织）给予负面评价”。这类成果还有施晖的《交际

言语行为的汉日对比研究》等。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文舒的《日语中自言自语

的言外之意及产生原因》和《日语中自言自语的模

糊性与礼貌策略》，作者对自言自语这一仅仅输出

有意义语音的物理性行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

深入的系统性的探讨。

2.1.7语言与文化

从语言与文化的视角研究日语语言是最近几

十年来学界的关注点之一，近年来虽然有所降温，

但仍然有不少成果问世。本年度此类论文有 23

篇，占 7.9%。郝惠惠、徐冯原的《论日语中“外来

语”与日本语言的文化特点》一文分析了日语吸收

外来词语的原因，并从一些侧面阐释了日语具有的

文化特点：吸收性、创造性和年龄差别感。李翠玲

的《日语表达特点与表现说话者品位的关系探析》

从暧昧表达、敬语两个角度说明了说话者的语言表

达与其语言品位之间的关系。此类论文还有汪南

雁的《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看中日寒暄语》、史文娟

的《论日语动词的差别使用所蕴含的文化特质》、张

芳的《日语与日本茶文化的关系探析》、梁云思的

《从口头敬语使用看日本人的人际关系意识》等。

2.1.8习得和教学

近年来，研究日语习得并将其成果应用到教

学实践中的论文与研究日语教学的论文逐年增

多。本年度此类论文有31篇，占10.7%。

有不少是语音习得方面的论文。刘佳琦的

《日语语音教学的实践及展望》，从教学理论、方法

与成果的三个方面阐述了日语语音教学的实践历

程，并进行了展望。张林姝、林良子、山田玲子的

《中国学习者的日语长音、拨音、促音之间的知觉

混同》探讨了日语学习者是否会在知觉上混淆长

音、拨音和促音，并且与日语母语者进行了比较。

这类论文还有王胜的《日语语音习得中的多语际

跨语言影响触发成因研究》、张琰龙的《着眼于日语

拍型节奏习得的中国人学习者促音产出训练》等。

其他还有针对词汇、句式、句法、听力、言语行

为及其表达式等的习得和教学的研究成果。姜丽

的《高校日语教学中的母语迁移现象及对策研究》

主要讨论了词汇学习过程中母语的迁移作用，并

提出了应对负迁移的对策。潘秋凤、马琼的《中国

日语学习者的拟声拟态词学习策略的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6大学习策略的使用量由高到

低的排序为：补偿策略>认知策略>记忆策略>社会

策略>情感策略>元认知策略。周萌、游衣明的《基

于学习者习得状况的日语情态意义扩展研究》通过

调查学习者和母语者对情态核心义的选择倾向，分

析了情态形式的意义扩展关系与习得顺序的关联

情况，并对与情态相关的日语教学提出了改进建

议。此类成果还有王潇潇的《日语高级学习者的

“让”字句习得研究》、曲岩松和李延坤的《日语专业

初级学习者元认知意识的调查研究》等。

2.1.9翻译

研究翻译的有关问题离不开语言研究成果的

支撑，对翻译实践的研究更是语言研究的一部

分。本年度翻译类论文主要是研究汉译日有关问

题的，共27篇，占9.3%。

与翻译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受到了关注。林

璋的《论句子作为翻译操作的基本单位》多角度论

证了翻译操作应当以句子为基本单位。杨久成的

《译者母语背景与译语风格》针对汉语母语译者和

日语母语译者将同一语篇译为日文时的译语风格

和翻译策略差异进行定量分析。陈德华、陈多友

的《从内涵到外延》，从中文“复译”一词的内涵与

外延出发，尝试分析并找出与“复译”对应最恰当

的日语词，该文看似在讨论“复译”这一术语如何

日译，实则同时在辨析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更多的论文是在讨论翻译实践中的有关问题

及具体翻译策略等。2017年下半年召开了中共十

九大，其报告的日译本在本年度的翻译类论文中

得到了特别的重视。修刚、李运博、花超的《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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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报告翻译实践与中央文献的日文翻译策略》在

概括性介绍十九大报告翻译过程的基础上，结合

十九大报告系列文件的翻译实践，探讨了中国特

有的政治术语、熟语的日译策略等问题。陈岩、孟

海霞的《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

告中重要表述的日译》从缩略语、惯用表达、比喻、

中国特色词语、中日同形词、专有名词等几个方

面，对十九大报告中重要表述的日译进行了分析

研究。

张惠芳的《“是不是”问句的日译研究》在分析

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是不是”问句的同时讨论了如

何将其日译，最后总结出了各种情形下的日译结

构。熊仁芳的《公示语汉日翻译错误分析与翻译

策略探究》分析了国内公示语的日译中常见的 4

类错误及其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日译策略。

此类成果还有孟海霞的《接受美学视阈下的

十九大报告日译修辞研究》、于勇的《日语教学中

的景区公示语翻译探索》、谷文诗的《日语三价动

词定语从句的机器翻译现状分析》等。

2.1.10语料库

近年来，日语语言的研究与语料库的关系越

来越密切，语料库为日语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作为基础性工作的语料库研究与建设就自然成为

了日语语言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本年度

这类论文虽然只有3篇（占1%），但都是有的放矢

地研究语料库基础性问题的高水平之作。

曹大峰的《基于日语教学目的的语料库研究》

论述了面向教学需要的语料库的分类和特征，回

顾了国内日语教学中应用语料库的研究现状；介

绍了日语教材语料库的构建和应用情况，探讨了

日语学习和教学研究中语料库的应用方法及其作

用，指明了今后的发展前景和课题。于康的《日语

偏误语料库建设与标签设计的原则》的目的是为

了讨论并阐明日语偏误语料库建设与标签设计的

原则和标准，以利于大型日语偏误语料库和标注

标签工作的正常进行。作者最后给出了建库原则

的5项内容和标签设计的3项原则。林璋的《翻译

误差语料库的建设与应用》以译文文本的各级单

位设计翻译误差标注，并对学生的译文和《雪国》3

个译本的翻译误差进行标注。从初步的测试结果

可以看出，这种翻译误差标注语料库可以直接观

察到译文的翻译状况，因此不仅可以用于检测翻

译教学的成效，还可以用于分析文学作品的译文。

2.2 专著

本年度出版的 25部日语语言研究的专著涵

盖语音、文字、词汇、语法、语篇、语用、语言与文化

以及日语习得和认知研究等领域。

梁辰的《日语语音学研究》概述了“发音语音

学”“声学语音学”“感知语音学”3个语音学领域，

同时厘清了语音学与音系学之间的关系，阐释了

音系学的一些基础概念，并详细介绍了近年来取

得的新进展及与日语教学的联系，重点介绍了近

年来日语语音学取得的研究成果。

于泳的《日本语言史中汉字的研究》以中日史料

和日本出土文物为依据，探讨了汉字传入日本以及

融入日本的过程，从史学角度，通过各个时期大量古

典文献探讨了个体词汇的汉字历史演变进程。

李运博的《近代汉日词汇交流研究》对汉字词

汇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科学探讨，研究了中日两

国词汇交流及其相关的诸多问题；侧重以近代汉

字词汇的交流为对象，从宏观的角度对在中日两

国词汇交流过程中发生的文化现象，及其对中日

两国社会发展及国家关系形成产生的影响进行了

整体性考察。研究词汇的专著还有费晓东的《日

语汉字词汇的听觉认知研究》、杨晓敏的《日语复合

动词的多义研究》、曹金波的《日语拟声拟态词基础

研究》、韦渊的《日语拟声拟态词研究》、陈帅的《认

知语言学视角下日语拟声拟态词的语义分析研究》

和史春花的《日语特殊音拍型复合动词研究》。

许临扬的《完了体的汉日比较研究》从认知语

言学角度研究了日语完了体的语义功能，并在此

基础上与汉语的完了体进行了对比。智晓敏的

《自动词及情感动词被动表现的中日对照研究》、

毛莉的《日语助词“の”与汉语助词“的”的对照研

究》和唐千友的《现代日语动名词谓语句研究》也

从不同的视角对有关语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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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雅静的《日语语篇中「ダ」的语义功能研究》

在功能语言学视角下，运用语篇分析和汉日对比研

究的方法，对日语语篇中「ダ」的用法进行了全面考

察，系统综合地分析了「ダ」在语篇中的各种功能及

各功能间的关联性，揭示了「ダ」的本质特性。

语用研究方面的专著有陈慧玲的《日语命令

表达的历时与共时研究》，作者聚焦于影响现代日

语形成的日本明治时期的东京语，从历时和共时

两个角度对明治时期东京语命令表达的使用规则

和体系以及相关历史、社会成因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研究。此类研究成果还有李凝的《再论日语模

糊限制语》和文钟莲的《中日言语行为对比研

究》等。

习得研究的专著最多，苏鹰的《语料库与日语

复句习得研究》从语言事实出发，将复句定位于单

句与语篇之间，且三者构成语法单位的连续体，处

于这一连续体之中的复句内部各项内容构成一个

复杂的体系。在理论方法方面，作者提出了日语

接续表达的认知模型。此外，本书还重点分析了

时间关系与条件关系的接点、条件关系与因果关

系的接点，以及具有特殊地位的转折复句。此类

成果还有李莹的《日语学习者“请求许可句”的研

究》、王灿娟的《中日同形词双重误用研究》、史兆

红的《中国学习者日语被动句误用分析》、于康和

林璋主编的由若干篇论文构成的《日语格助词的

偏误研究》（上、中、下）。

另外，还有研究日语元语言的杨秀云的专著

《功能认知视域下日语元话语分析与应用研究》、

研究语言与文化的陈小苗和黄赛芳的《日语语言

解析与日本文化透视》。

2.3 项目

2018年，我国日语语言研究界获得研究类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 14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0

项。这些项目具有如下特点：（1）主角仍然是基础

领域的各种方法各类视角的研究；（2）以语料库为

工具进行研究或以构建语料库为目的的项目占比

高，显示出此类研究的方兴未艾；（3）与汉语古典

文献和政治类文献有关的研究受到了重视；（4）以

对比的方法进行研究的项目较多；（5）认知语言学

视角的研究虽然有所降温，但并没有缺位；（6）语

言与文化、类型学视角的研究均占有一席之地。

具体如表1-下页表7[5]所示。

表1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课题名称

社会主义经典文献在日本的

翻译与传播研究

主持人

李运博

所属院校

天津外国语大学

表2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课题名称

中国日语学习者中介语语音语料库

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东亚汉字传播史研究（日本卷）

战后日本社会转型期敬语规划与儒

家礼文化重塑的研究

基于大规模自建语料库的日本近现代

文学作品中爱情隐喻模式系统性研究

日汉条件句目标语型和源语型翻译

共性研究

日汉指称表达与人称认知空间建构

研究

日语语篇中交互主观化的动态构建

及其认知语用机制研究

汉日被动语态的历时与共时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日语副词性成分的语

义指向及其汉译策略研究

主持人

刘佳琦

吕 浩

夏建新

韩 涛

李光赫

高 芃

朱立霞

智晓敏

费建华

所属院校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扬州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黑龙江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江西农业大学

战略支援部队

信息工程大学

洛阳外国语学院

表3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课题名称

中日网络不礼貌话语的身份建构研究

致使交替现象的汉日对比研究

主持人

张 玮

史 曼

所属院校

福州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表4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课题名称

类型学视域下的汉日语致使结构对比研究

主持人

李静波

所属院校

武夷学院

表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课题名称

日本诗歌翻译理论研究

主持人

陈 岩

所属院校

大连外国语大学

表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课题名称

现代日语动词的时空性特质及其语言

表征研究

中日马克思主义翻译传播比较研究

主持人

宋 欣

方 红

所属院校

吉林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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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课题名称

基于语料库的日语动名类转机

制研究

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汉日同义

句式对比研究

类型学视野下的汉日空间形容

词对比研究

《易经》在日本双基重构经典化

研究

《周易》日本抄物整理与研究

初期现代汉语“日化”现象研究

——以清末近代报刊为考察对

象（1898-1911）

中日近代词汇交流视阈下《新

青年》的研究

日语专业本科生双语学术写作

教学模式研究

主持人

沈 晨

李 哲

徐 今

瞿莎蔚

王 毅

陈 彪

张 莉

杨秀娥

所属院校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常州工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

湖南大学

济南大学

兰州大学

三峡大学

中山大学

2.4 其他

还有一个值得提及并特别关注的研究成果就

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日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日语

教学研究会、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卡西

欧（中国）贸易有限公司协办的第十一届中国日本

学研究“卡西欧杯”优秀硕士论文评选中语言组的

获奖论文。该评选活动始于 2008年。本年度语

言组获奖论文的基本特点是：（1）日语习得及教学

类论文占获奖论文的近一半；（2）新视角新领域的

论文不少；（3）传统研究的论文占有一定比例。具

体情况如表8所示。

3 主要不足

通览近三百篇论文，翻阅 25部著作后，除了

“总体印象”中提及的几个好的方面以外，还有一

个比较突出的印象就是真正具有突破性的高水平

著述尚不够多，有些篇幅明显偏短的文章主要是

在介绍学界有共识、早已有定论的语言知识，缺少

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充分重

视，认真对待，努力提升整体科研水平，早日研究

出更多的高水平创新性成果。

注

[ 1 ] 在各类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论文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获得：分别以“日语”“日汉”“汉日”“中日”“日中”为关键词，范围为“学术期刊”和“报

纸”，以“摘要”为检索对象，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后，经过逐一甄别，获得有效论文267篇，后用刊发在《日语学习与研究》上的语言学研究论

文补充15篇，再加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语研究》（第10辑）上的语言学论文9篇（主要是我国学者的论文），共计291篇。

[ 2 ] 专著情况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分别以“日语”“日汉”“汉日”“中日”“日中”为关键词，在淘宝网上检索后，逐一甄别。

[ 3 ] 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18年6月21日发布的《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结果公布》，其中属于日语语言

研究的重点项目1项，一般项目9项，青年项目2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18年6月21日发布的《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西部项目立项结果公布》，其中属于日语语言研究的项目1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18年9月19日发布的《2018年国家社

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名单公布》，其中属于日语语言研究的项目 1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18年 11月 30日发布的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名单公布》，其中日译项目16项（个人申报8项，出版社申报6项，出版社与个人联合申报2

项）；另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2018年7月24日公布的《教育部社科司关于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的通知》，其中

属于日语语言研究的项目一共有10项（规划基金项目2项，青年基金项目8项）。

[ 4 ] 我们在这里没有将语法与语义分开来介绍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首先是这里的语义是指语法表达式或句法结构的语义，而不是词语或话

表8 第十一届中国日本学研究“卡西欧怀”优势硕士论文语言组获奖情况

获奖等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论文题目

以中立视角看性别有标语

中国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及指导现状研究

日语附着动词习得的实证研究

日语汉字音中的入声韵表记史

“性向词汇”中“动物素材”的汉日对比研究

日本电视剧中中国人物形象的语言特征研究

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ノダ」误用的分析及教学法改进

中国人日语学习者「たい」的习得状况研究

批评话语分析视域下日本首相战后周年讲话的对比研究

获奖者

汪静思

夏家佳

唐秀乐

徐 涵

李凌飞

任 婧

西村 秀树

吕秋鑫

赵 榕

所属院校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

北京大学

苏州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大连外国语大学

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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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等的语义；二是我们难以独立于某个语法表达式或句法结构来讨论该表达式或结构的语义；三是不少研究成果都是将语法功能与语义

功能同时来讨论的。

[ 5 ] 本文的表1-表8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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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Japanese Language Research in China in 2018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291 academic papers and 25 monographs published in 2018, 14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s and 10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ojects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alyzes the general sta-

tus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in China in 2018, They exhibit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radi-

tional research is enduring; research under the guidance of new theories and methods are emerging; the research fields are ex-

panding and becoming more refined; the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ies has provided new approaches for Japanese linguistics

studies. We look forward to more break-through, high-level research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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