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副词中表示时间的一类副词称为时间副词。

时间副词与其他类别的副词共现时呈何种语序？

时间副词内部各次类之间的共现语序是否有规律

可循？常规语序（参见51页图8）的合理性应如何

解释？一些违背常规语序的现象应如何解释？这

些都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何为时间副词的“共现”？

当两个以上（含）时间副词修饰同一个谓词

时，我们称这两个时间副词之间的关系为共现关

系。两个（含）时间副词即便出现在同一个句子

中，如果它们的修饰对象不同，它们之间也并不是

共现关系。例如在（1）中，两个时间副词之间貌似

共现关系，实际上它们的修饰对象是不同的。

（1）「ありがとう。あなたになぐさめられて，

私は元気になった気がするよ――これか

らはもうずっとこちらにいることになる

からね，却って私のことを，うるさく思う

かもしれないな」 （田辺）

图 1显示了例（1）中各时间副词与其修饰对

象之间的关系，即「もう」的修饰对象为「ことにな

る」，「ずっと」的修饰对象为「こちらにいる」。

[もう[ずっとこちらにいる]ことになる]

もう ずっと こちらにいる ことになる

图1 时间副词的骈用

如图 1所示，两个时间副词分别修饰不同谓

词的情形，笔者不称其为时间副词的“共现”，而称

其为时间副词的“骈用”。时间副词的“骈用”不是

本文的研究对象。

以下我们将对副词共现语序的相关研究做一

个简要述评。

野田尚史（1984、2006）和仁田义雄（2002）谈

到了副词之间共现语序的问题，他们的主要观点

如图2-图4所示。

陳述の副詞 —時点の副詞 —時相の副詞 —

能動者の副詞 —対象の副詞

注：据野田的观点笔者绘制。

图2 野田的观点（1984）

モダリティの副詞的成分 —テンスの副詞的成分 —

アスペクトの副詞的成分 —動作者の副詞的成分 —

対象物の副詞的成分

注：据野田的观点笔者绘制。

图3 野田的观点（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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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讨论了两个以上（含）时间副词共现的问题，并归纳出时间副词的共现语序为：时副词

[大范围-小范围]-反复（频率）-其他-渐变、持续（-动词）。对于该语序的合理性，以类型学上的“语

义靠近原则”“可别度领前原则”和“镜像对称（轨层结构）原则”进行了解释。语义靠近原则是语义层

面的，可别度领前原则侧重语用层面，镜像对称（轨层结构）侧重句法层面，该语序同时符合三个层面

的原则，是最和谐、稳定的优势语序。

［关键词］ 时间副词 共现 语序 类型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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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の状况成分[頻度の副詞[時間関係の副詞[様態の副詞]]]]

注：引自仁田，2002：21。

图4 仁田的观点（2002）

在日语中，副词均位于动词之前，上页图2-图

4 表示的是副词由前而后（从左至右）的排列顺

序。尽管不同文献使用的名称不同，但表示的副

词类别以及副词之间的语序大致相同。不同文献

中各类副词的对应关系可归纳为表1。

野田（1984、2006）和仁田（2002）的最大差异在

于“语气副词”。语气副词表示说话人的主观态度，

是针对整个句子或命题的，而不是直接修饰谓语

的，因此与时副词、体副词、方式副词不处于同一个

层级。例如，（2）的结构如图5所示，「思わず」修饰

「声を出した」，而「たぶん」与「のであろう」呼应，

「思わず」和「たぶん」处于不同层级，不是本研究定

义的“共现”关系。况且，语气副词是句子层面的副

词，通常位于句首，这也是人们的共识，所以笔者赞

成仁田（2002）的观点，此处不考虑语气副词为宜。

（2）たぶん思わず声を出したのであろう。［１］

[たぶん[思わず声を出した]のであろう]

たぶん 思わず 声を出した のであろう

图5 例（2）中的修饰关系

据此，我们将副词共现的基本语序归纳为图6。

时副词—体副词—方式副词（—动词）

图6 副词共现的基本语序

1 副词的共现语序

据笔者统计，副词的共现数量以两个为主，共

43770例；3个副词共现的例句则大幅减少，共962

例；4个副词共现的仅77例。4词共现的绝大多数

为「もうすぐ」等固定形式例（3）和「もっともっと

もっともっと」等同词重复的形式例（4），如果将

「もうすぐ」等形式看成1个词，则基本等同于3词

共现。5词以上的共现几乎全部为拟声拟态词（所

用数据库将拟声拟态词也标注为副词）多次重复

的情形例（5）。

补充说明一下，使用的数据库为日本国立国语

研究所开发的『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

（通常版）BCCWJ-NT』，又称『中納言』，该语料库具

有词法句法检索功能。将检索条件设为“词性-副

词”，进而追加1个共现项，检索条件也设为“词性-

副词”，检索结果即为2个副词共现的数目；如果追

加2个共现项，检索结果即为3个副词共现的数目；

以此类推便可得到若干副词共现的数目。

（3）「私、掃除のしがいがなくて…」「でも、もう

すぐまたいっぱいお掃除できますね？」

私はモリアナさんに言った。

（雪降る街角にビキニな王女のためいきが聞こえる）

（4）で、身の上話を聞いてみれば、なんとその

人は、ぼくなんかより、もっともっともっ

ともっと、苦しい目にあったことがある

んだって。 （ぼくはひとりぽっちじゃない）

（5）ダッダッダッダッダ…！！ドス、ダダダ

ダ…！ガシャン！バタバタバタバタ…。ネ

ズミにしては派手な足音だなぁ…なんて、

ぼんやり目を開けた。ダダダダダダ！！ド

スドスドスドス…。いやいや、これは人

間の足音。 （フォーチュン・クエスト）

日语副词的语序相对自由（野田，1984），图 6

所示的基本语序为副词语序的一个倾向性原则。

如果副词语序做了局部调换，有时（特别是口语

表1 不同文献中各类副词的对应关系

野田（1984）

野田（2006）

仁田（2002）

本研究

陳述の副詞

モダリティの副詞的成分

×

语气副词

時点の副詞

テンスの副詞的成分

時の状况成分

时副词

時相の副詞

アスペクトの副詞的成分

頻度の副詞

体副词

時間関係の副詞

能動者の副詞

動作者の副詞的成分

主体状態の副詞

様態の副詞

方式副词

対象の副詞

対象物の副詞的成分

動き様態の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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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仅表现为句子稳定性或可接受度降低，并非句

子完全不成立。例如在（6）和（7）中，a是最自然的

语序，如果将方式副词（副词性成分）「わっと」或

「大声で」调至体副词「いきなり」或「ずっと」之前

（各例中的b），则句子稳定性或可接受度下降。

（6）a.あの子は最近いきなりわっと泣き出す

ことがある。

b.（？）あの子は最近わっといきなり泣き出

すことがある。

（7）a.あの子は朝からずっと大声で泣いている。

b.（？）あの子は朝から大声でずっと泣いて

いる。

2 时间副词内部的共现语序

时间副词包括“时副词”和“体副词”，时副词

和体副词内部又分为若干小类（孙佳音，2010），这

些小类如果共现，它们之间的语序是怎样的？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时间副词内部种类繁多，

并非所有类别的成员之间均能共现，共现的前提

条件是语义上兼容。如果语义上相互矛盾，则无

法共现，例如表示高频的「よく」和表示低频的「た

まに」难以共现。

2.1 时副词之间的共现语序

时副词表示时间概念（时点或时段），在句子中

指明事件的发生时间。如果同一事件的发生时间

由两个以上（含）的时副词来限定，在语义上往往会

产生矛盾和冲突，如不能说「かつて最近海外旅行

に行ってきた（×）」，也不能说「先ほど後ほどお伺

いする（×）」，因此时副词之间一般不会共现。

在为数不多的时副词共现的例子中，比较常

见的类型是表示不定时（任指）的「いつか」或「い

つでも」与其他时副词共现，共现语序遵循“大范

围在前、小范围在后”的原则。如在（8）中，「最近」

是较大的时间范围，「いつか」是这一时间范围内

的“某一天”或“某一时刻”，是比「最近」更小的时

间范围，表示较大范围的「最近」在前，表示较小范

围的「いつか」在后。在（9）中，短语「小さいとき」

首先限定了一个较大的时间范围，其后的「いつで

も」在这一时间范围内限定了一个较小的时间范围

「小さいときにおける不定のある日」，最后的「い

まごろ」则限定了更小的时间范围「小さいときの

ある日における発話時とほぼ同じ時点」。

（8）最近、いつか、雨が降っただろうか？……い

や、すくなくも、ここ半月は降っていない。

（安部）

（9）「ぼくは小さいときはいつでもいまごろ、

野原へ遊びに出た。」 （ポラーノの）

2.2 体副词之间的共现语序

如例（10）-（17）所示，在体副词语义纷繁的内

部成员中，表示反复（频率）的一类最靠外（离动词

最远），表示渐变和持续的类别最靠内（离动词最

近），其他的类别居中，以上结论可归纳为图7。所

谓“其他”的类别主要指与“发生”相关的类别（如

即刻发生、突然发生、偶然发生、再次发生、发生顺

序等）以及表示结果的类别。有些类别受语义限

制不易和他类副词共现。至于“发生类”“结果类”

之间的语序或“渐变类”“持续类”之间的语序，尚

未观察到明显倾向。

上述各类副词孙佳音（2010）曾有所论述，限

于篇幅此处暂不逐类说明，为了便于直观，以下各

举一二例词：频率（「よく、時々」）；即刻发生（「す

ぐ、たちまち」）；突然发生（「突然、いきなり」）；偶

然发生（「たまたま、あいにく」）；再次发生（「また、

再び」）；发生顺序（「まず、予め」）；结果（「やっと、

ようやく」）；渐变（「だんだん、徐々に」）；持续

（「ずっと、まだ」）。

反复（频率）—其他—渐变、持续（—动词）

图7 体副词之间的共现语序

第1节中指出，在实际使用中3个以上（含）副

词共现的数量已经十分有限，因此在考察副词共

现语序时可操作性较强的方法是：考察副词两两

共现时的语序，即若副词以“A-B”“B-C”“C-D”的

顺序共现，则可推出副词的共现语序为“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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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以此类推。

在体副词中，反复（频率）类最靠外，紧邻时副

词。例如在（10）和（11）中，「この頃」和「最近」是时

副词，其后分别是反复（频率）类的「よく」和「時々」。

在（12）-（15）中，「いつも」「時々」「たまに」是

反复（频率）类的词，其后分别是“其他类”的「ま

た」「まず」「いきなり」「突然」。其中，「また」表示

再次发生，「まず」表示发生顺序，「いきなり」和

「突然」表示突然发生。

在（16）和（17）中，「再び」和「また」是“其他

类”的词，均表示再次发生，其后分别是渐变类的

「だんだん」和持续类的「ずっと」。

【时副词—反复（频率）类】

（10）「さあ。来月になったら帰るって言ってま

したけど、この頃、よく、出かけるんです」

（曽野）

（11）「あたし、最近ときどき吸ってるのよ。研

究室で清水先生とお話してるときなんか、

先生のほうから、アナタ、タバコハ？ と

すすめられるので、ついいただいてしま

うんです」 （倉橋）

【反复（频率）类—其他类（发生、结果等）】

（12）ここは、いつもカラスがいっぱいいる。

むしゃくしゃすると、あいつらに石を投

げて、スカッとして帰る。いっせいにに

げるけど、いつもまた同じ所にもどって

くる。 （話のびっくり箱 3 年）

（13）前のページからつづいている文の途中で

ないかぎり、彼はいつもまず絵を見て、そ

れからキャプションを読み、最後に本文

のページを読む。

（ロード・トゥ・パーディション）

（14）うちの16歳の長老ネコも避妊手術してあ

りますが時々いきなり大声で鳴くことが

あります。 （Yahoo!知恵袋）

（15）最近はタバコの事を忘れて生活している。

いつからそうなったかは忘れた。今日も

タバコの事を考えないなぁ…でもたまに

突然やってくる…こわいこわい。

（Yahoo!ブログ）

【其他类（发生、结果等）—渐变类、持续类】

（16）それで教室は一瞬静かになるのですが、

しばらくするとまたざわざわし始めます。

生徒たちの声は再びだんだん大きくな

り、教師はまったく同じことを繰り返し

ます。 （｢マルチ能力｣が育む子どもの生きる力）

（17）一応、一回でも躁と鬱が出れば躁鬱病に

なりますので、その前長い鬱で、短期に躁

があってまたずっと鬱でも躁鬱病になり

ます。必ず順番に躁・鬱を繰り返すわけ

ではありません。 （Yahoo!知恵袋）

在考察体副词语序时，我们尚未提及“存续

类”副词，该类词的代表成员是「もう」，「もう」的

使用频率在时间副词中位居榜首（孙佳音，2010），

有必要稍加讨论。「もう」可以出现于各类体副词

（反复（频率）类、其他类、渐变类和持续类）之前，

如例（20）-（25），甚至可以出现于时副词之前，如

例（18）-（19）。

【「もう」—时副词】

（18）「どうしようかしら。用はなんなの？」「用

件はもうさっき言ったよ」 （男たちの絆）

（19）縁側で蟬の声を聞きながらスイカにかじ

りつくような、そんな夏休みはもう当分

ないだろう。

（この宇宙に地球と似た星はあるのだろうか）

【「もう」—反复（频率）类】

（20）いちおう探偵見習いのパートナーで寮で

も同室だし、もうしょっちゅう顔合わせ

てるんだから、そのくらいの気遣いがあっ

てもいいと思わねぇ？

（好きなものは好きだからしょうがない！！）

（21）ところで、物価スライドの問題でござい

ますが、今回は本則に入れるということ

になりましたが、五％でなければならぬ

という理由、これはもうたびたび議論が

50



日语语言研究2019年 第3期 总202号

ございましたけれども、確たる根拠とい

うのはないですね、どうです。（国会会議録）

【「もう」—其他类（发生、结果等）】

（22）私たちは、またいつか、ここへ帰って来る

かもしれない。だが、もう再び来られな

い方が多いだろう。 （わが人生のシュプール）

（23）今日はとっても忙しかったので、ウォレ

スはもう早々と眠っていました。

（ウォレスとグルミット、危機一髪）

【「もう」—渐变类、持续类】

（24）もうだんだん気分が悪くなって、足も動

かなくなっていくんです。口は開き放し

だし、手の感覚もなくなって、一歩一歩踏

み出すのがやっとでした。

（横尾忠則 365日の伝説）

（25）「お母さんはもうずっと楽をしてるわよ。

だからこんなに太ってるじゃないの」

（極北の光）

3 副词共现语序的动因

我们将时副词的语序和体副词的语序放在一

起，可以得到如图8所示的副词语序。总体而言，

时副词居前、体副词居后。在时副词内部，表示大

范围的词居前、表示小范围的词居后。在体副词

当中，表示反复、频率的词最靠前，表示渐变和持

续的词最贴近动词，其他类别的词居中。

时副词[大范围—小范围]—反复（频率）—其他—渐变、持续（—动词）

图8 时间副词的共现语序

时间副词内部为何呈现这样的语序？对于形

成这种语序的动因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条类型学

中的原则来解释：一，语义靠近原则；二，可别度领

前原则；三，镜像对称（轨层结构）原则。下面我们

逐条解释。

一，语义靠近原则。语义靠近原则是指：一组

成分如果在语义关系上越密切，它们在句法位置

上也越靠近（金立鑫，2011）。以下将从“时副词与

体副词的关系”“时副词内部”“体副词内部”3个方

面进行论述。

从时副词和体副词之间的关系来看，如例（10）-

（11），时副词表示事件的外部时间，体副词表示事

件的内部时间（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等），内部性

质自然更接近事物的核心，因此体副词与谓语动

词的语义关系更为密切，也更靠近谓语动词。

在时副词内部，如例（8）-（9），表示较大范围

的时间副词仅提供事件发生的时间背景，而表示

较小范围的时间副词则指明事件发生的具体时

间。时间轴上具体的定位当然比宽泛的定位更接

近事物的核心，所以小范围的时副词比大范围的

时副词更靠近谓语动词。

在体副词内部，如例（12）-（17），表示反复（频

率）的副词与事件发生的次数有关，相对而言是从

外部为事件的发生“计数”，其位置也最远离谓

语。与之相反，表示渐变、持续的副词是“站在”事

件的内部来观察、把握其发展进程的，是典型的

“内部视点”，其内部性质最接近事物的本质，因此

句法位置也最靠近谓语动词。其他类别的副词与

谓语的语义关系介于反复（频率）类和渐变、持续

类之间，其位置也居于二者之间。

二，可别度领前原则。“可别度（identifiabili-

ty）”通俗地讲就是“可识别的程度”，可别度的核

心内容是“定指性（definiteness）”或“指称性（refer-

entiality）”，新旧、生命度、数量、有界性等是其边

缘内容，之所以采用“可别度”这个概念，除了它具

有较高的概括性，最能反映分布形式和功能的一

致性之外，还因为它突出了“识别”这一人类认知

活动中最初始的基本因素，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

性（陆丙甫，2005）。可别度领前原则可以简单概

括为：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可别度越高的成分越倾

向于前置（陆丙甫，2005）。以下也将从“时副词与

体副词的关系”“时副词内部”“体副词内部”3个方

面进行论述。

从时副词和体副词之间的关系来看，如例（10）-

（11），时副词的功能是在时间轴上为事件“定位”，

而体副词仅表示事件的内部时间，不具定位功能，

显然，时副词的定指性或可别度高于体副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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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的角度看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时副词大

多兼名词性，而体副词总体而言是比较“纯粹”的

副词，大多仅有副词性，如图 9所示，名词的可别

度远高于副词（副词应处于图 9 中“虚词”的位

置），因此时副词的可别度高于体副词。

名词>动词>形容词>虚词

（陆丙甫2005：14）

图9 词性可别度的层级关系

从时副词内部来看，如例（8）-（9），“大范围”

的可别度高于“小范围”，其原因在于整体比部分

具有更高的可别度（陆丙甫，2005），或多数、大部

分比少数、小部分具有更高的可别度（陆丙甫，2004）。

从体副词内部来看，如例（12）-（17），表示反

复（频率）的词与事件发生的次数相关，表示渐变、

持续的词表示事件的内部发展进程，相比而言，

“次数”最容易被识别，可别度最高，“内部进程”最

不易被识别，可别度最低。

三，镜像对称（轨层结构）原则。一些语言学

家（Baker, M, 1985等）指出，语言现象中存在着大

量“镜像对称”的结构，镜像对称也被认为是自然

界最稳定的结构之一。镜像对称常被用来解释跨

语言的某一类现象，例如不同语言的状语排列方

式呈镜像对称（见图10）。

时点、时段、地点、工具、方式 动词 方式、工具、地点、时段、时点

（日语、朝鲜语、巴斯克语） （英语、葡萄牙语、越南语、约罗巴语）

（金立鑫2011：156）

图1 0 状语的排列方式

如果我们把这些状语竖立起来，就会发现它

们处在同一个垂直位置上，形成一个以动词为中

心的轨层，类似天体物理学或粒子物理学中的轨

层结构，这些成分分别处于不同的轨道（金立鑫，

2011）。

在同一种语言中，副词的排列顺序与动词的

结构也呈这种镜像对称关系（见图 11）。当然，这

种镜像关系目前仅能解释时副词与体副词之间的

语序，如例（10）-（11），对时副词内部或体副词内

部的语序尚不具有解释力。还有一个有趣的现

象，时副词表示动作的外部时间，正巧靠外，而体

副词表示动作的内部时间，正巧靠内，由此我们也

可以窥见人类语言的巧妙安排。

时副词—体副词—动词（词根）—体标记——时标记

图1 1 时间副词与时体标记的位置关系

综上，副词的语序如果同时符合这些原则，则

呈现出和谐、稳定的状态，可以说这是一种常规语

序。有时，我们也会发现违背常规的语序，这些

“非常态”的现象将如何解释？

在2.2节中曾提到，「もう」通常出现于各类体

副词之前，甚至可以移至时副词之前。对此我们

可做如下解释。日语中没有表示“存续”的专门动

词形态（英语中是“have done”），只能由「もう」来

协助谓语动词表示“存续”的体意义，对于“存续”

这一概念的本质及定位，学界也争议颇多，如

Comrie和须田义治均做过类似论述。

Aspect, as we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it

hitherto, has been concerned with different ways

of representing the internal temporal constitution

of a situation. The perfect is rather different from

these aspects, since it tells us nothing directly

about the situation in itself, but rather relates

some state to a preceding situation. … More gen-

erally, the perfect indicates the continuing present

relevance of a past situation. This difference be-

tween the perfect and the other aspects has led

many linguists to doubt whether the perfect

should be considered an aspect at all.［2］

パーフェクトでは、動作の内的な時間構造

に対して外的に、つまり、内的な時間構造をさ

らけだすことなく、動作が、間接的な効力な

ど、何らかの、別のし方で、基準時点に関係づ

けられている。基準時点との関係において、

基本的に、アスペクトは、広い意味において、

同時的（同じ時間帯）、同一場面に関わるも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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であり、パーフェクトは、次の例のように、非

同時的（異なる時間帯）、別の場面に関わるも

のである。［3］

二人均指出，“体”表示情状的内部时间，而“存

续”表示先前的情状与后续时点之间的关系，即“两

个时点之间的关系（it expresses a relation between

two time-points）（Comrie, B, 1976：52）”，二者的本

质存在差异。综合二人的阐述，我们至少可以认为，

“存续”不是典型的“体”（传统的观点是将“存续”作

为“体”的次类），因其表示两个时点之间的关系，不

妨理解为具有“时”的因素，是介于“时”和“体”之间

的范畴。正因为「もう」表示存续的意义，性质不完

全等同于其他体副词，或者说与其他体副词相比更

接近时副词，所以在语序上也表现出前置的倾向。

此外，如（26）-（29）所示，「また」有时也可前

置于时副词，与常规语序相比语义上无明显差

异。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また」表示情状再

次发生或出现，与情状发生的“次数”有关，也是以

相对“外部”的视点来观察情状的，如前文所述，越

是“外部”的成员越“靠外”，因此在语序上也存在

前置的可能性。加之「また」兼有“连词性”，在口

语中使用频率较高（一般而言，口语中使用频率高

的词随意性会增强），这些因素或许也增加了其前

置于时副词的几率。

（26）「帰って来たらよろしくいってね。また

そのうち伺うわ。」 （石川淳）

（27）じゃ反論をすればいいのに面倒くさくて、

そのうちまた忘れてしまって、ま、いいか、

みたいな。（かけがえのない、大したことのない私）

（28）｢またいつか会いに来てくれる?｣と直子

が僕の顔を見て言った｡ （ノルウェイの森）

（29）いつかまたあなたと直子のいる部屋で葡

萄を食べながらギターを弾きたい｡

（ノルウェイの森）

4 貌似羡余的共现形式——以「もうすでに」为例

在时间副词共现的各种形式当中，尽管数量

不多，我们还是会见到一些“羡余”的形式，即同类

副词或近义副词共现，通常起到强调的作用。羡

余形式中的两个词一般可以调换位置，如例（30）

和（31），使用频率也相差不大，如「また改めて」的

出现次数为 44，「改めてまた」的出现次数为 13

（进行统计使用的数据库为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

开发的『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通常

版）BCCWJ-NT』）。

（30）日ごろ御教示を受けている医師や医学研

究者の方々にもまた改めて感謝したい。

（医療崩壊）

（31）そういう意味では改めてまた感謝を申し

上げ、本年も特段の御努力をお願いした

いと思うのです。 （国会会議録）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もうすでに」和「すでに

もう」两种形式都存在，而使用频率却相距甚远。我

们进而考察了与「すでに」语义相近的「とっくに」和

「とうに」的使用情况，数据显示出相同的倾向（见表2）。

表2 「もう」与「すでに」「とっくに」「とうに」的共现语序倾向

もう~

~もう

すでに

482

55

とっくに

84

1

とうに

12

0

也就是说，「もう」居前的语序使用频率极高，

是优势语序。如果两种语序的使用频率相差无

几，我们尚可认为是语言的随意性所致，但相差如

此悬殊，就需要另找原因了（限于篇幅以下分析仅

以「すでに」为例）。笔者认为，「もう」和「すでに」

的语义指向是不同的，较之「すでにもう」，「もう

すでに」是稳定性更强的语序。

如（32）所示，「もう」和「すでに」通常与「始まっ

ている、終わっている、死んでいる、結婚してい

る、腐っている、晴れている、満ち溢れている、増

えている、減っている、…」等变化动词共现。从

语义上看，持续体（「している・していた」形）的

变化动词包含两个阶段的内容，一个是“变化的发

生”，另一个是“（变化后的）状态的持续”，直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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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是“（变化后的）状态的持续”，间接暗示的是

“变化的发生”。语义层面的内容有时不易从形式

上直接体现出来，但我们可以从与状态动词的比

较中看出一些端倪。状态动词表示静止的状态，

与变化动词的区别是不暗示“变化的发生”，因此

不能受「もう／すでに」的修饰，如不能说「この子

はもう／すでにお母さんに似ている」「彼女は観

察力がもう／すでに優れている」「東のほうに高

い山がもう／すでに聳えている」。换言之，变化

动词能受「もう／すでに」修饰，而状态动词不能

受「もう／すでに」修饰，其原因在于动词语义中

是否“内含”变化。

（32）a.競技場に着いたとき、試合はもう始まっ

ていた。

b.競技場に着いたとき、試合はすでに始

まっていた。

笔者的观点是：「すでに」的语义指向是“变化

的发生”，而「もう」的语义指向是“（变化后的）状

态的持续”。我们按时间顺序（变化发生→状态持

续）将其表示在图中，即得到图 12（「すでに」的语

义指向）和图13（「もう」的语义指向）。

すでに [变化的发生+（变化后的）状态的持续]

图1 2 「すでに」的语义指向

もう [变化的发生+（变化后的）状态的持续]

图1 3 「もう」的语义指向

该结论的证据是，「もう」不能用于（33）和

（34）之类的句子。对此可做如下分析，「通り」和

「ように」意为“像……一样、如……”，其前应为变

化（动作）的发生，而非（变化后的）状态的持续，因

此不能与「もう」共现。日常会话中常见的「もう

行った」或「もう食べた」与此不同，「もう」在这里

的修饰对象是「行った」或「食べた」完成之后产生

的“影响”或“作用力”，相当于上述“（变化后的）状

态的持续”，可以理解为“影响或作用力的持续”，

这种“影响”或“作用力”的具体表现即为说话人间

接传达了“不必再去”“不必再吃”等意思。可以说

正是「通り」和「ように」的语义将后续的“影响”或

“作用力”屏蔽掉了，仅剩下变化（动作）的发生，因

此「もう」不能出现在这样的结构中，而可以用于

一般的「もう＋した」句式。

（33）すでにお話しました通り、今月末にやめ

ます。 （日本語教材図書館）

（34）すでに見てきたように、多くのアニメ作

品において、主人公を動かし、物語を紡ぎ

だす大きな力の存在が設定されている。

（アニメと思春期のこころ）

如果认可了「もう」和「すでに」的语义指向不

同，我们便可将二者的语义指向呈现在一张图中：

语序为「もうすでに」时，得到图 14；语序为「すで

にもう」时，则得到图15。

もう すでに [变化的发生+（变化后的）状态的持续]

图1 4 「もうすでに」的修饰关系

すでに もう [变化的发生+（变化后的）状态的持续]

图1 5 「すでにもう」的修饰关系

综观类型学中为数众多的镜像对称或轨层结

构的图示，如果把相对应的部分用线连接起来，如图

10、图11等，也会得到如图14所示的连线一层层“包

含”的结构，而不会像图15那样出现连线“交叉”的

情形。可以认为图14所示的“包含结构”是一种稳

定结构，连线（表示的各种关系）之间“和谐”共处；而

图15所示的“交叉结构”既不符合语义靠近原则，也

不符合镜像对称原则，是一种非稳定结构，这种“非

稳定”的代价是使用频率低。综上，在实际使用中，

更为合理的「もうすでに」语序被更多地选择。由于

「もう」和「すでに」的语义指向不同，因此二者共现

仅是“貌似”羡余，而非真正的羡余形式。

5 结 语

本文讨论了两个以上（含）时间副词共现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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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归纳出时间副词共现的语序（见图8）。

时副词[大范围—小范围]—反复（频率）—其他—渐变、持续（—动词）

图8 时间副词的共现语序

对于该语序的合理性，我们以类型学上的“语

义靠近原则”“可别度领前原则”和“镜像对称（轨

层结构）原则”进行了解释。语义靠近原则是语义

层面的，可别度领前原则侧重语用层面，镜像对称

（轨层结构）侧重句法层面，该语序同时符合三个

层面的原则，是最和谐、稳定的优势语序。

对于「もう」的前置倾向，笔者认为源于其表

示的“存续义”有别于典型的体意义。

在「もうすでに」的共现形式中，因「もう」和

「すでに」的语义指向不同，所以该共现形式并非真

正的羡余形式。与「すでにもう」相比，「もうすで

に」的语序更加合理稳定，因此使用频率也更高。

[本文为2019年度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目“日语时间副词的

共现语序及其类型学解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

助）（项目批号：19YJ020002）”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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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occurrence of Temporal Adverbs and Its Typological Study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occurrence of two or more temporal adverbs in one sentence, and also generalizes their

word order. An explanation has been provided for justifying such a word order with three principles in Typology: the Sem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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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order to be the most harmonious and stead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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