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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空间移动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内容，自

从 Talmy（1985，1991，2000b）提出词汇化模式理

论，并将语言分为动词构架语言和附加语构架语

言以来，在移动事件类型学视野下，许多研究展开

了对空间移动相关议题的广泛探讨。Talmy

（1985，1991，2000a，2000b）认为，构成移动事件的

要素有图形、背景、移动、路径、方式和原因。词汇

化模式指的是这些移动要素如何体现在动词中。

如“跑”“走”“跳”融合了方式要素，“进”“出”“上”

融合了路径要素。进而，根据路径这一核心要素

在语言中的不同表达，Talmy将路径要素由附加语

表示的语言称为附加语构架语言，如英语、德语；

路径要素由动词表示的语言称为动词构架语言，

如西班牙语、日语等。其后，Croft el al.（2010）从

构式的角度，对 Talmy 的理论进行了补充发展。

Slobin（1996，2003，2004）从二语习得方面展开了

不少实证研究，并提出了“Thinking for Speaking”

的理论。在日语学界，田中茂范，松本曜（1997）、

松本曜（2017）对日语空间移动表达进行了较为全

面的阐释。以上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移动事件

类型学进行了验证、补充和发展。

严辰松曾评价Talmy的研究：“Talmy从意义

守恒或形式守恒两个角度考察语义和表达形式之

间的关系。”[1]形式守恒即从动词出发，研究动词词

汇化模式，考察动词中包含了何种空间移动要

素。意义守恒即考察路径这一核心要素在语言表

层以何种形式体现出来，并据此对语言进行分

类。Croft el al.（2010）的研究也是从意义出发，通

过观察移动要素对应的表达形式，发现了方式、主

体与客体的力量差异以及路径这三个要素对移动

构式整合程度存在影响。这三个要素的典型性越

高，语言表达的构式整合程度也越高。方式、路径

单独使用时，主要用于表达主动移动事件，主客体

力量差异，则主要体现在致使移动事件方面。松

本（2017）也从移动事件类型的角度指出，以往的

研究集中于对主动移动事件的探讨，而对致使移

动事件和虚拟移动事件的论述较少，根据移动事

概念迁移视角下的日语学习者移动表达实证研究概念迁移视角下的日语学习者移动表达实证研究

——以主动、致使、虚拟移动事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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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移动事件类型学理论，运用概念迁移的验证方法和概念变化理论，对日语学习者

的主动、致使、虚拟移动事件中的概念迁移表现和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的移动事

件表达体现出了明显的附加语构架语言特征，不倾向于使用包含路径要素的单纯动词，并且路径要素

难以拓展到虚拟移动表达中。学习者的主动移动和致使移动事件中发生了概念挪用，虚拟移动事件

中涉及到了概念重组。学习者的概念迁移现象是汉日语类型学异同、汉日语移动动词概念差异以及

认知识解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主动移动 致使移动 虚拟移动 概念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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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不同，移动核心要素即路径的表达方式也不

同。因此，松本主张将三种事件分开来进行研究。

按照意义守恒或形式守恒的思路，目前的研

究，主要是从动词的不同形式入手，探讨移动表达

所包含的方式、路径、原因等意义，而对于不同事

件类型在语言表层以何种形式体现的关注还不

够。基于此，本文将对主动移动、致使移动、虚拟移

动三类事件，从概念迁移角度，对学习者使用的移

动表达进行分析，一方面为移动事件类型学提供实

证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探讨汉语对学习者概念的影

响，为语言和思维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的证据。

1 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本文所指的主动移动事件，根据Talmy（2000b）

的解释，主语是移动主体，移动的动力来源于自

身。例如：“我跑下/一瘸一拐地/跌跌撞撞地/摸索

着走下楼梯”[2]（笔者译）。日语中的主动移动动词

如「落ちる」「探す」「登る」。致使移动例如：“我把

桶推进/扔进/踢进储存室（Talmy, 2000b: 28，笔者

译）”，主语“我”的动作是“桶”移动的动力来源，日

语致使移动动词如「落とす」「入れる」「開ける」

等。另外，本文还涉及使用移动动词描写视线等

方向，但并未产生真正移动的表达，如「倒れてい

る木の裏側を覗き込みました」。对此，Talmy

（2000a）称之为“fiction motion”，松本（2017）称为

｢抽象的放射表現｣，汉语学界则多采用“虚拟位

移”的说法。为便于与主动移动和致使移动并提，

本文将其称为虚拟移动。

本文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概念迁移（Conceptu-

al Transfer）理论，其理论来源于萨丕尔-沃尔夫假

说（Sapir-Whorf Hypothesis）中的弱式假说，即语

言能够影响思维。概念迁移理论是认知语言学兴

起背景下，二语习得研究的新视角。此假说认为，

一种新语言的获得会伴随有概念及概念化的变

化,而这种概念及概念化的变化会影响到新、旧语

言的使用。Jarvis & Pavlenko（2008）指出，“移动”

是概念域之一，因此本文对空间移动的探讨适合

在概念迁移理论下展开研究。

为了判定学习者的概念迁移现象，本文参考

Jarvis & Pavlenko（2008）在论述如何识别语际影

响时，提出的三个识别迁移的标准：组内一致性

（Intragroup homogeneity）、组间相异性（Intergroup

heterogeneity）和组内对应性（Crosslinguistic per-

formance congruity）。组内一致性是指母语相同

的二语学习者学习同一目标语表现要一致，组间

相异性指母语不同者或目标语不同者之间表现不

一致，组内对应性是指二语习得者的目标语中表

现出的某些特征要与其母语中的特征相对应。因

此，本文首先分析三组学习者的日语空间移动表

达是否存在组内一致特征，进而与日语母语者做

比较，考察两组的相异特征，最后，判断学习者的

汉语和日语是否有对应特征。在三个步骤的基础

上，综合判定学习者的日语使用是否发生了概念

迁移现象。

本文的数据来自笔者实施的移动表达产出调

查，调查使用Mercer, M（2003）的无字绘本“Frog,

Where Are You?”作为刺激材料，该绘本由24幅图

片构成，包含大量移动事件，且在前人所做的研究

中多次使用。参与调查的被试为以日语为母语的

日本高校大学生 20人和以汉语为母语的国内高

校日语学习者 60 人。学习者分为 3 组，每组 20

人，分别是国内本科三年级、研究生一年级和研究

生三年级的日语专业学生。调查要求日语母语者

用日语对图片进行描述，要求日语学习者先使用

日语进行描述，过一段时间后，再用汉语进行一遍

描述。

数据处理方面，笔者先分别统计了作文中出

现的三类移动事件的频数。为了提高数据的可比

性，笔者对频数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标准化频率

（每万字）=（产出频数/样本容量字数）×10000，即

以各类表达在一万字中出现的频率为基准进行比

较。在统计分析时，本文使用了统计工具 IBM

SPSS Statistics 22中的卡方检验。卡方检验可用

于检测多类变量的构成比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

异。同时，卡方检验中的调整残差数值，可以显示

某一类变量的数据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也

是本文分析时的一个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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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件类型及移动表达产出分析

以下将依照组内一致性、组间相异性和组内

对应性的顺序，对母语者和学习者的三类事件及

其移动表达进行量的分析。进而，分析具体移动

场景表达，探讨学习者的概念变化类型与概念迁

移现象。

2.1 组内一致性

三组学习者产出的主动移动、致使移动和虚

拟移动事件的标准化频率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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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为作者依据学习者调查统计绘制。

图1 三组学习者的日语移动事件类型标准化频率

整体上看，学习者产出的主动移动事件最多，

致使移动事件居次，虚拟移动事件最少。卡方检

验结果显示，三组日语学习者产出的各类移动事

件类型无显著差异（p=0.324，p＞0.05），而且大三

与研一（p=0.125，p＞0.05），大三与研三（p=0.278，

p＞0.05），研一与研三（p=0.686，p＞0.05）两两之

间也没有显著差异。

那么，各类移动事件使用的移动表达在各组间

是否有着组内一致性呢？主动移动、致使移动和虚

拟移动中，学习者主要使用了单纯动词和复合动

词，各类移动表达的数量分别统计情况如图2所示。

运用卡方检验分别对三类移动事件所使用的

移动表达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大三与研一

（p=0.128，p＞0.05）、大三与研三（p=0.088，p＞

0.05）、研一与研三（p=0.987，p＞0.05）两两之间均

没有显著差异。

2.2 组间相异性

本小节将比较日语学习者和日语母语者的事

件类型和移动表达，确认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差

异。如图 3所示，日语母语者产出频率最高的事

件类型也是主动移动事件，其次是致使移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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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学习者及母语者的日语移动事件类型标准化频率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日语母语者与大三（p=0.003，

p＜0.05）、研一（p=0.010，p＜0.05）、研三（p=0.039，

p＜0.05）学习者各组间均存在显著差异。调整残差

数值显示，大三（调整残差=-3.3，p＜0.05）、研一（调

整残差=-2.1，p＜0.05）、研三（调整残差=-2.1，p＜

0.05）产出的虚拟移动事件都显著偏少。此外，研一的

致使移动事件还显著偏多（调整残差=2.4，p＜0.05）。

下页图4是各类移动事件中学习者和母语者的

移动表达标准化频率，为便于说明，此处将三组日语

学习者作为一个整体与日语母语者进行统一比较。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日语学习者与母语者在

主动移动事件中使用的表达有显著差异（p=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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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为作者依据学习者调查统计绘制。

图2 三组学习者的日语移动事件使用表达类型标准化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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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学习者使用单纯动词显著偏多（调整残

差=3.4，p＜0.05），复合动词显著偏少（调整残差=-

2.8，p＜0.05）。致使移动（p=0.483，p＞0.05）和虚拟

移动（p=0.123，p＞0.05）使用的表达则无显著差异。

2.3 组内对应性

此部分将母语者的日语作为参照，对比学习

者产出的汉语和日语是否有对应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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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学习者及母语者的移动事件类型标准化频率

如图5所示，学习者的汉语和学习者的日语移

动事件产出比例较接近，数据分析也显示，二者在

整体上无显著差异（p=0.492，p＞0.05），而且主动、

致使、虚拟移动事件各类数量之间也无显著差异。

在组间相异性部分，我们看到，学习者产出的

日语虚拟移动事件显著偏少。这里将学习者的汉

语产出和日语母语者的产出进行对比，结果也显

示汉语的虚拟移动事件显著少于日语（调整残差=

-3.3，p＜0.05），可见学习者产出虚拟移动事件较

少的倾向在汉语和日语中有一致表现，由此推测，

学习者的日语虚拟移动事件表达极有可能受到了

概念迁移的影响。

各类移动事件中，学习者产出的汉语移动动

词如图6所示，主要为V和V1+V2类，分别对应日

语的单纯动词和复合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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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学习者的汉日语移动事件使用表达类型标准化频率

运用卡方检验，直接对比学习者的汉日语移

动事件中使用的移动表达数量，结果显示，主动移

动（p=0.000，p＜0.05）和致使移动（p=0.000，p＜

0.05）中，学习者的汉语和日语移动表达整体分布

都有差异，调整残差显示学习者在日语主动移动

和致使移动事件中使用的V显著偏多、V1+V2显

著偏少。可见，学习者的各类移动事件使用的汉

日语表达在数量分布上并没有一致性。

本小节将移动表达分散在不同移动事件类型

中进行观察，结果显示三组学习者产出的移动事

件数量及其使用的移动表达数量具有组内一致

性。与母语者相比，学习者产出的日语和汉语都

存在虚拟移动事件显著偏少的倾向。在主动移动

事件中，学习者使用复合动词显著偏少，单纯动词

显著偏多，致使移动和虚拟移动使用的移动表达

则无显著差异。以上从量的角度，可以看到学习

者受概念迁移影响的初步表现，以下将借助概念

变化理论和移动事件类型学理论，通过分析学习

者在各类移动场景中的具体产出，探究学习者的

概念迁移规律及其认知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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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学习者及母语者的日语移动事件使用表达类型标准化频率

40



日语教育研究2020年 第2期 总207号

3 概念变化类型与概念迁移

Jarvis & Pavlenko（2008）曾运用双语记忆中

概念变化的类型，从二语（以下简称为L2）对一语

（以下简称为L1）的影响角度，对概念变化各类型

及其在语言形式层面的表现进行了总结，结果如

表 1所示。本文将参考以下概念变化的类型，分

析L1对L2，即汉语对学习者习得日语空间移动表

达的影响。

表1 L2引起的概念变化类型

概念处理（Processes）

新概念的内化

（Internalization）

L2影响下的概念重组

（Restructur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2）

融合

（Convergence）

L1挪用至L2

（Shift from L1 to L2）

概念磨蚀

（Conceptual attrition）

L1语言表征可能情况

（possible Verbal Manifestations in L1）

词汇借用（lexical borrowing）

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

直译（loan translation）

词汇借用（lexical borrowing）

语义扩展（semantic extension）

框架迁移（framing transfer）

双向迁移（bidirectional transfer）

混合借词（loan blends）

语义扩展和挪用（semantic extension and shift）

语义缩小（semantic narrowing）

框架迁移（framing transfer）

不恰当标注（inappropriate labeling）

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

词汇借用（ lexical borrowing）

语义挪用（semantic shift）

框架挪用（framing transfer）

注：引自 Jarvis & Pavlenko（2008）（笔者译）。

Jarvis & Pavlenko（2008）从以上概念变化类

型出发，论述了L1和L2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

“新概念的内化”指的是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同时

需要学习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通过新语言的习得，

建立起L1中不存在的概念。当新概念的内化需

要对原有概念体系进行部分调整，就涉及到了“概

念重组”。“概念重组”其中的一种形式是“概念融

合”，指的是新概念与已有概念融合，形成新的概

念，这种新的概念带有L1和L2的特征。新概念

和已有概念在相互作用时，有时L1的概念会挪用

至L2。“概念融合”和“概念挪用”容易引起混淆，

二者的区别在于，“概念挪用”的结果，会造成L2

与L1表现出某些相似的特征，而概念融合既不同

于L1，也不同于L2。“概念磨蚀”主要表现在L2对

L1的影响方面，指的是随着新概念的获得，已有

概念的语言表征频率降低或不再出现。Jarvis &

Pavlenko（2008）指出，以上几种概念变化类型的

出现，互相之间没有一定的先后顺序关系，可能会

同时发生并且没有一个终止阶段。

4 各类移动事件的概念迁移分析

以下将运用概念变化理论，结合汉日对比手

法，分析学习者在各类移动事件中的概念迁移表

现及其原因。

4.1 主动移动事件的概念迁移分析

根据Talmy（2000b）对词汇化模式的定义，方

式是伴随移动产生的动作或状态，例如“跑”“走”

“跳”。路径包括起点、终点和经由点，如“进”“出”

“上”。原因是促使移动发生的动作或行为，如

“塞”“捏”“吹”。本文沿用 Slobin（2004）、李雪

（2015）等相关文献的术语，将融合了方式、路径、

原因要素的单纯动词分别称为方式动词、路径动

词、原因动词，将同时融合了方式和路径要素（如

「逃げ出す」）、或原因和路径要素（如「持ち上げ

る」）的动词，称为〈方式+路径〉类动词、〈原因+路

径〉类动词。

组间相异性部分的分析结果显示，主动移动

事件中，学习者使用复合动词显著偏少，单纯动词

显著偏多。通过观察学习者的具体产出，可以看

出学习者产出的单纯动词中又以方式动词为主。

如下页表 2中学习者对绘本中第 2个移动场景的

日语描述，使用最多的是方式动词「逃げる」。表

中的数字代表实际频率和标准化频率，如「逃げ

る」一词实际出现了32次，标准化频率为4.7次。

为了确认学习者的日语是否受到母语影响，

以下从汉日对比的角度，分析学习者的汉语和母

语者的日语表达的使用倾向。

如下页表 3所示，学习者的汉语和母语者的

日语使用最多的都是V1+V2类移动表达，说明二

者都倾向于将场景2识解为两个动作。

汉语的移动表达前项“逃、跳、跑、溜、爬、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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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跃”都属于方式要素，后项有表路径的“出”以

及包含位置变化意义的“（溜）走、（逃）跑”，汉语的

表达包含了方式和路径两类移动要素，通过〈方

式+路径〉类词汇化模式，将概念要素映射到语言

表层，就出现了上述的V1+V2表达。

日语主要使用了两个复合动词｢逃げ出す｣

｢抜け出す｣，｢逃げる｣为方式要素，｢抜ける｣和｢

出す｣是路径要素，分别通过日语的〈方式+路径〉

和〈路径+路径〉两种词汇化模式，概念要素映射到

语言表层，日语也使用了V1+V2表达。

那么，为何汉语中大量使用V1+V2表达，学

习者的日语产出还是单纯动词显著偏多呢？

我们考虑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虽然汉语倾

向于同时表达方式和路径要素，但学习者在日语

语言产出的形式合成阶段，受习得水平限制，未必

都能产出复合动词，从而，不少学习者转而使用了

属于基础阶段词汇的单纯动词。然而，即便使用

了单纯动词，也与日语母语者的倾向不同，学习者

使用方式动词「逃げる」最多，日语母语者使用单

纯动词时最多的是路径动词「出る」。由此，可以

看到学习者受到汉语移动概念思维特征的影响，

产出的日语移动动词中倾向于包含方式要素。

其次，由于移动动词与介词共现时，汉日语存

在差异，因此学习者在形式表层也受到了汉语的

影响。池上（1981）在论述日语和英语的移动动词

区别时曾指出，日语中｢走る｣｢泳ぐ｣一类的动词，

不能接续在｢へ｣之后，一般不包含场所变化的意

义，表示的是动作的过程。而英语的“run（跑）”、

“swim（游）”可以直接与表示方向的副词连用，可

同时表达场所变化和动作过程。影山・由本

（1997）也曾指出，表方式的动词｢走る｣｢歩く｣｢飛

ぶ｣｢泳ぐ｣等不能与起点和终点共现。

汉语和英语都是附加语构架语言，汉语的方

式动词也可以和表终点的“到”，表方向的“向”连

用，同时包含了动作过程和场所变化的意义。受

汉语方式动词的影响，学习者使用日语方式动词

时，也常与「に」连用，如以下例句：

例1

（1）怒ったミミズクから逃げようとした男は

小さな山に走った。

男孩为了躲开猫头鹰，向小山跑去。

（日语学习者）

（2）このシカは新ちゃんを背負って犬ととも

表2 场景2的学习者日语产出

 

日语表达

日语例句

逃げる/32/4.7、逃げ出す/11/1.6、飛び出す/9/1.3、出る/4/0.6、出て逃げる/1/0.1、脱出す

る/1/0.1、飛び出る/1/0.1、抜け出す/1/0.1、這い上がる/1/0.1

1.｢いいチャンスだ！今逃げなくちゃ｣と、カエルはこっそりと逃げた。

2.それで、男の子が寝ているうちに、その蛙は瓶から逃げ出そうとした。

3.その後、坊やと犬はベットで熟睡している間に、カエルがビンから飛び出した。

注：数据来源为作者依据学习者调查统计绘制。

表3 场景2的学习者汉语产出和母语者日语产出

汉语表达

汉语例句

日语表达

日语例句

逃出/10/2.0、逃走/9/1.8、跳出/8/1.6、跑出/6/1.2、溜走/6/1.2、逃跑/5/1.0、爬出/5/1.0、溜出/2/0.4、挣脱出/1/0.2、一跃而出/1/
0.2、脱逃/1/0.2、爬/1/0.2

1.晚上，青蛙非常想家，他趁着大树和汪汪熟睡之时，逃出了玻璃罐。

2.趁着小朋友睡觉了，青蛙悄悄地逃出了玻璃瓶子。

3.之后小男孩和狗狗睡去了，而青蛙趁机爬出罐子逃跑了。

逃げ出す/9/3.9、抜け出す/7/3.0、出る/3/1.3

1.ある夜，男の子が寝ていると，カエルくんが，そーっとそーっと，ビンの中から逃げ出しました。

2.その日、男の子が寝てしまった後のことです。カエルはビンの中からこっそりと抜け出しました。

3.カエルさんがおうちから出てしまいました。

注：数据来源为作者依据学习者调查统计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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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崖に走った。

这只鹿顶着小新，和小狗一起跑向悬崖。

（日语学习者）

（3）その後、新ちゃんと犬は岸に泳んだ。そ

こに倒れた木があった。

小新和小狗游到岸边后，发现一棵倒下的树。

（日语学习者）

由于汉日语语言类型的差异，在概念操作层

面，学习者通过概念的挪用，在日语语言表层对应

了方式动词而非路径动词，导致学习者产出日语

方式动词过剩，出现了负迁移的现象。同时，由于

汉日语的方式动词在表场所变化和动作过程时存

在差异，导致学习者使用日语移动动词时，将路径

要素错误地用「に」等介词表达了出来。

另一方面，学习者也产出了不少复合动词，并

且以〈方式+路径〉类动词为主，如日语「逃げ出す/

11/1.6」「飛び出す/9/1.3」，这与汉语〈方式+路径〉

类动词“逃出”的词汇化模式一致。而汉语表达中

没有出现〈路径+路径〉类型词汇化模式，导致学习

者产出日语〈路径+路径〉类动词「抜け出す」仅 1

次，可见，在复合动词的使用上，学习者同时受到

了汉语概念迁移正迁移和负迁移的影响。

4.2 致使移动事件的概念迁移分析

在日语致使移动事件中，学习者使用的表达

与母语者无数量上的显著差异，然而观察具体移

动场景中学习者产出的汉语和日语母语者产出的

日语的情况，能看出汉日语使用了不同的动词类

型，表4和表5分别为绘本中第1个移动场景和第

15个移动场景的描述。

对于场景 1和 15的描述，汉语和日语都使用

了“装”“顶”，「入れる」「持ち上げる」等致使移动

动词。汉语倾向于同时使用把字结构和V1+V2类

动词，且V1词汇较丰富。日语有两类表达，场景1

的描述只使用了一个V类动词「入れる」，场景 15

则主要使用了V1+V2类动词。那么，为何日语可

以使用V或V1+V2，而汉语必须要使用V1+V2呢？

对于表达致使意义的汉语V1+V2，杨明曾指

出，“汉语中的前项动词和结果述语必须同时承担

‘词汇功能’和‘构式功能’”。[3]也就是说，汉语表致

使意义的V1+V2前项和后项缺一不可。田中，松

本（1997）认为，日语中的原因动词如「上げる、下げ

る、落とす、入れる」，本身包含了致使和位置变化

的意义，因此在概念层面，同时包含了原因和路径

表4 场景1的学习者汉语产出和母语者日语产出

汉语表达

汉语例句

日语表达

日语例句

装进/2/0.4、拿进/2/0.4、跳进/1/0.2

1.晚上回到家，伊娃把它装进了一个瓶子里。

2.他找了个罐子就把青蛙装进去了。

入れる/7/3.0

1.少年はカエルを瓶に入れて飼うことにしました。

2.男の子はカエルを瓶の中に入れて飼っていました。

注：数据来源为作者依据学习者调查统计绘制。

表5 场景15的学习者汉语产出和母语者日语产出

汉语表达

汉语例句

日语表达

日语例句

顶起/7/1.4、顶/6/1.2、举起/2/0.4、拱起/2/0.4、驼起/2/0.4、站起/2/0.4、托起/1/0.2、载/1/
0.2、背起/1/0.2、抬起/1/0.2、伸起/1/0.2、挑起/1/0.2、扛/1/0.2、驼/1/0.2

1.突然从雪堆里冒出来一只鹿，一下子把小新顶了起来。

2.麋鹿顺势把小光顶在了头上。

3.大鹿一抬头，顺势把小男孩儿驼在了角上。

持ち上げる/2/0.9、持ち上がる/1/0.4 、浮き上がる/1/0.4、宙に浮く/1/0.4

1.すると、「ひょいっ」、男の子の体が突然持ち上がりました。

2.ケンタ君は鹿の角に持ち上げら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3.すると、トムの体が浮き上がった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注：数据来源为作者依据学习者调查统计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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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与日语〈原因+路径〉类复合动词的意义类似。

接下来再观察学习者产出的日语表达，如表6

所示。

学习者产出的｢持ち上げる｣｢突き上げる｣

｢押し上げる｣等，与汉语动词“抬起”“顶起”“举

起”的词汇化模式一致，都是〈原因+路径〉类动

词。学习者使用的V1+V2类动词与母语者无显

著差异，可能是挪用了汉语〈原因+路径〉类词汇化

模式，受到了概念迁移正迁移的影响。同时，学习

者也使用了V类原因动词，如「入れる」「載せる」

「上げる」。不同的是，学习者使用的原因动词，很

多不包含路径要素，如｢載せる｣｢置く｣，而母语者

使用的原因动词「入れる」则包含了路径要素。表

4和表 5中表致使的汉语V1+V2类动词前项，如

“装”“拿”“顶”，也不包含路径要素，而且区别词数

较多。由此看出，学习者产出的日语原因动词与汉

语原因动词表现出了类似的词汇化特征，学习者

使用的日语原因动词受到了汉语概念迁移的影响。

在致使移动事件中，虽然学习者使用的表达

与母语者无数量上的显著差异，但通过分析具体

产出，能看到学习者使用的日语〈原因+路径〉类复

合动词，可能挪用了汉语〈原因+路径〉类动词词汇

化模式，是概念迁移正迁移的表现。在V类动词

方面，学习者挪用了汉语原因动词的概念，使用了

不包含路径要素的原因动词，受到了概念迁移负

迁移的影响。

4.3 虚拟移动事件的概念迁移分析

前面的分析显示，三类移动事件中，学习者的

虚拟移动事件数量显著少于母语者，那么在虚拟

移动事件的场景中，学习者都使用了什么表达呢？

首先，通过分析绘本中第 11个场景中学习者

的汉语及母语者的日语产出，结果发现，对于同一

移动场景，汉日语都可切分为不同片段进行描述，

但是对哪个片段进行描述、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

式，汉日语似乎有着不同倾向。表 7是学习者的

汉语及母语者的日语表达。

汉语和日语的描述都将场景11分解为片段1

“小男孩爬上树”和片段 2“朝树洞里看”。对于片

段 1，汉语大量使用了V1+V2动词“爬上/33/6.6”。

然而日语母语者对此描述很少，且只用了V类动

词｢登る/3/1.3｣。日语母语者集中描写的是片段

2，并主要使用了虚拟移动表达｢覗き込む/8/3.4｣

来描写视线的方向。汉语直接使用了描写视觉的

动词“看、看看”，同时还使用了主动移动表达“寻

找、找”。

同样，如下页表8所示，对于绘本的第21个场

表6 场景1和场景15的学习者日语产出

场景1

场景15

日语表达

日语例句

日语表达

日语例句

入れる/10/1.5、置く/5/0.7、入る/3/0.4、連れた/2/0.3、閉じ込める/2/0.3、詰める/1/0.1、持ち帰る/1/0.1

1.ある日、男の子は可愛い蛙をつかえて、瓶に入れた。

2.ペットを飼うように、カエルをカラスの容器に置いた。

3.蛙はボトルの中に閉じ込められている。

載せる/10/1.5、上げる/6/0.9、上がる/3/0.4、持ち上がる/2/0.3、持ち上げる/2/0.3、挙げる/2/0.3、浮かぶ/1/0.1、
立つ/1/0.1、もたげる/1/0.1、伸びる/1/0.1、突き上げる/1/0.1、押し上げる/1/0.1、置く/1/0.1、上昇する/1/0.1

1.鹿は驚いて、ナルトを頭に載せた。

2.突然、誠ちゃんが高くなっていると感じ、何か自分を持ち上げるか。

3.足元に何か震えていることが感じられるやいなや、私が突き上げられた。

注：数据来源为作者依据学习者调查统计绘制。

表7 场景11的学习者汉语产出和母语者日语产出

 

片段1：小男孩爬上树

片段2：小男孩朝树洞里看

汉语

日语

汉语

日语

爬上/33/6.6、爬/1/0.2

登る/3/1.3

看/9/1.8、看看/7/1.4、寻找/6/1.2、找/3/0.6、望/2/0.4、查看/1/0.2

覗き込む/8/3.4、覗く/5/2.1、乗り出す/2/0.9

注：数据来源为作者依据学习者调查统计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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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也可以分为两个片段进行描述：

汉语对片段1“小男孩爬上树桩”和片段2“小男

孩向树后望去”都进行了描写，而日语只提及了片段

2，并主要使用了虚拟移动表达｢覗き込む/8/3.4｣。

可见，对场景11和21，汉语着重对动作的方式进行

描写，而日语关注的重点则是视线的移动路径。

同时，选择哪个片段进行详细描述，也体现了

日语和汉语的类型学特征。日语路径要素突显程

度高，只描写了含路径要素的虚拟移动事件片段，

而汉语方式要素的突显程度高，侧重描写主动移

动事件片段，日语和汉语都侧重描写在本语言类

型中突显程度较高的移动要素。

在表达方面，日语母语者均使用了复合动词

｢覗き込む｣，场景11中出现8次，场景21中出现7

次，如以下例句：

例2

（1）トムは大きな木にまた穴を発見し、覗き込

みます。 （日语母语者）

（2）男の子は｢ポチ、何かいるよ！｣と、丸太の

向う側を覗き込みました。 （日语母语者）

对此，学习者的汉语没有使用 V1+V2 类表

达，而是直接使用了表示视觉的动词“看”，并用介

词结构“向~”描写方向、方位词“背面”表达视线的

范围，例如：

例3：

（1）小男孩向树上的洞里看去。 （日语学习者）

（2）他们想看看树的背面是什么样子。

（日语学习者）

日语能够使用「覗き込む」来表达虚拟移动，

表明日语的路径动词在抽象的视觉移动方面也有

扩展，而汉语缺乏路径动词的虚拟移动用法。学

习者产出虚拟移动事件的数量显著少于母语者，

说明学习者在进行新概念的内化和概念重组过程

中受到汉语概念的限制，很难将路径意义扩展至

虚拟移动表达，从而在移动事件的层面产出的虚

拟移动表达非常有限。同时，该结论也证实了不

同语言类型的使用者在认知识解和语言描述方面

的倾向性差异，体现了语言对思维的影响。

5 结果讨论

本文基于Talmy和Croft el al.的移动理论，运

用概念迁移假说的验证方法，将移动事件分散在

主动、致使、虚拟移动三类事件中进行考察。首先

从量化角度，确认了学习者受概念迁移影响的初

步表现，进而运用概念变化理论和汉日对比手法，

对三类事件的概念迁移表现和原因进行了分析。

本文发现，在移动事件类型上，学习者产出虚拟

移动事件最少。在移动表达使用方面，学习者在主

动移动事件中使用单纯动词过剩、复合动词不足。

主动移动事件中，由于受汉语方式动词的概

念影响，学习者在日语语言表层对应了方式动词

而非路径动词，因此产出日语方式动词过剩，出现

了负的挪用现象。学习者产出的日语复合动词，

以〈方式+路径〉类动词为主，受到了汉语〈方式+路

径〉类词汇化模式正迁移的影响。同时，由于汉语

缺乏〈路径+路径〉类词汇化模式，学习者未能建立

新的概念，产出日语〈路径+路径〉动词很少。

致使移动事件中，学习者使用的〈原因+路径〉

类日语复合动词，可能受到了汉语〈原因+路径〉类

动词词汇化模式的影响，是概念迁移正迁移的表

表8 场景21的学习者汉语产出和母语者日语产出

片段1：小男孩爬上树桩

片段2：小男孩向树后望去

汉语

日语

汉语

日语

爬上/22/4.4、上/6/1.2、翻过/3/0.6、越过/1/0.2、越过/1/0.2、爬过/1/0.2

（无相应产出）

看/8/1.6、探/5/1.0、看看/2/0.4、望/2/0.4、伸/1/0.2、查看/1/0.2

覗き込む/7/3.0、覗く/4/1.7、乗り出す/2/0.9

注：数据来源为作者依据学习者调查统计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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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单纯动词方面，学习者挪用了汉语原因动词

的概念，产出了较多不包含路径要素的日语原因

动词，受到了概念迁移负迁移的影响。

虚拟移动事件中，汉语缺乏路径动词在抽象

的视觉移动方面的扩展，导致学习者在概念重组

过程中受到汉语概念的限制，很难将日语的路径

意义扩展至虚拟移动表达，未能有效重组概念，产

出虚拟移动事件的数量显著少于母语者。

三类事件的分析都说明，学习者的日语移动

表达呈现出明显的附加语构架语言特征，都不倾

向于使用包含路径要素的单纯动词，并且难以将

路径要素拓展到虚拟移动中。同时，对移动场景

片段描述的倾向也证实了不同语言类型的学习者

在认知识解方面的差异。在概念迁移层面，主动

移动和致使移动事件中以概念挪用为主，虚拟移

动事件中涉及到了概念重组。可以说，学习者的

移动表达使用同时受到了类型学异同、汉日语语

义概念以及认知识解的影响。

6 结 语

本文结果说明，日语方式动词、〈原因+路径〉

类复合动词较容易习得，日语教学中可利用母语

的正迁移，提高复合动词的学习效率。路径动词、

含路径要素的原因动词、〈路径+路径〉类动词以及

虚拟移动表达，则需要教师明确阐释日语思维特

征，帮助学习者建立新的概念。本文证实了Talmy

类型学分类的合理性，并细化了移动事件类型学

的研究，同时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实

证经验。今后，还有必要对方式、路径、原因等移

动要素，从事件典型性和移动表达整合程度的角

度做深入探讨，进一步明确学习者习得移动表达

的影响因素和认知规律。

[本文为2019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概念迁移视角下

的日语学习者移动构式实证研究”（项目批号：HX2019120333）

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张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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