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汉语的介词“用”和日语的格助词「で」在语法

上相似，语义上相近。在语法上，这两个词都能和

名词构成介词短语。虽然在构成介词短语的时

候，“用”放在名词前面，而「で」放在名词后面。在

语义上，这两个词都能表示动作、行为的工具或手

段。例如：

（1）a 用笔写字

b 用开水沏茶

c 用老眼光看人

d 用雷锋精神教育下一代

（2）a 鉛筆で書く

用铅笔写

b はさみで切る

用剪刀剪

c 手料理でごちそうする

亲自下厨请客

d 投票で決める

投票决定

除了例（1）和例（2）中的这些工具、手段，“用”

和「で」也都能表示自行车、汽车、火车、轮船、飞机

等交通工具。

通过考察日汉互译情况，可以发现：表示交通

工具的“用”和「で」有着明显的区别。例（3）的介

词短语“交通工具+で”对应例（4）的动宾短语“坐/

开/骑/乘+交通工具”，而不对应例（5）的介词短语

“用+交通工具”。

（3）a 汽車で行く

b 砂漠を車で駆ける

c 駅まで自転車で往復する

d 市内をバスで観光する

（4）a 汽車で行く

坐火车去

b 砂漠を車で駆ける

开车疾驰在沙漠上

c 駅まで自転車で往復する

骑自行车往返车站

d 市内をバスで観光する

乘巴士游览市内

表示交通工具的格助词「で」和介词“用”的对比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蒋家义

[摘 要] 日语格助词「で」和汉语介词“用”都能表示交通工具，但实际上两者有所不同，比如：介词

短语“交通工具+で”有时能翻译为“用+交通工具”，有时不能翻译为“用+交通工具”。针对这一现象，

我们首先分析了“交通工具+で”所修饰的动词，指出它们包含「行く」类动词和「運ぶ」类动词。在此

基础上，根据所修饰的动词的不同性质，将“交通工具+で”中的“交通工具”分为“乘坐用交通工具”和

“搬运用交通工具”；将「で」分为表示乘坐用交通工具的「で」和表示搬运用交通工具的「で」，并借鉴认

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理论，图示化了两者的不同作用。最后，结合上述日汉互译现象，我们指出：「で」

能表示乘坐用交通工具和搬运用交通工具；而“用”只能表示搬运用交通工具。

[关键词] 格助词「で」 介词“用” 乘坐用交通工具 搬运用交通工具 意象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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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汽車で行く

* 用火车去

b 砂漠を車で駆ける

* 用车疾驰在沙漠上

c 駅まで自転車で往復する

* 用自行车往返车站

d 市内をバスで観光する

* 用巴士游览市内

但是，形式上与例（3）似乎并无二致的例（6），

日汉互译情况却完全相反。与使用了动宾短语

“坐/开/乘+交通工具”的例（7）[1]相比，例（6）翻译为

使用了介词短语“用+交通工具”的例（8）更为合

适。也就是说，例（6）的介词短语“交通工具+で”

对应例（8）的介词短语“用+交通工具”。

（6）a トラックで引っ越し荷物を運ぶ

b バスで園児を送り迎えする

c 船で人を渡す

d 列車で貨物を輸送する

（7）a トラックで引っ越し荷物を運ぶ

？坐/开/乘卡车搬行李

b バスで園児を送り迎えする

？坐/开/乘巴士接送上幼儿园的孩子

c 船で人を渡す

？坐/开/乘船渡人

d 列車で貨物を輸送する

？坐/开/乘列车运输货物

（8）a トラックで引っ越し荷物を運ぶ

用卡车搬行李

b バスで園児を送り迎えする

用巴士接送上幼儿园的孩子

c 船で人を渡す

用船渡人

d 列車で貨物を輸送する

用列车运输货物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交通工具+で”，有时不

能翻译为“用+交通工具”，有时能翻译为“用+交通

工具”？本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1 介词短语“交通工具+で”所修饰的动词

例（3）的“交通工具+で”不能翻译为“用+交通

工具”，例（6）的“交通工具+で”能翻译为“用+交通

工具”。从结论来看，这是因为表示交通工具的

「で」和“用”有所不同。但实际上，例（3）和例（6）

本身就是有区别的。

例（3）和例（6）的区别不在于具体的交通工具

的不同。只要语义上合理，例（3）和例（6）中的交

通工具可以换成其他的。例如：

（9）a 汽車（→ 車/自転車/トラック/バス/船/列

車）で行く

b 砂漠を車（→ 汽車/自転車/トラック/バ

ス/? 船/列車）で駆ける

c 駅まで自転車（→ 汽車/車/トラック/バ

ス/船/列車）で往復する

d 市内をバス（→ 汽車/車/自転車/トラッ

ク/船/列車）で観光する

（10）a トラック（→ 汽車/車/自転車/バス/船/列

車）で引っ越し荷物を運ぶ

b バス（→ 汽車/車/自転車/トラック/船/列

車）で園児を送り迎えする

c 船（→ ? 汽車/? 車/? 自転車/? トラック/?

バス/? 列車）で人を渡す

d 列車（→ 汽車/車/自転車/トラック/バス/

船）で貨物を輸送する

例（9b）因为「砂漠」的语义限制，「車」换成

「船」不合适；例（10c）因为「渡す」的语义限制（用

船或马等交通工具把人或物送到对岸），「船」换成

其他的交通工具都不合适。

通过研究可以认为：例（3）和例（6）的区别在

于“交通工具+で”所修饰的动词的不同。

1.1 「行く」类动词

例（3）的“交通工具+で”所修饰的动词「行く」

「駆ける」「往復する」「観光する」中，前三者是不

及物动词（即自动词），也是移动动词，表示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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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而「観光する」是及物动词（即他动词）。

「観光する」虽然是及物动词，却蕴涵了主体

的移动。作为及物动词，「観光する」的对象一般

是景点、旅游城市，表示景点或旅游城市的名词后

面用格助词「を」，比如“浅草寺/箱根/京都を観光

する//游览浅草寺/箱根/京都”。但是，在例（3d）及

例（11）中，「を」前面的名词「市内」和「あちこち」

不是指向一个具体的景点或旅游城市，而是指某

个地区或多个地方。我们认为：这时的「市内」和

「あちこち」分别是主体随着「観光する」而进行的

移动的场所和路线，不是「観光する」的对象。

（11）a タクシーを雇って市内を観光する

租出租车游览市内

b 各地へ出かけてあちこちを観光した

到各处游览了一番

另外，如例（12）所示，「行く」「帰る」「来る」等

移动动词能与表示方向的格助词「へ」构成的介词

短语共现，「観光する」同样可以。在例（12b）中，

「沖縄」是主体为了实现「観光する」而进行的移动

的方向。

（12）a 沖縄ヘ行く/帰る/来る//去/回/来冲绳

b 沖縄ヘ観光する//去冲绳旅游

在上述各例（3d，11a，11b，12b）中，「観光す

る」的主体的移动模式可分为三种，这里分别用图

1a、图 1b 和图 1c 表示。如图 1 的 a 所示，例（3d，

11a）中主体的移动路径包含在移动场所「市内」之

中；如图1的b所示，例（11b）中主体的移动路径和

移动路线「あちこち」一致；如图 1 的 c 所示，例

（12b）中主体的移动路径指向移动方向「沖縄」。虽

然移动模式各不相同，但上述各例充分说明「観光

する」蕴涵了主体的移动，具有移动动词的性质。

综上所述，例（3）的「行く」「駆ける」「往復す

る」「観光する」都能表示主体的移动，都是移动动

词[2]，或者都具有移动动词的性质。这里称它们为

「行く」类动词，与之对应的汉语动词可称为“去”

类动词。

1.2 「運ぶ」类动词

例（6）的“交通工具+で”所修饰的动词「運ぶ」

「送り迎えする」「渡す」「輸送する」是及物动词，

表示“主体把客体从A处送到B处”。这些动词都

能与表示起点的格助词「から」或表示终点的格助

词「に/まで」构成的介词短语共现。例如：

（13）a ゾウを船でタイから日本に運んだ

用船把大象从泰国运到了日本

b 水先人を船舶に送り迎えする

接送领航员到船舶上

c 舟で向こう岸に客や荷を渡す

用小船把客人或货物送到对岸

d 石油・天然ガスなどを目的地まで輸送する

把石油、天然气等运输到目的地

在例（13）中，「運ぶ」的主体把「ゾウ」从「タ

イ」送到「日本」；「送り迎えする」的主体把「水先

人」从岸上送到「船舶」或从「船舶」送到岸上；「渡

す」的主体把「客や荷」从岸上送到「向こう岸」；

「輸送する」的主体把「石油・天然ガスなど」从某

地送到「目的地」。客体「ゾウ」「水先人」「客や荷」

「石油・天然ガスなど」都发生了移动。因此，「運

ぶ」「送り迎えする」「渡す」「輸送する」实际上都

蕴涵了客体的移动。

但是，「運ぶ」「送り迎えする」

「渡す」「輸送する」的主体不一定

发生移动。以「運ぶ」为例，把例

（13a）改写为例（14）这样的因果复

句并检验各句语义上是否合理后

发现：例（14a）和例（14e）不合理，

例（14b）、例（14c）和例（14d）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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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例（3d，11a，11b，12b）的移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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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也就是说，「運ぶ」的主体是「動物園」这类设

施时，不发生移动；主体是「運転士」这类操纵船只

的人员时，发生移动；主体是「太郎」这类具体人物

时，如果「太郎」是「運転士」，则发生移动，如果「太

郎」是「園長」，并亲自操纵船只，则发生移动，如果

「太郎」是「園長」，但只是雇佣驾驶员操纵船只，则

不发生移动。

（14）a* 動物園はゾウを船でタイから日本に

運んだから，今日本にいる。

* 动物园用船把大象从泰国运到了日本，

所以现在动物园在日本。

b 運転士はゾウを船でタイから日本に運

んだから，今日本にいる。

驾驶员用船把大象从泰国运到了日本，

所以现在驾驶员在日本。

c（運転士の）太郎はゾウを船でタイから

日本に運んだから，今日本にいる。

（驾驶员）太郎用船把大象从泰国运到了

日本，所以现在太郎在日本。

d（園長の）太郎は（自分で）ゾウを船でタ

イから日本に運んだから，今日本にいる。

（园长）太郎（亲自）用船把大象从泰国运

到了日本，所以现在太郎在日本。

e *（園長の）太郎は（運転士に頼んで）ゾウ

を船でタイから日本に運んだから，今日

本にいる。

*（园长）太郎（雇驾驶员）用船把大象从泰

国运到了日本，所以现在太郎在日本。

综上所述，例（6）的「運ぶ」「送り迎えする」

「渡す」「輸送する」都蕴涵了客体的移动，没有蕴

涵主体的移动，因此都不是移动动词[3]。这里称它

们为「運ぶ」类动词，与之对应的汉语动词可称为

“搬”类动词。

2 表示交通工具的「で」的下位类及其区别

2.1 表示交通工具的「で」的下位类

上一节指出：例（3）和例（6）的区别在于“交通

工具+で”所修饰的动词的不同。

例（3）的“交通工具+で”修饰「行く」类动词，

表示主体利用某种交通工具移动。除了主体，主

体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也发生移动。通过把例（3）

改写为例（15）这样的转折复句并检验各句语义上

是否合理，可以证明这一点。

（15）a *汽車で行ったが，汽車は移動しなかった。

* 坐火车去，但火车没有移动。

b * 砂漠を車で駆けたが，車は移動しな

かった。

* 开车疾驰在沙漠上，但车没有移动。

c * 駅まで自転車で往復したが，自転車は

移動しなかった。

* 骑自行车往返车站，但自行车没有移动。

d * 市内をバスで観光したが，バスは移動

しなかった。

* 乘巴士游览市内，但巴士没有移动。

此时的交通工具可以理解为主体移动时乘坐

的交通工具，这里称之为“乘坐用交通工具”。

例（6）的“交通工具+で”修饰「運ぶ」类动词，

表示主体使用某种交通工具把客体从A处送到B

处。除了客体，交通工具也在发生移动[4]。通过把

例（6）改写为例（16）这样的转折复句并检验各句

语义上是否合理，可以证明这一点。

（16）a * トラックで引っ越し荷物を運んだが，

トラックは移動しなかった。

* 用卡车搬行李，但卡车没有移动。

b * バスで園児を送り迎えしたが，バスは

移動しなかった。

* 用巴士接送上幼儿园的孩子，但巴士没

有移动。

c *船で人を渡したが，船は移動しなかった。

* 用船渡人，但船没有移动。

d * 列車で貨物を輸送したが，列車は移動

しなかった。

* 用列车运输货物，但列车没有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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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交通工具可以理解为主体使客体发生

移动时使用的交通工具，这里称之为“搬运用交通

工具”。

因此，例（3）和例（6）的交通工具可以分为“乘

坐用交通工具”和“搬运用交通工具”两种类型。相

应地，表示交通工具的「で」可以分为表示“乘坐用交

通工具”的「で」，和表示“搬运用交通工具”的「で」。

2.2 表示乘坐用交通工具和表示搬运用交通工

具的「で」的区别

根据第 1和第 2.1节的分析结果，例（3）的各

例可以整理为句型“乘坐用交通工具+で+「行く」

类动词”，例（6）的各例可以整理为句型“搬运用交

通工具+で+「運ぶ」类动词”。

下面借鉴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尤其是关

于格助词「で」的意象图式的研究成果[5]，将上述两

个句型图示化，从中对比表示“乘坐用交通工具”

的「で」和表示“搬运用交通工

具”的「で」的区别。

2.2.1“乘坐用交通工具+で+

「行く」类动词”的图示

例（3a）「汽車で行く」可

以图示化为图 2。在图 2 中，

箭头表示移动行为「行く」及

其移动路径；白圈表示「行く」

的主体；灰圈表示乘坐用交通

工具「汽車」；白圈在灰圈之

上，表示主体乘坐了该交通工

具；四个白圈及灰圈水平排

列，表示主体与乘坐用交通工

具一起移动。

例（3b）「砂漠を車で駆け

る」可以图示化为图3。在图3

中，箭头表示移动行为「駆け

る」及其移动路径；白圈表示

「駆ける」的主体；灰圈表示乘

坐用交通工具「車」；白圈在灰

圈之上，表示主体乘坐了该交

通工具；四个白圈及灰圈水平

排列，表示主体与乘坐用交通工具一起移动；长方

形表示「駆ける」的场所「砂漠」。例（3d）「市内を

バスで観光する」的图示与例（3b）相同。

例（3c）「駅まで自転車で往復する」可以图示

化为图 4。在图 4中，双向箭头表示移动行为「往

復する」及其移动路径；白圈表示主体；灰圈表示

乘坐用交通工具「自転車」；白圈在灰圈之上，表示

主体乘坐了该交通工具；四个白圈及灰圈水平排

列，表示主体与乘坐用交通工具一起移动；正方形

表示「往復する」的终点「駅」。

根据图 2、3、4，由例（3）的各例整理出的句型

“乘坐用交通工具+で+「行く」类动词”可以图示化

为图5（即图2）。

2.2.2“搬运用交通工具+で+「運ぶ」类动词”的图示

例（6a）「トラックで引っ越し荷物を運ぶ」[6]

可以图示化为下页图6。在下页图6中，垂直箭头

表示搬运行为「運ぶ」，水平箭头表示「運ぶ」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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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 

 乘坐用交通工具「自転車」 

 移动行为「往復する」及其路径 

 终点「駅」 

图4 「駅まで自転車で往復する」的图示

 

 

 

 

 

 

主体 

乘坐用交通工具 

移动行为及其路径 

 

图5 “乘坐用交通工具+で+「行く」类动词”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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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动行为及其路径；实线白圈

表示主体，虚线白圈表示客体

「引っ越し荷物」，灰圈表示搬运

用交通工具「トラック」；主体作

用于客体，使得客体被置于搬运

用交通工具之上，并发生移动；

四个虚线白圈及灰圈水平排列，

表示客体与搬运用交通工具一

起移动。例（6c）「船で人を渡

す」和例（6d）「列車で貨物を輸

送する」的图示与例（6a）相同。

例（6b）「バスで園児を送り

迎えする」可以图示化为图 7。

在图 7中，垂直箭头表示搬运行

为「送り迎えする」，双向水平箭

头表示「送り迎えする」蕴涵的

移动行为及其路径；实线白圈表

示主体，虚线白圈表示客体「園

児」，灰圈表示搬运用交通工具

「バス」；主体作用于客体，使得

客体被置于搬运用交通工具之

上，并发生移动；四个虚线白圈

及灰圈水平排列，表示客体与搬

运用交通工具一起移动。

根据图6、7，由例（6）的各例整理出的句型“搬

运用交通工具+で+「運ぶ」类动词”可以图示化为

图8（即图6）。

2.2.3两种「で」的不同作用

对比“乘坐用交通工具+で+「行く」类动词”的

图示（图5）和“搬运用交通工具+で+「運ぶ」类动词”

的图示（图 8），可以发现：表示乘坐用交通工具的

「で」的作用在于补充说明主体的移动，表示搬运用

交通工具的「で」的作用在于补充说明客体的移动。

在这里，用图9a和图9b表示上述两种「で」的

不同作用。

3 表示交通工具的“用”和「で」的异同

本节将回答引言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例

（3）的“交通工具+で”不能翻译为“用+交通工具”，

而例（6）的“交通工具+で”能翻译为“用+交通工

具”。在此之前，先把例（3）和例（6）及其汉译例

（5）和例（8）的各例整理为句型，并将它们的对应

情况归纳为表1，以方便论述。

表1 例（3）和例（6）的日汉互译情况

例（3）

例（6）

乘坐用交通工具+で+

「行く」类动词

搬运用交通工具+で+

「運ぶ」类动词

例（5）

例（8）

*用+乘坐用交通工具+

“去”类动词

用+搬运用交通工具+

“搬”类动词

如表 1所示，例（3）不能翻译为例（5），例（6）

能翻译为例（8）。结合第 1和第 2节的分析结果，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表示交通工

 

 

 

 

 

 

 

 主体 

 客体「引っ越し荷物」 

 搬运用交通工具「トラック」 
 搬运行为「運ぶ」 

 「運ぶ」蕴涵的移动行为及其路径 

 

图6 「トラックで引っ越し荷物を運ぶ」的图示

 

 

 

 

 

 

 主体 

 客体「園児」 

 搬运用交通工具「バス」 

 搬运行为「送り迎えする」 
 「送り迎えする」蕴涵的移动行为及其路径 

 

 

图7 「バスで園児を送り迎えする」的图示

 

 

 

 

 

 

 

 主体 

 客体 

 搬运用交通工具 

 搬运行为 

 搬运行为蕴涵的移动行为及其路径 

 

图8 “搬运用交通工具+で+「運ぶ」类动词”的图示

 

 

 

 

 

 

 
 

 

 主体 

 乘坐用交通工具 

 移动行为及其路径 

 

a 

 

 

 

 客体 

 搬运用交通工具 

 移动行为及其路径 

 

b 

图9 两种「で」的不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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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で」能表示乘坐用交通工具和

搬运用交通工具；而表示交通工具

的“用”只能表示搬运用交通工具，不

能表示乘坐用交通工具。

表示搬运用交通工具的“用”和

「で」在语法上，都能和名词构成介

词短语，修饰动词；在语义功能上，

都起到补充说明客体的移动的作用。以例（8a）

“用卡车搬行李”为例，其图示（图10）和例（6a）「ト

ラックで引っ越し荷物を運ぶ」的图示上页（图6）

相同；“用”和「で」在其中的作用也相同：补充说明

客体的移动。因此表示搬运用交通工具的“用”可

以图示化为上页图中的9b。

4 结 语

日语的格助词「で」和汉语的介词“用”都能表

示交通工具，但我们认为这两者有所不同：考察例

（3）和例（6）的日汉互译情况，可以发现“交通工

具+で”有时能翻译为“用+交通工具”，有时不能翻

译为“用+交通工具”。

针对这一现象，本文首先分析了例（3）和例

（6）的区别，指出例（3）的“交通工具+で”所修饰的

动词是「行く」类动词，例（6）的“交通工具+で”所

修饰的动词是「運ぶ」类动词。在此基础上，根据

所修饰的动词的不同性质，将例（3）和例（6）中的

交通工具分为“乘坐用交通工具”和“搬运用交通

工具”；相应地，将表示交通工具的「で」分为表示

乘坐用交通工具的「で」和表示搬运用交通工具的

「で」，并指出表示乘坐用交通工具的「で」的作用

在于补充说明主体的移动，而表示搬运用交通工

具的「で」的作用在于补充说明客体的移动。

结合例（3）和例（6）的日汉互译情况，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表示交通工具的日语格助词「で」

能表示乘坐用交通工具和搬运用交通工具，补充

说明主体或客体的移动；而表示交通工具的汉语

介词“用”只能表示搬运用交通工具，补充说明客

体的移动。

 

 

 

 

 

 

 主体 

 客体“行李” 

 搬运用交通工具“卡车” 

 搬运行为“搬” 

 “搬”蕴涵的移动行为及其路径 

 

图10 “用卡车搬行李”的图示

注

[ 1 ] 例（6）能否像例（7）这样翻译得视情况而定，而例（6）总能像例（8）那样翻译。因此在例（7）中，汉语译文前用问号标示。

[ 2 ] 关于移动动词，可以参考宫岛达夫（1972），寺村秀夫（1982），田中茂范・松本曜（1997），上野诚司·影山太郎（2001），鹫见幸美（2002），于

康（2002），松本曜（编）（2017）等等。

[ 3 ] 这些动词一般被称为“使役移动动词”。关于使役移动动词，可以参考寺村秀夫（1982），田中茂范・松本曜（1997），鹫见幸美（2002），工藤

和也（2015）等等。

[ 4 ]「運ぶ」类动词的主体不一定发生移动。请参考第1.2节。

[ 5 ] 关于格助词「で」的意象图式，菅井三实，森山新，杉村泰，岡智之做过详细的研究。请参考菅井三实（1997），森山新（2002），杉村泰

（2005），岡智之（2007，2013）等等。

[ 6 ] 在第1.2节我们指出「運ぶ」类动词没有蕴涵主体的移动，因此本节只考虑主体不发生移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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