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本文所谓的“处所”是指一种句法语义范畴，

即格语法所说的“处所格”（Locative），是指由动词

确定的动作或状态的处所。现代日语中“处所格”

往往用「で」「に」等格助词来标记，本文主要以处

所「デ」格为考察对象。句法上，处所「デ」格表示

与动词构成的非直接支配的，非强制性的关系（非

必须格），充当“连用修饰语”，即“状语”成分。

从具体语义来看，处所「デ」格属于空间范畴

的表达方式。有关“处所”（「場所」）和“空间”（「空

間」）的异同点，以往研究多有论述。如杨敬（2014）

就以格标记与维度的不同区别二者的差异。文中

指出，用「で」「に」标记的是“处所”，而用「を」标记

的是“空间”；“处所”是二维的，而“空间”是三维

的。本文认为这一结论缺乏说服力，也与人们的

常识相悖。首先，文中未明确说明格标记能够决

定格名词是“处所”还是“空间”的理由。其次，无

论“处所”还是“空间”，毫无疑问都是由长、宽、高

三大坐标表示的立体三维范围概念，绝不是只由

长、宽两个坐标表示的类似于地图的平面二维概

念。但是，这两个概念也并非完全相同。和气爱

仁（2002）认为“处所性”（「場所性」）是一个结合了

“地点性（「地点性」）”与“所在性（「所在性」）”的复

合概念。“地点性”指的是人们将自身认知空间中

的一点指定为某一特定地点，“所在性”指的是该

特定地点内存在某一实体。本文援引和气的观

点，将“处所”定义为：某一实体在该地点实施行

为。“处所”为“空间”的下位概念。以图1为例，灰

色的立方体表示“空间”，而小人读书所占据的白

色立方体则表示“处所”。

图1 “处所”与“空间”示意图

本文研究的处所「デ」格表示的空间范畴是一

个广义的概念，既指物理世界的空间，如「学校で」

「庭で」等“具象空间”；也指精神世界的空间，如

「夢の中で」「記憶の中で」等“抽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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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处所「デ」格句首分布表示事件发生的处所，句中宾语前分布表示动作进行的处所，句中宾

语后分布凸显处所焦点。三者可共现于同一句中，其语义范围为：句首分布＞句中宾语前分布＞句中

宾语后分布，符合时间范围原则，受包容原则支配。处所「デ」格的语义有多种指向，受客观现实、句法

位置、谓语语义特征等因素制约。其中，客观现实是最优先的制约因素，在其允许实现的前提下，处所

「デ」格的句法位置与谓语的语义特征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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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近年来，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考察「で」的多

义派生关系或多义形成机制的研究，以及辨析

「で」与「に」「を」等格助词的使用规则与表义功能

异同的研究是热点，而涉及「デ」格句法功能的研

究却不多见。

佐伯哲天（1975）指出，表示处所义的「デ」多

位于「ガ」之前，表示手段义的「デ」多位于「ガ」之

后。针对佐伯提出的这一「デ」格的句法位置与语

义特征之间的关系，矢泽真人（1992）通过开展语

序调查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处所义的「デ」往往

出现在主格之后。出现在主格之前的「デ」格表示

“场景限定”，出现在主格之后的「デ」格表示“动作

的场所”，二者与谓语之间分别构成“场景限定→
事件”“动作主体→动作”的句式。

城田俊（1993）从句法功能的角度探讨了处所

义与工具义「デ」格的差异。文中指出，工具义

「デ」格在句法上只修饰谓语动词，而处所义「デ」

格则修饰句中所有的格成分（如图2[1]）。

工具义： 〇〇が 〇〇を 〇〇で 〇〇に …… 述語

外所义： 〇〇で 〇〇が 〇〇を …… 述語

图2 工具义与处所义「デ」格的语义修饰范围

菅井三实（1997）认为城田的观点不够全面，

很多情况下处所「デ」格的语义只能修饰句子的某

些格成分，而不是全部。例如，

（1）太郎がベランダで星を眺めている。[2]

（2）花子が公園で子供を誘拐された。

（菅井三実，1997：7）

例（1）中，处所「デ」格「ベランダで」的语义修

饰的是主格「太郎」，而对格「星」并不在其修饰范

围内，因为「星」位于「ベランダ」的可能性很小。

而例（2）正好相反，处所「デ」格「公園で」修饰的是

对格「子供」，而主格「花子」不能确定是否也在修

饰范围内，因为“小孩”被诱拐时，“花子”很可能不

在公园里。

矢泽（2007）在矢泽（1992）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出句子的层级性（文の階層性），指出句子存在：

“场景设定”（「場面設定」）、“事件”（「出来事」）、

“动作”（「動き」）、“对象”（「働きかけ」）、“变化”

（「変化」）这五层结构，而处所「デ」格可以出现在

“场景设定”“动作”“对象”这三层上，例如：

（3）a A駅前で太郎が野菜を売っていた。[3]

b 太郎がA駅前で野菜を売っていた。

c 太郎が野菜をA駅前で売っていた。

（矢澤真人，2007：213）

例（3a）中的处所「デ」格位于“场景设定”层，

表示事件发生的处所；例（3b）中的位于“动作”层，

表示动作进行的处所；例（3c）中的位于“对象”层，

表示对象存在的处所。

这些日语的研究成果考察了处所「デ」格的部

分语义特征及语义修饰范围问题，但是既没有全

面、系统性地分析所有句法位置上处所「デ」格的

语义特征及语义修饰范围，也没有进一步深入阐

明其背后的原因与认知机制。

空间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表现形式之

一，人类的各种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空间内发生

的。因此，语言作为人类认识世界、表达世界、传

播信息的工具，它就不可避免地跟空间范畴发生

各种联系，也就是说，人类在对语言进行表征时不

可能不对空间范畴有所反映。虽然不同的语言会

因为思维方式、语言类型等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表

现形式，但人类对空间范畴的感觉与认识在心理

认知层面还是具有较大的统一性的（王灿龙，2008）。

汉语的处所状语成分“在+处所”与日语的处所

「デ」格基本对应，其语义功能与句法功能也有不

少相似之处，而前者的研究成果比较起来更加详

尽、深入。汉语“在+处所”的相关研究方法与研究

结论对揭示日语处所「デ」格的语义、句法功能有

很大的参考借鉴价值，故本文在此也做简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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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熙（1981）、范继淹（1982）考察了不同句

法位置的“在+处所”的语义特征，指出位于句首的

“在+处所”表示整个事件发生的处所；而位于句中

的“在+处所”表示动作发生的处所或状态呈现的

处所。候敏（1992）、俞咏梅（1999）、齐沪扬（1994）

等进一步细化了不同句法位置的“在+处所”的语

义指向，即指向动作的施事还是受事，并阐明其受

“时间顺序原则”（戴浩一，1988）、动词类型、句子信

息结构、客观现实等因素的制约。沈家煊（1999）提

及的“顺序原则与包容原则”、张国宪（2009）主张的

基于体验哲学的“次第扫描与总括扫描”等也为这

些语言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认知解释。

本文将在以上日语、汉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考察不同句法位置的处所「デ」格的语义特征及语

义指向，明晰其作为连用修饰语的句法功能。同

时，从语义、句法、语用等多个视角出发，探讨处所

「デ」格不同语义特征及语义指向的原因所在，并

尝试揭示其背后的认知机制。

2 处所「デ」格的句法位置与语义特征

从句子线性结构来看，处所「デ」格主要有三

种分布方式：句首分布、句中宾语前分布、句中宾

语后分布。例如：

（4）河原で子供たちが凧揚げをしている。

『明日のおもいで』

（5）彼女は閲覧室で新聞を読んでいた。

『なくさいで』

（6）全員が野菜か果物を学校で育てて観察す

るというテーマが与えられました。

『いつまでも花菜を抱きしめていたい』

按照以往研究成果的说法，例（4）句首分布的

「河原で」表示「子供たちが凧揚げをする」整个事

件发生的处所，这里也是「凧揚げをする」这一动

作进行的处所；例（5）句中宾语前分布的「閲覧室

で」表示「新聞を読む」这一动作进行的处所；例

（6）句中宾语后分布的「学校で」表示的似乎也是

「野菜か果物を育てて観察する」这一动作进行的

处所。如此看来，三者似乎并无明显区别。下面

我们从一些特殊的例子着手寻找突破口。

2.1 句首分布与句中宾语前分布

诚然，在一般的句法语境中，很难区别句首分

布的处所「デ」格所表示的“事件发生的处所”与句

中分布的处所「デ」格所表示的“动作进行的处所”之

间的差异。但是，当主语为不定指成分，或句中的主

语不只是一个的时候，二者的差别就显而易见了。

（7）a 隣の国で多くの高校生がボランティア

を実践しています。

b 多くの高校生が隣の国でボランティア

を実践しています。 （矢澤真人，2007：212）

（8）a 子どもの本の世界で、ライオンが喋った

り、甲虫が喋ったり、建物が喋ったりし

ている。 『読書百遍』

b *ライオンが子どもの本の世界で喋った

り、甲虫が喋ったり、建物が喋ったりし

ている。

例（7a）可理解为“在邻国，很多高中生从事志

愿者活动”，句中的高中生是邻国的高中生。而例

（7b）则倾向于被理解为“（我国的）很多高中生在

邻国从事志愿者活动”，句中的高中生不是邻国的

而是“我国”的高中生（矢泽 2007）。这是因处所

「デ」格「隣の国」不同的句法位置导致其语义修饰

范围不同所致。例（7a）中「隣の国」位于句首，修饰

「多くの高校生がボランティアを実践していま

す」整个句子，「高校生」也在其修饰范围之内，故理

解为邻国的高中生。而例（7b）中「隣の国」位于主

语之后，其修饰范围只涵盖「ボランティアを実践

しています」部分，并不包括主语「多くの高校生」，

故此处的「高校生」优先被理解为“我国的”高中

生。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其主语所属

的不同解释还源于主语的不定指性，及主语与处

所「デ」格之间可能存在的所属关系。如将主语换

成定指的「太郎」，或将处所「デ」格换成与主语之

间不存在任何所属关系的「グランド」，“事件发生

的处所”与“动作进行的处所”又难以明确区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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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例（8a）、例（8b）两个句子。例（8a）中

的三个主语「ライオン」「甲虫」「建物」进行「喋る」

这一动作的处所都是「子どもの本の世界」，因此，

从语言的经济原则来考虑，处所「デ」格位于句首

也是最佳选择，因为这样一来，所有主语的动作都

被纳入了其语义修饰范围内。而例（8b）将「子ど

もの本の世界で」移入第一个主语之后，它的语义修

饰范围就缩小了，变成只是第一个主语「ライオン」

实施动作的处所，整个句子的语义发生了变化，故

句子也不再成立。

2.2 句中宾语前分布与宾语后分布

（9）a 太郎がA駅前で野菜を売っていた。=例（3b）

b 太郎が野菜をA駅前で売っていた。=例（3c）

（10）以前、彼女がアダルト小説を会社で書い

ていたり、かなり気持ち悪い一面をもっ

ているので、口を利きたくありません。

『中年女性論』

（11）彼女は両親の生き方を身近で見て、自分

がどのような年寄りになるかを日々考え

るチャンスに恵まれ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女六十歳からの心ゆたかな生き方』

如上所述，例（9a）的语义是“太郎在车站前卖

菜”，处所「デ」格「駅前で」表示动作「野菜を売る」

进行的处所。而例（9b）中，太郎卖菜的处所同样

也是车站前，但它的语义更倾向于被解释为“太郎

把菜放在车站前卖”（矢泽 2007）。二者的区别在

于：前者只是单纯地描述某件事，而后者带有言外

之意，即人们通常在市场里卖菜，而也许是因为车

站人流量大、生意好等原因，太郎有意不在市场里

而选择在车站前卖菜。

例（10）、（11）也是同理，只是充足的语境更有

利于我们理解它的言外之意。例（10）中，「アダル

ト小説を書く」这件事本身并不是“我”讨厌“她”，

甚至不愿意和“她”说话的根本原因，而是“她”不

分场所地，在公司做这件事让“我”生厌，让“我”觉

得「かなり気持ち悪い」，这里明显强调了处所「デ」

格「会社で」。例（11）中，“她”之所以能够每天思

考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老人，根本的原因在于

“她”近在咫尺地观察着父母的生活方式。这里凸

显的是“她”观察父母生活方式的地方是处所「デ」

格「身近で」，而不是相隔较远的其他地方。如果

将这两句中的处所「デ」格放到句中宾语之前，凸

显处所的语感就不会这么强烈了。

这是语序的调整引发句子焦点发生变化所

致。一般认为，例（9a）中「野菜を売る」这样的动

宾结合是句法中最紧密的结合，其语序也是自然

语序。而像例（9b）这样，有意将动词的非强制性

成分处所「デ」格「駅前で」插入动宾之间，破坏这

一紧密的结合，反自然语序而行之的做法则是凸

显语序。自然语序以感知为基础，而凸显语序则

带有说话人的兴趣、牵涉焦点（戴浩一，1991）。可

见，例（9b）、（10）、（11）这样的处所「デ」格后置处

理方式的目的正是在于强调、凸显处所这一焦点。

2.3 句首分布、句中宾语前分布与宾语后分布

处所「デ」格的这三种分布方式并不是互斥的，

它们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句子的不同句法位置

上，但其受到一定语义范围规律的制约。

（12）a 東京で学生が公園で野菜をベンチの上

で販売した。

b *公園で学生が東京で野菜をベンチの

上で販売した。

c *東京で学生がベンチの上で野菜を公園

で販売した。 （矢澤真人，2007：250）

当三种分布方式的处所「デ」格共现于同一句

子中时，位于句首的、表示事件发生处所的处所

「デ」格的语义范围必须是最大的，而位于句中宾

语之后的、凸显动作进行处所的处所「デ」格的语

义范围必须是最小的，位于句中宾语之前的处所

「デ」格的语义范围介于二者之间。

语义范围：句首分布＞句中宾语前分布＞句

中宾语后分布

这与汉语处所状语表达中，语义范围对语序

的制约规律相同。例（13a）中，句首分布的“在学

校”的语义范围最大，句中分布的“在宿舍里”的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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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范围次之，句尾分布的“在暖气片上”的语义范

围最小。颠倒其中任何两个处所状语的句法位置

句子都无法成立。

（13）a 在学校，我在宿舍里接了一根地线在暖

气片上。[4]

b *在宿舍里，我在学校接了一根地线在暖

气片上。

c *在学校，我在暖气片上接了一根地线在

宿舍里。 （范继淹，1982：72）

戴浩一（1988）提出用时间范围原则（The prin-

ciple of temporal scope，以下简称PTSC）来解释这

一汉语语序现象。PTSC可以表述为：“如果句法

单位X表示的概念状态在句法单位Y表示的概念

状态的时间范围之中，那么语序是YX”，要求时距

小的成分排在时距大的成分之后[5]。众所周知，时

间是空间的隐喻。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空间范畴

概念，即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大范围总是先

于小范围成分。在这里，我们发现PTSC不仅是一

条适用于解释汉语语序的普遍原则，它同样适用

于解释日语的语序，至少是日语处所状语的语序。

语言现象的背后是人们的认知机制在起作用。

沈家煊（1999）就曾主张，句式不等于不同词类的

序列，而是一个完形（Gestalt），即是一个整体结

构。句式的整体意义来自于认知主体的一个整体

性的心理意象，受到一些基本的认知原则的支

配。其中，他提到了一个包容原则，即如果B包容在

A之内，那么A就不可能包容在B之内（如图3[3]）。

包容原则的提出应该是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容器图

示。容器图示是语言学领域最典型的图示之一，

“容器”和“内容物”的关系，即“容器”在外，“内容

物”在内，这也是认知上最基本的关系之一（Lakoff1,

987、Johnson, 1987、山梨，1995等）。包容原则可

以用来很好地解释例（12a）的语序。如上所述，

「東京で」是外层结构，它的语义修饰整个事件，范

围囊括这个事件中的所有动作；而「公園で」和「ベン

チの上」是内层结构，它们的语义只修饰后面紧随

的动作。而同属内层结构的「公園で」与「ベンチ

の上」之间，后者又隶属于前者，可以视作是它的

一个部分，三者构成图3b所示的包容关系。

ベンチ
公

园

東

京

ba

A B

图3 包容原则与日语处所「デ」格的句法位置

最后，简单地说明一下处所「デ」格处所义的

泛化问题。我们认为，处所「デ」格的句中宾语前

分布是最自然的语序，其处所义也是最典型的。

句首分布以及句中宾语后分布的处所「デ」格其处

所义都发生了泛化，前者接近范围义，后者接近手

段义。

（14）日本でもっとも大きなたて穴がみられ

るのは，新潟県青海町にある黒姫山の舞

込平である。 『日本の自然』

（15）a この映像のクマは、福井県名田庄村で、お

りで捕獲されました。 （『国会会議録』，2002）

b *この映像のクマはおりで、福井県名田

庄村で、捕獲されました。

如例（14）所示，范围「デ」格通常位于句首，表

示谓语评价、属性、状态等成立的空间，其语义修饰

整个句子。句首分布的处所「デ」格表示整个事件

发生的处所，其语义也修饰整个句子。二者有很高

的相似度，都像一个“舞台”，为后项事件或状态的

成立提供一个支撑的空间。从这个角度看，处所

「デ」格也可以理解为事件发生所涉及的范围。

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语义的「デ」格，手段

「デ」格带有最强烈的动作主体的主观性与意志

性，故句法位置中最接近动词的也是手段「デ」

格。单看处所「デ」格与手段「デ」格的句法位置，

如例（15a）所示，在自然语序中，前者必须位于后

者之前，反之句子则无法成立（15b）。也就是说，

正常的处所「デ」格所蕴含的主观性与意志性要弱

于手段「デ」格。从句子结构来看，句中宾语后分

布的处所「デ」格在句法位置上非常接近手段「デ」

格，即最接近动词，因此它比句首分布、句中宾语

前分布的处所「デ」格带有更强的主观性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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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表示主语特地选择、有意为之的结果。故我们

认为，此处的处所「デ」格的处所义也发生了一定

程度的泛化，有些接近于手段义。

3 处所「デ」格的语义指向

本节将探讨处所「デ」格的不同语义指向，即

动作进行时，动作的参与者（施事和受事）是否位

于该处所，以及其背后的制约因素。由于处所

「デ」格是动词的非强制性成分，为了便于比较其

与动词的强制性成分，即施事和受事的不同语义

关系，本文选择施事作主语、受事作宾语这种无标

记语序的施动句核心句作为考察处所「デ」格语义

指向的句法语义结构框架。

3.1 客观现实对语义指向的制约

范继淹（1982）曾指出：“句法形式受语义内容

的约束，而语义内容受客观现实的约束。”（范继

淹，1982：73）确实，在影响处所「デ」格语义指向的

因素中，客观现实是最优先的制约原则。例如：

（16）a ベランダで太郎が星を眺めている。

b太郎がベランダで星を眺めている。＝（1）

c太郎が星をベランダで眺めている。

上述例句中，处所「デ」格「ベランダで」只有

一种语义指向，就是单指施事「太郎」。这是由客

观现实决定的，受事「星」存在于天空，一种绝对空

间之中，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随意的移动，这

是其恒定的物理性特征，不因人的意志为转移，故

「星」存在于「ベランダ」的可能性为零。因此，无

论处所「デ」格「ベランダで」分布在什么句法位置

上，其语义指向都是固定的。

3.2 句法位置对语义指向的制约

例句 17（a）、18（a）、19（a）的主要成分：施事

「猟師」、受事「鹿」、处所「デ」格「谷間で」、动作「見

つける」是相同的。仅从客观现实来看：①（山谷

里的）猎人发现了（同在山谷里的）鹿；②（位于山

谷以外其他地方的）猎人发现了（山谷里）的鹿；③
（山谷里的）猎人发现了（位于山谷以外其他地方

的）鹿。这三种情况都有发生的可能性，不存在类

似例（15）的非客观现实性之说。在这种客观现实

允许实现的前提下，句法位置就成了制约处所「デ」

格语义指向的重要因素。

（17）a谷間で猟師が鹿を見つけた。

b谷間で山頂の猟師が鹿を見つけた。（同上）

c谷間で猟師が山頂の鹿を見つけた。

（矢澤真人，2007：213）

（18）a猟師が鹿を谷間で見つけた。

b山頂の猟師が鹿を谷間でみつけた。

c猟師が山頂の鹿を谷間でみつけた。

（19）a猟師が谷間で鹿を見つけた。

b山頂の猟師が谷間で鹿をみつけた。

c猟師が谷間で山頂の鹿をみつけた。

例（17）句首分布的处所「デ」格的语义修饰范

围是整个句子，它的语义一般同时指向施事与受

事。我们最倾向于这样去理解这句话，事件发生

时，猎人与鹿都位于山谷中。但是，在施事与受事

之间，此时的处所「デ」格与施事的关系更加紧

密。如果将施事剥离处所「デ」格，句子的成立就

会受到影响。例（17b）中，处所「デ」格「谷間で」已

经限定了事件发生的处所范围，这时，在施事「猟

師」前加上定语「山頂の」，使施事离开山谷，位于

山顶，那么二者之间就会产生矛盾，句子也就无法

成立了。然而，如例（17c）所示，用定语「山頂の」

来修饰受事「鹿」，让处所「デ」格的语义只指向施

事，而不再指向受事，句子依然可以成立。

例（18）句中宾语后分布的处所「デ」格的语义

指向正好与例（17）相反。「谷間で」可以同时指向

施事「猟師」与受事「鹿」（例18a），也可以单指受事

（18b），但不可以单指施事（18c）。可见，在施事与

受事之间，句中宾语后分布的处所「デ」格与受事

的关系更加紧密。

与前面两种句法位置相比，例（19）句中宾语

前分布的处所「デ」格的语义指向是最自由的，它

既可以双指施事与受事，即猎人在山谷中发现了

鹿（19a）；也可以单指受事，即山顶的猎人发现了

在山谷里的鹿（19b）；也可以单指施事，即猎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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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发现了山顶上的鹿（19c）。

3.3 谓语语义特征对语义指向的制约

在客观现实条件允许的前提下，除了句法位

置以外，谓语的语义特征也会制约处所「デ」格的

语义指向。例如：

（20）東京文京区で歩行者の若者が現金を

拾った。 『あした来る人』

（21）ボクもクラブでその先輩を殴った。

『主役』

（22）犯人は彼を他の場所で絞殺した。

『異型の街角』

例（20）句首分布的处所「デ」格「東京文京区

で」、例（21）句中宾语前分布的处所「デ」格「クラ

ブで」与例（22）句中宾语后分布的处所「デ」格「他

の場所で」，其语义指向均只有一种，即双指施事

与受事，与 3.2的例句不同，不存在单指施事或受

事的可能性。这是由其谓语动词「拾う」「殴る」

「絞殺する」的语义特征决定的。「拾う」的语义是

「落ちている（落とした）物を取り上げる」，「殴

る」的语义是「こぶしを振り下ろして、相手の顔

や頭に強い衝撃を加える」，「絞殺する」的语义是

「〔ひも・縄などで〕首をしめて殺すこと」。这些

语义特征有一个共性，就是不允许远距离实施该

动作，本文记作[-远距离性]。实施以上三个动作

主要依靠的都是人的手臂，而从施事的手臂到受

事的长度是很有限的，从人的这一物理性特征我

们可以判断，远距离很难实施该动作。正是因为

双方必须在近距离内，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同一处

所内实施动作，所以处所「デ」格的语义自然倾向

于指向施事与受事两方。与此相对，3.2例句中的

谓语动词「見つける」的语义是「発見する」，而“发

现”这一动作是允许远距离实施的，本文记作[+远

距离性]。人们本来就拥有一定远度的视力范围，

如果借助望远镜等现代工具，还能很大程度地扩

大这一范围。因此，「見つける」并不要求施事与

受事在动作进行时位于同一处所，这就为其处所

「デ」格单指施事或受事带来了可能性。

（23）a彼女は皿の中でパラフィンのかたまり

を溶かしている。

b彼女は皿の中でパラフィンのかたまり

を見ている。

c彼女は部屋の中でパラフィンのかたま

りを見ている。 『シャボン玉の科学』

（24）彼は灰皿の中で煙草の吸殻をもてあそび

ながら言った。 『無伴奏』

例（23a）中，虽然谓语动词「溶かす」不是远距

离可以实施的动作，但受到客观现实最优先原则

的制约，「皿の中で」单指受事「パラフィンのかた

まり」，因为施事「彼女」不可能位于「皿の中」。再

来看例（23b），同理，此处的「皿の中で」同样必须

单指受事「パラフィンのかたまり」，但是句子本

身变得无法成立。而将处所「デ」格换成例（23c）

「部屋の中で」，句子就得以成立。本文认为，这与

谓语动词语义特征中的他动性有较大关联。

许慈惠、杨敬（2011）根据对象=受事受到动作

影响程度的大小来区别动词他动性的强弱，如对

象发生完全内在变化的消灭义动词「（火を）消す」

的他动性最强，对象完全不发生变化的心理性动

词「（ふるさとを）偲ぶ」的他动性最弱。按照这个

说法，「溶かす」的他动性较强，会导致对象发生形

态上的变化，本文记作[↑他动性]；而「見る」的他

动性较弱，并不会给对象造成任何变化，本文记作

[↓他动性]。在处所「デ」格的语义指向只有单指

受事一种的情况下，谓语动词必须是[↑他动性]动

词。[↑他动性]动词能够引起受事的变化，其语义

特征中隐射了受事的存在，故受事易与处所「デ」

格发生关系，处所「デ」格可以单指，并且唯一指向

受事（例 23a、24）。而[↓他动性]动词不会引起受

事的太多变化，其语义特征主要隐射的是施事，基

本没有涉及到受事，此时如果处所「デ」格因客观

现实制约只能指向受事，就与谓语动词的语义特

征产生矛盾，故句子无法成立。例（23c）之所以可

以成立，就是因为谓语动词「見る」虽然是[↓他动

性]，但是此句的处所「デ」格「部屋の中で」的语义

存在指向施事的可能性，而并不是只有单指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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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种指向。

综上所述，客观现实、句法位置、谓语的语义

特征是制约处所「デ」格语义指向的因素。其中，

客观现实的制约能力是最强、最优先的，在客观现

实允许的前提下，处所「デ」格的句法位置与谓语的

语义特征也是影响因素。而谓语的语义特征中，[+

远距离性][↑↓他动性]是两个重要的因素。

5 结 语

本文结合日语、汉语的先行研究考察了处所

「デ」格的句法位置、语义特征及语义指向。从句

子线性结构方面来看，处所「デ」格主要有三种分

布方式：句首分布、句中宾语前分布、句中宾语后

分布。句首分布表示事件发生的处所，语义接近

范围义；句中宾语前分布表示动作进行的处所，语

义为典型处所义。二者的差异在于主语为不定指

成分，或句中的主语不只一个时显现。句中宾语

后分布凸显处所为焦点，语义接近手段义。处所

「デ」格的这三种分布方式并不是互斥的，它们可

以共现于同一个句子中，语义范围规律为：句首分

布＞句中宾语前分布＞句中宾语后分布。这与汉

语处所状语的语序相同，符合时间范围原则

（PTSC），可以用人们认知机制中的包容原则来进

一步解释。

处所「デ」格的语义有多种指向，但其并非杂

乱无章，而是有迹可循的。客观现实、句法位置、

谓语的语义特征都是制约处所「デ」格语义指向的

因素。其中，客观现实是最优先的制约原则。在

客观现实允许实现的前提下，处所「デ」格的句法

位置与谓语的语义特征也是影响因素。而谓语的

语义特征中，[+远距离性][↑↓他动性]是两个重

要的因素。[+远距离性]为处所「デ」格语义单指

施事或单指受事创造条件，[↑他动性]为处所「デ」

格语义单指，且唯一指向受事的必须条件。

例句出处

本文例句除特殊标记之处皆出自“现代日语书面语均衡语料库BCCWJ中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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