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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笔者根据前后项事件主体是否相同，将事实

条件句分为继起与契机两类。同一主体的为继起

类，不同主体的为契机类。关于契机类事实条件

句，笔者认为其基本语义可以概括为“后项在前项

描述的情形、状态下发生、展开”。这里的“情形、

状态”是时间、空间和逻辑三方面的集合体。基于

这样的基本认识，笔者首先按照前后项事件的具

体语义关系将其分为时间类、时间因果共存类。

时间类

（1）夕食を終えて自分の部屋へ帰ると（帰っ

たら）、佐沼から電話がかかってきた（崖）

（2）〈Ｐハウス〉へ戻る途中、駅前でバスを待っ

ていると（待っていたら）、またケータイ

が鳴った。 （赤川 次郎『利休鼠のララバイ』）

（3）チャミアンが女性用トイレに入ったら

（入ると）、ひとつしかない手洗い場で誰

かが靴下を洗っていた。

（ロナルド・ビッグズ著，藤井留美译，『大列車強盗の痛快一代記』）

时间因果共存类

（4）お茶を飲み終えたおばあさんが、「どれ！」と

言って立ちあがると（立ちあがったら）、、みん

ながどやどやと部屋に入ってきました。

（今村葦子『良夫とかな子』）

（5）二週間後、私が南京に帰ると（帰ったら）、

彼はまた妹の王楓を連れて苜蓿園を訪れ

たが、そのときは私は彼にあまり愛想よ

くしなかった。

（丁玲著，田畑佐和子译，『丁玲自伝』）

（6）彼が泣いて叫んでいると(叫んでいたら)、

傍らを通りかかった或る人がその嘆き声

を聞いてやってきました。 （イソップ，64）

（7）夜になると冷え込みはきつくなり、僕は

寒さで眠るどころではなかった。翌日、

歩いていると（歩いていたら）、次第に頭

が痛くなってきた。

（野口健『落ちこぼれベレス「ト」』）

进一步结合构句形式，我们可以整理出以下

形式与语义的对立关系，即下页表1。

「タラ」与「ト」事实条件句中的认知语言学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毛 伟

[摘要] 在“前后项事件主体不同的契机类事实条件句”中存在「タラ」与「ト」可替换的现象。以往研

究中的“内部体验”与“外部观察”的“内外视角主张”为该语言现象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但仍然有相关

的语言事实无法得到充分合理的说明。为此，本文以人称的选择与限制使用为突破口，通过认知语言

学的“识解”理论对「タラ」与「ト」在契机类事实条件句中的运用进行分析，找出了「タラ」与「ト」在该

类事实条件句中选择使用的根本机制，完善了先行研究中从“说话者认知视角”对这一语法现象的考

察，明确了“视角”与“识解”中语言主体认知域的不同。

[关键词] 事实条件句 ト タラ 认知视角 识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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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的Ⅰ-Ⅲ三种构句所表达的契机类事实

条件句，有时可以使用「ト」连接，有时可以使用

「タラ」连接。譬如（1）-（7）中「タラ」和「ト」可以

相互替换,这一点已经经过母语者确认。这种互

换是基于两者的共通点，即「タラ」と「ト」の事実

的な用法には「新たな状況」における「新たな認

識の成立」という共通のパターンを認めること

ができるのである」。[1]

那么，契机类事实条件句中的「タラ」与「ト」

又有何差异呢？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具体讨论。

1 什么是内外视角主张

鈴木义和（1986）指出，在「家に帰ると、食事

の用意ができていた」（构句Ⅱ）等发现类与「家で

昼寝をしていると、友達から電話がかかってき

た」（构句Ⅲ）等出现类的「ト」事实条件句中，对后

项事件进行认识把握的只能是前项的主体。铃木

把这两类形式的「ト」事实条件句称为“前句内视

点型”。这里的“前句内视点型”中的“视点”也就

是本文中的“视角”，“前句内视点”可以理解为本

文后面提到的“内部经历者视角”。即，在该类事

实条件句中，其前项原本就是用来表达说话者的

动作、亲身经历的。所以，前项主语省略时，必然

意味着其主语是说话者，譬如用「ト」连结时的例

（2）（7）；而当前项主语是说话者以外的其他人时，

那么必须要采用表示传闻的语言形式，如（8）。

（8）島村さんが宿に帰ると、食事の用意がで

きていたそうだ。 （鈴木，1986）

另外，类似（3）（6）的「ト」事实条件句虽然属

于“前句内视点型”且前项主语非说话人，但没有

采用铃木所说的传闻形式。

（3）チャミアンが「女性用」トイレに入ると、

ひとつしかない手洗い場で誰かが靴下を

洗っていた。

（ロナルド・ビッグズ著，藤井留美译，『大列車強盗の痛快一代記』）

（6）彼が泣いて叫んでいると、傍らを通りか

かった或る人がその嘆き声を聞いてやっ

てきました。 （イソップ，64）

关于这一点，铃木指出，在小说或故事中表达

传闻的形式之所以有时可以省略，是因为说话者

的视角可以自由移动到他人身上。本文中所提到

的“视角”包括“内外视角主张”中的“视角”是指说

话者在识解事件这一认知过程中所在的位置、立

足点，相当于日语的「視座」。即语言主体视线的

出发点。

而在表示继起类的「Aが～ると、Aが～た。」

以及「Aが～ると、Bが～た。」（构句Ⅰ）类型的

「ト」事实条件句中，说话人认识、把握后项事件的

视角则是独立于前后项事件的，铃木称其为“视点

独立型”，这里的“视点独立型”中的“视点独立”可

表1 契机类事实条件句前后项构句形式与其语义类型的对应关系

构句形式

Ⅰ Aが～ると、Bが～た。

Ⅱ Aが～ていると、Bが～た。

Ⅲ Aが～ると、Bが～ていた。

ⅳ Aが～ていると、Bが～ていた。

语义范畴

时间类

时间因果类

时间类

时间因果类

时间类

关于构句「Aが～ていると、Bが～ていた。」也有相应的实例譬如：起きていたところでどうせ

何事もないにきまっていると、、たかをくくっていた。（江戸川乱歩『江戸川乱歩推理文

庫』）。但鲜有出现，关键是因为该构句形式是「とき」的功能范围，即「Aが～ているとき、B

が～ていた。」才是自然的构句形式。

具体语义

后项是语言主体或前项主语发现、意识到的内容

语义不唯一

后项是语言主体或前项主语发现、意识到的内容

语义不唯一

后项是语言主体或前项主语发现、意识到的内容

例句

（1）

（4）（5）

（2）

（6）（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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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解为本文后面提到的“外部观察者视角”。譬

如用「ト」连结时（1）（4）（5）。

对此，有田节子（1991）、莲沼昭子（1993）提出

了不同观点。其中，莲沼（1993）指出在“发现”与

“出现”用法的「ト」事实条件句中，说话人的视角可

以独立于前项主语的视角之外而单独存在。「ト」事

实条件句的任何用法都具有“独立视点”。同时，莲

沼认为适用于“前句内视点型”主张的不是「ト」而

是「タラ」。在该认识的基础上，蓮沼提出了「ト」和

「タラ」内外视角的主张。并将「タラ」与「ト」的区

别归结为说话人描述事件的内外视角的不同。

（9）事実的な「タラ」は、前件の事態が成立し

た状況において、後件の事態を話し手が

実体験的に認識するといった関係を表す

場合に使用される。 （蓮沼昭子，1993：78）

（10）事実的な「と」は、前件の事態が成立した状

況における、後件の事態の成立、あるいは

それに対する認識の成立を、話し手が外部

からの観察者の視点で語るような場合に

使用される。 （蓮沼昭子，1993：179.）

本文中将（9）（10）称为“内外视角主张”。此外，

前田直子（2009）对蓮沼（1993）中「タラ」的主张，作

了进一步补充。前田指出「話し手の実体験的な認

識は必ずしも後件だけではなく、前件においても

重要であり、「たら」の前件は単なる事態が成立し

た状況ではなく、やはり話し手がその成立を認め述

べているという関係が必要であろうと思われる」。[2]

2 内外视角主张的不足

2.1 关于「タラ」的内部体验者视角

基于（9）（10）的认识，蓮沼（1993）指出（11）中

使用「タラ」是不自然的，原因是在描述他人（说话

者以外得其他人）的经历时没有出现明确标志引

用的语言形式。

（11）あるとき、坂口さんが、彼の家へ「牛の乳

をしぼるところを見せてくれ」といって、

遊びに行ったら、躍り上がるようにして

彼は喜んだ。（×）

（朝日新聞，1992-08-16）

因此，蓮沼认为如果在句末加上「という」等

表示引用的语言形式则句子是自然的，如（12）。

（12）あるとき、坂口さんが、彼の家へ「乳をし

ぼるところを見せてくれ」といって、遊び

に行ったら、躍り上がるようにして彼は

喜んだという。（○） （蓮沼1993：75）

另一方面，莲沼（1993）还指出这种情况下如

果说话人不使用「タラ」，而用「ト」来描述他人的

亲身经历则非常自然，无需在语言形式上出现表

示引用他人经历的标志，如（13）。

（13）あるとき、坂口さんが、彼の家へ「牛の乳

をしぼるところを見せてくれ」といって、

遊びに行くと、躍り上がるようにして彼

は喜んだ。（○）

由此可见，按照莲沼（1993）的内外视角主张，

「タラ」事实条件句中的前项或后项是说话人亲身

经历的事件，说话人是事件的参与者。这就要求

「タラ」事实条件句中前后项两个主体中必定有一

个是说话人。所以相应的在语言形式上会以「わ

たし」「自分」等第一人称的形式出现或表现为主

语省略。

同时也就意味着如果语言形式上第三人称等

说话人以外的人做主语时，说话人「わたし」就不是

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了。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话者依

然要将事件作为自己的亲身经历用「タラ」来描述

的话，需要在语言形式上体现出事件并非说话人亲

身经历（说话人位于事件外部）的标记，如（12）。

但语言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这体现在「タラ」

在表示他人经历（非说话人亲身经历）的事件时，

有时可以不出现引用他人经历的语言标记，而是

直接使用。

（14）藪入りに出て来た時に、となりの足袋屋

のおかみさんが彼を見て、徳ちゃんは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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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に出る久松のようだと云ったら、かれ

は黙って真っ紅な顔をしていた。

（岡本綺堂『半七捕物帳13弁天娘』）

（15）いくらか隊伍をまばらに通っている。最

後の行進が通過した。気がついた伸子が

演壇の方を見たら、いつかそこも空になっ

ていた。 （宮本百合子『道標』）

（16）「おい、誰だい。さっきおれにものを云い

かけたのは。」山男が斯う云いましたら、

すぐとなりから返事がきました。

（宮沢賢治『山男の四月』）

由此可见，内外视角主张（9）并不能完全解释

相关的语言现象。

2.2 关于「ト」的外部观察者视角

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存在通过「ト」以内部

经历者视角表示说话人亲身经历的情况。这与

（10）提到的「ト」用于外部视角的观点并不一致，

如（17）-（21）。

（17）（レーリーは）ケルヴィンの有名な バlti-

more Lecture の一部にも顔を出した。これ

についてレーリーが後に息子にこんな話

をした。「実にあの講義は驚くべき芸当だっ

た。午前の講義を聞いていると、たった今、

朝食のときに吾々の話していた問題がも

う講義の種子になっているのを発見する

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った。」また母への手紙

にもこの講義が「例のタムソン式で、つま

り情熱的で、取り止めもなく声を出しなが

ら考えるという行き方」であったと評して

いる。 （寺田寅彦『レーリー卿（Lord Rayleigh）』）

（18）木戸を開けて表へ出ると、大きな馬の足

跡の中に雨がいっぱい湛えていた。

（『永日』）

（19）ウインドウごしにのぞいていると、指人

形をもてあそんでいた彼とわたしの目が

合った。

（カロリーヌ・リンク著，平野卿子译，『ビヨンド・サイレンス』）

（20）やがて、おいっと怒ったような声に目を

開くと、車は山道の端にライトをつけた

まま停っていた。

（紀和鏡 週刊朝日，2003）

（21）国境の長いトンネルを抜けると雪国で

あった。 （川端康成『雪国』）

其中，关于（18）经语料库确认，前项「開けて

出る」的主体是说话人，明确了前项主语是第一人

称，只不过文中省略了而已。同样的，笔者通过确

认原文的前后语境证实了（17）（19）（20）的前项主

语也属于第一人称的省略。至于（21），虽然前项

也省略了主语，但与其他4个例句有所不同，这一

点将在 4.4.1进行详细论述。通过（17）-（21）我们

找出了内外视角主张（10）中的不足之处。

事实上，在铃木（1986）、莲沼（1993）之前，久

野暲（1973）就曾提到过表事实条件的「ト」在使用

时的人称限制问题。

（22）僕は上着を脱ぐと、ハンガーにかけた。

（久野，1973：119）

关于（22）久野指出，「会話調の文としては非

文法的であるが、物語スタイルでは、話し手が、自

分の行動をあたかも第三者の行動であるかの如

く記述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3]。这与铃木

（1986）所指出的“在小说或故事中表达传闻的形式

之所以有时可以省略，是因为说话者的视角可以自

由移动到他人身上”这一观点相一致。

但是，这种“说话者视角”的“自由转换”是如何

实现的呢?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这里的“自由转

化”指的是类似（22）那样明确表示第一人称的情

形，并不包含（17）-（21）代表的第一人称主语省略

的情况（第一人称是否省略直接关系到视角的内外

定义，将在后面论述），这一问题同样有待解决。

笔者认为，（14）-（21）代表的语言事实与（9）

（10）的内外视角主张不一致这一事实，与说话者

使用「タラ」与「ト」描述事件时的认知模式的不同

密切相关。为此，本文将通过认知语言学中“识

解”理论，对内外视角度理论进行完善，同时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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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的内外”与“事件的内外”在语言主体的认知

中并非同一区域。

3 理论准备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客观世界在人类认知

中的反应。说话者在话语表达前会先对事件这一

语言编码的对象进行“识解”的认知处理。“识解”

具体是指说话者在语言编码时经历的认知过程，

包括选择关注事件的哪一部分（WHAT）和如何关

注（HOW）的问题。

同一事件可以被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这在语

言使用中是常见现象，这是由于语言的主体亦是

认知的主体，对同一事件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识

解方式，即使是同一人对同一事件的识解方式也

不是唯一的。识解的过程正如池上嘉彦（2010）指

出的那样「〈話者〉としての人間は…同一の事態

をいくつかの異なるやり方で把握し、異なる形

で言語化する能力を有している」[4]。其次，识解

方式不同导致对同一事件的语言编码（表达形式）

不同，从而引起语义的不同。可简单图示如下：

客观事件A→识解方式（包含视角的移动等）

Ⅰ→语言编码形式Ⅰ→语义Ⅰ
客观事件A→识解方式（包含视角的移动等）

Ⅱ→语言编码形式Ⅱ→语义Ⅱ
客观事件A→识解方式（包含视角的移动等）

Ⅲ→语言编码形式Ⅲ→语义Ⅲ……

简言之，就是识解方式不同导致语言形式不

同。“识解”（construal）的过程在语言表达中最能明

确体现认知主体（语言主体）对语言作用性（池上，

2011：49）。池上（2011）将事件把握分为“主观识

解”与“客观识解”两种。具体规定如下：

（23）〈主観的把握〉

話者は問題の事態の中に自らの身を置き、

その事態の当事者として体験的に事態把

握をする―実際には問題の事態の中に身

を置いていない場合であっても、話者は

自らがその事態に臨場する当事者である

かのように体験的に事態把握をする。[5]

（24）〈客観的把握〉

話者は問題の事態の外にあって、傍観者

ないし観察者として客観的に事態把握を

する――実際には問題の事態の中に身を

置いている場合であっても、話者は（自分

の分身をその事態の中に残したまま）自

らはその事態から抜け出し、事態の外か

ら、傍観者ないし観察者として客観的に

（自分の分身を含む）事態を把握する。

（池上嘉彦，2011：49）

山梨正明（2012）指出，在考虑日常语言所反

映主观性的问题时，Langacker提出的与主观性相

关的两个视角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山梨（2012）介

绍到，日常语言的视角构成分为“标准视角构成”

与“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构成”。前者是说话人

（认知主体）从外部对对象事件进行客观的理解和

认识；后者是说话人（认知主体）将自己的视角投

入到对象事件内部，将该事件作为自己的亲身经

历主观的理解和认识。

在此不难看出，池上所说的“主观识解”与“客

观识解”可以说是分别对Langacker的“以自我为

中心的视角构成”与“标准视角构成”的具体说明。

识解理论的重要一点是主观把握与客观把握

的实现以及两者间的相互转换问题。在主观识解

时，如果说话人原本就在事件内部，该情况下说话

人可以直接实现主观识解；如果说话人原本不在

事件内部，则说话人须要通过“自我投射”的认知

操作将自己放入到事件当中。客观识解时，如果

说话人原本就在事件外部，可以直接实现客观识

解；如果说话人在事件内部，则说话人则通过“自

我分裂”的认知操作走到事件外部。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自我投射”与“自我

分裂”并非是单纯的方向相反的两种认知操作。“自

我投射”时，说话人从事件外部进入事件内部，事件

外部不会留下说话者的任何痕迹。与“自我投射”

不同，语言主体进行“自我分裂”的认知操作时，说

话人在从事件内部走到事件外部的同时，还要把自

己的分身（前项或后项的主语）留在事件内部，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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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形式上的存在。池上（2015）将“事件识解”类

型转换的问题作为视角移动的问题来论述，并再次强

调了“自我投射”与“自我分裂”的这种“非对称性”。

（25）aあ、財布が落ちている。

bあ、私の前に財布が落ちている。

（25a）句中，说话人在描述钱包掉落这一事件

时，自己处在事件的内部，因此，说话人看不到自己，

在语言形式上表现为省略主语「私」。主语被认为是

第一人称且被省略时是典型的主观把握。（25b）句

中，说话人对事件进行的是客观识解。说话人从事

件内部走到事件外部的同时将自己的分身（主语

「私」）留在了事件内部。因此，说话人可以观察到自

己的分身，在语言形式上表现为主语「私」的出现。

就（25）所表达的事件的实际来说，因为说话人

本人就在事件内部，所以可以直接进行主观把握。

而b句为客观把握，该过程通过“自我分裂”的认知

操作才可以实现。就日语的表达习惯而言，日语具

有主观把握的倾向，因此，a句比b句更自然。

了解了“识解”理论，接下来笔者将运用该理论

进一步完善（9）（10）的「タラ」与「ト」的内外视角观

点，并探讨“内外视角”与“事件内外”的关联机制。

4 理论的具体应用

针对内外视角主张的不足点本文主张通过识

解理论分析「タラ」与「ト」事实条件句。在此，笔

者提出“场景”的概念，用以说明语言主体描写事

件的视角除了“事件内、事件外”，还有“场景内、场

景外”的区别，即，笔者主张“事件内”“场景外”“事

件外场景内”三个认知域。（如图1所示）。

场景外
场景内

事件外

事件内

图1 语言主体的三个认知域

所谓语言主体在“事件内”是指语言主体是事

件的参与者（作用者或被作用者）、亲身经历者；

“语言主体”在“场景外”是指说话者不在事件发生

的当下或者现场，是彻底的局外人。而“说话人在

场景内但在事件外”是指说话人虽没有直接参与

事件当中，但处在事件发生的现场，能够通过视

觉、听觉等感官对事件进行确认和感受，仍然属于

事件的亲身经历者。

同时，通过第 2节与第 3节的论述，我们知道

不论是“识解”理论还是“内外视角”的主张，都存

在主语选择与限定的问题。因此，本文下面按照

前项主语的不同，从“识解”理论的观点分别考察

前项主语为第一人称省略、第一人称明示、第三人

称明示三种情形下「タラ」与「ト」的使用情况。

4.1 前项主语为第一人称省略时

（26）a森の中を1時間くらい走っていたら、ク

マが出てきた。

b森の中を1時間くらい走っていると、ク

マが出てきた。

例（26）-（28）为作例，已经母语者确认为正确

的日语。

关于（26a），由于句中第一人称主语省略，因此

属于主观识解。从语言主体与事件间的关联方式出

发，该识解过程的实现有两种可能。一种可以表示

为：说话人实际在事件内部→无需认知操作直接实

现主观识解→得到第一人称主语省略的a句。如图

2所示。以下图2-图10中，「私」表示实际事件中的

说话人，「私私」表示认知过程中的说话人。图3-图10

场景外
场景内

事件外

事件内

私私

私

图2 （26a）的识解过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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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代表说话者（语言主体）视角的移动。从

上页图2可看出语言主体的视角没有发生转移。

另一种可能性是：说话人实际在事件外部→
需通过视角从场景外移动到事件内这一“自我投

射”的认知操作来实现主观把握→得到第一人称

主语省略的a句，如图3所示。

私

场景外

场景内

事件外

事件内

私私

图3 （26a）的识解过程2

关于（26b）句，本文将在4.4进行详细论述。

4.2 前项主语为第一人称明示时

（27）a私が森の中を1時間くらい走っていたら、

クマが出てきた。

b私が森の中を1時間走っていると、クマが

出てきた。

（27）中，因为第一人称主语为明示，所以 a、b

两句都属于客观识解。同时，主语为第一人称明

示还告诉我们语言主体实际在事件的内部。由

此，（27a）的识解过程可以表示为:说话人实际在

事件内部→“自我分裂”的认知操作实现客观把握→
得到 a句的表达。b句同样由于第一人称主语为

明示属于客观事件把握，其实现过程也可以表示

为：说话人实际在事件内部→通过“自我分裂”的

认知操作实现客观把握→得到 b句的语言表达。

但二者的“自我分裂”并不相同。笔者分别以图4、

图5来表示（27a）（27b）的识解过程。

如果我们只看到图 4、图 5都是通过“自我分

裂”操作实现这一点，难免会产生疑问：按照此前

的研究，既然说话人已通过“自我分裂”的认知过

程从事件内走到了事件外并且把自己的分身（前

项主语「私」）留在了事件内部，那么自然就应该使

用「ト」从外部视角描述事件，因而「タラ」不适用，

因此a句表达不成立。

但语言事实并非如此。关于这一点，笔者认

为关键在于说话人从事件内部到事件外部的“自

我分裂”这一认知操作有两种情况。为此，笔者提

出了“场景”的概念，如图4、图5所示。这里的“场

景”指事件发生的现场，意味着说话人的视角仍然

在事件发生的当下（包括空间与时间）。

从图 4、图 5中不难看出，一种“自我分裂”是

说话人从事件内部走到事件外部但是尚未走出

“场景”，即说话人的视角是在“事件外场景内”（图

4）。这时，事件仍然是作为说话人的亲身经历、直

接体验被描述，属于内部视角，所以依然使用「タ

ラ」。另一种“自我分裂”是说话人从事件内部走

到事件外部并且是场景的外部，即说话人的视角

在“场景外”（图5）。此时，说话者的视角已经从事

件发生的当下或者现场彻底转到了外部，称为外

部（观察）视角，因此，使用「ト」来描述事件。

私私

场景外

场景内

事件外

事件内

私

图4 （27a）的识解过程

私私

场景外

场景内

事件外

事件内

私

图5 （27b）的识解过程

由此可见，「タラ」与「ト」的内外视角理论中

所指的“内外”是指“场景的内外”，与识解理论中

“事件的内外”并不相同。本文中提出“场景”这一

概念，目的之一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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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前项主语为第三人称明示时

当前项主语不是第一人称时，说话者与事件

的关系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表达同一事件的语

言形式也随之变得更加多样。

（28）a彼が森の中を一時間くらい走っていた

ら、クマが出てきた。

b彼が森の中を一時間くらい走っている

と、クマが出てきた。

c彼が森の中を一時間くらい走っていた

ら、クマが出てきたという。

（28）的abc主语为第三人称，都属于客观识解

的例子。这也就意味着说话人现实中不可能处在

被描述的事件内部。关于a句，这里客观事件把握

的实现过程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性可以表示

为：说话人实际在事件外但场景内→无需认知操

作，在场景内部以亲身经历的内部视角直接描述

事件→得到a，如图6。

场景外

私

场景内

事件外

事件内

彼

图6 （28a）的识解过程1

另一种可以表示为：说话人实际上在事件外

部→须要通过“自我投射”的认知操作将自己投入

到场景内事件外→得到了同时使用第三人称（符

合了客观识解理论）与「タラ」（符合了场景内的内

部视角）的句子a，见右栏图7。

在此，结合图 3（26a）的识解过程 2我们可以

整理出，“自我投射”的认知操作也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说话人从事件外部直接到事件内部，这是

典型的客观识解到主观识解的转换。这时，前项

或后项的主语为第一人称省略，如（26a）。另一种

是说话者从事件外部没有走到事件内部，而是停

留在了场景内事件外。这时，说话者对事件的识

解仍然是客观的，主语可以是第一人称明示如

（27a）或第三人称明示如（28a）。因此，如果我们

把“自我投射”的认知操作理解为说话人将视角从

远离事件内部的地方投向靠近事件内部的话，那

么我们还可以得出通过“自我投射”的认知操作实

现的未必就是主观的识解。

关于 b 句，主语为第三人称亦属于客观识

解。这里客观识解的过程有两种可能。一种可以

表示为：说话人实际在场景外部→无需认知操作

直接使用「ト」以外部观察视角描述事件→得到构

句b，如图8。

场景外

场景内

事件外

事件内

彼
私

图8 （28b）的识解过程1

另一种可能可以表示为：说话人实际在事件

外但场景内→需要“自我分裂”认知操作从场景内

走到场景外，以外部观察视角描述事件→得到构

句b，见下页图9。

关于（28c），主语为第三人称属于客观事件把

握。其实现过程可以表示为：说话人实际在事件

外部→无需认知操作，而是通过明确引用他人的

场景外

私私

场景内

事件外

事件内

彼

私

图7 （28a）的识解过程2

26



日语语言研究2019年 第1期 总200号

经历实现对事件的客观把握→得到构句 c。也可

以使用上页图8表示。

4.4 关于第一人称省略时「ト」的使用

在前面讨论识解理论时，我们了解到“自我分

裂”操作需要在事件内部保留说话者的分身即语

言形式上要出现第一人称主语。但是，在日语中，

很多时候说话人使用「ト」表达自己过去所经历事

件时会省略主语，例如（17）-(20)以及（26）b。

（26）b 森の中を一時間くらい走っていると、

クマが出てきた。

（26b）中，根据识解理论及例子中语言形式上

第一人称主语的省略，可以断定说话人对事件进

行的是主观事件把握。但是，按照「タラ」与「ト」

的内外视角主张，表示外部观察视角的「ト」只能

表示客观识解，并不适用于主观识解，因此会得出

（26b）不成立这一与语言事实不符的结论。即，这

里出现了事件把握理论与内外视角观点相矛盾的

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4.4.1外部视角下的第一人称主语暂时省略

一种情形是说话人实际在事件内部，通过“自

我分裂”的认知操作走到了事件外部，以观察者的

身份描述过去的、已发生的自身经历。这里第一

人称主语本应在语言形式上体现出来但在语言事

实中却没有。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只是文章行文中短

暂省略主语的现象，往往在临近该句的前句或后句

明确出现了第一人称的主语。例如（29）（30）（31）。

（29）外へ出ると、月が明るくなっていた。

Going out, I saw the moon shining brightly.

（池上，2015）

（30）家に帰ると、食事の用意ができていた。

（鈴木，1986）

（31）家で昼寝をしていると、友達から電話が

かかってきた。 （鈴木，1986）

这是因为日语对事件主观把握的倾向显著，

与之相应的日语省略主语的倾向也很明显。这一

点，通过与英文的对比就可以看出。（29）中日文对

应的英文译文中明确出现“I”，是典型的对事件的

客观把握。例句（17）-（20）就属于这种情况。

4.4.2外部视角下的“假自我分裂”现象

例句（21）中人称省略情形下的「ト」的使用与

（17）-（20）等有所不同。

（21）国境の長いトンネルを抜けると雪国で

あった。 （川端康成『雪国』）

森田良行（2002）以《雪国》开头部分「国境の

長いトンネルを抜けると雪国であった。夜の底

が白くなった。信号所に汽車が止まった。」作为

例子讨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即主观识

解）”。池上（2011）也指出，例（21）中「語り手は汽

車に乗って移動する主人公に視点を合わせ、汽

車の移動に伴って汽車の中から見える外の情景

がどのように変化していくかを体験的に語ると

いう構図である」，同样将其作为“主观识解”。

笔者认为，尽管（21）形式上属于主观识解的

表达，但仅凭此不足以证明「ト」具有内部视角的

功能，依然可以通过识解理论对「ト」的外部视角

功能进行新的、合理的诠释。首先来看该例句实

际使用的原文语境。

国境の長いトンネルを抜けると雪国であっ

た。夜の底が白くなった。信号所に汽車が止

まった。向側の座席から娘が立って来て、島

村の前のガラス窓を落した。雪の冷気が流れ

こんだ。娘は窓いっぱいに乗り出して、遠く

へ叫ぶように、「駅長さあん、駅長さあん。」明

场景外

私

场景内

事件外

事件内

彼

私私

图9 （28b）的识解过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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りをさげてゆっくり雪を踏んで来た男は、襟

巻で鼻の上まで包み、耳に帽子の毛皮を垂れて

いた。もうそんな寒さかと島村は外を眺める

と、鉄道の官舎らしいバラックが山裾に寒々と

散らばっているだけで、雪の色はそこまで行か

ぬうちに闇に呑まれていた。（川端康成『雪国』）

通过原文我们可以知道作品中的主语是“岛

村”，而不是“第一人称”。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叙

述者（語り手）是在事件外部，使用表示外部观察

视角的「ト」是自然的。

尽管如此，当读到这些文字时，我们有一种身

临其境的感觉。这就是因为主语省略的缘故。作

者在文章一开始故意不使主语出现，使读者误以

为叙述者（語り手）是在事件内部从而达到使读者

与其一同站在体验者的视角产生实际体验感受的

效果。但「ト」的使用恰恰又客观反映了读者与作

者都是观察者的事实。可以用图10表示。

场景外

场景内

事件外

列车内

事件内

私私

私私

私
假象假象

图10 假分裂的认知操作

也就是说，说话人原本不在事件内，但主语的

省略制造出了叙述者在事件内的假象，与此同时，

「ト」的使用进一步制造出了“事件内部的叙述者”

通过“自我分裂”的认知操作走到事件外部、从事

件外部观察自身过去经历的假象，即“假自我分

裂”的现象。

由此可见，虽然叙述者（「語り手」）即第一人

称实际上没有在列车上，但作品通过主语的省略

和避开较早明示实际主语的策略使读者误以为讲

述者在列车上。也因此，与讲述者站在同一视角

的读者会有身临其境、亲身经历作品中事件的感

觉。另一方面，作者使用「ト」制造“假自我分裂”

现象暗示了讲述者（「語り手」）已经走出了事件内

走到了场景外，这也为后面真正主语第三人称“岛

村”的登场做了非常自然地铺垫。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明确了（21）为代表的主语

省略现象是语用层面的文章表达技巧，恰恰是「ト」

的场景外的观察者视角和主语省略背后的主观识

解过程的综合运用创造了作品中读者与被描述事

件间的可变的、动态的文学感受，这一现象深刻地

体现了语法性词汇的功能对文学作品的直接影响。

5 结 语

本文围绕「タラ」与「ト」在契机条件句中的交

叉使用现象，首先论述了内外视角的主张，在充分

阐述了内外视角对「タラ」与「ト」交叉使用现象具

有一定解释力的前提下，指出了该理论的不足之

处。其次，针对内外视角主张的不足点提出了通

过识解理论分析「タラ」与「ト」事实条件句的想

法，提出了场景的概念，弄清了语言主体描写事件

的视角除了“事件内・事件外”，还有“场景内・场

景外”的区别。最后，本文聚焦人称的选择与限

制，找出了说话者在现实中的立场与说话者对事

件认知方式之间的关联方式，归纳总结出了「タ

ラ」与「ト」在表达同一客观事实时的选择机制，得

出下页表2中的结论。

通过下页表2我们可以看出:

①在「タラ」表示的契机类事实条件句中，说

话者的视角只限于场景内部（事件外但场景内）或

事件内部。

②在「タラ」表示的契机类事实条件句中，说

话者的视角有以下两种移动方式。一种是通过

“自我分裂”的认知操作从“事态内”到“事态外场

景内”。一种是通过“自我投射”的认知操作从“场

景外”到“场景内”。而在「ト」表示的契机类事实

条件句中，说话者的视角只有“自我分裂”一种移

动方式，即通过“自我分裂”的认知操作从“事件

内”或“事件外场景内”到“场景外”。

③当主语为第一人称明示时，「タラ」与「ト」

表示的事实条件句都需要说话者进行“自我分裂”

的认知操作，但二者不尽相同。使用「ト」时，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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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契机类事实条件句中识解类型、视角选择、语言形式三者间的关系

识解类型

主观识解

客观识解

客观识解

客观识解

前项主语

无

无(属暂时省略)

第一人称

第三人称

现实中说话者与事件的

实际空间关系

说话人实际在事件内

说话人实际在事件外

说话人实际在事件内

说话人实际在事件内

说话人实际在事件外

说话者视角

事件内

事件外

事件外场景内

场景外

场景内事件外

场景外

实现相应识解的认知操作

不需要

自我投射

假自我分裂

自我分裂

说话者由事件内部到事件外

但场景内的“自我分裂”操作

说话者由事件内部到场景外

的“自我分裂”操作

不需要

“自我分裂”到场景外

说话者由事件外部到场景内

事件外的“自我投射”操作

不需要

具体语言形式（タラ／ト）

タラ（图2）

タラ（图3）

ト（21）即图（10）

ト（17）-（20）

タラ（图4）

ト（图5）

タラ（图6）

ト（图9）

タラ（图6）

ト（图8）

タラ＋他人经历引用标

记（图8）

人从事件内走到了事件外而且走到了场景外，而

使用「タラ」时，说话人只是从事件内走到了事件

外，但尚在场景内。

④主观识解还是客观识解是针对事件内外而

言的，内部体验、外部观察的视角是关于场景内外

的概念。「タラ」与「ト」的对立是后者并非前者。

⑤第一人称主语省略情形下的「ト」的使用是

识解理论与「タラ」、「ト」内外视角主张在语层面

的具体体现，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在语义明

确前提下的主语省略现象，符合日语的表达特点

与语言经济原则。另一种是通过使用「ト」实现

“自我分裂”假象的文章表达技巧。

⑥本文解决了外国学习者使用日语描述过去

先后发生的两个事件时，以何种标准选择使用「タ

ラ」与「ト」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确我们自身与

被描述事件间的实际空间位置关系，然后，只要根

据本文表2的结论确定语言形式层面的主语及

「タラ」「ト」的选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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