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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日语中，形容词「遠い」「近い」在表示空间距

离远近时，在对「から」「に」这两个格助词的选择倾

向性上呈现出了明显的不对称性。如例（1）（2）所

示，「遠い」可以选择格助词「から」，但基本不可以

选择格助词「に」。与「遠い」相对，如例（3）（4）所

示，「近い」则既可以选择「から」，也可以选择「に」。

（1）私の家は大学から遠い。

（2）?私の家は大学に遠い。

（3）私の家は大学から近い。

（4）私の家は大学に近い。[1]

关于「遠い」「近い」在选择「から」「に」时出现

的上述不对称，很多研究早有提及（杉村泰，2002、

周彤，2007、平塚徹，2013等）。那么，这种不对称

性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此外，「近い」表空

间距离近时虽然既可以选择「から」也可以选择

「に」，但二者在语用功能和认知机制上是否存在

不同呢？目前为止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还很

欠缺，这正是本文的研究课题所在。

若想解决上述课题，我们势必需要搞清楚与

「遠い」「近い」共现时「から」「に」所支配的名词

（以下简称为X，例（1）-（4）中X是「大学」）的语义

角色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以往的研究可以大

体分为“基准说”和“虚拟位移说”两类。“基准说”

以鈴木重幸（1972）、まつもとひろたけ（1979）、周

彤（2007）等为代表。例如，周彤（2007）就指出「遠

い」「近い」在语义上表示“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关

系”，并把「から」和「に」支配的X称为衡量这种距

离关系的“参照项”或“基准”[2]。“基准说”虽然不无

道理，但有两个弊端：1）“基准”这个语义角色，与

「から」「に」所支配的名词的其他语义角色（如“起

「遠い」和「近い」的格助词选择机制及其语用功能
——从“虚拟位移”的角度分析

北京外国语大学 日语系 郑若曦

[摘 要] 日语表示空间距离远近的形容词「遠い」「近い」在格助词的选择上呈现出了明显的不对

称：「近い」既可选择「から」也可选择「に」，而「遠い」基本不可以与「に」共现。针对上述现象，本文从

认知语言学的“虚拟位移”的角度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Xから近い」侧重为X与另一个地点Y之间

的距离长度定量，即“量度功能”；而「Xに近い」则侧重通过X来确定Y的位置，即“定位功能”。这种

语用功能的差异产生于二者在虚拟位移类型上的不同：「Xから近い」把X与Y之间的距离识解为某

个虚拟的位移实体由X移动到Y的过程，即“指示路径”；而「Xに近い」则把X与Y的位置关系识解为

Y向着X靠近后的结果，即“出现路径”。而「Xに遠い」之所以很难成立，是因为当X与Y相距甚远时，

无论是用X去为Y定位，还是把二者的位置关系想象为Y向X靠近后的结果，都不符合人们的一般认

知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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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终点”这两个「から」「に」最常支配的语义角

色）之间很难构筑起语义上的联系；2）把「から」

「に」支配的X均分析为“基准”，无疑无法解释「遠

い」「近い」在选择「から」「に」时出现的不对称

性。而平塚（2013）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提出的

“虚拟位移说”，则把「から」「に」支配的X分别分

析为了虚拟位移的“起点”和“终点”，并指出「遠

い」「近い」在选择不同的格助词时所体现的虚拟

位移的类型是不同的。“虚拟位移说”的提出是具

有开创性的，且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基准说”的弊

端，但事实上平塚（2013）的“虚拟位移说”只是为

了解决「近い」与「に」共现时的某些局限性而提出

的，他并没有将“虚拟位移说”用于解决本文所提

出的研究课题。

在本文第1节和第2节中，简要介绍认知语言

学对“虚拟位移”的研究成果以及平塚（2013）的

“虚拟位移说”。在第 3节和第 4节中，将尝试从

虚拟位移的角度分析「遠い」「近い」在格助词选

择上的上述研究课题，并重点从语用功能方面给

出理据。

1 什么是“虚拟位移”？

虚拟位移（fictive motion/subjective motion）这

个概念在认知语言学中最早是由Talmy（1983）和

Langacker（1987）提 出 的 ，后 又 经 Matsumoto

（1996a，1996b）、松本（1997）、Talmy（2000）等而不

断发展成一个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

虚拟位移指的主要是如例（5）、例（6）、例（7）

所示的语言现象。

（5）延伸/覆盖路径（coextension/coverage path）

The highway ran from Los Angeles to New

York.[3]

（6）指示路径（access path）

There is a church across the street from here.

（松本，1997：207）

（7）出现路径（advent path）

The palm trees clustered together around the

oasis.[4]

例（5）、例（6）、例（7）代表了虚拟位移的三种

主要的类型。例（5）中，highway的延伸覆盖范围

被描述成了某个位移主体的位移路径，这种类型

的虚拟位移被称作“延伸/覆盖路径（coextension/

coverage path）”。例（6）中，church的位置被描述

成了某个虚拟的位移主体为到达该位置而遵循的

位移路径，这种类型的虚拟位移被称作“指示路径

（access path）”。例（7）中，则是把 palm trees的位

置描述成了其自身为到达或出现在该位置而进行

的位移，这种类型的虚拟位移被称作“出现路径

（advent path）”。

很显然，这三种类型中所谓的“位移”都是说话

人主观设想出来的，例（5）、例（6）、例（7）并不需要

客观上真的有位移主体来完成该位移。这也正是

这种现象被称作“虚拟位移”的原因所在。需要指

出的是，目前对于日语的虚拟位移的研究基本只限

于移动动词作谓语的情况，形容词做谓语的情况还

鲜为涉及，在这一点上本文与平塚（2013）的研究无

疑拓展了现有的日语虚拟位移研究的辖域。

2 平塚（2013）的“虚拟位移说”

如引言所述，平塚（2013）从认知语言学的角

度开创性地提出了“虚拟位移说”，把与「遠い」「近

い」共现的「から」「に」所支配的名词（X）分析为

虚拟位移的“起点”和“终点”，并指出「遠い」「近

い」在选择「から」「に」时所体现的虚拟位移的类

型是不同的。

具体来说，平塚（2013）认为「遠い」「近い」与

「から」共现时，体现的是“指示路径”这种虚拟位

移类型，即X与Y（即与X构成距离远近关系的另

一个名词）之间的距离被描述成了某个虚拟的位

移主体从X移动到Y的过程，此时X是虚拟位移

的起点。而与之相对，当「近い」与「に」共现时,则

是把X与Y之间的距离描述成了Y自身向着X位

移后的结果，此时X是虚拟位移的终点，而位移主

体就是 Y 本身。平塚（2013）没有指明「近い」与

「に」共现时的虚拟位移类型的名称，但根据其描

述，应可将其归为“出现路径”。为方便理解，请参

考平塚（2013）对这两种虚拟位移给出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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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图1 「Xから遠い／近い」

XY

图2 「Xに近い」

平塚（2013）的“虚拟位移说”主要是为了说明

如例（9）所示的「Xに近い」的某些局限性而提出

的。平塚（2013）认为，由于「Xに近い」是把X与Y

之间的距离描述成了 Y 自身向着 X 位移后的结

果，这就要求Y自身要有潜在的可移动性，在这一

点上「僕の家」显然要优于「海岸」。因此把「海岸」

作为潜在位移主体的例（9）自然就难以成立了。

而如例（10）（11）所示，由于「Xから近い」是把X与

Y之间的距离描述成了某个虚拟的位移主体从X

移动到Y的过程，并非把Y自身看作了位移主体，

因此就没有出现像「Xに近い」那样的局限性。

（8）僕の家は海岸に近い。

（9）?海岸は僕の家に近い。

（10）僕の家は海岸から近い。

（11）海岸は僕の家から近い。 （平塚，2013：283）

平塚（2013）的“虚拟位移说”用来解释「Xに近

い」的上述局限性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但事实上

这一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本文的研究课题：即「遠

い」表空间距离远时为什么不能与「に」共现？「Xに

近い」与「Xから近い」各自有什么特点？但遗憾的

是，平塚（2013）对这些课题并没有进行探讨。本文在

第3节和第4节中，将逐一探讨这些问题。

3 「近い」表示空间距离时的格助词选择及其语

用功能

在本节中，笔者将分别描写「Xに近い」与「X

から近い」在表示空间距离近时的语用功能特点，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这种语用功能的分化从根本上

是虚拟位移类型的不同造成的。

那么，「Xに近い」与「Xから近い」各自有怎样

的特点呢？笔者发现，「Xに近い」固然存在如例

（9）所示的局限性，但「Xに近い」与「Xから近い」更

显著的差异在于X的语义特征。「Xから近い」的X，

最常见的是如例（12）（13）所示的「家」和「駅」。而

「Xに近い」的X，虽然也不乏「家」和「駅」的例子，还

有如例（14）（15）的「アラスカ」「名古屋」这样的专

有地名。此外，「Xに近い」与「Xから近い」在句法

偏好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如例（14）（15）所示，「X

に近い」的例子中，最常见的是「Xに近いY」，即「X

に近い」整体做定语修饰Y，此时Y一般是作为新

信息首次被导入句中的。而「Xから近い」的例子

中，如例（12）（13）所示，较为常见的是「Xから近

い」整体做句子的谓语，此时Y往往已在前文中出

现，是全句的主题。

（12）東大を選んだ理由は、第一に国立で安い。

第二に家から近い。 （『教育の論点』）

（13）こじんまりとした雰囲気の良い大学です

よ。最寄り駅からも近いですしね。

（Yahoo!知恵袋）

（14）しかし、そのままベーリング海峡へとすん

なりは行けず、アラスカに近いハーシェ

ル島で九月二日にまた氷にとじこめられ

てしまった。 （『アムンセンとスコット』）

（15）奥さんはＳさんが蒸発したあと東京をひ

き払い、名古屋に近い三重県四日市の実

家に身をよせ、働きながら子供たちを養

育していた。 （『NHK 社会部記者』）

笔者认为，「Xから近い」与「Xに近い」在X的

语义特征上、以及句法偏好上存在的上述差异是

二者在语用功能上的不同造成的。

本文通过大量的语料分析发现，「Xから近い」

从语用功能上表达的是对某个位移实体来说由X

移动到Y的便捷程度。这个位移实体，可以是说话

人，也可以是某个非特定的人。如例（12）（13）中，

我们表达的是对于说话人或任意的某人来说从

「家」移动到「東大」、或是由「最寄り駅」移动到「大

学」是否便捷。我们不妨将「Xから近い」的这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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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功能概括为“量度功能”。「Xから近い」中最常见

的X之所以是「家」和「駅」，正是因为它们是我们在

日常生活中最关注到达他处是否方便的其中两个

地方。「Xから近い」之所以偏好做谓语，也是因为

相对于Y为未知信息的情况来说，我们更容易向作

为已知信息或句子主题的Y赋予量度信息。

与「Xから近い」相对，「Xに近い」表达的绝非

某个位移实体从Y移动到X的便捷程度。这一点

在例（16）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16）描述的是马

拉松比赛时选择宾馆的标准，由于在比赛后我们

只有可能从「ゴール地点」移动到「ホテル」，因此

「ゴール地点に近いホテル」绝不可能是在表达从

「ホテル」移动到「ゴール地点」的便捷程度。

（16）スタート地点に近いホテルは便利です

が……ゆっくり眠れません。……ゴール地

点に近いホテルなら、ゴール後の入浴サー

ビスは最高です。 （『マラソントレーニング』）

那么「Xに近い」表达的是什么呢？笔者认

为，例（14）（15）（16）的共同之处是：与其他潜在坐

标相比，X与Y的位置关系更近，且一般人对X的

地理位置比对Y的更熟悉。因此当我们说「Xに近

い」的时候，其实表示的是我们可以借助X来大致

确定Y在坐标轴上的位置。也就是说，在例（14）

（15）（16）中，我们并不是在表达由「ハーシェル

島」到「アラスカ」、由「三重県四日市の実家」到

「名古屋」、或由「ゴール地点」到「ホテル」是否便

捷，而是在通过「アラスカ」「名古屋」「ゴール地点」

这些较为醒目的地标为「ハーシェル島」「三重県四

日市の実家」「ホテル」在坐标轴上大致定位。我们

可以将「Xに近い」的这种语用功能概括为“定位功

能”。「Xに近い」中之所以有大量的X是专有地名，

正是因为我们在确认某个地点的方位时常把专有

地名拿来做地标。而「Xに近い」之所以偏好做定

语修饰Y，也正是因为当我们为某个地点进行定

位时，它往往还是一个新信息，那么用「Xに近い

Y」的方式将其导入句中就再合适不过了。

将「Xに近い」的语用功能概括为“定位功能”

的合理性,也可以从「Xに近い」的其他引申义项中

得到印证。周彤（2007，2012）详细描写分析了「X

に近い」的各个引申义项，其中程度差距小（０度

に近い冷水）、时间间隔小（期末に近い時点）、类

缘差距小（日本の企業経営者の考え方に近い考

え）等义项，其实都与「Xに近い」的这种“定位功

能”直接相关。也正因为如此，起“量度功能”的

「Xから近い」没有发展出这些引申义项。

以上，我们借助语料，将「Xから近い」与「Xに

近い」的语用功能特点分别概括为了“量度功能”

和“定位功能”。那么，「Xから近い」和「Xに近い」

为什么在语用功能上出现了这种分化呢？本文认

为，其根源恰恰在于平塚（2013）指出的虚拟位移

类型的不同。

首先，「Xから近い」体现的是“指示路径”这

种虚拟位移类型，即X与Y之间的空间距离被识

解成了某个虚拟的位移实体从 X 移动到 Y 的过

程，此时X是虚拟位移的起点，而这个虚拟的位移

实体一般就是说话人或某个任意的人。也就是

说，「Xから近い」通过虚拟位移把X与Y之间的静

态空间距离识解为一段动态的位移路径，这种对空

间距离的认知方式必然使得说话人更关注X与Y

之间的距离长度本身，从而导致「Xから近い」最适

合发挥的语用功能就是“量度功能”：即表达对某个

虚拟的位移实体来说由X移动到Y的便捷程度。

与「Xから近い」相对，「Xに近い」体现的则是

“出现路径”这种虚拟位移类型，即X与Y之间的

空间距离被识解成了 Y 自身向着 X 位移后的结

果，此时X是虚拟位移的终点，而位移主体就是Y

本身。Y客观上只是一个静止不动的处所，那么Y

的这种位移性是由何而来的呢？平塚（2013）并没

有给出分析，但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我们可以参

考汉语的“靠近”这个移动动词的用法。“靠近”可

以表示实际的位移，比如例（17）表示的就是“台风

中心”逐渐缩小与“日本南部海岸”之间距离的位

移过程；但我们也可以通过使用“靠近”，来把两地

之间的静态距离识解为“近到似乎马上就要靠上”

这样一种虚拟位移，比如例（18）表示的就是“埃拉

特港”与“红海”之间“近到似乎马上就要触及”的

一种位置关系。使用「Xに近い」时从Y中读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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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移性，其实和例（18）的“埃拉特港”如出一

辙。很显然，无论是“埃拉特港”还是使用「Xに近

い」时的Y，客观上都是静止不动的，我们之所以

从中读取出了位移性，只是因为当两个地点位置

极近时，我们容易在主观上把这种位置关系识解

成是一方向着另一方不断靠近后的结果。在这种

对空间距离的认知方式下，说话人关注的不再是

X与Y之间的距离的长度，而是X与Y之间极近

的一种位置关系。

（17）台风中心正以每小时 15公里的速度向西

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日本南部海岸。[5]

（18）以色列和约旦的谈判代表 21日在靠近红

海的埃拉特港举行了一轮秘密会谈。

（马玄思、郭曙纶，2016：192）

了解了「Xに近い」的位移性由何而来，也就不

难理解为什么「Xに近い」最适合发挥的语用功能

是“定位功能”了。当X与Y在坐标轴上的位置近

到我们在主观上甚至认为“二者马上就要靠上”时，

说明在主观上我们认为二者的位置已经到了几乎

重合的程度，那么当我们对X的位置相对熟悉，而

对Y的位置还未知的时候，通过「Xに近い」的表达

方式来对Y进行定位就再合适不过了。

以上，我们考察了「Xから近い」和「Xに近い」

各自的语用功能特点，并指出了这种语用功能的

分化从根源上是由虚拟位移类型的不同造成的。

现将本节主要观点概括如表1所示。

表1 「Xから近い」和「Xに近い」

「Xから近い」

「Xに近い」

语用功能

量度功能

定位功能

虚拟

位移类型

指示路径

出现路径

位移主体

虚拟的

位移实体

Y本身

认知突显

X与Y的

距离长度

Y的位置靠近X

4 「遠い」表示空间距离时的格助词选择及其语

用功能

「Xから遠い」按语用功能和虚拟位移的类型

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如例（19）（20）所示，这

些例子中我们判断“远”的标准依然是对某个位移

实体来说从X移动到Y的便捷程度。因此从语用

功能上，这一类的「Xから遠い」与「Xから近い」相

同，体现的依然是“量度功能”；而从虚拟位移的类

型上说，这一类「Xから遠い」体现的也依然是“指

示路径”这种虚拟位移类型，X 是虚拟位移的起

点，X与Y之间的空间距离被识解成了某个虚拟

的位移实体从X移动到Y的过程。

（19）病院自体、家からかなり遠いので慎重に

なっています。 （Yahoo!知恵袋）

（20）ふたりを帰そうとすると、ひとりが、家が

川崎で駅から遠いので、もうバスがなく

て帰れない、タクシー代として二千円貸

してくれと言う。 （『積木くずし』）

「Xから遠い」的第二类，是如例（21）（22）所

示的情况。这一类「Xから遠い」，关注的绝不是

某个位移实体从Y移动到X是否便捷，它突显的

是Y偏离X的位置的程度。如例（21）说的是「弾」

偏离「標的」的程度，而例（22）说的是「シフトレ

バー」偏离「ドライバー」的位置的程度。说明说

话人都有一个主观的预设，即认为Y本应处在X

的位置，而现实中Y与X的位置却相距甚远，比如

例（21），说话人本认为子弹可以打中目标，但事实

上子弹射中的位置却与目标的位置偏差很大。

我们不妨将「Xから遠い」的这种语用功能概括为

“预期偏离功能”。而这种主观预设与现实的差

距，也恰与第二类「Xから遠い」所体现的虚拟位

移类型相契合。此类「Xから遠い」体现的虚拟位

移类型绝非“指示路径”，而是“出现路径”。这是

因为当现实中Y的位置与预期出现了较大出入

时，在主观上我们容易把 Y 的位置识解成是 Y

从其本应所在的位置（也就是X）发生偏离后的

结果。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类「Xから遠い」虽然

与「Xに近い」体现的都是“出现路径”这种虚拟位

移类型，但二者无论在Y的位移方向上还是认知

的突显上都截然相反：前者Y的位移方向是远离

X的，认知上突显X与Y的位置偏离；而后者Y的

位移方向是向着X的，认知上突显X与Y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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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

（21）どの弾も標的から遠かった。 （『非情連鎖』）

（22）アルミノブ付きシフトレバーは助手席側

にやや傾いて生えており、ドライバーか

らちょっと遠い。 （『スバル・レガシィ』）

以上，我们分析了「Xから遠い」的两种类型，

它们在语用功能上分别为“量度功能”和“预期偏

离功能”，在虚拟位移的类型上则分别为“指示路

径”和“出现路径”。分析至此，「遠い」为什么不能

与「に」共现就非常清楚了。既然「Xに近い」是用

来定位的，那么若「Xに遠い」这个表达方式也成

立，我们就是在用一个与Y相距甚远的地标X来

为其进行定位，这显然不符合人们的一般生活常

识。此外，从认知方式的角度看，「Xに近い」之所

以可以把X与Y的位置关系想象成是Y向着X靠

近后的结果,是因为X与Y的位置极近；但当X和

Y这两个地点相距甚远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再把

二者的位置关系想象成是Y向着X移动后的结果

了，此时更为自然的认知方式是把二者的位置关

系想象成是Y远离X后的结果,而这恰恰是「Xか

ら遠い」的第二种类型。

本节的主要观点可以简单概括如表2所示。

表2 「Xから遠い」

「Xから遠い」1

「Xから遠い」2

语用功能

量度功能

预期偏离功能

虚拟

位移类型

指示路径

出现路径

位移主体

虚拟的位

移实体

Y本身

认知突显

X与Y的

距离长度

Y的位置

偏离X

5 结 语

围绕表示空间距离远近的形容词「遠い」「近

い」的格助词选择，本文详细考察了其与语用功能

之间的联系，并重点从其背后所反映的虚拟位移

类型的角度做出了分析。主要观点如下：

①「近い」虽然既可以选择「から」又可以选择

「に」，但「Xから近い」和「Xに近い」的语用功能分

工不同，而这种不同从根源上是虚拟位移类型的

不同造成的。

②「遠い」虽然只能选择「から」，但「Xから遠

い」无论从语用功能还是虚拟位移的类型上看都

可以分为性质不同的两类。

③「Xに遠い」这个表达方式之所以很难成

立，是因为当X与Y相距甚远时，无论是用X来给

Y定位，还是把二者的位置关系想象成Y向着X

靠近后的结果，都不符合人们的一般认知规律。

鉴于本文重点关注的是「遠い」「近い」在选择

「から」「に」时呈现出的不对称性，对于「遠い」「近

い」与「まで」「と」等其他格助词共现的情况，本文

并未予以探讨。今后仍需对「遠い」「近い」的格助

词选择范围进行更为系统全面的考察。

另外，出于篇幅考虑，本文也没有探讨「近い」

内部的格助词选择倾向。事实上据本研究的统

计，「近い」表示空间距离时虽然既可以选择「か

ら」也可以选择「に」，但是「に」的使用频率远远高

于「から」，对此问题目前的研究还没有给予足够

的关注，日后将另外撰文探讨。

[本文为 2018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日语中起点与终点的不对称性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2018JJ010）

的阶段性成果。项目主持人：郑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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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Marker Selection for Japanese Tooi and Chikai and their Pragmatic Func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Fictive Motion"

Abstract: Tooi and chikai, Japanese adjectives that indicate spatial distance, show markedly asymmetrical patterns when se-

lecting case markers: chikai can choose both kara and ni, whereas tooi can only co-occur with kara in most cases. This paper

makes further analysis from the viewpoint of "fictive motion". While X kara chikai he former serves to measure the distance

between X and another location Y, X ni chikai serves to locate Y by invoking X as a reference point. These differences of func-

tions are based on contrasting types of fictive motion: X kara chikai views the distance between X and Y as an "access path",

along which a fictive entity moves from X to Y, whereas X ni chikai construe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X and Y as an

"advent path", which results from Y itself approaching X. The marginality of X ni tooi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when Y is a

long way from X, neither locating Y via X nor regarding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s a result of Y approaching X

accords with the way the mind usually works.

Keywords: fictive motion; location function; access path; advert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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