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日语中存现性自动词「出現性の動詞」主要是

指「よみがえる、浮かび上がる、目覚める、わきた

つ」等具备出现性意义类的动词[1]。由该类动词派

生出的使役表达中，可见「N1にN2をViさせる」式

表达结构。

（1）その事件はかすかな疑惑を僕の胸に煙ら

せる。[2]

（2）鉱毒問題が彼に政治にかけた初心を何度で

も新たによみがえらせた。 （早津，2016：153）

（3）結婚は人々に階層意識を鮮明に浮かび上

がらせる。 （早津，2016：153）

例句中的「ニ格名詞」，一般被认为是“空间化

认知”「空間化の手続き」（佐藤，1990，早津，2016）

的结果，但是，由于此处的「ニ格名詞」同时是一种

有生性存在，仅仅从空间层面把握或有不足之

处。事实上，除了先行研究中所示若干动词外，以

下诸多动词也表现出相近的语义语法特征。

（4）その元気な声は、私を励まし、私に勇気を

奮い立たせてくれた。 （『紫峰』）

（5）重苦しい空気を放つその後ろ姿が、柚木

に嫌な予感を湧き上がらせる。

（『今宵・天使と酒を』）

（6）一方で、小林巴恵という女生徒と交際中

の矢沢にも、結婚願望を芽生えさせる

ように、奈美絵は仕向けて行きました。

（『スイッチ』）

（7）この成功が、中国人に黄色人種としての同

胞意識を芽生えさせたのかもしれません。

（『明治天皇を語る』）

而且，相较于例（4）-（7），例（8）-（11）中，「ニ格

名詞」自身固有的空间场所性尽管有所增加，但是

在〈目→涙〉〈枝→花〉等名词之间的存现关系，依

然并非简单的存现。

（8）小さいエイダは、この瞬間、輝かしい厳粛

な敬虔さのなかに入り、あたかも聖歌が

聞こえてきたかのように目に涙を浮かば

せた。 （『ピアノ・レッス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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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日语存现类致使表达分为AB两大类，从名词的物质性与场所性、存现性与发生性

等角度探讨了存现类使役结构语义层面与句法层面的特性。通过致使概念结构以及使因分析（动态

力传递分析），从语义结构上，结合先行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其“存现性”语义。另一方面，在句法特征

上，受制于“受事成分与结果成分，以及场所成分”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句法赋格层面的特性表

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对此，本文通过相关受事性语法测试与事件结构下的句法投射理论等分析了B
类结构中可能的赋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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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それは照代が着ているのと同じ色で、鈴

子が目に怯えを走らせ、さっと顔を背け

たのに私は気づいていた。

（『吉川英治文学新人賞編』）

（10）数十人の主婦たちが集まって、洗濯した

り、井戸端会議に花を咲かせていた。

（『警視総監・鳳美雪』）

（11）「木は人間の心を察知しているのですよ。

真心をこめて手当てしてやれば祟る木も

悪さをしない。愛情を注げば木も元気を

とりもどす」枯れ木に花を咲かせる伝説

どおりの奇跡を数多く実現させた山野の

確信である。 （『森に訊け』）

该类事件结构中，“外力”的传递关系表现为

「外力→人→意識」，即，「ニ格名詞」的「人」在逻辑

上成为使役过程中的一环，介入使役事态的内部，

不同于典型的自动词使役，已然不能从“出现位

置”“出现场所”等层面简单把握其语义与语法特

征。本文将基于先行研究的成果对于该类使役表

达的语义语法特征展开论述。

1 先行研究及其问题点

1.1 关于存现句致使结构研究

存现句「出現構文、或いは発生構文」历来属

于研究的焦点。特别是存现句「存在構文」与位置

变化表达「位置変化構文」等表达之间的连续性研

究等。但是关于这些结构所派生的使役表达，除

了佐藤（1990），早津（2016）之外鲜有人涉及。比

如，森田（1998）曾经对例句12做出如下分析[3]，但

也仅是蜻蜓点水。

（12）万緑叢中にきらめく紅一点の新鮮な印象

が、私たちに生々とした微笑をそそり、無

意識の中に、人間としての愛情をさえ蘇

らせてくれるのである。ユーモア

前略 文型としては、「私たちに」のニ格

が余分に加わった二者関係であるが…

在森田（1998）看来，「ニ格」成分可能属于一

种冗余成分，并未对该成分的语法意义以及成因

等深入探讨。与此相对，佐藤（1990）与早津（2016）

则相对详细地指出相关现象的存在，本文将重点

基于这两项研究成果展开论述。

1.2 佐藤（1990）中所述「ニ格名詞」及其问题点

佐藤（1990）的论点主要通过以下例句 13 来

进行阐释：

（13）「その事件はかすかな疑惑を僕の胸に煙

らせた」 （佐藤，1990：137）

该使役表达中，「僕」是场所「胸」的所有者「出

現のありかの持ち主」，所谓「人の胸に」其实是将

名词属性的“人”进行空间化的处理方式。对此可

参考早津（2016）所注评述：

佐藤（1990）では、〈出現のありか〉を表す名

詞として、「人に」ではなく、「人の胸に」「人の

心に」のような形つまり「人名詞を空間化する

手続き」を経た形を取るのがそれにふさわしい

特徴だとされている。 （早津，2016：154）

佐藤（1990）谈及了「人ノ〜ニ」结构下的存现

性使役表达，但是对于直接以「人ニNヲViさせる」

等表达的语义与结构，比如早津（2016：153-157）

中所示例文以及本文中所指出的例（8）-（11）中的

用例等，则未曾进行详细论述。

1.3 早津（2016）所述「出現的使役構文」

早津（2016）明确指出「人に」の形も積極的に

認めても良いのではないか，并且关于〈人ニNヲ

Viさせる〉结构下的使役表达提出如下主张：

「人にNヲ」が「その人にとって新たな心理内

容の出現」という出現型の構造をなしている…

〈人ニNヲ〉型では、「人（ノ中・内）ニ」は心理内

容の精神的出現箇所、「Nヲ」は新たに生じた出

現物だと言える。

〈人（ノ中/内）ニ N心理内容 ヲ Viさせる〉型

出現箇所 出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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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々に階層意識を浮かびあがらせる」

（早津，2016：154-155）

即该表达表述了某项心理内容的出现。「人ニ」表

示的语法意义为该心理内容的“出现场所「出現箇

所」”。早津（2016）对此同时提出了如下两点

佐证。

（1）基于佐藤（1990）的「空間化の手続き」

早津（2016）在论述该类役结构的语法意义

时，采用了佐藤（1990）所示空间化处理，即将“出

现场所”理解为一种存现场所。

佐藤（1990）では、あげられている用例から見

ると、この類の表現におけるニ格名詞は「（人

の）胸、身内、心、追想」であって、「（人の）内、中」

は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ないが（特に除くとされて

いるわけでもない）、「人（の中/内）」も空間化の

手続きを経た形といって良いだろう。

（早津，2016：155）

（2）基于奥田（1983）所述「出現的結びつき」

早津（2016）在界定该类使役结构所表达的

“出现性意义”时将其归结于奥田（1983）所提出的

「出現的結びつき」[4]。

出現のむすびつきを表す連語では、普通、動

きや状態のあらわれてくる場所を示す、に格の

名詞で広げられている。次の例文における「教

育の安定をもたらす」は「教育に安定をもたら

す」と言いか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される。

…当市の教育、ひいては、県下の教育の安定

をもたらすために… （「奥田の例396」「人間の壁」）

→ 教育に安定をもたらす （早津，2016：157）

首先，正如早津（2016）所指出那样，「ニ格名

詞」与「ヲ格名詞」是“出现场所”与“出现物”之间

的关联。该项关联在事件结构上包含两个层面，

其一是存现关系，其二是产出关系。然而，早津

（2016）所示「空間化の手続き」可以阐释二者的存

现关系，却无法覆盖二者之间的“产出”关联。

其次，奥田（1968−1972）的用例「教育に安定

をもたらす」与佐藤（1990）的用例「胸に疑惑を煙

らせる」以及早津（2016）本身所示用例「人々に階

層意識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之间，事实上存在着

不同“存现结构「出現構造」”。

「安定」这一现象与「教育」之间，并非就是“产

出”类意义关系，根据情况也可能会被认知为一种

“移动关系”。与此相对，「疑惑」与「意識」等则可

能是「胸」与「人」基于相关能力下的一种产物。因

此，虽然同属为“出现”，但是存在着“移动关联下

的存现”与“产出关联下的存现”两种截然不同的

存现构造。

前者以“移动性关联”为基础，其句法结构为

「既存物ヲ着点ニ」，属于一种典型的使役表达结

构，其中的「ニ格名詞」可以简明地理解为一种“出

现场所「出現箇所」”。但是，后者则以“产出性关

联”为基础，句法结构中潜在内含「生産者ニ出現

物ヲ」的内容，其中的语义语法属性，并不等同于

一般的使役结构。对此，本文将从其分类、句法测

试、事件方式与赋格等角度展开相关探讨，来分析

其语义特征与句法特征。

2 存现性致使结构“N1ニN2ヲViさせる”

2.1 两类存现型致使表达

本文认为，结合先行研究中的问题点，根据存

现物的性质与出现方式，可以将存现类致使结构

分为以下AB两类。

A类致使结构表述“实存物（既存物）”的时空

移动。其概念过程为：致使者+致使+客体（实存

物）+终位（位置），并且在论元分配上，多采用「既

存物ヲ格・出現位置ニ格」的形式。比如以下

用例。

（14）つまり、三次元の映像を眼前にー眼中に

と言ってもいいくらいに浮かばせるもの

である。 （『ブラッドベリはどこへゆく』）

（15）連続体としての人間存在、逃れぬ個の運

命、詩人は先祖との絆を広大な時空に浮

かばせながら、その究極に「異常な可逆反

応」というイメージをつかんだので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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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箱詩集』）

（16）クリップを水に浮かばせたら、それを触

れないで… （知恵袋，2011）

（17）上空を襲う雲にその顔を浮かばせて、邪悪

な赤い光をたたえた眼が見下ろしていた。

（『龍の黙示録』）

A类致使结构中，例（14）-（17）中的，「映像、絆、

クリップ、顔」等「ヲ格名詞」出现于「ニ格名詞」所

示场所中，在使役化的过程中处于直接受影响的

成分。A类中的存现物是外力使然，而如文中B

类所示存现物则是「ニ格名詞」内部力量的激发，

自发变化的结果。

B类致使结构表述“新生物（発生物）”的产生

性存现。其概念过程为：致使者+致使+「ニ格名

詞」+终体（新生物）。如以下所示：

（18）鉱毒問題が彼に政治にかけた初心を何度

でも新たによみがえらせた。

（19）結婚は人々に階層意識を鮮明に浮かび上

がらせる。

（20）柔らかい娘のあごの感触が私に欲望を目

覚めさせた。 （早津，2016：154）

例文（18）-（20）为早津（2016）中所述用例，除

此之外，本文认为在“母体—新生物”的保有关系

上，以下用例中所示动词的致使表达也显示出相

近的属性，可归为同一框架。

（21）あらゆる点で秀れていた釈尊に、彼女が

女として恋心を芽生えさせたとしても不

思議ではない。 （『私小説』）

（22）盆栽の梅の木は小さいながら、あらゆる枝

や小枝に雪のような白い花をいっぱいに

咲かせていた。 （『九州の学生とともに』）

（23）歌が聞こえてきたかのように目に涙を浮

かばせた。 （『ピアノ・レッスン』）

（24）それは照代が着ているのと同じ色で、鈴

子が目に怯えを走らせ、さっと顔を背け

たのに私は気づいていた。

（『吉川英治文学新人賞編』）

（25）農薬は、野菜や穀物などを育てる土に雑

草を生えさせないようにする役割をして

います。

（『中学生・高校生のための「おいしい」食育講座』）

上述例文（18）-（21）中，「彼→初心」「人々→
意識」「私→欲望」「釈尊→恋心」之间不仅展示了

一种所属关系，而且还可以观察到明显的“产出”

关联。同理，例文（22）-（25）的各例子中，「小枝→
花」「目→涙」「目→怯え」「土→雑草」等虽然场所

性有所增加，但是在“母体—新生物”的关系上却

是一致。

基于「ニ格名詞」与「ヲ格名詞」之间的关联，

使役力量的传递过程中，B类致使表达与A类致

使表达之间存在着不同模式。

A类致使表达的事件结构：

致使事件：致使者→ヲ格名詞（实存物）

结果事件：ヲ格名詞（实存物）移动→终位（ニ

格名詞）

B类致使表达的事件结构：

致使事件：致使者→ニ格名詞（母体）

结果事件：ニ格名詞（母体）产出→新生物（ヲ

格名詞）

2.2 A类与B类之间的中间状态

关于存现表达「出現構文」，根据语序，以下

“ニ格名詞”可能表达不同意义：[5]

汗が背中に流れる。

背中に汗が流れる。

前者は「背中に」がより移動の到達点として

の解釈を受けやすいのに対して、後者の「背中

に」は出現点として解釈されやすくなり、典型

的な「着点」の役割から外れて来る。

（和気，2002：26−27）

根据情况，「ニ格名詞」分别呈现为“到达点

「到達点」”或者“出现点「出現点」”。如果我们将

和气（2002）中所列例句与使役动词相结合，其所

诞生的句子结构可能就会如上文中A类使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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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B类使役结构中所言一般。

汗が背中に流れる。→汗を背中に流れさせ

る。（致使实存物的移动）

背中に汗が流れる。→背中に汗を流れさせ

る。（致使新生物的产出）

基于「ニ格名詞」横跨物质性与场所性两个层

面之间的可游离性，如下所示例文（27），以及佐藤

（1990）所示的例句「疑念を胸に煙らせる」也都有

着相近的特征。例文27中，「ニ格名詞（脳裏に）」

表层的场所性意义使其可能更加倾向于A类使役

表达，但同时，如果「ニ格名詞（脳裏に）」被理解为

“产出者”时，其空间性意义则被削弱，物性得到体

现，意义结构上又会倾向于B类结构。

（27）九能は貌の無い誘拐犯人を脳裏に浮かば

せた。 （学歴のない犬，1990）

空间性解释→A类使役结构：让罪犯的样子

出现在脑子里。

去空间性解释→B类使役结构：让大脑浮现

出（画出，想出，勾勒出）无面貌的罪犯。

与A B两类结构不同，当名词的结构为“N+方

位+产生物”时，「ニ格名詞」的物质性与场所性在

这类使役表达中可能会根据情况出现一些此消彼

长的交替现象。本文暂且将这样一类称为C类存

现性使役结构。

由于C类兼具AB两类的基本属性，以下主要

以AB两类为对象展开进一步探讨。

3 关于存现致使结构的事件特征

早津（2016）通过对比“ノ格致使结构”（N１

ノN2ヲViさせる）来界定“ニ格致使结构”（NニN2

ヲViさせる）的意义结构。

「人ノ」のほうが、その人の心中に存在して

いるし心理内容がそれまでよりめだつように

なる・生き生きしてくるという感じを与える

のに対して、「人（の中/内）ニ」のほうは、元々

はその人の心中になかった心理内容が他から

の刺激によって新たに生じてくるという感じ、

或いは人の心中でいったんは消えてしまって

いた心理内容が新たに明瞭なものとして蘇り意

識されるようになるという感じがうかがえる。

（早津，2016：154）

结合本文提出的实存物与新出物论述，早津

（2016）所提出的「その人の心中に存在していた

心理内容」相当于本文所述的“实存物”，与此相

对，「元々はその人の心中になかった心理内容」

则是本文所述的“新出物”。

所谓“出现”，是新生物（比如未存在的心理内

容等）的出现。其本质上相当于日语中的发生动

词「発生動詞」或者创造类动词「創造動詞」所描述

的现象等。比如如下两句所示：

発生構文：壁に穴を開ける

創造動詞：料理を作る

B类结构：彼に階層意識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

枯れ木に花を咲かせる

这三种表达结构的共通处在于「穴、料理、階

層意識、花」等「ヲ格名詞」都不属于现实世界的实

存客体，并非相关动作「開ける、作る、浮かび上が

らせる、咲かせる」等动词的作用对象，而是动作

完成后的结果，属于“终体”或者结果宾语层面的

内容。它们直接受作用力的地方“受事”等则在

别处。

「壁に穴を開ける」中接受外界影响的实体实

为「壁」。也就是说，应当存在「壁を開ける」等由

「ヲ格」所引导的次事件。当然如此表达逻辑上不

合法，毕竟「壁」不具备“开合”类功能或属性，但是

对于「ドア、窓」等名词项而言，「ヲ格」的使用自然

而然。比如，「ドアを開ける」等。

矢泽（1997）曾经指出，在“发生动词（発生動

詞）”的表达结构中，副词修饰节可以直接接续在

「ニ格名詞」之后，比如，「壁に深く穴を開ける」「土

に深く穴を掘る」等，并指出其中原因就在于该表

达同时描述出发生状态变化的是「壁」等成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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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该事实可推测发生类表达结构中同样存

在着复合事件。其一是对墙壁施加作用力，其二

是墙壁发生变化，并且产出「穴」这一存在结果，因

此其事件结构实为一项致使结构。只是不同于一

般的“词汇性致使表达「語彙的使役」”，二者关于

结果事件的外延描述不同。比如像「壊す、流す」

等表达中，表示对客体施加影响，并引起客体发生

变化，但不会关联至第三者，比如下文的情况仅仅

存在两个事件。

壁を壊す

事件1：向墙壁施加外力。

事件2：墙壁发生变形

但是对于，「壁に穴をあける」而言，所激发的

次事件相对要复杂一些。如下所示，墙壁的变形

会关联至第三物的产生乃至存在。

壁に穴をあける。

事件1：向墙壁施加外力

事件2：a 墙壁发生变形

b 产出新生物“洞穴”

c 洞穴存现于墙壁之上

“墙壁”在“结果客体”的产生过程中处于原因事

件与结果事件的衔接界面。但是对于结果事件的提

取上，以上所示a，b，c应该属于其中的三个阶段。特

别是，对于c阶段的认知直接关联到句法表层。

c阶段的存在，使其区别于「料理を作る」等创

造类动词所构成的表达。比如，「ある材料で料理

を作る」合乎语法，但是「ある材料に料理を作る」

就难以成立。其中的一项原因，或许就应当是作

为母体的“材料”与产生物“料理”之间最终并不保

有存现关系。

如此根据 Croft（1991）等提出的使因分析法

来确认其中的事态演变状态，即可见如下事件

关系：

壁に穴を開ける

外力→墙壁（受事）→洞穴（结果）→墙壁（存

现场所）

料理を作る

外力→材料（隐藏受事）→料理（结果）

而对于这些“创造「作る、建てる」”类表达而

言，即便其中可以插入「ニ格」方位场所词，比如如

下面例句所示，但依然无法进入到事件过程中。

そこにビルを建てる

外力→材料（隐藏受事）→ビル（结果）→そこ

（存现场所）

因此，相比较而言，在「壁に穴を開ける」的句

式表达中，“墙壁”在事件结构中可以说是身兼多

职，既是受事，又是存现场所。只是，此时墙壁的

受事属性将如何可以得到体现呢？关于受事成分

的受事属性，菲尔墨（1968）通过对比结果成分提

出过如下句法层面的测试：

John ruined the table→what John did to the

table was ruin it

John built the table→？what John did to the

table was built it

即，对于 ruin所引导的受事成分 table而言，可

以对其实施“what do to”的句法替换，但是对build

的所引导的结果成分 table，则不能进行如此替换。

当然，日语中类似的语言测试可能不一定有效，但

是可以通过「〜に働きかけて、〜を生じさせる」的

测试方式凸显此时「ニ格名詞」的受事特征。比如，

壁に穴をあける→壁に働きかけて穴を生じ

させる。

そこにビルを建てる→？そこに働きかけて

ビルを生じさせる。

本文所要探讨的B类存现使役结构，同样也

可以观察到与此相近的内部结构。首先其中内涵

的事件结构关系如下所示：

彼に階層意識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

外力→彼（受事）→階層意識（结果）→彼（场所）

枯れ木に花を咲かせ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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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力→枯れ木（受事）→花（结果）→枯れ木

（场所）

其次，通过「〜に働きかけて、〜を生じさせ

る」的测试，同样可以观察到其中的受事特征。如

下例所示。

彼に階層意識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彼に

働きかけて、階層意識を生じさせる

枯れ木に花を咲かせる。→枯れ木に働きか

けて、花を生じさせる。

但是，同样的测试对于A类使役结构则是基

本无效。比如，

クリップを水に浮かせる。→？水に働きか

けて、クリップを生じさせる。

由于此时该表达所显示的意义是“给水施加

作用力，让水产生出曲别针”，与原句的意义相差

甚远，因此，该项语言测试自然是不能适用于A类

结构。

由此，本文所述B类结构与发生类动词的表

达结构在所述事件层面存在相似性。其中的相似

性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其一，“受事”与“结果”共存于事件中。

其二，“结果”残存于“场所”内。

其三，“受事”与“场所”同归一物。

以下，将结合这三方面的特征分析该类使役

结构句法层面的问题。

4 关于存现类使役结构中句法赋格问题

4.1 关于「ヲ格」的赋予

日语中对于“受事”的赋格，以「ヲ格」为主，但

是对于结果宾语，日语与其他语言比如汉语，英语

等都有着相近的倾向，即都属于动词的直接宾语，

赋予「ヲ格」。比如，「料理を作る」「ビルを建て

る」等。“结果物”缘何可以被赋予「ヲ格」，目前学

界并没有统一认知。但是至少在语言描述层面

上，对于“发生创造类表达”而言，针对结果名词赋

予「ヲ格」属于一般认知。[7]

既然B类致使结构语义上表达一种“出现”的

话，那么，对于“产出物”赋予「ヲ格」也就在情理之

中。并且，该赋格是“发生动词”整体赋予所致，并

非是“使役化”的结果。在此可以比较一下A类结构

与B类结构中「ヲ格」名词与相关基本句的关系。

A类使役结构中的「ヲ格」名词

基底句：クリップが水に浮かぶ→水にクリッ

プを浮かばせる

ガ格名詞：“「クリップガ」”（主格）→“「クリッ

プヲ」”（受事格）

B类使役结构中的「ヲ格」名词

基底句：彼に階層意識が浮かび上がる→彼

に階層意識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

ガ格名詞：“「階層意識ガ」”（主格）→“「階層

意識ヲ」”（结果格）

A类结构属于对于实存物的使役化，属于典

型的致使结构。「クリップヲ」等「ヲ格名詞」是使

役化派生的结果，即随着外论元（外項）增加后，相

关主格降格为内论元（内項）。但是对于B类结构

而言，尽管同样伴随着外论元的增加，但是受到内

论元自身的非受事性影响，并不能将其定格为“受

事格”，只能是一种“结果格”。这种“结果格”是动

词使役化后形成的“新的动词（发生类动词）”整体

赋格的结果。

4.2 关于「ニ格」的赋予

B类使役的事件结构特征中，受事与结果共

存。然而，当“结果物”被赋予「ヲ格」时，原本的

“受事成分”又当重新定位。基于B类结构与发生

创造类动词的结构近似性，以下借鉴发生创造类

动词的表达结构进行相关分析。由于发生类动词

以新事物的产生为主要描述内容，所以其语义内

部内含“使役”类意义。比如下面「作る」一词的解

释。其用例可参考例句（28）。

「作る」：人［組織・団体・動物］がある材料・

原料・素材に何らかの力を働かせて、道具［器

具］・製品［商品］を生じさせる。基本動詞ハン

ドブッ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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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米からパンを作る

外力→米（原材料·受事）→パン（结果）

例句 28中，「米」属于原材料的同时，也属于

致使受事的成分。但是在句法实现层面，「米」最

终实现的是「から」格，其受事属性并未得到体

现。同理，「壁に穴を開ける」中的「ニ格名詞」也

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壁」在句法表层上的表现

为场所格，但是语义事件层面的受事格意义却没

有得到体现。因此，类似结构中，语义层面与句法

层面间的落差应当如何弥补便是问题的关键。

除了一般经验性认知，比如，原材料本质上属

于受事外，本文认为，受事成分在该类结构中的低

位性应该是问题的关键。该结构中受事成分的低

位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其一，受事成分处于结果物产生的中间过程，

关于其本身受影响性描述已然弱化。

其二，受事成分多与“其它成分”共用相关

名词。

其三，所谓“其它成分”多处于事件结构的“起

始端”或“终端”位置。

米 1 → 米 2 → 面包

原材料 受事 结果物

根据Ritter and Rossen（2003）的理论成果，事

件结构在句法化的过程中，事件的起点和终点比

较容易实现句法化，但中间过程部分则一般不会

得到句法投射[8]。在事件结构与句法结构的勾连

中，该论述无疑是意义重大的。而且Tenny（1994）

的“体接口”假说，Van Valin（2005）的“宏角色句法

投射”等都体现着相近的理论基础[9]。

Ritter and Rossen（2003）等的“起终点赋格理

论”（「リンキング規則」）主要在于事件起点会被

赋予主格，事件终点会被赋予目的格。基于这项

论述，我们首先可以解决，结果物的“面包”会被赋

予目的格的问题。

米 1 → 米 2 → 面包（ヲ格）

原材料 受事 结果物

那么，受事（米 2）如何可以体现在句法结构中

呢？由于原材料（米 1）最终出现在句法结构中，我

们只能通过原材料格来推测出受事的潜在存在。

之所以可以进行如此推测，本文认为，一方面是原

材料与受事共用名词项「米」，另一方面，原材料与

受事这两项事件角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先后关

系，二者相对于结果物的产出而言，原材料角色处

于相对起始端位置，进而具有表征其它事件角色

的可能。

同理，发生类结构中，“墙壁”在“造洞”一事的

事件结构中，兼具“存现场所”与“受事”两个事件

角色。而且，相比起“受事角色”而言，“存现场所”

则明显是处于整个事件末端的位置。

如果Ritter and Rossen（2003）的“起始端终端

赋格理论”反映了人们对“事件→句法投射”的一

般认知的话，即起始端与终端位置的易认知性与

事件表征性。那么基于以上事实，在此或许可以

针对上述“起终点赋格理论”进行一定补充，即：

在发生类，创造类表达结构中，对于“同一名

词”的“多重句法投射”而言，其所投射的潜在事件

角色之间的先后顺序会影响赋格，此时，更加靠近

起始端或者更加靠近终端位置的事件角色一般会

被投射到句法中，与此相对，处于中间过程阶段的

事件角色（比如受事）则不会得到赋格，其内容可

由已赋格的角色来映射表征。

如果将该理论补充应用到B类结构中，则其

中的赋格情况就可以得到进一步解释。以下对比

A类结构（典型的致使结构）进行描述。

A类结构

基底句：クリップが水に浮かぶ→水にクリッ

プを浮かばせる

ニ格名詞：存现位置“「水ニ」”→存现位置

“「水ニ」”

B类结构

基底句：彼に階層意識が浮かび上がる

—派生→彼に階層意識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

ニ格名詞：出现位置“「彼ニ」”→出现位置+受

事属性等“「彼ニ」”

在A类结构中，「ニ格名詞」的句法属性和语义

属性在使役前后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显示出其

不受动词控制的属性，属于典型的致使结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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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类结构中，虽然表层形式上没有发生任何变

化，但是，此时的「ニ格名詞」不论是从句法内涵上

还是语义结构上都在深层上发生了变化。处于事

件结构中间过程中的“受事角色”并未被投射在句

法层面，而是从事件终端的“场所角色”处获得表

征。而且此时“受事层面”内容的表征在本质上应

该属于外在使役化的结果。如下所示：

出现位置“「彼ニ」”—使役化派生→出现位

置+受事属性等“「彼ニ」”

因此，在A类使役结构中，外在使役化直接关

联的是「ヲ格名詞」的状态变化等，但是，在B类使

役结构中，由于其语义结构的特殊性，外在使役化

直接关联的则是「ニ格名詞」的状态变化等。

5 结 语

本文将存现类致使结构分为AB两大类，从名

词的去物质化，存现性与发生性等角度探讨了存现

类致使结构的语义结构与句法层面的赋格情况等。

A类属于典型的使役表达，但是在B类结构

中，受制于受事成分与场所成分、受事成分与结果

成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成句原理句法结构

与A 类结构截然不同。对此，本文主要采用“事

件→句法投射”的理论视角来进行探讨。本文认

为B类结构中「ヲ格」并非是使役化的结果，而是

“发生、出现类表达结构”整体赋格的结果，同时，

「ニ格」在表层虽然无异于基本句中的形式，但是，

结合Ritter and Rossen（2003）等有关事件结构赋格

的理论，本文提出的是，当同一名词投射多重事件

角色时，相比起其所投射的受事角色而言，其所涉

及到的事件相关起终端角色更容易获得赋格。

当然，句法层面的深层演变原理以及合理性还

有待深入探讨。而且，B类根据情况可能在内在上

表达A结构的意义，以及存在着与相应他动词交替

的状况。因此，相关机制等仍有待今后深入探讨。

例句出处

本文用例以日语语料库少纳言，中纳言，青空文库，以及先行研究中的用例为中心，同时参考了「ブログ、知恵袋、ツイター」中相关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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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result object and place argument", the syntax structure of this kind of causative shows some specificity. To illustrate the

syntax structure, this paper models tests and necessary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ent structur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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