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日语的「控」「控える」和汉语的“控”属于同形

词（其字形只有一“点”不同，即日语的「控」的穴宝

盖右下为竖弯钩“乚”，而汉语的“控”则为点

“丶”），其中日语的「控」为音读词（严格地说它只

是一个构词的词素，不能算作词），读作「こう」；

「控える」是一个训读词，读作「ひかえる」。汉语

的“控”既是词素也是词，读音只有一个：“kong”。

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具有多义，各个义项之间既有

交叉又有不同。例如：

（1）この考え方は，基礎控除額も所得に含まれ，

その所得を政策的に控除するのが基礎控

除額と理解していることにもなります。

（「よくわかる税法入門」）

（2）もう今日は早めに寝ますね。久しぶりに１

限から試験を控えているので。さて、先ほ

どお風呂に入ってきました。 （Yahoo!ブログ）

（3）他人在溪口的雪窦寺，却照样指挥着他手

下的文官武将，在政治、军事、财政上控制

着时局。 （《蒋氏家族全传》）

例句（1）中的「控」表示的是“减少”的意思，例

句（2）中的「控えている」表示的是“时间上的紧

迫”的意思，而例句（3）中的“控”则表示的是“控

制”之意，也就是“使处于自己的占有、管理或影响

之下”的意思。从中不难看出，这几个词虽然都使

用“控”这一汉字，表达的意义在日语、汉语中却各

不相同。对于这种现象，以往的同形异义词的研

究主要是基于辞典的义项，或者在实例语料中找

出意义的异同就结束了。施建军、洪洁（2013）对

同形异义词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四

个层次”的观点，但该观点中层次的递进是基于

“相同”基础上的，一遇“不同”即停止前进。然而，

我们认为，对“不同”的研究还是很有空间的。有

鉴于此，本文将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框架语义学概

念槽理论，以词典释义为切入点，从“少納言「現代

基于框架语义学日汉同形词对比研究
——以日语「控」「控える」和汉语“控”为例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应学科 王 忻

［摘 要］ 在进行词语语义比较时，包括词与词、义项与义项的比较，应该在统一的概念槽下进行。

不同义项之间可以出现不同的填充项，也可以出现相同的填充项。不同的语义是由填充项的不同所

致。反之，相同的语义也是因填充项相同而致。填充项的部分相同与部分不同会导致语义差异，这些

差异的厘清可以预测某些句式的不合法。另外，从文题三词重合情况来看，「控」与「控える」重合较

少，而「控」与“控”的重合较多，这与其为日语中的「漢語」词，受中国古汉语影响有关。同样道理，「和

語」词「控える」与“控”重合情况也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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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CCL语料库检

索系统”和“BCC现代汉语语料库”中选取日语、汉

语实际例句，对其进行分类和分析，探明为理解这

3个词语的不同意义所必须的框架的构成要素。

在此基础之上，考察各个词语的概念槽与填充项，

在明确这 3个词语的意义差别的同时，揭示其背

后语言学意义上的原因和机制，并力图归纳出其

普遍性规律性意义。

1 先行研究及理论支撑

根据李福印（2008：220），框架（フレーム/

frame）及框架语义理论的概要如下：

“框架”这一概念是由Charles Fillmore引入到

语言学研究中的。Fillmore认为，“框架”是概念系

统，是人类经验、思维的结构背景，想要理解系统

中任何一个概念都要首先理解它所在的整体结

构。同原型理论一样，框架语义学反对将词义归

结提炼为一组充分必要条件，认为框架是理解和

界定词义的基础，对框架中任何一个概念的阐释

势必要参照植根于生活体验的结构、信念和实践

经验。

对于一词多义现象，该领域学者认为，框架是

一种多维的概念结构，由一系列概括性概念范畴

组合而成，而这些范畴有各种相应的详细说明，概

括性概念范畴也被称为“概念槽（slot）”，详细说明

也被称为“填充项（filler）”。概念槽和填充项的可

变性都会引发多义现象：首先，一个框架内的不同

概念槽凸显程度不同，会引起对同一个框架的视

角不同，因此产生不同的词义；其次，框架内同一

个概念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填充项，不同的词义

由此产生。

李福印（2008：220-221）援引了Martin（1997）

对这两种可变性的举例：

SCHOOL框架所包含的概念槽有：

概念槽1：Building（学校所在的建筑物）

概念槽 2：Function（学校内正在进行的活动，

如教育、授课等）

概念槽 3：User（学校内活动的参与者，如学

生、教职工等）

当概念槽 1被凸显时，school的意义是“学校

所在的建筑物”；当概念槽 2 被凸显时，school 指

“教育机构”；当概念槽3被凸显时，school表示“学

生、教职工”。

DESTROY框架是一种状态变化框架（CHANGE

OF STATE），它包含的概念槽和填充项如下表

所示。

表1 DESTROY的框架结构（Martin，1997：72）

概念槽

行为结果

行为方式

行为的施加者

行为采用的工具

受影响的事物

填充项

物体停止存在或无法被修复

激烈地

人类或自然力

带有破坏性的物品

……

表1中的“受影响的事物”这一概念槽可以有

不同填充项：如果填充项是“一个具体的建筑物或

抽象的物体”，那么destroy指“完全毁灭，使不复存

在”（to destroy a lifelong friendship）；如果填充项

是“动物或人类”，那么它指“杀死”（如：The farmer

had to destroy entire herds of cattle.）；如果填充项

是“人的思想、精神”，则它指“精神上伤害”（如：

The loss of his wife finally destroyed him.）。

关于概念槽，菅井三実（2013：241）如是说：

スキーマのなかで、特定の事例について初

めて具体的な中身が決まる項目をスロット

（slot）と言う。例えば、「テーブル」というスキー

マを想定するとき、《形状》《材質》《色》《脚の

数》などのスロットが設定されうる。スロッ

トは変数（variable）を持ち、「テーブル」の場合、

《形状》のスロットには〈円〉〈楕円〉〈長方形〉な

どの値（value）が入りうる…

皆島博（2015：41）也对概念槽进行了解释：

スキーマは，抽象化された知識構造なので，

内部構造をもつ。スキーマの内部構造の中で，

特定の事例について，初めて値が決まる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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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項目をスロットという。スロットとは，一

種の意義特徴であるが，「ヒト」の場合，「動物

的側面」「社会的側面」「能力的側面」などのス

ロットが想定される。

皆島博（2015）也使用概念槽的概念分析了

「ヒト」这一词汇的语义扩展机制。

通过对以上先行研究的研读，我们认为基于

框架理论的概念槽和填充项原理是解释词语多

义、辨析语义异同的有效方法。并且，相对来说，

概念槽更强于解释单义词的各个侧面的凸显（如

上面所举 SCHOOL例），填充项更强于解释多义

词的各个义项（如上面所举DESTROY例）。以下

我们将据此展开讨论。

2 「控」「控える」和“控”的词典的释义

根据『大辞林』的释义，日语的「控」含有以下3

种意思。

①さしひく。「控除」

②つげる。うったえる。「控訴」

③ひきとめる。ひかえる。「控御・控制」

同时，该辞典标列的「控える」含有以下这些

义项。

自動詞

①いつでも活動できるように準備をして待

機する。「楽屋にー・えて出番を待つ」

②表立たずに傍らにいる。「首相の後ろにー・

えている夫人」

③すぐ近くにある。

（ア）場所的に近い。「北側に山がー・えて

いる小村」

（イ）時間的に近い。「大事な試合が明日に

ー・えている」

④進まないで止まる。「琴をそびきすまされ

たる、ー・へて是をききければ。」

他動詞

①他のものが動こうとするのを引きとどめ

る。抑制する。「袖をー・える」「馬をー・える」

②あることに配慮して、自分の行動を制限・

抑制する。「酒をー・える」「公表をー・える」

「言葉をー・える」

③後ろに退かせる。「裏を一センチー・える」

④すぐ近く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を他動詞的

に表現する。

（ア）近い関係にある。「近くに有数の観光

地をー・えた都市」「代議士がバックにー・え

ている」

（イ）時間的に間近にせまる。「開会式を三

日後にー・え準備に忙しい」

⑤記録にとどめる。メモする。「電話番号を

手帳にー・える」

⑥和船で、櫓を操作して船首を左へ曲げる。

⑦引く。「其方へ引け。強くにー・へよ。」

与之相对应，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汉语的

“控”含有以下3种意思，其中控3又分为两个下位

语义：

控1 告发；控告。（控诉|指控）

控2 控制。（遥控|失控）

控3 ①使身体或身体的一部分悬空或处于失去

支撑的状态。（腿都控肿了。枕头掉了，

控着脑袋睡觉多难受啊！）

②使容器口或人的头朝下，让里边的液体

慢慢流出。（把瓶里的油控干净。）

3 日语「控」的意义分析

根据上述词典释义，日语「控」的义项共有三

个，这三个义项相当于三个侧面支撑起「控」的图

式。另外，经查『新漢語林』『漢字源』两部在日本

知名度较高的汉字辞典，结果一致表明，由「控」构

成的词汇一共只有 6个，即「控除」「控弦」「控御」

「控制」「控訴」「控告」。其中「控除」「控弦」为汉语

的“扣”意，但该二词属于“扣除”和“拉”两个义

项。「控御」「控制」为汉语的“控制”意，「控訴」「控

告」为汉语的“告”意。以下按这 4 个义项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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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3.1 扣除「さしひく」，例：控除

（4）この総計主義の原則は，収入からあらか

じめ支出を控除して，収入と支出の差額

のみを計上することを禁止する予算原則

である。 （「財政学」）

（5）合計額から、固定資産に含まれている子

会社株式などの投資その他の資産（投資

等）を控除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通常の営業

で使用される資産である経営資本を計算

するのです。

（「経営分析の基本が身につくトレーニングブック」）

（6）このような方は、所得税から控除しきれ

なかった分を、村県民税から控除するこ

とになります。 （「広報みなみみのわ」）

在这3个例句中，「控」的第一个义项均以「控

除」的形式出现，都表示了“从中减去”即“扣除”的

意思。它的框架的构成要素是“扣除者”“扣除源”

“从中减去（扣除）”和“扣除内容”。它们之间的关

系是“扣除者”从“扣除源”里“减去（扣除）”“扣除

内容”。在此及以下，我们有条件地借用 Martin

（1997）分析动词DESTROY的状态变化框架，将

「控」及“控”的概念槽设定为：①行为结果；②行为

方式；③行为的施加者；④行为对象（受影响的事

物）；⑤行为对象的位移。本义项对应上述概念

槽的填充项分别为：①（金额的）减少；②减（除的

方式）；③人（行为主体）；④金额（受本行为影响

金额会发生变化）；⑤从原处移出（被扣除金额离

开原处所）。

3.2 拉「ひく」，例：控弦

本义项例句未见。经查少纳言语料库和多部

词典均未找到例句。

「控」的第二个义项以「控弦」的形式出现，表

示“拉”的意思。它的框架的构成要素是“拉（弓）

者”“拉”和“弓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拉（弓）

者”“拉动”“弓弦”。本义项对应上述 5个概念槽

的填充项分别为：①拉开（弓）；②拉（的方式）；③
人（行为主体）；④弓（受本行为影响弓的形状会发

生变化）；⑤从原处移出、移入（与 4.1.的被扣除金

额离开原处所即从本认知域移出不同，本义项的

弓弦从原位到拉开后的新位均在本认知域内）。

3.3 诉讼「つげる。うったえる」，例：控訴、控告

（7）この場合にも、当事者は、その放棄を明確

にしない限りは、控訴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裁判所等による和解条項の裁定」）

（8）（裁判所）は三十日、元飲食店経営、被告

（三一）に死刑を言い渡した。被告が控訴

するかどうかは不明。 （「京都新聞」）

（9）海員懲戒法（明治29年法律第69号）

第三十六條 地方海員審判所ニ於テ前條

ノ申立ヲ却下シタルトキハ本案ノ裁決ヲ

待タス直ニ高等海員審判所ニ控告スルコ

トヲ得 （https://okwave.jp/qa/q3778149.html）

在这 3个例句中，「控」的第三个义项分别以

「控訴」（上诉）和「控告」（诉讼）的形式出现，表示

了“诉讼”的意思。它的框架的构成要素是“诉讼者”

（如例（8）的「被告」）、“诉讼内容”（如例（8）的判决

等）和“诉讼对象”（如例（9）的「高等海員審判所」）。

（关于「控告」一词，『漢字源』的解释为「①裁判など

に訴え出る。②気持ちや事情を告げること。」『新

漢語林』的解释为「うったえ出る。上訴する。」即

虽然次要意义有法律范畴以外的“诉说”义，但在

语料库里未见到实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诉讼

者”将“诉讼内容”向“诉讼对象”提出。本义项对

应上述 5 个概念槽的填充项分别为：①提出（诉

状）；②提起（的方式）；③人（行为主体）；④人/案

件（受本行为影响当事人及案件会发生变化）；⑤
从原处移入（诉讼=诉状从外部移入本认知域内）。

3.4 控制「ひきとめる。ひかえる」，例：控御、控制

（10）一党の客気（かくき）を控制して。

（「或日の大石内蔵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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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的第四个义项表“控制”的意思，虽然在

词典里可见「控御」「控制」两个词，但是在少纳言

语料库以及中日对译语料库中，均未找到例句，最

后只在『大辞泉』上找到上面这一个例句。其原因

是此二词相当「漢語」，在现代日语中很少被使

用。其语义与中文“控”基本一致：「控御」表示对

马匹的控制，及其由此引申的意思；「控制」的对象

照理说应该很丰富，但是对能到手的语料库、辞典

做了穷尽式检索，只发现例（10）一个表情绪的例

句。另外经查『広辞苑』『大辞林』『国語大辞典』

『大辞泉』，均有「行動を自由にさせないこと」之

类的解说。所以，它的框架的构成要素是“控制

者”“被控对象”“控制的行为”和“不能自由（的结

果）”。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控制者”对“被控对象”

施加“控制的行为”导致其“不能自由（的结果）”。

本义项对应上述 5个概念槽的填充项分别为：①
保持（原状）；②使不自由发展（的方式）；③人（行

为主体）；④行动、情绪等；⑤使（行动或情绪）处于

原处。

3.5 小结

综上所述，日语「控」的概念槽和填充项可总

结为表2。

表2 「控」的概念槽和填充项

概念槽

行为结果

行为方式

行为的施加者

行为对象

（受影响的事物）

行为对象的位移

填充项（义项别）

①减除

减少

减

人

金额

从原处

移出

②拉

拉开

拉

人

弓

从原处

移出、移入

③诉讼

提出

提起

人

人/案件

从原处

移入

④控制

保持

使不自由发展

人

行动/情绪

使处于原处

4 日语「控える」的意义分析

如第三章所述，日语「控える」共有自动词 4

个、他动词7个共11个义项，经过意义整合可合并

为如下6个义项。

4.1 等待、不前「待機する」

（11）隣室に控えた宿直の侍従にしても、同じ

ことだった。 （「暗色群生」）

（12）隣りの部屋に京浜兄弟会の親分たちといっ

しょに控えていた稲原龍二が、さっそく

奥座敷に呼ばれた。 （「修羅の群れ」）

（13）家康に促され、いつの間にか傍らに控え

ていた正純が、忠実な猟犬のようにその

肉片を拾い上げ、平六の前に置く。（「聚楽」）

（14）琴をそびきすまされたる、控へて是をき

きければ。 （『大辞林』）

在这些例句中，「控える」表达“等待”“不前”

的意思。它的框架的构成要素是“等待者”“等待

行为”和“等待地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等待

者”在“等待地点”发生“等待行为”。本义项对应

上述5个概念槽的填充项分别为：①等（的行为的

持续）；②等；③人（行为主体）；④等待者（本义项

在自动词内，故不存在受事的被等待者）；⑤等待

者在原处不移动（“等待”和“不前”的意思都是表

原地不动的行为）。

4.2 临近、使临近「すぐ近くにある」

（15）東條の背後には、悪名高い憲兵隊が控え

ていた。 （「真珠湾のサムライ淵田美津雄」）

（16）僕たちにはハードな日々が続くけど、冷

静でいる必要がある。幸いにも別の試合

が控えていて、それも難しいスタジアム

での戦いだ、リーガで生き残るためには、

勝たなければ。 （Yahoo!ブログ2008）

（17）北は美しい瀬戸内海を隔てて中国に対し、

南は果てしもない大洋を控え、暖かい明

るい光を浴びる島国であります。

（「手仕事の日本」）

（18）伝統の早慶戦を翌日に控えたこの日、グ

ラウンドには緊張感が漂っていた。

（「早稲田ラグビー再生プロジェク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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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例句中，（15）（17）表空间的临近，前者

为自动词，后者为他动词；（16）（18）表时间的临

近，也是前者为自动词，后者为他动词。它的框

架的构成要素是“临近者”“临近的空间或时间”，

他动词时还多一个“使临近者”。它们之间的关

系是“临近者”（他动词时是在“使临近者”的作用

下）临近将要“临近的空间或时间”。本义项对应

上述5个概念槽的填充项分别为：①（在时间或空

间内移动的事态或物体）迫近（了过来）；②临近

（自动词时）/使临近（他动词时）；③人（行为主

体）；④（在时间或空间内移动的）事态或物体；⑤
从原处移入。

4.3 抑制「抑制する」

（19）昨日は京都の円山公園に夜桜見物に行っ

た。風があり寒い日だったので花も咲く

のを控えていた。 （Yahoo!ブログ，2008）

（20）今は妊娠中毒症ともいわなくなったらしい

のですが…足を高くして寝るのと、塩分

を控える事。 （Yahoo!知恵袋，2005）

（21）「馬を控える」「酒［塩分］を控える」「判断

［外出］を控える」 （『明鏡国語辞典』）

以上例句中，既有表对他者行为的抑制（控

制），如（19）和（21）的「馬を控える」，也有表对自

己行为的抑制（节制）的，如（20）和（21）的「酒［塩

分］を控える」「判断［外出］を控える」等。它的框

架的构成要素是“抑制者”“抑制行为”和“被抑制

者”。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抑制者”对“被抑制者”

发生“抑制行为”。本义项对应上述5个概念槽的

填充项分别为：①保持；②使不发展；③人（行为主

体）；④行为、行动、数量；⑤使处于原处。

4.4 后退「後ろに退かせる」、左转「櫓を操作し

て船首を左へ曲げる」

（22）裏を一センチ控える。 （『大辞林』）

经查『広辞苑』『新明解国語辞典』『国語大辞

典』『明鏡国語辞典』『大辞泉』等多部词典，均不见

此两个义项。语料库检索也不见该当义项例句，

能够见到的例句只有『大辞林』本身所列（22），可

见不具有考察价值，故决定考察从略。

4.5 记录「メモする」

（23）私は鉛筆で、メモ用紙に簡単に情報を控

えた。 （「東京奇譚集」）

（24）なので、東行庵に行く前にタクシー会社

の電話番号を控えていくことをお薦めし

ます。 （Yahoo!知恵袋）

在这两个例句中，「控える」表达了“记录下来

以免忘记”的意思。它的框架的构成要素是“记录

者”“记录行为”“记录内容”和“记录处所”。它们

之间的关系是“记录者”将“记录内容”通过“记录

行为”记录到“记录处所”。本义项对应上述 5个

概念槽的填充项分别为：①记下（信息等）；②记

录；③人（行为主体）；④被记录的信息；⑤从原处

（信息来源）移入（记录处所）。

4.6 拉「引く」

（25）其方へ引け。強くに控へよ/義経記5

（『大辞林』）

（26）後ろに背負ひたれば、いとど脛（すね）弱

く力なき身の、あとざまに控ふるやうに

て、道なほ進まず （『大辞泉』〈笈の小文〉）

如上例所示，本义项的用法仅在古语中可

见。在这两个例句中，「控える」表达“拉”的意

思。它的框架的构成要素是“拉者”“拉的行为”和

“拉住的对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拉者”对“拉

住的对象”实施“拉的行为”。本义项对应上述 5

个概念槽的填充项分别为：①拉住；②拉；③人（行

为主体）；④被拉住的对象；⑤从原处移入。

4.7 小结

综上所述，日语「控える」的概念槽和填充项

可总结为下页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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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汉语“控”的意义分析

5.1 告发

例如：控告、控诉、指控。

（27）实践结果是，警民关系更加密切，有关部门

收到的控告警察的信件比过去更少，表扬

信比过去更多。

（28）汉桓帝接到牢修的控告，就下命令逮捕党人。

（29）提出了社会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使一个普通

毛利姑娘的故事具有控诉社会的典型意义。

（30）虽然这些电影的形态不同，有对“文革”的历

史见证，有对“文革”的政治控诉，大部分这

一时期的电影，都很难绕过“文革”的话题。

（31）被指控的罪名中，温有4项被驳回，2项成立。

（《1994年报刊精选》）

（32）出乎他预料的是，正是这份自查报告在两

年后成了检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证据。

在上述例句中，汉语的“控”表“告发”意，其中

（27）（29）（31）作动词，（28）（30）（32）作名词。它

的框架的构成要素是“告发者”“听取告发者”“被

告者”“告发内容”和“告发行为”。它们之间的关

系是“告发者”向“听取告发者”对有关“被告者”的

“告发内容”实施“告发行为”。本义项对应上述 5

个概念槽的填充项分别为：①告发；②提出；③人

（行为主体）；④人、罪名、事件等；⑤从原处移入

（告发的内容从外部移入本认知域内）。

5.2 控制

例如：遥控、失控等。

（33）法国南方港口城市马赛 14日国庆夜发生

150多起火灾，上千名消防队员扑救一夜，

基本控制了火势。 （《1998年人民日报》）

（34）这一次，两名选手都朝后戴着帽子比赛，都

能很好地控制情绪，冷静地对阵。

（35）在日常饮食中控制盐分的摄入。过多的盐

会导致闭尿、闭汗，引起体内水分堆积。

（36）宁夏的制冰设备在他的遥控指挥下一部分

已运抵上海，一部分尚在路途上……

（37成本失控造成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又使成本

升高，形成恶性循环。

（38）国家取消对汽车的社会控购，国内汽车市

场会进一步扩大。

（39）La Porta等（2002）的研究发现在人均收人

水平低、政府效率低且对经济干预多、金融

系统落后和产权保护弱的国家，政府所控

股的银行产权比例更高。

在上述例句中，汉语的“控”表“控制”意，它的

框架的构成要素是“控制者”“控制对象”和“控制行

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控制者”对“控制对象”实

施“控制行为”。本义项对应上述5个概念槽的填

充项分别为：①保持或顺从；②使不发展或不能任

意（行动）；③人（行为主体）；④趋势、情绪、数量、行

动；⑤使处于原处（事物无法发展或者任意行动）。

表3 「控える」的概念槽和填充项

概念槽

行为结果

行为方式

行为的施加者

行为对象

（受影响的事物）

行为对象的位移

填充项（义项别）

①等待

等（的行为的持续）

等

人

等待者

在原处不移动

②临近/使临近

迫近（了过来）

临近/使临近

人

（在时间或空间内移动的）事态或物体

从原处移入

③抑制

保持

使不发展

人

行为/行动/数量

使处于原处

④记录

记下（信息等）

记录

人

被记录的信息

从原处移入

⑤拉住

拉住

拉

人

被拉住的对象

使处于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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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下控

使身体或含有液体的物体悬空朝下。

本语义《现代汉语词典》分为人体的下控和容

器的下控两个下位语义，但我们认为他应该属于

一个义项，故合并于此。

（40）腿都控肿了。 （《现代汉语词典》）

（41）将白菜心洗净，控干水，切成6厘米长的条。

（《菜谱大全（4577道菜）》）

（42）长茄子一分为四，放入油锅中以中低火油

温炸透后控干多余的油。

（43）把瓶里的油控干净。 （《现代汉语词典》）

在上述例句中，汉语的“控”表“下控”意，它的

框架的构成要素是“液体”“高的位置”“低的位置”

和“流动”。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液体”从“高的位

置”向“低的位置”的“流动”。本义项在用于人体

时似乎并不是液体，但实际上“腿控肿了”还是由

于腿里面的液体的由高向低的流动所致。本义项

对应上述 5个概念槽的填充项分别为：①液体离

开原有位置；②（使）流动；③人（行为主体）；④液

体；⑤从原处移出。

5.4 小结

综上所述，汉语“控”的概念槽和填充项可总

结为表4。

6 对比分析

以上以概念槽、填充项原理分别对「控」「控え

る」“控”做了个案分析，在本节，我们将对以上结

果做出对比分析。表5、表6是根据上述个案考察

的结果做出的总括。

表5 填充项不同的各义项

词别

填充项不同的

义项及序号

控

①减除

控える

①等待 ②临近/使临近 ④记录

控

③下控

表 5标示的是相异的各义项，这几个义项是

只有原词才有的，他们分别处于不同于其他词的

填充项。

表 6标示的是相同或相近的各义项。首先，

其中「控」与“控”在法律领域有近似义，但在行为

结果概念槽上，有“提出”和“告发”的不同填充项；

在行为方式概念槽上，有“提起”和“提出”的不同

填充项；在行为对象的概念槽上，有着“案件”和

“罪名”“事件”的不同填充项，所以他们属于近义

表6 填充项相同相近的各义项

概念槽

行为结果

行为方式

行为的施加者

行为对象

（受影响的事物）

行为对象的位移

填充项（义项别）

控

③诉讼

提出

提起

人

人/案件

从原处移入

控

①告发

告发

提出

人

人/罪名/事件

从原处移入

控

④控制

保持

使不自由发展

人

行动/情绪

使处于原处

控える

③抑制

保持

使不发展

人

行为/行动/数量

使处于原处

控

②控制

保持

使不发展

人

趋势/情绪/数量/行动

使处于原处

控

②拉

拉开

拉

人

弓

从原处移出、移入

控える

⑤拉住

拉住

拉

人

被拉住的对象

使处于原处

表4 “控”的概念槽和填充项

概念槽

行为结果

行为方式

行为的施加者

行为对象

（受影响的事物）

行为对象的位移

填充项（义项别）

①告发

告发

提出

人

人/罪名/事件

从原处移入

②控制

保持

使不发展

人

趋势/情绪/

数量/行动

使处于原处

③下控

液体离开

原有位置

（使）流动

人

液体

从原处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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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同义。其次，「控」「控える」“控”在事件领域

里有相同义，他们只有在行为对象概念槽上出现

填充项的不同，而且即使不同也只是数量上的不

同，并没有前面那样的性质上不同的情况。并且，

填充项不同的概念槽也只有 1个，大大小于「控」

与“控”的 3个。所以，可以说在这里他们是接近

同义的。最后，「控」与「控える」在动作领域里有

相近义，但在行为结果、行为对象和对象的位移三

个概念槽上填充项有不同。故此它的近义度在前

二者之间。填充项部分相同部分不同会导致语义

差异，这种差异可以预知产出句式的合法性。如

“控”的②“控制”和「控える」的③“抑制”在行为结

果、行为方式、行为的施加者和使处于原处的概念

槽上相同，使两个义项构成近义关系，但是在行为

对象上出现不同。“控”的②中的“趋势”与“情绪”，

在「控える」的③里缺失，因而使得「*火勢を控え

る」「*はやる心を控える」不合语法。换句话说，

这种句式的不合语法可以从填充项的不同中得以

预知。又如「控」的③“诉讼”与“控”的①“告发”，

前者可构成「控訴」（上诉）和「控告」（诉讼、诉说）

二词，后者可构成“控告”“控诉”“指控”等词，从

“行为对象（受影响的事物）”这一概念槽的填充项

可知，前者仅限于法律范畴，后者在这一点上除

“指控”与其交集外，其余均为非法律范畴，因而构

成异义关系。

另外，从三词重合情况来看，「控」与「控える」

重合较少，只在「控」的②“拉”和「控える」的⑤“拉

住”上出现，并且 5个概念槽里 3个填充项不一致

（见上页表 6）。「控」是日语中的「漢語」词，深受中

国古汉语影响，所以与中文“控”的重合较多，如

“告发”“控制”等；而「和語」词「控える」与“控”重

合情况也较少，仅在「控える」的“抑制”的义项中

的“数量”填充项上，“控”的“控制”义项的“数量”

填充项发现重合，有例句「塩分を控える」和“控制

盐分”为证，而二者在其它所有义项上未见重合。

7 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在进行词语语义比较时，包括词与词、义项

与义项之间的比较，应该在统一的概念槽下进行。

（2）不同义项之间可以出现不同的填充项，如表

5所示；也可以出现相同的填充项，如上页表6所示。

（3）不同的语义是由填充项的不同所致，反

之，相同的语义是因填充项相同而致。

（4）填充项部分相同部分不同会导致语义差

异，句式的不合法可以从填充项的不同中得以

预知。

以上总结虽然是针对本文所考察的三个词所

做，但对辨析语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规律性意义，

如能对各位同行的类似研究有些许抛砖引玉的作

用，笔者则足以感到欣慰。

例句出处

文内汉语例句除注明外均出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检索系统（网络版）：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

dir=xiandai

注

本文中带*号标记的为不合法句，均经过日语母语者（本校日语外教盛千惠子、南和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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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Based on Frame Semantics: A Case Study of the
Japanese "Kou" and "Hikaeru" and the Chinese "Kong"

Abstract: The comparison of lexical meanings, including word and word, semantic item and semantic item, should be made

in a unified space. Different or identical fillers can appear among different semantic items. The reason why the semantic items

are different is that the fillers are different. On the contrary, the reason why the semantic items are identical is also that the fill-

ers are the same. The same or different part of fillers can lead to semantic differences. Clarifying these differences can predict

some unreasonable sentence patterns.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overlap of three words, there is little overlap between "kou" and

"hikaeru" but more overlap between "kou" and "kong"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ancient 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kango" in Japa-

nese. For the same reason, "wago" and "hikaeru" overlap a little with "kong".

Keywords: lexical meaning; frame; space; filler; Japanese-Chinese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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