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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态表达的句中形式视角看助词
「も」的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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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振桃

本文从情态表达的句中形式视角考察提示助词
「も」的意义和功能。经考察发现：位于句

中的
「も」和其他句末形式一样也具有表达情态的功能。因其所处的句法位置在句中，所以被称为“情
态表达的句中形式”。本文从该视角出发，将
「も」的功能分为表达情态和不表达情态两大类。其中，
累加和特殊构式的用法表示客观命题，不属于情态范畴；而评价和委婉用法表示说话人对命题的主观
态度，
属于情态范畴。
［关键词］

情态表达 句中形式 提示助词
「も」

了出现在句末的语气形式外，
还包括出现在句首和
引

言

日语的情态（Modality）表达系统和情态意义
分析一直是语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语言学
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近年来更成为热门课
题。关于现代日语的情态研究，在学术界受到广
泛认可的是仁田义雄（1991，
1997）、
益冈隆志（1991，
2007）等的研究。仁田、益冈认为，句子由命题和
情态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成分构成，二者相互对立
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句法研究的两个重要领
域。在此前提下，二人对属于情态领域的句子成
分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描写，并取得了丰硕的成

句中的语气形式。其中，句首形式主要有感叹词、
评价副词或词组，句中形式主要有提示助词、副助
词、
间投助词、
陈述副词等，
但该书认为这些语气形
式通常要和句末的语气形式相呼应。在此基础上，
张威（2004）明确提出了“情态表达的句中形式”研
究视角，并以汉语副词“就”和“才”表示“说话人对
于命题内容的主观判断和评价”用法为例，从汉语
的角度分析考察了对情态表达的句中形式进行研
究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就是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提示助词
「も」
的功能。
而对位于句中的提示助词是属于命题还是情

果。另一方面，这些情态研究主要倾向于终助词、

态的归属问题，益冈隆志和仁田义雄的观点存在

助动词、句型等句末形式，对于非句末——如句中

分歧。以下是两位学者所举的例子：

的情态表达方式研究较少。关注到非句末的日语
情态表达方式的研究主要有渡边实（1971）、陈访
泽（2003）、张威（2004）等。渡边实（1971）认为，发
话者的内心态度并不仅仅出现在句末，也包括出
现在句首的“感动词”
“独立词”和出现在句中的
“间投助词”等，这些句子成分都在句中立体地文

（1）僕も日本に行ってみたいな。フレール・
ジャックも行ったでしょう。
（益冈隆志，
1991：
56）

（2）ねえ困ったことにたぶん[この雨あと4 時
間も続く] だろうね。

（仁田义雄，
1997：125）

章叙述，承担着陈述的功能。陈访泽（2003）认为

益冈隆志（1991）提出了“特提情态（
「取り立て

日语中表示语气（本文称为“情态”）的语法要素除

のモダリティ」）”这一情态范畴的次类，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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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取り立て」表示的是命题间的
「 範列的な関係

代表，继承了传统国语学理论的学说。但这些学

（パラディグマティック的な関係）」
”，
即通过助词

说和流派普遍存在着偏重于对用言的活用形、助

「も」
提示句中命题，
想表达的是句中命题和句外同

动词、句型词组以及终助词等句末形式的研究倾

类命题之间的关系。例（1）中的
「も」表示的是
「僕

向。随着情态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的视线已经

が日本に行く」和
「フレール・ジャックが日本に

逐渐转移到其他形式要素——句中形式上来。如

行く」两个命题之间的关系，对于用
「も」来连接两

渡边实（1971）、陈访泽（2003）、张威（2004）等都指

个命题，益冈称之为
「取り立て助詞の付加」，其功

出情态表达方式不仅限于句末，还会出现在句首

能是凸显提示的焦点。而在益冈（2007）中，
该观点

和句中等句法位置。特别是张威（2004）明确提出

被修正为“
「取り立て」
在句子意义阶层构造中属于

的“情态表达的句中形式”的研究视角，给我们分

命题领域，
不属于情态领域”。仁田（1997）认为，
例

析提示助词「 も」的功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

（2）的
「言表事態（相当于益冈的“命题”）」为[コノ

示。下面是张威（2004）所举的例子：

雨ガアト4 時間続ク]，
其余部分均为
「言表態度（相
当于益冈的“情态”）」。其中
「も」是说话人对构成

（3）a.他用了两个月，学会开车了。
b.他（只）用了两个月，
就学会开车了。

「言表事態」
的要素
「4 時間」
的评价。从上述分析得

c.他用了两个月，
才学会开车。（张威，2004：148）

知，
对于助词
「も」
，
益冈认为其属于命题领域，
仁田
则主张其属于评价性情态，
但仁田也无法用“句子=
命题＋情态”的二元论结构和[情态[命题]情态]这
样的句子层次构造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
本文主要从张威（2004）提出的“情态表达的句
中形式”的研究视角，
考察现代日语提示助词
「も」
的
句法、
语义和语用功能，
对命题领域的句子成分是否
可以表达情态及如何更合理地阐释命题领域的句法
成分表达情态功能等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

（3）a 是说话人希望传递的主要信息，
是句子的
命题，
表示客观事件，
属中性。然而，
对于（3）a 相同
的命题，还存在 b 和 c 的表达方式。当我们要表示
说话人认为当事人学车的速度比他预料的“快”时，
使用 b；而表示说话人认为当事人学车的速度比他
预料的“慢”时，
使用 c。由此可见，
副词“就”和“才”
并不是对事件中所涉及的时间长度的客观评价，
而
是表示“说话人对于命题内容的主观判断和评
价”。通过对“就”和“才”的语义分析，张威（2004）

1

研究现状和理论背景

指出“对 Modality 的句中形式进行深入地分析有利

在进入正式探讨之前，首先要明确“情态表达

于提高我们对于 Modality 形式的整个体系的认识

的句中形式”的研究视角是什么。因此有必要对

和了解（张威，
2004：
141）。……（中略）Modality 的

“情态”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简单介

句中形式和句末形式一样，
具有十分广阔的研究前

绍“情态表达的句中形式”概念的提出背景、意义
和判定标准。
1.1 “情态表达的句中形式”研究视角的提出背
景和意义
情态是说话人对句子表示的命题的真值或事
件的现实性状态表达的主观态度。目前，在日语
情态研究中，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第一是以仁田
义雄、益冈隆志为代表，兼顾日语教育和日语学研
究的学说；第二是以奥田靖雄为代表，保持着语言
学研究会学术风格的学说；第三是以尾上圭介为

景和重要的研究价值（张威，
2004：
153）
”。
1.2

情态表达的句中形式的判定标准
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判断一个句法形式是

否具备情态表达的功能，应该符合以下三个基本
条件：
（ⅰ）情态是与命题相对立的语法范畴，用于

表示说话人的判断和主观态度。
（ⅱ）情态可分为

“针对命题的情态”和“针对听话人的情态”两大类

型。
（ⅲ）要求所表达的语义原则上符合“发话时”
的条件，但是允许存在例外。张威（2004）认为，上
述三个基本条件既适用于衡量句末形式的情态，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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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具备了衡量句中形式的情态的功能，因此，将
这三个基本条件作为情态表达的句中形式的判定
标准似乎并无不妥。本文拟采用这个判定标准，
考
察
「も」
的句法及语义是否具备表达情态的功能。

50 人
ⅲ X<疑问数量词>モ＋P<肯定>：遭難しか

かった人を何人も助けました。
（强调人数多）

ⅳ X<疑问数量词>モ＋P<否定>：何年も払

わなかった。
（强调时间长）
2

对提示助词
「も」的考察

上一节简单介绍了情态表达的句中形式的研
究视角及理论基础，下面将从该视角出发，对提示
助词
「も」的句法、语义及情态表达的功能进行具
体的考察。

ⅴ X<极小量（不可分割）>モ＋P<否定>：賛

成する人は一人もいない。
（全部否定）

ⅵ X<疑问词>モ＋P<否定>：
だれも来なかっ

た。
（全部否定）

ⅶ X<疑问词>モ＋P<肯定>：a. どこも満員

だ。
（全部肯定）b.? どこも満員ではない。

2.1 「も」
的先行研究及问题点
关于日语提示助词
「も」
的语义，
学界主要有以
寺村秀夫（1991）为代表的二分说和以沼田善子
（1986）为代表的三分说。
下面将分别做简单介绍。
寺村（1991）指出，
「 も」的语义可分为两类，即
“基本意义”和“评价意义”。其中“基本意义”是指
以
「XモP」的结构表达共立性对比的意义，根据谈
话场合和社会性常识等表达在 X 以外还存在一个
X'，
X'作为影子与 X 形成对比。他举出下述例子：

ⅷ X<普通名詞（低价值）>モ＋P<否定>：み

そ汁も作れない。

ⅸ X<普通名詞>モ＋P<肯定>１（＝Xサエ）：

このカレーの辛さはインド人もびっくり。

（以社会常识判断，P 实现的可能性最低，但却
成为事实）
ⅹ X<普通名詞>モ＋P<肯定>２（感叹）：

その財布もずいぶん古くなりましたね。
夜も更けてまいりました。
寺村对
「も」的语义分类，特别是“评价意义”

（4）森さんの奥さんも小児科医です。
（寺村秀夫，
1991：
73）

寺村指出，例（4）中与「 森さんの奥さん」相

的分类很详细，但小类之间互有交叉，其意义的内
在 联 系 又 不 好 把 握 。 如 第 ⅱ“X< 普 通 数 量 词 >
モ＋P<否定>”，寺村认为此句存在歧义，应在具体

对，还隐含着
「森さん」或
「林さんの奥さん」等影

语境下分析其语义。笔者考察了语料库中出现在

子的存在。这是
「も」的基本意义。

否定表达中的“数量词＋モ”，
发现在具体语境中的

关于
「も」的评价意义，寺村根据 X 的性质和 P
的肯定否定，
将其分成 10 项进行分析。

“数量词＋モ＋P<否定>”或者强调小量，或者强调
大量，
基本上没有出现既强调大量又强调小量的情

ⅰ X<普通数量词>モ＋P<肯定>：50 人も来

况。笔者认为之所以
「50 人も来なかった」这样的

ⅱ X<普通数量词>モ＋P<否定>：50 人も来

有语境；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其前提的设定存在问

寺村认为“50 人も来なかった”这句话有歧

小量时则以
「来た」为前提。若对一个句子同时设

た。
（该数量比自己的预期或社会常识要多）
なかった。

句子会有歧义，一方面是因为该句本身是范例，没
题。强调大量是以
「来なかった」
为前提的，
而强调

义，即会有如下两种情况：

定两个前提，
对句中
「も」
的语义解释自然就会产生

（a）事件：
50 人没来

歧义。
实际文本中对一个句子的语义解释一般是明

影子：
（没来的人数超出预期）本来预想不

确的，不应该存在歧义。另一个问题是“评价意义”

来的人会比 50 人少得多

中第ⅵ和第ⅶ的“疑问词＋モ”句式，
寺村指出此句

（b）事件：
来的人少于 50 人
影子：预想会来 50 人，但事实上却没来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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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异与疑问词的何种意义特征相关等问题没
有作出阐释，还有待于通过更多语料进行剖析。
三分说代表性的研究有沼田善子（1986，
1992，

复”的 形 式 出 现 。 而 对 例（10）、例（11），沼 田
（2009）认为其中的
「も」是构成形式副词的主要成
分，应整体看作形式副词。但上述这些
「も」都不

1994，2009）等。在奥津敬一郎、沼田善子、杉本武

能清晰地归类于
「も １「
」 も 2「
」 も 3」三种用法，那么

合著的『いわゆる日本語助詞の研究』第 2 章
「とり

这些沼田作为例外的用法该如何定位也是本文要

たて詞」
中，
沼田对
「とりたて詞」
作的定义如下：

探讨的问题之一。

とりたて詞とは、
文中の種々な要素―これを

2.2

对
「も」的功能的再分类

自者と呼ぶことにする―をとりたて，
これに対

前贤对
「も」的用法和功能从提示助词或副助

する他の要素―これを他者と呼ぶことにす

词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和分类，这些论述都有自身

る―との論理的関係を示す語である。…そし

的精到之处，但仍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地方，不利于

て、
本章では次の語をとりたて詞と考える。…

对
「も」的语义、句法和语用功能的总结。因此，在

も，
でも，さえ，すら…

吸收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另一个

（沼田，
1986：
108）

角度，即情态表达的句中形式的视角出发，把
「も」
沼田（1994：
129）举以下（5）
（7）
- 的例子，
把
「も」
的用法分为三类，
即表示单纯他者肯定的
「も１」
、
表
示意外的
「も2」
、表示缓和语气的
「も3」。

的功能分为两大类，即表示情态的功能和不表示
情态的功能，并分出各自的次类。
判断
「も」的功能是否属于情态范畴，我们将
使用上述 1.2 提出的情态表达的句中形式的判定

（5）日曜日は、
銀行も休みです。
（も１）
（沼田，
1994：
129）

（6）彼は努力して、とうとうラテン語も理解
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
（も２）（沼田，1994：129）
（7）春もたけなわになりました。
（も3）
（沼田，
1994：
129）

沼田将
「も」的功能按“自者”与“他者”的关系

标准。首先，如果
「も」要表示情态，那么
「も」必须
是一个独立的句法成分，
「 も」的存在与否不影响
句子命题的真值。其次，在语义上须符合“与命题
内容相关”
“发话时”
“发话人的主观态度”这三个
条件，才能判定该句子成分是表达情态功能的。
2.2.1 不表示情态的
「も」的功能
首先从句法上判断
「も」是否为独立的成分。

分成了上述三类，但这种分类只适用于基本功能，

为了便于分析，下面以先行研究中列出的例句作

不能涵盖所有语义。如还存在例（8）、例（9）、例

分析范本。

（10）、例（11）所示的用「も１「
」 も２「
」 も3」均解释不
清楚的用法：
（8）南も南、赤道直下だ。

（沼田，
1986：
156）

（沼田，
1986：
156）

（10）いやしくも、
微生物を研究する以上この問
題は避けて通れなかった。

（沼田，
2009：
122）

（11）惜しくも、9 回裏に逆転されて優勝を逃
した。

（沼田，
1986：156）

（9）食いも食ったり、一人で10 杯ペロリとた

（9）食いも食ったり、一人で10 杯ペロリとた
いらげた。

（8）南も南、赤道直下だ。

（沼田，
2009：
101）

沼田（1986，2009）均认为上述例（8）、例（9）中
的
「 も」为惯用句或惯用性强调，一般以“同语反

いらげた。

（沼田，1986：
156）

如前所述，沼田（1986，2009）认为上述例（8）、
例（9）中的
「も」
为惯用句或惯用性强调，
一般以“同
语反复”的形式出现。笔者赞同沼田的观点，认为
这类
「も」作为惯用用法，已经构成固定格式，整个
构式表达一个意思，
「 も」
不能单独使用。因此可以
从句法上判定此类“惯用性强调”不属于情态表达。
（12）遭難しかかった人を何人も助けました。
（寺村，199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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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だれも来なかった。

（寺村，
1991：
84）

寺村（1991）把这类
「 も」的用法归为“评价意
义”，认为其表示的是数量多、全面否定或全面肯
定。但是，如果我们试着将
「も」从句子中删除，就
变成了如下不合格的句子：
（12）’
* 遭難しかかった人を何人助けました。
（13）’
* だれ来なかった。

本的用法）

（寺村，1991：
73）

（5）日曜日は、銀行も休みです。
（単純他者肯定
のも１）

（沼田，
1994：129）

这类
「も」表示的是“追加、累加”，即“说话人
能从前后文语境中判断出存在与话题事件相似的
事件”。例（4）叙述的是
「森さんの奥さんも、他の
ある人も小児科医だ」这个命题，例（5）叙述的是
「銀行も郵便局なども休みだ」这个命题。这种事

笔者认为，例（12）、例（13）中的
「も」并不是独

件的累加或追加只是对命题内容的叙述，并未反

立的句法成分，而是和前面的
「何人」
「 だれ」构成

映出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
「心的態度」，因此，我们

了“疑问数量词・疑问词＋も”的构式，共同表达

认为这类
「も」虽然在句法上能作为独立的句子成

“数量多、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的意思。王华伟
（2005）指出，疑问数量词
「何人」和后续提示助词
「 も」构成的词组
「 何人も」或强调大量或强调小
量，并不是提示助词
「も」本身的功能。因此，从句
法上就可以判定这类
「も」不是表达情态的。而先
行研究中对此并没有作出区分。以下从语料库中
提取了一些这类
「も」的例子加以说明。
（14）たちまち人垣ができた。すでに見回りに
出ていた警察官が何人も集まって、いつ
でも割って入る用意をしていた。
（吉川水貴『暴走族とおやじクラブ』
）

（15）ウィリアムは冗談のつもりで言ったよう
だったが、だれも笑わなかった。
（山口雅也『生ける屍の死』
）

（16）この日泊まるホテルまでは車で何時間も
かかる。呆然として歩いていると、故障
車に出合った。運転手さんは迎えの車を
待っていっているという。一緒に待つこ
とにした。何時間も待つのは心細いなが
ら楽しい時間でもあり、
たくさんのスケッ
チをした。

（
『京都新聞』2004/10/24 朝刊）

其次从语义上考察寺村所称的“基本用法”和
沼田所称的“单纯他者肯定”用法（沼田 2009 将
「も１」的用法修正为
「累加」
）是否符合情态表达的
判定标准。还是看先行研究中出现的例句：
（4）森さんの奥さんも小児科医です。
（モの基
74

分，但从语义上并不能判定为情态表达。如：
（17）まだ四つか五つの頃で、私は片仮名も平
仮名も一字も読めませんのに、母はなん
と思いましてか、源平戦のたけなわに私
の顔をふいと覗いた。
（川端康成『伊豆の踊り子』
）

「 片仮名」
「 平仮名」
「 漢字」作为
「 読む」的对
象，属于同类要素，通过使用
「も」来表示并列或累
加的命题内容，并没有添加上说话人（作者）的主
观态度，因此不属于情态表达。对于这类用法，本
文将仍然使用沼田（2009）
“累加”的命名。
2.2.2 表示情态的
「も」的功能
首先来看沼田善子（1986，1992，1994）等提出
的表示意外的
「も２」的用法。
（6）彼は努力して、とうとうラテン語も理解で
きるようになった。
（意外のも２）
（沼田，1994：
129）

在无语境支持时，例（6）是有歧义的。首先可
以将之解读为上述的“单纯他者肯定”，自者为
「ラ
テン語」，他者为
「ロシア語」或
「ギリシャ語」等其
他语言，叙述
「ロシア語もギリシャ語もラテン語
も理解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这个命题，并没有添
加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例
（6）的
「も」是不表达情态的。另一个意义解读是，
句子要表达的并不是句中要素
「ラテン語」与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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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ロシア語、ギリシャ語など」的关系，而是表

以社会常识判断，
夺冠（
「優勝」
）是赛事中获奖

示“对
「彼」来说
「ラテン語」非常难学，认为无论如

级别最高的一项，
属于语义程度极大的词。而上例

何也学不会，但谁知通过努力竟然学会了”这层意

中
「そんな選手」
竟然夺冠了，
「 も」
表示说话人对这

思。这是说话人在说话时对
「彼はラテン語が理

个超出预期的命题作出了肯定性评价“竟然获得了

解する」这个事件感到意外。其实这里的“意外”

冠军”，
为后句强调“环境的重要性”做了铺垫。

是说话人对与预期不符的事件作出的主观评价。
本文暂将这类用法称为“评价”功能。下面列举一
些有具体语境的例句进行进一步分析说明。
（18）広い山中で、一人の人間を探し出すため
には、十人か二十人ぐらいのガイドが、一
週間ものあいだ、四方八方歩きまわらね
ばならなかった。
（ギ・ド・モーパッサン
（著）
/高山鉄男
（訳）
『モーパッサン短篇選』
）

（21）
「 お願いします」それだけ言うと、彼女は、
ついと立ちあがり、挨拶もしないで、部屋
から姿を消した。

（和久峻三『悪夢』
）

按照常识或社会规约，
「 挨拶する」应是最基
本的礼仪，属于语义程度极小的词。上例中对
「挨
拶しない」这一命题用
「も」，按照“全量肯定否定
规律”，可以得知对
「挨拶」的否定意味着对一切礼
仪的否定，并由此引申出说话人对话题人物「彼

例（18）中，
「 一週間」后用了
「も」，在这里表示

女」的不礼貌行为表示不满或抱怨等否定性评价。

主观大量，
「 一週間」比预期时间长。说话人通过

通过以上考察得知，
「 も」表示的“评价”有肯

「も」对“为了在山里找一个人而出动十几二十个
导游找了一星期”这个命题作出了主观评价，即表
达“导游们非常辛苦”或“找人的难度很大”等。

定性评价、中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功能。
下面考察被沼田命名为
「柔らげ」的
「も3」
（沼
田（2009：129）将其修正为
「も1」的
「不定用法」
）和
被寺村称为
「詠嘆」
的
「も」
的用法。

（19）二人は、
バスで飛驒高山へ向かった。二時
間も経たないうちに、
高山駅前に着いた。

（22）春もたけなわになりました。
（沼田，
2009：
131）

（松定ちよし『原本枕草子に操られたキツネとタヌキ』
）

例（19）中用“数量词＋も＋否定述語”格式，
表示主观小量。
「 も」表示说话人认为
「二時間」比
预期时间短，表达“到高山车站很近”等言外之意。
另外，如果
「も」前面的名词或表示相关命题
的程度或数量为极性词时，这种评价则带有肯定
或否定性质。关于极性词的肯定和否定，沈家煊

例（22）的用法沼田（2009：
132）称之为
「呼び水
的機能」
，
说话人不直接言明事件，
而是以描述背景
的方式委婉地与对方进行交流。本文认为这种用
法是说话人出于对听话人的顾及（
「配慮」
），
通过使
用
「も」使得句子表达更缓和、更委婉，我们暂且称
为
「も」
的“委婉”用法，
这种“委婉”用法因涉及说话
人和听话人的关系处理问题，
应属于情态范畴。

（1998）、石毓智（2001）都曾做过较全面和系统的
研究。沈家煊（1998）从否定量域规律推导出了全
量肯定否定规律：对一个最大量的肯定意味着全
量肯定；对一个最小量的否定意味着全量否定。
如例（20）为肯定性评价，例（21）为否定性评价。

（23）
「その財布もずいぶん古くなりましたね」
保
之助は懐かしそうに云った。 （寺村，1991：91）
（24）
「 関さんも気の毒だね。ああ幾日も引っ張
られて帰れなくっちゃあ」
関というのはそ
の人の苗字であった。

（夏目漱石『こころ』
）

（20）そんな選手が浦和に入ってきて、それで
成長して、去年はステージ優勝もできた。
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良い環境に恵まれる
ことって大事だなと感じました。
（
『週刊サッカーダイジェスト』
2005年3月8日号
（第26巻第11号）
）

寺村（1991：91）将例（23）的用法称为
「詠嘆」，
但这个
「詠嘆」具体指什么，寺村只笼统地解释为
「情緒的な効果」，并没有作出更详细的阐释。本
文仍将使用“感叹”这个用语，指的是发现了已知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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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新属性而对其重新认识、发出感叹。例
（23）中说话人对
「その財布」是已知的，通过
「も」

人なら三〜四日、高齢者でも一週間もあ
れば急性腰痛からは解放されます。
（平林洌『腰痛の正しい治し方』
）

的使用，表达说话人感叹时间流逝或物是人非的
心情。例（24）的「 も」是说话人认为「 関さん」是
「気の毒」的，整个句子被赋予了一种消极感情，说
话人表达了对话题人物的同情，这种主观感叹也
是“委婉”用法之一。

（27）1 食 100 円程度のレストランや、
1 泊 200 円
程度のホテルが多く、1 日 500 円もあれば
生活できてしまう。 （斉藤政喜『東方見便録』）
例（26）中，说话人认为治好腰痛的时间需要

「も」
的委婉用法除了上述“感叹”和“对听话人

一个星期左右，这里的“数量词＋も”表示概数提

的顾及”之外，
还有一类是上述 2.1 节所举的例子。

示。例（27）中的
「も」接在数量词
「500 円」后，表示

（10）いやしくも、微生物を研究する以上この
問題は避けて通れなかった。（沼田，2009：122）
例（10）中的
「も」接在形容词连用形后，构成
「いやしくも」。对于这种用法，笔者同意沼田的
观点，
在这里可将之看做陈述副词词尾（与之相似的

一天有 500 日元左右就能够生活下去了，这一点
可以从前文的食宿费标准计算得知。笔者认为
“概数提示”所表达的或然性是“委婉”用法的一
种，也属于情态范畴。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将
「も」的功能归纳
成表 1。

词还有
「惜しくも・早くも・不幸にも・哀れにも」
3

等），陈述副词的着眼点是整个句子，对句子命题
作出主观判断和评注，因此也属于情态表达。如：

结

语

本文在梳理了现代日语提示助词
「も」的先行
研究的基础上，从“情态表达的句中形式”视角，对

（25）ちなみに辞書の説明はせいぜい十行であ

考察得知，位于句中的提示助词
「も」和其他句末

枚）長くも千二百字（三枚）である。

形式一样也具有表达情态的功能，因其所处的句

（山本夏彦『世間知らずの高枕』
）

另外还有一种
「も」的用法沼田和寺村均没有
提到，
即
「も」
接在数量词后，
用在条件句中，
原则上
不能与断定表达共现，
只提示一个概数。如下例：
（26）腰痛のもとになる病気がない限り、若い
表１
累加
不表示情态
特殊构式
も
的
功
能

评价
表示情态
委婉

注：此表为笔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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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的功能进行了重新探讨和分类。通过本文的

る。わが写真コラムは短きは八百字（二

法位置在句中，我们称其为“情态表达的句中形
式”。按照衡量情态表达的三个基本条件，
「 も」的
功能可分为表示情态和不表示情态两大类。其
中，累加和特殊构式的用法表示客观命题，不属于
情态范畴；而评价和委婉用法表示说话人对命题
的主观态度，属于情态范畴。另外，本文对特殊构

从情态表达的视角看
「も」
的功能

森さんの奥さんも小児科医です。
日曜日は、
銀行も
（郵便局も）
休みです。
疑问词＋も
疑问数量词＋も
惯用性强调
肯定性评价
中性评价
否定性评价
感叹
对听话人的顾及
陈述副词词尾
概数提示

どこも悪くありません。
遭難しかかった人を何人も助けました。
飯も飯だが、
まず酒だ。
あの選手は優勝もできた。
二時間も経たないうちに、高山駅前に着いた。
彼女は怒ってあいさつもしません。
その財布もずいぶん古くなりましたね。
夜もふけてまいりました。
高くも一万円以上はしない。
一週間もあればこの仕事はできる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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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评价和委婉用法还分别分出了各自的次类。

些句法成分只是作为情态表达的句中形式附加到

情态表达的句中形式这一概念的提出更合理

命题中。除了本文考察分析的
「も」外，其他提示

地解释了益冈（1991，2007）提出的句子意义阶层

助词是否具有表达情态的功能，或其他的句中形

构造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即位于命题领域的句

式如副词、间投助词等是否具有表达情态的功能

法成分也具有表达情态的功能，二者并不矛盾，这

等，都是今后要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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