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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语学习者授受表现误用根源探究

陈思琦
(黄山学院外语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分析中国日语学习者授受表现的常见误用。发现由于学习者没有充分理解授受表现与日本

“和”文化以及由“和”文化所衍生出的恩惠意识、等级关系、内外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引起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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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对于日语学习者来说。授受表现这一日语语法

项目应该不会感到陌生。授受表现是日语中一种体

现日语特殊性和复杂性的语法现象。因此授受动词

与授受助动词一直是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的热门

项目。那么授受表现是什么呢?林璋先生将其总结

为“所谓‘授受’，顾名思义就是交付和接受”。Ill在汉

语中仅仅一个“给”字而在日语中就需要以下三组

词来表示授受关系。

(1)<札否——<芯冬弓

(2)·它否——南C于为——差L上C于弓

(3)屯岛÷——k、允圮<(岛上j桤-、)

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通用。其原因是使用哪

个。怎么使用全由人际关系决定。因此授受表现无

疑是日语学习者最难懂的项目。迄今为止，学者们

对授受表现中授受动词及授受助动词的使用和差

别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各个版本的教材也是对其详

细论述并做了大量练习，但是实际使用中误用问题

还是层出不穷。究其根源就是忽视了语言使用和文

化因素的关系。纵然很好地掌握了语法知识，也不

能做到在实际交流中说话大方得体。因此，挖掘出

隐藏在语言内部的文化背景知识。才是深刻理解语

言表达方式的关键。

二、授受表现的误用实例列举及分析

笔者以黄山学院07日语专业(2)班35名学生

为调查对象，汇总了他们关于授受表现翻译作业中

的病句、错句。统计结果是：应当使用授受表现而没

有使用授受表现的人占到20人：授受表现中授受

动词错用的占10人。符合语法准则但表达不地道

的有3人。授受表现使用正确率仅仅达到6％。数据

足以显示授受表现已经成为中国日语学习者的拦

路虎。下面就误用实例进行具体分析。

(一)授受动词及授受助动词——内外有别

①我姐姐送给我儿子一个录音机。

病例：婶f壹私力息子c二力七·y I-·于一7 L，3一

少一老南fj!=圭L盘。

分析：从字面上看。我姐姐送给我儿子了盒式

录音机。似乎无懈可击。仔细观察划线部分，其实存

在误用问题。之所以会出现上面的表达方式是因为

此人没有理解授受关系中蕴含的“内外有别”的思

想。理解授受关系，首先必须确立区别“内(哆手)／

外(y卜)”的意识。这里的“内”并不仅指“我”或“第

一人称”，“外”也并不是除“我”之外都是“外”。也就

是说：“内”指以说话人为中心，包括说话人一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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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及说话人认为属于自己一方的人：“外”以听话

人为中心，包括听话人一方的人以及说话人认为属

于听话人一方的人。【2IJ0。

为简明易懂起见，把送东西的一方称为授予者

(与之【)，把接受东西的一方称为接受者(受C于

【)，同时假设他们不存在长幼关系的情况下，则授

受动词“<札为”“屯岛弓”的用法可以表示为：

A．授予者(外)力{接受者(内)c二东西老<扎否

B．接受者(内)力f授予者(外)t：-(力、岛)东西电屯

岛j

分析所给例句，从“我姐姐”与我的血缘关系来

讲，自然是属于“内”的范畴，但此处说话者把自己

的女儿看得比姐姐更亲近，此时姐姐就相对变得处

于“外”的范畴了。由此可以说明日语中的“内／外”

是一个相对概念，它的外延可大可小，要根据对象

而定。再看下面的例子：

②这些好吃的是谁给我们的?

从上句不难看出说话人把在场的一些人(不确

定)都划在了“内”的范畴里了。而处于“外”的范畴

的授予者给予了处于“内”范畴的“我们”好吃的就

应该表述为“靛力{私允岛c：招L、L L、毛)o老<札圭

L允力、。”当然“授予者(外)i壹接受者(内)c二东西

老<札否”的表达方式在物品的“交付与接受”的同

时还伴随有恩惠的转移。具体在第三部分说明。

由此可以看出要深刻理解并正确运用授受关

系必须要冲破汉语式思维，感悟日本人内外有别的

思想。

(二)授受动词及授受助动词——长幼有序

③您能不能稍微大声点说话。

病例：艿上一)匕大誊k、声℃嚣L【屯6 L、未世

尢力、。

分析：出现错误的原因是没有理解授受表现中

的长幼有序原则。那么就长幼有序进行以下分析。

以下三组词就是构成授受表现的授受动词。在日常

使用时，常前续“【”构成授受助动词。

(I)<札为——<允芑弓

(2)呻为——南Cf6——差L上C，为

(3)屯岛弓——L、允7=<(]弓上弓芯L、)

这三组每一组内部的动词意义是一样的。所不

同的是他们所蕴含的尊敬和谦虚的程度。吴立新先

生曾提到，“日本是个纵向型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

结构里，由于等级观念和隶属关系支配着人们的思

想，所以在人与人交往与沟通中，日本人十分看重

在某个特定的集团内(如家庭、公司、学校等)自己

与周罔的上下、长幼辈分等的等级关系，集团内形

成了上下等级严明的纵向型社会。”PJ那么日本人在

表达对长辈、上司、地位高的人的尊敬时，除了有一

套系统的敬语体系中的表达方式供他们选择使用

外。还可以利用授受动词及助动词来表现。第一组

词中“<tj墨弓”是“<札为”的尊敬语。第二组中

“差L上f于弓”是“扔f于弓”的谦逊语，第三组中“o、

允芷<”是“屯岛弓”的谦逊语。

日本普遍用这种图示来展现人际关系在日语

中的反映： J L

C 上 A

内 外
、 L
／ ，r

D 下 B

以中心的原点为说话人的立场。对于既处于位

于“外”范围又处于上级年长的范畴的A，显然要尊

敬；对于D区的人不需要敬意，原因他处于下级并

在“内”的范围里。B区和C区。则要在适当的环境

下划分出相对的位置，加以对待。那么分析下所给

的例句。句中出现“您”这样的字眼，可见说话人对

听话人是带有尊敬意味的。在授受助动词的选用

上，我们想到了(3)宅)岛弓——L、允芷<(右土弓恕

l、)。为了表示对听话人的尊敬，就要选用表示谦逊

的“k、允芯<”，以起到降低自己抬高对方的作用。

可译为“大善L、．二之℃括Lt L、允定C于客o、尢℃L

占-)加。”同理再举两个例子：

④我要把这张照片送给老师。

老师是相对于说话入地位高的人，在考虑到内

外因素的情况下，就想到需使用(2)它毛——扬C于

为——差L上Cf为这一组词。同样使用“差L上C于

6”来表示对老师的尊敬。可以译为“二刃写真营先

生C二差L上C于圭寸。”

⑤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了不少翻译方面的东西。

可译为“私C壹先生加岛翻龊c：，)o、【刃知敲老

L、乃L、乃勉强L【L、允圮墨圭L允。”这句话以说

话人为主体，强调他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翻译知

识。为表示对老师的敬意在授受助动词的选择上，

使用了表示谦卑的“o、允芷<J10此句在遵循长幼有

序的原则的同时还体现了日本人的恩惠意识。将在

接下来的部分说明。

(三)授受动词及授受助动词——恩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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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老师您今晚愿意来参加我们的日语演讲大 々已

赛吗?

先来看一些病例：

A．(注：说话者为学生．听话者为日籍敦9币)“先

生、今夜④日本捂灭匕一手了二／于灭卜c二来允L、℃

寸力、。”

B．“先生、今夜∞日本捂灭E一手j 7于灭卜c二

k、岛，)L巾『)允L、℃寸力、。”

A句体现出翻译者没有注意到日本人对长辈、

上司、比自己地位高的人表达敬意的习惯。“先生”

相对于“学生”来说是上级可能还是长辈，毋庸置疑

要使用敬语。B句的翻译者注意到了应该使用敬语，

他选用“L、岛，)L々为”这个词来表达敬意。从语法

角度讲“<为”的尊敬语是“o、岛，)L咛否”，这个句

子是成立的．但是为什么日本老9币听了会不舒服

呢?原因就是此处相比敬语表达，授受表现更贴切，

更符合日本人的习惯。日语的授受表达中不光有物

品的传递还伴有恩惠的传递。因此日常生活中被普

遍使用。日本人的恩惠意识强于中国人。韩立红在

她所编著的《日本文化概论》中提到“日本人普遍使

用‘一L【<札为’、‘～L【毛)岛j’、‘一L t L、允7=

<’等利益的授予与接受的表达方式。”峭菊地也
指出，即使自己并不一定从对方那里得到恩惠，但

也作为得到恩惠来对待，这是对对方的尊重。因此

从恩惠意识的角度讲，以下两种译法就比较贴切：

C．“先生、今夜∞日本语灭E一手j二／于叉卜c：

k、岛一)L々，)【<扎圭寸力、。”

D．“先生c二今夜乃日本籍叉E一手了7于灭卜

c二L、岛，)L々，)【o、允恕茎允k、℃寸力f、土乃L o、

℃中加。”

C句使用了“～Lr<扎为”这样的表达方式，体

现出说话入认为老师能来参加日语演讲大赛，是对

自己参加活动的一种支持，是施以恩惠的表现，心

存感激之意。

D句使用了“一L【o、允桤<”说明了说话人主

动积极邀请老师参加日语演讲大赛，要求他对自己

施以恩惠．同时遵循长幼有序原则，对位于上级的

老师使用了“一L【L、允恕<”，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从而将老师抬上高位，以示尊重。下面对授受动词

与授受助动词所体现的恩惠关系作以总结。松下大

三郎把恩惠施予者和恩惠接受者之间的授受关系

归纳为：

私—————————————◆ 君·彼=自行他利

<札为

君．彼———————————◆ 私=他行自利

6岛j

君·彼———————————o 私=自行他利

此图不难看出：“一【々弓”是指自己的行为给

他人施予了恩惠，“～r<札弓”指别人的行为给自

己施予的恩惠，“一【毛)岛亏”指自己主动要求别人

施予恩惠。

但是使用时也需注意，“～【々否”或“～南Cf为”

隐含着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了恩惠，带有自傲自

大的意味。作为听话人的日本人来说，不喜欢随随

便便就接受别人的恩惠．而欠人情债。以下是个经

常被列举的例子：

“髁畏、挡荷物老持，)【芒L南Cf圭L上j。”句

中注意到“裸畏”居于上司的高位。而对他的行李采

用了敬语修饰“扫荷物”。同时还选用了可以充分表

达说话人对听话人敬意的“～差L上f于圭亨”。但科

长听了这样对自己表达尊敬意味的话为什么不高

兴呢?究其原因就是犯了强行施恩的错误。作家罗

斯·贝奈蒂克写的作品《菊与刀》中叙述到：“要想使

一个日本人感到痛苦很容易。只要给他东西就可

以。”15I胁佗1可见，日本人习惯尽可能的使用“一【<

札6”来体现别人施予自己的恩惠，表达感激之情，

而尽可能的回避使用“一t峙弓”或“～【南C于为”，以

防止给别人施加压力。

那么遇到想给别人施以帮助的情况时，转用

“括(：)+动词+中否(k、允中)”这种表示谦逊的表

达方式比较好。上面的句子可译为“髁畏、挡荷物老

挡持岛L、允L圭L上j。”

三、小结

以列举实例并分析的方式，对中国日语学习者

授受表现误用原因进行了分析。王星认为，“语言是

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外向体现，每一种语言总是

反映了一定社会的人的价值取向，世界观等。⋯⋯

长期的稻耕文化使得日本人养成了互助、合作、协

商、妥协的习惯和行为模式，并因此滋长了‘和’的

意识。”l州日本人的“和”的意识究其历史，早在圣德

太子所制定的法律中就有“和老屯or贵L”。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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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以和为贵”思想熏陶的日本人，非常重视“恩”

也就是形成了敏感的恩惠意识。同时在日本这个纵

向型的社会中“内”“外”的意识、“上”“下”的等级关

系又是根深蒂固的。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的民族心

理制约着语言的表现形式。授受表现作为一种晤言

表现形式，自然与这些因素息息相关。可以看出。日

语学习者之所以会误用授受表现，原冈并不是没有

掌握其相关的语法、涮汇、句型的知识。而根源在于

没有很好的理解它所蕴含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即

“内”“外”的意识、“上”“下”的等级关系、敏感的恩

惠意识。作为日语教师如何带领学生熟悉日语的人

文环境，包括日本的民族心力和价值观念。从母语

的习惯解放出来，努力习惯日本入的思维方式。从

而更好的驾驭这门语言，将成为2l世纪大学日语

教师最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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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张芸 关于授受表现——以授受动词的内外属性为中心 2008
    众所周知，日语中的授受表达对于中国的日语学习者来说一直是学习上的难点。汉语中没有完全对应的用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由于日

语授受动词具有“内外属性”，而汉语中的授受动词不具备这一属性，所以对于中国的日语学习者来说，授受表达的学习尤为困难。      在授受文中

区分敬语和谦语的两个基准，即“上下”、“内外”这两个基准中，中国人日语学习者是如何区分使用的?和日本人是否有所不同呢?为了弄清这一点

，笔者对中国出版的日语教材中有关授受表达的部分做了调查。从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出版的日语教材中偏重“上下”这一区分基准，而“内外”这一

区分标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基于这一点，笔者做出了“对于中国日语学习者来说，‘内外’这一区分基准是学习上的盲点”这一推测。为了验证

这一点，笔者做了问卷调查，结果证明，笔者的推测是正确的。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日语授受动词具有“内外属性”，而汉语中的授受动词不具备

这一属性，所以受母语的影响，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内外”意识不够充分。因此本文从视点、共感度、人称等角度出发，分析了潜藏于日语授受文中的

“内外”意识。最后，笔者利用中日对译语料库中的有关授受表达的译文分析了授受表达中的“对人配慮”意识。      通过对授受文中“内外”意识

不足的实际情况的调查，以及对潜藏于日语授受文中的“内外”意识的考察，认为在日语教学中，在教授授受文中区分敬语和谦语的基准时，除了“上

下”这一区分基准外，还应将“内外”这一区分基准纳入教学范围。

2.期刊论文 段帆 "恩惠意识"下的日语授受表现 -中州学刊2009(1)
    日语的授受动词有三组对应关系,在世界语言中都是罕见的,也是日语学习者的习得难点之一.日语的授受表现不仅包括物品的授受关系,而且还包括

恩惠的授受关系.恩惠的授受关系充分体现了日本人的"知恩报恩"心理.日语教育者要帮助学习者通过授受表现充分理解日本人的恩惠意识,从而提高使用

授受动词的意识.

3.学位论文 张丽 关于补助动词「～テモラウ」的用法——从受动和使役的角度分析 2009
    日本社会重视人情义理。对于别人施与的好处一定要作出回礼。这样的风土文化反映在语言里，就形成了高度发达的授受表现形式。  授受表现对

于外语学习者而言是一大难点。尤其是中日文化的差异以及言语习惯的不同，使得授受表现对于中国学习者来说尤为困难。恩恵意识，待遇意识，对很

多日语学习者而言很难理解。本论文主要研究「～テモラゥ」的用法。「～テモラゥ」本来的用法是说话者请求对方实施某动作而得到恩恵。本论文以

日语数据库的用例为依据，从直接受益，间接收益，非恩惠三个方面分析「～テモラゥ」的用法。论文的基本框架如下：  @@　　第一部分为绪论，阐

述「～テモラゥ」受益表现的研究以及想要弄明白的问题。  @@　　第二部分为本论，首先阐述「～テモラゥ」以及与其相关的先行研究，表明论文的

问题点。其次，把「～テモラゥ」受益文分为直接受益，间接受益，非恩惠场合三种情况一一进行分析。以数据库中的用例为依据，寻找使用规律。

@@　　　第三部分问结论。1．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テモラゥ」的基本用法是使役性用法。2． 「～テモラゥ」和モダリティ形式连用呈现出強烈

的使役性。3．非受益句中，「～テモラゥ」具有多种非恩惠用法。书面语中在表达为难之意的使用频率比较高。其次在关系亲近者之间，具有讽刺意味

的用法也较常见。  @@关键字：直接受益；间接受益；使役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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