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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厂力、毅‘)jr相当Jr亨小- jr -i芝J在运用上的异同

陈思琦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250014；黄山学院外语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之上。分析日语副词r力、友f)j、r相当j、r守o、永尢j、r栏o、3；j在运用上的异

同．旨在帮助日语学习者地道地使用这些类义副词进行更好的交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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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r加旮I)J、r相当J、r中k、求尢J、r芷v,7noJ这4

个词均属于日语副词当中的类义副词，译为汉语为

“很、相当、颇”，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其实

不然，有时由于对其词义把握不准．在使用上往往

会产生混淆现象。为此，就其运用上的异同作一初

步探讨。

二、辞典意义

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些词各自的内在意义，先查

阅一下三省堂的《新明解国语辞典》【1I及外语教学和

研究出版社的《日汉双解辞典》，I习其解释如下：

力、旮I，：相当岔程度℃南否上_j亨。

《日汉双解辞典》

普通期待冬扎6程度老超之<-·否状憋老表

寸。 《新明解》

相当：力、巷9、桤k、求 《日汉双解辞典》

程度护普通上1)C耋各I苫尢乙～、(亨々札【k、

否)檬子 《新明解》

亨-、求允：普通刃程度老超之【L、否檬子。沙

匕上j I：、相当 《日汉双解辞典》

普通刃程度老超之rk、否檬子。 《新明解》

圮L、求：物事④程度∥造尢℃k、弓檬子。上6王

g、力、各9、茫k、求 《学研·国语大词典》①

程度妒梗端l二UZ<e{智k功{、决L，<少套<

套k、檬子。 《新明解》

从上述4个副词的定义来看，似乎找不出什么

明显的区别，一般都指超越了所规定的标准程度。

从直接感觉来说。它们是按照r亨k、容尢j、r圮k、

求j、r相当j、r力、☆I)j这样的顺序逐渐减弱的。

三、程度比较

根据日本三位研究者奥津敬一郎、翻工藤浩、[41

森重敏嘲三人的分析，这4个词排列如下表：

表1对4个词的程度分析

换言之，r亨k、求允J程度较其他三个要高一

些。r力、套9 J、r相当j、r茫k、永J基本属于同一程度

范围。

四、分组比较

以上的先行研究说明了这四个词的程度差异。
丽|日期：2010—09—11
作者衙介：陈悬琦(1985一)。陕西省商洛人．黄山学院外语摹助教。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文学。

万方数据



·106· 黄山学院学报 2011年

然而在具体应用中，使用哪个副词最恰当，最地道

呢?判断副词使用的正确与否。主要取决于句子的

语感或词语使用上的差异所在。下面将这4个词分

为两组进行比较。

(一)r加东I)j与r相当j

(1)程度对比

根据金幕箴161的分析，对比如下：

表2金幕箴的分析

加旮I) 表示程度超过平均水平以上

相当 表示大大超出平均水平

．说明r相当J比r办、哲I)J程度高。

(2)使用对比

(D幼稚园c：L【C主、力、乐I)大墨L、子桤。／作为

幼儿园的孩子够大的了。愀

②先力地震-C't耋、力、岔I，力捐害∥出允。／刚才

地震，造成了很大损失。

③十代力顷C土司局邃太郎芑尢刃作品C土力、各

rJ多就L允。，十几岁的时候，我读了很多司马辽太

郎的作品。即 。

(蓟奄。人C耋留学经骏舻旮k、It．L【C耋英语力彳

力、各I)上手c二L々人扎允。，就那个人没有留学经

验来说。他英语已经说得很流利了。

⑤坂本毫局e耋相当I：腕舻立一)允圣j趁。，据

说坂本龙马本领十分超群出众。

⑥彼f耋最近相当勉强L，【k、否土j允。／他好

像最近学习相当卖力。

⑦彼C耋古k、L／3一F老相当持-,9C、，、为岛L L、

上。，他好像有不少旧唱片呢。(常用副词场景对话)

⑧弑骏C土加各I)鞋L L、。，考试相当难。

⑨弑骏C耋相当鞋Ll，、圣j℃亨。／听说考试相

当难。婀

从①—⑦例句可以看出，r力、岔I)j多用于说话

人直接陈述自己的感情意见等。从例句⑨可以看出

r相当J,贝lJ常伴有间接得知的语感，句末常伴有传闻

推量样态等表现。

(二)r守k、求尢J与厂茫o、永J

(1)程度对比

表3二者程度对比

扎求尢瓣客Z享雩差船等t
桤、，、容 雩雾荟雩霎￡墨享o<法各¨妒、泱L
说明厂守o、奈尢JB匕I-圮o、求J程度高。

(2)使用对比

⑩彼匕f耋矿L、容尢畏l、‘二E会一)【L、旮L、。，

有很长时间没和他见面了。

⑩外卓匕e耋守L、求尢E思k、切，)允贾L、物芯把

之。，你真舍得花钱买外国车啊。

⑩八干罔匕C土二力本C耋守I、求尢高k、本桤各

南。，这本书竟然8000日元，好贵的书呀。

⑩中k、求尢昔12．CM"C-流行【k、，2曲力夕／f卜

，p老知I)允o、℃亨。／我想知道很久以前广告里播

放过的乐曲的名称。

⑩朝力、岛亨L、采尢寒k、匕思，)【k、允∥、艺弓

E弓雪c二々，)允。／早上起来就觉得特别冷，终于下

雪了。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r亨L、永尢jg-伴有说话

人真实产生的感慨、惊讶、慨叹等情绪及表现。另外

从例句不难看出它还有对自己或别人的行为进行

评价的功能。

请看下面一组男女学生评价老师的对话：

女：招之、今度④先生、鲎k!盘血羞!!匕皇叠坠。

匕尢套先生?

男：南圭I)傲L<各k、尢茫。

女：匕々、土力、，)允匕絮各L，。

男：圣-j加巷。峙誊L、，、∞C土桤幻也上。威L<

L【<扎各<岛々。

女：圣专?

翻译：

女：我说，这次的老师好年轻啊。是个什么样的

老师呢?

男：不怎么严厉。

女：那不是很好吗。

男：是吗?温柔的老师哪行啊。必须对我们严厉

才行。

女：是吗?

一分析上面的对话，句子均用简体。说明关系亲

密的入之间多用厂亨k、求允j。划线部分句子又论证

了上述r守o、尜尢j有对他人行为进行评价的功能。

⑩圭南、正直k言今【、侯C耋伯父芑尢c：C土守b、

求尢挡世括c：各一)r k、弓人℃亨土。／说实话，伯父

一直都很照顾我。

⑩先生c二C壹守k、公尢御恩I：各I，圭L／允。，受

到老9币相当多的恩惠。

⑩南巷允l：C耋亨k、奈尢申L欹岔L，‘二匕老L

允E思一)【o，圭亨。，我觉得我做了十分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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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

上述三个例句的共同点是表示对对方行为的感

谢或表示本人谢罪的心情。所以在这种场合一般不

用r圮k、求J。

⑩‘二刃川C耋南力川士I)芯L、尜誊札o，圮。，这

条河比那条河干净得多。

⑩‘二刃川e土前上9桤o、求墨扎L、I：各一)允。／

这条河比以前干净多了。

上面两个例句让入感觉到r圮o、容j多用于两

个事物之间或同一事物前后状态的比较，表示量、

质、程度等变化的幅度大。

此外，r矿o，尜元j还可以做形容动词，而r允o、

求J无这种用法。

如： {

①借I，)I=二挡金老返冬乐k、E C耋亍k、求尢套男

圮。腊了钱不还，真是个差劲的男人。
⑨病氮④夫力世藉屯k、哲k、℃避矿；二行<匕

C耋中L、奈尢岔螽桤。／连生了病的丈夫都不照顾，还

到处去玩，真是太不像话了。

主要用于严厉斥责对方。

五、结束语

由于日语副词的功能、构成、用法以及专用是

个系列性的复杂问题。需要研究的方面还很多。通

过辞典意义对比、程度对比、分组对比，揭示了日语

类义副词r力、各I)j、r相当j、r守L、求凡j、r芷k、求j

在运用上的异同。在运用中，根据程度及具体使用

环境选择合适的副词，才能达到更贴切的表达效

果。

注释：

①《日汉双解辞典》中无此词，所列意义为日本学习研究社的

<学研·国语大词典》中登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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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the Usage of、巷I)j，f-相当j，『．亨I，、求尢J and『芯I，、求J
Chen Siq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014，China；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urrent researches，the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 of the usage of r力、各9 j、

厂相当j、r亨L、客尢J and r桤o、尜J in the hope of enabling the Japanese learners to master the genuine

usage of these adverbs and conduct a better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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