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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广T小否J形式的用法以及意义

吴菡卿
("F-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南京2m68)

摘 要：日语中的rr k、5 J一直是日语学习的难点之一。初学者总是将其与“时态”(r于y灭j)这一概念

相联系，但是实际上rr o、否J形式与“体”(厂7，灭弋夕卜．j)这一语法概念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体”(r7’

灭弋夕卜j)这一角度出发，对rtk、为j形式的用法以及意义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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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说起日语中的厂【k、否j形式，熟悉日语的人首

先想到的语法概念一定是和r于二／灭J(时态)相关

的“正在进行时”。但是，实际上，在日语中，rr k、

否j除了和r于二／叉j相关之外，还和另外一个语法

概念——r7灭弋夕卜J(态；体)有着密切联系。根

据语法上的解释：厂于y叉J是指表示时间的语法形

式，这个概念要靠动词的形态来表达，动作所表现

的作用有的可以是一个过程，即存在着开始、进行、

结束等阶段。日语中，r7叉代夕卜j就是记述动作、

作用等处于何种进行情况的语法范畴。【lJ

如果将记述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行为的语法

形式称之为“完成体”。而记述动作、作用阶段性的

语法形式则称之为“持续体”。在标准日语中．用习

厶(豌办)，≯又(死如)这样的厂肜J形来表示“完成

体”。用了y尹彳，p(就尢℃I，、否)，三／7于，／f，L／(死尢

℃k、否)这样的r于彳，L，j形来表示“持续体”。下面，

将从r7，灭弋少卜j的观点来探讨r【L、为j形式的

意义和用法。囝

二、rt小否J的基本意义

r【、r、为j的基本意义是r南为勤匍乃表中事舻

岛舻实现L允状况I：各I)、圣刃状况力中汇rI，、为J

E k、j‘二E J(动词所表示的事体已经实现的情况

下，处于实现这个过程中的意思)。

以r食弋r o、为J为例，r食人弓j这个行为已经

实现，也就意味着r食弋始圭9、鼋乃状况乃中I：南

否J(开始吃，并且处于这个状况之中)。这里的r寞

现L允J(已经实现)，并不是完成、终了的意思。但

是r死尢℃I、否j这样的动词，开始和结束是同一瞬

间实现的，因此，这里的r实现J=f终了J。

三、rt小否j的基本用法

在日语中。并不是所有的动词都有rt k、否j的

形式。比如：

a．山田芑尢C毒英语℃手纸舻上手I：言I寸t、，、

为。(×)

b．暗<【宅)何屯兄之【I、各o、。(×)

通过以上两个例句．可以看出虽然表示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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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动词拥有r【k、否j的形式，但是表示状态、

存在、能力的状态动词或者是动词的可能态一般来

说是没有r<k、为J这样的形式的。表示动作、作用

的词汇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表示瞬间动

作、变化的“瞬间动词”，另一类是表示持续性动作

的“持续动词”。

rrI，、弓J的基本用法有以下两种。。瞬间动词”

表示“正在进行中的动作”。“瞬间动词”表示“动作

或者变化的结果状态”。也就是“正在进行”和“结果

残存”两种用法。r【k、否j的意义究竟是正在进行，

还是结果残存．要根据动词的种类来决定。不能够

表示主语状态变化的“持续动词”r【k、弓J形式是

“正在进行”．而表示变化的动词则是“结果残存”的

用法。下面具体探讨一下这两种基本用法。

1．正在进行

a．彼C壹L、丧园害馆℃本意就尢℃-、否。，他现在

正在图书馆里读书。

b．8括世L、刃人妒前力道老步k、【k、否。，}艮多

入走在前面的路上。

例a、b表示的是动作正在进行。“正在进行”就

是指看到“动作、作用”的时侯，这个动作或者作用

正在持续。r就尢℃-、否j状态之后就是r豌尢圮j。

也就是说，整个动作的过程应该是像以下这样：

谠办始幻否_+就尢℃、，、为_+就凡圮

步誊始幻否一步-、【、，、6-+步k、允

2．结果残存

a．今、括客冬尢护来tk、否。，现在，客人来了。

b．1二刃虫C耋死元℃k、否。，这个虫子死了。

r来-．c、，、6 J是指r来允J(来了)这个结果一直残

存着。r来-cI，、否J这种形式，表示的不是“正在进行”，

也就是说。并不是“正在来的途中”。同样，r死尢℃、，、

否J也是指“已经死了”这样的状态。并不存在“正在

死”这样的形式。换句话说，是以下这样的顺序。

来允-+来【k、否 死允也_死尢℃k、否

现在的r允-+-．c k、6j的顺序，和上面的“持续

动词”正好相反。结果残存是指动作或者作用产生

的结果状态一直持续着。当看到变化的结果一直存

在的时侯，就使用r--c-、否J的形式。

以上是r【L、否jIF．,式的两种基本用法，除此之

外，r【k、否j形式还有着其他一些特殊用法。

四、rt小否j的其他用法

1．表示反复

a．花子C耋每通圣刃雅菇老贸一)-c o、弓。，花子每

个礼拜都买那本杂志。

b．太郎C土每日鼋卓℃学校c：通，)【o，否。，太郎

每天坐电车上学。

c．每朝、散步L【L、否。／每天早上，散步。

r花子C耋圣乃雄菇老贾一)tk、否j、r太郎C土鼋卓

℃学校汇通一)<k、否J、r散步Lr o、为J这样的现象

本身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反复发生。但是，通过加上

r每日J这样类似的副词，就可以表示是在一定并且

是较长的时间区间内反复发生的现象。

也就是说．表示同样的动作、作用反复发生的

时侯。可以使用r【l，、否j形式。使用r<、，、否j的时

侯．既可以表示同一个主语反复进行某种动作，也

可以表示两个以上的主语进行同一个动作。如下所

示。例句d表示同一个主语反复进行某一个动作，

而例句e则表示多个主语进行同一种动作。

d．田中C耋每Et 6畴；：起奉Cl，、否。，田中每天6

点起床。

e．世界℃e壹泶着失词℃多<乃子供∥亡<巷一)

【I、6。，世界上，很多孩子因为应为营养不良而夭

折。

另外，和“反复”这样的形式类似，也就是一些

。恒常的真理”．它们具有恒常的性质，会经常发生。

但是这个时侯，一般用r中否j的形式来表示。真

理”。比如，例句f、g中的r食弋6 J、r乘客J虽然也是

带有反复发生的意味。但是恒常性的语感更为强

烈，所以要用r亨否j的形式。翻

￡日本℃C土大晦日l：圣If老食弋否．二匕泸多、，、。

，在日本。除夕夜大多都要吃荞麦面。

g．舄C土最容。，鸟儿飞。

2．表示经验

a．以前；：何度宅)挑戟意弑办【-、否。，以前，曾经

试着挑战过好几次。

b．3年前I：．二乃山道老步-、rI，、否。，3年前，

曾经走过这条山路。

c．花子C土去年结婚L，rk、否。，花子去年结婚了。

r-cL、否J的形式也可以用来表示“经验”。在表

示经验时，一般多是“持续性动词”，同时在句中会

出现r以前I：j、r3年前I：J、r去年j等类似表示过去

的时间副词。一般会排除该动作现在仍在持续或者

是结果残存等可能性。表示“经验”的r--c k、否J形

式．都可以换成该动词的r允j形。比如，上述的例句

a,b、c可以换成以下的形式，意思基本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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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前c：何度屯挑戡老弑丙允。，以前，曾经试

着挑战过好几次。

b’．3年前I：二刃山道老步-、允。／3年前，曾经

走过这条山路。

c’．花子C土去年结婚L允。，花子去年结婚了。

但是反之。如果一句话中包含有表示过去时间

点的副词，且动词具有r<I，，弓J的形式，此时句中

动词的r允J形却不一定都能换成r【k、6 j形式。

3．表示单纯状态

文二力道C壹曲刁tI，、5。，这条路弯弯曲曲。

b．山妒聋之t、，、否。，山耸立着。

c．技衍栌傻扎t I，、5。，j支术优秀。

以rr-、否J形式来表示“单纯状态”的动词。换

句话说．一般都不能够以动词的基本型单独出现。

这一类的动词。一般称之为。特殊动词”。这些动词

完全不能够表示动作或者作用的意思，也就是说，

这些动词和形容词有着相似之处。由于表示的是类

似于形容词的意义，所以这些动词也就不存在“开

始”、。结束”这些意义了。r曲叮C-，否J、r聋之rI，、

为J、厂傻扎t、，、否J这一类的动词形式都是表示主

语处于某种状态之中。

五、小结

综上所述。从r7叉代夕卜J的观点出发。对动

词厂r k，否J形式的用法以及意义进行了一个简单

的归纳。首先。厂【k、6j的用法中有两种基本用法。

一种用法是。持续动词”的rrI，、否J形式表示。正在

进行”，另一种用法是“瞬间动词”的r℃k、否J形式

表示“结果残存”。此外。动词的r<L、6 j形式还可

以表示“动作的反复”、。经验”或是“单纯状态”等

等。由此可以看出，动词的r【I、否J形式不仅与r于

y叉j有关，更和r7灭弋夕卜j这个语法范畴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学习rr k、弓j形式的时侯。为了方便记忆，

经常会和其相应的汉语意思结合来理解，这种方法

虽然比较通俗易懂，但是某些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误

用。比如：对r于彳，pj形所表示的动作、状态的持

续，汉语一般用“正在⋯⋯着”的形式表示；对r于彳

]1／J形所表示的反复，汉语一般用“每天、每周、每

年”等时间词表示。由于这两种情况下日语汉语对

应性较强，汉语母语日语学习者比较容易理解．误

用相对少得多。而对r于彳咖j形所表示的结果的状

态、长期动作等，汉语却只是用。了”或者非语法手

段表示。这方面的不同极易引起对日语体态的误

用。哒个时候，如果能够将rrk、否J形式的用法和
意义与r丁灭弋少卜J这个概念相结合来学习的话，

相信势磐可以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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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age and Meaning of|_rI，、否j
Wu Hanqing

(Jiangs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Institute d Economics and Commerce，N柚jing 21 1 168，China)

Abstract：F-c k 1 5 Jhas been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in Japanese learning．B晒nner8 always associate it

with the concept of”tense”．but actually it'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rammatical concept of”aspe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usage and the meaning of r t-、否j in terms of aspect．

Key words：r【k、否J；r7，又弋夕卜J(aspect)；durative 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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