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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插

加藤晴子

孤立甜的言器飞：：＇ .:Ji) 号中国话l二陆，形憨奕化牵伴王伊才’f 又ω体系陆存在L九f,l~ ） iJ~，木

村（2003)-c'、眩， ij才 1' 又毫「勤作者d二主福ω阁保去中心i之，名祠衰弱（／）意味役鲁IJ （二格衰示

ω对fir>罔保ω麦更加何自如ω力、1二色T明示的力、2坦Jtlj的l之皮映主才1号项象J C'.:li) 号」二考文

否也已顷，槽文揄0) v«Jtti之扣Uτ时ij才子又止呼J飞毛毛ω力t存在寸毛t Lτ，中国话ω

ij才干又ω月7多l--( b. 毫次ω巳k -JI之整理LτU岳飞

指示使役文 x 叫 Y A 

放任使役文 x i上 Y A Y ：勤作·焚化·状建ω主体

2秀凳使役文 X 使 Y s A 又＇＂的述话｛勤作｝

受影文 X 被 Y AS S ：~「＇＂的述gg（骂！：ft. 状悠）

孰行使役文 X 把 Y AS 

本稿C'f立，指示使役文，放任使役文，窍凳使役文去.:li)b甘τ使役椿文d二日于本ζt I：：寸否．

主 5亿，受影文时，通常，受勤文主龙l立“被字句” C:: p乎 ~;f:h号也ω告指L，孰行使役文陆，

通常，姐置文主t.:f立“把字句” d二呼』;f:h否也ω去指寸烈，本稿飞7时，号:h号？机，受身精文，

她置横文t二呼点二 t l之寸号S.

以上亿加式，中国话巳扣时苍白他，。。也 i; ~ ），再睛，自壳，全体t二部分也εl之 -:J ~）τ， 

7 二／7- l--21之徒们，以下，晃τ们〈乙二二亿寸奇也色毛儿，寸叫τω为予：:f ＇） 一切中国话

l之扣们τ明示的飞：：＇ .:Ji) 号b时C'f立起〈， -J 主〈掬们取才1元主力＼ "':) t.二变） 0) 也 .:Ji) "J -J 号乙 d二是， .:Ji)

5 力、 C的扫断ηLτs<.

(1 a）尸7别阔们走．

门开了。

rY 阅〈 助饲3

1 使~）.fl否？一力一切寸代τ臭也QJ:;. －）亿示 ~.tlτ们占5烈，二 .tl时区另ljσ〉元的盯也白亏，突隙l二陆

“叫” t二“让”口l王旺同巳二I:: '5 亿使~J.tl，“使、被” d二也一定ω条件白毛 C.C'交换可能飞＇.＂ iY.:>Q. 于一
夕中的“叫” l主g＂＇飞τ “让” lζ置若焕文已机Q.

2 7/'T一卡＂＇白回答陆，本学养常勤耀自币ω曹泰和先生l二:J3顾~ll,,, ＊元，特任端自币的如H是辉先生，
博士前期裸程 l 年太田有香~ lu~ζ 也C协力U丘克们先．
3 “了” l主勤作ω完了。事~{j)突现爸袤？助自司飞：＇ iY.:> 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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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彼加尸7毫周时t:::...

i 他开了门

彼 阕忖毛助饲 17 

ii他打开了 门

彼阅lt.O 助祠 1'7 

诅他把门 打开了。

彼 ~ 1'7 网时毛助祠

l王d二 Ivεω勤祠l立自他同用飞： cf'.> 毛．主元，勤嗣l之秸果成分割秸合L龙横造也多＜ f立自他

同用飞？ if'.> 毛．

停（止主号，止的毛），

打败（鱼~t号，虽如寸），

生（生机毛，生ts), 开始（始主杏， 始的毛）

淋湿（由才1号，白色寸）， 刮掉（散~，散b寸）

走t.: L. (lb) i , ii i之晃否 J::? I之，他勤祠t Lτ使古塌合， “他开了门…”“他打开了门

··”时，安定性ω低们，言们切ηl:t.tηl之＜ ~）衰弱飞： cf'.> 号5. 乙仍不安定主任解消？奋起的

忆， 也 (7) J:: 击 t.t被勤作者是？一夕寸号前置祠“把”牵使古龙姐量搞文l之寸否． ζ白搞文时

冒踊1:3'.>~ft.工木村（2003)(7)们击孰行使役文T，「今彼力t们之5号ω部屋(7) ~7 J t.t ε(l)J:: 古之主

特定主才1号5 ~74~之对L，号.tt牵εω丰台 l之取。披？尤如l之重点剂量力飞机毛．乙ω槽文飞7、陆

“开” t.＝时－n主文割成立甘f，“打开（二Z一卡 7Jvl ”“推开（悍寸尸 7(7)塌合）”“拉开”（号｜

〈严 7(7)塌合）“吹开（凰l:J:: 毛塌合）”之主ε，木村（2003)(7)们台「AS ：又Jv一步Jv合体型J

l之 Lτ， εω丰台 l之阳时1工力飞去示寸二 ctJ~必要l:t.t 号5 .

一部，自勤祠的意味ω办毫持3勤祠，他勤祠的意味(l)Jj.毫持3勤商也品。 ， 号才lG(l)前

。後l之他ω勤祠（一部，形容祠）击钻合寸否 ζt 1: J:: ＂＇.） τ，自他告奕操L走。，同用 l二 L足

。？毛二 t二力！'"C'吉否．以下ω例时，榻（1989），望月（1990），中岛（2007）式。－

自勤祠的意味ω办牵持？勤祠→他勤祠的意味ω办任持3勤祠，自他同用ω勤嗣

死（死白）→咬死（力E办戳寸）， 醒（ Fl党的毛）→喊醒（呼U起ζ寸）

哑（哽才1毛）→喊哑（叫人j '"C'、哽已寸）， 到（届〈）→送到（届〈，届时毛）

他勤祠的意味ω办任持7勤嗣→自勤祠的意味ω必去持？勤祠，自他同用ω勤祠

煮（煮否）→煮熟（煮支吾）， 修（匾寸）→修好（匾号，直？）

找（探寸）→找到（办2力、号，办？时毛）， 救（助时毛）→救活（助如号，助时毛）

4 特定~nQ也的飞？也们塌合也~η ， 号？σ） J::. -j t.主场合I：－：＞~）τ杉村(1999）陆群制社楼时爸加xτ~ ）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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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捂

(le) ~7加罔时G:ht.二

门被 打开了。

~7 2*1毛 阅时毛 助祠

(la)O) 自勤祠l之在毛麦理J二ω逞川口，“被、叫、让”之:tc牵使－：：； t.工受身槽文巳JJJ 麦芒才1

号．木村（2003)0)受影文巳岛走否. t.:t.= l., ( lc)O) J: 击 l之勤作者加理:ht~~ ）塌合l:f立“叫、让”

圣使古乙 cf主T吉t~~ ）. 受身椿文也“开” tDt'C'f立文萨成立 l.,t~ ~ ）.三宅（2009）参照．

一方'C', (la）击「凰T ~7加阔们走J c L走在古 t~塌合，「凰J 毫勤作者之办起L走受身

精文“门被风吹开了。（ ~7力t凰I：罔~tG机t.：）”， :J3j二 v:.，她置槽文“风把门吹开了。（凰

力t r7岳阳时走）” l之 J: －：； τω办衰理可能飞： cY.> 号．

(2）私陆（自分ω）弟是立t.：甘走．

我叫 弟弟 站起来。

私 2甘石 弟 立色上力~~

使役陆“叫、让、使” t~ ε击使－：：； 龙使役槽文l之J二。衰主才1号．木村（2003)0)指示使役文，

放任使役文，葫凳使役文i: cY.>走在“叫、让、使” ω替b"J 忆， J:: t) 具体的心意味是持7勤

祠，“派（派遣寸毛）、请（赖ts）、劝（忠告了毛）、要求（要求寸毛）、嘱咐（言~） "'.J 时毛）” t~c牵

使古乙 2二也 cY.> 号．“ H叫、让、使” 2二乙才160)勤嗣t l立文法化ω程度巳:j3~ ）τ速辑Lτ们号」二

考X.G:h，号ω龙的“叫、让、使”陆前置祠t二完全l之Jj.f~主才1号 l之陆~ )t.：－：：； τU起v).

榻（1989）巳 J:::h顷，使役椿文“太郎让次郎倒下。（太郎前次郎牵倒才1主甘1二）” t二他勤嗣文

“太郎打倒了次郎。（太郎别次郎毫也可。倒L龙）” t二ω逞v) f立，使役槽文力t太郎力） G次郎

A...O) 乙 c f;ff之4号指示飞： cY.> t) ，次郎力t号才1牵受时τ自分ω意志、T倒才1t.: e: v ）当事撞击衰？
可能性别岛否ω忆文才L，他勤嗣文'C'f立，太郎ω锄古力斗jf立乙之四l之 J:: 毛指示'C'f立起〈，号

才1击受时τ次郎力t倒才1t.工白色，自分ω意志f:J:: 否 O)'('f立起们， C:v ）击 t二乙月51：岛否．木村

(2003）陆，中国语ω指示使役文t二放任使役文T时，被使役者ω勤作·行捣ω宾舅告必gl.,

也含意甘f，使役者刘主甘二k 击 t二 l., t.二 cv ）击 d二乙毛主飞7是衰寸l之？苦t~v 】 t Lτv）号剂，

被使役者别「自分ω意志'C'J f旨示l之徒vt~v ）可能性别岛毛龙的」二考文色才1号．次ω例飞？也，

他勤嗣文ω阳台 l之，工二／－：，／二／烈火牵吹们t.:t~cO)黑急性别感巳巳才1号 d二ω反应和得5才lt.二

剂，秉客ω意志诀定告辞寸余地力tt~v ） 二 t二牵感巳主甘否龙的'C' cY.> 0 击力）.

司机 叫 乘客下 车。／司机 把乘客弄下 车。

速酝手 2甘毛乘客 降。毛事 速耘手 爸乘客降09 事

遣酝手时客是草如巳降石寸． 遛酝手f'i客击事力） G降石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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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私时（自分ω）弟l之歌击歌b甘走．

我叫弟弟唱歌。

私芒甘.Q 弟 歌台歌

(2）自勤翻ω使役之（3）他勤祠ω使役d二T特I：差具t立起们．

(4a) 《遁rJt~力~＂？ τ~）号子供l之燕理。η》母时子供~；：：／＼二／牵贾~＇ I之行力、甘走．

妈妈叫 孩子去 买 面包。

母 主甘毛子供行〈 贾当 ／飞：／

(4b) 《逝。、巳出t~加？τ~）毛盯毫克τ》母陆子供牵避rJI之行力、甘1二．

妈妈叫 孩子出去 玩儿。

HJ: 主甘.Q 子供 可？如~t.Q 避不

(4a）强制使役t二（4b）带可使役 cl."，衰弱l之差臭陆也们．木村（2003)C'指示使役文t放任使

役文e:-t号也 (J) l."，木村（2000)l." f立，同者ω逞~ )f主使役者ω阔每力t穰植的力、消握的力斗之~

毛 t Lτ~）号．冒豆国ω木村（2003)l." f立，“叫” t二“让” cl."搞文上ω逞U别岛毛丰台巳示主

机τ们与5梢，注 1 亿述代t~J::.. 击忆，案隙l之时“叫” t二“让”陪陪l王同巳二k '5 亿使bh号．

(5a）私陆弟l之服牵着甘走．

我给弟弟穿衣服。

私 I：弟 着毛服

(5b）私陆弟l之号ω服牵着主甘1二．

我叫 弟弟穿那件衣服。

私主甘毛弟 着占5 号ω 助数祠服

(5a）芭接手去下Lτ着甘否乙 d二牵衰寸l之陆，使役槽文时使b9，受益者是？一夕寸号前

置祠“给”是使古. (5b）使役椿文眩，（2）（／）笛所T也述叫尤通。，乙 t二以I: J::.. 毛指示也ε，

罔接的也行捣去衰 L.,' L力、也指示L走行主急切案弱 L., t.二和ε圭和主T、目表主汇~~ '· 

(6）私陆弟l之号ω本牵~~f龙．

我把那本书给弟弟了。

私牵号ω 助数祠本 I：弟 助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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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

(7a）私陆弟巳本爸在h;t: dTJ ~ft二

我给弟弟读那本书。

私 l二弟 藐<ts 专(f) 助数祠本

(7b）兄时私l之本牵前人1-Z: ＜ 才11二．

哥哥给我读那本书。

见 I：私挠。 号ω 助数祠本

(7a)Ji圄向毛（7b）逆向毛同巳“给” l之占7τ麦主机，向苦；1常~：.：：.“给” ω前ω成分力、已後ω

成分气， 丘之主否．

(7c）私时母忆鬓ω毛是切？τ也~－；； t二

我叫 妈妈给我剪 头发。

私主tt~ 母 I：私切毛甏ω毛

使役椿文牵使们，被使役者ω行捣击述叹号部分T使役者＝受益者是“给” t:？一夕 L,'

号ω行捣别使使者l之恩惠毫也1二己寸乙 t二是麦寸．

(8a）私时（自分ω）体告洗－；； t二．

我洗澡 了。

私 入浴才毛助祠

「体牵洗击」牵衰理？毛普通σ〉衰弱时， f入浴寸毛J l之相当寸号“洗操”飞： 6TJ 号．

(8b）私时手是洗3龙．

我洗子了。

私洗击 手助祠

(8c）彼时手是洗－；； t二

他洗于了。

彼洗击 手助祠

自身ω部分告洗古乙 A二毫麦寸塌合， l 人称d二 3 人称 e:-r衰弱亿差具时t~~ ）.

洗击 ω力t他者ω体ω部分t:dfJ号塌合，号才1力t他者A..白恩崽亿元主号峙l之时， 日本语T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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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t二 Lτ明才l否他者加中国商－n主受益者t Lτ明才1号55.

我给爸爸搓 背。

私 l工父 二寸毛背中

私时父ω背中牵流？．

部分忆影警告受时号h别被害~：：： -:Jt~前毛塌合，所有者是被勤作者t Lτ受身搞文T衰寸

乙己二力~C'古否． 程(1999）牵参照．

他的于被狗咬伤了。／他被狗咬伤了子。

彼 ω 手主机~犬力、办-:J＜助祠

彼ω手；主犬l之力）Jj. -:J 力）ht二

彼主tL~ 犬力、办-:J＜助饲手

彼陆犬~：：：手是如办7力、才lt二．

(9）私陆（自分ω龙的巳）号ω本是贾？尤．

我（为自己）买了那本 书

私 元的自分 寅予助祠 号ω 助数饲本

强翻白必要力v~时才Hi “为自己”抓起＜~二也自分l之贾 ＂？ t二二 t l之t~ 毛．

(10）彼 5时li~ ） I之殴 η合？τ们走．

他们互相 打。

彼＜？ .!Hil: t.t. ＜：否

(11）彼已时《办起一踏巳》町A....出完 l., t.:. 
他们一起上街了。

彼己 一路I：行〈町助饲

(10）相互，（11）来勤t 也忆，特别起衰弱方法陆t~~ ）.

(12）号ω映圃陆泣时毛（号ω映圃毫克否 d二泣~）τL主 ＇.）） • 

那部 电影很 感人。

号ω 助数祠映面 程度 感勤的总

5ζω形式时，行主岛市所有吝－1二恩惠毫也克已？峙巳l立．被所有物和鼓渡可能忘也ω飞＇.＂~－：：＞ τ也使b机
。“今天我要给孩子做盒饭。（今日私肚子供ω井当圣作己也时机；1元（ Gt.I~ ））” t.Ic. 锦（2009）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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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

ii 那部 电影使人流泪。

号。〉助数饲映面 ~甘毛人 流？漂

i l主「号ω映圃」 l之3们τ 「感勤的T岛否J c ~）击性寅牵述J飞毛衰理， ii t立使役槽文击
使＇？ t.二麦理飞：：＇＆＞号．二ω例O)J:: 古忆，＃情物力t主语ctJ.. －－：； τ何己和ω反应击有情物I：引吉

起乙？乙 d二牵述叹号 J:: '51;主塌合，“叫、让” J:: iJ 色，“使”是使古怪王别普通T岛否．木村

(2003)0)爵凳使役文巳＆＞龙毛．

(13a）私陆卵击割＇？ t.二．

我打了

私割毛助祠 I 

ii 我把鸡蛋打

个 鸡蛋。

助数祠卵

了。

私牵卵 割毛助祠

(13b) 《古？扣。落t Lτ》私陆3γ7毫害b元（割3τL主＇？ 1二）．

我不小心打（碎）了 一个 杯子。

私否？如 l'.J 'J毛粉々

ii 我不小心把杯子

助祠 I 助数祠

打（碎）了。

私步？如η 毫 2γ7 割毛粉々 助饲

3γ7 

(l3a）飞了时， i 加意志的行捣·知意志的行捣0) C.＇色色色衰L吾吾O)~之对 L,, ii l立“把”牵

使＇？ t.二姐置槽文飞：：＇＆＞号 1：也阔:bi?9，燕意志的tJ..行主急， '5 ＇？力） I') L,龙塌合L如衰主 tJ..v'.

一方， (l3bfe'f立， i 也 ii 屯，“不小心”旧址~th眶，意志·黛意志ωε色 5毫也衰寸．二

ω逞v )jJ1何l之J二号ω扣，舆味深v ＇（二乙二SC'＆＞号．“碎”仍有黛陆粉々力、欠时走＜ r; v ）如白，
割机方ω程度l之罔b否．

(14a）吉ω击私陆3一匕一是敛办？吉、τ （傲办？古龙O)C'） 眠才ltJ..力） '? t::. 
我昨天喝 咖啡 喝得 太 多，怎么 也睡不着。

私 昨日 鱼贯主f 3一匕－欲也助r.f ？若毛多U c.予 Lτ 也 寝付竹fJ:~I

(l4b）王雪白击私时仕事却走〈主元左ητ （龙〈主元左〉？龙O)C'） 眠n泣如？走．

我昨天工作太 多，一宿都 没 睡。

私昨日 仕事 ？王！；，己多U 一晚 才代τ 否定 寝毛

6 “得” l主程度去麦？成分去尊〈助祠-r岛斗;;i.

-123-



(14a）不随意ω塌合－n立，勤祠白後ω桔果成分牵否定寸号，中国韶文法T、~）击「可能捕话

ω否定形J 加使btl, (14b）随意ω塌合时，勤祠毫否定寸毛形力t使btlτ~）号$.前者飞7时，

勤作l二J二号秸果ω案理ω办力t否定主tl号 (J)'"C'，“着（寝λ否）”如ε击扣，意志l之 J::. ＂.） τ制御

T吉tJ.~ ）部分别否定主才1号（眠石台 t Lτ也H力~｛~支吾）（］）~＝对 L，後者C:f立勤作自体ω案

理力t否定主才1毛 (f)'"C'，“睡（床 1：就〈）”如ε击扣，意志l之J二3τ制御T吉毛部分别否定主机

毛（仕事市将b毛主飞？如去Iv寸否）c ~）击逞~） I之二k否也（］） C:考文巳才1号．

(15）私时llJi加痛~ ). 

我头疼。

私琪痛在f

(16）彼女陆爱别是们．

她头发很 长。

彼女鬓 程度最们

(l 7a）彼陆（另lj(J)）彼ω肩牵叩们走．

他拍 了他的肩膀。

彼叩〈助饲彼 ω 屑

(17b）彼陆 OJlj(f)）彼ω手牵3力＼ }v茫．

他抓住了 他的手。

彼 3扣在f 助祠 彼 ω 手

(15）一峙的起塌合宅，（16）恒常的社塌合也，麦理巳差臭陆总〈，日本苗t同撮，一睡ω二

重主琵椿文ctJ.毛．主元，（17a)(l7b）也 t 也忆，所有者加移勤寸否乙 cf主fJ. ~ ). (8b)(8c)(J)菌
所也参照．

(l 8a）私陆彼拟中3τ来苍白毫克t:::...

我看见他来 了。

私晃~彼来毛助饲

(18b）私时彼如今日来毛乙 d二去知？τ~ ）否．

我知道 他今天来。

私知7τ~l否彼今日来毛

-124-



中国商

中国语文法ω考~方－n立「彼烈争？τ来毛」「彼别今日来毛」去号ω主主「克毛」「细］？

τU否」 ω目的话t Lτ4二 b ~毛. fJ..:13, (18a)O)助词“了” l立，「克否」 ω阻击＇： f主任2

时毛乙 t二力~C'圭f，文末l二ω办？时否 ζC: "/J~C'吉毛．

(19）彼陆自分 （0) ，主古）别腾？止，思＂？ t::..

他觉得自己会 赢。

彼思乡 自分 可能性盼3

ii 他以为自己会 赢。

私思古 自分可能性 膀7

(l 8a)(l 8b) C: 同棒，「自分别腾2元、石击」牵号ω主主「思＂？ t二」 ω目的语t二寸否． i C: ii 
ω逞们时， i 州事前ω予想C'®号 0) ，：对！..，，， ii 别「腾3止，思？τ们走O)f：，腾丘之主力飞气Jt二」

塌合l之使b才1号 t 二石巳~号．

(20a）私陆（::Iγ -j'O) ） 水ω半分是做λ1t:.'.

我把（杯子里的）水喝 了 一半。

私 毫 3γ7 中 ω 水敛。助饲半分

(20b）私陆（::Iγ -j'O) ） 水任全部散Jut~.

我把（杯子里的）水全喝 了。

私去 3γ7 中 ω 水全τ 钦在f 助祠

(20a）部分忆及不勤作C'ti, (20b）全体忆及不勤作T色，“把”击使＂？ tζ姐置椿文T、衰在才1

号．部分f：及，民勤作T时，分量去特定寸否成分割勤祠ω後lζ加文 i;机，全体f：及不勤作T

I立，「寸叫τ」 ω意味牵麦寸副祠“全、都”之;r:C.＇别勤祠白前lζ加文己才1号~－

(21）彼时肉牵贪吠fJ_ ~ ). 

他不吃肉。

彼否定贪＂＇毛肉

(22a）今日时寒们．

今天很 冷。

今日 程度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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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b）私时何tf.、和寒们（私l之时寒〈感巳否）．

我有点儿冷。

私程度 寒L \ 

ii 我觉得有点儿冷。

私思古程度 寒U

i l主日本语主同摄「私陆j 毫主话C:lτf何tf.力、寒~＼ J 牵述语t二寸否在台址，揄理的I::

l立正 L, ＜起~ \ C:思b才1~去理， ii l主（ l 8a)(l 8b )( 19）之同巳 J::: '3 巳「何把、力、寒们」毫「感巳否J

ω目的话t寸否衰理T岛3

「私l主眠~ \. J C: 「私陆《眠。友们别仕事也εT眠才ltJ: ~ \ 0) ＇＂（＇》眠。尤们．」陆，」二、 l之

同巳衰弱T次ω二k 古 1：：：去主才l毛 ．

我很困。

私程度跟们

(23）私陆人力~C:τ也多~ \O)I之篇们走．

我很 吃惊，居然 这么 多 人！

私程度蔑〈 意外l二、 ζA.JJ.I: 多U 人

感情毫述叹号塌合，号ω感情是引吉起乙寸要因力t毛／的衰弱飞：＇ 3i;i 号峙陆（12)0)J::: 王起

“使”是使-:Jt：：.使役搞文T衰甘毛剂， 3 卡的衰弱飞：＇ ;Ji)号峙时，感情是去？部分t二要因牵示

寸部分是，另IJ 々 i之述叹号 L力、fJ: ~ } J::: '3 '"(';Ji) 号．

(24）雨别降7τ古龙．

下雨了。

降毛雨 助饲

中国韶ω理象文时，勤祠ω後l之勤作者是置〈椿文加使bh否．

(25）号σ〉本时且〈壳才1号．

那 本 书 n~ 畅销。

号ω 助数饲本 程度 完才1行君如二t~1

ii 那 本 书 卖 得 i~ 好。

号？ω 助数祠本 壳号5 助饲 程度 J二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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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捂

「号ω本J ~之7们τi 「壳才1行古力！.J二~） j c u击性贯牵述叹号麦理t二， ii 程度牵衰寸成

分牵尊〈“得”击使们，壳？τ办τω桔果牵述J飞毛去理力t可能飞： .ti 号$.

「乙 0)-j---( 7时虽〈切才1号. J :fJ ＇「锐利fJ.」 c~ ） ':5 性贾击述叹号衰弱t二，使7τ办τω

感觉是述叹号己去理t二切可能飞： .ti 号．

这把刀很快。／这把刀很好用。

ζω 助数饲 7--17 程度 锐利忘 二ω 助数祠 t卜-17 程度 L牛9~ ） 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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