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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书译自日本知名学者、大阪大学语言学教授筒井佐代的«雑談の構造分析»一书,

也是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部分.译者刘丹丹博士曾师从筒

井佐代教授,一直从事中日杂谈结构的比较研究,现为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国内学术界有关日语会话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少,如日语省略表达方面的会话分

析,中日附和语的比较,以话轮转换为中心的会话规律研究,日语中赞誉、感谢、道歉以

及恳求方面的研究等.但以杂谈为对象,对日语中的会话从话题的链锁组织这一崭新

视角系统地展开的研究尚不多见.

这里的“杂谈”是指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没有明确目的的闲聊,它在人们的语言生活

中承担着增进了解、维系感情、促进友谊的重要作用.它不仅仅出现于人们的日常生

活,还在很多重要的外事活动、商务活动中起着润滑剂的作用.很多日语学习者在与日

本人的实际交往中,尽管日语能力早已通过了日本语能力测试 N１的考试,达到了一个

较高的水平,但仍很难实现较为融洽的交流.究其原因,语言不仅仅具有传递信息的功

能属性,还具有维系情感的社会属性,很多日语学习者往往仅依据语法规则了解其功能

属性,而忽略了其在人际交往中具有的社会属性.

“杂谈”最能体现出日语中的这种社会属性,而此种社会属性既不同于汉语,也不同

于英语等其他语言,是由日语中更深层次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在看似纷繁多样、漫无

边际的杂谈中,是否存在因交际场面的不同而用来表达的得体的语言行为也不同之规

则,这是本书作者力求探究并解决的问题.作者从日语教学的视角,分析了日语杂谈中

的具体结构,将其形象抽象化、模式化,展开了学术理论应用于日语教学的体系性研究.

作者认为杂谈是利用语言这一社会系统所进行的交流,每个会话参与者都应该参照彼

此共享的规则和规范来进行互动,所以杂谈应该是以某种可以模式化的结构构成的,这

些模式化规则、原则、习惯、规范等,在实际交流时是存在固定方法的.因此,作者首先

提出了“话题”与“链锁组织”这两个核心的概念.作者认为,会话分析的手法在各种语

言行为的结构研究中已经被广泛使用,其有效性也被学术界所认可.如果能够用话语

的链锁将会话模式化,那么将更加容易在会话教学中制作出应用模板,研究也将变得更

具有应用价值,指导学生“使用什么样的日语、怎么做比较好”也将变为可能.

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应用日语会话教学,因此侧重考察的是会话的核心部分链接

组织及在实施会话教学中所必须的典型语言形式.作者根据“话题”对杂谈中的数据进

行了分类,并对从每个“话题”中提取的“链锁组织”按照可应用于会话教学的形式进行

了分析与阐述.如在第４章中论述了和会话参与者相关的话题与链接组织.在第５章

１



中论述了和会话非参与者相关的话题与链锁组织.在第６章中则列举了与现场事物相

关的事情,阐述了其话题与链锁组织.通过作者的调查与分析,廓清了日语会话中核心

部分的链锁组织,并找出了其语言形式上的独有特点.本书的出版不仅对今后以交际

方式为基础的日语教学模式及教材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日语与其他语种在会

话结构方面的比较研究,跨文化交际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本书译者刘丹丹博士对中日杂谈结构方面的研究造诣颇高,因此,对«雑談の構造

分析»一书的理解非常透彻,术语使用恰当,语言表达也通畅易懂,相信该书的出版一定

会为我国日语语言学研究与日语教学研究发挥重要的作用.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刘凡夫　２０１８．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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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研究立足于日语会话教育,以实现对“杂谈”进行系统化指导为目的,解析日语

“杂谈”,明确其构造模式.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日语教育界开始注重交流能力的培养,进而进行以交际方式

为基础的教育模式及教材的开发.其结果表明,在当前的会话教育中,能够结合现场状

况表达出恰当得体的语言行为的目标已经成为最基本的须知事项.同时,伴随着海外

日语教育课堂的日益充实,在日留学的日语学习者的日语运用能力,与以往相比已经不

可同日而语.
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把日语的“杂谈”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众多留学生向我倾诉

了诸多烦恼:“难以融入日本人的对话”“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交到日本人朋友”.这些

留学生来到日本后,就学于日语学校,通过了日语能力考试一级,在日本有数年的生活

经验,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日语交流方面的困扰,都是具有高级日语运用能力的大学

生.另外,除了留学生,还有人说“带着孩子的外国主妇,因为在公园里无法融入日本人

妈妈们的对话而烦恼”,也有当地的日语志愿者前来咨询,请教“在辅导与日本人结婚的

外国人时,如何指导他们与家人以及附近的邻居进行交谈呢?”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通

过以上种种经历,我发现,“杂谈”,并非是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如同水到渠成般轻松掌握

的技能,而是需要借助系统化指导的重要项目.
想要对杂谈进行指导,首先要明确杂谈是什么样的对话,作为指导项目,必须要将

其形象抽象化、模式化.然而,究其现状,在与日语杂谈相关的先行研究中,针对明确杂

谈具体结构的研究、应用于杂谈系统化教育的概括性研究等领域,几乎还无人涉足,而
将已有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现实教育的情况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研究将以在日语教

育中的应用为目的,分析杂谈的结构,尝试提取其结构模式.杂谈,乍一看给人感觉是

纷繁多样、漫无边际的交流,每组杂谈之间,也难以找到共同性.然而,既然杂谈也是利

用语言这一社会系统所进行的交流,那么会话参与者就应该参照彼此共享的规则和规

范进行杂谈.因此,杂谈也应该可以理解为是以某种可以模式化的结构构成的.这个

也可以在语言学,特别是在语用学和谈话分析方面,以及作为交互行为分析的对话分析

方面得到论证.这些都在论述与需要运用语言进行交互行为相关的规则、原则、习惯、
规范等,而在运用语言进行交流时是存在固定方法的.

在对杂谈进行分析时,本研究将使用会话分析的手法,对杂谈的每个话题的链锁组

织进行分析.之所以使用会话分析的手法,是因为把会话作为一种相互行为来看待,通
过叙述会话参与者的所作所为的方式,可以明确杂谈中参与者是以何种行为来进行交

流的.同时,在杂谈的教育中,当日语学习者以自己为主体自发地进行交流时,指导学

生“使用什么样的日语,怎么做比较好呢”也变得可能.除此之外,会话分析的手法,在
各种语言行为的结构研究中已经被广泛使用,其有效性也被学术界所认可.并且,如果

能够用话语的链锁将会话模式化,那么将更加容易在会话教育中制作出应用模板,研究

也将变得有意义,这也是我运用会话分析手法的理由之一.
但是,如果旨在将其应用于会话教育,那么仅仅描述一个行为交互的链锁组织是不

够充分的.例如,假设可以找到“请求信息—提供信息”的链锁,那么在会话教育中,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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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哪些语言形式的信息请求,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语言形式的信息,甚至于对谁、什么内

容的哪些语言形式,才有可能实现信息请求,都是需要考虑的.因此,在本研究中,在分

析链锁组织的同时也会考察其语言形式,并提取每个链锁组织中使用的典型语言形式.
通过该分析,将明确杂谈中每个话题的链锁组织及语言形式等日语独有的特点,进而可

以考察日语与其他语种在杂谈方面的差异.
由于本研究旨在会话教育方面的应用,与其说是详细分析和描述会话的整体过程,

更多的是以注重作为会话核心部分的链锁组织及在实施会话教育中所必需的实质性语

言形式为中心都进行分析考察.这种省略交流中的一部分而进行分析的方式,可能不

可避免地会被认为作为会话分析其过程的描述不够充分,但本研究的目的是以可以应

用于会话教育的形式来阐明杂谈的大致结构,并非是从社会学兴趣的角度进行的会话

分析,而是从日语教育的角度进行的会话结构研究.
另外,本研究中对杂谈的链锁组织的分析,还没有达到能够将分析结果应用于日语

教育,以验证分析结果的妥当性阶段.因此,该研究成果在实际日语教育中如何发挥作

用这一点,还需要做进一步分析、探讨,并接受大家的批评指正.
本研究的结构如下文所示:
在第１章中,将与日语会话教育相关的先行研究大致分为日语的口语研究和会话教

育指导项目研究两大方面,对其进行介绍和探讨.围绕日语口语方面的研究,将从本研

究视为目标的会话结构相关的研究及有关杂谈的研究两方面进行分析并指出其存在的

问题.在会话教育的指导项目相关的研究中,将传统的研究划分为会话策略和话语技

巧角度的研究、语法教学的修订角度的研究、语言行为的教育角度的研究三个方面,并
指出每个方面的成果及问题.最后,将考察实现杂谈的系统化教育所需要明确的问题.

在第２章中,将对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进行说明.本研究主要采用会话分析的方法,
将“话题”和“链锁组织”这些重要概念进行描述之后,再阐述“杂谈”的定义和本研究中

所使用的数据的具体细节.最后,在概述分析流程的基础上,将根据“话题”对杂谈数据

进行分类,并对每个部分提取“链锁组织”的方法加以说明.
在第３章中,按照第２章所阐述的分析流程,对提取的每个话题的链锁组织,按照可

应用于会话教育的形式对分类方法进行阐述,并通过本研究的分析,将提取出的链锁组

织列表展示.
在第４章至第６章中,将依据分析结果,对选取出来的链锁组织按照类型的不同而

进行详细阐述.第４章介绍以与会话参与者相关的事情为话题的链锁组织.第５章介

绍将谈论第三方的相关情况作为话题的链锁组织.第６章介绍将与现场事物相关的事

情作为话题的链锁组织,并列举具体例子对选取出的链锁组织分别进行描述.
在第７章中,总结前６章没能处理的、超越了上文中链锁组织类型的问题并加以分

析,考察本研究成果在日语教育中的相关应用,论述进行杂谈的对比研究的重要性.
在最后一章中,总结第４章到第６章的分析结果,综合第７章的内容,指出本研究的

未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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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日语会话教育的相关先行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课题,是通过对杂谈数据的分析,研究在会话教育中如何实现系统化

掌控杂谈.因此,在本章中,将概述日语口语及口语教育的相关研究,借此考察在上述

两项中针对杂谈的处理方式.
首先,在１．１中,将选取在日语口语研究中对日语教育产生了影响的研究,尤其是关

于会话结构以及杂谈的研究,着重指出其成果及问题点.在１．２中,将关于日语会话教

育指导项目的研究分为以下三类:以会话策略和谈话技巧为出发点进行的研究、以重新

评估语法教育为出发点进行的研究、以语言行为教育为出发点进行的研究,并指出其各

自的成果及问题点.最后,在１．３中,将探讨以实现杂谈的系统化教育为目标的指导项

目的设置问题.

１．１　日语口语的相关研究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１９６０,１９６３)出版了针对日语口语的相关

研究论著等,日语口语的相关研究在日语教育进入鼎盛时期以前就已经开始进行.学

者们从那时起就在关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迥异特征,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在日

语教育中,日语口语被认为与书面语有着不同特征,因此被区分对待.这一特征的重要

性之所以被逐渐接受直至广泛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水谷修以及水谷信子在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至８０年代的著作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水谷修与水谷信子(１９７７,１９７９,１９８０,１９８１)针对日语口语的实际使用方法发表了

涉及多个领域的论述.另外,水谷修(１９７９)以日语学习者所抱有的疑问及错误的运用

方式为契机,阐明了日语口语的特征,并将其与日本社会的规范及文化关联起来.水谷

修(１９７９)从指示代词的用法、自动词和他动词的使用区别等语法层面出发,提出了附和

语及共同表达、场景依赖性与省略、说话人/听话人的领域、上下对等关系和语言行为的

关系、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的关系等在以后的口语研究中逐渐被采用的多个主题,具
有很大的启发性.同时,水谷信子(１９８５)将口语的语法作为研究对象,从主语、时态、语
态、语音、否定、接续、恭敬表达等多种语法角度出发,针对各自的语法构成,剖析说话者

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意图使用,并与英语进行对比.而且,水谷信子(１９８８,１９９３)认为,
口语是一种互动交流,指出附和语在口语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共话”概念.时至今

日,“共话”概念已经成为日语的特征之一并得到广泛认同①.

１

① 水谷修和水谷信 子 从 日 语 教 育 的 立 场 出 发,对 日 语 口 语 进 行 了 多 样 性 观 察,并 出 版 了 日 语 教 材 «An
IntroductiontoModernJapanese»(１９７７)(以下简称IMJ).在IMJ的会话例文中,以句型为每一课的指导项

目的中心.同时又加入了间投助词、终助词、附和语、助词和谓语的省略、欲言又止等,在基于音调、舌音、语
法的句型填充式的教科书中难以处理的项目,并采用了接近于日语母语者的实际对话的交流会话.并且在

新词汇中标注了重音符号,在会话中标注出着重强调的句子,在每课中设置了发音练习和听力练习,将重点

放在了作为人们说出的语音而存在的日语的教育上.另外,水谷修和水谷信子还出版了语音教育的专门教

材、专门著作«AuralcomprehensionpracticeinJapanese»(１９７９).



从日语教育的角度出发而对口语所产生的关注,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伴随着日本国

立国语研究所的«日本语教育指导参考书»系列丛书、«谈话的研究和教育Ⅰ»(１９８３)、
«谈话的研究和教育Ⅱ»(１９８９)的出版而日益盛行.此后,学界又展开了针对附和语、终
助词、间投助词、谈话标志等会话所特有要素的相关研究,针对省略和倒装、欲言又止文

等非句型或不完整句子的表达方式的研究,甚至扩展到对语用论及谈话分析、会话分析

等领域的礼貌原则相关研究以及语言行为的研究、会话结构的相关研究等,从多种角度

出发对口语的各个方面展开了剖析.近年来,不仅有针对日语母语者所用日语的研究,
将日语学习者所用日语作为对象的研究以及将日语和其他语言进行对比的研究也日益

盛行.因本节篇幅有限,无法全部提及,故而下文中,作为与本研究相关联的内容,将着

重总结从结构视角进行的会话结构分析的研究以及关于杂谈的研究.

１．１．１　会话结构的相关研究

首先,将以南(１９８１)和南(１９８３)为研究例证,从结构层面探讨分析日常会话的必要

性.南(１９８１)指出,日常会话是“谈话”这一单位的连续行为,应该在这一基础上分析日

常会话的话题推移过程.他利用日常会话的数据,将会话按谈话进行划分,将划分开的

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话题,分析话题间的关联性.另外,作为此种研究方法的延展性讨

论,南(１９８３)认为,要想将日常会话作为谈话来分析,需要考虑构成谈话的单位,为此,
他指出“此单位既需要很好地把握谈话结构方面的特征以及内容方面的特征,又需要有

助于对谈话整体结构的分析描述”.作为寻找这种日常会话单位的线索,他提出了“表
达形式本身”“话题”“交流的功能”“表达态度(姿态)”“参加者”“使用语言”“媒体”“整体

结构”八个因素,并提议将以上因素的变化作为认定谈话单位的分割线.南的研究是将

日常会话作为整体结构进行分析的方法的研讨,他指出了从会话内容和结构两个层面

进行分析的重要性,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
作为提倡从日语教育角度出发探讨会话结构的必要性的研究,首先要说的是扎特

拉斯基(１９８６a,１９８６b,１９８７).扎特拉斯基通过对劝诱会话的分析,认为针对日语教育

中的以句型为中心的教授方法,有必要进行以实际口语分析为基础的谈话型教学.在

实际会话中,作为结构句型和表现句型以外的要素,附和语以及填充词、终助词、间投助

词、倒装句和省略句等被广泛使用.另一方面,实际会话中也几乎不会出现与句型相同

形式的完整句子.扎特拉斯基认为,口语包含非语言行为,通过将其作为含有特殊要素

的“谈话型”进行会话教育,可以让学习者学会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来区分选择恰当的

语言表达.
在扎特拉斯基的研究之后,兴起了通过使用实际的口语数据和角色扮演数据,从结

构角度进行的会话分析研究.特别是,兴起了关于通过作用于对方而达成目的的“完成

课题型”会话研究.例如,劝诱(扎特拉斯基,１９９３)、委托(三井,１９９７;猪崎,２０００)、商谈

(柏崎 等,１９９７;筒井,１９９９;铃木香子,２００２)、课题解决(椙本,２０００;筒井,２００６b;高井,
２０１０)等,不胜枚举.另外,针对电话会话结构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进行(桥内,１９８５;冈
本,１９９０;今石,１９９２;小野寺,１９９２;熊取谷,１９９２;扎特拉斯基,１９９２)、电话会话的开始

部分和结束部分的结构以及典型的表达,日语的显著特征等逐渐清晰.
这些关于会话结构的分析提出了会话结构的模式,指出了与结构类型相关的因素

(会话参与者的亲疏关系和等级关系、会话内容的轻重、文化规范等)及所使用的语言形

式的特征等.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会话结构,根据研究的不同,其结构的含义也各不相

同.有的是关于开始部分—主要部分—结束部分这种对总体结构的分析研究,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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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话段”(扎特拉斯基,１９９１,１９９３)①的概念所进行的把结构作为粗略的会话流程进

行的分析,还有以邻接对(Schegloff等,１９７３)为基础的聚焦话语与话语间链锁的研

究等.
在这些关于会话结构的研究中,会话被看作相互行为,可以采取通过分析每一个话

语的交流功能,来明确话语的连接的方法.采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有助于将表达功能 X
的话语与其随后出现的表达功能 Y 的话语以相串联的形式结合起来,最终使关于会话

结构的研究成果在日语教材中也有所体现.
«SituationalFunctionalJapaneseVol．１,２,３»(１９９１,１９９２,１９９２)(以下简称SFJ)

就是典型代表.在SFJ中,在每课的示范会话之前,将会话的展开过程用流程图表示出

来,会话的结构一目了然.

“第２１课　不满”(«SFJVol．３:Notes»p．１３２)

Complain—Apologize



Explainsituation



Apology

另外,在«会話に挑戦! 中級前期からの日本語ロールプレイ»(２００５)中,在示范会

话的文字旁也附有对话的流程图示.会话案例图文并茂,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在什

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４．拒绝老师的邀请”(«会話に挑戦!»p．３４)

这些设置于教材中的流程图是为了让学生摆脱句子层面,从谈话层面对日语会话

进行理解而特意设计的指导路线.
伴随着日语会话研究的日益盛行,日语教材中的示范会话以及解说方式也在逐步

发生变化,特别是从会话结构这一观点赋予了会话展开过程必然性的角度考虑,会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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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扎特拉斯基(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在分析劝诱会话的结构时,曾经建议用“话段”来划分会话.由于“话段”与“话题”
的概念有所关联,所以将在第２章中另行详述.



构在会话教育中的应用应该是易行的.但是,关于会话结构的研究,正如上文所述,以
有明确目的的会话为研究对象的是主流,而对于像本研究所关注的杂谈结构的研究还

很少.在下一节,将总结以杂谈为研究对象的先行研究成果.

１．１．２　杂谈的相关研究

一直以来,杂谈不仅在日语教育、谈话分析、会话分析的领域,甚至在社会心理学和

自然语言处理的领域内,也已经被视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近年来,尤其是在面向对话系

统的开发领域,对杂谈的研究愈发盛行.
杂谈,相较于目的明确的完成课题型的会话,在会话的意义和话题的性质、会话参

与者的角色等方面有着不同的特征,这一点已经在多个研究领域中被大家指出.语言

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在建立人际关系的过程中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在过去的

语言学研究中已被多次论证.例如,雅各布森(１９７３)曾指出,语言交流不仅是一种有关

信息传递内容的指示(referential)功能,而且还是表达说话者态度的情感(emotive)功
能、保持与对方沟通的交际(phatic)功能等,它是兼具六种功能的相互作用的组合体.
此外,布朗和尤尔(１９８３)提出了transactionalfunction(以传递有内容的信息达成具体

目的为主要目标的语言运用)和interactionalfunction(以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为主要目

标的语言运用)两种语言功能.尾崎(１９９６)在此观点基础上指出,杂谈是具有极强的

interactional功能的交谈.
通过这种区分,针对杂谈的定位也渗透到了对话系统开发领域,提出了“何为杂谈”

这一命题的冈田、铃木、石井、Altman(１９９７:４０)指出,杂谈的性质是“互相确认‘能够共

享同一情感’,或者说,互相确认彼此的‘身体’的同一性的行为”.从开发能够自由对话

的系统的立场来看,阐明杂谈机制,是开发另一套与完成明确任务类型的对话系统不同

的另一系统的条件,处于重要课题的地位(藤本 等,２００６;宫村 等,２００８;高柳 等,２０１０
等).

关于杂谈的会话特征,也可以通过对比其他类型的会话,同时加以分析,从而明确

其特征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藤本、村山、大坊(２００３:３３)指出,将杂谈和讨论相比较,
杂谈具有“强烈的非正式特性,其内容包括自身事宜,谈话伙伴的兴趣、爱好等,涉及话

题广泛”,而且杂谈还具有“能与对方保持良好的节奏,并且频繁地进行互动”(藤本 等,
２００３:３５)的特征.熊谷、木谷(２００５)及熊谷、木谷(２０１０)以三方面试中的杂谈部分为调

查对象,指出会话参与者在杂谈中的作用特征是“其作用并不是固定的”(熊谷 等,２００５:
６２),并指出“任何一位发话者都可以自由转换话题”(熊谷 等,２０１０:６９).关于发话的时

机和节奏、音调等语言行为的特征,则被描述为“像相互搭话那样的简短回答”“回答的

节奏感强烈”(熊谷 等,２００５:６４).另外,永井(２００７)将护士在传达医嘱时与病人的对话

部分同杂谈进行了比较,发现因为护士需要迅速而准确地传达信息,因此在对话中没有

出现像杂谈那样的各种附和语、感想或情感的表达,对话参与者没有相互平等地开展对

话,这与杂谈截然不同.另外,谈话是由相邻两人的邻接对连续构成的,并没有出现像

杂谈里的插入链接的特征.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不采取与其他对话比较的方法,而是积极地把杂谈作为研究对

象,明确其特征的研究.河内(２００３)通过对杂谈的话题展开的分析,明确了以下几个特

征:根据对话段长短的不同,“加深会话内容”“推进会话内容”“重复会话内容”等继续话

题功能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在话题的开启阶段,疑问表达以及立场表达的助词省

略、间投助词、感叹词等的出现频率也较高等.另外,高井(２０１０)分析了杂谈中解决问

题的对话部分并指出,杂谈中的问题解决,与典型的问题解决不同,并不是按照提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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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交换意见,进而得出结论的流程来进行,而是即使没有提出“议题”,也会通过提出

解决方案来逆推性地导出问题.这些研究是把杂谈放置于日语教育中来处理的,同时,
也试图明确杂谈的特征以及其具体的语言形式.

另外,利用杂谈数据进行的研究中,也有针对杂谈中的附和语、话语填充词、叙事、
话轮转换等各个局部的现象进行的详细研究(久保田,２００１;山根,２００２;永田,２００４;西
川,２００５等).然而,由于其中许多研究并不以语言教育的应用为直接目的,因此很难将

从研究中获得的知识直接应用到会话教育中.在会话教育中,学生必须培养能够根据

情况使用适当的表达的交际能力,为此,不能仅局限于对现象的描述,更有必要从在何

种状态下以何种语言形式体现何种行为的视角出发来分析杂谈会话.
本研究正是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在杂谈的结构分析中,关注话题的开启方式,剖

析话题开启方式的选择及之后的话题的展开,结合语言形式的使用,努力探寻话语表达

的链接模式.

１．２　会话教育的指导项目的相关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关于日语口语的研究变得愈发活跃,同时学者也展开了针对

日语教育中的会话教育的口语内容选择的探讨.特别是从业界对音调、舌音、语法的批

评到后期提倡交际法的转变,日语教育方面也出现了有必要以培养沟通能力为目标进

行教育的主张①.这种趋势一直持续至今,而且通过纳入功能教学大纲与概念教学大

纲,在将句型的形式和意义作为指导项目的基础上,从句型可以在何种会话中以何种表

达功能使用这一观点出发,设立指导项目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正如水谷信子(１９８８)的
关于“共话”的讨论以及堀口(１９８８)关于听话者的语言行为的讨论等,学界越来越认识

到有必要将句型教育中所遗漏的,以附和语为代表的这类会话特有元素纳入指导项目.
这种日语教育理念,在进入２１世纪之后,在日语学习者的日益增多以及多样化的大

背景下,有了更大的变化.特别是,关于指导内容和指导方法的讨论热点,是专门针对

居住于当地的外国人所实施的日语教育(日本语支援)以及具有特殊目的的日语教育

(Japaneseforspecificpurposes,以下简称JSP)的问题.面向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随着

支援外国人日语学习的志愿者活动越来越盛行,在日语课堂中,人们开始摸索句型累积

方式以外的日语学习方法.对于在日本社会生活的外国人,他们渴求实用有效的日语

支援.这种情况也掀起了为何种学习内容选择何种学习方法、何种教材②才能学以致用

等关于学习内容的认真讨论(远藤,２００８等).
另外,针对商务日语、观光导游日语、护士和护理员用日语、空姐用日语等具有特殊

用途的日语教材(JSP)的讨论(岩田,２００９;粟饭原,２００９等)也在进行,在日语人才培养

的需求极为迫切的背景下,展开了针对各自专业领域的研究.JSP,是根据各个领域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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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佐佐木伦子(２００６)描述了日语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的变迁以及日本社会的变化,尾崎(２００６)清晰地总结了沟

通能力的含义及其培养方式.
现在,在市场上销售的教材有«にほんご宝船いっしょに作る活動集»(春原宪一郎监制 ASKCorporation
２００４年)、«にほんご宝船　教える人のための知恵袋»(春原宪一郎监制 ASKCorporation２００４年)、«日本

語おしゃべりのたね»(西口光一监制３ACorporationOnline２００６年)、«日本語これだけ１»(庵功雄监制　
ココ出版２０１０年)、«日本語これだけ！ ２»(庵功雄监制　ココ出版２０１１年).以上作品主要由场景大纲和

主题大纲组成,设定在实际生活中所可能面临的情况,结合简单的句型和单词提出了在该情况下所需的最

低限度的必要表达.同时,设置了丰富多彩的话题,以便与当地人进行多方面的交流.此外,作为一本了解

日语志愿者以及他们如何开展活动的指导性书籍,还出版了«外国人と対話しよう! にほんごボランティア

手帖»(御馆久里恵 等,２０１０年)一书.



语使用状况按目的进行分类,所需日语也是有限的,因此不能用常规的句型或功能性大

纲来应对.也正因如此,针对目标语言的调查及教学大纲的研讨也逐渐展开.这一领

域更多的是由现实需要而引发的讨论,几乎没有统一的教材,所以今后对其的研究仍将

持续下去.
在以上种种围绕日语教育环境所产生的变化中,关于指导项目的讨论,可以分为两

大类别,一类是针对特定的学习者(学习者的需求差别、教育机构差别等)的、对日语教

育大纲的讨论,另一类是在教授日语这种语言时,制订什么样的教学指导项目这种更加

综合性的讨论.如果列出包括后者的综合指导项目,则也可以从列表中选择出针对特

定学习者的具体指导项目.然而,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针对整个日语体系的综合指导项

目列表,特别是面向会话教育的指导项目,究竟存在哪些项目根本无从得知,因此也就

没有系统的指导项目列表.这是在交际法被导入之初,在提出在以前的句型积累方式

的教育中没能处理的会话的特定形式、会话策略等的指导是交际能力培养所必需的这

一主张时就未能解决的问题,至今仍然没能得到充分解决.
作为对日语会话教育的教学项目研究,有以先驱者畠(１９８８)为首的关于会话策略

与话语构成技巧的研究,从日语语法角度出发提倡重新探讨指导项目的研究,关于作为

语言行为的日语教育的研究等.接下来我将对这几方面的研究进行介绍,指出其结果

及问题点.

１．２．１　会话策略及谈话技巧视角下的研究

从会话策略角度来看,最早列出详细指导项目的先驱者,个人愚见非畠(１９８８)莫
属.畠列举了在初级教科书中展开非常不自然的会话案例,指出“制作这种教育目标模

糊的会话样例出来,随随便便进行会话教育的态度,是因为对会话教育没有清晰的认

识,将会话教育笼统地理解为将含有固定的语法项目的口语通过声音进行教学的活动.
(中略)而事实上,这不过是戴着会话教育的面具的语法教育.”(畠,１９８８:１０７)同时,他
还指出除语法和词汇知识以外,针对会话中的必要元素“会话策略”的教育也是必需的.
作为会话教育所应该涉及的项目,针对为顺利完成交谈而需要掌握的技巧,畠列举了

“附和语的技巧”“欲言又止的技巧”“取得话语权的技巧”“提出新话题的技巧”“自我修

正的技巧”“说长句子的技巧”“结束会话的技巧”等２４个项目.针对说话意图等表达意

图的项目,畠列举了“请求表达”“道歉表达”“赞成意见的表达”“自我观点的表达”“惊讶

表达”“愤怒表达”“笑的方式”等２３个项目.在畠的文章中,虽然没有提及他是如何选择

这些项目的,但从这些会话分析和话语分析的主要概念以及研究课题的相关事项来考

虑,有可能是受到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影响,或者是将英语教育的指导项目应用到了

日语教育.
畠论述的出发点,是意识到了“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怎么教’才是最大的问题,而

在会话教育中,应该教‘什么’,却基本上无人在意”(畠,１９８８:１０８)这一问题.基于这样

的问题意识,畠详细归纳了上述指导项目.这些项目中,“附和语的技巧”“欲言又止的

技巧”“反问的技巧”“提出反对意见的技巧”“无法理解对方话语时的技巧”等在当前的

日语教育中有所涉及的项目很多,曾有过畠的论述是否对后续指导项目设置有启示的

考量.然而,针对传统教育,畠批判道“看起来好像是会话教育,而实际上只是句型教

育”.在下文中将要提到的川口(２００４)和野田(２００５)也对此进行了同样的批判.时至

今日,距畠提出批判已经过去了２０年,然而这一问题仍然是一个未解难题.
在畠的这一划时代论考的基础上,谷口(１９８９)、冈崎(１９８９)、尾崎(１９９６)、下濑川

(１９９９)等人,分别展开了对畠理论的进一步探讨,整理并改进了指导项目列表.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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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将其总结为１１个项目以展现会话策略,例如“创建会话流程”“弥补交际能力不足

的策略”“成为好听众”“调整自己的话语”“把握话语内容”等.冈崎(１９８９)不仅指出了

将会话策略分为“理解策略”和“使用策略”的重要性,还将畠所列举的项目根据使用场

景分类为“会话的开始”“会话的发展”“会话的结束”三大类并将其教学大纲化,建议与

实际使用的场景条件“地点”“话题”“人际关系”“立场”“时间”“情况”等相结合,进行教

学指导.尾崎(１９９６)从畠(１９８８)和谷口(１９８９)所列举的指导项目列表中,选取了与“展
开会话”和“处理问题”两种技巧相关的项目.针对展开会话这一项,又分别确立了 “会
话的整体结构”“发言顺序的交接”以及“传达具有连贯性的内容”三大分支项目,填补了

畠和谷口所列项目的不足,组建了更为完善的体系.另外,下濑川(１９９９)在前人的研究

成果基础之上,提出了将口语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互动进行交涉的“会话”,即“交涉

型”功能,另一类是诉说具有完整内容的“自己倾诉话语”,即 “信息型”功能,并指出这种

划分的重要性.下濑川将这两种功能分别称为“口头话语管理技巧”和“口头话语文本

构成技巧”,并将相关技能进行了详尽的项目化.
这些研究都一致认为提高交际能力是当前教育所必须考虑的重中之重,但同时,畠

(１９８８)、谷口(１９８９)、冈崎(１９８９)都强烈主张应该将会话教育从语法教育中分离出来,
而尾崎(１９９６)和下濑川(１９９９)则有所不同,并没有特别说到会话教育与语法教育的关

联性.
中井、大场、土井(２００４)的研究可以说是自畠(１９８８)以来的指导项目研究的一个新

高度.他们以谈话分析及会话分析知识为依据,在会话教育应与语法教育相融合以进

行综合指导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涵盖前人研究中提及的指导项目的更为详细的

指导项目,并分别从听话者和说话者两个角度进行了呈现.中井、大场、土井将旨在进

行谈话层面的日语教育的“谈话技能”定义为:“会话的顺利展开有其必要的语言、非语

言的要素.作为说话者或听话者,在参与会话的同时,能够在谈话层面有效使用这些要

素的技能即为‘谈话技能’.”(中井、大场、土井,２００４:８１)他们还将“谈话技能”分为“A．
语言项目”“B．非语言项目”“C．语音项目”“D．语言、非语言、语音的综合技能项目”这四

大类别.另外,在 A 类项目中,由于说话者和听话者各自的作用不同,文中将说话者和

听话者分开,分别提出了对应的指导项目.中井、大场、土井为了实施系统化的会话教

育,将这些指导项目与语法项目相融合,进一步充实了指导项目列表,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教师有必要在整体上把握指导项目,进行有计划的一贯的指导.

畠(１９８８)所提出的会话教育指导项目的列表,在上述种种研究中被重新整理并完

善,更加精益缜密.会话教育的指导项目,包含了构成所有话语的所有语言和非语言形

式,多样化的话题的展开和取得话语权的方法等内容.因此,想要涵盖所有元素并完成

列表,做起来并非易事.但是,中井、大场、土井(２００４)竟提出了１００余种技能项目,即使

仅仅把这些技能作为指导项目来处理,与现在的会话教育相比,其内容也是非常丰富充

实的.本章节所介绍的指导项目的研究,有助于逐步改变整体会话教学的指导内容,编
写出纷繁多样的教材,并实现从学习句型向培养交际技能的转变.

１．２．２　重审语法教学视角下的研究

前一节中提到的研究,是从会话教学教什么这一角度出发来考虑会话教学的指导

项目的研究,特别是在会话策略教育的相关讨论中,与语法教育相分离的必要性成了一

致论点.另外,也有研究试图从重新认识语法教育的角度出发,解决传统的以句型为主

的教育方式与培养沟通能力的目的不相匹配这一问题.从会话本身的特点考虑,会话

教学的指导项目是创建一个新的指导项目列表的工作,而从语法教育的角度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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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教育,则是将已有的句型和语法列表以有助于会话教育的形式进行重新整理的工

作.作为此种类型的研究,下面将介绍川口的关于语法项目“连贯化”的一系列讨论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２００３,２００４)以及野田(２００５)的关于交流的日语教学语法的提案.
川口(２００４)认为,日语教育中的语法教育,与沟通能力的培养不仅不是对立面,相

反,还具有互补性,尤其是初级阶段中的“语法”(结构理解)和“表达”(沟通能力培养),
正是两者有机联系的教育理念的展开方式.特别是川口所主张的“连贯化”的概念.川

口(２００４)将“语境化”定义为:“在特定场景中,对‘由谁、向谁、为了什么’的表达加以描

述的行为.”(川口,２００４:７)之所以需要这种概念,是因为如“一到春天花就会开(春にな

ると花が咲きます)”这样的被川口称为“理解要求表达”①的话语,在日语教育初级阶

段,并没有被作为有着积极表达意图的句子让学生进行练习,而是仅仅作为一些无法让

人知道在何种场景下使用的短文练习.这正是问题所在.
川口认为,如果想要指导学生将“春になると花が咲きます(一到春天花就会开)”

这样的、使用条件形式“ト”的恒常性的叙述表达作为自己的表达来灵活使用,就需要列

出适合使用该表达的场景.他主张,如果能够明确指出该句与同样使用条件形式“ト”
的“ダイエットするといいですよ(减肥就好了)”所处的语境是完全不同的话,也有助于

学生的表达的运用.另外,他还指出,学习者非常重视如何自主地从多个表达形式中做

出自己的选择,因此,需要通过上下文的语境,将“语法”和“表达”有机地结合并加以指

导,而且应该对学习者的自我表达进行指导.
川口的论点旨在分解传统的句型大纲,并通过结合语境元素,将其重新组合为新型

教学大纲.其所具有的特质是,不仅仅是从会话和口语角度考虑,而且将与演讲等一个

人发言时的要素及书面语要素相结合,进行综合考量.所谓的“表达”,不仅是指口头表

达,也包括书面的表达形式,句型大纲所列出的各类句型,比起口语,更适用于书面形

式.而且,即使是同一个句型,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有必要分为书面用语和口头用语.
综合考虑这些,可以说川口的主张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与川口这样的以现有指导项目为基础的细致化理论有所不同,野田(２００５)将现有

的指导项目用四种技能分别进行重新审视,舍弃不必要的部分,补充不足的内容,提出

了能够对交际能力的培养做出贡献的语法方向.野田提出了需要修改至今为止日语教

育中的语法项目的原因,列举了学习者的多样化以及日语学的影响.针对学习者的多

样化问题,他指出部分学习者将四种技能都提升到高级水平,以往的教育已无法应对有

着各种背景和学习目的的学习者,有必要结合学习者的类型,针对各自不同的需求提供

相应的指导.此外,日语学的影响在于日语学的主旨是描述语法系统,因此,以培养交

际能力为目的的日语教育中包含了一些不需要的语法内容.野田把注意力放在教授达

到交际目的所需的语法形式上,最终目标是创作能够应对各位学习者的量身定制的语

法教材.
以野田的思想为基础,进行联合研究的小林(２００５)列举了一个具体的案例.在初

级阶段,动词的命令形式和イ形容词的否定形式,对学习者来说在交流中是用不到的,
因此不纳入课程也可以.而针对动词マス形的否定形式,从使用频率来看,更应导入

“V－ないです(动词的“ない”否定形)”,而不是“V－ません(动词的“ません”否定形)”
的形式.另外,作为应该加入新型教学大纲的项目,他举出“そうですね”的例子.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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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川口(２００４)将全体语言表达划分为三大类:“展示自我的表达(ああ、 いい湯だ/啊,舒服的泡澡水)”“さて

と/那么接下来”;“请求理解的表达(クジラは、 魚類ではなく哺乳類です/鲸鱼,不是鱼,是哺乳动物)”“い
い天気ですね/真是好天气”;“展开行动的表达(水を一杯ください/请给我一杯水”“これ、 使ってもよろし

いですか/你介意我可以用这个吗?”).



指出根据情况的不同,“そうですね”根据情况有表示“欲言又止”和“同意”两种完全不

同意义的使用方法,所以有必要将其作为指导项目加以定位,并将语调和语速考虑在

内.另外,同样在Ford(２００５)的研究中,以“～ほうがいいです”的句型为例,指出四种

技巧下,其语义各不相同:“说”技能下,是作为“～ほう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かも

しれませんね/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我想更好/可能啊/不是吗)”形式的建

议或意见;“听”技能下,是“～ないほう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不更好不是

吗)”形式的不确定的建议;“写”技能下,是作为“～ほうがよい(更好)”“～ほうが

いいだろう(更好吧)”形式的意见表达;“读”技能下,从语气形式来看是委婉表达.
Ford提议将这些作为指导的要点.

按照此种方针来整理的语法项目,从会话教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会话教育和语

法教育的分离,或是将一直以来的融合的论点进行解体的一种解决方法.特别需要指

出的是,根据语料库中的使用频率、学习者的学习难易程度以及学习者母语的语法体系

等来选择语法项目,能够使只采用会话教育中所需的语法项目成为可能,因此没有必要

将会话和语法进行分离,也可以将会话和语法内外合为一体.但是,野田所整理的项目

以“语法”为中心,比如会话特有的附和语以及话语填充词等形式的处理,中井、大场、土
井(２００４)研究中指出的谈话层面的各种技巧,川口(２００４)所主张的语境信息以及话语

意图和语法项目之间的关联,这些目前尚未被明确阐述.

１．２．３　语言行为教育视角下的研究

至前一节所介绍的对话策略以及从语法的角度出发对修改会话教育指导项目的研

究,都是关于以构成会话的句型和表达为单位的项目讨论.在川口(２００４)的研究中,虽
然强调了各项目之间“逻辑化”的必要性,但在其他研究中,每个项目在对话中被如何运

用,在何种程度的谈话单位中定位,目前尚无定论.
对此,铃木睦(２００３)中指出,口语教育不仅关乎话语的功能和策略,对谈话的结构

知识也具有重要作用,它不是以话语为单位的教育,而是以语言行为为单位的必要教

育.铃木睦以劝说的对话为例,立足于“表达的水准”(邀请的表达)、“谈话的水准”(从
劝说到应允/拒绝之前的商谈)、“语言行动的水准”(被邀请的行动达到可以实施的状

态)三个层面,构成劝说的框架,在会话教育中所指的劝说,并不是要教授这种被称为劝

说的话语,而是为了让学习者能够根据现场的实际进展状况实施所谓劝说的语言行为.
例如,“你不吃点什么吗?”和“下次一起去吧”,一为“邀请”一为“告别致辞”,是两种

截然不同的语言行为中的表达,分别在“劝说”和“告别”的情况下,作为适当的语言行为

的一环而被使用.铃木睦认为,达成会话教育的目标,需要按照一定的方向进行会话教

育.如果想要在某种状况下表达出适当的语言行动的话,首先要设定场景,并且要明确

在这种场景下,应该采取怎样的语言行动,为此还需要什么样的谈话结构和语言形式.
在这一论点的发展过程中,筒井(２００７)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为了系统地进行会话教

育,有必要从语言行为和情境的角度出发制订教学大纲.
筒井以“もう～ましたか(已经了吗)”的句型为例,“もう昼ご飯を食べました

か(已经吃午饭了吗)”这种表达方式,虽然在“确认邀请的前提条件”和“确认委托的前

提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使用,但之后对话的展开则有可能完全不同,甚至,即便是完全

相同的句型“もう病院へ行きましたか(已经去医院了吗)”,也可以从中看出在“担心对

方”的语言行为中隐藏着“对对方的关爱”.筒井认为,不必将句型作为指导项目,而是

应该从语言行为的角度考虑指导项目的重要性.进一步说,即便想要邀请,是现在立刻

行动,还是之后再行动,这就要根据现场的情况而做出判断.由于会话的结构不同于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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