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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们读报纸,有时看看杂志,或读些书,时而会这么想:我要更深

刻、更敏锐地读懂文章,我自己也要能写出好文章来.

那么我们要抱着怎样的一种心态,去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 我

们想知道,那些能写出好文章而为世人所称道的人,他们都做过一些

什么呢? 针对人们的这种愿望,社会上出版了很多文章选读、作文技

巧之类的书.翻开来看看,都是很好的入门指导书,写的都是很重要

的问题,其中有些书还具体地列示了一些细微的技巧.

但是,迄今为止的这些书,都是著书人单方面地、连篇累牍地讲

述那些他认为重要的问题.而我却想尝试着为大学生、社会成人写

一本类似于“日本语练习册”之类的书.想要会游泳,就要下水去,在

现场从打水动作学起.写文章也是同样,初学的人也必须从最基础

的地方着手练习.对于本书提出的问题认真地进行思考,针对提问

把答案写下来,应该就能逐步地掌握一些读写方面的思考方式和技

巧吧.

我在这本书里收集了分值不一、总计２５０分的练习题和思考题.

把这些题都做完,对照书末的评分表统计一下得分,应该就能大致了

解自己现在的日语技能水平.另外,我还想通过这本书,就日语具有

何种特点、日本人的社会意识具有怎样的基础结构等问题,提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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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线索.

我在旧制高中读书的时候,编在德语班,因此每当我写作文的时

候,总是要像念咒一样念一句“KlarundDeutlich”(清晰明了).在

这本书里也是同样,讲的是入门知识,即怎么去读别人的文章,以及

怎样清晰、明了地写日语文章.

本书即使仅仅通读一遍,相信也能在日语的理解和表达方面有

一定的助益.如果能慢慢地、耐心地回答练习题、做作业,那么读者

本人所具有的语言能力就能被激发出来.如果和别人一起做练习,

对照答案,从而发现不同的思考方法,那也是很有趣的.自己一个人

做当然也可以.各位不妨将其作为一种智力游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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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对单词要敏感

一　了解词义差别的关键之处

　　要想能很好地读懂日语、写好日语,首先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文章是由一个一个的单词组成的.把文章拆解开来,最终就是单

词.单词可以比喻为造房子的砖头.砖头一块块都做成相同的形状,

然后被放在适当的位置.砖头的形状是均一的,而单词作为构成文章

的砖头,却是各不相同的,在文章中很微妙地相互搭配在一起.所以,

首先就需要对单词的形状和意义有敏锐的感觉.

练习一

　　“思う”和“考える”是两个意义相近的单词.比如“行くべきだと

思う”和“行くべきだと考える”都可以说.但是,有些时候并不是两

个词都可以用的.例如:

　　今夜のご飯の献立を

这种时候一般就说“献立を考える”,而不说“献立を思う”.

仿照这个例子,对于下面的a与b:

　　a　 を思う(或“ に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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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を考える

问题１　请各举三个通常认为a与b要区别使用的例子.

问题２　请把“思う”和“考える”的差异写下来.

可能有人认为“考える”是理性的,“思う”是感性的吧.但是,如

果说“入学試験を受けようと思った”,这不能说是感性的吧.

a和b的答案一例:

　　a　故郷を思う。 はるかなベネチアの都を思う。 不満に思う。

　　b　問題を考える。 万が一の場合を考える。 段取りを考

える。

像这样一些场合,为什么只能使用“思う”或只能使用“考える”

呢?请看下面甲乙两张图.

首先,上面图的中间有重叠的部分,这就是两个词的意义重叠的

部分,也就是两个词都可以使用的部分.像“私はこうしようと思っ

た”和“こうしようと考えた”,基本上两者都可以使用.但是,像“百

万円も使ってしまった”和 “百万円も費やしてしまった”,虽说也有

重叠,但“使う”和“費やす”的重叠部分很小,相当于图甲的情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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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う”和“考える”的重叠部分很大,相当于图乙的情况,图中相互不

重叠的イ和ロ两个部分很小,但它们不能替换使用.也就是说,不重

叠的イ和ロ有时候大,有时候小.

接下来我们再讨论几个问题.像图乙那样,有些词语重叠的部分

很大,而イ和ロ的部分很小.这些微妙的差异,就是人们所说的语言

的语感.用词是否得当,是否能敏锐地理解语言,关键就看能否明确

地意识到イ和ロ的差异,并加以区别使用.

那么,为了弄清楚“思う”和“考える”的差异部分,我们再来做一

个练习.

练习二

　　请把下面词语的语义差异分别写下来.

问题３　“思いこむ”和“考えこむ”

问题４　“思い出す”和“考え出す”

“思いこむ”是说心中有一个想法,并且坚信不疑,从而不能容纳

其他想法.而“考えこむ”则是说对于某个问题不断地进行思索,停不

下来.

“思い出す”是说某一个记忆在心中浮现,而“考え出す”则是说

努力思考最终想出一个新的主意.当然,“出す”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表

示“始める”,所以“思い出す”和“考え出す”还可以表示“(心配だと)

思い始める”“(どっちがいいか)考え始める”的意思.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思う”和“考える”的差异.下面

一些词语里的“思い”能不能用“考え”替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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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い知らせる

　思いとどまる

　思い浮かべる

　思いおこす

这里的“思い”不能用“考え”替换.为什么不能呢?

“思い知らせる”是说要让对方知道自己心中的某种情绪,如仇

恨等不好的感情.让对方知道长久以来自己心中抱着的仇恨,就是

“思い知らせる”.

“思いとどまる”是说要控制住自己心里的某种冲动.

“思い浮かべる”“思いおこす”中的“思い”也是同样.

也就是说,“思い”是指存在于自己心中的某件事.与此相比,“考

える”则是指在自己心中比较这个或那个事物、这么做或那么做,把

几种材料进行比较、组合.

也就是说,“思う”是指心中已经有了某种意象,而且是唯一的、

不变的.而如果在心中对两个或三个事物进行比较,选择这个或者那

个、这样做或那样做,那就是“考える”.

这种差异自古就有.“考える”这个词上溯到古代,对犯人处以刑

罚的时候,就用“……に 勘
かんが

ふ”.在«日本书纪»中查找“考える”的最

古老的用例,一个意思就是“刑罰を決めること”.早先的词形“かむ

がへる”的“か”,是指事件或场所,“むがへる”的古语词形是“むか

へる”,意为“向き合わせる/使之相对应”.也就是看犯罪者实际做的

坏事符合刑法条文的哪一条,即把事实与条文相对照而做出决定.另

外,对户籍本上的记录与实际的田地的配置进行核实调查,也叫作

“校
かむが

ふ”.也就是说,“事柄を突き合わせてしらべる/对事情进行核

实调查”是“考える”的最古老的用法.现在也是同样,“企画を考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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る”“献立を考える”等,也是在表示对种种情况进行综合考虑时用

“考える”.这种时候不能用“思う”.如果说“明日の試験を思う”,那

是说明天的考试是唯一放不下的担心的事.

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思ふ”,有很多用例都可以换成“胸の中

に思っている”的说法.嘴上说不出来,爱恋着喜欢的人,就说“思

ふ”.心中只会出现某一个人的身影,而且一直就这么想着.所以,“思

ひ人”指的就是无法告白的、爱恋着的那个人.那些认为“思う”是“感

性”的人,正是很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思う”表示始终只重

视心中的一个意象,所以如果说“試験を受けようと思う”,那就是说

心里面只做出了这一个决定.

与之相比,“考える”则包含对这个那个进行比较的观念,或者对

事情的组合、构成的思考.能写出这一点,就合格了.

茶歇

　　(一听到要谈论外国语言就表示恕不奉陪的人,就请跳过这一段

继续往下看.)

作为笛卡尔的哲学的基本原理,有一个很有名的拉丁语句子:

“コギト·エルゴ·スム”(Cogitoergosum).现在英日词典里也已经

列为词条,与从前一样译作“我思う、 ゆえに我あり①”.“coＧ”是“共

に”的意思,“Ｇgito”源自“agitare(動かす)”,组合起来就是“在头脑中

把事物组合成一个整体”.把这个译成“我思う”,是不准确的,倒不如

说应该译成“我考う”.最近有关笛卡尔的研究书里好像很多都译成

了“私は考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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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用词也就不同

练习三

　　a　それはとてもうれしいことです

　　b　それはとてもよろこばしいことです

问题５　“うれしい”和“よろこばしい”可以用在同一个语境中,但有

时候用“うれしい”没问题,用“よろこばしい”就感觉别扭.

请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问题６　接下来请写出“うれしい”和“よろこばしい”的差别.

答案一例:

　　わあ、 うれしい。

　　×　わあ、 よろこばしい。

这就是说,“うれしい”是在自己高兴的时候使用,而“よろこば

しい”如今已接近于书面语,在会话中用来表示自己一个人的高兴是

很奇怪的.

“よろこばしい”即使是明治、大正时代的小说家用得也不多.这

里举一个夏目漱石作品中的例子.

　これが文明の趨
すう

勢
せい

ですから、 私などは 大
おおい

に喜ばしい現象

だと、 ひそかに慶賀の意を表して居るのです。 (吾輩は猫で

ある)/此乃文明之趋势,我等谓之大喜之现象,正暗表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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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

“よろこばしい”就是表示“慶賀の意を表する”的心情,对于社

会上喜庆的、肯定是好的那些事情,通过送礼等来表示祝贺的心情.

与之相比,“うれしい”则是表示自己个人的希望、期待得以实现时反

射性产生的内心感受.

“よろこばしい”是从“よろこぶ”派生出来的单词.古代的“よろ

こぶ”的意思与现代略有不同,表示的是“慶賀する、 お礼をいう”的

意思,用在“ヨロコブルコト、 ヨロコブルトキニ”等场合.这里的

“ブル”与现在仍然在用的“エラブル”“知ッタカブル”的“ブル”相

同,表示对他人摆出某种姿态.

“ヨロコブ”来源于“ヨロコブル”,意思是对于喜庆之事的心情

形之于色,并向他人表明.比如官位得到升迁或被安排了一个重要职

位,或发生了社会上通常认为可喜可贺的事情时表示感谢,就是“ヨ

ロコブ”.这个用法后来又有了扩展,现在一般还可以用“大よろこび

だった”来表示他人的心情,但是用作“ヨロコバシイ”的意思的时

候,自古以来的“ヨロコビ/庆贺、感谢”的意思仍然还存在.

再从夏目漱石的作品中举一个例子.

　彼女は喜ばしそうな調子で、 自分に礼を述べた。 (行

人)/她以喜悦的语气,向我道谢.

这里也是“喜ばしそう”与表示感谢组合在一起.所以,“よろこ

ばしい”是用于社会上人们都认为好的事情的词语,如果用来表示个

人的满足感就会变得别扭.可能有人会觉得古文里的语言跟现代没

有什么关系,但是语言自古以来所具有的意义应该是不会消失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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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传承下去的吧.

练习四

　　a　人物は大丈夫です

　　b　人物はしっかりしています

　　c　あいつなら守備は大丈夫だ

　　d　あいつなら守備はしっかりしている

问题７　这些都是日常使用的句子,意义也大致相近.但是,不能说:

まかせておけばしっかりしている

这是因为“大丈夫”和“しっかり”还是有区别的.请把两者的差

异写下来.

我们可以说“明日の天気は大丈夫だ”“まかせて下さい、 大丈

夫です”,但是不能说“明日の天気はしっかりしている”“まかせて

ください、 しっかりしています”.另外,我们在安慰别人的时候说

“そんなこと、 大丈夫よ”,但是在激励别人的时候就说“しっかりや

りなさい”.

“大丈夫”用古代的语言来说,相当于“ますら男
お

”.所谓“ますら

男”,就是“男の人、 強い男”.“マス”与“優
まさ

る”“増
ま

す”有关,“ラ”是表

示状态的古语.所以,“ますら男”就是“一人前の立派な男”.由于“強

い男は頼りになる”“安心できる男だ”,所以“大丈夫”就表示“心配

いらない”“まかせて安心”的意思.譬如“明日の天気は大丈夫、 心

配いらない”“運転のことなら、 大丈夫、 まかせて安心”等.

而“人物はしっかりしています”,则是说某人骨子里是很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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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很软弱,是否确实有能力,所以“しっかり”指的是事物的性质.

与之相比,“大丈夫”不是指性质,而是根据自己是否可以信赖对方的

观点所做出的评价.也就是说,“しっかり”和“大丈夫”从根本上来说

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事物.

当然,靠得住的东西,往往是“安心できる”“心配いらない”,所

以“しっかり”和“大丈夫”的使用就有重叠的地方.但是,因为单词都

各自有看待事物的角度
       

,这个角度不同,即使有重叠的地方,其中心

部分也会产生很大的差异.

词义是个投影仪,关键就是要清楚地知道其镜头角度的差异.

练习五

　　a　意味が通る

　　b　意味が通じる

　　c　道が通っている

　　d　道が通じている

a和b、c和d,这两组句子都用于大致相同的意思.但是,

　　e　声が通る

　　f　声が通じる

这里的f就有些奇怪.

问题８　“通る”和“通じる”在本质上有某种差异.“意味が通る”和

“意味が通じる”其实也是不同的.有什么差异呢?请写下来.

“通る”可以说“汽車が通る”“犬が通る”“人っ子一人通ら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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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表示在(固定的)路上来往.至于“透き通るくらい青い色”“風が

通る”,则是表示“向こうまではっきり突き抜ける/可以明显地穿透

到对面”.“弾
た

丸
ま

は通っていなかった”即子弹没有贯通.所以,“通る”

意味着“真っ直ぐに向こうまで抜けていく/笔直地穿透到对面”.譬

如说“無理が通れば道理が引っこむ/无理行得通,道理就行不通”.

“声が通る”也是这种类型的用法,是说声音可以一直传到很远的

地方.

但是,心情的传达则不能说“気持が通る”,只能说“気持が通じ

る”.比如说“真心は通じるもの/真情是会得到理解的”“ひそかに気

脈を通じる/暗中通气”.这种时候是说心情沿着一条细小的通道传

达到对方吧.“事情に通じている/了解详情”表示了解详细情由.也

就是说,“通じる”是沿着一条狭窄、细小的路终于传达到了对方或到

达了目的地.

从“通
つう

”这个字来看,它是带了“辶”字偏旁的.带“辶”的字有

“巡
めぐる

· 返
かえる

· 迫
せまる

· 退
しりぞく

·追
おう

·道
みち

”等,都与步行有关.所以,“通”本来就带有

“道がついている”的意思.所以“通”有“トオル、 トオリ”的训读.

但是,“通る”和“通じる”不同.“通じる”用在“東京へ通じる電

車”“台所の方へ通じる廊下”等地方,也就是“……を通路として”的

意思.这条路即使很细也行.这个意思再扩展到心理上的沟通、理解

这方面,就形成了“あの人には皮肉が通じない/那个人听不懂别人

的讽刺”的说法.

“意味が通る”,就是说意义“很直接、鲜明地贯通”.如果说“意味

が通じる”,则是说“虽然有些曲折,虽然有些勉强,但还是能理解”.

即使是我们每天使用的“ヤマトコトバ①”,如果有相似的表达

同时存在,我们就要对它们的差异之处有敏锐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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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语言的敏感度

　　判断一个人的用词得当与否,关键还是要看这个人对以往看到

过的词句的记忆如何.人们在读别人的文章时,通常是根据上下文来

记忆语言的使用.所以,记住许多词句的人,就能够得出判断:“不这

么说.”

一个人想要做好事,就会听取那些做过好事的人说的话,并向他

学习.同样,想要有敏锐的、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就要多读森鸥外、

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以及现代的那些对语言感觉敏锐的所谓小说

家、剧作家、诗人、歌人①或者是能使用准确的语言撰写论文的学者

之类的人的作品或文章,按照内容情节去记忆语言.

要想成为古董鉴定家,据说就要不断地看那些好的东西、一等

品.要是看二等品,眼睛就会看坏.文章也是一样的.看惯了感觉好的

文章、吸引自己的文章,就能够感觉得出“哦,这个不行”,或者“这里

有问题”.吸引自己的文章就是好文章.所以,能够吸引自己的文章就

要熟读,要对它更敏锐地、更深刻地领会.其次就是,对于人们所说的

好文章,要通过自己的眼睛去判断究竟有什么不同,好在什么地方.

时而,也会有人创造一些“新词”.想要创造新词的人,比如现在

的单口相声演员、双人相声演员或广告撰写人等,他们就很热衷.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造出了一些流行一时的词语,如“アジャパー”②“ト

ンデモハップン”③等.但这些新词大多不到１０年就消失了.因为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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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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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歌的作者,亦可称之为和歌诗人.
意为“噢,天哪!”,相当于“しまった!”的意思.
意为“意外之事、怪事、莫名其妙的事”.



的东西是很肤浅的.

久米正雄想要造一个既非“微笑”亦非“苦笑”的词,结果造了一

个“微苦笑”.这个词现在还在日英词典里被列为词条.那是因为他准

确地把握住了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客观事实并使之语言化,所以才得

到了社会的认可.如果是“刻意地使用一些奇怪的语言”,恐怕顶多也

就是在现场能让大家觉得有趣吧.这与获得社会认可的词语是不

同的.

人的行为和举止会随着社会的种种状况而产生新的行动.同样,

如有必要也会产生新的词语.能否感觉得到一个词是不是好词,这需

要我们具有敏锐的感觉.为此我们首先必须增加大量的可供区别词

义的单词,如果我们掌握的可供区别的单词不多,就不可能准确地进

行表达.

在增加自己的词汇方面,小说家及和歌诗人都是很下功夫的.比

如与谢野晶子、斋藤茂吉等和歌诗人都是通过读词典挑选单词的.据

说井上久买了很多词典,然后从头开始读,而大江健三郎硬是把装订

坚牢的«广辞苑»换了三本.«广辞苑»是不那么容易翻烂的,我们可以

想象得到大江是怎么查词典的.一般人能掌握五六万个单词就算是

多的吧,而大江似乎是要把二十万个日语单词全都消化掉.而且,他

并不是简单地照搬他所知道的单词,比如他的《万
まん

延
えん

元年のフット

ボール》《芽むしり仔
こ

撃ち》等,都是通常见不到的单词组合.也就

是说,这些并不是单个的单词,而是在单词的组合方面寻找新的方

式吧.

作为好的或是不好的表达方式,如今有关“見れる”“起きれる”

之类的“ラ抜き言葉/省去ラ的表达”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话题.对于

“ラ抜き言葉”的批评也是一种语言感觉.但是,“見れる”“起きれる”

应该称之为可能动词,就像江户时代的“書かる”变为“書ける”,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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