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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为日语中高级水平学习者编写的一部现代日语语法书.

本书不仅可以作为日语专业学生系统学习语法的教材,还可以作为

自学日语的参考用书.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编排全面系统,重点突出.本书系统地展现了现代日语语

法的全貌,对中国人学习日语语法时的难点进行了详细阐述,旨在帮

助学习者重新审视零散的语法知识并加深对重点知识的理解.同

时,考虑到中国人学习日语语法的特点,加入了汉日对比的元素,帮

助学习者尽可能地减少母语的干扰.

第二,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编写人员一直从事日语语言学研

究,主要研究内容是日语句法以及中国日语学习者的常见问题等,在

日语语法研究领域有良好的理论基础.

第三,标注语法术语的日语表达及读音.旨在帮助学习者在学

习语法的过程中学会地道、正确的日语表达,为将来读日文版的日语

语法书籍和语言学书籍打下基础.

第四,每一章均设置练习题,部分章节特设错因分析题.练习题

富于启发性和趣味性,有利于学习者更好地巩固和消化所学知识,提

高语言的敏感度,能够有效地调动学习者学习语法的积极性,培养独

立思考、主动学习的能力.

第五,编写人员教学经验丰富.参与编写的五名成员中,四名成

员在日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一名成员为中国和日本大学的联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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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博士.五名成员一直活跃在教学一线,具有丰富的日语语法教学

经验.本书的编写融入了最新的教学理念和编者对日语语法教学的

理解.

本书内容主要分为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第二章至第六章探讨

词法的问题,第七章至第十一章探讨句法的问题.针对日语语言的

实际运用,设第十二章探讨日语敬语问题.本书的编写和审订成员

分工如下.

熊莺(日本学习院大学博士,现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统筹全书

并执笔第一章至第十章.

王书玮(日本千叶大学博士,现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执笔第十二

章和附录一.

苏鹰(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现湖南大学教授):执笔第十

一章.

王亚新(现日本东洋大学名誉教授):指导教材编写设计,负责全

书审订.

植松容子(日本广岛大学博士,现日本昭和女子大学(专任)讲

师):审阅全书,重点审订全书例句和练习题.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各方的支持与帮助.首先,我要

感谢负责审阅工作的王亚新教授和植松容子老师给予的无私付出,

两位老师的审阅让本书在编排上更为合理科学、在语法探讨上更为

深刻.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宋梦瑶、王超文、逯花

参与了本书的校对工作,为本书付出了辛勤劳动;我所执教的２０１７
级、２０１８级本科生和２０１９级硕士研究生试用了本教材的部分章节,

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２０１８级本科生喻俊婕为教材绘制了插图.我

还要感谢我研究生时代的导师———学习院大学前田直子教授,是她

引领我步入日语语言研究的大门,让我感受到研究语言的快乐,从此

坚定了走日语语言研究和日语教育之路的决心.此外,本书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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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２０１８年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１８JC２３)的立

项资助,衷心感谢北京邮电大学对日语语言教学的大力支持.最后,

我要感谢家人对我的支持.

希望能通过本书和大家分享日语语法学习和研究的乐趣.欢迎

对书中的疏漏不足之处予以指正.

熊　莺

２０２０年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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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语语法概述

１．１　什么是语法

“语法(文
ぶん

法
ぽう

)”指语言的结构规则.学会语法,就能够利用有限的

语法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例如学习了王さんはご飯を食べる这

个句子后,理解了“主－宾－谓”结构,就能触类旁通,造出妹はテレ

ビを見る彼はコーヒーを飲む李さんは歌を歌う等结构类似

的句子.

既然是规则,那么日常交流时就必须遵守,否则交流就会出现障

碍.请看以下两个例句:

(１)花子が英語を教えた。

(２)花子に英語を教えた.

日语中,动作主体和动作对象分别由不同的助词来表示.当花

子后接助词が时,其为动作主体,例(１)意为“花子教英语”.当花

子后接助词に时,其为动作对象,例(２)意为“(我或者他人)教花

子英语”.像这样,一个小小的助词便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助

词选择错误,句子将产生歧义,我们就无法准确表达想说的意思.

意识到语法存在的意义后,再来看它的运用.大家刚接触一门外

语时,总会因未掌握好语法规则而变成“错句制造厂”.细细想来,这

源于我们并未仔细探究每个语法成分的使用方式,而只是一味地生

搬硬套,想当然地说出一堆不地道的句子.通过下面两个例子便能对

１



语法误用的原因略窥一二.

(３)×世の中に、 私の一番大切な人はお母さんです。 (⇒○で)

(４)×本人を接触する機会がない。 (⇒○に)

例(３)是由于没能分辨助词に和で的差异,以至于在需要使

用表示范围的で时,却错用了に.例(４)是典型的母语负迁移.日

语中表示接触、参加、赞成等含义的动词是不及物动词(自
じ

動
どう

詞
し

),而

汉语中的“接触”是及物动词(他
た

動
どう

詞
し

).学习者受母语的干扰,错用了

を.这些规则对于日语母语者来说“理所当然”,但对于外语学习者

来说却很难.其实,母语者一般都是无意识地使用本国语言,除非从

事该语言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否则很少意识到语法规则.汉语于我们

而言亦是如此,比如:

(５)客人来了.

(６)来客人了.

外国人在学习汉语时,经常会举出例(５)和例(６)这样的句子,问

为什么“客人”既可以在“来”的前面,又可以在“来”的后面.虽然在日

常对话中我们可以凭语感区别使用,但若问及原因,我们却很难解释

清楚.其实,这两个句子涉及“新旧信息”等语法规则.若“客人”是说

话人已经知道的、正在等待的客人,属于“旧信息”,“客人”就放在动

词前面,如例(５).若“客人”是不特定的或不知道要来的人,属于“新

信息”,“客人”就放在动词的后面,如例(６).如此,在汉语里,“新旧信

息”的语法规则可以通过语序来体现.从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汉语表

达可以看出,每一个汉字犹如一只调皮的小精灵,看似自由任性的组

合中其实暗藏着规则,需要我们通过现象探索其本质.

学习和研究“语法”,其实是透过“理所当然”的语言表象去寻找

其背后隐藏的规则.对外语学习者来说,若想实现和母语者无障碍交

流的目的,就要学好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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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语法单位

要想掌握语法规则,首先应该了解语法单位.举个例子:

(１)太郎が本棚を買う.

上述例句可以逐层拆分.首先可以拆分成“句节”:太郎が本

棚を買う.之后还能拆分成“词”:太郎が本棚を買う.

最后还能拆分成一个个“语素”:太郎がを買う分别是一个

“语素”,本棚拆分为本和棚两个“语素”.











 













句子:太郎が本棚を買う.

句节:太郎が　本棚を　買う

词:　太郎　が　本棚　を　買う

语素:太郎　が　本　棚　を　買う

通过拆分太郎が本棚を買う一句,我们可以发现语法单位包

括“语素(形
けい

態
たい

素
そ

)”“词(語
ご

)”“句节(文
ぶん

節
せつ

)”“句子(文
ぶん

)”四个单位.相

互之间的关系为:

“语素”构成“词”,“词”进而构成“句节”,最后由“句节”构成“句

子”.同时,“词”也能直接构成“句子”.

每一级单位的构成都有一定的结构规则,这些结构规则就是语

法.接下来,我们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来观察这四个语法单位.

１．３　语素

“语素(形
けい

態
たい

素
そ

)”是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也是最小的语

法单位,例如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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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素是构词单位.从能否独立成词来看,语素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独立性很强的“自由语素(自
じ

由
ゆう

形
けい

態
たい

素
そ

)”,它们可以单独构成

一个词,例如花,也可以与其他语素构成一个合成词,例如花束.

另一类是“不自由语素(拘
こう

束
そく

形
けい

態
たい

素
そ

)”,它们不能独立成词,必须和其

他语素构成一个合成词,例如お酒的お,油っこい的っこい.

(１)花、 黒、 油、 神

(２)お花、 まっ黒、 油っこい、 神さま

花黒油神能够单独构成一个词,属于“自由语素”.お

まっっこいさま不能单独构词,属于“不自由语素”.

１．４　词

　　１．４．１　构词法———语素组合成词的规则

认识了语法的最小单位———语素之后,就可以利用它去探究第

二个语法单位———“词(語
ご

)”.词是有意义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

语言单位.它比语素高一级,由语素构成.词可以由一个自由语素构

成,称作“单纯词(単
たん

純
じゅん

語
ご

)”,例如春.也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语素构成,称为“合成词(合
ごう

成
せい

語
ご

)”,例如春風春めく.

语素要想组合成“合成词”必须遵守构词法.构词法主要有两

种———派生和复合.

派生规则下的合成词叫“派生词(派
は

生
せい

語
ご

)”.派生词由具有词汇

意义的“词根(語
ご

根
こん

)”语素和不具有实际词汇意义而只用来构词的

“词缀(接
せつ

辞
じ

)”语素构成.“词根”指词中担负核心意义的语素,每个词

至少含有一个词根.例如:春めく中,春是词根语素;めく是词

缀语素,接在名词或副词后构成动词,表示具有某种倾向.派生词的

词缀按照其出现的位置不同,可以分为“前缀(接
せっ

頭
とう

辞
じ

)”和“后缀(接
せつ

尾
び

辞
じ

)”两种.

４

现代日语语法






 



 前缀语素:不可能、 ご挨拶、 まっ黒、 未成年

后缀语素:科学的、 高さ、 寂しげ、 家族ぐるみ

复合规则下的合成词叫“复合词(複
ふく

合
ごう

語
ご

)”.复合词是由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起来的,如春風.复合词

的语素的组合规则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并列关系,另一种是语法关

系(详见表１).

表１　复合词的语素的组合规则

复合词

组合规则 例词

并列关系 手足、 上下、 黒白

语法

关系

が格 花盛り、 水漏れ、 遠慮深い

を格 子育て、 月見、 目隠し

に格 人任せ、 時代遅れ、 山沿い

で格 手作り、 塩漬け、 水洗い

へ格·に格 北京行き、 先送り、 横流し

まで格 底入れ、 底冷え

から格 仲間はずれ、 横殴り

と格 人付き合い、 平年並み

修饰关系 秋空、 公民、 遠隔地

综上所述,语素构词的规则总结如下:

词

单纯词(一个语素)山、人

合成词

复合词

(两个以上词根语素)

并列关系兄弟、上下

语法关系夜明け、 手作り{
派生词

(词根语素＋词缀语素)

前缀式お店、 副作用

后缀式重さ、 一般化{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ì

î

í

ï
ï

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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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语素和构词法,进而掌握组合规则就能以简驭繁,有效扩大

词汇量.例如,我们掌握了前缀语素ど的用法(用于强调程度),就

能生成并理解どまんなかど素人ど下手等词.

　　１．４．２　构形法———词的变化规则

不同的语言,词的形态变化规则亦不同.我们所熟知的汉语缺乏

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构形法在汉语中的地位不太重要,我们无法

对词的变形有直观感受.但是在日语中,动词、形容词和大部分助动

词都会发生形态变化,所以构形法在日语中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可以

以書く为例,来实际感受一下词形变化.
表２　词形变化(以書く为例)

例句 書く的形态 语法意义

太郎は手紙を書く。 辞書形 肯定

太郎は手紙を書かない。 ない形 否定

太郎は手紙を書いた。 た形 过去

太郎が手紙を書けば、 私も書く。 ば形 假定

太郎は手紙を書こうと思っている。 意志形 意志

在表２的例句中,書く为了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词尾发生了

变化,每种变化都有相应的规则,这在日语中被称为活
かつ

用
よう

.这个语

法点是日语学习的重点也是难点.学习者由于没有完全掌握而误用

变形规则的现象屡见不鲜.

(１)×わたしは母とギョーザを作りました。 おいしいでした。

(⇒○おいしかったです)

(２)×わたしはテレビドラマを見った。 (⇒○見た)

例(１)错在形容词过去式变形.一类形容词的过去式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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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った,学习者却错误地使用了名词和二类形容词的过去式形式

でした.例(２)错在动词た形的变形.学习者把二类动词误认为

一类动词,而采用了一类动词的た形变形规则.词形变化规则在日

语中非常重要,本书将在第六章«日语的活用»中重点阐述.

１．５　句节

前面介绍了两个语法单位———语素和词,接下来介绍第三个语

法单位———“句节(文
ぶん

節
せつ

)”.句节是日语独特的语法单位,反映了黏着

语特有的语言特征①.句子由若干个句节构成.句节是句子从意义上

划分的最小组成单位,也是人们在朗读文章或谈话时发音上的最小

单位.例如,我们读例(１)的时候,会无意识地按例(２)断句.

(１)初対面の人には、 名刺を出して自己紹介をする。

(２)初対面の/人には/名刺を/出して/自己紹介を/する。

“句节”的中心是“独立词”,每个句节都包括一个独立词和若干

个(或零个)附属词.例(１)由６个句节构成,分别是初対面の人に

は名刺を出して自己紹介を和する.

(３)初対面
独

の
附

/ 人
独

に
附

は
附

/ 名刺
独

を
附

/ 出し
独

て
附

/ 自己紹介
独

を
附

/する
独

.

“独立词”具有实际词汇意义,能在句子中充当一般的句子成分.

例(３)的初対面人名刺出し(出す的活用)自己紹介す

る属于“独立词”,可以充当句子成分.“附属词”则不能单独使用,只

能接在独立词后面表示语法意义,例(３)的のにはをて属

于“附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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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中需要在“独立词”后面添加各种助词和助动词,来实现句

子的语法意义.这是日语这类“黏着语(膠
こう

着
ちゃく

語
こ

)”的典型特征.汉语

和日语不同,一般通过语序来实现句子的语法意义,具有“孤立语(孤
こ

立
りつ

語
ご

)”的典型特征.

(４)太郎は　音楽が　好きだ.

(５)太郎　喜欢　音乐.

日语中组成句子的直接单位是“句节”(太郎は音楽が好き

だ),句节切分之后是“词”(太郎は音楽が好きだ);而汉

语组成句子的直接单位是“词”(“太郎”“喜欢”“音乐”).了解日语“句

节”的划分,有利于我们从语义和语音角度对句子进行切分,从而更

精确地理解句子的意思.

句节比词高一级,句节进一步组合构成“短语(連
れん

語
ご

①)”或“句子

(文
ふん

)”.句节的组合分为以下六种类型.

１)主谓关系

“主谓关系(主
しゅ

述
じゅつ

関
かん

係
けい

)”由主语和谓语两个成分构成.谓语负责

对所提出的对象进行陈述和说明.例如風が強い桜が散る.

２)补充关系

“补充关系(補
ほ

充
じゅう

関
かん

係
けい

)”中句子成分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起

支配作用的成分是谓语;被支配的成分一般是谓语涉及的人或事物

的名词,包括宾语.比如 テレビを見る 彼と別れた 王さん

に会う.

３)修饰关系

“修饰关系(修
しゅう

飾
しょく

関
かん

係
けい

)”中句子成分是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被

修饰成分可以是名词性质的,其修饰成分为“定语(連
れん

体
たい

修
しゅう

飾
しょく

語
ご

)”,

如暖かい朝小さな花;也可以是谓语性质的,其修饰成分为“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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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連
れん

用
よう

修
しゅう

飾
しょく

語
ご

)”,如とてもおもしろいがらりと変わる.

４)并列关系

“并列关系(並
へい

立
りつ

関
かん

係
けい

)”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节在句法功能上

处于平等的、并列的地位.如父と母小さくて可愛い.

５)辅助关系

“辅助关系(補
ほ

助
じょ

関
かん

係
けい

)”是日语的一个特色,后面的句节起辅助

作用,与前面的句节一起构成谓语.如学生である読んでみる

暑くない.

６)独立关系

“独立关系(独
どく

立
りつ

関
かん

係
けい

)”表示主句和独立成分之间的关系.如あ

あ、 寒いはい、 そうです.

１．６　句子

最后介绍语法的最大单位———“句子(文
ぶん

)”.它指能够表达一个

相对完整的意思,有一定语调,末尾有一个较大停顿的语言单位.句

子由词[例(１)]或若干句节[例(２)]构成,是最高一级的语法单位.

(１)火事！

(２)火事が起きた.

句子可以从不同方面进行解读.

若是从它的结构来看,句子可以分为“单句(単
たん

文
ぶん

)”和“复句(複
ふく

文
ぶん

)”.“单句”,顾名思义结构比较单纯,是只包含一个谓语的句子.

“复句”则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单句组成的,其中

各个单句是这个复句的分句,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语音停顿.



 




 单句:雨が降った.

复句:雨が降ったら、 行かない.

句子按照交际功能,主要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

句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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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句(平
へい

叙
じょ

文
ぶん

)”表示叙事、描写、说明、议论,如雨が降った.

“疑问句(疑
ぎ

問
もん

文
ぶん

)”提出问题,以便从对方获得信息,如雨が降

りましたか.

“祈使句(命
めい

令
れい

文
ぶん

)”表示请求、命令、劝阻或禁止,多用于对话,如

早く食べなさい.

“感叹句(感
かん

嘆
たん

文
ぶん

)”表达说话人的内心情感,如おお、 すばら

しい.

句子还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组成部分,即句子成分.日语的句子成

分包括主语、谓语、补语、修饰语、状况语等.此部分内容将在本书第

七章详细阐述.

１．７　小结

本章介绍了语素、词、句节、句子等四级语法单位的各自特点以

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语法包括词法和句法,接下来的第二章至第六章

将探讨词法的问题,第七章至第十一章将探讨句法的问题.针对日语

语言的实际运用,特设第十二章探讨日语敬语问题.

练习题

１．语法有哪四级单位?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请将以下句子分成四级语

法单位.

１)田中さんは日本人です。

２)机の引き出しに日記を入れる.

２．请指出下列词是单纯词还是合成词,并说明它们的构词规则.

１)夜　２)お手紙　３)水　４)バス代

５)子どもっぽい　６)話しぶり　７)卵焼き　８)手足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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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请指出以下句子有多少个“句节”,并指出画线部分句节的组合关系.

例:庭に花が咲いている.

４个“句节”:庭に 花が 咲いて いる

句节的组合关系:辅助关系

１)今日の朝食はパンと牛乳でした。

２)宿題が多くて、 今日は遊べない。

３)本屋で本を買った。

４)この小説はおもしろくない。

５)部屋をきれいに掃除した。

６)あら、 たいへん.

４．请修改下列病句,并思考错误的原因.

１)先週植物園に行った。 とてもきれかったです。

２)食事会はどこに行われますか。

３)あの二人はよく似る。

４)それはまだ内緒にして欲しいんだけど、 会社を辞めようと

思っているんだ。

５)その料理では母の愛情がたっぷりと入っています。

６)万里の長城は始皇帝に造られた。

７)ご飯を食べた前に、 手を洗った。

８)今にも雨が降るらしい。

９)１０時になると、 出かけましょう。

１０)ご確認し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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