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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汉语学界很早就注意到了近代汉日语言接触的

问题ꎬ 如王力在其 «汉语史稿» 关于 “鸦片战争

以前、 后汉语的借词和译词” 一节中ꎬ 曾多次提

到这一时期汉语中产生了很多新词ꎬ 指出: “开明

人士纷纷介绍西洋的哲学、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ꎬ
因此ꎬ 西方哲学、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名词术语

大量 传 入 中 国  从 鸦 片 战 争 到 戊 戌 政 变

(１８９８)ꎬ 新词产生是有限的ꎮ 从戊戌政变 (１８９８)
到 ‘五 四 ’ 运 动 ( １９１９ )ꎬ 新 词 产 生 得 比 较

快ꎮ” [１](５８７)王立达认为 “的” 是日语借词: “现代

汉语词汇里凡是词尾是 ‘化’ ‘式’ ‘炎’ ‘力’
‘性’ ‘的’ ‘界’ ‘型’ ‘感’ ‘点’ 等词ꎬ 都是

从现代日语中借用过来的或是利用这种构词法创造

的ꎮ 例如: 速成式、 一元化、 多元化、 支配力、 可

能性、 现实性、 民族的、 思想界、 生命线、 辩证

法” 等[２](９２) ꎮ 除了汉日间的语言接触ꎬ 还有汉英

间的语言接触ꎬ 如贺阳指出ꎬ “五四以后人们仿照

英语等印欧语言中形容词与副词的形式区别ꎬ 将

‘ｄｅ’ 在 书 面 上 分 化 为 ‘ 的 ’ 字 和 ‘ 地 ’ 字ꎬ
‘的’ 字被确定为定语标记ꎬ ‘地’ 字被确定为状

语标记ꎮ” [３](３８) 并且 “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ꎬ
‘ｄｅ’ 的这种书面上的分化ꎬ 借助大量翻译作品的

影响便迅速流行开来” [３](３８) ꎮ 以上研究代表了两种

典型认识ꎬ 由此引发了两个相关问题: (１) 因为

同时使用汉字ꎬ 汉语与日语的语言接触多被认为表

现为 “借用”ꎬ 特别是 “借词”ꎬ 但是单单是词汇

层面的借用无法解释例如 “的” 字用法的变化ꎻ
(２) 用现在汉语的结论反推之前的演变过程及成

因容易犯研究方法上的错误ꎬ 语言接触的事实是复

杂的ꎬ 不会是线性的一加一等于二ꎮ 如果缺乏强有

力的理论支持和详尽的历史语料为实证ꎬ 很难有说

服力ꎮ

一、 语言接触理论的适用范围

对于怎么识别和判定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现象

这一问题ꎬ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过一些判定条件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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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ｍａｓｏｎ[４]ꎬＬｕｃａｓ[５]ꎬ郭鸿杰、韩红[６] 提出ꎬ判断一种

语言现象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必须符合的三个原则:
(１)共时比较原则:确立受语①和源语言②存在类似

的语法结构ꎬ是判断语言接触引起语言变化的前提ꎻ
(２)历时对比原则:把未受到语言接触影响的受语作

为参照点ꎬ然后和新现象 Ｘ 进行比较ꎬ观察 Ｘ 在语言

接触之前是否已存在ꎮ 如果出现语际间的偶合ꎬ就需

要比较新结构 Ｘ 和作为参照点的语法结构的语法制

约性ꎮ 如果不一致ꎬ则有可能是语言接触导致的结

果ꎻ(３)制约机制原则:比较新结构 Ｘ 和源语言中相

应的语法结构的语法制约性ꎮ 如果一致ꎬ说明新结构

Ｘ 是语言接触引起的ꎮ
笔者认为用这三个原则来判断印欧语系各语言

间的语言接触所引发的变化是很有效的ꎬ但是若放在

汉语、汉字的语境下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ꎬ以近代

“的”字的用法为例:(１)如何选恰当的语法结构为研

究对象:汉语是孤立语ꎬ它的语法结构从形态上是比

较难判断的ꎮ 如何选取近代“的”的语法结构是首先

需要解决的问题ꎮ (２)如何确定源语言:假设“的”字
在近代确实产生了新结构 Ｘꎬ那么这种结构和源语言

是否有关系ꎬ二者通过何种途径发生了接触ꎬ接触程

度如何ꎮ (３)Ｘ 与接触之前的汉语是何种关系ꎬ如何

确定 Ｘ 确是新结构ꎮ (４)如何比较语法结构的制约

条件ꎮ 以“的”为例ꎬ前人研究了清末白话文中的用

法ꎬ也有研究者研究过近代日语「的」的用法ꎬ却至今

没有研究者对所谓的“制约条件”进行过定义ꎬ因此ꎬ
该如何理解这种制约条件ꎬ把它具化为研究对象是尚

需探讨的问题ꎮ
本文拟以“的”字为例ꎬ尝试结合近代汉语日语

的具体用例ꎬ通过运用上述三个原则ꎬ探讨、判断汉日

语言接触所引起的演变ꎮ

二、 共时比较原则

共时比较原则中ꎬ确立受语和源语言存在类似的

语法结构ꎬ是判断语言接触引起语言变化的前提ꎮ 那

么近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如何定义呢? 以“的”字来

说ꎬ简单的有“瞌睡虫的毫毛(Ｎ＋的＋Ｎ)”ꎬ复杂点儿

的有“开彩帛铺的胡员外的女儿 (ＶＰ ＋的 ＋Ｎ ＋的 ＋
Ｎ)”ꎬ这些都应该作为研究对象ꎬ如果仅仅停留在词

汇或者短语层面ꎬ那么语言接触的事实可能就会被忽

略ꎮ 有了研究对象“的”的结构ꎬ还需要确立源语与

受语的关系ꎮ 在近代的语言接触中ꎬ源语言到底是哪

种语言呢? 是日语、英语ꎬ还是更早的传教士使用的

语言呢? 不同的研究对象一定会呈现不同的演变过

程ꎬ以“的”为例ꎬ从白话结构助词取代文言结构助词

“之”ꎬ“的”字用法进入文言ꎮ 这个过程是否有语言

接触的结果? 又是与何种语言进行了接触? 这些问

题都需要进一步确认ꎮ

(一) 确定源语言

笔者对清末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初创刊的五种报

刊 ———«申报»(１８７２ 年)、«时务报»(１８９６ 年)、«国闻

报» (１８９７ 年)、«清议报» (１８９８ 年) 和«新民丛报»
(１９０２ 年)“的”字的用例进行了考察ꎮ 这五种报刊文

体皆为文言ꎮ 其中«申报»(１８７２ 年)、«时务报»(１８９６
年)、«国闻报»(１８９７ 年)的文言中没有出现助词用法

的“的”字用例ꎬ到了«新民丛报»(１９０２ 年)“的”字作为

助词的用例已经大规模出现ꎮ 具有突破性的“的”的首

个用例出现在«清议报»(１８９９ 年)中:

(１) 以上诸论ꎮ 到底不免近视眼的政策耳ꎮ③

(第 １３ 册译«论太平洋之未来与日本国策» «日
本商业世界报»第 ７４９ 页)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中有记载:「梁啓超が日

本に亡命した時は、年齢未だ２６に過ぎなかったけれ
ども、日本に亡命するや直ちに«清議報»なる旬刊

雑誌を創刊、毎号殆ど一人で全誌面に熱烈なる筆を
揮ったꎮ」 [７](２７)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流亡日本ꎬ在旅日

侨民的资助下创办«清议报»ꎮ «清议报»于光绪 ２４
年 １８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在日本横滨创刊ꎬ内容丰富ꎮ
梁启超在«横滨清议报叙例»中说明ꎬ要以之“为国民

之耳目ꎬ作维新之喉舌”ꎬ“主持清议ꎬ开发民智”ꎬ可
以说是«清议报»的基本内容ꎮ 出版后风行海内外ꎬ
出版共四年ꎬ共出 １００ 期ꎬ每刊共 ６５ 页左右ꎬ内容主

要包括:本馆论说、名家著述、新书译丛、文苑、外论汇

议、纪事、寄书等ꎮ[８] 从«清议报»的出版背景和首个

“的”字用例的出处来看ꎬ我们可以基本确定与“的”
字用法变化相关的源语言应该是日语ꎬ而接触方式就

①
②
③

此处“受语”指近代汉语ꎮ
此处“源语言”指近代日语ꎮ
本文所有例句均出自«清议报»ꎬ用例出处中不再一一标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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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翻译日语文章ꎮ 当时«清议报»出版的三年中“的”
字共出现 ６２ 例:

社会的、难行的、输运的、进取的、习惯的、殖民

的、势力的、统一的、哲学的、侵略的、救援的、柔缓的、
绝对的、外交的、主观的、近视眼的(１８９９)

重要的、贵要的、丰饶的、日本的、人种的、国民的、国
家的、生死的、绝对的、同质同角度同分子的(１９００)

革命的、冒险的、他人的、防御的、通商的、满洲

的、中心的、国民的、队伍的、文明的、帝国的、空想的、
政治的、宗教的、地理的、世界的、俄国的、经济的、国

家的、绝大的、历史的、精神的、所成的、同辈的、团体

的、根本的、哲学的、个人的、理想的、法界的、破坏的、
悲观的、民主的、平民主义的、不外人道的、推重历史

的(１９０１)

«清议报»共刊出 １００ 期ꎬ有效文本可达到几百万

字ꎬ其中“的”的区别词数仅有 ６２ 个ꎮ 而且其中 ９０％
以上都出自翻译日语的文章ꎮ 如:

(２) 我英国何必猜忌畏怖乎哉ꎮ 要之ꎮ 进取的帝国

主义ꎮ
(第 １７ 册«外论汇译»第 １０６８ 页)

(３) 为防欧洲列强之国产物制造品ꎮ 与殖民的功名

心ꎮ 热望所注ꎮ 全欲保专有独得之市场ꎮ
(第 ２２ 册«外论汇编»第 １３９８ 页)

(４) 抑外交的进取ꎮ 不可不待国力之指挥

(第 ３２ 册译«东京日日新闻»第 ２０８４ 页)
(５) 于我之利益亦不小ꎮ 我故此不可主张绝对的利

权ꎮ 当确保之ꎮ
(第 ３２ 册译«东京日日新闻»第 ２０８３ 页)

(６) 今日之必争者ꎮ 理也ꎮ 势也ꎮ 人种的也ꎮ 国民

的也ꎮ 国家的也ꎮ 至争根深结ꎮ 则生死的也ꎮ
今不计此重要之的ꎮ (第 ４０ 册译«东京朝日报»
第 ２６００ 页)

(７) 不可不研究支那人将来之果有革命的运动与

否也ꎮ
(第 ７０ 册译«论侵略中国之无谋»第 ４４３５ 页)

(８) 今日世界之竞争ꎮ 乃国民的战争ꎮ
(第 ９４ 册译«中国国民教育论»日本子爵长冈护

美著第 ５８５８ 页)

近代以前汉语中“的”字主要用于白话文ꎬ文言

文中结构助词使用“之”ꎬ这种明确的分工在«清议

报»中被打破了ꎮ 从«清议报»的使用频率上看ꎬ虽然

出现了个别“的”字用例ꎬ但影响是比较有限的ꎮ 像

翻译这样的语言接触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给受语带

来变化ꎬ这需要进一步通过其他语料来证实ꎮ
按共时比较原则ꎬ为了进一步判断汉语是否由于

和日语接触而产生了语言变化ꎬ还要确定近代汉语和

近代日语是否存在类似的语法结构ꎮ

(二) “的”字用例的结构比较

“的”字用例是照搬日语原文ꎬ其形态结构是否

可能也是照搬日语ꎬ笔者调查了比«清议报»时间早

十年ꎬ日本出版的『反省会雑誌』中日语「的(てき)」
的结构ꎮ 『反省会雑誌』从出版时间和语料的丰富性

来看是可以和«清议报»比较的ꎮ[９]

表一　 『反省会雑誌』中日语「的」的结构

类别 　 　 结构形式 用例(例数)

① Ｎ＋的＋Ｎ 閨中的婦人、門外的運動、皮相的禁酒 、宗教的本性、世俗的勢力、道義的平和、世俗的野望、
国家的観念、林下的風味、世界的一大佛教(１０)

② Ａ＋的＋Ｎ 保守的勢力、上成的徳星、凡俗的青年、自然的改革、便宜的改革(５)
③ Ｖ＋的＋Ｎ 加熱的飲料、反省的戒律、売国的宗教家、実行的自力宗(４)
④ Ｎ＋的＋Ｖ 神便的誘導ス(１)
⑤ Ｎ＋的ノ＋Ｎ 生活的ノ凡僧、理想的ノ時代、空想的ノ時代、信仰的ノ時代、虚想的ノ宗教、妄見的ノ宗教、

婦人的ノ事実、世相的ノ観察、社会的ノ事業、害悪的ノ性質、経練的ノ要用、青年的ノ事業、
経済的ノ考、宇宙的ノ大事業、国家的ノ観念、教育的ノ遊戯、哲学的ノ佛教、階級的ノ弊風、
蜃気楼的ノ事業(１９)

⑥ Ｖ＋的ノ＋Ｎ 玩弄的ノ弘法、開化的ノ宗教、建設的ノ時代、破壊的ノ事例、改革的ノ精神(５)
⑦ ~的~ノ~、~ノ~的~ 表面的一時ノ流行、論理的解讃ノ議法、信仰的生活ノ実例、教理的独断ノ解釈法、批評的自

由ノ解釈法、厭世的ノ宗教的青年、(６)
⑧ ~的ニ、~ニシテ 頑陋的ニ、物質的ニ、建設的ニ、階級的ニシテ、理論的ニシテ、厭世的ニシテ、思想的ニシテ(７)
⑨ ~的ナル、~的ナリ 国民的ナリ、階級的ナル、国民的ナレトモ、楽世的ナリ、経験的ナリ(５)
⑩ ~的ヲ~、~的ハ 熱心的ヲ棄テ、経練的ヲ反省、事業的ハ、思想的ハ、事業的ニ至ス(５)
 单独使用 空間的、古代的、宗教的(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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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Ｐ 表示短语或短句ꎮ
②　 这一类用例中ꎬ接在“的”字之前的部分暂定为前词ꎮ
③　 同上注ꎮ

　 　 其中黑色字体标出的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几个结

构是① Ｎ＋的＋Ｎ、⑤Ｎ＋的の＋Ｎ、⑧~ 的に、~ 的にし
て、⑩~的~の~、~の~的~ꎮ

从这些结构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出两点:(１)当时

日语中「的」已经具有后缀性质ꎬ具有后缀的结构特

点ꎮ (２)当时日语「的」与「の」是区别使用的ꎮ 这种

不同一直延续到了现代日语中ꎮ 「的」作为后缀用法

有「 ~ のような」 (像样的) 的语义ꎬ与英语 “￣
ａｂｌｅ、￣ｔｉｖｅ”的语义相近ꎻ而「の」仅仅作为助词使用ꎬ
没有语义ꎮ

与之相对ꎬ在之后十年出版的«清议报»中出现

了下面这些结构:

表二　 «清议报»中“的”字用例的结构

类型 　 　 构成 用例(例数)

① Ｎ＋的＋Ｎ 历史的思想、精神的教育、统一的思想、势力的组织、利害的关系、势力的范围、文明的思想、日本

的文化、法界的理想、世界的团结、地理的名称、革命的流言、政治的能力、同辈的仆隶、时代的过

渡、外交的进取、宗教的爱国心、经济的大舞台、殖民的功利心、贵族的小团体、中心的过渡时代、
经济的一大帝国、民主的民权党者、理想的大同政府、近视眼的政策(队伍的战争)(２６)

② Ａ＋的＋Ｎ 绝对的利权、重要的主顾、急激的防御、绝对的反对党、丰饶的供给者、绝大的竞争主义(贵要

的贩子、柔缓的治疗)(８)

③ Ｖ＋的＋Ｎ 破坏的手段、侵略的意思、防御的管理权、救援的手段、破坏的社会主义、进取的帝国主义(输
运的货物)(７)

④ Ｐ①＋的＋Ｎ 一部分的日本人、无哲学的理想者(所习惯的周秦石学、平民主义的帝国者、不外人道的博爱、
同质同角度同分子的阿屯体)(６)

⑤ Ｎ＋的＋Ｖ 客观的言之、主观的言之(２)

⑥ —的之— 侵略的之强暴者(１)

⑦ —的—之—② 宗教的爱国之心、国家的竞争之主义、空想的领土之奇观、政治的自由之国家、国民的竞争之

剧烈、帝国的大运动之起点、通商的利害之关系、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冒险的利益之探险

者、他人的权利之国民、世界的竞争之时代、悲观的道德之眼孔(１２)

⑧ —之—的— 社会主义之空想的道理、同府之革命的徼文(少数之领袖团体的权利)(３)

⑨ —的—的—③ 地理的历史的特性(１)

⑩ Ｎ＋的 人种的、国民的、国家的、生死的(俄国的、难行的、推重历史的)(７)

　 　 按照共时比较原则ꎬ«清议报»时期出现的“的”
字用例ꎬ与源语言日语「的」用例比较来看:(１)二者

结构非常相似ꎬ«清议报»中出现的“的”字结构近代

日语中全部出现过ꎮ (２)文言“的”的结构中出现了

清末白话文中没有的结构ꎬ如 “—的之—” “—的—
之—”“—之—的—”ꎮ 这些结构是否由语言接触产

生也需要通过原则二来确认ꎮ
通过共时比较研究的方法ꎬ结合近代汉语的使用

特点ꎬ我们基本可以确认:就“的”而言ꎬ其形态变化

不体现在二字词或三字词的词汇内部ꎬ而是体现在构

成结构层面ꎻ这种构成结构与源语言日语的关系密不

可分ꎮ

三、 历时对比原则

历时对比原则中ꎬ把未受到语言接触影响的受语

作为参照点ꎬ然后和新现象 Ｘ 进行比较ꎬ观察 Ｘ 在语

言接触之前是否已存在ꎮ 如果出现语际间的偶合ꎬ就
需要比较新结构 Ｘ 和作为参照点的语法结构的语法

制约性ꎮ 如果不一致ꎬ则有可能是语言接触导致的结

果ꎻ以“的”为例ꎬ上述原则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考

察:(１)研究汉语与日语接触前的结构ꎬ由于“的”之
前在文言中没有用例ꎬ白话文中“的”的结构应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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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Ｐ 表示短语或短句ꎮ
②　 日语中经常把由后缀构成的词中的词根部分称为前接词ꎬ笔者为了便于比较也采用了这个术语ꎬ本文指汉语中“的”字前的一个完整的语义

　 　 单位ꎮ

比较对象ꎬ即表二中的结构是否在白话文中出现过?
(２)若白话文“的”的结构和表二中的结构有重合ꎬ则
需要判断这些类似的结构都具有什么样的制约条件ꎮ
若制约条件不同ꎬ则可以判断这些结构是新结构ꎬ可
能是由语言接触产生的ꎮ 这里的制约条件是一个棘

手的问题ꎬ汉语中的制约条件都包括什么? 制约体现

在什么方面? 关于这两个问题ꎬ目前还没有研究者进

行过具体的论述ꎬ需要另辟蹊径ꎮ 以“的”为例ꎬ两方

面的问题可以尝试如下考察方法:

　 　 (一) “的”字用例的历时对比

对明清两代“的”字进行断代研究的有刘敏芝的

«汉语结构助词“的”的历史演变研究» [１０]ꎬ这本著作

按时间顺序对各个年代的“的”做了形态和用法方面

的调查ꎮ 选取了«训世评话» (１４７３)、«金瓶梅词话»
(１６１０~１６４４)、«拍案惊奇» (１６１０ ~ １６４４)、«西游记»
(１５００ 年左右) 等语料ꎮ 这里选取和本文相关的

“‘的’的组合功能”的论述加以介绍ꎮ 笔者根据需

要ꎬ对白话文中“的”的构成结构重新进行了总结ꎬ并
与清末文言中“的”的结构进行了对比ꎮ

表三　 清末白话文中“的”字用例结构

　 　 用例结构 例　 　 文

Ｎ＋的＋Ｎ 那大圣将身跳上ꎬ抖一抖ꎬ收了瞌睡虫的毫

毛ꎮ («西游记»)

Ａ＋的＋Ｎ 今日个日头ꎬ咱弟兄们和顺的上头ꎬ酒也醉

了ꎬ茶饭也饱了(«朴通事谚解»)

Ｖ＋的＋Ｎ 三藏道: “正是ꎬ要行五拜三叩的大礼ꎮ”
(«西游记»)

Ｐｒｅｐ ｐｈｒａｓｅ＋的＋Ｎ 看他对众的说法ꎬ他恐防有人暗算ꎮ («拍
案惊奇»)

Ｉｎｔｅｒｊ＋的＋Ｎ 耳边厢只听飕的一声ꎬ魂魄不知往那里去

了ꎮ (同上)

Ｐ＋的＋Ｎ 我是一贫如洗的秀才ꎬ怎承受得令爱起?
(«拍案惊奇»)

ＡＰ / ＶＰ / ＮＰ＋的＋Ｎ 张三嫂道:“是开彩帛铺的胡员外的女儿ꎬ
见年一十八岁ꎮ”(«三遂平妖传»)

Ｓ＋的＋Ｎ 王生笑把适才戏写掷瓦ꎬ及一男子寻觅东西

不见ꎬ长叹走去的事ꎬ说了一遍ꎮ (同上)

Ｘ 的 Ｎ / Ａ 这妇人一心只想着西门庆ꎬ那里来理会武大

的做多做少ꎮ («金瓶梅词话»)

　 　 把表二和表三的结构进行对比我们可得出表四:

表四　 汉语“的”字的历时对比

类型 　 　 白话文“的” «清议报»“的”

① Ｎ＋的＋Ｎ Ｎ＋的＋Ｎ

② Ａ＋的＋Ｎ Ａ＋的＋Ｎ

③ Ｖ＋的＋Ｎ Ｖ＋的＋Ｎ

④ Ｐ＋的＋Ｎ Ｐ①＋的＋Ｎ

⑤ ＡＰ / ＶＰ / ＮＰ＋的＋Ｎ＋的＋Ｎ —的—的—

⑥ Ｘ 的 ＮＰ / ＡＰ / ＶＰ Ｎ＋的＋Ｖ

⑦ Ｐｒｅｐ ｐｈｒａｓｅ＋的＋Ｎ —的—之—

⑧ ｉｎｔｅｒｊ＋的＋Ｎ —之—的—

⑨ Ｓ＋的＋Ｎ —的之—

⑩ Ｎ＋的

　 　 通过“的”字结构的历时对比我们至少可以发现

两点:１)两者前六种结构可以判定存在语际间的巧合

性ꎬ需要进一步判断其制约条件是否一致ꎮ 若其制约

条件不一致则有受到源语言影响的可能性ꎮ ２)在与

源语言日语接触之后ꎬ汉语“的”确实产生了以往白

话文中不曾出现新结构 Ｘꎬ如«清议报»对应的⑦⑧⑨
结构ꎬ这些新结构 Ｘ 和日语「的」的关系需要通过原

则三来判断ꎮ

(二) “的”字用例的制约性对比

语言的制约性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ꎬ有研究者就

指出:“我们这里仅仅只是提出了语言接触过程中制

约语言变化的因素、因素的分类和制约作用等问题ꎬ
而有关各种因素对语言变化的具体制约作用和制约

力等问题ꎬ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ꎮ” [１１](３４) 笔者

认为ꎬ以“的”字结构为例ꎬ它在使用时的一些倾向

性ꎬ可以认定为制约条件ꎮ 如 «清议报» 中产生的

“的”字用例和传统白话文中的用例在使用情况上是

有很多不一致的ꎬ两者用法上的不同ꎬ应该是制约条

件的一种反映ꎬ从分析用法上的不同ꎬ有助于寻找制

约条件ꎮ 两种“的”字用例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
１ «清议报»“的”字“Ｎ＋的＋Ｎ、Ａ＋的＋Ｎ、Ｖ＋的＋

Ｎ”结构中前后接续的汉语多为“二字”ꎬ特别是前接

词②几乎都是“二字”ꎬ且多是近代新产生的、抽象意

义的词ꎮ 如:

(９) 我之利益亦不小ꎬ我故此不可主张绝对的利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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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确保之ꎮ (第 ３２ 册第 ２０８３ 页)
(１０) 抑外交的进取不可不待国力之指挥ꎮ (第 ３２ 册

第 ２０８４ 页)

“外交”“绝对”都是近代以后产生的新词ꎬ而白

话文中这三种结构还是相对松散ꎬ难以看出前接成分

有倾向性ꎮ 如:

(１１) 那大圣将身跳上ꎬ抖一抖ꎬ收了瞌睡虫的毫毛ꎮ
(１２) 三藏道:“正是ꎬ要行五拜三叩的大礼ꎮ”

２ «清议报»中“Ｎ＋的＋Ｖ”结构只有两个用例ꎬ即
“客观的言之”“主观的言之”ꎮ 虽然用例过少难以体

现制约性ꎬ但是和白话文中“这妇人一心只想着西门

庆ꎬ那里来理会武大的做多做少”这样的“的”用法是

完全不同的ꎮ 白话文中结构助词“的”的使用使后面

的动词具有了名词性ꎮ 而«清议报»中“客观的言之”
则完全可以理解为副词修饰动词的用法ꎮ 用法制约

不一致ꎮ
从上面两方面的对比来看ꎬ«清议报»中“的”字

用例和白话文中“的”字用例具有语际间的巧合性ꎬ
但也同时表现出了使用制约的不一致ꎮ 根据历时对

比原则ꎬ汉语当时可能由于与日语的接触产生了新的

语言变化ꎮ

四、 制约机制原则

按照制约机制原则ꎬ需要比较新兴结构和源语

言中相应的语法结构的语法制约性ꎮ 如果一致ꎬ说
明新兴的语法现象是语言接触引起的ꎮ 也就是说ꎬ
为了判断汉语“的”的新结构是否由语言接触产生ꎬ
还需要比较其与日语「的」用例的制约性ꎮ 上一节

中已提到“前接词”可以作为一种制约性的考量ꎬ因
为源语言为日语ꎬ在日语中三字词的用法ꎬ包括

「的」的用法均产生于近代ꎬ在以往的中日语言交流

中ꎬ汉语一直是输出者的身份ꎬ日语中「的」作为后

缀的用法是由翻译兰学书籍产生的ꎬ最初作为 “ ￣
ａｂｌｅ、￣ｔｉｖｅ”这类后缀的译词出现ꎬ所以是词汇的一部

分ꎬ其前接词是非常受限的ꎮ 可以推测由于受到源

语言用法的影响ꎬ近代汉语“的”的语言变化也受

“前接词”限制ꎮ

(一) “的”字用例的前接词

«清议报»中“的”字用例的特点之一就是前接词

几乎都是中日同形词ꎮ 所谓中日同形词ꎬ即双方有使

用同样汉字字形的词ꎬ如“政治、经济”就属于中日同

形词ꎮ «清议报»中 ６２ 个“的”字用例按前接词是否

为同形词ꎬ可分为:
＊前接词为中日同形词( /分隔前接词字数不同

的用例):

人种的、生死的、历史的、精神的、时代的、统一

的、势力的、外交的、客观的、主观的、利害的、势力的、
文明的、日本的、法界的、世界的、地理的、革命的、政

治的、同辈的、宗教的、经济的、殖民的、贵族的、中心

的、民主的、理想的、绝对的、破坏的、重要的、贵要的、
侵略的、急激的、救援的、丰饶的、防御的、进取的、绝

大的、国家的、空想的、国民的、帝国的、通商的、冒险

的、他人的、悲观的 / 一部分的、无哲学的、近视眼的

(７９％)

＊前接词非中日同形词( /分隔前接词字数不同

的用例):

俄国的、队伍的、难行的、输运的、柔缓的、所成

的、踞有的、满洲的 / 所习惯的 / 推重历史的、领袖团

体的、平民主义的 / 同质同角度同分子的(２１％)

其中 ７９％都是前接中日同形词的用例ꎻ前接中日

同形词的用例中又有 ９４％的用例都是“二字词＋的”
的结构ꎮ 这和前面论述明治期『反省会雑誌』「的」的
情况非常相似ꎬ可以看出其“前接词”确实是制约机

制的一种体现ꎮ 同时ꎬ从出现的语境与文体来讲ꎬ这
时期“的”在文言中的用法也被制约在借用语或翻译

日语的文章中ꎮ

(二) “的”字用例的语义

明治日语中已经出现了后缀「的」的用法ꎬ其中

有些用例中「的」开始具有日语特有的「 ~のような、
~の性質を持っている」(像样的ꎬ具有性质

的)含义ꎮ 这是汉日“的”字用法的根本区别ꎮ 现代

汉语中“的”仅仅作为助词ꎬ没有语义ꎮ 若语言接触

使“的”的结构产生了新的变化ꎬ那么我们可以大胆

假设其语义上也有体现ꎮ 笔者考察了«清议报»时期

“的”字的语义:

(１３) 我英国何必猜忌畏怖乎哉ꎮ 要之ꎮ 进取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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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ꎮ
(第 １７ 册«外论汇译»第 １０６８ 页)

(１４) 为防欧洲列强之国产物制造品ꎮ 与殖民的功名

心ꎮ 热望所注ꎮ 全欲保专有独得之市场ꎮ
(第 ２２ 册«外论汇编»第 １３９８ 页)

(１５)急激侵略ꎮ 侵略的之强暴者ꎮ 柔缓之侵略ꎬ侵略

之婉曲者ꎮ
(第 ２８ 册«欧洲列国队中国用柔缓侵略论»第

１８０５ 页)
(１６)抑外交的进取ꎮ 不可不待国力之指挥ꎮ

(第 ３２ 册译«东京日日新闻»第 ２０８４ 页)
(１７)以上诸论ꎮ 到底不免近视眼的政策耳ꎮ

(第 １３ 册译«论太平洋之未来与日本国策» «日
本商业世界报»第 ７４９ 页)

(１８)历史的思想ꎬ精神的教育ꎬ其关系如此甚重

大也ꎬ历史的思想甚薄弱

(第 １００ 册梁啓超«本馆第 １００ 册祝辞并论报馆

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第 ６１９０ 页)

这些用例的共同特点是其中的“的”用日语「的」
理解句子意思更通顺ꎮ 如:“进取的帝国主义”理解为

“具有进取性质的帝国主义”句子意思更为自然ꎻ“殖民

的功名心”这个短语从汉语角度来看就不太自然ꎬ从句

子前后的文脉理解ꎬ这里应该是“具有殖民性质的功名

心”的意思ꎻ“外交的进取”应为“外交方面的进取”ꎻ
“历史的思想”“精神的教育”从上下文来看ꎬ从日语的

角度「歴史的な思想」 「精神的な教育」 (历史性的思

想、精神方面的教育)来理解也似乎更加自然ꎻ“近视眼

的政策”的用例意思比较难理解ꎬ“近视眼”应该指短

视ꎬ比喻只看到眼前而看不到长远ꎬ整个结构应该意为

“像是变成近视眼一样的政策”ꎮ
笔者认为«清议报»中的“的”字用例ꎬ带有与日

语后缀「的」相近的语义ꎬ推断语义的变化可以作为

一种制约条件来考虑ꎮ «清议报»中“的”产生了新的

语义ꎬ且和日语后缀「的」的语素义相近ꎬ按照原则

三ꎬ这种语言变化和制约条件是汉语“的”与日语后

缀「的」 接触而产生的ꎬ是汉语中本来不具备的新

用法ꎮ

五、 结 语

汉外语言接触的研究因其历史跨度长ꎬ语言接

触的事实复杂ꎬ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ꎮ 以近代为

例ꎬ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１)研究对象的特殊

性ꎮ 即以西方字母文字为基础的语言接触理论与汉

字之间的矛盾ꎮ 以表音字母为基础的语言接触理论

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汉语ꎬ可能带来研究不全面的问

题ꎻ(２)研究方法的有效性ꎮ 虽然目前大多数研究

者都认同近代汉语受到了外语的影响ꎬ但是如何论

证这种影响确实给汉语带来了变化ꎬ这种变化又是

以何种形式体现的ꎬ笔者认为尚未出现有效的研究

方法为可供参照ꎮ 汉字作为媒介不表音ꎬ只有字形

和语义可以考察ꎮ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ꎬ前人的多

数研究多关注词汇层面的借用现象ꎬ所以近代汉语

的接触研究集中于“日语借词”ꎮ 笔者认为这有方

法论上的原因ꎬ“词”是汉语的基本单位ꎬ也是比较

容易识别和判断其来源的ꎮ 但是语言接触的层面之

多、影响之复杂远超想象ꎬ如何在语言接触过程中ꎬ
判断到底有哪些因素对语言的变化起到了制约作

用? 不同因素对语言变化的制约作用如何? 用何种

方法去辨别这些变化来源于汉外语言接触? 只有对

这些问题有了充分的认识ꎬ才能真正揭示语言接触

所引发的语言变化机制ꎮ
本文参考前人研究中提出的判断语言变化产生

原因的三原则ꎬ结合«清议报»“的”字用例的分析ꎬ尝
试探讨了汉语中如何判别语言变化是否由语言接触

引起的ꎮ 从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ꎬ“的”字新结

构的产生引发了白话文助词“的”进入文言ꎬ«清议

报»中在翻译日文报刊时ꎬ文言中出现了“ ~的~之~、
~之~的 ~、~的 ~的”等与日语相近的新结构ꎮ 这种

新结构用法来源于语言接触ꎻ其二ꎬ我们可以注意到

最能体现“的”字用法变化的是“的”的结构ꎬ其次为

语义ꎬ并不是“的”在句子中的功能ꎮ 这种现象是否

可以理解为汉语由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首先发生于

形态及语义? 这是否具有普遍性? 这些问题均有待

进一步进行验证ꎻ最后ꎬ关于制约条件的判定ꎬ笔者认

为源语言的用法是考察的基础ꎮ 由于日语「的」属于

后缀ꎬ即构词成分ꎬ与汉语固有的白话文助词用法有

着本质不同ꎬ其在语言接触时这种不同必然会导致一

些使用上的矛盾ꎬ这些矛盾即可以认为是制约条件的

体现ꎬ可以进一步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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