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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文) 

日语的副助词“さえ”和中文的副词“都”看似简单，但在日语学习中很容易

出错。通过从该 2词的词性及接续方式着手，主要从对译的角度，对它们的意义

和用法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它们的异同点，试图将它们的意义用法清晰呈现出来。 

 

关键词：日语“さえ”，中文“都”，词性，接续，意义，用法，对比  

 
 
 
 
 

要  旨（日本語） 

日本語の副助詞「さえ」と中国語の助詞「都」は簡単に見えるが、日本語を

勉強する際に間違いやすいだ。この二つの詞の品詞及び接続方式から着手し、

主に対訳の角度から、それらに対する意味や使い方を対照して分析し、共通点

と相違点を見つけて、それらの意味と使い方をはっきりと現れるようになろう

と思う。 

 

关键词：日本語の「さえ」、中国語の「都」、品詞、接続、意味、使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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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日语学习中，日语的副助词“さえ”与相对应的中文副词“都”，是一个难点。

对于我们日语学习者来说，从中找出规律，掌握使用的基本原则还是很重要和必

要的。针对这一点，本文将对日语的“さえ”与中文的“都”在词性和接续方式

以及意义用法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 

 
2. 日语「さえ」和中文“都”的释义 
2.1 日语「さえ」的释义 

《日汉双解国语词典:标准国语词典》（2002 年）对“さえ”的释义，在现代日

语中是作为副助词使用的。另外，对于副助词是这样解释的：“添加在体言、用

言、副词等不用词汇后面，提示、并列、或增添某种语意语气，组成词组或对等

资格，带有副词色彩来修饰句中谓语或与用言有关成分。”（《新日本语语法》792）。 

追溯“さえ”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さえ”最初是由动词“添え”的连用

形虚化而来，发展到今天“さえ”经过语法化的过程，已经由原来的一个实词演

变成虚词、也由一个动词演变成副助词。 

2.2 中文“都”的释义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 年增补本）对“都”的释义，在现代汉

语中是作为副词使用的。另外，对于副词是这样解释的：“一种有实词功能的虚

词。一般认为是能修饰动词、形容词但不修饰名词的词; 但修饰动词、形容词的

不限于副词， 副词也不仅修饰动词和形容词， 所以有人进一步定义为只能作状

语的虚词。”（《现代汉语知识辞典》256，257）。 

 
3. 日语「さえ」和中文“都”的接续用法 
3.1 日语「さえ」的接续用法 

“さえ”作为现代日语中的一个副助词，句型结构不同其意义也有所不同。 

其一般可前续“用言”和“体言”。具体参考下面。 

3.1.1 体言，体言性词组 + 「さえ」 
    举几个例子来帮助理解吧。 

a.雨が降ってきただけではなく、雷さえ鳴り出した。/不光下雨了，还打雷了。 
b.失敗した上に、病気にさえなった。/他不光失败了，还生病了。 

c.この問題は子どもさえ分かる。/这个问题连小孩子都明白。 

d.山の上には夏でさえ雪が残っている。/山上即使是夏天也还残留有雪。 

e.この問題は先生でさえ解けない。/这个问题连老师也解答不了。 
f. 紅白歌合戦に顔さえ出れば、すぐに全国に知られるだろう。/只要在红白歌

会上露 脸，就会立刻全国知名吧。 



3.1.2 「が」、「の」以外的格助词 + 「さえ」 

仍是举例。 

a．いちばん仲のよかった友だちとさえ喧嘩をしてしまった。/连最好的朋

友也打起架来了。 

b．科学の進歩に伴い、人間は月へさえ行く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

伴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能够到月球上去了. 

3.1.3 活用词的连用形 + 「さえ」 
  a．雨がやみさえすれば、出発する。/只要雨一停，我们就出发。 

  b．病気になりさえしなければ、仕事を休まない。/只要不生病,他是不会停
下工作的. 

3.1.4 サ变动词词干  + 「さえ」 

a．努力（し）さえすればきっとできる。/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b．書道は練習（し）さえすれば上手になる。/书法只要练习，是可以写好的. 
3.1.5 其他的接续用法 
    除了上述的"さえ"可以接体言,格助词(「が」、「の」以外的)外,它还有下面

几种接续用法.也是举例来说明. 

3.1.5.1 形容词语干 + くさえあれば/なければ   

 a.供がもう少し大きくさえあれば、私も仕事が始められるのに。/只要孩子     
     还再大一点点,我就可以开始上班了. 
 b. 汚くさえなければ、どれでもいい。/只要不脏哪个都行。 
3.1.5.2 形容动词语干＋でさえあれば     

  a. 静かでさえあれば、狭くてもいい。/只要安静，小一点也行。 
 b.「人生は楽でさえあれば、それでいい」と考える方もある。/也有人认为

“人生只要轻松就好。” 

3.1.5.3 动词て形さえ+动词ば      

お金を払ってさえもらえば、商品を届けます。/只要付款,我就马上送 
货过去. 

3.1.5.4 名词さえ+动词ば/い形ければ/な形なら/名なら 

  a.電話番号さえ分かればいいので、住所などは書かなくてもいいですよ。 

      /只要电话号码知道就好,地址等不写也没关系的. 
  b. この薬さえ飲めば、熱がすぐ下がります。/只要这个药吃下去,就马上会 
     退烧. 
3.1.5.5（名+格助词）さえ+动ば/い形ければ/な形なら/名なら 

   このことは課長とさえ相談すれば、解決できるでしょう。/这件事只要 
   和课长商量,肯定能够得到解决. 
3.2 中文中“都”的接续用法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汉语副词“都”的几种不同的接续方式。 
3.2.1 名词，代词 + “都” 

也是举例说明。 

a．一连几个星期日的天气都下雨。/つづけて何回か日曜日の天気が雨だ 

 った。 



b．我们都三十多岁了。/私たちは皆とも 30 代に入っている。 

c．他们全家都搬到城里去了./かれは一家そろって都市に引っ越してい 

  る。 

d．老师布置的作业你都做完了吗？/先生が出した宿題を君はみなやって

しまったか。 

3.2.2 动词 + “都” 

     例：(作业)我怎么写都写不完。/(宿題が)いくら書いても終われない。 

3.2.3 “都”+句子/短句 

   即“都”放在句子的最前面或一个短句的最前面。下面举例来说明。 

a．都是他把开会的地点记错了，害得我们跑来跑去./彼が会議の場所 

を覚えちがいしたばかりに、われわれはあちこち足をを運ばされた。 

    b．你看，要带的东西拿错了,都怨你就站在一旁也不搭把手./ほらごらん、
きみがそばに立って手伝ってくれなかったため、持っていくべきもの
を間違って来ちゃったじゃないか。 

通过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首先“さえ”和“都”二者的词性是不能相

对应的（一个是副助词，一个是副词）。“さえ”和“都”都有修饰能力。但

“さえ”作为副助词，主要有提示、并列、或增添某种语意语气，组成词组

或对等资格的作用。而“都”作为副词，主要是用来修饰动词、形容词等。

从接续方面看，二者存在许多相似点，比如“さえ”可以接在体言、体言性

词组、动词后面，“都”可以接在名词、代词、动词后面。但它们都还有不一

样的部分，如“さえ”可以接在格助词、サ变动词词干后面，“都”可以放在

句首等。为了更容易地理解,我简单地做个表(如下). 

 词性 作用 接续方式 备注 

 

 

“さえ” 

 

 

副助词 

有修饰能力, 有

提示、并列、或

增添某种语意语

气，组成词组或

对等资格的作

用。 

体言,形容词词

干,形容动词词

干, 动词连用

性,动词て形,サ

变动词词干+さ

えすれば,名词

さえ+动ば,名词

+格助词_+さえ+

动ば. 

 

 

“都” 

 

副词 

有修饰能力 (主

要是用来修饰动

词、形容词等)。

名词 ,代词 ,动词

+"都","都"+句子

/短句 

 

 

 
4.日语「さえ」和中文“都”在意思上的对比 

日语“さえ”与汉语“都”的意义、用法都非常广泛，有些是能够对应的，有



些却完全不能对应。下面就先以日语的副助词“さえ”为中心，将“さえ”与“都”

的用法进行对比。 

 

特别提醒： 

本站所有可以免费下载的论文均为去年及之前的发表或答辩过的论文，这些论文由于都已经

被论文数据库收录，所以大家只能参考使用，绝不能直接拿过来作为毕业论文使用，因为这

些论文是不可能通过学校论文检测的，特此提醒，以免造成不良影响！论文由于超过购买时

间限度或不符合新的论文要求所以可以免费下载，仅登部分论文以供参考！ 

另外，如果有需要本年度最新的精品论文请到论文频道购买，我们保证所购买论文的省唯一

性，切实维护顾客利益！ 

购买说明： 

一，现成论文来源：每年 11 月—5月为毕业论文写作旺季，其余时间为需求淡季。我们的

写手在写作淡季没有代写任务，这时公司会根据他们自己的喜好急专业特长写做一些论文。

这是我们现成论文的来源，现成论文适合没有确定题目或者可以修改论文题目的同学购买使

用。对于要求比较高，或者已经确定题目的同学只能购买代写论文。 

二，现成论文保障：我们出售的现成论文均为我们的签约写手原创，并且是最新一季写作的

论文，我们绝不会拿以前的旧论文来给大家，这样就会避免雷同现象的发生。 

对于现成论文我们提供以下两种购买服务：①200 元一篇保证省唯一性，即同一篇论文在同

一个省份字出售一次，这样就可以避免和同学雷同也可以避免最后的省内审稿雷同。②买断

版权，只要出 500-600 元即可买断现成论文的版权（6000 字内的 500 元，6000 字以上的 600

元），即同一篇论文只出售给一个人。如果一篇论文被人 200 元买过省唯一性，就不可以再

买断了，更好保证客户利益。 

三，论文交易流程： 

1、通过交流，确定顾客所需论文的字数，写作方向及顾客学校所在省份。 

2、客服先发给顾客可以选的题目，顾客选几个题目，然后发给顾客这几个题目的大纲和目

录等基本内容。 

3、顾客选取一个最中意的论文，并通知客服预定，我们这里把你预定的论文保留，你去找

老师，问问他大纲和题目是否合适，同时也看看题目是否跟同学重复，导师批准以后在购买

论文。  

4、为防止我们提供网上抄袭的论文或者质量不高的论文。买前可以按顾客要求发论文的某

一部分给顾客看看写作质量。同时顾客可以自己到网上搜查一下题目等内容并核对是否有重

复的论文。等顾客觉得没问题了再进行购买。 

注：如果现成论文不适合您，可以进行代写，我们有数十位专业写手为您提供专业的写作服

务。 

 



 
4.1 日语「さえ」的意思 

4.1.1 表示类推 

   日语“さえ”与中文“都”都可以表示类推其他，意思更进一层，不言而喻。

指出同类情况中最不易作这样归类的一个极端事项，句子的意思是，连这个极端

也可以归纳进某一类，别的就更应这样归类了。 

例：a.先生でさえわからないだから、まして学生のわたしならなおさらであ 

      る。/连老师都不知道，更何况学生的我就更别提了。 

  b.はじめてのひとでさえすぐできる簡単なことです./（这是）连新手都

一学就会的简单事情。(含有新手都会,老手更会的语意) 

  c.中国人でさえ通じない中国語. /连中国人都听不懂的中国话。（言外之

意就是：如果是外国人，就更难懂了） 

  d.中国語でさえ本を読まない子に、どうやって英語の本を読む習慣をつけ

させるのか？/对于连中文书都不（好好）读的孩子，如何让他们养成读

英语书的习惯呢.（显然让他们养成读英语书的习惯就更难了） 

  e. 学校側でさえ、そんな生徒達には教えるだけ無駄とばかりに、図書の

貸し出しさえ拒否する。/就连学校方面，好象也认为教这样的学生是一

种浪费，拒绝将书借给他们。（显然公共图书馆就更加不愿意把书借给那

些学生了） 

     f. 学过三年的英语，翻译则本小说都很困难。/英語を三年間ならったもの 

     でさえも、この小説を翻訳するのはむずかし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作为这种意义使用的时候，“さえ”和“都”翻译有

时未必完全对应。汉语的“都”有时提示的是程度高，高至极限的事例，暗示的

是在此之下的事物，这时的“都”应当翻译成日语的“まで”。 

例：a.连(作为)医生的她都没见过这种病./医者の彼女まで、この病気を見ませ 

んでした。 

 b.(最近)忙得连周日都没时间玩./ 忙しくて日曜日まで遊んでいられない。 

   c.连狗都会知恩./犬まで恩を知る。 
4.1.2 表示添加 

  日语“さえ”与汉语“都”可以表示添加，在一个事项上又加上一个事项，相

当于日语“まで”的副助词用法，有中文“而且”“甚至”的语意。 

例：a.  失敗した上に、病気にさえなった。/他不仅失败了,还生病了. 

    b.雨が降ってきただけでなく、雷さえ（まで）鳴り出した。/不仅下起雨

来，而且还打起雷来了。 

        c.这个游戏不光小朋友喜欢玩,就连成年人也喜欢玩。/このゲームが子供ば



かりか、大人らまで好きだ。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作为这种意义使用的时候，“さえ”很多时候不能翻

译成“都”，而更多的是翻译成“而且”。   

例：天気が悪くて視界がよくないのに、霧さえ出てきた。/天气不好，视野不

清，而且又下雾了。 

 此处的“さえ”翻译成“都”会显得生硬，翻译成“而且”就通顺多了。 
4.1.3 表示限定某一条件 

  日语的“さえ”可以限定某一条件，不顾其他。往往用“～さえ～ば”、“てさ

え～なら”、“～さえ～たら”惯用型。有中文“只要……”的语意。 

例：a.雨さえ降らなければ、明日の運動会は予定どおり行われます。/只要不 

     下雨,明天的运动会将如期举行.  

        b.このカメラは雨にさえ降られば、何にもならない。/这个照相机，只要  

      被雨淋了，就完了。 

    c.これさえあれば、ほかにもなにも要りません。/只要有了这个,除此之外, 

     什么都不需要了. 

        d.彼が来さえくれば、すべて分かります。/只要他来,一切都会明白. 

    这第 3点是日语“さえ”的独特用法，而中文中的“都”是完全无法与之相对

应的。 

以上以日语“さえ”的用法为基础，将日语“さえ”与中文的“都”的用法进

行了对比分析，其中有些是与“都”无法对应的“さえ”的独特用法。而中文中

的“都”除了以上能跟“さえ”对应的一些用法外，也有自己独特的用法，主要

还有以下几种（见“5.2.3”，“5.2.4”，“5.2.5”） 

4.2 中文“都”的意思 

4.2.1 表示类推 

     中文“都”在表示类推时，其意思与上文“5.1.1”中「さえ」表示类推时

意义一致。此处就不再累赘复述了。 

4.2.2 表示添加 

   中文“都”在表示添加时，其意思与上文“5.1.2”中「さえ」表示类推时意

义一致。此处就不再累赘复述了。 

4.2.3 表示总括 

4.2.3．1 用“都”总括的内容多用它前面的词语表示，也可以不明确说出。 

  例：a.  他们都参加了酒宴。/かれらはみな酒宴に出席した。 

  b. 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両親はやっているすべてが子供のた

めだ。 

4.2.3.2 疑问句中总括的对象有时放在“都”的后面。这样用时口语色彩较浓。 

例：a.  一整个晚上,一个字都没写,你都干什么去了？/丸一晩の間に、字が一つ 

            も書かなくて、あなたは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いたか。           



    b.  你一周哪几天休息?/週には何曜日と何曜日が休日であるか。 

4.2.4 跟“是”字合用，指明原因 

     这种用法其实还是总括用法的延伸，是把具体事态的原因归结到普遍原因

里去。只在口语里使用。 

    例：a.都是昨天那场台风刮的。/みな昨日の台風のせいだ。 

   b.都是我们昨晚提前整理准备好的,才不至于今早出门慌慌张张。/夕べ

予めに片付けて準備していたので、早朝慌てないで外出できることに

なっている。 

4.2.5 表示“已经” 

      这样用时，句末常用“了”。 

例：a.都 7：50 了，快起床吧。/もう 7：50過ぎて、早く起きろ。 

    b.苹果都洗好了，快吃吧。/林檎が洗っていたので、早く食べなさい。 

根据上面的例句比较的结果，可以说明，“さえ” 和“都”在意义及用法上

存在相对应的地方，但是能够完全对应的场合不多。在表示类推意义和“甚至”

的时候，二者基本上可以互翻，但也要注意某些场合不能对等进行翻译。而除此

之外，“さえ”和“都”更多的是各自拥有的一些独特用法。如“さえ”与“ば”

合用表示“只要……”，在比如“都”较为常见的总括用法，以及跟“是”字组

合指明原因的用法，还有表示“已经”的用法。在意义和用法上，“都”的意义

和用法较“さえ”要多得多。 

同样，为了更好地,更直观地理解，我做了个表（如下）对比看下。 

 词性 表达的意义 备注 

 

“さえ” 

 

副助词 

表示类推；添加；或

限制某一条件。 

 

 

 

“都” 

 

副词 

表示类推；添加；总

括；同“是”字合用，

指明原因；表示“已

经”。 

 

 
 

结束语 

 以上就日语中的“ さえ”和中文中的“都”，从它们的词性、接续方式以及

意义用法等方面进行了对比性的探讨。从词性来看，日语“さえ”和中文“都”

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词，日语“さえ”是副助词，而中文“都”是副词。单在接续

及其用法上还是存在许多相似点的，只是能够完全对应的场合不多，而且它们都

还有各自独特的一些用法。因此我们在日语学习中不能够见到“さえ”就翻译成

中文的“都”。由于本人学识尚浅，加上时间的关系，本文到此为止。不足之处



或不正之处，敬请指出，为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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