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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汉日亲属称谓都有多种形式ꎮ 以“爸爸”“妈妈”
为例ꎬ汉语可以是光杆名词“爸爸”“妈妈”ꎬ也可以是

直接组合形式“我爸爸” “她妈妈”ꎬ还可以是加领属

标记“的”的“我的爸爸” “她的妈妈”ꎬ而日语有光杆

名词(包括简体和敬体)「父 / お父さん」、「母 / お母さ
ん」和加领属标记「の」的「私の父」、「彼女のお母さ
ん」两种形式ꎮ

对于表亲属称谓的人称代词后“的” 的隐现现

象ꎬ汉语学界早已注意ꎬ如吕叔湘[１]、太田辰夫[２]、吕
叔湘等[３]、朱德熙[４] 等ꎮ 沈家煊[５](１０) 从象似原则出

发ꎬ认为“我的父亲”中“的”可以隐去是因为“我”和
“父亲”之间的领属关系不可转让ꎬ二者关系紧密ꎬ语
言结构也因此相应地比较紧密ꎬ可以去掉“的”ꎮ 象

似原则可以解释为什么可以不加“的”ꎬ但不能解释

为什么可以加“的”ꎮ 张敏[６] 敏锐地指出ꎬ不加“的”
的 ＰＮ(Ｐ 代表人称代词ꎬＮ 代表名词)结构表层语义

关系是指别而非领属ꎬ“我哥哥”中的“我”是确认指

标ꎬ起定位确指的作用ꎮ 杉村博文[７][８]、王远杰[９] 也

认为 ＰＮ 不表领属ꎮ 杉村博文[７][８]还指出 ＰＮ 结构中

的人称代词 Ｐ 带有附缀的性质ꎬ加“的”的形式常带

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或领属意识ꎮ 然而ꎬ日语亲属称谓

只有上文所说的光杆名词和加领属标记「の」两种形

式ꎬ这两种形式的区别鲜有研究关注ꎮ
本文主要以光杆名词、直接组合和有领属标记形

式的亲属称谓为研究对象ꎬ考察汉日两种语言在不同

称谓语境中所采用的形式差异ꎬ尝试从视点的角度分

析各形式在不同称谓语境中的功能以及隐含在语言

背后的言者心理ꎮ 本文的汉语语料来源于 ＣＣＬ 语料

库、ＢＣＣ 语料库和«我爱我家»剧本ꎬ日语语料来自

「少纳言」①语料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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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称、对称和他称

鈴木孝夫[１０](１３５ꎬ１４６－１４７)根据指称对象的不同将称

谓语分为 “自称词 (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ｅｌｆ)、对称词 (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ｅｒｍｓ)、他称词”三类ꎬ自称词是说话人提及自己时所

用的词ꎬ对称词是提及对方时所用的词ꎮ 对称词又包

括呼格用法(ｖｏｃａｔｉｖｅ ｕｓｅ)和代名词用法(ｐｒｏｎｏｍｉｎａｌ
ｕｓｅ)ꎮ 国広哲弥[１１](４－５)区分了“自称词、对称词、他称

词”和“自称、对称和他称”ꎬ认为二者存在对应关系ꎮ
方经民[１２](４３) [１３](１)指出“自称、对称、他称不是词

汇学或句法学上的分类ꎬ而是语用学上的区别”ꎬ是
“称谓现象的语用情境ꎬ可简称为称谓语境”ꎬ“指称

说话人自己是自称ꎬ指称听话人是对称ꎬ指称说话人

和听话人以外的第三方为他称”ꎬ“对称可以分为呼

称和言称”ꎬ呼称是“直接呼叫对方ꎬ即呼格用法”ꎬ言
称是“在句中提及对方ꎬ即代词用法”ꎮ 本文基本沿

用方经民[１２][１３]的这一分类ꎮ

二、 言语交际中的视点

根据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１４] 的看法ꎬ视点(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即观

察位置ꎬ是视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的维度之一[其他维度

还有图形 /背景组合( ｆｉｇｕｒｅ / ｇｒｏｕｎｄ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指示

( ｄｅｉｘｉｓ )、 主 观 性 /客 观 性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
等]ꎮ

方经民[１２](４４) 指出ꎬ“人称代词的词义结构里包

含了一个视点”ꎬ“专门用来称代视点自身的词语是

第一人称代词ꎬ专门用来称代跟视点相对的对方的是

第二人称代词ꎬ专门用来称代自己和对方以外的第三

方的是第三人称代词”ꎮ 方经民[１３](１－２)指出亲属称谓

隐含参照点ꎬ除了确定视点以外ꎬ还要确定参照点ꎮ
如“我”和“你”都以说话人为视点ꎬ但“我的妈妈”、
“你的妈妈”分别以“我”和“你”为参照点ꎮ

三、 汉日亲属称谓的视点

(一) 表自称的视点

汉语可以用光杆亲属名词对家庭内部成员自称ꎬ
即对内自称ꎮ 方经民[１３](３) 指出“这类自称是直接借

用听话人对自己的面称”ꎬ“并且只允许上对下ꎬ不允

许下对上”ꎮ 说话人与听话人是关系亲密的家人关

系ꎬ说话人站在听话人的角度借用听话人的视点ꎬ我
们暂称之为“可借位视点”ꎮ 汉语表自称时借位听话

人视点受长幼序列的制约ꎬ年长者可以借位年幼者视

点ꎬ反之受限制[１３](２)ꎮ 汉语表自称可以是“你＋亲属

名词”直接组合形式ꎬ如下例(１)、(２)ꎮ 说话人本可

以用表当前直指的“我”或借用听话人对自己的呼称

“妈妈”来自称ꎬ但却以“你”为确认目标ꎬ通过“你”对
说话人自身进行人际关系定位ꎬ增加了编码和解码的

复杂度ꎬ拉远了和听话人之间的心理距离ꎮ 表自称的

“你＋亲属名词”虽然表层语义是指别ꎬ实则激活的是

深层的领属语义关系ꎬ强调听话人和说话人之间的领

属关系ꎮ

(１)和平:妈ꎬ咱家那房子哪天弄完哪? 我哥哪天来

接您呢? («我爱我家»)
老和:怎么着ꎬ你妈给你添麻烦了?

(２)和平:这孩子真不懂事ꎬ你妈都要死了(«我

爱我家»)
圆圆:谁要死了? 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１)、(２)加上“的”后语义没有任何改变ꎬ但语感

上却略有不同ꎮ

(１’)和平:妈ꎬ咱家那房子哪天弄完哪? 我哥哪天来

接您呢?
老和:怎么着ꎬ你的妈妈给你添麻烦了?

(２’)和平:这孩子真不懂事ꎬ你的妈妈都要死了
圆圆:谁要死了? 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这一细微差别在下例 ( ３)、 ( ４) 中表现得更为

明显ꎮ

(３)“我是你的爸爸 ———”(«帝王的情妇»)
“这只是名义上、法律上的形式而已ꎬ我们又没有

血缘关系ꎮ”
(４)不愿意ꎬ也得这样! 我是你的爸爸ꎬ我应当给你

主婚! («火葬»)

上例(３)、(４)说话人和听话人是家人ꎬ但关系却

并不亲密ꎬ“你的爸爸”强调“自己是听话人的父亲”
这样一种身份ꎮ 汉语非亲属关系也可以用亲属称谓

自称ꎬ以示亲密ꎮ 如下例(５)、(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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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没想到老尤叹息一声:“兄弟这话就说错了ꎬ要不

就是笑话 你哥 / ∗你的哥哥ꎮ” («一句顶一万

句»)
(６)冯太太拍着她的肩膀道:“得了ꎬ别嘴馋了ꎬ跟着

你姐姐 / ∗你的姐姐学没错ꎮ”宋桂芳把头偏着ꎬ
靠在冯太太肩膀上ꎬ笑道: “好罢ꎬ就那么办ꎮ”
(«春明外史»)

上述两例中的 “你哥”、“你姐姐” 如果换成带

“的”的形式ꎬ则显得不自然ꎮ 正如陈振宇、叶婧

婷[１５](１６２)所指出的:“排他性和控制性越强ꎬ越需要使

用表示排他与控制语义的典型领属形式ꎮ”亲属称谓

加领属标记“的”强调的是亲属称谓表示的身份ꎬ上
例(５)、(６)会话双方都了解这种非真实亲属关系的

临时称谓只是一种会话策略ꎬ若以[＋排他]、[＋控制]
的典型领属形式加以强调ꎬ不但不能强化认同感ꎬ而
且会适得其反ꎬ因此不能加“的”ꎮ

日语表自称可以用光杆名词ꎬ这一点与汉语相

同ꎬ但不存在“你＋亲属名词”直接组合形式ꎮ 可以采

用带有领属标记「の」的形式ꎬ用来说明身份ꎬ如下例

(７)、(８)ꎮ

(７)実は私はあなたの母なのだꎮ (『にぎやなか
天地』)
(其实我是你的妈妈ꎮ)

(８)わたしもあなたの母になって、同じ親としての
思いがわかったꎮ (『子どもを愛せない親から
の手紙』)
(我也是做了你的妈妈以后ꎬ明白了为人父母的

感受ꎮ)

张伯江[１６](７６)指出 “辨认一个名词性成分有指还

是无指最重要的是靠语境ꎬ而不是靠词汇形式”ꎬ“是
谁最反对我姐夫当兵来着?”中的“我姐夫”是有指

的ꎬ是“在说话人心目中就是那个已经做了他姐姐的

丈夫的那个人”ꎬ“是谁最反对高强当我姐夫来着?”
中的“我姐夫”指的是“他姐姐的丈夫这个身份”ꎮ 上

文例(３)、(４)和例(７)、(８)加“的”的形式严格来说

实际都是无指的ꎬ并不表自称ꎮ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１４](３１)指出“心理转移(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机制可

以提高说话人的客观性程度”ꎬ如下例(９)ꎮ

(９)Ｄｏｎｔ ｌｉｅ ｔｏ ｙｏｕｒ ｍｏｔｈｅｒ! (ｓａｉｄ ｂｙ ｍｏｔｈｅｒ ｔｏ ｃｈｉｌｄ)
别对你妈妈撒谎! [妈妈对孩子说]

例(９)的视点定位(ｖｉｅｗ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如下图 １
所示ꎬ“说话人出于表达的需要在心理上从实际位置

Ｇ(ｇｒｏｕｎ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转移到另一个想定的位置 Ｇꎬ说话

人像观察另一个个体一样观察自己ꎻ因此使用第三人

称形式来表称自己”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１４](１３１)ꎮ

图 １

汉日光杆名词表自称是借位听话人视点ꎬＧ 位置

即听话人位置ꎬ如果将视线看作一个有方向的矢量ꎬ
光杆名词表自称的视点定位如下图 ２ 所示ꎮ Ｓ 代表

说话人ꎬＬ 代表听话人ꎮ

图 ２

方经民[１３](２)认为直接组合的自称形式是“先把

亲属称谓的参照点移到对方ꎬ但通过第二人称代词

‘你’又把第二视点拉回到自我一方了”ꎮ 本文认为ꎬ
直接组合形式的视点与上例(７) “ｙｏｕｒ ｍｏｔｈｅｒ”相同ꎮ
以“你妈”为例ꎬ“你妈”以听话人“你”为参照点ꎬ“第
二视点”的落脚点不在“你”ꎬ而在“你妈”ꎬ因此“第二

视点拉回到自我一方”的说法并不准确ꎮ 这里的“第
二视点”是自己对自己的观察ꎬ可称之为“元视点”ꎬ
相当于第三方视点ꎮ 直接组合形式表自称的视点定

位如下图 ３ 所示ꎮ 听说双方关系亲近ꎬ视点靠近ꎬ视
向平行ꎮ

(二) 表对称的视点

汉日光杆亲属名词可用于对称ꎬ具体可参看方

经民[１３](４) ꎬ视点为自我视点ꎮ 汉语直接组合形式也

可用于对称ꎮ 与表自称相同ꎬ此时激活的是深层领

属关系ꎮ 下例(１０ａ)“我爸爸”用在疑问句中确认对

方的身份ꎬ有具体的所指ꎬ若换成 ( １０ｂ) 中的 “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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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爸”ꎬ在尚未确认是否是亲密关系的情况下ꎬ采用对

称显然不合适ꎮ 若换成(１０ｃ)“我的爸爸”ꎬ“我的爸

爸”表无指ꎬ用在此处与指称确认功能相排斥ꎮ 若

“您真的是我的爸爸吗?”不表疑问而表反问时ꎬ则
不存在(１０ｃ)的问题ꎬ“我的爸爸”与上例(３)、(４)
的功能相同ꎮ

(１０) ａ. 我们等您吃饭—哎ꎬ您真的是我爸吗? 
爸ꎬ我和您开玩笑ꎮ («我爱我家»)

ｂ. 我们等您吃饭—哎ꎬ您真的是爸爸吗? 
爸ꎬ我和您开玩笑ꎮ

ｃ. 我们等您吃饭—哎ꎬ您真的是我的爸爸吗?
爸ꎬ我和您开玩笑ꎮ

陈 振 宇、 叶 婧 婷[１５](１５) 认 为ꎬ 汉 语 “ ＰＲ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 ＋ＰＭ(ｐｏｓｓｅｓｓｕｍ)”的直接组合结构具有

表立场的功能ꎬ将由领属范畴发展为立场范畴ꎬ表示

“ＰＲ 与 ＰＭ 站在一起 (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ꎬ即:或者

ＰＲ 站在 ＰＭ 之中ꎬ或者 ＰＲ 站在 ＰＭ 之旁(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ｂｙ)”ꎮ 直接组合形式表立场主要体现为

复数人称代词“我们 /你们 /他们”与 ＰＭ 的组合ꎬ如
“我们上海”“你们学校” “他们老师”等ꎮ 亲属称谓

直接组合形式表自称对立场的体现并不明显ꎬ但我

们看到表对称可以通过这一形式体现亲密关系ꎬ如
下例(１１ａ)ꎮ 说话人也可用(１１ｂ) “闺女”或(１１ｃ)
“我的闺女”称呼听话人ꎬ但“我闺女”更能表达听说

双方的亲密关系ꎮ

(１１) 和平:没有ꎬ就是来瞅瞅您ꎬ哟ꎬ盖着毛巾被薄不

薄呀? («我爱我家»)
老和:ａ. 挺好的挺好的ꎬ还是我闺女疼我ꎬ比你

哥强多了ꎮ
ｂ. 挺好的挺好的ꎬ还是闺女疼我ꎬ比你哥

强多了ꎮ
ｃ. 挺好的挺好的ꎬ还是我的闺女疼我ꎬ比

你哥强多了ꎮ

加“的”形式表对称在«我爱我家»中仅发现为数

不多的两例ꎬ用于强调领属关系ꎮ 跟上文一样ꎬ这里

的加“的”形式也是无指的ꎮ

(１２) 贾志国! 你到底站在谁的立场上啊? 你替谁说

话? 你还是不是我的儿子了?
(１３) 傅老:什么叫你答应了? 你到底是我的儿子啊ꎬ

还是他的儿子啊?

我们在 ＢＣＣ 语料库中检索到了有指的呼称用

法ꎬ但以外文小说的中译本居多ꎮ

(１４) “啊ꎬ妈妈ꎬ我的妈妈呀!”痛苦的姑娘哭了起来ꎬ
满怀感情地转身朝向母亲ꎬ好像她可怜的心已

经碎了ꎮ («德伯家的苔丝»)
(１５) “耐心些ꎬ我的妈妈 ꎬ忍让着点ꎬ虽然你心里难

受ꎮ 否则ꎬ尽管爱你ꎬ我将眼睁睁地看着你挨

揍ꎬ在我的面前”(«伊利亚特»)

日语没有直接组合形式ꎬ加「の」形式表对称的

用例不多ꎬ如下例(１６)ꎮ 与汉语一样ꎬ用于强调身份ꎬ
指的是并非某个人ꎬ而是某一身份ꎮ

(１６)両親の口癖は「さすがわたしの娘」ꎮ (『プチタ
ンファン』)
(她父母的口头禅是“不愧是我闺女ꎮ”)

汉语光杆名词用于呼称ꎬ直接组合形式用于言

称ꎬ加“的”形式表无指ꎬ用于强调身份ꎮ 日语光杆名

词用于呼称ꎬ加「の」形式无指ꎮ 汉日亲属称谓表对

称的视点都是说话人自身ꎬ光杆名词用于对称的视点

如下图 ４ａ 所示ꎮ 直接组合形式以说话人为参照点ꎬ
视点也是自我视点ꎬ不同的是由于所指是听话人自

身ꎬ因此听话人解码时需要通过心理转移机制从实际

位置转移到平行于说话人的位置ꎬ双方关系亲近ꎬ视
点靠近ꎬ视向平行ꎬ如图 ４ｂ 所示ꎮ

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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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亲属称谓用于关系转称的情况ꎬ如“我们谈的是爸爸去不去香港的事ꎬ与你们没什么关系”中的“爸爸”并非说话人的爸爸ꎬ而是听话人

　 　 的爸爸ꎬ说话人借用听话人对所指对象的呼称转称第三方ꎬ本文不列入考察范围ꎮ

　 　 (三) 表他称的视点

汉语表他称可以是光杆亲属名词①ꎮ 下例(１７)
视点为说话人视点ꎬ听话人借位说话人视点ꎬ例(１８)
视点为听话人ꎬ说话人借位听话人视点ꎮ

(１７) 这使我更坚决了ꎬ我非找到妈妈不可ꎮ («月牙

儿»)
(１８) “哦! 真的ꎬ妈妈 呢? ” “妈妈到北京去了ꎮ”

(«将军吟»)

也可以是直接组合形式ꎮ 视点都是说话人视点ꎬ
听说双方关系亲密ꎬ视点靠近ꎬ视向平行ꎮ 如:

(１９) “她害怕得很ꎬ说是你爸爸和雪姨大发脾气ꎮ”
(«烟雨朦朦»)

(２０) 圆圆:我也跟您一块儿走ꎬ我爷爷刚才说也出去

躲两天ꎮ («我爱我家»)

光杆名词和直接组合形式表他称ꎬ多数情况下出现

在会话双方关系亲密或熟络的会话语境中ꎮ 加“的”形
式则不然ꎬ多出现在外文中译本或会话双方关系较为生

疏的情况ꎬ如下例(２１)、(２２)ꎮ 视点都为说话人视点ꎬ听
说双方视向相交ꎮ

(２１) “你总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吧? 你的爸爸、妈妈在

什么地方?”(«青年近卫军»)
(２２) 隔壁躺着我的母亲ꎬ因为风湿病发作而不能动ꎬ

我的妹妹只好去帮人洗衣服ꎮ 而你ꎬ娇贵的小

姐ꎬ你昨晚弄砸了我惟一的工作ꎬ寒星把我解聘

了ꎮ («梦的衣裳»)

第三人称“他”与亲属名词结合时ꎬ直接组合形

式(如例 ２３)和加“的”形式(如例 ２４)的语用差异不

大ꎮ 视点都是说话人视点ꎬ听说双方的视点区分度不

大ꎬ可看作共同视点ꎬ与“他”的视点相交ꎮ

(２３) 他现在才又发愁地想ꎬ他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弟

弟 ꎮ («平凡的世界»)
(２４) 李小约深深地同情自己ꎬ对他的妈妈充满了刻

骨铭心的仇恨ꎮ («跳级»)

日语表他称可以用光杆亲属名词ꎮ 当称谓说话

人自己的亲属时ꎬ可以用简体ꎬ如例(２５)ꎬ也可以用敬

体ꎬ如例(２６)ꎮ 简体和敬体的区分遵循尊敬原则ꎮ 视

点都为说话人ꎬ由于日语简体和敬体的区分ꎬ听话人

不能借位说话人视点ꎬ双方视点不平行ꎬ而是相交ꎮ

(２５) 姉は僕を睨んで苦笑したが、特に反論はしな
かったꎮ (『Ｍｉｓｓｉｎｇ』)
(我姐看着我苦笑了一下ꎬ但也没反驳ꎮ)

(２６) おれなんかはお母さんにあまり必要でないの
だꎮ (『狂い凧』)
(我妈不怎么需要我ꎮ)

当称谓听话人亲属时一般采用尊敬体ꎬ如下例

(２７)、(２８)ꎮ 视点为说话人视点ꎬ听说双方视点相交ꎮ

(２７)「妹さんをパーティーに連れて来たまえꎮ」
(『別れの薔薇でなく』)
(把你妹妹带舞会上来ꎮ)

(２８)お父さんも現役なのですか? (Ｙａｈｏｏ.ｊｐ)
(你爸爸也还在一线工作吗?)

日语称呼自己或对方的亲属也可以用加「の」的形

式ꎬ用来引入新的话题角色ꎬ如例(２９)ꎬ或用在关系较

为生疏的郑重语体中ꎬ如例(３０)ꎮ 视点为说话人视点ꎮ

(２９) 私のお母さんもインスリン注射をしているん
ですよꎮ
(『一緒に始めよう! やさしいインスリン治

療の自己管理』)
(我妈妈也在注射胰岛素ꎮ)

(３０) 私はこれからあなたを、あなたのお父さんと
お母さんの所へ連れて行ってあげましょうꎮ
(『お母さんのための童話集』)
(我现在带你去你爸爸和你妈妈那儿ꎮ)

　 　 日语称呼听说双方以外的第三方的亲属ꎬ可以是

光杆名词形式ꎬ如例(３１) (此处用的简体形式ꎬ带有

轻蔑的意味)ꎬ也可以是加「の」形式ꎬ如例(３２)ꎮ 与

汉语相同ꎬ此时说话人和听话人可看作是共同视点ꎬ
与“他”的视点相交ꎮ

(３１)あのやろう、妹が世話かけてるというのに、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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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さつひとつないやないかꎮ (『新十津川物

語』)
(那家 伙ꎬ 他 妹 妹 受 人 照 顾ꎬ 他 连 情 也 不 道

一声ꎮ)
(３２)これは彼の妹からきいていたꎮ (『穂高屏風

岩』)
(这是听他妹妹.说的ꎮ)

汉语亲属称谓表他称的视点如下图 ５ａ~５ｃ 所示ꎬ
其中 Ｔ 代表他称的所指ꎬＴａ 代表第三人称代词“他 /
她”ꎮ 虚线圆圈表示听说双方可以互相借位(图 ５ａ)ꎬ
或者视点互相靠近ꎬ视向平行(图 ５ｂ)ꎬ实线圆圈表示

视点分离ꎬ视向相交(图 ５ｃ)ꎮ 三种视点分别对应于

三种不同的形式ꎮ 日语亲属称谓表他称不存在借位

和平行视点ꎬ只有相交视点ꎬ如 ５ｃ 所示ꎮ 与汉语不同

的是ꎬ视点 Ｔａ 的位置还可以是说话人 Ｓ(称谓自己的

亲属)或听话人 Ｌ(称谓对方的亲属)ꎮ

图 ５

四、 汉日亲属称谓视点与交互主观性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ꎬ汉语光杆名词是亲属称

谓表自称和对称的无标形式ꎬ直接组合是有标形式ꎮ
与光杆名词相比ꎬ直接组合形式表自称和对称可以起

到特殊的语用效果ꎮ 加“的”形式的自称和对称实质

是“无指”的ꎬ只表身份ꎮ 汉语表他称与自称、对称一

样ꎬ所遵循的原则是关系越亲密语言形式越简单ꎬ反
之则越复杂ꎮ 加“的”表他称是有指的ꎬ“的”用来强

调亲属名词所表示的身份、领属关系ꎬ用于书面语或

听说双方关系疏远的表达中ꎬ拉远双方的心理距离ꎮ
日语光杆名词可用于表自称、对称和他称ꎬ加「の」形
式基本用于表他称ꎮ

从视点的角度看ꎬ汉语的视点受称谓语境的影响

不大ꎬ而是与语言形式相关ꎮ 光杆名词是可借位视

点ꎬ直接组合形式(第三人称代词与亲属名词直接组

合表他称的情况除外)是平行视点ꎬ加“的”形式是相

交视点ꎮ 日语恰好相反ꎬ亲属称谓的视点与语言形式

的相关性不大ꎬ而是与称谓语境有关ꎮ 表自称和对称

时是可借位视点ꎬ表他称有简体和敬体之分ꎬ表他称

都是相交视点ꎮ
亲属称谓形式和视点选择的认知基础是主观性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和交互主观性(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ꎮ 根据

Ｔｒａｕｇｏｔｔ ＆ Ｄａｓｈｅｒ[１７](１９－２０) 的观点ꎬ主观性早有提及ꎬ
但 直 到 Ｂｅｎｖｅｎｉｓｔｅ[１８] 才 开 始 受 到 重 视ꎮ Ｂｅｎ￣
ｖｅｎｉｓｔｅ[１８](２２５)指出了语言表达中主观性的重要性ꎬ
“语言的主观表达印记如此深刻以至于人们会发问:
如果不是如此构建的话ꎬ它还能否发挥其功能ꎬ并称

之为语言?” Ｌｙｏｎｓ[１９](７３９) 在 Ｂｅｎｖｅｎｉｓｔｅ 的基础上指出

主观性是一种表达方式ꎬ是“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

同时ꎬ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看法和对所说之言的态

度”ꎮ 交互主观性是一种主观意识ꎬ“在交流中每位

参与者都是言者主体(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ꎬ并意识到另

一方参与者也是言者主体”ꎬ最具主观性的表达方式

有“表明说话人 /作者对所说之言态度的明显标记ꎬ包
括对主张的认识态度”ꎬ最具交互主观性的表达有

“表明说话人 /作者对听话人 /读者态度的明显标记ꎬ
包括回避、礼貌标记和尊称” [１７](２０ꎬ２３)ꎮ

汉语表自称和对称时ꎬ听说双方之间关系亲密ꎬ
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较强ꎬ可通过借位、心理转移机

制等转换视点ꎬ他称的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弱于自称

和对称ꎬ其中称谓听说双方的亲属时交互主观性要强

于称谓听说双方以外的第三方亲属的情况ꎮ 与汉语

不同ꎬ日语具有表达交互主观性的形式标记ꎬ有简体

和敬体之分ꎬ但没有直接组合形式ꎬ因此在自称和对

称上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并不像汉语那样凸显ꎬ但表

他称ꎬ即称谓自己、对方和第三方亲属时ꎬ体现出了较

强的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ꎮ

五、 结 语

本文考察了光杆名词、直接组合和有领属标记形

式的亲属称谓在汉日两种语言不同称谓语境中的用

法和功能差异ꎬ指出与光杆名词相比ꎬ汉语直接组合

形式表自称和对称可以起到特殊的语用效果ꎮ 带汉

语领属标记“的”和日语领属标记「の」的亲属称谓不

用来表自称和对称ꎬ只有表他称时是有指的ꎬ大多用

于郑重场合或听说双方关系较为疏远的情境ꎮ 同时ꎬ
本文对各称谓语境下不同形式的视点作了分析ꎬ指出

了汉语的视点与不同形式之间具有对应关系ꎮ 日语

的视点则与称谓语境有关ꎬ与形式无多大关联ꎮ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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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的选择的认知动因是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ꎮ 汉

语没有表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的形式标记ꎬ表自称和

对称时ꎬ直接组合形式体现出较强的交互主观性ꎮ 日

语有表达交互主观性的形式标记ꎬ表他称时主观性和

交互主观性体现得尤为明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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