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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i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0.10

§ 1 汉语敬氓的定义

解释，"它"是"蛇"，

它，故相间，无它否?" r上古」 据 《段注说文~ (注 1)考据是神农氏以前的初期人类。

那时天地j共荒，毒虫遍地，在草丛中居住的古人惧怕毒蛇，所以见面时彼此间"没被蛇口交

吧? "在那个时期，大地上还有一种叫"恙"的毒虫，爱'食人血，也令古人害怕，见面时彼

此也要问"无恙否? "(注 2 ) "无它否" "无恙否"直到近世还在广泛使用，当然语义

了对蛇和虫的惧怕，仅仅是问安部已。可见人类的问候是起源于对自然的畏惧，

中朴素原始的关切。在远古那个时代，

会的功利主义性质，

制，它是社会，文化，制度，教养的综合表现。现代汉语的敬语，缺乏语法意义上的形态，

缺乏礼制意义上的强制性，单从句子字面上看，有时难以区分敬与非敬，

所以汉语的敬语一般称为「礼貌用语J o

§2 汉语敬谱的儒学精神

§ 2-1 "礼"的演变

"礼"的范畴，"礼"为儒学的核心之一。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礼"的概念出

现的相当早。 "~L"也写作"谭"，原始语义是祭祀用的礼器，在甲

「品」后来演化成「望 J， r豆J 代表高脚状的礼器。

加上「示j宇旁(示读 qi，为古代的神抵) ，表示"举行礼仪，敬神"(注 3)。至此，"礼"的语义

才开始表示「祭祀天神」的仪式。从"礼"字的产生与演变，可以知道两个情况:

"礼"的出现是源于原始人类对神的敬畏。第二，中国人的远古祖先是有神论者，他们相信宇

巾-J=;- --h-- 仕 λ 斗← R 抽 山户，↓出 即天神。 但是， 在公元在u五六世纪的时候， 中

生了向「无神论j的转变，人们开始怀疑天道主宰人事的观念，产生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孔子正是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他的学说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孔子在某种意义上说是

一个无神论者，他不喜谈

的苟子则比孔子彻底，他在《天论》中明确提倡"至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天道观。近世

宋明时代的程朱理学的

"理"与"气"谁为先的争论，但唯心也罢，唯物也罢，终归是将「天理 J r天道」 回归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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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言语文化揄究10

的本身，回归于人性。儒教是泛神论或无神论的宗教，儒学将原来对天神奉行的"礼"转而

对"人性善"的追求。

§ 2-2 "礼"的实践性踊

"礼"的认识与殷周以前的古人不同，儒学主张":t-L"应该是实践的，

人的伦理道德的体现，而不{仅又是敬神的形式。《说文解字》对

所以事神至福也0 " 1:尔雅.释亩》也说"履，礼也" "履"本义为践踏，引申为实践，

家认为"礼"与"履"相通互译。这种变化是很耐人寻味的。孔子本人在政治上提倡德治手日

教化，反对苛政聚金史和任意刑杀，他的理想是通过礼市Ij达到社会安?。孟子具体地提出了

「仁，义，礼，智」囚端(注 5)标准。苟子则警告"人无礼不住，事无礼不成，回家无礼不宁"。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租。儒学的政治主张就是以礼俗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制约人们的行为，使

人们自觉地循规蹈距地参与社会生活，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孔子为此提出了「耻」的命题。

他在《为政》中主张用暴力和刑罚统治民众只会使民众设法逃避而不会产生是非之感。

如果施以礼仪和道德教育，使民众有了耻辱之心，他们就会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由此可见

礼仪的价值是在于它能提高人的道德素养，陶冶人的性情。

中国自"周公审Ij礼"悦的以来，礼奇Ij讲的是百级制度和社会制度，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外

部形制。儒家在继承了这个遗产的问时，又强调人的精神世界，大力致力于人的德育和智育，

礼制和德宵是儒教运行的两条轨道。人的吉行举止，包括敬语都是德育的内容，是通过教育

实现的。换句话说，敬语不是由语法规则决定的，它是道德教养的自我体现。

我们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假设一个人问路，说:

一般他要说"有这么问路的吗?没有家教!不'障人事! "

没有教养。遭受非礼的人的心理状态并不是「我应该被尊敬，你为什么不尊

敬我? J 从心理学来说， 这与西方人的 自我主张是有极大不同的。 中

道德修养的一部分，并以此表现自我，

§3 汉语敬部的机制

任何一种敬语都是由外部机制i程内部机制构成的。外部札击Ij是指语言系统，

这是一种语言规则，带有强制性。内部机制是指文化系统，

政治，法律，教育，风俗习惯，通史等)，经济(生态，

换和分配，科学技术等)，观念(宇宙观，宗教，巫术，民间信仰，艺术创造，价值观，

内部机制是一个有序社会对敬语的要求，但是它本身不构成强制，

的压力来规范人的语言行为。内外两种机制相辅相成，

§3斗 盟语敬语的外部机制钝势

日语敬语的外部机制表现在语亩意义的所有方面，即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修辞意义。

对用词选句实行严格规定。古代日语的敬语是在千余年的封建武士社会中形

成的，它超越了敬语的原始功能而上升为「阶级的礼治J，以制度的形式要求或强制人们按规

定的法则说话。所以古代的日语敬语是封建政治的附属品。现代日本尽管国家体质已经改变，

但是现代人仍不得不承袭那沉重的历史语言。当然现代日语的「敬语表现J已经仅仅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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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敬语及其文化心理背景 3

一个表现市已，与精神内涵不构成统一关系。比如，在日

个礼仪之邦，这包括了对日本人的礼貌用语，发音声高的控制，语调强弱的调节等语音系统

也常有人表示不满，认为日本人的礼仪只是外表现象，内部却是冲误的。为

什么会给世人留下如此的形象呢?这恐怕与日语敬洁的外部机制过于强大也有关系。对于语

我们总是期待着与之相应的心灵美，但这是最容易失望的。从古代敬语的政治性

到现代敬语的功利性，臼i吾敬语都是通过有形的形式达到实用的吕的，它不是道德教养的自

我体现。

§ 3-2

汉语敬语的表现手段主要是语汇，一般分为

第二人称在春秋战国时代用

自谦，避讳三大类。尊敬类的，例如

「卿J，现代用Ifl创。自谦类的，例如第

「仆J，现代用

的，例如宋元以来担上厕所称为「解手J I方便」 等。 古代汉语的敬语语汇十分发达， 现代汉

例如人称代词除了第二人称有敬称「您」之外，其余都成为中性词。

使得汉语敬语的外部机制更加式微。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北京语音学院教学研吉

1986) 对18种活料， 159 ，389词次， 201 ，892字的统计， ({生活口语中前

里「谢谢」出现65次(分布在12种语料里)，词级为2080 I再克J 出现28次

(分布在 7种语料里)，词级为248。由此可见有形式的敬语在庞大的汉语词草里是多么的微小。

一个问题，即汉语的敬语究竟采取了什么形态?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两

个例子。

1§U 1 你好 ( 中性语)

进来(中性语)

1§U 2

您好(敬i吾)

请进来(敬i吾)

(中性i吾 )

实际

但仍然是命

所以容易判赔。我们称为"有标识敬语" 0 1§U 2 假设

中性的说法使用动词

它的否定词

所以用「懂不懂 J捷间，

然是不礼貌的。而敬语说法使用

用"有研究吗? "提间，就等于先确认了对方「懂(常

实际上保护了对方的体面。这种表达我们称为"无标识敬

受话人

点儿，谈

="
1首 O

如果理解这种意图，它应该回答说"哪里哪里，我根本不懂"或自谦地说:

不上研究"，而决不能直接回答"没研究"或"有研究"。

无标识敬语属于敬语的内部机制，它在中国人的交际活动中占了绝大的比重。有的时候，

无标识敬语比有标识敬语表达的意思更为深切。比如在商店买东西，顾客让售货员

可以说"师傅，请给我看着那个。"这是很标准的敬语用法。

多人会采用"师傅，麻烦您给我看着那个"的说法。因为前者虽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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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言器文化揄究10

令。后者用「麻烦您J，好像是顾客给售货员添了麻烦，变成了带有自

无标识敬语具有随机性和随意性的特点，它不受文化水准高低的限制。相反，

语因为多是文亩，没有文化的人就很难使用。例如「令尊J (您父亲)/1家严J (我父亲) ,

(您家 )/1合下 J (我家)，笑纳J (您收下 )/1愧受J (我收下)等，一般成民阶层是不用的。托人

知识分子会说"拜托了"，一般人要说叮峦多费心"。汉语敬语的表达有「雅」和「俗j

两种，主要由文言和口语来区别，但性质和作用是一样的。由此可见，汉语敬语注重内容，

不拘泥形式。

§4

汉语敬语既然缺少严密的语言规则，就存在着一个敬语如何表现的问题。我们在前面谈

到了汉语敬语的性质是体现儒学精神的自我修养，也谈到了敬语是附级社会的产物，不可避

免地带有功利主义的倾向。敬语是文化遗产正负两个方面的综合。使用敬语时一般要遵守以

下的几个原则。

§ 4-1 叫 人原员可

了叫人j就是「打招呼J。

发出声音，让对方注意到。我们把它说成原则，是因为

础。见入不打(或不懂)招呼，被视为最大的失礼或无礼。中国人的礼貌启蒙教育就是从「叫

人」开始的。当孩子一两岁的时候，家长告诉孩子觅到熟人要招呼，比如见到男的叫"叔叔"，

见到女的叫"阿姨"，称呼之后可以加「虫子J o 1旦中 国的幼儿不单说 吁非好"

客人，家长会督促孩子说:

上叫"叔叔"， 44王爷爷"等。客人会说"真乖，真懂礼貌"等。由此养成的意识将跟随人的

据北京一所中学对一个班(44人)的一项礼貌情况调查，也7)有15%的学生 f见人不打

招呼」。这个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忧虑。这从反面证明「打招呼」

现。

「打招呼J所表示出的关心成分很少，它仅是一个形式。比如在熟人之间，有时只说「喂J，

点点头就行了。从文化心理学分析，恐怕「叫人」和中国人的「面子j观念有关。

多，如 f爱国子J 1丢面子J 1给面子1看面子J 1面子大」

honour 和fame 的区别， 前者汉语称为

指个人尊严，后者称籍籍无阂。这都与面子无关。面子指的不仅是不被赏识，而

且是一种维持假体面的虚荣JL\，这应该看作中国文化的负

占据文化思恋、中 JL\的结果。打招呼表示「看见了对方，并重视他的存在J，

「给面子j。视而不见，不予理睬，等于无视对方的存在，

§ 4-2 称呼在先原则

称呼有亲属称呼，职业称呼，职务称呼，社会通称等等，汉语中的称呼分类精细，

繁多，这与古代的名分意识有着传承关系。我们提出称呼在先原则，是指这种情况，比如学

生向老师告别时，单说"再见"是不礼貌的，应当加上称呼，说"老师，

4



汉语的敬语及其文化心理背景 俨
J

贝

老板原意指公司，企业的经理，现在泛称个体经营者。近年也有人担单位的上司称为老板，

"老板"颇有扩大流行的趋势。这可能是受市场经济的影响，连商品也出现了"老板服"

上见到老师单说 : " f33好"，也是不够礼貌的，应该加上称呼，说"老师，您好。"或"老师

好\买东西时也要先说"小姐"，然后再说"我要那个"。你如果不称呼就开口讲话，对方

反问"你跟谁说话呢? "称呼在先就是先确认对方的社会身分，这在中国的传

尤其在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的场合。

但是称呼本来并不具备敬与不敬的性质，它只是一个客观存在，怎么能具备敬语的功能

呢?原来，在现代生活中，人们是通过把称呼定义的适用范围扩大来制造敬语效果的。 比如，

「老师J的原义是指在学校授课的教师，它的外延语义含有「有知识和学问的人J，是褒义词。

于是人们便把「老师J的范围扩大，范学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视听教室的辅助人员，

办公室的职员一律称为老师。这样做的目的人自怡青工L中 ♂

这种扩大了范围，已经名实不符的称呼还有以下几种:

以外，还称呼在医疗单位工作的辅助人员，如护士，可药，化验

老师除前边谈到的以外，

小姐 现在是对饭店，商店， 银行，饭馆儿等地

称在上述地方工作的男性。也用来称呼有文化知识的人(不分男女老少)。

师傅原意、指年长有技艺的工匠。现在对修理，制造，服务等行业的人，不论年纪大小，技

文革时期及其以后的数年里曾代替「同志」

§ 4-3 亲属位原则

这个原则只适用于熟人之间，在日

员的称呼，以此表示尊敬，

兄弟也"，

中使用。交际的双方并无血缘亲属关系却使用

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

宗族观念，长幼尊卑观念深深

国人的意识中，将宗族意义扩大到社会范围正是这种观念的表现。据《中国风俗

在河北省南部，山东省西北毗邻地区，民间以「二」为尊，在那个地区，

「二大爷」

熟人之间，对祖父…辈的要称「爷爷J I姥爷I奶奶J I姥姥J ，

「老伯 J I大伯 J I他父J I叔叔J I大妈J I大婶J，对同辈的要称「大哥J I大嫂J I大姐J I二姐J I小弟J

在称呼之前可以加姓，如「李大叔J王大嫂」。在一个居住区内，人们世代相交，俨然是

现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际关系逐渐松散，但这种亲族化的努力不会减弱，因为

在人的意识中文化和心理的基因是不会轻易消失的。

§5 敬语类举

§ 5-1 敬i吾分类

汉语的敬语只有敬词， (敬体文，简体文)的区分，我们根据汉

5



6 苦器文化翰究1 0

洁的特点提出「中性类J的说法。所谓「中性J F{ p字面上没有敬或谦的意思， 但在交际中

际起着敬语的作用。敬语，谦语，中性活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简要举例如下:

中 吹牛 向国

见面 i 你好 "吃了吗? " 「久仰，

您好 打招呼 现代口语很少用

"我走了" 失陪了

打招E乎

"来了，您来了" j 打搅您了

"累了吧"

关切，关心

"可以吗，行吗"

"都怪我"

叫你受累了

给您添麻烦了

麻烦j缸，

打搅一下

"来玩儿吧"

"进来坐坐"

过奖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 5-2 口语起曾语和结束语

在会议等正式场合，

由两部份构成，

[要求发

，讨论， 作为起首或结束的礼貌南语，发

举例如下。

请允许我讲几句。我可以发亩吗?

我可以说几句吗?

对不起，打断你一下。请原谅，我插一句。

我的话完了，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

耽误了大家的时间，谢谢。

起首语中还有一种是介绍，公众场合常用以下套话: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来介绍一下。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本文这里不专门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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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敬语及其文化心理背景 7

问候的形式是信息问答式的，

i、可答采取即情即景式， 比如，

「买什么了? J ， 对方在看书则问

r'l亡吗 ? Jo 回答的人可以如实因答， 也

§ 5-3 鬼商用语举债IJ

l 家常型招呼

朋友，

了吗? J ， 路上相遇问 「去哪儿 门，

书呐? J ， 许久未见的人见面时间

可只作敷衍，如问: r去哪儿 ?.J

年轻人见到年长者应先打招呼，叫"奶奶"，"三叔"

了?" "上班去啊? "等。这时，长辈可以回答对方的问候，说

可以只答应一声叩艾"。

以加上叮峦起来

"上班去。"也

「李科长J r张经理J ，

"爷爷" "一叔

并说"来了

原则是下级或晚辈要先叫人，如

以加上「您好J，不力口问候语也可以。

称呼。上级或长辈受到问候后，可

以。称呼时单用名或姓名，熟人之间称"老王" "小张"

以加上"来了? " "吃了吗?" "下班了? "也可以不称呼，只说"来了?" "下

班了? "回答别人的问候时，可以回叫对方，也可以回答对方的问题。比如对方招呼说"小

，可以回叫一声 6刀、王"。对万问"下班丁? "可以回答"下班了"。

间只打招呼，

2

(2)平级或平辈见面

自我介绍，如 f我是北大历史系的，姓王。j对方应说「你好，我是南大文学系的，

姓文/10然后双方握手。如果以后再见面，可以单说问尔好J，不用特意力口称呼。

§ 5-4
(1)亲友的场合

日晚免辈应先称呼，然后告别，如

以后再来看j您峦。J，"，长辈可回应说"走了 ?γ" "下次再来"
,

在平辈的崩友家做客， II各告别时要说一声 "走了 " 或 "走了 ，

来"，"不早了，该走了\"不打搅了，走了"。主人可以说"还早呢，再坐会儿"，或说

(2)社交性的场合

[晚辈豆成戈下级[向白句]长辈豆或戈上级辞行]在长辈或上级家里{做故客，告别时)应豆先称呼，如"文刘i可j老

师，我该走了"等。长辈豆或戈上级要i说兑

都有送客的习惯，主人一般会说"我送送你"。这时客人应回答说"不要送了，别送了，

请留步，请四"等。然后主人会说"慢走"，"请慢走"，"走好，路上当 JL"，"下次再来"

这种场面说不说"再见"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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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 束 语

1981年在中因大陆开展了一场提倡 「五讲四英主注 8 ) 的文明礼貌活动，

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j和仁乙、灵美、语言美、行为

服务性行业中大力提倡使用「你好、对不起、谢谢、再克J等礼貌语言。 1995年中国政府颁

布了了教育法J，把道德教育作为教育者的公民义务和受教育者的公民权和。从那以后，

各地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都有不少学校陆续开设了「传统美德教育课j。中国开展这些活

动的社会背景是八0年代以来兴起的反思文化。在过去极左思潮时代，人被视为阶级斗争的

合理的个人和私欲遭到否定，从文学到哲学都失去了人格主题。改革开放以来，人从

极左的柜桔中解放出来了，人性，人格主题得到恢复，人是「白的j而不是「工具」得到大

多数人的认可。应该说这是本世纪中国发生的大事。但是这时期有一种思潮走向了极端，尤

中"不要神明，不要圣贤，只要自我"的思想膨胀，在社会交际中举止粗野， "]，吾

社会风气日下。这当然不是真正的人格朋归本位，只能是一种反文化的逆流。中国

的社会在文革时期，批林批孔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几度使礼仪丧失了价值，

认真反思的。反思的课题之一是如何加强礼貌用语的外部机制，使全社会有一个可以遵循的

从一般意义来说，敬语是社会正常运转的润滑剂，具有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

的敬活从历史来看，是中国儒学精神的载体，它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在于培养人的道德，

所以

是汉语的敬语系统缺乏制约性，没有统一的规则使全社会的人遵守，应该说是一个大问题。

比如「你好J r再见J 谢谢J r早安J r晚

就是二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们借鉴西方文明创造的新词。他们期望有一个全社会统一的

问候语。这个愿望是合理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我们希望用「你好j代替「吃了吗J型的问

候，因为

[注]

吧无f谷悉患之，噬虫也，

(注1)段玉裁《段注说文》第 7 1 7 页 。

(注 2 ) «风俗通》

(注 3)王国维《观堂集林·释礼》

(注 4)宋代大儒程颖，程颐及朱蕉主张「理j是离开事物检立存在的客观实体，"穷理以致

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提倡「知先行后J。王阳明为明代大儒，他主张

天理'\"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否认心外有物，有事，有理。「知行合一J

说是他反程朱学派的理论。

(注 5 )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提出四端，认为和四肢一样是人生来俱有的四种美德。

即侧F慧、之心， r义」 即羞世之心， 同LJ 即辞让之心， r智J 即是非之心。

(注 6 ) 通常认为传世的 《眉礼》 和 《仪礼》 是 )茜公的遗典， 并与其译文 件Lie ;} ， r司为儒家

经典。但《周礼》和《仪礼》不一定出自周公之子，史传的周公告IJ礼，可能颁布了

一套奴隶主统治的制度，即礼制，构成了《周礼》的原始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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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见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8， 11， 6 )， 《传统美德带来文明新风:t，该 北

o主 8 ) 1981年2 月25 日 ，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四中央， 中国语言学会等九个团体正式联合发

出《关于联合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t，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提出，开展以「讲

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j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

的文明礼貌活动，简称"五讲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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