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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位相语及其研究价值

淮海工学院　李　洁

〔摘　要〕　“位相”这一原本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术语在日本著名国

语学家菊沢季生的国语研究理论中被用于语言学,形象

阐述了语言中存在的社会性差异,可谓一大创新。日语中

的位相语种类繁多,内涵丰富,且结构复杂,是学习和研

究上不可忽视的领域。本文拟对位相语从定义、类型、本

质等方面进行详尽的调查对比,并尝试分析日语位相语

在教学和学术上的重要价值,以期唤起日语教育者及学

习者对位相语的关注与探究。
〔关键词〕　日语位相　定义　分类　本质　价值

1.位相与位相语的定义

位相,汉语又称之为“相位”。英文名称 Phase,日语读作「いそ

う」。原本用于数学、物理学、电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也称作

“相角”“周相”等。例如,在天文学理论中,从地球上所见的月之盈亏

被称为“月相”。这林林总总似乎与语言学八竿子打不着,但日本著名

国语学家菊沢季生1933年7月在『国語科学講座Ⅳ』发表的「国語位相

論」一文中指出:

　水は固体である時は氷といひ、気体と化せば水蒸気と

か湯気とか唱へられるが、物理化学的に見ますと、これ

は全く同一の物質でありまして、ただ位相 (phase)を異

にするに過ぎないと認められてゐます。

　国語を支配する所の国民の言語社会は必ずしも一定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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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を持つてゐるものではなく、様々な様相を以てあらは

れて来るものでありまして，その様相の異る毎にそれに

支配されてゐる言語もまた様相を異にするものでありま

す。固より、我が日本語におきましても、否むしろ我が

国語に於ては特に著しく、この様に様相の異なった種々

な姿が見られる。

菊沢主张:“水的固态是冰,化作气体则叫作水蒸气或蒸汽。从物

理化学的角度看,它们属于同一物质,只不过位相不同而已。同样,言
语社会也并非一成不变,呈现千姿百态,而受其支配的语言也随之不

同。毋庸赘言,日语亦然,甚至更为明显(著者编译)”。从而将位相一

说正式引入日语语言学。由于该术语简明扼要、形象贴切,所以一经

提出立刻得到众多学者的附和。作为分析方法之一,位相论从此在日

语国语学研究领域扎根并普及开来。
关于语言学中位相的定义,诸多国语辞典中均有解说。如:

(1)「〔言〕地域·職業·男女·年齢·階級、または書き

言葉と話し言葉などの相違から起る言葉の違

い。この違いが現れた語を位相語という」(『広辞

苑』);
(2)「〔国語学で〕社会の違いに応じて、言葉が違っ

た姿を示すこと。地域差·年齢差·階層差など」
(『新明解』);

(3)「〔言〕性別·年齢·職業など，社会集団の違いや

場面の相違に応じて言葉の違いが現れる現象。

この違いが現れた語を位相語という。忌み詞·女

房詞·女性語·幼児語·学生語·商人語など」(『大辞

林』)。

『広辞苑』和『大辞林』内容相差无几,均从语言学整体角度把握,
且明确给出位相语的定义,即“体现地域、性别、年龄、职业、文体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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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新明解』则限定其范围为日语语言学,指出“社会差异造成

语言不同”,说法较为笼统,且没有特别对位相语加以关注。但『新明

解』又另辟蹊径,单独列出对位相论的解释———「〔言語学で〕同一言

語体系内の言葉の相違を男女·年齢·職業·社会階層·地域など、 使

用者の違いという観点からとらえる見方」,即“位相论是从语言主

体不同的角度捕捉同一语言体系里用语差异的看法,如男女、年龄、
职业、社会阶层、地域等”,而『広辞苑』和『大辞林』却无提及。可见,国
语字典在位相解释上各有取舍,所包括的项目也略有不同,但都是围

绕语言中出现的各种差异展开的。
此外,另有杉本つとむ和岩淵匡编著的『日本語学辞典』(1990:

129-130)如此记载:

　位相とは主として言語を使用する主体がどのような社

会に属しているか、あるいはどのような場面で使用する

かによって、言語の表われ方を異にする。これを言語の

位相として考察するのが位相論である(位相旨在表明依

据语言主体所属社会或所用场合不同,其语言表达方式各

异。以此作为语言位相进行考察的即为位相论/著者译)。

又有维基百科的解说如下:
　位相は、その言語を、どういう集団がどういう場面で

使うかによって異なる言語の様相。日本語学で用いられ

る用語。位相ごとの特徴の違いを「位相差」、ある特定の

言語集団や場面で用いられる言語を「位相語」と称する

(位相是指某集团在某场合下使用的语言所呈现的语言样

式。属于日语语言学用语。根据位相不同而产生的差异称作

位相差,某一特定语言集团或场合所使用的语言叫作位相

语/著者译)。

与国语字典相比,以上两个版本在“位相”的解释上也是大差不

离,『日本語学辞典』侧重“位相论”,而维基百科钟情“位相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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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给出的所有定义可以看出,位相现象产生,不可缺少的

前提是“社会(集团)”与“场面”。位相论是对位相差异的抽象的观点

看法,位相语则是位相差异产生的具体用语,二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

的角度对同一事项进行把握。了解位相语有助于我们全面真实地把

握日语,以便更准确地运用于实际交流中。

2.位相语的分类

对于位相语的分类,学者专家各持己见。首先,菊沢季生提出将

位相论再细分为「様相論」和「様式論」。「様相論」主要考察语言的社

会差异,「様式論」则是考察音韵、文字等表现形式上的不同。菊沢季

生将研究重点放在「様相論」上,围绕所谓的狭义位相语从三个方面

进行阐述:
イ.社会的·心理的 階級方言、 特殊語

ロ.地域的———地域方言

ハ.生理発達的 児童語

“社会及心理方面”指在特殊的语言社会或集团中,由有别于一

般社会的特殊心理状态而产生的位相语,如「神宮の忌語」「僧侶語」
「商人語」「盗賊語」「女房言葉」「陣中言葉」「廓言葉」等;“地域方面”
研究的是各地方言以及共通语,俗称“日本普通话”;而“生理发育方

面”则是考察「嬰児語」「幼児語」「少年語」「青年語」「壮年語」「老年

語」等不同生理阶段的语言。
菊沢季生的分类方法简明易懂,但略显粗糙且内容陈旧,缺乏时

代感。与之相对,『日本語学辞典』从整体上将位相语排列组合后分为

六大类,每一大类又分成若干小类。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Ⅰ.言語主体の違いによる日本語

①年齢　幼児語

②性別　女性語

③職業　専門語、 学術語

④身分·階層　武士詞、 女房詞

⑤経験　外国人の日本語

Ⅱ.表現様式の違いによる日本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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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話し言葉

②書き言葉

Ⅲ.言語の表現の場面の違いによる日本語

①改まった(丁寧な)表現·ぞんざいな表現

②公的な表現·私的表現

③貶しの言葉·褒めの言葉

④待遇表現

Ⅳ.地域の違いによる日本語

①全国共通語

②東部方言

③西部方言

④九州方言

⑤琉球方言

Ⅴ.時代の違いによる方言

①有史以前の日本語(5世紀以前)
②古代の日本語(5～13世紀)
③近代の日本語(13～19世紀末)
④現代の日本語(19世紀末～)

Ⅵ.言語習得·国籍の違いによる日本語

①国内日本人の日本語(アイヌ人、 永住朝鮮人の日本語を

含む)、 在日外国人の日本語

②在外日本人の日本語、 日系人の日本語、 一般外国人の

日本語

③帰国子女の日本語、 中国引揚者の日本語、 難民の日

本語

与菊沢的分类法相比,『日本語学辞典』增加了文体、表现场面、
时代、言语习得等领域的位相语,充分体现出了人类语言表达在空

间、时间上的横跨,涉及面更加广泛,内容也更加丰富。但是『日本語

学辞典』的分类也并非十全十美,有些地方出现交叉、重复。如单从标

题来看,Ⅰ类中的⑤「外国人の日本語」与Ⅵ类中的部分内容重叠,均
涉及非母语话者的日语表达位相。另外,Ⅰ类中第④项中提及的由身

·6·

日语教学与日本研究



份、阶层所产生的「武士詞」「女房詞」(古代女官所用语言)等由于已

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而在现如今的日本逐步衰退,成为历

史语言,只有部分「女房詞」作为雅语、隐语使用至今。而作为新生力

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方言、网络语、手机用语却未被提及,留下

一种意犹未尽的遗憾。

3.位相语的本质

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有内部要

素和外部要素,语言研究可以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内部语

言学研究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外部语言学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
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关系。显而易见,位相语属于外部语言学的研究

范畴。

1933年菊沢季生首次提出的位相论沿用至今并不断得到完善,
它借用自然科学术语分解社会语言中存在的众多变化,把各个位相

语看作日语中的诸多变体。实际上,在位相论观点之后,日本国语学

家们继续推进相关研究,不断地提出新的见解。如1949年时枝诚记主

张在言语研究中应该注重「変(異)の現象」;国立国语研究所以众多

个体为对象,运用统计学等研究方法,围绕「共通語化、 敬語の運用

と意識、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意識」等展开一系列的实态调查;1973
年“社会语言学”的说法开始出现在日语学术研究论文中,将位相的

范围进一步扩大;1988年日本著名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出版论著『日
本語新版(上)』,在「日本語の多様性」章节中提出 「日本語の種々

相」,举出地域、职业、身份、场面等要素加以阐述,这与菊沢氏的主张

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证明在日语研究领域,人们并不满足于以往的研究成果,而

是在锐意进取,不断发掘新思路、新概念,但唯一不变的是他们都是

围绕日语中各种各样的变容展开。虽然有人认为菊沢的观点已经无

法诠释现代日语的运用环境,但其对日语,乃至于对世界社会语言学

所起到的先驱作用绝不容忽视。因此,我们不应该只为了追求新颖和

潮流而摒弃这一科学合理、简明形象的说法,非常有必要将其继续沿

用下去,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增添新的血液,使其与时俱进,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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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语位相语研究的价值所在

语言是人类维系社会交际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之一,随着

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不停地变化。语言的变化除了自身的制约

外,还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与此同时,从语言的演变过程也可以窥

察到社会发展的轨迹。可见,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对
日语研究,尤其是日语位相语方面的研究,能使我们在了解日语语言

内部结构的同时把握其社会属性,从而认识到“位相论”对日本社会

语言学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

(1)充分展示出日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日语蕴藏着极强的社会性,所具备的丰富位相是其他语言难以

媲美的。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语言的位相主要体现在地域、年龄、阶
层、职业等方面,而日语中的位相远远不止这些,男女性用语、敬语、
口语与书面语等无不证明日语的多姿多彩。位相语种类的繁多,一方

面展现着日语独特的魅力,另一方面也造成非母语话者学习上的障

碍。如男女性用语,在没有性别提示的前提下,即使单从语言表述判

断日本人也能知晓是男是女。在他们眼里,这是何等便利的表达,就
连金田一春彦也不禁为此陶醉,大呼日语「美しい」。然而诸如此类的

亮点恰恰是非母语话者学习中的软肋,他们常常感到一头雾水,不知

所云。又如已渗透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敬语表达,在日本社会的人际交

往中起着良好的维系作用,但非母语话者由于没有耳濡目染的先决

条件,只好依葫芦画瓢,结果为无法准确表达而伤透脑筋。位相的多

面性真可谓让人欢喜让人忧。

(2)有助于发掘日本社会文化的内涵。
毋庸置疑,掌握一般的词汇、语法可以帮助我们与他人进行基本

的交流,但是无法使我们进一步融入该语言所属的社会团体,也无法

把握附着于该语言的社会文化内涵。日本的方言体系虽然没有中国

那么庞大,却也遍布日本各地,彰显独特的地域文化,反映当地的风

土人情,如果对此毫无了解,就无从感受该方言中包含的人文情感。
譬如说像表达“冷”时北海道、东北地区用「しばれる」,新潟、长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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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用「かんじる」,还有的用「しみる」,那种“彻骨的冷”仅用「寒い」是
体现不出来的;人人皆知的「馬鹿」和「阿呆」其实在关东和关西方言

中的含义却大相径庭,关东人所说的「馬鹿」包含“揶揄”“调侃”甚至

“疼爱”的语气,而「阿呆」则纯粹是藐视对方,对东京人说 「バカだ

ね」,他不会动气,但如果说「アホだね」,他就会火冒三丈,而大阪人

却恰恰相反。如果对此不甚了解,就容易造成误会,甚至影响正常的

交往。再如偏爱「共通語」的仙台年轻人对本地方言中的「イズイ」(传
统说法是「エンズエ」)情有独钟,小林隆解释道「『目にごみが入って

イズイ』『セーターがちくちくしてイズイ』など、体の表面で感じる

違和感を表し、嫌いな人と席が隣になって時など精神面の苦痛に

も使用できる」。这些各地经典方言鲜活自然的特性使其具备强烈的

生命气质,传达出各方的底蕴、趣味及文化氛围,最直接地反映出使

用者的生存状态,其中很多词汇都被『広辞苑』『新明解』等国语字典

收录。可见,位相语是真正能够体现一国地域文化、人文文化的表达。

(3)为学术研究提供宝贵的文献素材。
在学术界,有关语言社会性的研究日益增多,位相语由于其高度

的社会性而备受青睐。尤其在古典日语研究中,位相语的作用不可忽

视。武士语、女房语等虽然在当今的日常生活中失去了应用的社会环

境,但它们并没有随着武士、宫廷女官等阶层的消亡而消失,仍然有

着学术研究的价值。类似的观点在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提出的「方
言周圏論」即著名的『蝸牛考』中也有所体现。其具体内容就是考察日

本全国各地的方言中“蜗牛”一词的读法。结果发现近畿及周边地区

采用的「デンデンムシ系」为最新读法。以近畿一带为中心,依次按照

「マイマイ系」「カタツムリ系」「ツブリ系」的顺序向外围传播且读法

越来越趋于原始,这种语言变化为探究日语语源带来宝贵的原始资

料。可见,位相语为从历史角度以特定社会集团语言为对象的古语研

究保驾护航,提供信息平台。同时也为拓展学术思维铺路搭桥,为众

多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宝贵的佐证材料。

(4)打通理解交流的绿色通道。
要想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要做到知己知彼。对对方了解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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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越熟悉,就越能够进行顺畅地交流,实现沟通上的零障碍。反之,
若知之甚少,就会处处碰壁。可以说位相语在异文化交际过程中一定

程度上左右交流的成败。曾经有一位学有所成的日语专业学生在毕

业之际踌躇满志,打算用课堂所学的标准日本语在职场上大展宏图,
让人刮目相看一把。然而事与愿违,工作第一天遭遇的竟是一位满口

大阪方言的日本客户,那声调、用词令其欲哭无泪,甚至怀疑自己大

学四年是否学错了语言。在实际工作中,竞争和压力并存,作为职场

一员不可能要求客户改变,只能不断充实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捷

径,才能胜出。位相语可以说是一副灵丹妙药,掌握好火候,自然药到

病除。如果在工作之余的闲聊中来几句客户的家乡话或者该行业的

行话什么的,定能增进好感,加深友谊,进而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5)有利于学习者全面了解日语,激发学习兴趣。
日语学习除了词汇、句型、语法等内部结构之外,还包含社会属

性等外部体系。虽然索绪尔主张研究语言学首先是研究语言的内部

结构,但我们不能误认为只要掌握内部语言学知识就胜券在握,能够

自如地与人交流。实际上语言交流绝非词汇、语法知识的单纯叠加,
还混合着非语言交际手段、位相语之类社会语言学等多重因素。所
以,要想全方位地了解日语,对于这些外部因素的学习也是不可缺少

的,而且由于这些因素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学以致用,也
能够激发学习者的探求欲望。如果只捕捉片面的知识会让我们成为

井底之蛙,永远无法领悟语言的精髓。

(6)丰富日语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教学气氛。
目前国内的日语教学往往倾向于教授语言内部构造方面的知

识,对语言中存在的社会属性的教学还不够重视。单一的语法体系教

学容易造成教材内容枯燥乏味、课堂气氛沉闷、学习者知识面狭窄。
但如果在课堂教学中添加位相语内容则效果大不一样。笔者所执教

大学的日语专业课程设置中日语概论和跨文化交际两门课程就增加

了方言、流行语、男女性用语等位相语方面的知识点介绍。从学生反

馈意见看,他们对位相语充满好奇,渴望了解。因为平时观看日剧时

总会有方言、流行语、男女性用语等频繁出现,但学习中未曾接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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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能根据中文字幕连估带猜,有时候中文字幕也非百分之百地正

确,令学生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而这一问题并不难解决,通过课堂教

学讲授位相语的相关知识,满足学生所需,激发他们的探知欲望,引
领他们尝试科研就可迎刃而解。甚至有学生从中得到启发,以此作为

毕业论文的题目,写出较高水准的论文。从历年毕业论文选题中得

知,日语敬语、性别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近年来方言方面的论文也

有所增加,这些表明位相语在教学上也是很有价值的。

以上对日语位相语进行了简单介绍,可以看出,日语中的位相极

其错综复杂,与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离开社会,位相语就

仿佛鱼儿离开了水,毫无生存的余地和价值。所以,研究位相语一定

不能脱离社会的依托。要想真正了解日语,位相语是不容回避的主要

一环。虽然我国的日语教学也在不断地改革,增加了部分位相内容的

讲解,但还远远满足不了学习者的需求。所以,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

非常有义务承担起责任,去深入探究日语位相语。

[2010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日语位相语

研究(编号2010SJB740001)”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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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借词对汉语影响的研究
———以汉语新词语中的日语借词为中心

江苏大学　李健雄　王保田

〔摘　要〕　汉语和日语共同属于汉字文化圈,随着时代的发展,两国

间的词汇交流不断加强深入,必然会导致中日词汇的相

互影响。本文主要以汉语新词语中的日语借词为语料中

心,从产生原因、定义、传入历史、特点、流行原因等方面

进行了分析,指出日语借词对汉语的影响不仅在词汇、语

法方面,社会文化方面也或多或少受到了日语借词的影

响。研究汉语新词语中日语借词对汉语的影响,对研究当

今中日之间语言文化的交流状况以及对研究汉语自身特

点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日语借词　汉语　新词语　影响

1.日语借词的产生原因———语言接触

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说过:“语言像文化一样,
很少自给自足的。”①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日益频繁,其
中语言的接触是必不可少的。语言接触发生在不同的语言系统相互

互动或影响之时,当不同语言的说话者密切接触时,这种接触会影响

至少一种语言,并带来语音、句法、语义等社会语言学形式的变化。民
族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等各种形态的接触,
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语言接触主要涉及四种类型:(1)词的借用;
(2)洋泾浜、混合语;(3)语言融合;(4)国际辅助语,其中最常见的是

·21·

日语教学与日本研究

① 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339.



词的借用。只要社会之间有接触,就会有词语的借用。
语言接触后的影响可能是一方的,比如在印度,印地语和其他本

土语言受到英语极大的影响,因此日常生活的语言中摆脱不了英语

词汇的使用。然而,语言接触也会造成两个语言间的相互影响,比如

汉语就对日语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影响,反观近代,日语词汇大量传入

并深深影响现代汉语,出现了日语借词。因此可以说语言接触是借词

产生的主要原因。

2.日语借词的定义

日语借词,顾名思义就是借自日语的词汇。但这样的描述显然是

不充分的。《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中是这样解释“借词”的:“亦称‘外
来词’。指音与义都借自外语的词。语言接触的最常见类型。每种语言

都有一定数量的借词。借词如果适合使用的需要,有时甚至能在长期

的竞争中战胜本族词,并取而代之。在词的借用过程中还可能有借出

去的词再借回来的现象。如魏晋六朝及唐代时,日本曾从我国借走许

多汉语词,近代,由于我国向西方学习新思想,又成批从日语借回来。
借词是民族关系的一种见证,是研究民族发展史的一项重要材料。在
语言史的研究中,借词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沈国威(1988)指
出:“借词”应该具备两个主要特征:(1)词义的崭新性,即本国语尚不

存在的概念;(2)模仿上的语音近似性,即外语词汇音形的简单重复。

3.日语借词的传入历史

3.1　古代时期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早在公元5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主要是

日本向中国学习,此后唐宋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虽说文化交

流有着强弱不等的倾斜性,但只要有交流,就一定是双向的。所以,这
段期间日语肯定也对汉语产生了一些影响。古代时期传入的日语借

词数量并不多,大多是专有名词,主要是国名、人名、地名、官名、物名

等,如“邪马国、狗邪韩国、卑弥呼、壹与、大和、河内”等,表明当时的

语言接触仅仅处在较浅的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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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一次高潮———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半期

19世纪中期以前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国影响日本,汉
语与日语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到了19世纪中期,1868年日本明治政

府上台后实行开放国门政策。日本不再一味亲近、崇拜中国,而是把

眼光投向了西方,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制度,大量西方书籍

被译成日文。西方文明在日本的成功移植给中国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学西方不如学日本,近代中国特别是清末民初,伴随西学东渐,大批

反映西学内容、西学思想的新词语在留日学生著述译书的宣传下,经
由日本传入了中国。此次日语词汇传入中国的高潮,不仅丰富了汉语

系统,同时也为我国接受近代科学技术带来了便利。这段期间不得不

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我国日本文学译介活动第一人———梁启超。梁启

超在他的作品中多处附注“日本谓”“日本或译”“日本号”借以明确指

出对象词为日语借词,足以表明梁启超在日语借词的使用与推广方

面是相当积极的。

3.3　第二次高潮———20世纪后期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度被中断的两

国文化交流开始再次兴起。随着与日本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教育文

化、饮食时尚等各方面交流的加深,两国语言的接触也日益频繁,从
数量和规模上来看,俨然形成了日语词汇进入汉语的第二次高潮。这
一时期,中日间留学生的交流空前发展,我国从日本引进的影视片、
小说等也风靡全国,如《人证》《阿信》《排球女将》等,这些都对当时中

国人的审美观、恋爱观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然随着这些一起传来

的日语借词也不在少数。比如:
卡拉 OK　人气　写真　开发　不动产　特卖　低迷　家政　

特许　研修　物流　完胜　完败　料理　充电　新干线　物语　
亲子　玄关　过劳死　高龄化　问题少年　封杀　个展　安乐死

3.4　第三次高潮———近10年来

近10年来、在全球一体化和互联网普及的巨大推动下,可以说已

经迎来了日语借词的第三次高潮。这段时期日本的饮食、动漫、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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