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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日语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

“日语是一种奇妙的语言”

日语和其他语言相比,是一种很奇妙的语言 日本人从古到

今都有这种想法.昭和初期,当东亚上空开始笼罩着不吉的战云时,
东京大学的国史专业有一位叫做平泉澄的教授,他面对着家永三郎、
远山茂树等青年才俊,在讲坛上充满自信地说:

“据说没有一种语言与日语同属一个系统,这是当然

的.因为日本是神的国家,那么日语自然就是神的语言的

后裔”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被称为小说之神的志贺直哉在杂志«改造»
上发表意见说:

“我辈从孩童时代起就说惯了如今的国语,因而不会有

太多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世界上就没有像日本的国语这样

不完善、不方便的语言.”

他甚至提出要以法语作为日本的国语,导致舆论哗然.我想,这
或许是因为战败的冲击所致吧,但他所说的“没有像日本的国语这

样”的话,实在让人感觉不像是在创作上以客观描述而著名的志

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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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最近,认为日语是一种奇妙的语言的言论中,最让人受

到冲击的是角田忠信在«日本人的大脑»(１９７８)中发表的学说.据角

田说,日本人对脑的使用与其他国家的人不同,日本人用左脑听语言

和鸟叫声及雨声,右脑只用来听西洋乐器的声音、机械的声音或杂音

等.与之相比,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只是用左脑听语言的声音,其他

的自然界的声音和乐器的声音都是用右脑来听的.
并且,角田说,与日本人相同的人,在这个地球上只有毛利、东萨

摩亚、汤加等波利尼西亚人.按照这个说法,至少可以说日本语与那

些通常称之为文明国度的国家的语言是极不相同的,是一种特殊的

语言.

“日语是普通的语言”

与上述的日语特异论相反,另一种说法是:日语毫无特异之处,
不过是一种极为普通的语言.其代表性的论者有从事天主教的普及

和日语研究的贺登崧①(Willem A．Grootaers)神父,他在国语学会

编纂的«从外部看日语、从内部看日语»上,以«日语没有什么特色»为
题发表了他的看法.神父认为,所谓“日语的特色”,应该指的是“唯
有日语才具有的性质”.为的是有一位随心所欲的作者,发现了日语

的一些稍显特异的性质,将其罗列出来写成了一本名叫«日语的特

色»的书.这个说法似乎惹恼了素有洁癖的神父,为此展开了一番饶

有兴味的论述,说那位作者列举的那些所谓的日语的特色,其实在英

语、法语、西班牙语里都有.因此他认为:(１)日语在语系上并非是孤

立的,(２)法语里也有相当于音读或训读的现象,等.关于这些问题,
我在以下各章将做具体介绍,有必要的话我也会表述自己的看法.
总的说来,神父的意见是认为日语在世界语言中是很普通的语言,丝
毫没有特异之处.

另外,铃木孝夫(«语言与社会»)、柴谷良方(«语言»１９８１．１２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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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是奇特的语言吗»)虽然没有像贺登崧那么明确,但也表示了相

同的看法.一般说来,专业的语言学家都倾向于日语非特异论.

哪种说法是对的？

后面还要谈到,据说世界上的语言有５０００种左右.在这么多

的语言中,所谓只有日语才有的特色,恐怕不多吧.以前常说敬语是

日语的特色,“は”与“が”的区别是日语特有的,然而,当你把眼光转

向外面,就会发现敬语在东南亚的语言中也广泛存在,“は”与“が”的
区别在朝鲜语中也有相似的情况,让人感觉到毕竟是近邻民族的

语言.
但是我们是否可以断言没有日语独具的特质呢? 在文字方面,

使用汉字、片假名、平假名、罗马字、阿拉伯数字等多个不同体系的文

字,这在世界上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吧.继而,在汉字的读法方面,有
音读和训读,而且不仅是少量的字,我们日常使用的汉字像“春”读成

ハル和シュン,“秋”读成アキ和シュウ,用这些毫不相干的两种读音

来读,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姑且不谈文字书写,野元菊雄曾经说过,一个国家拥有这么多的

人口,可以说几乎都使用同一种语言,而且一旦走出国门,就没有人

使用这种语言,这应该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吧.

本书的目的

即便我们不说是“日语独有的”,我们把其他各种语言中所看不

到的、只有日语中才能看到的那些特点弄明白,这在很多方面无疑都

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当我们考虑日本国语问题的时候,或者考虑日

语的使用方法,比如日语的表述方式、书写方式等方面,都是有作用

的.又或者我们考虑对外日语教学、日语的语系、与其他语言的交

流、日本文化的特色、日本人的精神生活等,在这些方面都能起到参

考作用.为此,拙著所希望阐明的,正是就上述内容,借鉴诸多先贤

的研究,结合自己的一些思考所归纳整理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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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从世界的角度看日语

一　作为日本国语的日语

１．国内的日语

“你使用什么语言？”

在序章中曾提到过贺登崧神父的名字.据他说,在他的祖国比

利时举行国情调查的时候,有一项提问是“你使用什么语言?”在日本

进行国情调查时,如果被人问到这么一个问题,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

回答.讲英语我实在是很差的,但我毕竟也受过高等教育,是不是应

该还要写上“英语”呢? 我大概会很苦恼.
但是,据说在比利时的国情调查中问的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问

题.比利时这个国家,处于法国和荷兰之间,那里住着三种人,有说

法语的,有说荷兰语的,也有两种语言都说的.因此,国情调查问的

是你平时使用的语言是哪一种.在日本要是这么问,日本人应该都

会回答说“日语”,也就是说,在日本是不会提这种傻乎乎的问题的.
这正如野元菊雄所说的,因为日本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几乎是单一

语言、单一民族的国家.也就是说,日本完全是由说日语的日本民族

所组成的国家.
在北海道有说阿伊努语的阿伊努族,还有说朝鲜语的在日本定

居的韩国人、朝鲜人,他们比阿伊努人还多,但这些人也都说日语.
总体来说,仅是这种程度的话,日本还是可以说是单一语言、单一民

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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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言的国家

世界各国之中,有些国家使用的语言之多简直令我们吃惊.一

个国家一种语言的,主要是韩国和朝鲜,多数是像摩纳哥、梵蒂冈之

类的小国.使用多种语言的国家,据下宫忠雄的«各国使用语言一

览»(«讲座语言»６)记载,前三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６６６种语言,印
度尼西亚的５６７种语言,尼日利亚的４１２种语言,使用１００种以上的

语言的国家有１６个之多,印度、中国、美国、苏联①等都是这一类.这

告诉我们,使用多种语言的国家是如此之多.
这种时候,在使用很多语言的国家里,如果某种语言特别强

势 比如说使用者占了绝大多数,那就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在
这些国家中,也有些国家并没有特别强势的某种语言,特别在非洲这

种情况就很多.林大主编的«图说日本语»中引用了拉斯顿的著作,
据其介绍,例如在坦桑尼亚,拥有最多使用者的语言是尼亚姆韦齐苏

库马语,但也只占全国人口的１７％.

以什么语言为国语②

像这样一个国家拥有许多的语言,以什么语言为“国语”,就成了

一个棘手的问题.
有几个国家拥有两种以上的国语,例如前面所说的比利时,荷兰

语和法语两者都是国语.我们知道瑞士有三种国语,但是检索一下

平凡社出版的«大百科事典»的“国语”条目,发现宪法里规定除了德

语、法语、意大利语之外,还有一种罗曼什语也是国语,也就是说瑞士

有四种国语,真是令人吃惊.
在日本要规定国语,那就只有日语是国语,没有发生过任何问

题.但是,在某些国家就会发生纠纷.在印度尼西亚曾一度有过要

以爪哇语为国语的动向,为了排斥这种动议,以印度尼西亚语为国

语,印尼国内着实闹腾了一阵,后来在宪法里写进了一条:印度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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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国语为印度尼西亚语.

众多的通用语

在拥有许多种语言的国家里,把一种或两种语言定为国语,对于

那些以其他语言为日常用语的人来说,确实很无趣.因此,有很多国

家除了国语之外,还承认“通用语”,允许使用通用语发行报纸,广播

电视也可以使用通用语.关于通用语,德川宗贤有一份调查报告

(«语言生活»１９６４．６),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发现使用众多的通用语的

国家着实不少.
就亚洲地区来说,泰国以泰语、汉语、法语、马来语、老挝语等５

种语言为通用语,斯里兰卡以英语、僧伽罗语、泰米尔语３种语言为

通用语.使用众多的通用语的国家,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度,据说有１０
种以上的通用语.有几种通用语,在纸币上就全都要写上去.印度

的２卢比(大约相当日本的货币价值２０日元①)纸币上,在其背面用

英语写着“tworupees”,接着写的是印地语,这两种是印度的官方语

言.再看其正面,那就更复杂,用了孟加拉语、乌尔都语、泰米尔语等

总共１５种语言书写,真是不得了.
在菲律宾,虽然以他加禄语(Pilipino语)为国语,但同时也承认

１２６种之多的语言为通用语(«语言生活»１９７５．９山田幸宏).据土田

滋说,比如在一个叫做帕奈的乡下小岛出生的孩子,上小学读一年

级,在家里讲的是当地伊洛卡诺语,在学校里是用作为官方语言的他

加禄语和英语上课,到了三年级就完全用英语上课.在这种情况下,
国语的实力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在日本,不仅是国语,就是通用语也只有日语一种.只有一种通

用语,这是日本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

在哪个商店里日语都……

铃木孝夫在«封闭的语言 日语的世界»中写了一件有趣的事

情.说是日本人走在日本的街上,想要买包香烟,绝对不用担心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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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店讲日语是否能通.这是当然的.我们生活在日本,我们绝对

相信任何一家商店都是讲日语的.但是据说,事实上在很多的国家

人们是带着这样一种担心走在街上的.对于日本人来说,这简直是

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这个国家差点分裂成两个国家.一方是

英国撑腰的保皇派,一方是法国支持的佐幕派.但日本最终没有分

裂,其中原因很多,比如说德川庆喜很持重之类,但显然,所有日本人

都讲日语这一种国语,应该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定居日本的外国人也……

日本也有很多外国人定居.但是从人数的比例来说,和别的国

家相比,好像不多.根据对定居的外国人的统计来看,韩国人、朝鲜

人最多,然后是中国人、美国人、菲律宾人、英国人总共是８５万

人.这只占了总人口的０．７％左右,而且其中０．６％是韩国人、朝鲜

人,他们粗看跟日本人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他们大多数使用日语,很
多人说自己日语讲得更好.

曾经有一个定居日本的韩国人,名叫文世光,他要刺杀韩国的朴

总统,结果打死了总统夫人,据说这个人就几乎不会讲朝鲜话(野元

菊雄«日本人和日本语»).可以说,日本这个国家,住的几乎全都是

日本人或者长得像日本人的人,无论走到哪里,人们讲的都是日

本话.

２．海外的日语

走出国门一步

综上所述,在日本的国土上,任何地方日语都是通的.而另一方

面,走出日本一步,那就是外国语的世界,日语很难通行.关于这一

点,日本人一般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这其实是

一种很特殊的情况.
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朝鲜语,除了在韩国、朝鲜之外,在中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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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一部分地区也有把朝鲜语作为日常用语的地方,有１００万人在

使用(北村甫«世界的语言»附录).
在国外大量使用的语言,最具代表性的是英语和西班牙语.英

语除了在其本国英国之外,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都处于官方

语言的地位,还有很多国家是将其采纳为通用语的.西班牙语,除了

本国之外,是从墨西哥到南美的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法语、德语也

都是一些国家的官方语言、通用语.
这么看来,除了在日本国境以内,完全没有日语的领域,从这一

点来说,日语作为一种语言毋宁说是很稀奇的.

从前的日语的使用范围

不过,说到日语的使用范围,从前和现在是不同的.上古时代,
日语好像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的任那地区也使用.另一方面,在如今

的福岛县、新潟县的北部以北地区是阿伊努语的使用范围.此外,在
边境地区,除了日语之外,或许还有其他的语言.后来,任那的日语因

受到百济的压迫而消亡.反之,奥羽地区由于阿部比罗夫、坂上田村麻

吕等的猛烈攻击,源赖朝攻克奥州,本州直至北端几乎完全成了日语的

势力范围.北海道直至江户时代差不多全是阿伊努语的领域,到了明

治时代日本人积极开拓,终于使得日语的使用范围扩展到了千岛.
从明治到昭和,在中国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以及加罗林群岛,日

语都曾先后被作为官方语言,但是由于１９４５年的战败,这些地区连

同千岛都脱离了日语的控制.现在,在中国台湾地区和加罗林群岛

仍有人能够流利地讲日语,但是日常生活中是否讲日语呢?

巴西和夏威夷地区

这么一来,如今在海外以日语作为日常用语的,只有巴西和夏威

夷这类日本移民较多的地方了.在巴西尤其多,有１４万人讲日语,
现在还有３４０所日语学校,学生人数２万,其中６４％是日裔三世,因
此这儿的日语还会持续下去.圣保罗有很漂亮的日本人街,街上的

标识也是汉字、假名.还有日语广播,发行日文杂志,甚至有日本人

诗友办的俳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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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威夷等美国国内的地区,情况就不同了,日裔二世大多是英

语讲得好,到了三世有些已经完全不会讲日语了.但是最近由于日

本游客增多,日本人经营的旅馆、商店不断涌现.为此,日语在很多

地方泛滥,日语的使用呈现出强劲的势头.甚至有日文报纸、日语广

播、电视.
另外,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也有日文报纸的发行.

现在日语的使用范围

大约在１９６５年以后,在欧洲的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为了

招引日本游客也出现了很多的汉字假名混写的导游标识.这种趋势

正在世界各国逐年增多,但是肯定不会导致以日语为生活用语的人

口增多.
总而言之,日语在日本国内几乎接近于是唯一使用的语言,而一

旦走出日本,则几乎完全不被使用.这意味着,日语＝日本国的语

言,同时也意味着,日语＝日本人的语言.如果以国内使用日语的人

口为分母,以国外使用日语的人口为分子,以之构成分数的话,那么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国语像日语这样分子几乎接近于零.

“你该说日语”

因此,日本人对于自己的日语,总是会抱着一种不同于其他民族

的想法.
比如说,日本人会认为,如果你是日本人,你就肯定会讲日语.

到了美国,有日本人第二代、第三代,长相也和日本人没什么不同.
如果一个二代日本人正在滔滔不绝地讲英语,而我们突然用日语跟

他搭话,他肯定会愣住的.日本人会觉得有些奇怪,但是其他国家的

人应该不会有那种感觉的.据说曾经有一位国会议员去美国,一位

日本人二代满口英语跟他说话,议员为此很生气,竟然怒斥道:“你要

是日本人,你就该讲日语!”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与此相反的一面是,日本人如果看到某个蓝眼睛的欧美人滔滔

不绝地讲日语,他们会觉得很奇怪.一般的日本人都会认为,眼珠子

和头发的颜色与自己不同的人,是不会讲日语的.战后来到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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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英语教师克拉克,刚到日本的时候住在福岛县,他曾经很不高兴

地抱怨说:“那时候,我一讲日语,大家就都会转过头来看我.”而日本

人呢,遇到像克拉克那样的人,竟然能说出“それはそうだけどもね

エ”那种很像是日本人说的日本话,则会感到很吃惊.相反,如果是

美国人,他们看到一个和自己相貌身材完全不同的人讲英语,他们是

一定不会感到奇怪的.

操多种语言的吉库尤族

另外,外国人和日本人都认为,日本人讲外语很差.这或许有各

种原因,但是主要还是因为日本人生活在日本,每天听到的语言几乎

都是日语,根本没有必须说外语的机会,因此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情.不使用外语的人,也不仅限于日本人,美国人也是同样,大多数

人只会讲英语,只懂英语.
据桥本万太郎说,美国有这么一个笑话.

问:“会讲三种语言的人叫做什么?”
答:“Trilinguist．”
问:“会讲两种语言的人叫做什么?”
答:“Bilinguist．”
问:“只会讲一种语言的人叫做什么?”
答:“American．”

而据说,住在非洲肯尼亚的内罗毕的黑人,属于吉库尤族,很多

人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写,不会念,但是他们在说话的时候,除了吉

库尤语之外,一般都会讲英语以及同属非洲语言但与吉库尤语系统

完全不同的斯瓦希里语,他们能轻松地分开使用两到三种语言(«语
言»１９７３３西江雅之).

本多胜一的«极限民族»中说,新几内亚的高地民族中,能讲两种

完全不同的语言的人到处都是.所以,对于日本人不会讲外语,没有

必要认为这是未开化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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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语的多样性

１．日语面面观

日本人是语言天才吗？

贺登崧神父常常会说一些出人意表的话.有一次他说:“日本人

真是语言天才.”他的理由是:“你听日本人打电话,他们在对故乡的

兄弟说话,对亲密的朋友说话,对顶头上司说话 这些语言的差

异,放在欧洲的话,无异于在区别使用三种不同的外国语.”
确实,如果一个九州筑后地区的人,给他老家的弟弟打电话的时

候会说:

ソギャンコトワ　シェンホーガ　ヨカタイ

但是,当他们来到东京,对他的要好的学友们会说:

ンナ　バカナコトヲ　スルヤツガ　アルカ

然而,当他走向社会,对他的上司则会说:

サヨーナコトワ　オヒカエナスッテワ　イカガデショーカ

说到欧洲的丹麦语、瑞典语、挪威语,虽然各自是不同的国语,但
这三种语言是很相似的,据说懂得丹麦语,就能听懂瑞典语和挪威

语.比如说,住在靠近挪威国境的瑞典的主妇,如果国内的鱼店没有

好货的话,就会越过国境到挪威的菜场去,用瑞典语在那儿买鱼,而
菜场里的人跟她说的是挪威语.这种语言上的差异或许最多也就相

当于日本的群马县方言与栃木县方言的差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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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的辛苦

根据对方的身份而使用不同的语言,同时也意味着要考虑自己

的身份而选择不同的语言.日本的演员要扮演各种角色,是很辛

苦的.
中村芝鹤曾经有过论述,比如据他说“いつ江戸へ来たか”有十

多种说法.

　“いつ江戸へおいでなされました” 武家也会使

用,但以町人为主.
　“いつ江戸へお越しでございました” 武家的女

性,或町人的妻子.
　“いつ江戸へ御座った” 父亲对儿子.
　“いつ江戸へ御座らしゃった” 母亲.
　“いつ江戸へ参られた” 武士.
　“いつ江戸へ来やしゃんした” 妓女.
　“いつ江戸へござんした” 妓女中有级别的“太

夫”,语气庄重.
　“いつ江戸へ来なさんした” 艺伎,语气娇俏.
　“いつ江戸へござりました” 僧侣,郎中.
　“いつ江戸へおいでなせえました” 手艺人,架

子工.
　“いつ江戸へござらっしゃりました” 厨子.

(«语言生活»１９６０４)

会话的描述

但是,这种情况,对文学家来说正是日语的长处.谷崎润一郎在

«阴翳礼赞»中写到过一个法国作家羡慕日本作家的事情.
比如说法国小说家想要描写有很多绅士和淑女聚集的某个沙龙

的热闹场面.一会儿这边冒出来几句简短的俏皮话,马上那边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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