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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越南文献中汉语亲属称谓研究 

                                      TS. Lê Quang Sáng 

Trường Đại học Ngoại thương Hà Nội 

摘要：19世纪越南文献中亲属称谓主要是古代汉语的书面语称谓，与中国19世纪的称谓相比，

其发展要晚中国称谓，文化内涵相吻合。亲属称谓语系统属于“二分法”类型，称谓数量庞

杂，变体多，呈现出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内外分明、亲疏相别等特点，表现在称谓语的数

量、结构、核心词素、语义和构词法等层面上。整个称谓系统倾斜于父系男性宗族称谓语，体

现了男性中心的位置，女性是附属身份，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观念，其社会结构和家庭

结构都以男权为中心，家族只包括父系，不包括母系，母系亲属被认为外亲，女方和母方亲属

被排除在外，反映出妇女在家庭中地位低下的事实。 

关键词：19世纪；越南文献；汉语亲属称谓；特点；文化内涵 

一．19世纪越南文献中汉语亲属称谓收录 

19世纪越南汉语文献中我们主要以《日用常谈》汉语教材和《寿梅家礼》家谱为主。

这两本书最具权威性及普遍性，所收录的亲属称谓语较为齐全，而且这两本书的编写方式

都是用喃字解释汉字，这对我们的考察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日用常谈》是范婷虎为越

南人学汉语用喃字编写的教材，其实它是最为系统、解释性也最强的汉喃词典，古今仍是

越南人攻读汉喃语言的重要教材。《寿梅家礼》是由胡嘉宾1897年所撰，本来是寿梅家族

的的家谱，主要借用―丧服‖的礼仪，后来被传开越南，越文译本沿用至今。 

如果以“我”为基准，取上下四辈，并将之与《尔雅》、《称谓语》、《汉语亲属称

呼辞典》和《古人称谓》所收录的亲属称谓进行对比，取得结果如下： 

 称呼对象 寿梅家礼 日用常谈 尔雅 称谓录 
亲属称

呼词典 
中国古代称谓() 

1 

父之父之

父 

高祖父 高祖父、故高

祖父、高祖考 

高祖王

父 

高祖 高祖父 高祖、祖门、显考、高祖王父、长

祖、高门 

2 

父之父之

母 

高祖母 高祖母、故高

母、高祖妣 

高祖王

母 

高祖母 高祖母 

高祖母、高祖王母，显妣 

3 

曾祖父 曾祖父 曾祖父、曾大

父、故曾祖

父、曾祖考 

曾祖王

父 

曾祖 曾祖父 曾祖，曾祖父、曾祖王父，太翁，曾

父，曾大父，皇考、曾翁、曾大父、

大王父、太公、曾太公、曾门、府

君、次长组 

4 

曾祖母 曾祖母 曾祖母，曾太

祖母、故曾

母、曾祖妣 

曾祖王

母 

母之祖 曾祖母 曾祖母，太婆，太奶 

5 

外曾祖父     外曾王

父 

母之祖 外曾祖

父 

外曾祖父、外曾祖、外曾王祖 

6 

外曾祖母     外曾王

母 母之祖母 

外曾祖

母 

外曾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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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父之父 祖父 祖、大父、故

祖父、显祖考 

王父 祖 祖父 祖，王父，大父，祖君，公，翁，翁

翁，太翁、阿翁，大门中,爷爷，王考 

8 

母之父 翁、外祖

父 

外祖父、外祖

考 外王父 母之父 外祖父 

外祖父、外翁、外大父、家公、老

爷、外王父、大父、外租 

9 

祖母 祖母 祖母、大母、

故祖母、显祖

妣 

王母 祖母 祖母 祖母，婆，奶奶，重慈，大母，黄祖

妣，祖姑，太皇太后（季祖母、庶祖

母、妾祖母，嫡祖母）王母、大母、

太母、太婆、祖婆 

10 

外祖母 外祖母 外祖母、外祖

妣 外王母 母之母 外祖母 

外曾王母、外祖母、外婆 

11 

父 父、继父 父、严君、严

堂、故父、显

考 

父/考 父 父亲 父、公、太公、翁、尊、家尊、令

尊、尊君、尊公、大人、家、家翁、

君、大君、严、家严、严亲、爷、

爹、爸、大、哥、先君、先严、先

父、老子、椿庭、义父、阿公、家

尊、老儿、先生、夫子、耶、爷爷、

爹爹、兄兄、哥、官、君、亲父 

12 

母亲 母、继

母、嫡

母、慈

母、嫁

母、乳

母、养

母、生母 

母、慈闛、萱

堂、故母、显

妣 

母/妣 母 母亲 母、大人、婆、娘、媪、姥、妈、

慈、家家、家慈、先慈、姊姊、太夫

人、萱堂、令堂、尊堂、尊堂、生

母、亲母、慈母、养母、继母、继

亲、后母、假母、续母、蔗母、少

母、诸母、支婆、姨、义母 

13 

父之兄 伯父 伯父、世父 世父 父之兄 伯父 伯、伯父、世父、诸父、从父、犹

父、伯伯、公 

14 

父之兄之

妻 

伯母 伯母、世母 世母 父之兄妻 伯母 伯母、世母 

15 

父之姐 姑母 姑 姑 

  

姑 姑、姑母、姑妈、姑姑、大姑、姑

姊、姑姊妹、女伯、老姑、丈人、仁

姑 

16 

父之姐之

夫 

  姑丈 

    

姑父 姑父、姑丈、姑夫、姑婿 

17 母之兄 舅舅 母舅 舅 母之兄弟 舅 伯舅、舅、舅父 

18 

母之兄之

妻 

    

  

母之兄弟

之妻 

舅母 舅妻、舅母、妗 

19 

母之姐 姨 姨母 从母 母之姊妹 姨 从母、姨、姨母、阿姨、姨娘、姨

婆、姨姨 

20 

母之姐之

夫 

  姨丈 

  

母之姊妹

之夫 

姨父 从母之夫、姨夫、姨父、姨丈人 

21 

父之弟 叔父 叔父 叔父 父之弟 叔父 仲父、叔父、季父、家叔、亡叔、贤

叔、叔、阿叔、大人、从翁、阿兄 

22 

父之弟之

妻 

叔母 叔母 叔母 父之弟之

妻 

叔母 叔母、季母、婶 

23 

父之妹  姑母 姑 姑 

  

姑 姑、姑母、姑妈、姑姑、小姑、姑

妹、姑姊妹、女叔、丈人、仁姑 

24 母之弟 舅舅 母舅 舅 母之兄弟 舅 舅、舅父、叔舅、仲舅、元舅 

25 

母之弟之

妻 

  母妗 

 

从母 母之兄弟

之妻 

舅母 舅妻、舅母、妗 

26 

母之妹 姨 姨母 

  

母之姊妹 姨 从母、姨、姨母、阿姨、姨娘、姨

婆、姨姨 

27 母之妹之   姨丈   母之姊妹 姨父 从母之夫、姨夫、姨父、姨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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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之夫 

28 

父之妹之

夫 

  姑丈 

    

姑父 姑父、姑丈、姑夫、姑婿 

29 

同胞男性

年长 

兄 兄 兄 兄 兄 老兄、兄、�、同产、哥、大哥 

30 

兄之妻 嫂 嫂 

 

嫂 

 

兄之妻 嫂 嫂 

31 

同胞女性

年长 

姊 姊 

 

姊/姒 

 

姊 姐 姊、姊姊、老姊、贤姊、贵姊、阿

姊、姊姐、女兄、奶、姐姐、姒 

32 姐之夫   姊夫 甥/私 姊之夫 姐夫 甥、私、姊夫、姊婿、姐夫 

33 

同胞男性

年幼 

弟 弟 弟 弟 弟 弟、男弟、亲弟、同产弟 

34 
弟之妻 㛪妯 弟妇 妇 弟之妻 弟媳 弟媳、妇 

35 
妹之夫   妹夫 甥/私 妹之夫 妹夫 妹夫、妹丈、妹婿、从妹夫、甥、私 

36 

父亲之兄

弟之子 

堂兄、堂

弟 

堂兄、堂弟 从父晜

弟 

同祖兄弟 堂兄、

堂弟 

叔伯兄弟 

37 

父亲之姐

妹之子 

表兄、表

弟 

表兄、表弟 

 甥 

 表兄、

表弟 

表兄弟、外兄弟、外表、甥 

38 

母亲之兄

弟之子 

表兄、表

弟 

表兄、表弟 

 甥 

母之兄弟

之子 

表兄、

表弟 表兄、表弟内、内兄弟、内表、甥 

39 

母亲之姐

妹之子 

表兄、表

弟 

表兄、表弟  从母晜

弟 

 母之姊妹

之子 

表兄、

表弟 

表兄弟、姨兄弟 

40 

父亲之兄

弟之女 

堂姊、堂

妹 

堂姊、堂妹   同祖姐妹 堂姐、

堂妹  

41 

父亲之姐

妹之女 

表姊、表

妹 

表姊、表妹 

    

表姐、

表妹 表兄、表弟内、内兄弟、外表 

42 

母亲之兄

弟之女 

表姊、表

妹 

表姊、表妹 

    

表姐、

表妹 表兄、表弟内、内兄弟、内表 

43 

母亲之姐

妹之女 

表姊、表

妹 

表姊、表妹  从母姊

妹 

母之姊妹

之女  

表姐、

表妹 诸表、内表 

44 

子 子、长

子、次子 

男 

子 

 

子 儿子 丈夫子、男、儿、儿子、孩儿、晚

生、息男、宠子、保子、息、儿郎、

令郎、长子、次子、次男、中子、少

儿、幼子、嫡子、庶子、庶男、余

子、侧室、之子、诸子、别子、介

子、孽、孽子 

45 

女 女子  女 女子子 女 女儿 女子子、弱女、细娘、雅女、门楣、

小茶、小娘子、女子 

46 

子之子 嫡孙、嫡

孙男、孙

男 

孙 孙 孙 孙子 孙、孙姓、小晚生、孙息、孙枝、文

孙 

47 子之女 孙女 孙女   子之女 孙女 女孙、孙、外孙女、外孙儿 

48 

女之子 嫡孙、嫡

孙男、孙

男 

孙 

外孙 

女之子 外孙 外孙、外孝孙 

49 女之女 孙女 孙女   女之女 外孙女 外孙女、重亲 

50 

姐妹之子  孙孙男 外甥 

出/甥 

姊妹之子 外甥 出、侄、甥、宅相、名甥、贤甥、外

甥、外生、养甥、姊子、从甥 

51 姐妹之女  孙孙女 外甥女   姊妹之女 外甥女 外甥女 

52 兄弟之子 侄男 姪 姪 兄弟之子 侄子 犹子、从子、侄、侄男、侄辈、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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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爱侄、兄子 

53 

兄弟之女 
侄女 姪女   兄弟之女 侄女 

侄、女侄、犹女、从女、兄女、弟

女、仲女 

54 

子之子女

之子 
曾孙男 曾孙 曾孙 

远孙 
曾孙 曾孙、元孙、 

55 

子之子女

之女 
曾孙女 曾女   曾孙女 曾孙女 

56 

子之子女

之子女之

子 

玄孙男 玄孙 远孙 远孙 玄孙、远孙 

57 

子之子女

之子女之

女 

玄孙女 玄女   远孙 来孙、仍孙 

注：表中为空的表示文献中未收录 

中国明清时代亲属称谓有口语和书面语之分（白文和文言文），但19世纪越南文献中汉

语亲属称谓主要还是书面语的古代称谓。与越语喃字称谓（基本上都是单音节称谓）1相

比，其数量庞大而仔细，复杂，变体多。与尔雅、称谓录的称谓对比，其数量较为齐全。与

《亲属称呼辞典》和《古人称谓》（袁庭栋）所收录的称谓相比，其显得较为简单，变体

少。 

从称谓音节看，中国近代亲属称谓呈现出双音节的发展趋势，基本上不再适用单音节称

谓了，但是越南文献中还收录一大部分单音节称谓：父、母、兄、弟、姊、妹、子、孙、

姪，就父之姐妹、母之姐妹呈现出双音节的发展趋势，表现在不同资料中收录为单音节

“姑、姨”或双音节“姑母、姨母”。19世纪中国亲属称谓有口语和书面语之分，但越南文

献中除了《寿梅家礼》收录的“舅舅”，《日用常谈》收录的“母妗”和一些自造新的称谓

之外，其他称谓基本上与古代书面语的称谓无别。 

唐代中国“姐”、“哥”已有此称。“哥”字本义为歌声，《说文》：“哥，省也，从

二可，古义以为歌字”。据袁庭栋《古人称谓》中的研究2：“唐代以前作为男性之称而且

使用颇广”，“从唐代开始，就逐渐称兄为“哥”了，到了宋代，则是“以兄为哥，举世皆

然”（庄绰《鸡助编》卷上）。“姐”和“姊”古音相同，《通雅》卷十九《古呼姐为姊》

条中说：古少麻韵，读姐为姊》。唐代李白《寄东鲁二雅子》诗：小儿名伯禽，与姐一齐

肩”，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妇女称姐》：“近世多以女兄为姐”。至19世纪

“姐”、“哥”已普遍使用，但是越南文献中这两个称谓未出现，仍然使用“兄”和

“姊”。 

兄弟之子的称谓最早《尔雅》收录为“姪”，后来《汉语亲属称呼辞典》和《古人称

谓》都收录为“侄子”，可见兄弟之子的称谓从“姪”演变成“侄”，“女”被男性“亻”

偏旁所代替，是母系氏族女性角色被父系氏族男性角色所代替的痕迹，但是19世纪越南文献

中仍然使用“姪”。 

可见，19世纪越南文献中汉语亲属称谓的发展要晚于中国。其主要原因除了越中地理位

                                                        
1 黎光创《越汉亲属称谓语与性别差异》，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2 袁庭栋《古人称谓》，中华书局，1998：16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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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之差和传入越南的汉字以儒家古代经典为主的两大原因3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使之与中国

不同的是，其受当地文化的影响。从语言理论上看，19世纪越南文献中的亲属称谓是中介语

（越南人学汉语后所使用的汉语），其别于中国亲属称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母语负迁移，表

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部分男性称谓汉字仍以“女”旁构成，如“姪、曾姪”等。这个现象有可能受古书籍的

影响，也有可能受越南文化的影响，例如越南喃字同胞男性年幼称谓同样用由“女”偏旁构

成的“ 㛪”字。 

晚辈女性称谓省略了父系男性宗亲称谓“孙”词根，对比： 

汉语 中介语 

孙子 孙 

孙女 孙女 

曾孙 曾孙 

曾孙女 曾女 

玄孙 玄孙 

玄孙女 玄女 

自造称谓词：母妗、孙男、孙孙男、孙孙女、侄孙男、玄孙男等，这是目的语规律过度

泛化的现象。 

“孙、孙男”通称子女之子，“孙女”通称子女之女。《日用常谈》：“孙羅 ”

（孙是子女之子），“孙女羅  ”（孙女是子女之女），《寿梅家礼》分别使用孙男、

孙女，而这两本书“外孙、外孙女”均未收录。越南古今将子女之子女通称为“cháu‖,喃字

用“ ”。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第一，受越南文化不区分性别的影响，“孙子、孙女”

泛化，指称对象扩大，演变成通称子女之子女，第二，母语负迁移，将汉语的意义等同于越

语的意思。 

错误理解汉语亲属称谓的指称对象。古今越南人对汉语“表兄、表姊、表弟、表妹”

的指称对象理解错误。《日用常谈》对“表兄、表姊、表弟、表妹”解释如下：“表兄羅

英 茹姑姉吒 ”（“表兄”是父之姐之子），“表兄羅英 茹英媄姉媄”（“表兄”是母

亲兄姐之子）；“表姊羅姉 姑姉吒 ”（“表姊”是父之姐之女），“表姊羅姉

茹英媄姉媄（“表姊”是母亲兄姐之女）；“表弟羅㛪 茹姑㛪吒 ”（“表弟”是父之妹

之子），“表弟羅㛪 茹㛪媄”（“表弟”是母之弟妹之子）；“表妹羅㛪 茹姑㛪

吒 ” （“表妹”是父之妹之女），“表妹羅㛪 茹㛪媄（“表妹”是母之弟妹之子）。

                                                        
3 王力《汉越语研究》，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二册，19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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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光创在“越汉亲属称谓与性别差异”博士论文中对学汉语的越南人与学越南语的中国人

就现代汉语“表兄、表姐、表弟、表妹”的指称对象进行考察，其结果与《日用常谈》所

解释的意思相同，连阮氏翠幸（2004）在硕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与越语亲属称谓语对比

研究友其文化内涵》中对“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哥、表弟、表姐、表妹”的理解

也不太准确，将“堂兄、表兄”，理解为“anh họ”（父母之兄姐之子），“堂姐、表

姐”理解为“chị họ”（父母之兄姐之女），“堂弟、表弟、堂妹、表妹”理解为“em 

họ”（父母之弟妹之子女）（21-22页）。 

汉语古今对“表兄、表姊（姐）、表弟、表妹”的指称对象相同。《汉典》：“姑母、

舅父、姨母之子，年长于己者称表兄”，“姑母、舅父、姨母之女年长于己者，称表姐”，

“姑母、舅父、姨母之子年幼于己者称表弟”，“姑母、舅父、姨母之女，年幼于己者称表

妹。”可见，“表兄、表姊（姐）、表弟、表妹”的指称对象表示同辈之间的差别，与长辈

无关联。交际中称谓语的选择不根据父母辈的年龄，而根据父母辈的子女与“我”年龄的大

小进行的。 

越南父母兄弟姐妹的子女与“我”之间的称呼，要根据父母辈的辈份称呼，而不是根据

“我”辈的年龄称呼，如父母弟妹的子女不管年龄大小都应称“我”为“anh, chị”（兄、

姐），自称为―em‖（弟妹），反过来父母兄姐的子女称“我”为“em”，自称为“anh, 

chị”，父母辈长幼之别也是其后代辈份之别。《日用常谈》所解释的意义就是越南人称呼

方式。可见，这种现象就是受越南文化的影响，是越语负迁移的结果。 

二．19世纪越南文献中汉语亲属称谓的特点与文化内涵 

2.1 亲属称谓的特点 

19世纪越南文献中汉语亲属称谓呈现出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内外分明、宗亲相别、

亲疏分明等特点，具体如下： 

2.1.1 长幼有序、尊卑有别 

以“我”为基准，长幼称谓较为对称，例如：兄—弟，姊—妹，叔父—姪，祖父—孙

子，曾祖父—曾孙。 

但是，总体上看，长辈的称谓变体多，晚辈的变体少，长辈称谓仔细，晚辈称谓概括

简单，数量上不对等，如长三辈父系男性直系称谓收录四个：“曾祖父、曾大父、故曾祖

父、曾祖考”，但晚三辈男性直系称谓只有一个：“曾孙”。 

与中国汉语相同，亲属称谓只对父亲兄弟做出年龄上的区分，分别称为“伯父、叔

父”，但是父亲的姐妹、母亲的兄弟和姐妹，都没有年龄上的区分，分别称为“姑、母

舅、姨母”。 

可见，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是19世纪越南文献中汉语亲属称谓系统的一大特点。 

2.2.2 男女有别、性别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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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字结构和称谓标记来看，亲属称谓中除了表示兄弟之子以女旁构成的“姪”之

外，男性称谓不用“男”旁或“男”字构成，而女性称谓常以“女”旁构成，对比： 

兄——嫂；兄——姊；弟——妹，弟——弟媳， 母舅——母妗。 

长辈男性称谓常以“父”语素为标记，女性称谓常以“母”语素为标记，晚辈男性称

谓往往无标记，女性称谓常以“女”词素为标记，称谓词的最后一个词素往往起着指定性

别的作用。例如： 

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父——母；叔父——叔母；孙——孙女，姪——姪

女；曾孙——曾女；玄孙——玄女。 

从称谓音节来看，少数男性称谓音节少于女性称谓音节，如：外甥——外甥女；弟——

弟媳；孙——孙女；姪——姪女等。 

从核心称谓（词根）来看，男女核心称谓词素显得不对称，男性核心称谓词素多于女

性称谓词素，女性核心称谓严重缺位，例如：祖——？；伯——？；叔——？；舅——

？；孙——？，姪——？甥——？ 

少数男女核心称谓词素对称，例如：  

父——母；兄——姊；弟——妹；子——女；兄——嫂。 

极为少数男性核心称谓缺环：姑——？；姨——？ 

从称谓的构词结构看，多音节称谓主要以父系男性宗亲词素为词根向左右构成，常以

“父、母、女”词素作为词缀。男性长辈称谓常以“父”为词缀，女性长辈常以“母”为

词缀，晚辈男性称谓往往为无标记，晚辈女性称谓常以“女”词素为词缀， 

例如： 

祖→祖父→曾祖父→高祖父；祖→祖母→曾祖母→高祖母 

叔→叔父-叔母； 伯→伯父-伯母； 孙→孙女； 姪→姪女 

只有少量女性称谓和其配偶称谓以女性核心称谓为词根向左右扩散构成，如：母→母

舅-母妗， 姨→姨母 -姨丈， 姑→姑母 – 姑丈，姊→姊-姊夫，妹→妹-妹夫。 

晚辈若干女性称谓省略了男性称谓词素，对比： 

孙→曾孙→曾女；孙→玄孙→玄女 

可见，每个称谓都具有性别含义，性别是不同称谓的区别性特征之一。性别分明是汉

语亲属称谓语的一大特点。 

2.2.3 内外有别，远近分明 

从称谓数量上看，父系称谓复杂、变体多，母系称谓简单、概括、缺位，如长三辈、

长四辈所收录的父系称谓较为齐全，较为复杂、变体多，但是母系称谓却未收录。父系称

谓中父亲兄弟做出年龄上的区分，分别为“世伯、叔父”，但是母亲兄弟姐妹都没有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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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上的区分，分别为“舅舅、母舅”和“姨母”。 

从称谓标记上看，母系称谓常冠以“外、表”为标记，如“外祖父、外祖母、表兄、

表弟、表姊、表妹”，“外、表”就是表示“外”的意思，父系称谓往往无标记或冠以

“堂”为标记，如“堂兄、堂姊、堂弟、堂妹”，“堂”是同堂的意思，是自己家里人。 

从构词结构上看，父系称谓词常以父系核心称谓为核心向左右扩散构成，母系称谓除

了以母系核心称谓为词根构成的母舅、母妗、姨母、姨丈等四个称谓之外，其他称谓都以

父系核心称谓为核心向左右扩散构成，例如： 

祖→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高祖母； 

祖父→外祖父；祖母→外祖母； 

叔→叔父-叔母； 伯→伯父-伯母；孙→孙女 

兄→堂兄—表兄；弟→堂弟—表弟；姊→ 堂姊—表姊 

亲属称谓的数量、标记、结构都体现出内外有别，远近分明的特点，可见这是汉语亲

属称谓的特征之一。 

2.2.4宗亲有别，亲疏分明 

仔细分析亲属称谓的词义，发现每个称谓都蕴含着宗亲与非宗族之意。宗族观念相当

明显，同样的父系称谓，从男性而出的亲属是同一个宗族同宗同姓氏，从女性而出的亲

属，不同姓，非宗族。父系称谓中，父亲的兄弟做出年龄上的区分，分别为“世父、叔

父”，而父亲的姐妹不需要，通称为“姑母”。伯叔的子女冠以“堂”标记，如堂兄、堂

姊、堂弟、堂妹，而姑母的子女却冠以“表”标记，如表兄、表姊、表弟、表妹，把他们

和母系的舅父、姨母的子女归为同一类，称谓相同。这是因为伯叔的子女与“我”姓氏相

同，而姑母的子女与舅父、姨母的子女与“我”不是同一姓氏，是宗族以外的人。兄弟的

子女叫做“姪子、姪女”，姐妹的子女却冠以“外”标记，叫做“外甥、外甥女”。前者

与“我”同姓同宗同族，后者与“我”不同姓，不同宗，非宗族。 

越南文献中晚三、四辈不加以区分宗亲和非宗亲，将“孙、孙女”分别通称为子女之

子和子女之女，将宗亲和非宗亲的区别化为无别。中国汉语晚辈儿子的子女同样区分开

来，子之子女分别为孙子、孙女，女之子女分别为外孙、外孙女，女儿的子女却冠以

“外”标记，是非宗亲的亲属。 

婚亲称谓以血亲核心称谓为词根向右扩散构成，血亲亲属亲于婚亲亲属，如：母→母

妗，姨→姨丈，姊→姊夫，妹→妹夫。 

显而易见，亲属称谓语宗族之别，亲疏分明是汉语亲属称谓的特征之一。 

2.2 亲属称谓的文化内涵 

“男女有别”、“内外分明”和“宗族观念”有着内在联系，例如伯叔之别看上去像

是年龄上的差异，但我们联系到他们下一代称谓上的“堂”、“表”之别，就可以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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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叔和姑母的称谓上包含着宗族之别。同样，兄弟和姐妹似乎是性别的差异，然而把姪

子、姪女与外甥、外甥女这两组称谓之间的对立考虑在内时，就发现兄弟与姐妹称谓中的

男女有别有着宗族和非宗族的区别功能。父系、母系称谓之别归根到底是两个宗族的差

别。宗族是以男性为线索代代繁衍的系列，对女性具有排斥性，女性的子女属于她们丈夫

所在的宗族。可见，男女有别、内外分明与宗族之别一致。 

亲属称谓语呈现出男女有别、内外分明、宗族之别、亲疏分明等特点，归根结底是性

别的差异，整个称谓系统围绕着男性。家庭中父亲一方的亲属是父系亲属，由母亲一方的

亲属是母系亲属。父系中区分宗亲和非宗亲，宗亲亲属是由男性而出的亲属（同姓氏），

非宗亲亲属是由女性而出的亲属（不同姓氏）。我们以旁系称谓语中的“堂”和“表”为

例，这些附着词素用来区分亲疏，宗亲和非宗亲，如“堂哥、堂姐、表哥、表姐”的

“堂、表”，表面上无性别之分，但是仔细观察，归根也是性别的差异，为何叫做“堂

哥、堂姐、表哥、表姐”呢？“堂哥、堂姐”不是父亲兄弟的子女吗？“表哥、表姐”是

姑母或母亲兄弟姐妹的子女吗？可见，男性一方用“堂”，女性一方用“表”，可以说男

女有别贯穿整个汉语亲属称谓语系统，只是它以不同的形式表现。 

亲属称谓系统复杂而又明晰，属于“二分法”类型。首先是父系和母系的区别，其次

是系支繁衍关系与婚姻关系相别。尽管辈份、性别相同，但是“祖父和外祖父”，“伯叔

和母舅、姑母、姨母”等因系不同而用不同的称谓词，如“姑母与伯母、叔母”，“伯叔

与姑丈、母舅与姨丈”等之间的差异在于姑母、伯叔、母舅等是系支上的直接繁衍关系，

伯母、叔母、姑丈、姨丈只是通过婚姻才具有亲属关系，而所用的称谓不同，是“三亲六

戚”的表现。“三亲”指的是“宗亲、外亲、婚亲”。“三亲”的划分以性别和血缘关系

为标准，相当于“父系、母系、婚系”。“三亲”表明了亲属关系的远亲，其中“宗亲”

是亲属关系的主体部分。这种分法反映了男性和女性，父方和母方亲属，血亲和婚亲的不

同对待，女方和母方亲属不受重视。 

三、小结 

19世纪越南文献中亲属称谓发展晚于中国称谓，主要是古代汉语的书面语称谓，其文

化内涵与中国称谓相吻合。亲属称谓语系统庞杂，变体多，男女有别，内外分明、宗亲相

别、亲疏分明，整个称谓系统倾斜于父系男性宗族称谓语，女性和母系称谓语简单、笼

统、概括、缺位。 

亲属称谓语系统的结构、核心词素、语义、构词法等层面都体现了男性中心的位置，

女性是附属身份，只能跟随男性。男性和女性，父系和母系，宗亲和非宗亲的称谓数量不

对等，意义上不对称，女性和母系称谓严重缺位，而且要隶属于父系男性宗族称谓，以其

为词根，向左右扩散构成，是父系男性宗族称谓的派生品。这种“男性中心扩散”的称谓

系统进行男女、内外、亲疏二分，使汉语亲属称谓系统成为以父系男性宗族为基点的称谓

系统，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观念，其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都以男权为中心，为主

体，家族只包括父系，不包括母系，母系亲属被认为外亲，因此称谓语上需要加以“外、

表”区别。父系亲属又分为宗亲和非宗亲，由男而出的亲属是宗亲，由女性而出的亲属是

外亲，异姓族，称谓上需要加以“外、表”标记。女方和母方亲属被排除在外，反映出妇



10 | 汉语和越南语形容词的体 

 

女在家庭中地位低下的事实。 

可以说，亲属称谓语属于“二分法” 类型，“男女有别、内外分明、宗族相别”归根

是男尊女卑。首先以男性为本体，后分为男性和女性，再分为父系、母系、夫系、妻系，

四系中各分为男性和女性、直系和旁系、宗亲和非宗亲、血亲和婚亲，前者亲于后者，前

者重后者轻，充分体现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同时，称谓语的产生也体现了中国人太极

（男性）生两仪（男女）、两仪生四象（四系）、四象生八卦（八亲）等思维方式与传统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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