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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称代词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尽管如此，比较日语人称代词和英语、汉语人
称代词的使用情况，
可以明显的发现日语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远远要低于他们。其实日语中的人称代词就数量上而
言绝不在少数，但是实际使用上却经常出现省略甚至是零称呼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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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英语、汉语还是日语，人称代词都是不可或缺的
“ you”
“he/she”
，汉语中的“我、你、他 /
存在。英语中的“I”

的具体使用情况作简单的考察。
首先，关于第一人称的使用，日本著名的语言学家金田

她”
，日语的“私、あなた、彼 / 彼女”
，都是作为常用的人称代

一春彦在《日本语》一书中对第一人称的使用做了一番陈述。

词。但是就其使用频率来说，日语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远远

日本人在日常会话中，有尽量避免使用第一人称代词的倾

要低于英语和汉语人称代词的使用。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向。如果经常把“わたしが”挂在嘴边，会给对方过于强调自

现象，本文试图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来探讨

一、
日语中人称代词的使用及其特点

己的不好印象。要是碰到不得不使用第一人称的场合，日本
人也会根据具体的场所和对象来选择合适的自称词，仍然选
择避免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其缘由与日本长久以来形成的集

1.人称代词的定义。所谓的人称代词是指在语法上反映

团观念密不可分，即在集团中尽量不突出自己与他人尽量保持

出人称区别的代词。而人称是指反映句中的代词或者是名词
究竟是属于说话人还是听话人，抑或是这两者之外的第三

一致。
其次，关于第二人称的使用，如果对方是长辈或上司的

方。根据离说话人的距离顺序一般可分为第一人称、第二人

时候，第二人称的使用要尤其谨慎。第二人称的使用之所以

称和第三人称。另外人称代词中有单数、
复数、
性、
格等的差别。

越来越小心，主要是由于日语中用来指称第二人称的代词其

2.日语人称代词的使用。日语人称代词究竟起源于什么

内在品格有逐渐下降的趋势[2]。所以直接用人称代词来称呼

时候，目前为止也没有确切的结论。正如铃木孝夫在《ことば

对方是非常不礼貌的。举“あなた”为例，昭和初期它作为尊

と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
“与欧洲各种语言中人称代词已

敬语是用来称呼长辈、上司或者同辈的，但现在它所包含的

经拥有数千年的历史这一特点相对照，日语中人称代词的历

敬意日趋减弱，用来称呼同辈或后辈的场合也在逐渐减少，

史是相当短暂的，且这一历史也很难追溯到古代。同时在这

现在基本上是用于妻子称呼丈夫的特定用语。

一过程中指称自己的代词和指称对方的代词是频繁相互交
替着的。”[1]
日语中人称代词分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代
词，每一类人称代词之中又包含着各自不同的称呼。
例如第一人称代词中有：わたし、わたくし、あたし、あ

而关于第三人称的使用情况，原本在日语中本来不存在
第三人称代词的。现在作为第三人称使用的
“彼”
实际上是古
代的远称指示词。而“彼女”也是明治以后，在翻译英语的
“she”时，
匆忙造出来的词语。可以说
“彼”
和“彼女”
是历史非
常短的两个词语。

たい、ぼく、おれ、われ、自分、こちら、当方、手前、わし、我

3.日语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根据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

輩·
··。第二人称代词中有：あなた、あなたさま、きみ、おま

进行的语言调查报告《現 代 雑 誌 九十 種 の用 語 用字》的「第 2

え、おたく、てめえ、きさま、諸 君、そちら、そっち·
··。第三

表 使用率 順 語 彙 表（全体）」，选取三个比较常用常见的人称

人称代词中有：かれ、彼女、あいつ、あの方、あちら、あの人、

代词“わたくし”
、
“かれ”
、
“あなた”做比较的话，发现这三个

そちら、
そいつ、
あれ·
·
·。

词在日语词汇中的地位分别排在第 24 位、第 58 位和第 136

可以说日语中人称代词的数量非常多，但是在日常会话

位[3]。

中，经常使用人名或者指人的人称代词的用法上与英语和汉

根据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大规模的词频统计与分析并

语相比较它的频率却很少。可以说，在日本人对话时，
存在着

通过国家鉴定的〈现代汉语三千常用词表〉，在依据使用频度

尽量有意识地少用人称代词的倾向。下面对日语中人称代词

降序排列的该词表中，
“我”
、
“他”
、
“你”分别排在了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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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第 6 位、第 8 位和第 22 位。可以说
“我”
“他”
、
、
“你”
这几
个人称词在现代汉语中是使用频度最高的名词类词语了。
比较日语和汉语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可以明显看出日
语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远远不及汉语人称代词。

二、从语言的角度分析造成日语人称代词省略
使用的原因
第一点，日语中有授受动词和授受补助动词，所以省略
掉人称代词也不会影响意思的理解。例如：ちょっと部屋に
きてもらいたいですが/ 今日は助力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两个句子即使没有人称代词出
现，也不会产生误解。再比如：弟は剃刀を 抜 いてくれたら、
死なれるだろうから、抜 いてくれと言った。それを 抜 いて
やって、死なせたのだ、殺 したのだとは言われた[4]。这里只
出现了一个“弟”，句子的语意关系基本上都是依靠授受动词
或授受补助动词来实现，所以可以顺利地理解它的意思，但
是如果是汉语的话，如果不使用人称代词，想必是没有办法
说清楚的。
第二点，日语中丰富的敬语词汇以及敬语的接头词，在
这些词汇内部本身就包含了清楚的人称指示关系，所以即使
省略人称代词也可以。例如：いつ日本にいらっしゃいまし
たか。ちょっとお伺いしたいですが。日本 語 がお上手です
如果要区分内外关系的话，日语
ね。再比如有关的亲属词汇，
中诸如“夫”、
“ご主人”
“妻”
、
“ 奥さん”不同的词就可以表示
清楚，但是在汉语来说，一定需要通过附加人称词来区分内
外。诸如
“你丈夫”、
“你太太”
等等。
第三点，通过被动和使役态的使用，省略人称代词也是
可行的。例如：そう 聞 かれたら 恥 ずかしいですが。もう子供
じゃないから、すきなようにさせよう。而在汉语中虽然也
有被动和使役的用法，诸如“把”、
“被”之类的词，但离开人称
代词很难把意思表达清楚。
第四点，日语中的感情形容词和形容动词本身就包含有
一定的人称属性，所以可省略掉人称代词。例如：涙 がこぼれ
るほど悲しい。カメラがほしい。李さんと 話 したい。再比
如像
“うれしい、寂しい、楽 しい”等词，只能是第一人称的说
话者。而汉语来说的话，一般都必须加上人称代词来明示出
来。譬如说：我很开心。
第五点，在日常寒暄语的使用上，日语也会尽量省略掉
人称代词。例如：どうぞおかまいなく。ご迷惑をかけて、真
にすみません。而在汉语中，
日常寒暄的时候，譬如：你好。对
不起，给您添麻烦之类的寒暄语中，时时都会有人称代词的
出现。
第六点，在日常会话中人称代词通常省略掉，或者通过
称呼对方的姓名抑或是对方的职务名称。尽量避免使用人称

母：
断りなしに他人の部屋に入ってしまっては
代词。例如：
迷惑だよ。息子：別 にいいよ。よく知っている友 達 だから。
王：
あした、
李さんも会 議 に行きますか。李：
行きます。

三、从文化的角度分析日语人称代词的省略使
用以及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心理
正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区别及
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提出：
“ 每一个人，不管使用什
么语言，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特殊世界观的承担者。世界观
本身的形成要通过语言这一手段才能实现。每种语言中都会
有各自的世界观。”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自不必待言，
语言的使
用习惯一定和本国的文化、历史、社会背景以及民族心理等
等文化要素是紧密地相互关联在一起的。语言和文化某种程
度来说是一体的，
两者不可分。
“间人主义”是日本著名教授滨口惠俊提出的概念。“所
谓的间人主义是指人们在说话办事时，充分考虑到他人或所
属部门的立场、情态及相互关系，强调相互间的依赖、和睦和
[5]
尊重。”
社会并不由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组成，
人们必须时
刻意识到自己生存在社会当中，并以此作为自己一切言行举
使用的语言是统一的，
生
止的基础。日本作为一个单一民族，
活在这样社会环境下的日本人无论是思维还是行动方式，还
是生活习惯或者风土人情等等，
都拥有很强的同一性。
所以，日本人在称呼对方时，经常使用“さん”
、
“様 ”
、
“君”之类的接尾词，或者“お”
、
“ 御”这样的接头词来表示敬
意。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认为直接称呼对方是很不礼貌的行
为，
通过添加接头或接尾词，形成一定的言语缓冲，来保持自
己和对方之间有一定的距离，避免对对方造成任何失礼的表
现[6]。所以在日语中尽管有大量的人称代词存在，
但日本人更
多是经常使用敬语等其他的言语表达方式而省略人称代词，
这可以说也是
“间意识”
的一个典型表现。
正是由于“间意识”的存在，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空间，
日本人在同其他人交往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绝对不会和
对方形成非常亲密的状态的。所以正由于此，亲切地称呼对
方，在很短时间内就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在这一点上对于
日本人来说是很困难的。所以人称代词的省略或者有时候出
现零称呼现象的时候也似乎可以理解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间人意识”和作为现代日本的普
遍意识或精神，通贯在整个日本社会的“集团主义”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联。生存在集团社会中的日本人，始终把集团放在
第一位，同时在这个集团社会中存在着严格的年资制度和上
下关系，所以在集团中过于强调自己是一种禁忌，处于集团
中的人们必须时刻注意与自己身份相适应的行动[7]。可以说
这种强烈的集团主义以及间人意识主导着日本人在日常生
活中时刻注意着自己的言行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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