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印度为中心。乔布斯从没来过

中国，但早年游历印度与日本多

多，且受它们影响较深，他心中的

“东方”就主要是这两个国家。

过去多年，我们不断嘲讽韩

国老是争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地标甚至节日等，将它包装成自

己的原创。其实日本很多时候也

是如此。这里面，既有它们的文化

忧郁，也有我们自身对于传统文

化价值的漠视。

说回日本新年号，一方面我

们是可以为汉字的影响力自豪，

但另一方面，恐怕无法完全压制

安倍与日本的一份独立性。

日文是用了很多汉字，但绝

非毫无创新。日本人不仅丰富了

汉字的使用与汉语词汇表达，还

一度先于中国大陆落实汉字简化

运动。其中，许多字我们还采用了

他们的方式。“中国”的“国”，就

参考了日本对汉字的简化。

1981 年日本文部省审议通过

的《常用汉字表》，列有 1945 个汉

字。加上人名地名等，超过 2000

个。若想看更多细节，可以参考日

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 原宏之

的《日本的汉字》一书。

更大的创新，在于词汇层

面。这一层面，日语对于汉语的

改造，简直可以称为一场革命。

如果没有日本人对于汉语词汇

的创新，近现代中国的文化甚至

革命进程都可能会受到偌大影

响。

因为，截至目前，我们日常表

达里的许多词汇，都来自日本对

于汉语词汇的重构。高名凯等人

编著的《汉语外来词词典》里面列

有大量来自日语的外来词。随手

举一些，就能让人吃惊。诸如：

“社会、证券、参观、商业、选

举、政府、绝对、生产、欲望、野心、

要领、用法、领土、理事、伦理、流

露、伦理学、列强、立宪、螺旋、留

学生、劳动、流行、利益、浪漫、留

学、民权、民法、美学、被告、没收、

保释、场合、法庭、舞台、干部、本

地、分析、物理、化学、抽象、统计、

团体、数学、地位、心理、进化

……”

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我们日常

表达几乎无法脱离的词汇。在日

本文化语言学里，它们都被称为

“和制汉词”。我们通常说的来自

日语的汉语外来词，大都是这种

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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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年号背后：
继“平成”之后，“令和”成为日本第 248 个年号。日本政府宣

布，该年号将于 5月 1日新天皇即位时更换。

日本首相安倍强调说，“令和”出自日本古典诗歌《万叶集》

“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意思是秩序与和谐，并强调它不是来自

中国汉语典籍。而此前，日本 247 个年号，均引自中国文献。

安倍为什么特意强调不是出自汉语典籍呢？ 这背后其实有

尴尬，也有中日语言文化交流与博弈。

安倍的表达有两重尴

尬———

一是两个汉字直接来自汉

语不说，它们独立表达的意义，

亦完全袭自汉语，根本不是自

《万叶集》始。

所谓“令月”，最早出自《仪

礼·士冠礼》：“令月吉日，始加

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

考惟祺，介尔景福。”

所谓“和”，《广雅》：“和，谐

也。”俗常义则是和谐、平和、中

和、和平。北京奥运开幕式，一

个大大的“和”字。日本所谓“大

和”民族，亦取义“和平”。

显然，两字义项，根本未出

汉语典籍基本语境下的词义。

二是两字共出的语境，亦

袭自汉语典籍。《万叶集》云“初

春令月，气淑风和”。东汉张衡

《归田赋》则有“仲春令月，时和

气清”。没错，就是发明地动仪

那位张衡。《万叶集》汉化版始

自唐代中日交通密集之后，日

本师法东土，故而诗句袭从，明

摆着前后关系。

除了凸显本国传统文化之

外，我想，应该有安倍想代表日

本争夺汉字文化圈、东方文化

甚至整个亚洲影响力的用意。

他想渲染出日本文化的独立

性，背后体现了一种语言牢笼

意识。

日本人接受汉字，大致在

古汉语楷书确立之后，已近东

汉末。而规模化普及，则在公元

6 世纪末至 7 世纪初的日本推

古朝。当时，日本正式从邻国唐

帝国、朝鲜半岛接受儒教、佛

教、道教等文化、宗教。其中各

种文化的核心媒介就是汉字。

这一影响已长达 1300 年之久。

汉字渗透了日本的语言、文化

以及日本人的精神世界。

日本近代以前的历代天皇

诏书，大都用汉字书写。当然发

音不同于汉音。即便“二战”宣

布投降的裕仁天皇，最后诏谕，

亦是如此。

鸦片战争甚至明治维新之

前，日本多师承中国，东向思维

甚重。不过，遭遇欧美早期殖民

凌辱后，它开始全面学习所谓

西方，脱亚入欧。甲午战争，战

胜满清海军，东海几无中土舢

板，日本士气大振；10 年后，中

国东北，日俄战争，沙俄一败涂

地，日本人信心爆棚了。因为，

10 年之内，它打败了世界上两

个最大的大陆国家。

从此日本对大陆不屑。它

还不断挖掘过去几百年尤其是

隋唐、元帝国两段历史，书写当

年如何打败侵略者的荣耀。在

日本人眼里，满清、近代中国已

不是正宗的儒家文明，甚至已

经无法为“东亚”“东方”代言。

后来的“大东亚”概念，它便以

自身为中心，构建国际政治体

系。

打败满清与沙俄后，日本

已很难自视为亚洲国家了。它

对汉字的态度，亦趋于微妙。明

治天皇时期，有过一轮密集争

论，就是是否要废止汉字。“废

止派”起初占据上风，他们的理

由是汉字识读、书写太难，空耗

民众心力。不过，当年日本工业

化剧烈，社会伦理、道德风俗、

环保压力甚重，日本不断反思

全盘西化之弊端。“延续派”认

为，与汉字相关的东方文化尤

其儒家文明有补救西方文明之

功用，且掌握汉字的多为贵族、

上层社会，于是更得当局认

同。

事实上，即使想强制废止，

也不可能。汉字在日普及 1000

多年，已完全适应日本语言表

达，且有诸多复杂的创新，完全

转向假名体系，不止带来混乱，

表达是否真正有效、经济、合

适，当年尚无清晰认知。还有一

层，汉字不仅丰富了日语，更是

丰富了日本的文化与精神世

界。废止汉字无异于阉割自身

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这种牢笼之感，眼前也是

如此。想想看，若真要展示日本

彻底的文化独立性，索性连年

号也不用汉字得了嘛。这里面，

有日本这个国家对于中国大陆

文化一种复杂的心理在。汉字

虽然全球认知较难，属于比较

难学的文字体系，但它却是儒

家文明、传统文化的符号之一。

若中断汉字使用，日本固然能

彰显独立的日文符号，但无疑

会弱化它与大陆文明之间的关

联，从此少去诸多吸引海外关

注的媒介。

读日本学者白石隆《海洋

帝国：如何思考亚洲》，虽然更

像是一本突破大陆“超稳定结

构”的书，但最后部分给日本的

建议里，明显希望它重回亚洲。

考虑到中美博弈，处于夹缝中

的它，确实有动力强化它的亚

洲尤其是“东亚”与“东方”的属

性。此刻的“令和”有日本重塑

国家形象的怀柔心理。

需要坦陈一点，在西方意

识形态左右、操纵下，很多西方

人对“东方”的认知，一度以日

《汉语外来词词典》里，来自

日语的外来词最多。为什么会出

现这种罕见的语言交织现象？这

背后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若审视

上述词汇的搭配，就会发现，它们

大都诞生在清末民初。

诞生在明治时期，一点也不

偶然。因为，那是日本疯狂的全盘

西化年代。它狂热地吸收着西方

现代文明的种种。你能看到上面

许多政治、政经、制度文明、技术

文明的痕迹。

为什么用汉字去转译西方

的词汇？除了日语入不敷出，应

该跟日本 1000 年来引用汉字的

符号化有关。就是说，在日语

里，汉字虽然也有意义，尤其还

残留着许多象形特征，但对日语

来说，它仍还是异质的符号，如

此，它比日语符号更有利于作为

表音的部分组合起来，编译西方

文明信息。

为什么中国人会吸收如此之

多？我们自身为什么没有创造出

来？

这既与文明的演进程度以及

接受、学习有关，也跟汉语的文白

语言的博弈有关。

清末民初，尤其是甲午战争

之后，满清帝国意识到自身落后，

开始强化学习西方。而日本演进

更快，并且对海外做了大量译介，

它便成了许多中国留学生的主要

去处。中国近现代诸多名人都受

过日本的教育。周氏兄弟很典型。

你去翻周作人的文章，会发现他

对上述外来词的吸收就非常明

显。

另外，清末民初，中国书面语

经历了一场白话文革命。这个过

程里，诸多新词与社会现实的碰

撞，产生了巨大的重构效应。由于

日本许多方面演进更快，它对西

方文明的转译与编码，以及它对

古汉语的重构———当然有汉字的

包容性与生命力在———便成了近

现代中国人接受的最大来源。是

啊，大多数中国都没见过海外文

明制度，自然与人文科学种种也

还在发轫期，怎么可能先于社会

现实造出词汇来。

这是语言学领域壮观的一

幕，也是文化碰撞的奇妙一幕。它

生成的结果，对于中国与日本这

两个国家来说，都是无法估量的。

这里面，有复杂的文化心理。

我们当然可以自豪地说，这

体现了汉字文化圈的偌大影响

力，日本深受中国汉字的影响。但

我们也必须得承认，现代汉语词

汇的层面，有日本的创新。

这就是汉字文化圈的耗散结

构。若没有它，现代汉语的演进可

能会迟缓很多。当然，这个无法真

正去切割分析。毕竟，没有中国汉

字，日本的语言也不会有今日的

创新。日语文字被视为全球最多

样、复杂的文字体系，融合了许多

民族的符号，竟然还能和谐表达，

算是一个奇迹了。

其实还有更深一层，就是审

美意识的层面。它涉及到两个国

家文化深处的交织了，尤其是文

字、词汇世界里的审美意识。

20 多年前，中国有过一轮

“文化语言学“的热潮，也曾掀

起偌大的争论，许多人参与其

中。当时，批判的一方大多否

认“文化语言学”的独立性。在

我看来，不但一种语言内部存

在碰撞，外部的碰撞之间更是

如此。中日语言文字的世界，

就是一块宝藏。

（节选自《夸克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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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重尴尬

废止汉字与保留汉字
语言交织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