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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耳谈续纂》是著名实学家丁若镛于 19 世纪朝鲜后期编纂的一部谚语集，也是同时收

录有韩国语谚语（用汉语记录）和汉语谚语的谚语集，其广学书铺本附有梁在蹇的韩国语谚

语和汉语谚语译文。本文是 2014 年作者发表在《国际汉语教育：教学资源与汉韩对比》上

的论文“论朝鲜后期汉译谚语集《耳谈续钻》的文献价值”的后续篇，在上一篇论文中作者

曾就《耳谈续纂》的语言本体研究、对比研究、翻译研究、语言变异研究、语言和思维问题

等研究价值，结合具体例子进行了多维分析，提出有必要从语言学角度对文本价值进行深度

挖掘，以突出文本的文献价值，深化相关理论研究。  

朝鲜半岛使用谚语， 早可追溯到高丽时期。在韩国首部现代韩国语谚语词典《谚语词

典》（1962 年）出版之前，朝鲜半岛已出版有多部韩语谚语集，但是这些韩国近代谚语集

有一特点，即均用汉字记录了韩国语谚语，《耳谈续纂》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谚语集。目

前，围绕《耳谈续纂》开展的研究有：“《耳谈续纂》小考（1948）”
1
，林美晶（音译）

（2009，2011）和金相洪（1986）、金根培（1992）、沈洪植（2002，2005）、金东言（音

译）(2005)、李素圆（2006）等，这些研究主要围绕《耳谈续纂》的版本、文本特点、语义

内容、语文教学展开了分析，但是均未对《耳谈续纂》展开语言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也未

开展多维分析。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认为文本的语言研究可以深化和细化，除语言本体研究

外，围绕谚语的翻译方法和语言变异问题、韩国人的汉语（包括汉字）语言观和韩民族的思

维方式在语言中的表征问题、韩汉不同语言思维
2
等问题都可以进行剖析，因此本文从语言

接触出发再论《耳谈续纂》的文献价值。本研究虽然不能推导普遍意义的语言理论，但是凭

借丁若镛的学识水平和作品的代表性、创作背景和文本特点，我们能够肯定此文本的语言研

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代表性。 
通过对韩国朝鲜朝历史文献《耳谈续纂》的语言学分析，并主张这不仅能够丰富《耳谈续

纂》的文献价值，也能够深化相关语言学研究。本文从语言学接触出发，再论这一著作的文献价

值，在对该书进行穷原竟委的基础上，基于文本特点，就该书的翻译展开分析，旨在探讨翻译背

后的语言负迁移和语言变异等问题。目前就文本的语言学研究价值，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希望本文能够抛钻引玉，有更多人关注以《耳谈续纂》为首的早期近代汉译谚语集，深度挖掘其

语言研究价值，相信这样的研究将惠及现行的二语教学和翻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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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耳谈续纂》的创作有关探源，重新梳理这一文献

的语言学价值。 

                                                        
1
 该论文是《耳谈续纂》有关首篇研究论文。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语言计划专家克利福德·弗尔也认为：“通过某一语言的语法、谚语和习语，我们

可以清楚地了解以这种语言作为母语的人的思想感情，而这是通过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可能了解得这么全面

的。”(转引自杨永林，2004；10-11)。 



本研究的问题提出，以下几个语言假设作为研究的重要依据：第一，汉字传

入朝鲜半岛后，有了空前发展，尽管在一张“白纸”上发展，却没有成为汉语的

区域变体，正如大家所熟悉的那样韩国语没有发展为苗瑶、壮侗等汉藏语系语言，

仍具有自身语言特点，文字没有改变其语言观，包括所谓的“言文不一致”历史，

都受到了韩民族固有的思维影响。我们发现，用汉字记录的朝鲜时期文献为我们

提供了重要的语言线索，《耳谈续纂》就是代表性的文本之一。第二，不同民族

的思维方式在语言上总会表现为不同特点，语言是思维的外化，深深印有民族思

维的印记，这已经成为很多语言研究者的一种共识。谚语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语言

形式，它深深印在人们的脑海里，惟妙惟肖反映民众的生活，是珍贵的民族文化

财富；它久经不衰，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是使用频度较高的语言单位之一，可

见具有历史性和特定性的谚语孕育着特定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的特定认

识方式。翻译学强调，译者应充分考虑包括思维特点在内的译入语语言特点，翻

译过程应处理好语言和思维、文化的关系。朝鲜后期汉译谚语集《耳谈续纂》收

录有用汉字记录的韩国语谚语（以下简称为韩谚）和汉语谚语（以下简称为汉谚），

其中包括谚语翻译。因此本文试着分析相关语言迁移是否受民族思维影响这样一

问题，将语言迁移和思维取向、语言接触等问题联系起来。 

语言接触离不开大的时代背景，本文从作者的创作动机出发，先探究《耳谈

续纂》这一文本的创作过程和创作背景，再以译文分析为切入点试析包括语言接

触在内的相关语言问题。 

 
 

一、《耳谈续纂》与《耳谈》间联系 
 

  在分析二者的联系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耳谈续纂》的创作过程。《耳谈

续纂》一书著于 1820 年朝鲜后期，作者为茶山3丁若镛（1762 年～1836 年）。1810
年夏天丁若镛发配到长髻， 在参考李瀷的《百谚解》后，他开始编撰《耳谈续

纂》，后来他被转到康津，在那里又搜集到了不少谚语。时隔 18 年后，丁若镛才

被释放重回故里，于 1819 年和 1820 年相继出版了《雅言觉非》三卷和《耳谈续

纂》一卷。大韩帝国隆熙二年（1908 年），在出版此书时隔八十多年后，由梁在

謇附《耳谈续纂》韩谚韩语转述的广学书铺版编译本正式出版发行。这本《耳谈

续纂》收录 210 条韩谚，此外还收录中国谚语 177 条，分别称为东谚（以下简称

为韩谚）和中谚（以下简称为汉谚），1908 年梁在謇在编译时还加了韩国语谚语

31 条，称其为“耳谈续纂拾遗”4。 

丁若镛在《耳谈续纂》序文中，描述它与《耳谈》关系时，曾指出：“王氏

耳谈者古今鄙谚之萃也，经史所著颇有脱漏，今复收录石泉申承旨（绰）亦以十

余语採而助之，因念星翁百谚即吾东鄙谚而皆不叶韵，今取可韵者韵之，因又收

其脱漏先仲氏在兹山海中，亦以数十语寄之，今会通为编名之曰耳谈续纂。嘉庆

庚辰春铁马山樵书5”，在这里作者道出了写作动机及语料来源。 

《耳谈》的作者王同轨6，正史无传，据有关资料，其家世生平如下7。同轨，
                                                        
3 茶山为丁若镛的号。 
4 “耳谈续纂拾遗”区别于前 210 条谚语，考虑到其时间和作者因素，不列入本文研究对象。  
5 原文没有标点符号，本文根据内容加注标点，以便阅读。 
6 现存的活字版本中普遍认为《耳谈》为王同轨所著，包括早期学者如小仓进平也同意这一观点，他曾指

出“《耳谈续纂》（一卷）丁若镛 嘉庆二十五年”一书是在明朝王同轨编纂的《耳谈》基础之上增补朝鲜谚

语编纂而成的，可能跟没见过与犹堂全书本 早版本有关，但是李秉奇在“文章”第二卷第八号（公元 1940



字行父，湖北黄州黄冈人。大约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 年）前后，卒于万历末

年。他的祖父，名麟，字体仁，弘治十二年（1499 年）进士，官封丘令，卒于

任所。他的父亲，名不详，字稚占，嘉靖七年（1528 年）举人。七上春官皆不

第，未仕。他有一个伯父、一个叔父在《明史》里有传。伯父王廷陈，字稚钦，

号梦泽，正德十二年（1517 年）进士。由于疏谏武宗南巡，受廷杖。后官裕州

知州。性骄蹇傲上，不为当道所喜，后被削籍归田。廷陈是当时名士，善谑，冯

梦龙的《古今笑》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又工诗，王世贞评论说：“如良马走板，

美女舞竿。五言尤自长城。”有“梦泽集”传世。叔父王廷瞻，字稚表，嘉靖三

十八年（1559 年）进士。官至尚书，颇著政绩。 

王同轨出身于书香门第，幼习举业，由于家庭的教育和渲染，他“博学宏词”，

但是仕途坎坷，在作京官和知江宁县时，在同友人聚会、漫游中，注意收集逸闻

逸事，并将其辑为《耳谈》一书，“亦《夷坚志》之流”（《湖北通志》铅印本三，

第 3751 页），因此《耳谈》，王同轨用曲笔方法抒发了个人情感。 

但是我们也发现丁海廉（2005：174）在《雅言觉非·耳谈续纂》一文后半

部，介绍《耳谈续纂》时指出：“‘耳谈’一书‘辞海’和‘中文大辞典’都没有

收录，由此可以推测这一‘原著’应该（加注：在中国）失传。‘耳谈’指‘鄙

谚’即‘谚语’，茶山主要用于教育用书。”事实上，《耳谈续纂》在四库全书中

有记载，后一句用于教育用书，也有待考证。 

那究竟《耳谈》究竟记录有哪些内容？又有哪些语言特点呢？笔者发现，《耳

谈》有五卷本和十五卷本，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耳谈类增》一书。《耳谈》开始

写于何年无资可考。只知成书付梓为明万历丁酉年，即公元 1597 年。耳谈成书

后，共付梓两次。一次是明历年丁酉年四月，刻工不详。称“丁酉本”。第二次

是万历间金陵世德堂重刊本，没注明付梓的具体时间。可称“世德堂本”8，《耳

谈》的版本流传始末也已无资可考，没有流传至今，甚至书名也鲜被人知，四库

全书中仅存一目。《耳谈续纂》中提到的王氏《耳谈》由明朝的王同轨所著，而

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明刻本新刻耳谈十五卷被收录在四库全书（齐鲁书社，1995）
子部第二百四十八册小说家类中。台湾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印行了一套《秘籍

丛书》，其中有《耳谈》单行本（五卷），被称为“存世绝罕之稿本”（《秘籍丛编》

凡例），乃世德堂五卷本，但台湾的专家整理工作十分粗糙，特别是有许多断句，

不仅割断了文义，《耳谈》十五卷丁酉本共记事 584 则，在这之前的五卷本则记

录了 193 则，十五卷的内容与五卷的内容完全相同。作为单行本，孙顺霖后来得

知国家图书馆有“十五卷”丁酉本（1597 年）孤本，便在台湾出的五卷本的基

础之上进行了校勘，他评价《耳谈》十五卷丁酉本刻工一般，错讹屡见，并对其

进行校点，使埋藏数百年的文学遗产重新亮相，展现给了当代读者。此外还有记

事 1331 则的《耳谈类增》，它是《耳谈》两本的分类增订本，由万历癸卯金陵书

贾刻工完成，1994 年吕友仁和孙顺霖校点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以上是

《耳谈》作者和版本有关全部内容。基于上述特点，本文以四库全书中的十五卷

本内容为主要参考内容，同时参考孙顺霖的校点本。 

王同轨的《耳谈》是一本笔记小说集，它是明清通俗文学创作取材的一个渊

薮，对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冯梦龙编写的《三言》和凌蒙初编的《两拍》都

                                                                                                                                                               
年）“朝鲜籍文学名著解题”中却指出“《耳谈续纂》丁若镛撰一册木板本是在王巽庵的《耳谈》的增补版，

即补充了朝鲜俚言解释”（转引自洪淳赫，1948：5）。对《耳谈》的作者问题，显然小仓进平和李秉奇都持

有不同观点，以史料记载为依据，现在看来无可非议《耳谈》作者为王同轨。 
7 [明]王同轨撰，吕友仁、孙顺霖校注，《耳谈类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前言 P.1 
8 [明]王同轨 撰 孙顺霖 校注，《耳谈》，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年， 前言 P.8~.9 



产生了很大影响，包括蒲松龄等文学大家在内，这些文学大家都晚于王氏数十年、

百年不等，他们都读过王氏的《耳谈》。冯梦龙在《古今谭概》、《情史类略》两

部笔记小说中，明确记载摘《耳谈》中的条目就有二十多条，曹臣的《舌华录》

更是大量转载。 

茶山丁若镛（1762 年～1836 年）是朝鲜后期有名的文官和实学家，颇受中

国文化影响。在《耳谈续纂》序言，作者指出，该书受王同轨《耳谈》和李瀷《百

言解》两部著作影响，可以说是丁若镛创作《耳谈续纂》的直接思想来源。 

可见，王氏《耳谈》对茶山创作《耳谈续纂》具有启发意义，对丁若镛的

创作起到了重要影响。由于王同轨和丁若镛所处历史背景和创作动机不同，《耳

谈》和《耳谈续纂》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语言组织上各有千秋。《耳谈》作为

笔记小说，既有人物对话，又有描写。而《耳谈续纂》却是一本谚语集，收录了

谚语词条，并标注出处，韩谚附有注释和汉译，其中 210 条韩谚均采取了四言对

仗式八言形式。 

 

  二、 《耳谈续纂》谚语语言特点 
 

在分析文本语言特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同其他谚语集的语言特点作比较，从

而定位文本地位。 

谚语作为特殊的语言形式，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自古以来都受到人们的青

睐并传承至今，具有历史性、群众性和生命力。此外，还具有传统性、通俗性，

富含哲理，可以称得上是谚语区别于其他熟语的语义特点，其中谚语区别于成语

的一个 重要特点是通俗性。朝鲜半岛开始使用谚语， 早可追溯到高丽时期，

“己事之忙大家之舂促”收录在《三国遗事》第五卷“郁面婢念佛西昇”中，学

术界普遍认为这是通过文献记录下来的 早一条谚语。在朝鲜半岛，汉字充当记

录手段的历史悠久，用汉字记录谚语也持续到了 19 世纪末，这同知识阶层的文

字观密切相联9。17 世纪洪万宗的《旬五志》问世，值此开启了用文字记录谚语

的历史新篇章，到了 18、19 世纪，其他汉译谚语集也开始纷纷亮相。在朝鲜后

期，谚语被广泛应用于盘瑟俚10、韩国语国文小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目

前我们能够接触到的韩国语谚语集分为以下几大类：提供用例和收集民间新谚的，

按各种语义类别分类整理的，以及同外国谚语进行比较的，包括有汉译韩谚成集

的。所谓汉译谚语集，指用汉字记录韩民族（韩国语）谚语的谚语集，这也是早

期韩国谚语集一个重要特点。 
韩国谚语有五万多个11，随着时代的变迁，语言在发展，不得不承认，谚语

数量也在不断增减和发生变化。新的谚语出现，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特点。由于

朝鲜时期同中国往来频繁，引进了不少中国谚语，开化期12又同西欧各国接触，

西方文明也将西方谚语带到了朝鲜（金思烨，1953：30～31）。从社会层面来讲，

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代替，再到民主主义，这一社会变革中也出现了不少新的谚

                                                        
9 近代前知识阶层将汉字作为基本的记录手段，在当时汉字有着不容颠覆的特殊地位。仅以出现在近代韩

国国文小说中的谚语为例，就出现有不少汉字谚语。金思烨（1953：35~38）曾指出《春香传》、《沈清传》、

《玉丹春传》等作品中出现的谚语分别为 24、18、7 条，其中汉字谚语分别为《春香传》有 15 条、《沈清

传》出现 7 条、《玉丹春传》2 条，这是汉字谚语深入人们生活中的一个例子（转引自金东言，2005：3）。 
10
 韩国传统的民间艺术之一，始于朝鲜后期。鼓手伴奏，由广大（或译为俳優、俳倡、倡優）边唱辞说，

时伴有语言和肢体语言，是一种唱剧艺术。  
11
 Song jesen(1983)编有 25，700 多个谚语，加上之后还收集的 26，000 个谚语。 

12 签署《江华岛条约》后，受西欧文物的影响，朝鲜逐而摆脱封建社会秩序进入近代社会，历史上具指这

段历史时期。  



语（宋在璇，1994：115）。当然从发展的角度而言，随着时代发展，也有不少

谚语只在文献中出现，实际生活中根本不会使用，金思烨（1953：31）指出《耳

谈续纂》的 210 个谚语中，已有 1/3 的谚语已被遗弃淘汰，如今很少使用。 

19 世纪，由于其特殊历史背景，茶山的《耳谈续纂》也用汉字记录，作为

朝鲜时期一部重要谚语集，具有特殊语言地位，对此人们评价不一。 

有的学者认为《耳谈续纂》带给读者一种诗韵，易于背诵。例如小仓进平13

早在他的修订版《朝鲜语学史》中指出：“朝鲜语谚语集大成于此书也”，但是

《耳谈续纂》采取了四言对句形式，未免过于强调结构美，故缺乏作为俚言的固

有表现特点，有失《旬五志》那种朴素、简明的表达方式（同书 116 页-117 页）。

有些学者还对《耳谈续纂》的记录手段表示质疑14，茶山作为朝鲜杰出的实学家，

却没有用韩国语记录谚语，沿用传统，仍将汉字作为其记录手段。但是结合朝鲜

时期所处的历史环境进行分析，不难解释这一文本特点。这同当时的时代背景和

作者的实学思想密切相关。丁若镛15批判当时作诗作文仿效汉语的社会之风，并

主张应从本国历史典故中选取素材，还指出要努力建立民族文学中的主体意识，

在《老人一快事》16中写到“我是朝鲜人甘作朝鲜诗”，这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自

主文学观。《耳谈续纂》正是丁若镛身体力行实践这一思想的一次尝试。用汉字

记录韩国语谚语和作者民族精神间联系不归入本文研究范围之内，本文无心在这

个问题上周旋，在这里仅此做一个简单介绍，作为写作动机的补充说明。 

《耳谈续纂》作为朝鲜后期汉译谚语集，同其他谚语集相比较，具体特点如

下17。 

 
书    名  作    者  字  数  解    释  押韵  序文  特    点  

旬五志 

（143 则） 

洪万宗 

（1643-1725） 
2-14 不等 附有语源

说明 

× ○ 早的汉译谚语

集 

百谚解 

（387 则） 

李瀷 

（1681-1763） 
四言对句

八言 

× × ○ 真正意义上的汉

译谚语集，并继承

《旬五志》的特点 

察邇錄 

（52 则） 

慎后耼 

（1702-1761） 
非定型 × ○ ○  

冽上方言 

（99 则） 

李德懋 

（1741-1793） 
三言对句

六言 

○ ○ ×  

耳谈续纂 

（214 则） 

丁若镛 

（1762-1836） 
 ○ ○ ○ 补充《百谚解》 

松南杂識 

（241 则） 

赵在三 

（1808-1866） 
非定型 附有中国

典故及韩

谚出处 

× × 参考《旬五志》 

耳谈续纂拾

遗（31 则） 

刘松田（？） 

1908 
四言对句

八言 

○ ○ · 用韩国语转写 

东谚解（400 作者不详 非定型 ○ × × 小仓进平收藏《公

                                                        
13 小仓进平（1882-1944）日本语言学家、文学博士。宫城县人。1960 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毕

业后，任朝鲜总督编辑官，后任东京大学教授。对朝鲜语的研究，造诣很深，是首屈一指的专家。1921 年

获得学士院恩赐奖，1943 年获得朝鲜文化功劳奖章。著有《朝鲜方言的研究》、《朝鲜语中谦让式、尊敬

式助动词》、《朝鲜语的体系》、《朝鲜语史》、《增订朝鲜语史》、《乡歌及吏读的研究》等。 
14 见洪淳赫（1948）的“耳谈续纂小考”, p.5 
15 《与犹堂全书》丁若镛著（1992）丽江出版社 I-21,，4b 362 页 <寄二儿>“数十年来惟有一种议论盛斥

东方文学凡先献文集至不欲寓目此大病痛士大夫子弟不识国朝故事不见先辈议论虽其学贯天古今自是莽” 
16 《与犹堂全书》丁若镛著（1992） 丽江出版社 I-6，34a 465 页 
17 李素圆（2006）《朝鲜后期汉译俗谈及其受容样相研究》，成均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p.4 



余则） 私恒用錄》 

            
  <表 1-1> 朝鲜后期汉译谚语集比较 

 

内容方面，《耳谈续纂》既继承了《百谚解》的内容，又有创新。在《百谚

解》的基础上，《耳谈续纂》加了一些词条进行编译。《耳谈续纂》新收录的词条

有18： 
○ 语牛则灭语妻则泄（소에게 말하면 없어지나 아내에게 말하면 새어나간다.）戒告人 

之言必泄(사람에게 알린 말은 반드시 새어나간다고 경계한 말이다)第 21 条 

○ 妻驱虽弄恒受则痛（계집의 매도 너무 맞으면 아프다.）言虽相爱者数困则不悦(비록 

서로 사랑하는 자도 자주 피곤하게 하면 좋아하지 않음을 말한다.)第 38 条 

○ 彼苦者梨尚或味之 （쓴 배라도 맛들일 탓이다.）言物虽可厌当徐察而安之也(사물이 

비록 싫어졌어도 마땅히 천천히 살피면 좋아짐을 말한 것이다.)第 40 条 

○ 瞬目不亟或丧厥鼻（눈 감으면 코 베어 먹을 세상，곧 눈 깜짝할 사이에 코 다칠 

세 상.）言世俗之险不可须臾忘祸难(세상 풍속이 험악해 잠깐이라도 재앙을 잊기 

어렵다는 말이다.)第 104 条 

○ 宰牛无赃剥栗难藏（소 잡은 터전은 없어도 밤 벗긴 자리는 있다.） 

言事有大而易拼恶有小而难欺剥栗者有壳(일이 커지면 쉽게 가릴 수 있으나 나쁜 일은 

조그마해도 속이기 어렵다는 말이다. 밤을 벗기면 껍데기가 있다.)第 110 条 

○ 一夜之宿长城或筑（하룻밤을 자도 만리장성을 쌓아라.）言虽暂时之须不宜无备 

（비록 잠깐 동안이라도 마땅히 대비함이 없어서는 안됨을 말한다. 곧 잠깐 만난 

사람이라도 정의를 깊이 맺어두라는 말）第 140 条 

○ 既夭之子胡算其齿（죽은 자식 나이 세기.）喻既误之事毋庸嗟惜（이미 잘못된 일은 

못나게 안타까워하지 말라고 빗댄 말이다.）第 191 条 

 

梁在謇编译的《耳谈续纂》于隆熙二年 1908 年八月五日出版，首次将 210
则汉译韩谚用韩国语转述。通过梁在謇编译的 1908 年版《耳谈续纂》，不仅可以

考察韩国人从中国经书中摘取引用的谚语及用汉字记录的韩国谚语，还可以就韩

谚转述内容，展开具体翻译方法和翻译问题研究，同时通过对汉谚和韩谚的语义

结构对应关系分析，考察当时韩国人对汉语的理解程度。总之，通过《耳谈续纂》，

我们可以分析丁若镛在谚语表达时，即在字、词、组句方面的特点，由此分析负

迁移问题。 

   

三、《耳谈续纂》文献价值 
 

《耳谈续纂》作为韩国早期谚语集之一，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它可以考证

谚语来源，研究其语言变异，同时也是一部研究民俗的重要文献。有的学者还提

                                                        
18 金根培（1992）《朝鲜后期汉译谚语研究—以星湖《百谚解》和茶山《耳谈续纂》为主》，檀国大学校教

育大学院 P.37 



出《耳谈续纂》可能是国内 早一本用韩国语记录的谚语集19。此外《耳谈续纂》

和《雅言绝非》还是研究国文学及民俗学的珍贵历史文献，是茶山丁若镛主体思

想的集中写照，同时也是体现作者“朝鲜诗精神”和近代意识即实学派精神的一

部珍贵文献20。这部谚语集，用吏读21写序，书中的俗制细君，须及红裙等谚语

内容反映了民本思想22。 除以上鲜为人知的文献价值外，本文强调受语言接触

和民族思维影响，《耳谈续纂》在记录谚语时在线性结构表现“异常”，进而可

以推导韩汉不同思维取向和语言间联系，《耳谈续纂》具有的这一语言研究价值

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实属遗憾。这一研究也有助于理解与掌握分析近代韩

国人的汉语意识，这将是本文要考察的重点。 

中韩两国一衣带水，几千年来朝鲜半岛同中国一直保持频繁接触，两国关系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同时也表现在语言和文字上。

根据史料记载，朝鲜半岛使用汉字的历史悠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精通汉语（汉

民族的语言）。“训民正音”创制之前，尽管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汉字作为唯一

记录语言的手段，显然不能满足人们对文字作为第二语言的日常需求。当我们回

顾和总结朝鲜半岛语言文字发展的这段历程时，透过一些重要文献，我们依然能

够看到韩国人使用汉字记录语言的诸多“不便”，种种迹象在使用汉字、词汇、

语法时表现为诸多“负迁移”。 

本文通过《耳谈续纂》这一珍贵资料的对比分析，试图描写韩国近代中韩两

种语言文字的矛盾、冲突、适应和变异，分析其成因，以揭示两种思维取向对语

言的作用。   

 

四、从翻译看《耳谈续纂》的语言接触 

    

梁在謇于 1908 年编译韩国语转述（简称为译文）时，均采取了直译翻译方

法，这一翻译方法基本上保留了谚语特点，突出“信”翻译效果，但是通过分析，

我们发现也存在一些纰漏和问题。主要包括：误译、语义模糊、淡化谚语结构特

点、语法错误等，详见下面分析。 

 

（一）误译 
（1）殼弩射市薄命先死（第 44 条：쇠뇌를 당겨 저자에 쏘면 명이 짧아져 먼저 죽는 

다.） 

（2）破车饶楔矮人饶舌23（第 49 条：깨진 수레의 쐐기를 다투고 키 작은 사람이 잘 

지 껄인다.） 

（3）儿妇人口不可用（第 98 条：어린 부인의 말은 쓸 수 없는 것이다.） 

（4）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24（第 128 条：사람이 많아 형세가 왕성할 경우 하늘도 

이를 어찌할 수 없고 하늘이 정한 것도 또한 능히 사람이 파기한다.） 

（5）心则不竟何惮踰病（第 9 条：마음속에 굳셈이 없으면 무슨 병엔들 구애되리요.） 

（6）屠人餍蒸藜鬻扇常苦暍（第 112 条：백정은 야채 삶기를 싫어하고 부채 장사는 

                                                        
19 李基文 《谚语词典》 修定版（首尔：一朝阁，2001）第一版前言 
20 沈洪植（2002）《体障有关韩国谚语分析研究》，公主大学特殊教育学院，p.12 
21	吏读指用汉语记录古代韩国语的一种标记方法，即句法成分排列完全按照韩国语的句法结构，体言和用

言后分别用格和词尾进行连接。根据文献记载内容，其产生年代追溯到公元七世纪（李基文,《国语史概说》：

p.63）左右，高丽时期和朝鲜时期也一直沿用，一直到 19世纪末。同这种标记方法有联系的有口诀、乡札，

以上内容是由笔者加注，以便读者理解。 
22 沈洪植（2005）《<耳谈续纂>谚语分析研究》，建阳大学校教育大学院，p.13 
23 书中的注释记录道：楔者用木绞绳以固物也补缀其破绽如小人以奸言文过。 
24 书中的注释记录道：伍子胥传 ○老子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늘 더위를 괴로워한다.） 
   例（1）的韩国语译文，“명이 짧아져”的表达值得商榷，谚语释义部分解 

释道“射者不择中者有厄”，不妨改为“명이 짧으면”，应强调偶然性，并非 

减寿之意，意指“短命之人”。例（2）译文中，两个从句并非单纯的并列关系

，同样根据释义内容“楔者用木绞绳以固物也补缀其破绽如小人以奸言文过”

，译文建议改为“깨진 수레는 쐐기가 흔하고 키 작은 사람(소인)은 

혀놀림에 능하다”。例（4）的译文后半句正好同原文相反，不妨改为“사람 

이 많아 형세가 왕성할 경우 하늘도 이를 어찌할 수 없지만 하늘이 정한 

것 또한 능히 사람을 파기한다”，正如释义“伍子胥传○老子曰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所描述的那样，这条谚语并非并列关系，而是让步关系。例（5）谚

语译文，有语法错误，属病句，尽管原文出现否定和反问，但是在译文“마음

속에 굳셈이 없으면 무슨 병엔들 구애되리요”中的“없으면”的使用， 

理解起来不免有些费解，应改为 “마음속에 굳셈이 있으면 무슨 병엔들 

구애되리요.”或“마음속에 굳셈이 없으면 어찌 병을 

물리치리요.”例（6）中前半部动词“餍”表示“吃饱或满足”恰恰译成与之

相反的语义内容，不妨改为“백정은 야채 삶기를 좋아하고 부채 장사는 늘 

더위를 괴로워한다.” 

       

（二）语义模糊 
（1）挈瓶之智守不假器（第 18 条：재능이나 지혜가 보잘것없으면 기물을 빌려 

주어도 지키지 못한다.） 

（2）将顺其美匡就其恶（第 24 条：바야흐로 그 아름다움에 순응하면 그 악함을 바로 

잡아 구제한다.） 

（3）变故乱常不死则亡（第 32 条：옛것을 고치고 떳떳한 도리를 어지럽히면 죽지 

않 으면 멸망한다.）  

（4）桃李不言下自称蹊（第 33 条：복숭아와 오얏은 꽃과 열매가 있기 때문에 부르지 

않아도 사람들이 다투어 찾아들므로 그 아래에는 저절로 길이 생긴다. 곧 덕이 

있는 사람은 말을 하지 않아도 저절로 사람들이 귀복하게 된다.） 

（5）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第 36 条：병이 있어도 이를 치료하지 않으면 늘상 평범한 의 

원은 될  수 있다.） 

（6）苛政不亲烦苦伤恩（第 40 条：포학한 정치를 몸소 하지 않아도 번잡하게 

괴롭힘은 은혜를 해침인 것이다.） 

（7）屋漏于上知之在上（第 67 条：집은 위에서 새나 아래에 있어야 새는 것을 알게 

된 다.） 

（8）人无所不至唯天下不容为（第 124 条：사람이 이르지 않는 곳이 없게 해도 

하늘이 거짓만은 용납하지 않는다.） 

 

    例（1）和（4）(6)用解释法，对谚语内容进行了翻译。考虑到谚语的结构特点， 

我们主张译文不易过长，所以应分别改为“병을 지니는 지혜라면 기물을 빌려 

주어도 지키지 못한다”、“복숭아와 오얏은 부르지 않아도 나무아래 저절 

로 길이 생긴다”、“포학한 정치는 백성들이 가까이 하지 않고 걱정은 

은혜를 해치는 것이다（해친다）”。而其他谚语译文语言生僻，理解起来 

比较费解，显然不符合谚语的通俗特点,特别是谚语（8）和（2）、(3)，不妨

改为“사람은 가리지 않고 행동하지만 하늘만은 용납하지 않는다” 

和“아름다움에 순응하는 것이야말로 악함을 구제하는 것이다”和“옛 법을 

고치고 어지럽 히는 자는 죽거나 망한다”，(5) (7)的译文改为“병이 

있어도 이를 치료하지 않으면 늘상 평범한 의원은 할 수 있다”和 “집은 



위가 새나 아래에 있어 야 새는 원인을 알게 된다”。例（5）译文， 只是修

改了其被动态和词尾内容，但是语义大有不同。根据（5）的释义内容 

“艺文志○虽无药力亦无要害是中医也”，不是医生不医，而是医不了，所以

称其为平庸的中医不是被迫之举，而是主观选择，而（7）译文后半部并非指漏

水这一事件，而是特指原因，所以“새는 것을”应改成“새는 원인을”。  

   下面四条谚语，同样也需稍作调整，下面用“→”表示修改后的译文，具体

如下。 
（9）何知仁义己向其利者为有德（第 138 条：이미 그 이익으로 향한 자가 어찌 

어짐과 의리를 알고 덕행이 있게 되리요.）→“어짐과 의리를 갖출줄 모르면 덕을 

쌓은 자가 이익을 본다.”  

（10）人情之所不能己者圣人不费（第 141 条：사람의 마음으로 잘 그만둘  수 없는 

것은 성인께서도 폐지하지 않는다.）→“마음에서 우러러나지 않으면 성인도 권하지 

않는 다”         

（11）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第 157 条：온 나라 사람이 즐겁게 모두 

이익  을 위해 오고 , 온 나라 사람이 어지럽게 모두 이익을 위해 간다.）→“온 

나라 사람이 즐거워 함은 이익이 더했기때문이고，온 나라 사람이 분주함은 이익을 

향해서이다.”  

（12）力田不如遇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第 176 条：아무리 힘껏 농사 

지 어도 풍년을 만나는 것만 못하고，힘써 뽕나무를 심는 것은 나라의 경으로 

천거되는 것 만 못하고，수놓은 것이 아름다워도 시장의 문에 의지하는 것만 

못하다.）→ “힘껏 농 사 지어도 풍년을 만나는 것만 못하고, 힘써 뽕나무를 심는 

것은 나라의 경으로 천거되 는 것만 못하며，수놓은 것이 아름다워도 관리에 

의지하는 것만 못하다.” 

    

（三）淡化谚语结构特点 
（1）人唯求旧器非求旧（第 1 条：사람은 오로지 옛사람을 구하지만 그릇은 옛그릇을 

구하지 않고 새것을 구한다.）→“사람은 옛사람을 구하지만 그릇은 새것을 

구한다.”  

（2）尧舜千锺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十榼（第 161 条：요순은 주량이 매우 

많고，공자는 100 고이고，자로는 말이 많아도 도리어 10 합이다.）→“순은 주량이 

천잔이고 공자는 100 고이나，자로는 말이 많아도 도리어 10합이다.” 

（3）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白金之子行不骑衡（第 156 条：큰 부잣집 아들은 떨어질까 

염려 하여  마루 끝에 앉지 않고, 보통 부자의 아들은 길을 갈 때 수레 난간에 

걸터앉지 않 는다.）→“큰 부잣집 아들은 앉을 때 마루 끝에 앉지 않고, 보통 

부자의 아들은 길을 갈 때 수레 난간에 걸터앉지 않는다.”  

 

上述三条谚语采用解释式翻译方法，有损谚语的对仗和简洁结构特点，故将

修改的译文附上后面。下面一条谚语（4）翻译时省略了原文后半部内容，本文

认为应保留原文结构特点。 

 
（4）见兔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第 168 条：토끼가 보이면 사냥개를 

부르려고 돌아보아도 늦지 않을 것이다.）→“토끼가 보이면 사냥개를 부르려고 

돌아보아도 늦지 않고 양을 잃고 우리를 고쳐도 늦지 않다.”  

 

尽管部分汉谚译文有一些偏差，但是我们也看到同源关系的“见兔顾犬未

为晚也亡羊补牢未为迟也”译成“토끼가 보이면 사냥개를 부르려고 

돌아보아도 늦지 않을 것이다”， 这表明在编纂《耳谈续纂》时，其语义可 

能还没有发生变异。但是我们发现，在文本收录的韩谚“既丧其马乃萁厥厩（



第 117 条：말 잃고 외양간 고친다）” 注释中，又写到“猶言亡羊而补牢 

也”，所以同源的这一谚语语义变异是否在翻译《耳谈续纂》的时候已经发生

，很难考证，但是至少在同一书中对同一谚语的解释相互矛盾，也许这一谚语

正处语言发生变异阶段，也许是笔误，不论哪一类，这一现象比较特殊，故在

这里费笔墨多说两句。 
    

（四）语法错误 
（1）一人乡隅而悲泣一堂皆为之不乐（第 144 条：한 사람이 사는 시골 구석에서도 

슬피 울고 , 방 안의 모든 사람이 모두 즐겁지 않다고 여긴다.）→“한 사람이 사는 

시골 구석에서 슬피 울면서 방 안의 모든 사람이 모두 즐겁지 않다고 여긴다.”  

（2）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第 147 条：한마음으로 100 명의 임금을 섬길 수 

있어도 , 100 가지 마음으로는 한 임금도 섬길 수 없다.）→“한마음으로 100 명의 

임금을 섬길 수 있지만 100 가지 마음으로는 한 임금도 섬길 수 없다.” 

（3）阳翟憎无瘿之人秦人忘无鼻之丑（第 148 条：양적현에서는 혹이 없는 사람을 미워 

하고 , 진나라 사람은 코가 없는 더러운 사람을 잊어버린다.）→“양적현에서는 혹이 

없는 사람을 미워하지만 진나라 사람은 코가 없는 더러운 사람을 잊어버린다.”  

（4）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第 152 条：잘 실행하는 자는 반드시 말을 

잘 하지 못하고 , 말을 잘하는 자는 반드시 잘 실행하지 못한다.）→“행동에 잘 

옮기는 자는 말을 꼭 잘하는 것은 아니고, 말을 잘하는 자는 꼭 잘 실행하는 것은 

아니다.” 

（5）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第 153 条：겉치레의 말은 화려하고, 지극한 

말은 참답고 , 듣기에 쓴 말은 약이 되고，듣기 좋은 말은 병이 된다.）→“겉치레의 

말은 화려하고，지극한 말은 실속 있으니，듣기에 쓴 말은 약이 되고，듣기 좋은 

말은 병이 된다.” 

（6）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者不达事之变（第 173 条：문자로서 수레를 모는 자는 

말의 마음을 다 알지 못하고, 옛날 제도대로만 일을 처리하는 자는 일의 변화를 명백 

히 알지 못한다.）→“문자로 수레를 모는 자는 말의 마음을 다 알지 못하고，옛날 

제 도대로만 일을 처리하는 자는 일의 변화를 명백히 알지 못한다.” 

（7）将飞者翼伏将奋者足跼将噬者爪缩将文者且朴（第 175 条：바야흐로 날려는 자는 

날 개를 숨기고, 바야흐로 떨치려는 자는 발을 구부리고 , 바야흐로 삼키려는 자는 

손발톱을 거두어 움츠리고, 바야흐로 아름다우려는 자는 또한 

소박하다.）→“날려는 자는 날개를 숨기고, 떨치려는 자는 발을 구부리며,삼키려는 

자는 손발톱을 거두어 움츠리고, 아름다우지려는 자는 또한 소박하다.” 

 

以上几条谚语，例（1）（2）（3）（5）译文在词尾选择上有待推敲，这表

明译文理解汉语语义不够透彻。例（4）的“未必”和(5)的“以”工具格翻译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7）中“려”应和动词词干结合使用，因此“아름다우
려는”改为“아름다워지려는”，于此同时表示未来概念的词汇手段“바야흐
로”和时态“려”使用重复，显得译文不够简洁紧凑，语法表达不够严谨。 

我们认为以上译文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是因为对汉语（汉谚）句式逻辑关

系缺乏整体统摄，至少说明对缺乏形态手段的汉语语言结构内隐句法关系掌握得

不够彻底，这是不同思维特点在语言结构上的一个重要表现，之所以出现上述问

题，是因为韩民族“思维负迁移”体现在了语言上。而“말 잃고 외양간 

고친다（亡羊补牢）”的语义变异有关的发生时期也好，其语义定型有关，通

过这本书能到得到很好的考证。 

 

五、结语 
 



本文选择这一研究主题和文本，源于作者丁若镛特殊的汉学地位，以及《耳

谈续纂》收录韩汉谚语及附有译文的文本特点。 

本文以韩国近代谚语集《耳谈续纂》收录有韩汉两语谚语，文献中的丁若镛

铺陈的汉语谚语结构特点和思维方式特点，有利于开展语言分析。文本为丁若镛

的个人作品，考虑到后来梁在蹇附上了所对应的韩谚和汉谚译文，虽然不能推导

普遍意义的语言理论，但是凭借丁若镛的学识水平和作品的代表性及其创作背景，

以及文本特点，我们能够肯定此文本对于研究语言思维问题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与

代表性。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过去韩国人用汉字记录韩国语时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语言

意识及结构转换，也许这可以归结为不同语言思维在语言结构上的体现。本文在

众多历史文献中选择《耳谈续纂》，是由于这一文献记录有汉语在异国本土化的

诸多语言现象，实属难得的历史文献资料。相信这一问题的研究，对学习韩汉两

语的学生定有不少启发，通过了解思维取向不仅能够提高语言学习效率，同时也

是探究韩汉翻译中语言形式的转换与分析近代韩国人汉语意识的一次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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