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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朝鲜半岛的汉语教材主要是在高丽（918—1392）、朝鲜（1392—1910）两个时代的“通

文馆”、“司译院”等政府机关为培养翻译官员而编辑、出版的一批汉语教科书类。其中，与

近代汉语语法、词汇有关的汉语教材如下： 

    ①《老乞大》的各种版本（自 14 世纪至 18 世纪）
①
 

    ②《朴通事》的各种版本（自 14 世纪至 18 世纪）
②
 

    ③《训世评话》（1473 年） 

    ④《象院题语》（1670 年） 

    ⑤《华音启蒙》与《华音启蒙谚解》（1883 年） 

    ⑥ 抄本类（《你呢贵姓》、《学清》、《骑着一匹》、《中华正音》等，19 世纪） 

    本文拟通过分析以上文献中的“是”一词的特殊用法来考察其语言性质，试图将这些汉

语教材分为两大类，即：“汉儿言语类”与“朝鲜汉语类”。 

 

二、《老乞大》、《朴通事》的修订 

    1998 年的所谓《古本老乞大》的发现是汉语史学界的一大事件，通过考察其版式、纸质

及其语言、内容等情况，可知该书的确是现存《老乞大》各种版本中最为古老的一部，推定

其刊行时期为 14 世纪。由于《古本》的出现，使我们可以看到《老乞大》最原始的面貌，加

之以“明本”、“清本”这两种系统的版本，使我们可以将元、明、清三个朝代的语言进行对

比。 

    众所周知，在《老乞大》一书中将他们自己所使用的语言称为“汉儿言语”，如下： 

    恁是高丽人，却怎么汉儿言语说的好有？——俺汉儿人□（上）学文书来的上头，

些小汉儿言语省的有。（1a） 

    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間用著的是汉儿言语。咱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田地里行的。

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2a） 

                                                  
① 《老乞大》的现存版本可以分为元、明、清三大类：一、元本系，《古本老乞大》（14 世纪？）；二、明本

系，《老乞大》（不早于 1483 年）、《翻译老乞大》（不晚于 1517 年）、《老乞大谚解》（1670 年）、平安监营本

《老乞大谚解》（1745 年）；三、清本系，《老乞大新释》（1761 年）、《重刊老乞大》（1795 年）、《老乞大新释

谚解》（存卷一，1763 年）、《重刊老乞大谚解》（1795 年以后）。 
② 《朴通事》的现存版本可以分为明、清两大类，元本系统尚未发现：一、明本系，《翻译朴通事》（存卷上；

不晚于 1517 年）、《朴通事谚解》（1677 年）；二、清本系，《朴通事新释》（1765 年）、《朴通事新释谚解》（1765

年）。 



    从上下文来看，这里所说的“汉儿言语”无疑指“汉儿”（汉族）的语言，即是“汉语”

的意思。但太田辰夫（1954）指出，辽、金、元代的“汉儿”还有另一种意思，即指当时居

住于中国北方的诸民族——不仅是汉族，还包括蒙古、契丹、女真等各民族，这些民族普遍

使用的共同语言就是“汉儿言语”。 

    《老乞大》、《朴通事》这两部书的原作者现在无法得知，但太田辰夫（1953）曾指出，《老

乞大》、《朴通事》的修订工作确实是由汉人（即以汉语为母语的人）进行的。根据历史文献

记载，《老乞大》、《朴通事》此二书在世宗 5 年至 16 年（1423—1434）间以铜活字印刷，后

来随着汉语的历史发展而产生了修订此二书的必要性。《成宗实录》卷一二二，成宗 11 年（1480）

10 月 19 日条云： 

    侍读官李昌臣启曰：“前者承命，质正汉语于头目戴敬，敬见《老乞大》、《朴通事》

曰：‘此乃元朝时语也，与今华语顿异，多有未解处。’即以时语改数节，皆可解读。请

令能汉语者，尽改之。曩者领中枢李边，与高灵府院君申叔舟，以华语作为一书，名曰

《训世评话》，其元本在承文院。”上曰：“其速刊行，且选其能汉语者，删改《老乞大》、

《朴通事》。” 

   从上文可以看出，以戴敬的发言为契机，成宗命令对《老乞大》、《朴通事》进行删改。另

外，该书卷一五八，成宗 14 年（1483）9 月 20 日条云： 

    先是命迎接都监郎厅房贵和、从头目葛贵，校正《老乞大》、《朴通事》。至是又欲质

《直解小学》，贵曰：“头目金广妬我，疑副使听谗，故我欲先还，恐难雠校。若使人谢

改正《朴通事》、《老乞大》之意，以回副使之心，则我亦保全矣。” 

    我们由上文可以得知，成宗 11 年至 14 年间（1480—1483）房贵和、葛贵这二人从事了

《老乞大》、《朴通事》的修订工作。上文中有“我欲先还”这一记载，且在 9 月 21 日条中葛

贵说：“俺南方人，字韵不正，恐有差误”，可见他们二人均是汉人。 

    《老乞大》、《朴通事》还有各种修订版，关于修订工作的具体情况尚有不详之处，但其

端倪见于《老乞大新释》（1761 年）洪启禧序，如： 

    《老乞大》不知何时所创，而原其所录，亦甚草草，且久而变焉，则其不中用无怪

矣。译于燕者，不过依俙仿想而行之，诚不可以胶柱而鼓瑟。旧时多名译，周通爽利，

闻一知二，不至径庭。挽（晚）近以来，习俗解弛，滥竽者亦多，殆无以应对于两国之

闲，识者忧之。余尝言不可不大家（加）厘正，上可之。及庚辰，衔命赴燕，遂以命贱

臣焉。时译士边宪在行，以善华语名，贱臣请专属于宪。及至燕馆，逐条改证，别其同

异，务令适乎时、便于俗，而古本亦不可删没，故倂录之，盖存羊之意也。书成，名之

曰《老乞大新释》，承上命也。 

    从上文可以看出，明本系《老乞大》的修订工作是“以善华语名”的译官边宪在北京的

“燕馆”（即朝鲜会馆）里进行的。考虑其所处的地点，我们可以推测其修订工作是由中国人

所参与帮助的。 

    总之，由上可知，《老乞大》、《朴通事》的修订工作的确是有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参与而进

行的。 



 

三、“是”的特殊用法 

3.1 《训世评话》 

    《训世評話》成书于成宗 4 年（1473），如《成宗实录》卷三十一，成宗 4 年 6 月壬申条

云：“领中枢府事李边，篡集古今名贤节妇事实，译以汉语，名曰《训世评话》以进。”编者

李边（1391—1473）是当时著名的汉语译学者。 

    此书分二卷，共有 65 则古代故事，大部分是关于名贤节妇的事迹。每個故事先以文言叙

述，後译之以白話。现存的唯一刊本存于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书前有尹希仁跋，末署“正

德十三年戊寅季冬有日，外曾孙通政大夫守江原道观察使兼兵马水军节度使尹希仁谨跋”，由

此可見尹希仁是李边的外曾孙，刊行于明正德 13 年（1518）。 

    《训世评话》一书的编者李边在序文中言及以往的汉语教科书之弊害，如： 

    我朝列聖相承，至诚事大。然本国语音与中朝不同，使事交际之间，不无捍格不通

之患。故我国家设承文、司译院，讲肄、习读官常习汉音，其为虑至深切矣。但所习者

不过《直解小学》、《老乞大》、《朴通事》、《前后汉书》。然《直解小学》逐节解说，非常

用汉语也；《老乞大》、《朴通事》多带蒙古之言，非纯汉语，又有商贾庸谈，学者病之。 

    从上文可以得知，李边批评《老乞大》、《朴通事》的语言“多带蒙古之言”而称为“非

纯汉语”。换言之，他对自己的汉语能力很有自信。但本文认为事实并不如此，他所写的汉语

白话文中出现了一些非汉语因素。 

    太田辰夫（1991）指出，在该书中“是”一词具有三种特殊用法：一、疑为“时”的笔

误；二、相当于“则”义；三、既不是必要成分，又不是强调。本文暂且不区分其二与三，

搜集其例句而加以探讨。 

    汉语动词“是”为一种系词（copula），联系两种事物，用于表示两者同一或后者说明前

者的种类、属性等。除了表示强调或“是”的前面有副词之外，“是”一般不能与动词性谓语

搭配。但在《训世评话》一书中“是”与动词性谓语进行组合的用例极多，如下： 

（1）董永说：我是贫贱，不敢教你做媳婦。（上 3b） 

（2）黑夜是哀痛啼哭，邻舍家听的都害鼻子酸疼。（上 4b） 

（3）别的鹿子是都走了，只一个剡子安然坐的。（上 5a） 

（4）这金银是不是这家的东西，却是南京苏州住的水卖过的钱粮。（上 8b） 

（5）我的丈夫是原来身瘦肉小，不合当煮吃。（上 13a） 

（6）天下人都受他的苦，这的是三纲五常都灭绝了。（上 23a） 

（7）这丈夫说：我是善忘，你画与我样子。（下 12b） 

（8）那种根儿便化做白玉，其余是都化做铜钱。（下 44a） 

（9）对小媳妇说道：这丈夫是俺两个妇人全靠直到死老。（下 48b） 

    以上的“是”既不是强调，又没有副词，可见这些“是”的确是剩余性（redundant）因

素。如例（4）“这金银是不是这家的东西”一句明显不是反复问句，而是“这金银不是这家

的东西”的意思。我们认为，这些例子中的“是”已不能称为系词，而是如同韩语的“은/는”，



或与日语的“は”一样，是承担表示主题这一功能的话题标记（topic marker）。 

 

3.2 《象院题语》 

    《象院题语》一书亦是朝鲜司译院的汉语教材之一，它由 40 篇白话短文组成，其内容涉

及到中国北方的历史地理、明朝的政治社会制度、自朝鲜至北京的朝贡路线和里程以及赴京

使的公务情况等，可以说是当时跟随赴京使前去北京的翻译官所必备的知识。根据《通文馆

志·什物》记载，该书在清康熙 9年（1670）先以铜活字印刷，康熙 38 年（1699）由译官吴

震昌复刻并出刊。現存版本均为此种木刻本（参看竹越孝 2011a、2011b）。 

    在《象院题语》一书中，“是”与动词性谓语进行组合的用例极多，“是”作为一个单独

的词而使用的例子共有 134 例，其中 51 例为“是+VP”，如下： 

（10）风俗是比本国，三纲五常都一般。（1a—1b） 

（11）辽东宴是我们赴京时徃来都有。（23b） 

（12）广宁卫是在辽东地方，在前是有三堂，太监揔兵巡抚等衙门。（26b） 

    上例中的“是”既不是表示强调，又无副词相连，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不必要的系词。 

    此外，还存在“是”和副词的组合位置与现代汉语不同的例子，如下： 

（13）别的是都属下兵部。（16b） 

    此例应作“别的都是属下兵部”，这也可以视为是由于“是”的特殊功能而产生的现象。 

    现存《象院题语》中，有的版本以圈点（。）为断句的符号，我们可以看到“是”的后面

存在断句符号的例子，共有 12 例，如下： 

（14）都布按是，天朝外方三个大衙门。（5b） 

（15）科道官是，科是六科给事中，道是十三道监察御史，都是谏诤风宪的衙门。（7a） 

（16）考夷语是，有大考小考。（8b） 

（17）这个庶吉士年例养育的规矩是，户部出读书的灯油钱。（4b） 

（18）朝鲜的序班是，讲朝鲜的话。鞑子的序班是，讲鞑子的话。（9a） 

（19）户部的算手是，算计天下户口钱粮。兵部的算手是，算计天下军马军粮。（9a—9b） 

    以上例子明确显示“是”的后面有停顿，这有力地左证了此书中所见的一部分“是”不

是系词而是表示主题这一观点。又如例（15）“科道官是，科是六科给事中……”此句中最初

出现的“是”不可能为系词，我们认为，此书中的“是”仅为一话题标记。 

 

3.3 《华音启蒙》 

    《华音启蒙》是朝鲜时代后期的一种汉语会话课本，由当时的翻译官李应宪编篡，刊行

于朝鲜高宗 20 年（1883）。卷末附载《千字文》、《百家姓》、《华音正俗变异》等。李应宪，

字稚章，金山人，生于 1838 年（宪宗 4 年），1855 年（哲宗 6 年）登科，官至汉学教诲知枢、

通津府使。书前有尹泰骏序，云： 

    旧有《老乞大》、《朴通事》、《译语类解》等书，而华语之各省或异，古今亦殊，使

骤看者转相讹误，恐不无鼠璞之混、烛盘之谬矣。今李知枢应宪，取常行实用之语，略



加编辑，名之曰《华音启蒙》。若千字文、百家姓，并用燕京话，译之以东谚，开卷了然，

如置庄岳而求齐语。 

    可见该书是李应宪本人所编纂的汉语。另外，《华音启蒙谚解》是对《华音启蒙》的“谚

解”，作者应为李应宪本人，现存版本有“光绪九年癸未印出”的刊期。《谚解》分上下两卷，

每字下用谚文注音，整句结尾以圆圈标示，随之而后有韩语翻译。 

    《华音启蒙》的“是”亦与动词性谓语进行组合的用例极多，如下： 

（20）我那二兄弟是去年才中咧进士，三兄弟是咳在书房念书呢。（上 3a—3b） 

（21）老爷们是要走罢？慢待慢待。（上 18b） 

（22）我们同来的朋友是他不住客店要住会馆呢。（上 25b） 

（23）我们家是辈辈当这箇差使，这里有名的徐通官是我的老人家咧。（上 26b） 

（24）他们是都走惯海里的，也不怕什么样的大风。（上 28a） 

（25）那箇是我就不怕呢。（上 35b） 

（26）我们敝国人是这样妆扮呢。（下 1a） 

（27）我是现任北京礼部里郎中。（下 2a） 

（28）我们国是读孔孟之书，行周公之礼，（下 3a） 

（29）那边土产是不过绫罗紬缎、阔长的大布、洞庭的橘子、福建的冰糖、磁州的磁器。

（下 5b） 

（30）我们是自古以来，终没有改过咧，所以算我们东国是都呌小中华。（下 8a—8b） 

（31）你们朝鲜国是自古以来服事我们中国，没有一点儿错处。（下 15b—16a） 

（32）我们老大人是去年升咧两江总督，三大人是在外做官咳没有回来。（下 17b） 

（33）我知不道是什么东西，谁知他是有用处没有用处？（下 28a—28b） 

（34）那海外地方是金银珠宝出的也多，价钱也比中国横竖便易些。（下 31a） 

（35）这位王府是住在皇城里头，闲人们进不去咧。（下 36a—36b） 

    在以上用例中,“是”一词的用法与《训世评话》、《象院题语》等相似，如在例（20）中

出现的“是”均可以视为并非需要的系词，仅表示“我那二兄弟”、“三兄弟”是主题而已。

同时，例（22）、（25）中的“是”出现在主语之前，例（24）、（29）、（30）中的“是”和副

词的位置与通常汉语不相同，可见编者李应宪的意识上“是”为一种话题标记。 

    《华音启蒙谚解》一书的谚解方式基本上与《老乞大》、《朴通事》相同，使用圆圈符号

来断句。在此书中“是”的后面有这一符号的用例普遍存在，共有 20 例，如下： 

（36）我那二兄弟是○去年才中咧进士○（上 3a—3b） 

（37）我们同来的朋友是○他不住客店要住会馆呢○（上 25b） 

（38）那边土产是○不过绫罗绸缎○（下 5b） 

（39）所以算我们东国是○都叫小中华○（下 8a） 

（40）你们朝鲜国是○自古以来○（下 15a） 

（41）我们老大人是○去年升咧两江总督○（下 17b） 

（42）那海外地方是○金银珠宝出的也多○（下 31a） 



    以上用例是与上述（20）、（22）、（29）、（30）、（31）、（32）、（34）相对应的，可见朝鲜

司译院的学生念课文时“是”一词的后面有停顿，并且此词承担话题标记的功能。 

 

3.4 《你呢贵姓》 

    近年来朝鲜时代后期的汉语会话抄本陆续被发现，并逐步引起中国语言学界的重视。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为《你呢贵姓》，此书是成书于朝鲜高宗年间（1864－1906）的一种商务汉语

会话课本。书名取自此书会话部分的第一句话，共 34 页。卷首题有“大正八年己未十一月日

修繕”，据此推测这个抄本可能是 1919 年的改装本。 

    此书的主要内容是朝鲜商人崔氏和中国辽东商人王氏的对话，其前后有《千字文》、《百

家姓》或单词、俗语、成语等附录。对话部分的体例是：中间一列汉字，右侧用谚文逐字注

音，左侧则是对句子的韩语翻译。 

    《你呢贵姓》一书虽然篇幅不长，但亦有很多“是”的特殊用法，如下： 

（43）辽东是在这多远哪？（8a） 

（44）母亲是早去世，只有父亲在家啊。（8b） 

（45）你呢哥兄们是在家里干甚吗？（9a） 

（46）若有看不过样儿的是谁肯拿现银子买去呢？（16a） 

（47）一种皮子是本来并不是一个一个讲主。（17b） 

（48）你这个行不出的话是我看到底无益，何故来呢？（18a） 

（49）调皮子的话是再不必往我提罢。（18b） 

（50）这一件牛皮是勾当是不差甚吗筭结咧。（20a） 

（51）你那个杂货价钱是咱们到底怎吗个讲主法哪？（20a） 

（52）那个是又易得易呀！（20a—20b） 

（53）筭筭一笔账是却不完咧吗？（20b） 

    上例中大部分“是”根本不是必须出现的成分，删除“是”即为通顺的汉语语句。 

    《你呢贵姓》一书本来无表示断句的符号，但在每一单句或短语后留有间隔。在此书中

“是”一词之后亦出现了间隔，如下： 

（54）剩下的银子却是  顶着杂货拿去就算了咧（15b） 

（55）那个里头可以使得过样儿的是  算我的（16a） 

（56）若有看不过样儿的是  谁肯拿现银子买去呢（16a） 

（57）你这个行不出的话是  我看到底无益（18a） 

（58）这一件牛皮是勾当是  不差甚吗算结咧（20a） 

（59）你那个杂货价钱是  咱们到底甚吗个讲主法哪（20a） 

（60）算算一笔账是  却不完咧吗（20b） 

    以上例子均说明“是”一词后有停顿，编者认为此词是属于一种话题标记。 

 

四、考察 



4.1 “汉儿言语类”与“朝鲜汉语类” 

    以上所述的《训世评话》、《象院题语》、《华音启蒙》、《你呢贵姓》这四种朝鲜时代汉语

教材中均可以看到“是”的话题标记用法，这一用法在《老乞大》、《朴通事》两书及其修订

本中几乎不可见。如上所述，《训世评话》与《华音启蒙》的编纂者确实是朝鲜人；《老乞大》、

《朴通事》的原作者虽无法得知，但其修订工作是由汉人进行，或得到汉语母语者的帮助。

我们认为，这种“是”的特殊用法无疑是受到了韩语话题标记的干扰。韩语话题标记“은/는”

自古就有，汉语口语里并不存在，但“是”一词的句法位置与韩语的话题标记往往相同，因

此产生了这种误用，并且此误用在朝鲜的历代教科书里一直有所继承。 

    我们据此将朝鲜时代汉语教材分为两种类型： 

    （一）汉儿言语类：《老乞大》、《朴通事》诸版本。 

    （二）朝鲜汉语类：《训世评话》、《象院题语》、《华音启蒙》以及《你呢贵姓》等抄本类。 

    汪维辉（2011）仔细考察了《老乞大》、《朴通事》与《训世评话》的词汇差异而指出，《训

世评话》的语言明显具有江淮官话的特征。但根据本文的考察结果，这种说法应有重新商榷

的余地，其“江淮官话”因素不一定源于作者李边的语言本身，有可能继承了中国传统白话

小说的语言。 

 

4.2 其他语言特征 

    此外，还有一些“汉儿言语类”中不存在而“朝鲜汉语类”中存在的一些语法特点。 

    一、在《训世评话》一书中“……道的”这一形式很常见，表“叫做……”义，如： 

（61）古时，孟宗道的人，本性孝顺。（《训世评话》上 2a） 

（62）古时，董永道的人，父亲殁了，因家道艰难，不能埋葬。（同上，上 3a） 

    这种“道的”的用法在《老乞大》、《朴通事》与其他“朝鲜汉语类”中几乎不可见，但

明代《蒙古秘史》的总译中有类似的形式，如： 

（63）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箇苍色的狼。与一箇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

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产了一箇人名字唤作

巴塔赤罕。（一 1b） 

    韩语和蒙古语表“叫做……”义的动词都是置于对象名词之后，因此《训世评话》和《蒙

古秘史》总译的汉语也许分别受到了其影响，而与汉语本身的语序不同。 

    二、语气词“吗”（“么”）表示疑问，一般能用于是非问句，不能用于特指问句、选择问

句和反复问句。但在《华音启蒙》与《你呢贵姓》等抄本类中“吗”（“么”）用于特指问句的

例子普遍存在，如： 

（64）走咧多少日子么？（《华音启蒙谚解》上 1a） 

（65）你们贵国王爷多大宝龄么？（同上，上 2b） 

（66）你在这里作生意有多少年的工夫吗？（《你呢贵姓》8a） 

（67）赶下次谁肯惹你吗？（同上，19b） 

    三、副词“就、才、也”等一般作为状语，其位置是主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之前。但



在《华音启蒙》与《你呢贵姓》等抄本类中可以看到这些副词用于前一个小句的句尾而作为

助词使用的例子。这些例子中副词的后面往往有停顿，如： 

（68）万一他不付这个银子就，我再到上海本铺里能要得来。（《华音启蒙谚解》上 35b） 

（69）到那里左看右看也，并没有别的东西。（同上，下 27a—27b） 

（70）你要使唤就，咱们先讲价钱罢。（《你呢贵姓》11a） 

（71）你到别处里瞧人家的才，可知道比我的好歹咧。（同上，11b） 

 

五、结语 

    以《古本老乞大》的发现为契机，朝鲜时代汉语教材逐渐引起中国语言学界的关注。近

年来一系列新资料亦被陆续发现，不仅是韩国、日本学者，中国学者也积极加入到对其词汇、

语法的研究行列中。但笔者认为，学界对除《老乞大》、《朴通事》之外的汉语教材的关注度

并不高，尤其是在朝鲜时代汉语教材中存在的内部差异问题迄今尚未进行细致讨论。今后如

有各国学者的进一步合作与交流，这一领域的研究就会更加充实，研究水平亦会更加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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