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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言 
 

本文将以韩汉语接触为例，对其语言接触中产生的语言变体“借词”与“直译词”进行理

论建设的探讨。语言接触的基本单位为词汇，我们先从韩语的词汇系统出发看一下韩语的词汇

系统，韩语的词汇系统分三类，即固有词、汉字词、外来词。固有词是指韩语原有的词汇，汉

字词和外来词都属于非固有，是接触产生的词汇。比如英语的“battery”借入到韩语，当翻

译成“건전지(kən	 cən	 ji, 乾電池)”是汉字词；“배터리(be	 tə	 ri)”是外来词。从表面上

来看似乎从汉语借过来
1
的是汉字词，从英语等其他外语借过来的是外来词。但我们再举一个

例，比如中国的首都“北京”，从韩国人的语感上译为“북경(buk	 kjəŋ)”是汉字词，译为

“베이징(be	 i	 ciŋ)”是外来词。同样都是来自汉语的，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语感呢？笔者

发现这与韩国人的汉字习得关系比较密切，韩国人学习汉字往往会同时接收字音和字义。比如

韩国人学习汉字最为熟知的《千字文》，其第一个汉字“天 하늘(ha	nɨl) 천(chən)”不仅用

韩文给其汉字注了音，还用固有词表示了字义。“천(chən)”为音，“하늘(ha	nɨl)”为字义

。“北京”的译音“북경(buk	 kjəŋ)”就是按照这种传统的方式翻译过来的，第一个字“북

(buk)”表示“北边”，第二个字“경(kjəŋ)”表示“首都”。也就是说韩文虽然是表音文字，

但在汉字词中受汉字的影响也会产生临时的表义现象。而“베이징(be	 i	 ciŋ)”每个单字只有

音，没有义，由三个韩文字只代表一个词义。因此本文初步认为使其韩文带字义的借词为汉字

词，不带字义的是外来词。因为英文等诸多西方国家的文字没有字义，大多借词只能分为外来

词。汉字词在韩国人的母语交流中使用的非常自如，甚至有些汉字词误认为是固有词。现代韩

国人翻译中国人名字如果用传统的带字义的方式翻译，从情感上认为不像是外国人，因此会提

倡音译。比如“习近平”不叫“습근평(sɨp	 kɨn	 pjəŋ)”而叫“시진핑(si	 cin	 piŋ)”。但在日

常生活中关系比较好的中国人除非正式场合，通常仍会使用带字义的传统方式翻译称呼对方以

此表示好感。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来看这些语言现象表现的是一种深度的语言接触，这时语言变

体表现的历史层次也会比较复杂。比如“북경(buk	 kjəŋ)”中“북(buk)”仍保持着-k中古汉

语入声韵的特征，而在中国历史上北京叫“北京”的时间并不长。这种传统的带字义的翻译方

式不仅历史悠久，反映的音系也非常稳固，即使近现代时期借过来的新借词，对应的语音也往

往会很古老。 

 

 

2.“借词”与“直译词”的概念以及音系区别 

                                           
1 有些韩语汉字词来源不一定是来自汉语的，也可能是从日语借过来的，比如“国际、先辈”等，此外还有韩国人

自创的汉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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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悟云(2010)提到“文读形成的规则”，即“最大相似原则”和“最小改动原则”。文中

解释“当一个人向另一种语言借用一个词的时候，他是尽可能把读音发得跟目的语有最大的相

似性。另一方面，母语的干扰又使借词的读音与目的语有一定的差距，这很像第二语言习得中

的中介语,不过第二语言习得的中介语具有个人性质，而文读系统是一种社会现象。许多个体

在借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性的石化。如果借词的读音与母语的读音不一样，就要改动母语

的读音，使它的读音与目的语充分相似。但是改动必须服从经济原则，只要不妨碍交流，改变

程度越小越省力。”对此安英姬(2016)把最大相似原则和最小改动原则放在同一条线上，最大

相似原则向最大值发展，最小改动原则向最小值发展。假设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0，从0到5

这一区间最小改动原则的影响力要大于最大相似原则的影响力，而从5到10的区间最大相似原

则的影响力大于最小改动原则的影响力。语言变体在这两种影响力相互作用下在其范围内左右

移动，从0到5的区间里语言变体接近受借语韩语；而从5到10的区间语言变体接近施借语汉语。

“北京”的直译词“베이징(be	 i	 ciŋ)”把汉语两个音节翻译为三个音节，这违背了最小改动

原则，但向最大相似原则靠拢；借词“북경(buk	 kjəŋ)”虽和汉语一样是两个音节，但其入声

韵的特征与近现代汉语的差距比较大，违反了最大相似原则并向最小改动原则靠拢，图示如下。 

 

 

 

 

图1 韩汉语接触的最大相似原则与最小改动原则以及语言变体 

陈保亚(1996)把语言接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母语的干扰”阶段，第二阶段是

“借贷”阶段
2
。第一个“母语的干扰”是通过第二语言习得发生接触，而第二个“借贷”是

受借语的纯母语话者通过双语者的语言传递发生接触。如果从受借语和施借语的角度来看，第

二语言习得是受借语和施借语的直接接触，而语言的传递是受借语和施借语的间接接触。陈保

亚(1996)对其语言接触两个阶段产生的语言变体没有进行具体分类，而安英姬(2016)则做了严

格地区分，比如“베이징(be	 i	 ciŋ)”等直译词为直接接触的语言变体；而“북경(buk	 kjəŋ)”
等借词为间接接触的语言变体。这两种语言变体的音系不同，直接接触的直译词其音系接近施

借语汉语，而借词音系接近受借语即韩语母语，图示如下。 

 

 

 

 

图2 汉语言接触中直接接触与间接接触以及语言变体 

                                           
2 陈保亚(1996)把语言接触分为第一、二阶段是为了阐明接触的“有阶性”，因为笔者并不太认同“有阶性”的观点，本

文将放弃第一、第二阶段的名称。 

10 0 -5- 

最小改动原则 

受借语:韩语 

最大相似原则 

施借语:汉语 

베이징(be	 i	 ciŋ) 북경(buk	 kjə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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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改动原则 

受借语:韩语 
最大相似原则 

施借语:汉语 

则 

直译词 借词 

0 

直接接触 间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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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单音节汉字为单位，《千字文》的“천(chən)”等译音在韩语学界叫做“韩国汉字音”

。除了《千字文》还有十六世纪的《训蒙字會》(1527)，《新增类合》(1576)等，如下图左一

和左二。它们跟千字文一样，每个汉字都配有字义和字音。 

图3 中世韩语时期韩国汉字音以及韩汉直译音文献资料 

此外也有即使是直译同时还要受单音节约束的语言资料，比如≪洪武正韵译训≫（1455），

如上图右一。这是一本按照中国韵书≪洪武正韵≫（1375）的体系给汉字标注汉语发音的一本

韵书
3
。如上图≪译训≫把“真”译为“ ”，实际韩语音节中是不会出现辅音“ ”

“ ”等，这些辅音是用来区别汉语的齿头音和正齿音的。因为是直译努力向最大相

似原则靠拢，因此只能用实际韩语中不会出现的音节来进行注音。这些注音韩语学界通常叫做

“直译音”，本文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把它叫做“韩汉直译音”，图示如下。 

 

 

 

 

 

 

图4 韩汉语接触中的“韩国汉字音”和“韩汉直译音” 

韩汉直译音的受借语是韩语，施借语是汉语。如果反过来受借语是汉语，而施借语为韩语的

话其直接接触产生的语言变体为汉韩直译音了。比如《朝鲜馆译语》(15世纪)和《鸡林类事》

(11、2世纪)等，如下图。 

                                           
3
 中国韵书≪洪武正韵≫反切上字为31声类，≪洪武正韵译训≫反映的韩国文字也是31个字母；≪洪武正韵译训≫

虽然在韵字分合上对≪洪武正韵≫有些改动，但也没有脱离76韵的范围。 

  

 

《訓蒙字會》(1527) 《新增類合》(1576) 《洪武正韵译训》(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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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改动原则 

受借语:韩语 
最大相似原则 

施借语:汉语 

则 

韩汉直译音 韩国汉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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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字文》、《训蒙字会》 《洪武正韵译训》 

音 义 义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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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世韩语时期汉韩直译音文献资料 

这两本书的编纂人是中国人，他们是用自己的母语汉语，对当时的韩语进行直译的，比如

汉字《朝鲜馆译语》的“哈嫩二”和《鸡林类事》的“汉柰”标注的是韩语“天”中世韩语时

期的固有词“하(ha	 nʌl)”的音，图示如下。 

 

 

 

 

 

图6 汉韩语接触中的“汉韩直译音” 

 

 

3.语言接触的过程与其各阶段的语言变体分类 

 

陈保亚(1996)就语言接触第一、二各个阶段再细分为匹配、回归，还有并合与同构阶段。

并合与同构不是语言接触的过程，而是语言接触产生影响
4
,本文暂且不讨论并合与同构。文中

说明“匹配”是指第二语言的初学者通过自己母语的语音对其目标语言进行对应关系的语言行

为。并且匹配有规则性，也有方向性。如果傣族学汉语形成傣汉语，傣语是施配，汉语是受配；

如果汉族学傣语形成汉傣语，汉语是施配，傣语是受配。“回归”是从起初的匹配阶段逐渐脱

离母语的干扰而向目标语言的靠拢。比如“渴”kho在傣汉语的匹配状态被读成xo，在德宏汉

                                           
4 安英姬(2016)对其“并合”与“同构”的概念为，“并合”是通过第一阶段（直接接触）的接触致使目标语言发

生向母语方向靠拢的现象；“同构”则是通过第二阶段（间接接触）的接触致使母语发生向目标语言发生靠拢的现

象。因为发生这种现象的主体不是语言变体，而是两端的母语和目标语言上，因此并不认为时语言接触的过程，而

是语言接触的影响。 

  

《朝鮮館譯語》(15世記) 《鷄林類事》(11-12世記） 

受借语:汉语 施借语:韩

直接接触 间接接触 

汉韩直译音 

《朝鲜馆译语》《鸡林类事》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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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影响下有些人开始读成kho，声母由匹配状态的x回到了和原语言汉语相同的kh。还有语言

变体不可能同于目标语言即“回归的度”，也是母语干扰的部分。笔者认为“回归”的方向与

“匹配”的方向一致，并且从第二语言习得来看是从初级阶段进一步逐渐发展的过程，因此本

文把“回归”改称为“进阶”。还有“回归的度”因为实质上就是母语的干扰，本文直接改为

“干扰”。 

 

 

 

图7 韩汉语直接接触的过程以及不同阶段的分类 

上图为直接接触的过程。间接接触的过程虽然本质上与直接接触相同，但也有不同之处。

比如间接接触中双语者负责语言的传递，传递过来的是汉语，并且其汉语还是双语者或第二语

言习得者在直接接触中获得的韩汉直译音。当韩汉直译音传递到间接接触范畴内将向韩语母语

的方向发展，其过程与直接接触一样，有匹配有进阶，最后还有汉语对其语言变体的干扰，图

示如下。 

 

 

 

图8 韩汉语间接接触的过程以及不同阶段的分类 

因为在间接接触中匹配与进阶的方向是从汉语向韩语发展的方向，最大相似原则应该在韩

语，最小改动原则在汉语。并且因为负责施配的汉语不是纯汉语而是韩汉直译音，其最小改动

原则不能是0，我们可暂且定为2。陈保亚(1996)没有考虑到母语的干扰阶段和借贷阶段其匹配

方向是反方向的，也没有对其各阶段的语言变体进行分类。因为直接接触中施配的是韩语，受

配的是汉语其直接接触的语言变体为“韩汉音”，确切地说是“韩汉直译音”；而间接接触中

施配的是汉语（即韩汉直译音），受配的是韩语其间接接触的语言变体应该为“汉韩音”，即

“汉韩借词音”。 

 

 

 

 

 

 

图9 韩汉语接触整个过程以及不同阶段各种语言变体 

从整个语言接触的角度来说韩语为受借语，汉语为施借语，但在不同接触中其施配与受配

干扰 干扰 进阶 

最小改动原则 

施配:韩语 

最大相似原则 

受配:汉语 

干扰 进阶 匹配 

10 0 

受配:韩语 受配:汉语 

匹配 匹配 

直接接触 间接接触 

施配 

韩汉直译音 

施配 

韩语 

进阶 

汉韩音2 韩汉音2 汉韩音1 韩汉音1 

受借语 施借语 

0 2 10 10 

最小改动原则 

施配:汉语 

（韩汉直译音） 

干扰 进阶 匹配 

2 10 

最大相似原则 
 

受配: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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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同。比如在直接接触中韩语为施配，汉语为受配；而在间接接触中汉语(韩汉直译音)为

施配，韩语为受配。并且对其匹配、进阶以及干扰的方向起作用的并非施借与受借，而是施配

与受配，即“施配→受配”。因此直接接触的语言变体为“韩汉音”，间接接触的语言变体应

该为“汉韩音”。在匹配与进阶不同阶段会有“韩汉音1、韩汉音2…”或“汉韩音1、汉韩音

2…”等各种不同语言变体。此外“干扰”来自施配，直接接触的干扰为韩语(母语)带来的干

扰，间接接触的干扰为汉语(韩汉直译音)带来的干扰。 

韩国16世纪汉语教科书《翻译老乞大》和《朴通事》每汉字都有两个注音，即“左音”和

“右音”。比如“縱”字的左音为“ᅎᅳᇰ”，右音为“증”；“知”字左音“ᅐᅵᇫ”，右音“지”；

“大”的左音“따”，右音“다”；“橫”的左音为“ᅘᅳᇰ”，右音为“흐ᇰ”等。通常认为《翻

译老朴》的左右音来自《洪武正韵译训》，左音对应俗音，右音对应正音
5
。而慎镛权(2009)

认为其左右两音都比较接近俗音，只是左音的标记趋向“精确地语音描写”，右音的标记为

“简略地语音描写”。并且简略式的描写可能是为了让初学者学习汉语用的。从语言接触的角

度来看，右音的简略式描写是直接接触阶段匹配产生的语言变体，左音则是进阶阶段产生的语

言变体。因此右音是“韩汉直译音1”，左音是“韩汉直译音2”。 

再看韩国汉字音。其实中世韩语时期有两套的韩国汉字音，一个是传承汉字音；另一个是

汉字音韵书《东国正韵》(1448)反映的汉字音。《千字文》、《训蒙字会》等带字义的传统汉

字习得标注的汉字音，是传承汉字音。《东国正韵》是一本韵书，没有字义解释，只有韩文注

音。其不少注音还突出了汉语音的特征。比如《东国正韵》专设了一个“ㅱ”的终声给效摄、

流摄等字表示其元音韵尾。这是因为受韩语音节结构的限制，即韩语音节结构没有可与汉语-u

韵尾对应的成分。传承汉字音对效摄、流摄字直接处理为零韵尾。《东国正韵》的这种处理在

实际用法上比较繁琐，并且在韩语交流中没有太大的意义，无法继续流传下去。这就是所谓的

“人为因素“。针对《东国正韵》的人为因素，对传承汉字音也会叫做现实汉字音。而查看≪

东国正韵≫的音系，其辅音系统与≪训民正音≫一样是23个字母，元音系统也如≪训民正音≫

一共7个元音。≪训民正音≫是一本创制韩文的说明书，反映的音系是韩语的，也就是说《东

国正韵》的音系性质不是汉语是韩语。从语言接触过程的来看《东国正韵》应该在匹配阶段，

为“韩汉借词音1”，而传承汉字音为进阶阶段的语言变体即“韩汉借词音2”。 

 

 

 

 

 

 

图10 中世韩语时期各种文献资料在其韩汉语接触过程中的位置 

此外古代韩语还有“借字标记”。古代韩国人写文章一般会用“汉文”，汉文的叙述方式

                                           
5 《洪武正韵译训》的“正音”指的是符合韵书音系系的音，“俗音”是不符合韵书，但中国人实际使用的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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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语大体相同。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流不用汉文，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即韩语，并且即使汉

文文献，也会用韩语诵读。有时还会把念出来的韩语借用汉字把它标记下来，这就是“借字标

记”
6
。这里的“借字”与汉借词毫无关系，因为只借音不借义，并且其标注的语音也不是汉

语，而是韩语。从某种角度上和《朝鲜馆译语》的性质一样，而不同的是《朝鲜馆译语》是由

汉语母语话者进行韩语描写，“借字标记”是由韩语母语者进行韩语描写。从语言接触的角度

上来说《朝鲜馆译语》的受借语是汉语母语，而借字标记的受借语是韩国人学汉语即通过第二

语言习得过来的韩汉直译音。因此借字标记的受借语韩汉直译音和纯汉语两者之间会存在韩语

母语的干扰部分，图示如下。 

 

 

 

 

 

图11 古代韩语“借字标记”在语言接触过程中的位置 

 

 

4. 结 语 

 

本文主要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对其“借词”与“直译词”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性探讨，在此基

础上今后将进一步通过实际语言资料的考察向建立历史层次分析理论的建立发展。就将来历史

层次分析理论，笔者目前大体有如下几种观点。首先为“借词”和“直译词”的区别问题。第

一、借词一个字一个义，通常词义为字义的叠加；而直译词多个音节只表示一个词义。第二、

借词与目标语言的翻译通常一个音节对应一个音节；而直译词的翻译音节可以不规则。第三、

借词的每个音节可能不同历史层次，而直译词多个音节只有单一层次。在具体研究中往往不少

学者对韩语的“汉字音”，因为韩文的表音性质同于汉语拼音，甚至认为是一种“汉语方言”，

但通过本文的考察“汉字音”的音系是与母语接近的。其实我们更需要关注的还是汉字的表意

性质，查看汉字的表意性质对语言接触带来的影响。沙加尔·李妍周(1998)在对白语的研究中

首先提出“一致性原则”（Principle of coherence)。第一，在汉语借词中，一个音节的声

母、韵母和声调的对应规律都处于同一个层次。第二，当汉语的多音节词被借进来的时候，词

中的所有音节都属于同一个层次。而本文认为这一分析方法只适用于本文的“直译词”语音资

料的分析。在“借词”的问题上还是需要更进一步的讨论，比如“借词音”的研究我们首先要

                                           
6
 “借字标记”的方法和文献资料有好几种，比如“乡札”是用汉字书写古代韩语乡歌的；“吏读”主要用于法律

条文或诉状上；“口诀”多见于佛经中，但它不同于前两者整体汉字的借用，大部分口诀是拆分汉字使用的，如同

日语的片假名。口诀还分两类，一个是“释读口诀”，一个是“音读口诀”，前者是按照韩语语序书写的，后者为

以汉文的语序书写的。此外还有韩国三国时期的古地理名也属于借字标记。 

受借语:汉语 施借语:韩语 

朝鲜馆译语 借字标记 韩语母语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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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母语的音变对其声韵调的层次分析带来的干扰现象等。对于更加具体的分析方法将在今后

的文章中继续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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