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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语转变与中国社会变迁
) ) ) 以/吃了吗0到/你好0的变化为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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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职教部,贵州 凯里 556000)

[摘  要] 见面语是语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语用上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点。从/ 吃了吗0到/ 你好0的汉语

见面语的演变,从一个侧面真正地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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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面语是人们在交际之初为联络感情而使用的非称

呼类言语形式。汉语中类似的说法还有/招呼语、问候语、

寒暄语0 , 有的研究者认为招呼与问候不同,招呼兼有问候

与寒暄的功能[1] , 有的研究者则认为问候语在广义上已包

含了招呼语[2] , 而多数人对三者不做具体区分, 交叉使用

三个概念。我们认为招呼语、问候语、寒暄语之间没有泾

渭分明的界限,因为有的言语同时具有多种功能, 有的则

只具有其中一项功能, 它们都是交际活动的起始语, 因而

用一个模糊的概念/见面语0为宜。英语即用 greeting 一词

指称这种交际的初始语。见面语是言语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具有表示友好和导入话题的功能, 但主要功能在于

表达友好的态度,目的是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 为后

来的人际交往奠定良好的基础, 其本质是礼貌语言, 而礼

貌语言是受得体性原则制约的,得体性原则要求交谈尽可

能适应对方所处的语言环境。因此见面语在语用上具有

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浓厚的民族性。不同文化背景产

生的民族心理的差异使每个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见面语。

其二,强烈的时代性。作为口语交际的初始形式, 见面语

追求观实效果,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们会使用不同内

容的见面语。汉语的见面语形式很多,以往人们在日常生

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 吃了吗0 ,但现在更多地采用/ 你

好0。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当前汉语见面语从

/ 吃了吗0到/ 你好0的转变及其文化情况。

一、见面语与文化观念

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

和,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赫德森从狭义角度认为文化是人们

从社会中获得的、储存在头脑中的知识。[3]语言是文化的

载体,不同的文化体系通过语言得以反映, 从见面语中同

样可以体现出文化观念的差异。

古人云: / 食色,性也。0 (5孟子#告子6 )又云: / 饮食男

女, 人之大欲存焉。0 (5礼记#礼运6)可见自古人们就意识

到人类发展需要满足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生存, 二是繁衍。

不同文化观念下的民族对这两个前提的关注程度不同。

西方文化侧重于/ 男女0 , 而中国文化长期受儒家/ 男女授

受不亲0封建思想的浸润,对/ 男女0之事持回避保守态度,

因此中国文化侧重于/ 饮食0。汉民族把生活的重心放在

饮食上, 这种热情从语词的丰富上可见一斑。/ 炒、煎、炸、

烩、炖、煮、蒸、煸、涮、汆、焖、熏、卤、糟0等展示了精妙的烹

调技艺; / 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0、/食不重味0讲究的是饮食

的品位; / 食不果腹、饥寒交迫、节衣缩食0记录了不堪回首

的岁月; / 狼吞虎咽、狂饮大嚼、酒酣耳热、烂醉如泥0 ,刻画

了栩栩如生的进食姿态。中国是世界闻名的美食王国, 饮

食讲求色、香、味、形俱佳,而相比之下, 西方饮食更讲求营

养结构。

/ 吃0在中国不仅是简单的生存本能, 还是某种社会意

义的象征。解放前老北京流传一则趣闻, 穷人家的门边儿

往往挂着一块猪皮, 主人出门前要用猪皮蹭得满嘴油光方

才出门, 碰见人了还要装出满足的样子打嗝儿,表示自己

肉吃得太多了, 如此就可以为自己挣足面子。/ 吃亏、吃

惊、吃力、吃香、吃紧、吃得开0 , / 吃一堑,长一智0 , / 吃不了

兜着走0等,这里的/ 吃0已不是最初的咀嚼食物之意。/ 不

食嗟来之食0、/ 不为五斗米折腰0讲的是气节, 当年朱自清

先生宁愿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行为赢得国人普遍

赞赏。中国是一个崇尚伦理的国家, /孝0是伦理道德的核

心,最基本的/ 孝0是/ 亲亲0 , 即孝敬自己的父母亲。尽孝

通过饮食体现出来, 据5左传#晋灵公不君6记载, 灵辄因饥

饿而病倒, 赵盾送给他食物,灵辄还不忘留下一半给自己

的母亲。5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6中孟尝君给门客冯谖的

母亲提供食物, 使得冯谖忠心耿耿报答自己。我国最早的

礼仪活动是从饮食崇拜开始的, 祭祀时必备最好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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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在民间习俗、道德评价等方面深深地影响着汉民族,

饮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小农经济社会的影响, 使汉民族

具有强烈的氏族观念, 人们重视集体的力量,轻视个人的

作用,形成讲求仁爱的民族心理, / 嘘寒问暖0就是这种心

理的体现。关心他人直接体现在/ 吃0上。中国人宴请时

喜欢劝食,主人不劝食被认为是/ 小气0, 而客人要推让, 一

是表示客气,二是避免自己显穷。如此你劝我让, 场面就

很热闹,宾主很尽兴。在重视饮食与关心他人这两种文化

观念的共同作用下,见面问一句/ 吃了吗0就成为汉民族最

有人情味的问候招呼了。问对方/ 吃了吗?0 就由起初的

/ 你吃饭没有0的言内之意发展为/ 对你表示关心友爱0的

言外之意,原来的语面意义磨损, 凸显的是言下之意, 它同

时具有问候功能和招呼功能。相反,与之相成鲜明对比的

骂人话是/ 吃饱了撑的0等,也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刺激。

而西方民族就不同了, / 吃0对他们来说不是关注的焦

点,他们更喜欢竞争, 重视个性的发展, 追求个人独立, 宴

请时不会劝食, 更不会夹菜, 而让客人随意 ( Please help

yourself)。美国语言学家奥斯汀( Austin)认为人说话实施

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言后行为。/ 吃了吗0的言

内行为是:你吃过饭没有, 言外行为是表达关心的态度, 而

言后行为是双方建立友好的人际关系,语用意图在言外之

意。这句问候直译成英语是: / Have you eaten yet?0英语民

族所作的解释是言内行为,听话人会理解成是否邀请我吃

饭。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交流中会产生误解。

二、社会变革与见面语的变化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认为: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语言

与社会结构共变。见面语也是如此。见面语由来已久, 它

的产生最初是出于关心问候的目的,远古时期先民们生活

条件恶劣,在野外居住,不免遭受毒蛇、猛兽伤害, 人们见

面关切地问: / 无它乎?0 (没有被蛇咬吧? )据说这是最早的

见面语。之后见面语经过/别来无恙0、/ 给~ 请安0以及见

什么问什么的发展,而何时把/ 吃了吗0作为见面语不得而

知,但它得以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农村)广为流行, 折射出

现代中国为温饱所困的历史。/ 吃了吗0之所以成为见面

语是客观现实和文化内涵两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 由于天灾人祸、

生产力低下等原因,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饥荒 ,俗话说/ 民

以食为天0。/ 为了一张嘴,跑断两条腿0 ,人们长时间为吃

饭问题所累,因而见面问对方/ 吃了吗0最初所表达的正是

其语面意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它是中国最普通最

流行的见面语,解放前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人

民生活苦不堪言,解放后至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的经济仍

处于世界落后地位, 1959 年至 1962 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

新中国最困难时期, 1966 年至 1976 年的十年动乱又使中

国蒙受巨大损失,经济、政治的压力使人们的思想不能活

跃,见面只有以/ 吃了吗0相问候。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 ,十一届三中全

会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目标,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全新政

策,中国加入世界快节奏的前进步伐中, 人们明显地忙碌

起来,见面就问: / 你最近在忙什么?0 以致这句话成了 20

世纪 80、90年代常用的见面语。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发

展, 中国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中共十六大提出 21 世纪头

20年我国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吃饭0不再

成为人们生活的负担, 见面还问/吃了吗0渐渐显得与时代

的发展不协调。现在的中国敞开了国门, 中外的交流因为

频繁而变得普通, 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逐渐与西方文化观念

接轨。西方民族喜欢竞争, 提倡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尊

重他人自由, 有关个人问题的感情、年龄、收入、健康等都

是隐私, 打听别人的隐私是侵犯个人自由, 是不礼貌的行

为。不同的文化观念使中西方形成不同的民族心理,在见

面语的使用上得体原则体现出重要意义。/ 吃了吗0译成

英语是: Have you eaten yet? 在英语里只有打算请别人吃饭

才这么说, 是邀请的表示,而中国人仅把它作为见面语, 是

友善的表示, 没有实际行动,西方人往往误解中国人是言

而无信的。/ 上哪去?0和/ 干什么?0 直译成英语分别是:

/ Where are you going?0和/ What are you doing?0西方人更觉

得反感, 他们认为/上哪去0、/ 做什么0都是自己的事,被人

询问属于个人自由受到侵犯。/ 讲究礼貌是人类社会的文

明标志, 但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具有不同的礼貌规范0 , 开

放的中国在对外交流中有时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文化观念。

其实不仅是西方人, 就连我们中国人碰到这样热情的寒暄

也有不便作答的时候, 如上洗手间或者是其他不想回答的

地方,于是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场景: 甲问: / 上哪去?0乙回

答: / 上那儿0或/ 不上哪儿。0甲: / 你在忙什么?0 乙回答:

/ 不忙什么。0乙的回答显然会对双方融洽的关系有一定的

负面影响。

/ 吃了吗0显得落伍, / 上哪儿0、/ 忙什么?0以及见什么

问什么的形式又有侵犯隐私之嫌 ,于是/你好0这一见面语
便风靡全国, 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0之

势。

多数人认为/ 你好0是从西方引进的见面语,因为英语

的见面语/ How do you do?0/ How are you?0/ Hello !0/ Hi! 0, 他

们译成中文是/ 你好0的意思, 中国社会语言学家陈原推测

/ 你好0是受俄语影响, 20世纪 50 年代开始使用,而曲卫国

提出新看法, 认为中国十八世纪中叶之前就出现/ 你好0这

种问候了, /你好0究竟是否舶来品,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语境限制对见面语转变的作用

从狭义上理解, 语境就是语言使用的情景环境, 包括

时间、地点、场合、双方关系等。人们的言语交际总是在一

定的具体环境中发生的, 语境必然对语言使用和理解有制

约功能。/ 吃了吗0尽管是很有中国特色的礼貌语言,但它

并不是/ 泛0意义上的见面语,要受语境限制, 这种限制是

由其字面意义决定的,见面语采用毗邻相对的形式, 有来

有往, / 吃了吗0是询问式的问候, 对方需作肯定或否定的

回答, 答话为/ 吃过了0或/ 还没呢0时间因素对它是一个重

要制约, 中国传统是一日三餐,每餐都有特定的时段,早餐

一般在上午 8 点之前,中餐在中午 12 点左右, 晚餐在下午

6点左右, 在接近用餐时间问/ 吃了吗0是合适的, 而非用

餐时段不宜用/ 吃了吗0, (下转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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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空洞无物的许诺, 甚至沦为美丽的谎言0 ; / 而且, 人作

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一旦失去与外界的联系纽带, 也就失

去了自身存在的参照和依据0 [ 5]。在这一点上, 西方的双

性同体无疑给我们提供于很好的启示。

从历史的角度看,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得中国的男尊女

卑、男主女从思想根深蒂固, 女性在文坛上发出的声音微

乎其微。虽然解放后,妇女地位和意识有了极大的提高,

但更多是将女性/ 雄性化0了。女性文学乏善可呈, 很难从

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

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中, 父权文化沉渣浮起, 使得局面更加

扑朔迷离。在向西方寻求借鉴时, 由于传播媒介、文化背

景、时代地理空间等等因素的影响, 对于/ 女性写作0的准

确含义我们并没有很好的理解。而商业与男权文化的合

谋,使得一些人为了某种目的, 打着旗号以标新立异, 于是

造成了今日的局面。女性写作的道路充满诱惑, 任重道

远,但有些东西是我们必须明确、坚持的。在对西方理论

的引入和吸收中,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审时度势,而非盲目

照搬、望文生义、人云亦云。在发展有自己特色的道路时,

应该时时警惕存在的陷阱和坭泽 ,避免被消解和利用。将

/ 女性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欲求逐渐明确地成为女性写作行

为的内在支撑点0 [6] , 从而寻找到自己的正确身份和胜利

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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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5 页 )如清晨 7 点以前, 中午 10 点, 下午 2 至 4

点,晚上 8 点以后,因为被问者不好作答, 招呼者也显得很

迂腐。地点是指言语者所处的地理位置,在特殊地点不宜

问候,有一竿话: 甲入厕完毕,乙正要进去, 两人一照面, 乙

习惯性地问/ 吃了吗0 ,让人捧腹, 这虽说是笑话,但却是真

实的故事。场合是指交际环境的性质, 有正式和普通、喜

庆和悲伤等。/ 吃了吗0是充满人情意味的见面语, 在日常

生活使用比较得体,而在正式场合不宜使用,设想进入一

家公司或单位,见面一句/ 吃了吗0显得多么滑稽。双方的

熟悉程度对语言选择也有要求, / 吃了吗0 比较随意, 用于

熟人之间恰如其分,对陌生人使用就显得冒昧。可见, / 吃

了吗0并非畅通无阻。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 人际交往频率加快, 范围

扩大,汉语需要一种泛化意义的见面语, 适应一切时间、地

点、场合、双方关系,同时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对人的心理

产生影响,实在实用的表达方式更受欢迎, 悠哉游哉的绕

圈子的客套闲聊显得不合时宜,人们喜欢简洁明快的见面

语,而/你好0就是这样一种见面语, 其适应能力强是由字

面意义决定的,向对方道一声好言简意赅地、直截了当地

表明了对对方的友好态度。活跃的年轻人在朋友之间更

简单地用/ 嗨0来做见面语, 这显然是英语见面语/ Hi!0的

借用。

最初/ 你好0是在文化圈内和外交等很正式的场合使

用,能显示使用者良好的文化修养, 给人很有品位、很文雅

的感觉,语言使用具有求雅的心理, 人们喜欢这样的表达。

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 中国也重视精神文明的建

设, 各个行业都把/ 你好0作为第一行业用语,以树立文明、

现代的形象, 人们也受到熏陶,乐于模仿, 使这一见面语在

日常生活中迅速流传开来, 现在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用

/ 你好0来相互打招呼了。

我们认为/ 你好0作为当代中国越来越兴盛的见面语

的趋势是明显的, 同时我们也认为, / 吃了吗0这一见面语

以它特有的文化内涵, 在百姓生活中仍会具有不可取代的

作用。以上我们从文化观念、社会变革、语境限制方面初

步分析了/ 吃了吗0逐渐消退、/ 你好0后来居上的原因, 这

是时代变迁的真实写照, 是中国社会逐步走向现代文明的

标志, 它生动地说明了语言是一个变数, 社会也是一个变

数, 语言与社会互为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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