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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迄今为止，关于词汇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研究一般依附于语言研究，作为独立课题进行研究的较
少。词汇是最重要的语言单位，具有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含义，是语言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重要载体，有必要
对其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进行独立研究。以往的研究一般是单独谈词汇的社会属性或词汇的文化属性，或两
者混为一谈，因此更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厘定，分清两者的差异，还原它们的真实面目，避免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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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cial Attributes and
Cultural Attributes of Vocabulary
LIANG Qiaoli
（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Guangzhou，Guangdong 510510，China）

Abstract： Up to now，studies on social attributes and cultural attributes of vocabulary have been
based on languages，and studies as independent subject are few． Vocabula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has the rich 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and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ttributes． Accordingly，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independently its social and cultural attributes． More
importantly，previous studies aimed either at social attributes of vocabulary or its cultural attributes，
or a blind mixture of both． Accordingly，we must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concepts，restore their true nature to avert the incorrect informations．
Key words： vocabulary； social attributes； cultural attributes
关于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 ，迄今为止相关研究往往注重于某种语言 ，如俄语、汉语、英语等词
汇的研究。另外，这些研究主要立足于语言，如《俄语语言的社会性浅析》、《语言的社会性略论》、《语言
的社会属性( 功能) 认识及其意义》、《论汉语的人文性 》等。以往的研究成果一般是单独谈词汇的社会
属性或词汇的文化属性，或两者混为一谈，对词汇社会和文化属性的差异研究较少，因此有必要把这两
个概念单独抽出来进行基于词汇的综合分析 ，以期对它们有更完整的认识。本文以英语和汉语为例，通
过比较试图分析词汇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差异 ，从而更完整更充分地认识这两个概念。 由于相关文
献及相关成果的限制，本文的研究尚属于探索性，期望能够为未来的深入研究提供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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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汇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差异性
［1］（ p125）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每一种语言代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

反射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社会现象，反映着社会的各个方面。 无论是“文化 ”还是“社会 ”都
会在词汇中留下印记，这种印记就是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 ，它揭示了某种社会或文化现象或活
动，
比如说词汇的联想意义或情感意义就与某种社会或文化现象有关 ，如“妻管严 ”揭示一种社会现象，
来源于“气管炎”，而“红喜事”往往指婚礼，“红”揭示的是中国色彩文化中特有的内涵 。前苏联的语言
国情学就是以研究词语的民族文化语义为主要内容 ，其核心是词汇背景理论。“词包括词位和义位两
方面的内容。义位由概念义素和非概念义素构成，其中非概念义素又称背景义素，其总和为词汇背
［2］

景。” 根据非概念义素的不同性质，义素可划分为社会性的、跨语言性的和民族文化的。 因此，词汇是
反映语言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重要载体 。
但是语言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有何区别 ？ 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
学企图各自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来解释语言 ，文化语言学企图凌驾于所有语言学之上 ，把社会语言学纳
入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也企图把文化语言学纳入其中 。 那么，“社会 ”与“文化 ”是如何在一种语言
中共存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吴国华认为： “文化语言学侧重历史现象分析阐释，社会语言学注重实地
［2］

调查，因此，前者‘重解释’，后者‘重描写’。” 这种区分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具有容易判别的标准，具
有可操作性； 第二，既体现了社会的“现状性”，又体现了文化的“历史沉淀性”特点。但是这种表述过于
宏观，如果把这种区别落实到词汇上，则对区分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更具有现实意义 。
1． 在词义上体现为现状与历史的差异
区别词汇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要素是社会和文化 。韦克难等主编的《社会学概论 》认为“社会是
［3］（ p8）

由社会主体———人、社会关系、文化三者构成。”

周运清主编的《新编社会学大纲 》认为“现代社会

是由人、文 化 和 自 然 组 合 而 成 …… 文 化 主 要 包 括 人 与 自 然、人 与 人、人 与 物 组 成 的 特 殊 关 系 和 结
［4］（ p21）

构。”

这两个观点都认为文化是社会的一部分 ，但是社会学对“文化 ”的解释又陷入自我解释的无

意义循环。在社会学关于“社会”的上述两个定义中，“人”、“社会关系 ”和“自然 ”都有明显的界限，但
是“文化”是一个需要进一步阐释的概念。 社会学解释“文化 ”时又用“人与物 ”或“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之类的概念，可是这几个概念在解释“社会”时已经用过了，现在又用来解释“文化 ”，那就起不到区
分“社会”和“文化”的作用，因此是无意义的。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
的总和。“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 ，其中最本质的最基本的关系是
［5］（ p5）

生产关系； 文化是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与自然有机结合互相作用的因素。”

文化涉及的不仅

是人，还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社会关系表现为现状，而文化表现为影响这种关
系的因素，应尽量把社会与文化区分开来。
（ 1） 词汇的社会属性主要涉及社会关系、社会背景、社会动态、政治背景等现状。 研究的内容包括
如下方面： 性别、年龄、职业、人际关系、知识水平、政治立场、政治体制、历史变迁、社会地位、阶级和阶
层、地理位置等。语言都重视对性别的区分，这种区分主要落在人称代词上。 汉语中的人称代词包括：
我、我们、你们、你、他 、她 、他们、她们、它、它们等，其中“他 、她 、他们、她们 ”能说明被指对象的性别。
英语中的人称代词分为： I、me、we、us、you 、he、him、she、her、it、they、them 等，其中 he、him、she、her
可以区分被指称对象的性别。而年龄或婚姻状况往往也可以通过词汇“少女”、“女孩”、“姑娘”、“女青
年”、“女人”、“妇女”、“少男”、“男孩”、“男青年”、“男人”等揭示一二。 英语里 girl、woman、boy、man 等
有类似的作用，而对女性的称呼 Miss 和 Mrs 则直接表示了婚姻状况。关于称呼的词还可以揭示多种社
会因素。比如，汉语里不同的地方对生母的称呼可能不一样，有“娘”、“妈妈”、“母亲 ”等，这些词具有
一定的地方特色； 人在成长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母亲的称呼可能从“妈咪”到“妈妈”到“妈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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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体现了一种母子关系的微妙变化； “母后”则体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相应的政治体制 。
（ 2） 词汇文化属性主要涉及词汇所揭示的历史沉淀 。 有关“文化 ”的定义很多，从 1871 年到 1951
［6］（ p22）

年的 80 年间出现了 164 种关于文化的定义。

比较典型的有 1871 年英国人泰勒的定义和 1952 年

克罗伯的定义，我国对“文化”的定义以权威性《辞海》为代表。泰勒的定义是：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
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
［7］（ p1）

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

克罗伯的定义是： “文化由显性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 ； 这种行

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 ； 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物器中的体现；
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 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 ) 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 文化体系一方面可
［8］（ p12）

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 。”

《辞海》的定义是： “文化，从广义来

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 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
［9］（ p2378）

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

虽然这些定义的表述各不一样，但是有三个主要共性：

第一是人的活动性，表现为精神文化。 第二是造物性，表现为物质文化。 活动性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
系，造物性涉及的是人与物的关系。第三是历史沉淀性和继承性，因此需要通过历时来分析研究文化。
根据《辞海》对“文化”的定义，其内容可以分为三类： 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 物质文化，即通
过物质生活和各种有形的具体的实物所表现出来的文化 ，如建筑、服饰、饰品、用品和工具等。 行为文
化，即通过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表现出来的文化 、社会规范，如制度、法律、纪律、道德、礼
仪、风俗、信仰等对社会成员的约束作用，调节和协调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行为文化也叫社会文化，是
社会意识积淀的产物。精神文化，即通过思维活动而形成的精神产品所表现出来的文化 ，精神产品包括
文学艺术、科学、哲学、大众传播等。精神文化是在前两种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上述文化形式都是经
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的，在此过程中在词汇上留下的印记可以窥视文化的历史沉淀。“旧石器 ”与“新
石器”，“冷兵器”与“热兵器”等词汇很容易令人想起相关的时代 ，这就是词汇的物质文化属性。对特定
动物的崇拜或习俗导致相关词汇词义的变迁 ，如我国 12 生肖表示了 12 种人，所以属“鼠 ”的人又被戏
称为一只老鼠； 特定动物的习性又可以用来形容人 ，如“鼠辈”、“鼠目寸光”等。如果说关于动物的这种
词义体现的是一种行为文化属性，那“太阳 ”词义的变迁体现的则是一种精神文化属性。 在人类历史
上，太阳一直是许多民族顶礼膜拜的对象 ，因此太阳在很多语言里都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 。在古希腊神
话中，太阳神是宙斯( 万神之王) 的儿子； 在北欧神话中美丽的仙国阿尔弗海姆的国王被视为太阳神 ； 中
华民族的先民把自己的祖先炎帝尊为太阳神 。此外太阳还有很多别的意义，如多用“阳刚之气 ”来形容
男士的行为举止，如代表“父亲”、“丈夫”、“男性 ”等阳性人物，如表示“明天”、“希望 ”等意思。 此外，
“太阳下山”、“太阳出来了”等表达还是地球中心说留下的影子。 这些意义都是文化历史沉淀在“太
阳”上的结晶。
2． 在词形上体现为应用与演变的差异
词通过文字和语音这两种语形表现词义 ，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属性，但是这种表现也有所不
同。首先表现在语音上，主要包括方言和语音演变。一种语言通常有很多种方言，词汇的方言发音主要
体现了各个地区的发音特点。方言本身是地方文化的反映，比如说地方乐曲、地方戏曲、地方小品甚至
地方文学等都需要通过方言来表现 ，离开了方言，这些文化形式就不存在。在这方面词汇的方言发音表
现的是文化属性。但是方音对交流的影响则反映了社会现象 ，可以揭示交流者的地区背景、教育背景、
语言能力等，这又表现了方言词汇的社会属性。 与方言相对应的是标准语，汉语中被称为“普通话 ”。
汉语推广普通话的过程就是一种词汇发音标准化的过程 ，这种过程体现的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力
量，因此语言的标准化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 。这个过程主要涉及词汇发音的标准化 ，所以说标准
的词汇发音本身就具有社会属性 。
如果说方言词汇具有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话 ，那么语音演变则主要反映当时的社会属性。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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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的发音演变成现在的普通话经历了很漫长的过程 ，很多词的发音与古代的发音不一样了 。 如“港 ”
“讲”二字中古完全同音，但“讲”字腭化了，“港”却没有腭化。 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如“家”、“下 ”等。
“它们所受发音生理的制约应该是一样的 ，这种不规则的音变现象除了受其本身语音条件的制约之外 ，
［10］

还应该受到了其他音变因素的影响 ，其中最主要的当是语言的社会属性对语音的影响 。” 产生这种语
音演变的根源还在于语言交际的需要。“用来指称人名、地名的一些专用名词和指代词，因其有相对固
定的所指，在交际的过程中更不宜随便发生变化 …… 因此，在相同的音变条件下，这些词语的语音往往
［10］

体现出相对稳定的特点。” 现代汉语拼音制度是借用罗马拼音制度 ，而古代是用切音。借用罗马拼音
完全是一种人为作用的结果，是当时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拼音制度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就语音而
言，词汇社会属性表现在方言和语音演变中 ，词汇发音的标准化过程和交际中的方言语音都体现了一种
社会性，而词汇的文化属性则表现在方言中 。
词汇社会和文化属性的差异还表现在文字上 ，包括方言文字和文字演变。 有些语言文字具有丰富
的文化属性，有些文字则没有文化属性或者文化属性不明显 。汉文字是象形文字，无论是演变过程中的
文字还是现代文字，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英语单词在不同英语国家的拼写有些不同 ，在不同时代的
拼写也不同，这是一种文化特征。但是某些群体有意识地选择某种拼写则主要体现了一种社会性 。 比
如说，由于美国的强大，美国英语由一种方言演变成一种标准语是一种文化现象 ，而目前很多群体，包括
某些本土英国人都可能倾向于用美语拼写 ，这种选择主要是一种社会行为。
3． 在作用上体现为因果和功能上的差异
词汇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的作用不同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影响力是造成词义和词形发生
变化的动因，其结果构成了词汇的文化属性。也就是说，历史上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在现在来看成了文
化，我们可以从这种变迁中分析当时的社会现象 。因此社会属性往往是一种现象，是一种动力，而文化
属性则主要是一种结果。比如说，日新月异的网络词汇体现了网络文化 ，但是其出现更多的是一种社会
动力和网络技术发展的产物，其广泛运用更具有社会性。但是每一个网络词汇都会折射现代的网络文
化，为未来的词汇学家研究网络环境下的词汇变迁提供依据 ，这就是文化性。 这个例子说明，社会动力
推动了网络词汇的发展，而网络词汇又展现了当代网络文化 ，并为历史留下探索的线索。如果说网络文
化产生了更多词汇，增加某些词汇的词义，那计划生育国策则导致某些词汇使用频率的减少甚至可能消
失。汉语中表示亲属亲戚的词汇非常丰富 ，三代甚至四代之内所有不同的亲戚亲属关系都有对应的词 。
这些词的词义是稳定的，不受语言环境的影响，是体现中国重视血缘文化的重要部分 。但是由于计划生
育国策，现代中国家庭主要是由父母和一个孩子组成 ，亲戚关系随之大幅度减少，描述相应关系的词汇
使用频率也随之减少甚至可能消失，比如： 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叔叔、舅舅、姑父、婶婶、舅母、姑姑、
表哥、表弟、堂哥、堂弟、表姐、表妹、堂姐、堂妹等。这种词汇使用频率的变化是一种社会行为的结果和
现状，折射出社会的变迁，体现的是词汇的社会属性，但是也会承载家庭规模变化的信息 ，为未来词汇学
家研究计划生育国策下血缘文化的变化留下素材 。总的来说，社会属性是动态的，是文化属性发展的动
力； 文化属性是静态的，是社会属性发展的结果。
在词汇运用中，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 。作为反映历史集体作用的结晶，文化属
性需要靠语言环境来激发，并且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不同的表现 。在这种激发过程中，某种具体的文化
属性会转化为社会属性。因此，文化属性需要通过社会属性表现出来 ，而且在社会交际中，社会属性强
调属性对交际个体的影响。目前学界比较倾向于把词义分为概念意义 、内涵意义、情感意义、联想意义、
搭配意义、风格意义。在这些意义中，通常只有概念意义在词典中有详细解释，而其他五种意义通常没
有。除了概念意义之外的那五种意义不能单独存在 ，只能依附于概念意义，并随使用环境的变化而变
化，因此它们就是词汇属性的具体表现。 作为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龙 ”所体现的文化意义是由整个
中华民族围绕这种美好的虚幻的形象所创造的 ，与“龙”有关的任何意义都具有文化属性。 但是当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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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属性用于交往时，又会体现出社会属性。比如说，“龙”是力量的象征，这是一种文化属性，但是“生
龙活虎”、“龙马精神”无意识中借助这种属性表达了描述者对被描述者的一种正面情感 ，体现的则是社
会属性。由于“龙”没有替代词，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其风格意义难以体现。 但是由于它是中国文化
的图腾，与整个中华民族相连，其风格意义可以定位于比“正式”更高的“庄严”，这也是文化的结晶。 即
便如此，也有人借用这种“庄严”通过其他方式表达对被描述者的喜爱 。 比如说，蛇的形象不太好，但是
又是 12 生肖之一，由于中国传统认为蛇像龙，所以把属蛇的人称为“小龙 ”。 这种移花接木的用法也是
人们对“龙”文化的妙用，这种妙用体现的也是社会属性。 因此，社会属性注重功能，受到语境的影响；
文化属性强调意义，其内涵不受语言环境的影响。

二、词汇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共存共荣
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比如说词汇所揭示的年龄和性别关系就不是文化问题 ，而
是个社会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存在重叠和转换的可能性。 重叠就是指某种
属性既可以是文化的也可以是社会的。 比如说，颜色词既体现了文化，也体现某种社会关系。Green
with envy 的 Green 表达了人际交往中的态度和心情，这两项与人际关系有关。 虽然 Paul was in blue
mood 的 blue 表面上只涉及被描述的人，但描述者表现出了关注，也可能希望引起受话者的关注，甚至
有表达采取相关行动的建议，这都隐藏着一种或几种社会关系： 关注、关爱、关心、建议和潜在的针对性
行为。
转换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指一个时期的社会现象在未来某个时期就成了文化现象 ，而相
关词汇的社会属性经过漫长的演变 ，可以成为一种文化属性。关于这点在前文已经论述过。 第二种情
况是指有些因素在某种语言内部是一种民族文化现象 ，但是从跨语言角度来看，这种民族文化属性可以
反映使用该语言民族的社会状态或变迁 ，某一民族或区域的社会现象在另一个民族或地区就成了文化
现象，或者某一民族或地区的文化现象可能又演变为其他民族或地区的社会现象 。 这些变化也会通过
词汇表现出来。比如说，“牛仔裤”在美国是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的，其流行与十八和十九世纪西
部牛仔特殊强悍的生活形象有关 ，但是牛仔裤在中国或其他地方流行则主要是一种社会现象 ，无法让牛
仔裤爱好者联想起西部牛仔的生活 。但牛仔裤出现以来，受到全球人民的追捧，催生了牛仔服和牛仔时
装的兴起，而且变化多样，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牛仔服装文化。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词所承载的社会属
性和文化属性是随着时间、地点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的，是个相对的概念，这就是这两种属性的相对性。
这种相对性还可以通过两种语言的比较体现出来 。英语、汉语都有相应的人称代词区分性别 ，并有
很多共性。两种语言的人称代词中的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及指物的代词无论单数还是复数都不说明性
别，只有第三人称有性别的差异。这种区分在自身语言中体现的主要是社会性 ，体现对女性的重视。但
是这种区分在英语、汉语中又有差异，英语中只有第三人称单数才有性别差异，而汉语中单复数都有性
别差异。这种不同可以理解为汉语比英语更注重女性群体 ，这就被视为人称代词的文化属性。 随着西
方女权运动的兴起，在不能确定第三方是男性还是女性时，通常用 he / she 放在一起来指这个对象。 这
种变化说明英语第三人称代词的社会属性受到挑战 。此外，两种语言中都有表示亲戚和亲属的词汇 ，用
于描述亲密的社会关系，但是除了“爸爸、妈妈、父母 ”外，两种语言其他相关词汇的概念意义并不对
应，汉语相关词汇丰富，英语则单薄。比如说“大婶”、“婶婶”、“舅母”、“姑姑”、“姨妈”在英语里就用一
个词 aunt，而“大伯”、“叔叔”、“舅舅”、“姑父”、“姨父 ”也只用 uncle。 英语、汉语的这种区别说明中国
人比英国人更重视血缘关系和排行 。这种比较揭示的也是一种文化差异 。

三、结语
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不同之处，也有相互交织和转换的可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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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这两个概念划一条清晰的界限不太科学 。但是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需要有所区分 。作为厘定这两
个概念的探索性文章，本文旨在引起学界对两者差异的关注 ，同时也为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提供参考性意
见，以免以讹传讹。分清楚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 ，也是为了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避免陷入混为一
谈的境地。还需要注意的是，词汇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总和并不是社会关系和文化的总和 ，它们只是
其中的一小部分，是社会和文化活动在词汇中留下的痕迹 ，而社会关系和文化的主要内容还是要通过语
言来表达。最后，每种语言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有所差异 ，而且同一种语言中
不同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有所差异 ，所以某个词汇具有哪些社会和文化内
涵还有赖于对本民族语言具体词汇的分析 。此外，即使在同一种语言中，有些词具有社会属性和文化属
性，但有所侧重，有些词可能只具有其中一种属性，还有些词可能二者都没有，比如说，汉语熟语具有更
加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当代网络语具有更丰富的社会性 。词汇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具体表现可能还
存在某种规律，这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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