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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谐音是汉语里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研究汉语谐音现象．不仅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汉

语的语言特点，更有助于他们理解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模式以及谐音现象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在揭

示一些常见谐音现象成因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探析谐音文化对对外汉语教学的价值和意义，

可以使留学生在深入中国社会生活时．多一些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意识。少一些文化碰撞带来的误区和

误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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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音。是语言中利用音同或音近的语音特点造

成一种特殊表达效果的语言现象。在汉语里．谐音

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汉

语，深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免不了会接触到谐音

现象。研究汉语谐音现象．不仅有助于学习者更好

地了解汉语的语言特点．更有助于他们理解汉族入

的民族心理、思维模式、审美取向以及汉语谐音所

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揭示一些常见谐音现象的成因及其所体现

的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探析谐音文化对对外汉语教

学的价值和意义。能够使留学生在深入熟悉中国社

会生活时，尽量克服跨文化交际所带来的障碍。减

少一些文化碰撞引起的误区和误会。

一、汉语谐音的成因及特点探析

谐音现象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中。汉语也不例

外。汉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有限的音节构成相

对无限的词语。势必会产生大量音同、音近而意义

迥异的语素或词。人们利用谐音手段把本无联系的

两个音同或音近的词语联系起来，在特定环境中，

使得本词与谐音词的意义间建立起较为稳固的并

行关系．从而造成汉语里同一个语形并存两种意义

的形式，这就是谐音。在汉语里，谐音已成为一种大

量、经常、系统存在的语言现象。它不但常出现在言

语交际、各类民俗、民事活动和文学作品中。还经常

出现在一些非言语交际活动中，诸如谚语、歇后语、

人名、地名、广告语、流行语及民间艺术中。【I屹与文
化背景，诸如民俗文化、地域文化、交际文化等紧密

相连。要理解这种语言现象．前提是听话者除了要

听清对方说的语句以积极获取必要的言语信息外。

还必须能很快联想到由这个言语片段的谐音临时

形成或已形成社会共识的另一个同音或近音的字

词或短语，包括其词义及相关的文化背景，有时还

需要联系当时的语境信息做判断。嘲只有这样，才能

明确理解说话人的真正语意所在，否则就会出现听

不懂对方话语，甚至误解对方的真实语意的情况。

二、汉语中常见的几种谐音现象

(一)积极意义方面的谐音现象：表达祈福求吉、

趋利趋雅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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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言语交际中的谐音。言语交际中的谐音．～般

都能被会话双方及时、准确地捕捉并有效地理解．

不会因为谐音的出现而产生混乱，可以说是言语交

际活动中一种有效的交际手段。掌握谐音的相关知

识，了解人们的心理需求，恰当地运用人们崇尚、爱

听的吉利话而避开入们避讳或厌恶的语言。或诙

谐、或风趣、或解嘲，都是礼貌友好、与人为善的表

示。口117‘1。一句“没关系，碎(岁)碎(岁)平安”会让节日

里不小心打碎东西的人心理压力有所缓解。这是汉

语谐音的一大交际功能，也是汉族人凡事讲究“以

和为贵”、尊奉“和谐”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

汉族人是崇尚和睦、和气的民族，言语间少有

针锋相对、棍棒相加的情形。语言生活中总能耳闻

许多轻松诙谐的谐音歇后语。这些源自传统文化和

生活经验的语言形式。充满幽默与智慧，富有文化

生活气息，言在此而意在彼，妙语双关，具有生动、

幽默、通俗易懂的特点。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翻1¨筠

人们熟知的例子有：

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

冻豆腐——难拌(办)

飞机上绑鸡毛——好大的掸子(胆于)

三九的萝卜——冻(动)了心

皮皇帝的妈妈——皮太后(皮太厚)

对着窗外吹喇叭——鸣(名)声在外

不蒸馒头——蒸(争)口气

争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可以看出．这类谐音歇后语都是使字面上的语

音与另一个同音词发生过渡。从而生发出新的词

义。产生一种诙谐俏皮和出其不意的效果。但如果

不熟悉汉语本身固有的一些特点——语音和语义

特点，或不了解中国国情、中国风物、中国文化。或

没读过多少有代表性的典范的文学作品，就很难正

确理解这些谐音歇后语的意涵。对于没有语言文化

背景的汉语学习者来说，更会觉得它们云山雾罩，

不知所云。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无论是中级阅读课、高级

听力课、还是中高级口语课上，经常能遇到这些很

有“中国味”的语言现象。比如今年的HSK(初中级)

模拟试题中就有这样一道文化理解题(。理解划线

部分词语的含义”)：

你想去跟他借钱?他可是个远近闻名的燃
型!

A．比喻外貌丑陋的人

B．比喻小气、吝啬的人

C．比喻态度生硬的人

D．比喻时人冷漠的人

如果留学生了解了谐音歇后语“铁公鸡——一

毛不拔”的含意，就会毫不犹疑地选B了。因为这里

。鸡毛”的“毛”谐音“一毛钱”的。毛”．意喻“在钱财

方面小气得连一毛钱也不会垒出来的入”。

又如。在高级班的听力教学中，也曾遇到过下

面这道题：

甲：听说小李辞职后。凭一手好技术，成了大名

人。

乙：你还不知道?人家早就是“对着窗外吹喇

叭”的人啦。

问：从这段对话我们知道什么?

A．小李的工作是吹喇叭的

B．小李吹喇叭的技术很高

C小李辞职后才成了有名声的人

D．小李辞职前就是有名声的人了

倘若留学生的知识储备中有。对着窗外吹喇

叭一名(鸣)声在外”这样的谐音文化知识，自然
就不会误选A和B。

此外，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即使日常的对话也

可以变得活泼、风趣起来。如一留学生说公共场所

的某个人不遵守公共秩序，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某人

。皮太厚”，而是戏谑地称之为。皮皇帝的妈妈”，听

起来饶有兴味。又不减其讽刺意味。

在平常的生活交往中，这类幽默谐音也是屡见

不鲜的，熟知的有“气管炎”、“床头柜”等，这都是用

来嘲笑、戏谑那些被妻子管束严格、在家受气的丈

夫们的说法——。气管炎”是“妻管严”的谐音；。床

头柜”音谐“床头跪”，这些说法都是很生动的语言

形式．它们的运用给生活添了色彩。

可见．汉族人的交际心理和思维方式都能很具

体生动地存在于现实交际活动中，因而有必要也有

可能将交际语言中所蕴含的思维文化因素、社会心

理等因素发掘整理出来。贯穿于整个汉语教学活动

中。让留学生不但知晓汉语的知识文化，还要在实

践活动中实现交际文化，以文化来带动语言的学习

和实践。语言有了色彩，也能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

趣。

2．民俗风物中的谐音。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

多。各地的地域文化、民俗风情也不尽相同。有些地

区的民俗中(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一些器物，一些

举动。往往与谐音有关系。陶

在汉族人的社会生活中，谐音和吉利话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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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而普遍。人们趋吉避凶的传统文化心理。常表

现为民间习俗中的吉利话。比如人们熟知的“鱼”。

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美味食物。“鲜”字即源于此。因

其读音与“剩余”、“多余”的“余”相同。在趋吉求利

的心理和价值观的支配下．人们又赋予其“富余”、

“充足”、“富裕”的附加意义，所以各地都有“年年有

鱼(余)”的说法。地域不同，民俗中的谐音“口彩”也

不尽相同。有些地区人们喜欢往婚床上撒一些吃

食。是为了借用事物的喜兴名词来表达美好祝愿。

比如大枣、花生、桂圆、莲子、百合、核桃等果品，因它

们名称里的字多是谐音人们对新人的祝福“早生贵

子”(枣、生、桂、子)、“百年好和”(百合、核桃)，所以

备受青睐。

这些谐音现象。都涉及到一些文化词语和文化

意义。而文化词语、文化意义总是同民族的文化背

景、心理素质、民情习俗、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生

活的变化密切相关的，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它们

是词汇中最活跃的部分。嗍要理解它们就必须了解

相关的社会文化．了解当地特有的传统文化和背

景。

所以．在语言教学实践中也应注重多联系实

际。在讲解相关的文化词语时，可渗透一些传统文

化故事。借助一些反映民俗风情的图片资料，让留

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能领略到汉民族传统民俗

的文化底蕴，了解汉民族的文化观念和心理，在和

中国人交往时。就不会因缺乏这方面的感性知识而

不能做到真正的“人乡随俗”了。比如给学生介绍中

国传统文化习俗“春节”时，免不了会讲到“除夕”、

。守岁”、“福”字、“年夜饭”等文化词语。汉族人的年

夜饭为什么必须有鱼?那就是谐音取义为“年年有

鱼(余)”、“吉庆有鱼(余)”；大门上的“福”字为何倒

着贴?是为了取其谐音意义“福倒(到)了”；很多农

村地区过年时大门上贴的年画、窗户上的窗花中都

会有鲤鱼、喜鹊、羊、蝙蝠、梅花鹿等动物，这是因为

这些动物的名字都很吉利——“鲤鱼”是传达门户

“知书达鲤(礼)”、。大吉鲤(利)”的意思；“蝙蝠”是

取。五蝠(福)临门”或“蝠(福)从天降”之意。了解了

这些．学生在中国人家过年，或去乡村旅游就不会

“看不懂”了。即使去佛教圣地参观，对寺庙门、柱廊

或地板上的绘画和雕刻也会有所感悟。如荷花与螃

簧的图案意寓“和谐(荷、蟹)”。公鸡和鲤鱼的图案

是寓意“吉利(鸡、鲤)”等。领悟了这些，就能逐步感

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3．人名、地名中的谐音。中国人喜爱吉祥的心理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地名、人名以

及企业、产品、商标等名称中承传了汉民族的趋吉

祈福的心态。【卿反映了各民族人民的风俗、信仰、
希冀、向往和艺术创造以及它们与历史的联系。鲁

迅先生曾有一段关于地名的经典介绍，“在北京看

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

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

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尾巴胡同、鬼

门关。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嗍人名则更多，

如刘云(流云)、刘水(流水)、王梓(王子)、武岳(五

岳)、潘峰(攀峰)、高健(高见)、程刚(成钢)、韩笑(含

笑)、于得水(鱼得水)等。这些同音却不同形的谐音

字，使人们一听到这些名字。就自然而然地与语言

中相同语音的有意义的词联系起来．从而使名字的

内容更加丰富，以寄托人们美好的愿望；而一些容

易引起人们不好联想或误解、或与本人某些方面不

相符的名字就会贻笑大方，比如姓费的取名“费洪

忠”(谐音“肺红肿”)、姓吴的取名“吴才”(谐音“无

才”)等。

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工作，入乡随俗，给自己取

个中文名字，好记又好叫。但最好注意取名的“雅

化”问题。用谐音音译的办法，在选用作为音译符号

的汉字时，应尽量挑一些吉祥、文雅，符合汉民族

“求吉趋雅”心理的同音字来代替原来的洋名。如：

“ToMAS”取“陶梦诗”比取“托马斯”文雅且有中国

味儿；“RICHIA”取名“李茶”比“理查”更通俗好记，

符合中国入取名的特点。还有“JHON”取名“乔伟”、

“周安”，也比“约翰”来得贴切，有本土特色。易记，

也好叫。此外．比较成功的还有“MlCHEL RUD

GIERI”(罗明坚)、“RUSSY”(鲁茜茜)、“HAOG0”(郝

歌)、“DIORGO”(帝佑国)、“CHEEGHI”(柴艺)等。如

一韩国男生取名。姜雨滥”。就容易让人“见字起义”

地联想起“大雨倾盆、洪水泛滥”的可怕情景；而一

位波兰籍女生取名“马芽”，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马牙”(马的牙齿)或惊叹语“妈呀”，名不副实且不

说，听起来也不太美妙。

(二)消极意义方面的谐音现象：表达忌凶避

灾、祈望逢凶化吉的心理

汉语中消极意义的谐音主要表现为禁忌语。这

种语言现象源于古代中国人对神秘莫测自然威力

的恐惧。自古以来．人们信奉“如果言及忌讳的事

物，那忌讳的事情就会发生”的言语观点。基于此。

中国自古代以来出现了很多禁忌语，其中就有不少

是跟谐音有关系的．应该说这是禁忌文化对汉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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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影响。谐音禁忌多与古代人们的语言精神象征

相关。古代人们往往把生活中的不如意归于某事某

物所致，因此谐音禁忌是他们对这些事物采取回避

甚至禁止在言辞中提及的方式，久而久之，就形成

了对这些事物的禁忌心理，实际也就是汉民族求吉

避凶、求美避丑的文化心理使然。r7】不了解这些，就

很难理解其中的谐音现象。

这方面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很多留学生不理

解中国人为什么在日常言谈中忌讳“四”和“三”。电

话号码、手机号码、房间号码、车牌号码等的尾数都

尽量避开。三”和“四”，尤其不能见“四”。原因是汉

语里“四”与“死”谐音．“三”与“散”或“丧”谐音。如

“514”谐音“我要死”。“374”谐音“丧气死”等自然不

受欢迎。虽然现代中国人也已经不太相信凶言恶语

真的会带来什么灾难厄运，但这种忌凶避灾的心态

仍普遍存在。数字本身并没有贵贱，只因它们与汉

语普通话(方言)发音相同或相近，而在社会生活中

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嗍

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生活，必然会或多或少参

与到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社交活动中．朋友之间互

赠礼品是难免的。倘若没有一点汉文化知识，可能

就会闹笑话。比如，按照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给入

祝寿或祝贺新婚时。一般是不能用“钟”、。伞”等作

为贺礼。特别是给老年人过寿绝对不能买“钟”，因

为“送钟”与“送终”在汉语里是会发生谐音联想关

系的，所以很不吉利；而“伞”与“分散”的“散”谐音，

送“伞”好比诅咒人家两口子早日分手．所以也不能

作为新婚贺礼；在上海，人们探望重症病人一般也

很少带苹果去，因为上海方言里，“苹果”音谐“病

故”，是很忌讳的。同样的，北方的一些地区，问客人

是否要添饭．不愿说“你要饭吗?”或“你要不要

饭?”．而说“盛饭”。因为那儿把乞丐叫“要饭的”、

“要饭花子”。所以如果说客人是要饭的，不但是不

吉利的，也是很失礼的。这充分表露了汉人求吉趋

利的心理。让留学生适当并及时了解这些禁忌。就

会在他们深入中国社会生活时，有效提醒他们要适

度约束言行，以防犯忌，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或伤害。

三、结束语

谐音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是广泛流传的语言现

象。学习汉语。就不能回避谐音。这就要求汉语学习

者在平时的学习中，除了要有一定语言知识的积

累，要掌握大量的同音词或近音词之外．还要了解

与谐音相关的社会文化知识。了解所使用谐音的历

史文化背景及谐音词语所涉及的事物、事件的内涵

与来龙去脉。只有掌握相当数量的同音异义词，才

能记忆和理解汉语中的大量谐音。这是语言上的要

求。而只有透彻地了解了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乡土

人情、思维模式、文化心理、风俗习惯以及文学历史

地理方面的有关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汉语谐音现

象及其文化含义。作为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活动

中，在教给留学生语言知识和各项言语技能的同

时．还应该多引入和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元素

的内容，让留学生在与中国入、中国社会亲密接触

时，少一些误解和障碍，多一些理解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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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谐音现象以及其产生的原因.

7.学位论文 唐凯 中英翻译视角下的歇后语分类及其应用 2007
    自1920年以来，中国许多学者开始把汉语歇后语作为一种语言现象进行研究。他们从多个角度对歇后语本身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对中国读者在歇后语的理解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由于英语中几乎没有对应形式的语言现象，而且很少有学者运用西方的理论来对其进行分析

。因此，外国读者仍然难以理解这种独特的语言形式。

    本文运用文本、互文性理论对歇后语的理解进行分析，探讨西方读者对文学作品中歇后语的理解过程。歇后语在文学作品中实际上就是互文性符号

，只要读者能认识到歇后语在文学作品中所建立的互文关系，就能理解它们的意义和产生的修辞效果。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新的分类标准对歇后语

重新分类。根据歇后语的后半部分是否存在内互文性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不含有谐音的歇后语；第二类，含有谐音的歇后语。为了使分类更加适合

进行翻译研究，根据歇后语中隐含的不同理解难度的文化文本把第一类细分为含有普遍性文化的歇后语和含有中国独特文化的歇后语；根据歇后语中谐

音的种类，把第二类细分为含有同音同形异义词的歇后语和含有同音异形异义词的歇后语。

    在分类的基础上，笔者对每一种类别的歇后语的翻译策略进行探讨。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它不但涉及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而且也涉及不

同文化之间的转化。汉语歇后语不仅含有独特的语言形式，而且其中隐含了丰富的中国文化。异化和归化是处理文化的两种重要的翻译策略。因此，笔

者提出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策略来讨论歇后语的英译。异化是歇后语英译的首选策略，当歇后语中出现中国特色的文化时，译者应加脚注进行解释，使目

的语读者能通过了解中国特色的文化来推导这些歇后语的意义。在翻译含有同音异形异义词的歇后语时，由于此类歇后语的意义主要是通过其后半部分

中的谐音所引起的内互文性产生的，在英语中很难建立这种内互文性，笔者建议采取归化来处理此类歇后语。另外，笔者在讨论歇后语的翻译策略时

，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翻译方法来处理各种子类别的歇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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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期刊论文 李瑾 对日语"同音词"的再认识 -新余高专学报2001,6(z1)
    日语由于音素较少,比起汉语、英语来,音素要少得多,因此,日语里的同音词较多,对于非母语的学习者来说,有时易产生误解.同音词的存在既是不可

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同音造成的谐音与日本的历史、文化等息息相关,我们在语言生活中,应扬长避短,充分地理解谐音以及谐音文化,增强语言的表现力.

9.期刊论文 徐宜良 英汉谐音辞格的生成方式及运用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29(11)
    英汉语中大量的同音、近音异义词为谐音的运用提供了语言基础.谐音既是一种特殊的修辞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在英汉语中的运用极为普遍.本

文从谐音的语言基础、类别和模式着手,进一步探讨英汉谐音辞格的具体运用,旨在帮助英语学习者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10.期刊论文 张学会 与生活联系密切的谐音双关 -文教资料2007(33)
    谐音双关是利用同音异义词,紧扣双重语境,增添不同的感情色彩,取得修辞的特殊效果.谐音双关在我们的身边被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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