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HONGO NO
日 语 语 言 研 究GAKUSHU TO KENKYU2020 年 第 3 期 总 208 号

引 言

语言是思想交流的媒介，也是文化的结晶。

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任何一种语言现

象都无法脱离日常生活这个文化大背景。因此，

对语言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文化的剖析，是文化

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本文旨在从语言研究的

角度，阐述通过日语所看到的日本文化。

日语熟语中「首」字的语义很多，形象生动，象

征意义也丰富多彩。除受到汉语的影响外，还具

有较鲜明的日本语言文化特色。然而迄今为止，

国内外学界对其鲜有研究。笔者通过对《中国知

网》的查询仅检索到3篇相关论文，其中的两篇是

董建荣、郭已晓《关于「首になる」的研究》和张茂

增、董建荣、丁伟《惯用句「首になる」之探究》，针

对的都是熟语「首になる」的基本语义和用法，与

本文的语义探索有些微交集，但在总体上几无关

联；另一篇是何清华《“元”“首”“头”更替演变研究

综述》，讨论汉字“元”“首”“头”迭次替换的时间及

原因。“首”和“头”更替原因分为三个：一是“首”

“手”同音，二是社会的统一，三是“首”的语义负荷

过重，其论证方法及提出的观点与本文欲探讨的

日语熟语中「首」字的语义与象征意义都无关联。

而日本 CiNii 网站亦鲜有论述涉及。本文先对

「首」的字源做考证；之后将含「首」字的熟语分为

三类进行分析，并根据它们的引申语义，归纳出

「首」字的几个象征意义；最后在此研究的基础上，

推断出该象征意义或还受到日本古代“以脖为美”

的审美观念的影响，也与日本古代的生活形态

——包括衣着、跪坐习惯等息息相关。此研究对

加深人们关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逻辑构想和社

会观念的理解，以及对日语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意义。

1 中日两国“首”字的初始义与变化

1.1 古日语词「首
kubi

」的词源

古日语词「首
kubi

」最初的意思是“肩以上的部

分”。藤原明认为：“该词受到达罗毗荼语系词汇

的影响。马拉雅拉姆语（属于达罗毗荼语系）中的

kumbi 表示‘腰部收窄的部分’。虽然古日语词

「首
kubi

」和马拉雅拉姆语的kumbi表示的是不同的人

体部分，但从‘变窄’这一角度看，它们之间却有共

通之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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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聚抄』「頭面」条「頸（久比），頭茎也。」[2]『万葉集』

也有「吾が恋は先引の岩を七ばかり頸に懸けむ

も神の諸伏」[3]的歌句。从『和名類聚抄』和『万葉

集』的字义所指来看，「頸（くび）」即汉语的“颈

部”，指连接头部与身体的细长部分。宫地敦子还

说：“虽有学说认为「くび」与表示头部的「株（かぶ）」

「頭（かぶ）」「蕪（かぶら）」等词属于同一词源，但

「株」「頭」「蕪」等词在表示‘圆形团块’一义上相

通，故与「くび」的词源不同。「くび」与「縊る」（勒）

「括れる」（中间变细）都应来自同一词源。”（宮地

敦子，1979：37）（本文中日文文献的引用皆为笔者

所译）这一观点与藤原明在古日语词「首
kubi

」和达罗

毗荼语系词kump的比较时采用的观点相同。

1.2 「首」字在日语和汉语中的意思与对比

日古语词「首」与「頸」训读同音，词义却不

同。「頸」之词义如上述，乃「頭と胴とをつなぐ、く

びれた部分。頸部」[4],即连接头部和胴体的细长

部分，也就是脖子。而对「首」的解释，不同辞典稍

有出入。『古語大辞典』的解释是：「こうべ、かしら、

胴体と切り離された頭部」（中田祝夫、和田利政、

北原保雄，1983：516），即“头部”；而『漢字源』解释

为「くび。こうべ（カウベ）。かしら。あたまと

それを支えるくびのこと」[5]，即“颈部、头部和头

连脖的部分”；等等。综合这些辞典的解释，可以

看出「首」的词义有三个，即“头部、颈部和头部连

同颈部”。对此宫地敦子持不同意见，在其著中继

续引证说：“复合词中经常残留词的古义。平安朝

文献中的「くびたま（頸玉）」「くびかし（頸枷）」

「くびつな（頸綱）」的「くび」表示的都不是头部，

而是颈部。因此可以确定‘颈部’才是「首
kubi

」的初始

语义。”(宮地敦子，1979：38）由于词源乃词义之本

源，具有最大的说服力，所以「首
kubi

」最初应该表示

“收窄的部位”，其训注字「首」的初始含义和「頸」

一样，也应该是“颈部”，而其所对应的“头、连头带

脖”一义应为引申义。

在现代日语中，「首」与「頸」的词义已然混

同。『学研国語大辞典』对「首·頸」的解释是：「（大

部分の動物の）頭と胴をつなぐやや細い部分。

頸部。からだのくびより上の部分。あたま。か

しら。こうべ。」[6]

与此相对，汉语“首”字的初始义如图 1中甲

骨文字所示，意思是头发和头皮，即头盖。下面表

示的是眼睛，用以代表面部，而不用于代表颈部。

可见“首”字最初的字义并不包含颈部，而应如《康

熙字典》和《新华字典》所释，意思是“头”。因为头

与脖具有连动的关系，故“首”的字义向“脖”的字

义方向延伸具有合理性。“首”字在“身首异处”“翘

首以待”等词汇中的“连头带脖”之义，以及在“据

图刎首”一词中的“颈部”之义，都应为引申义。

甲骨文 金文 大篆 小篆 繁体隶书

注：引自http://www.vividict.com/WordInfo.aspx?id=1140 2019-03-21.

图1 字形演变图

1.3 汉语“首”字和日语「首」字含义的分化

上述的「首
kubi

」初始义一直沿用至今，那么「首
kubi

」

的“头部、头部连同颈部”一义又从何衍生而来？

“一般表示身体部位的词汇经常会用来指代

与该部位相邻的部位。比如，「腰（こし）」原本是

指连接上半身和下半身的收窄的部分”。（宫地敦

子，1979：38）如：

（1）胸別の広き吾妹腰細のすがるをとめ。

（『万葉集』）

但后来转指与之相邻的臀部。如：

（2）其ノ時ニ、音糸高ク成テ居上テ、左右ノ腰

ヲユスリ上テ。 （『今昔物語·二八·三一』）

（3）腰をかける=尻を物の上に載せて休む。

（『広辞苑』第六版）

同理，「首
kubi

」在汉字“首”传入日本前可能也已

包含了上述两种字义，即其所指由“颈部”延伸至

与之相邻的“头部”，进而用于指代切断脖子后“与

身体分离的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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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语言现象在古汉语中也出现过。因为砍

头须刀落颈部，举头远望须伸长脖颈，故“首”字在

使用过程中字义由“头部”延伸至相邻部位，用于

指代“脖子、连头带脖”并非不好理解。“首级”“身

首异处”“首足异门而出”中的“首”字，都不仅仅表

示“头部”义，且表示“连头带脖”义。这带来了另

一种可能，即在汉字传入日本之前，「首
kubi

」原本不含

“头部”之义，而因为汉字“首”在传入日本之前已

经历了上述字义分化的过程，同时具有“颈部、头

部和头部连同颈部”之义，故日语在用「首」字训注

「首
kubi

」的同时，也引入了汉语中其“头部和头部连同

颈部”之义。

综上可将「首
kubi

」的含义整理如下：

a颈部

b头部

其中 a.表示以颈部为分界，从颈部开始的以

上部分；b.表示切断颈部后，从切口开始的以上

部分。

2 日语中与「首」字有关的熟语的分类

2.1 有关熟语的出处

以下主要以『故事·俗信ことわざ大辞典』『国

語慣用句大辞典』『国語大辞典』和『慣用句の意味

と用法』中收录的含「首」字的熟语作为研究对

象。（例 1-9出自『故事·俗信ことわざ大辞典』，例

10-22出自『国語慣用句大辞典』，例23-27出自『国

語大辞典』，例28-50出自『慣用句の意味と用法』）

2.2 与「首」有关的熟语的分类

以下按各熟语中使用的「首」字的不同含义进

行分类，共有三类：①使用其初始义“颈部”之义

的；②使用其“从颈部开始以上部分”之义的；③使

用其“与身体分离的头部”之义的。

2.2.1使用「首」初始义“颈部”的

（1）首が細る/脖子变细（直译）

砍头要挑细处的脖子下手。因为脖子细处比

较脆弱，一砍就断，故转义为性命受到威胁。

（2）首を切る/斩首；解雇

引申义的句子有「首斬る罪人にも三日の日

延べあり」/被判死刑的犯人也有三天的缓刑期

（意译）。”因为没有比被判死刑更急的事了，故寓

意再急的事也要有充分的时间准备。

（3）首の座（＝座敷）/被砍头时所坐的座席或场所。

也用于说明处于被解职、解雇的状况。

（4）首の座へなおる/坐在被砍头的座位上，接

受该刑罚。

（5）首が飛ぶ

①首を切られる/被斩首。殺される/被杀。

②免職になる/被免职。解雇される/被解雇。

（6）首を刎ねる/刎颈至死。

（7）首を掻く、首を掻き切る、掻き首にする/

割脖子至死

另一义为搔头，表示因困扰、失败和犯错误而

有羞耻状的意思。典出《诗经·邶风·静女》“爱而

不见，搔首踟蹰”[7]。这里不将此义作为研究对象。

（8）首を継ぐ/本应被处斩的人免于一死。

（9）首を繋ぐ/让脖子连着（直译）。

即免于斩首，姑且留一条性命；也指不解雇。

（1）到（9）中与「首」字搭配（或隐含）的动词为

“砍、割”。这类惯用句或惯用词组均出自古代的

斩首刑。因为颈部对人而言至关重要，同时也非

常脆弱，砍断脖颈即意味着被夺走性命，所以它们

的意思都与性命有关。并且丢掉性命一义容易与

失去工作（无法生存）产生联系。

（10）首を吊る/吊死。

（11）首を縊る/上吊。

（12）首縊りの足を引く/拉上吊的人的脚（直译）。

转义为“落井下石”。

（13）首縊りを救うとてその足を引く/想救上

吊的人却愚蠢地拉他的脚（直译）。

转义为“帮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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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首根っこを押さえる/掐住脖子。

转义为“抓住弱点”。

（10）到（14）中与「首」字搭配的动词是“吊”。

“吊”脖子同样会造成死亡，故此类惯用词组的意

思也与性命相关。（l4）比较特殊，这里所用的动词

是“掐”。被掐死与被吊死的死状类似，但是否置

对方于死地取决于“掐”的主体意志。因此，用“掐

脖子”可以用于表示抓住某人的弱点，相当形象。

（15）首に縄を付ける/在脖子上套上绳子。

转义为“强迫某人做某事”“强行带走”。

（16）首が回らない/脖子都转不了了（直译）。

可转义为“被债务等缠身而失去自由”。

（17）首が回る/脖子转得动了（直译）。

意指债务还清了，得以重获自由。

（18）子は三界の頸枷/孩子是三界（前世、现世、

来世）的枷锁（直译）。

意指孩子就像是套在脖子上的枷锁，是永

生的累赘。

在（15）到（18）中，与「首」字搭配的隐含动词

是“套”，意为限制脖子使之不便转动。此类惯用

句或惯用词组一般寓义为自由（人身或心理上的

自由）受限。

（19）首を長くする/伸长脖子（直译）。

转义为“急切等待，盼望”。

（20）首を延ばす/意思同上。

（21）首を延べ、踵を挙ぐ/伸长脖子，抬起脚后

跟（直译）；延颈举踵=殷切盼望（典出《庄

子·胠箧》“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

有贤者，赢粮而趣之。’”[8]）。

（22）首を延ぶ/① 伸长脖子。表示任由对方处

置自身生命的心情。见（『保元物語·下』「頸

を延て降参せん」）；② ＝首を長くする。

（19）到（22）中的动词或隐含的动词为“伸”，

是内心急切等待、盼望某事发生时的身体语言的

表现。汉语以“延颈举踵”等来形容相同的情境。

以下第二类熟语中“首を挙げ、足を挙ぐ”（翘首以

盼，典出《阮籍·辞蒋大尉辟命奏记》“群英翘首，俊

贤抗足”[9]），表示与汉语相同的意思。不同的是在

该句中「首」的含义更接近“头部”。

（23）首細し/①脖颈小。见（『宇治拾遺物語』

「たけ七尺斗の鬼、…くび細く」）；②孱弱、

心中不安、靠不住。

（24）轆轤首がきらず（おから）を食う/长脖子

怪物吃豆渣（直译）。

字面意思是因脖子细长，吃豆渣一类的食物

立即哽住，比喻事情刚开始做即卡住，无法进展。

这里的「轆轤首」是指传说中脖子细长，且可

以自由伸缩的怪物。有人说其原形为《搜神记》中

的“飞头蛮”，乃在中国南方，一个半夜人头可与身

体分离自由飞行的部族。

（25）轆轤首の反吐/长脖子怪物呕吐（直译）。

脖子细，故吐出东西也慢，比喻做事拖沓，

耗时长。

（26）首を折る/折断颈骨。

转义为“低头，认输”。

（27）首を縮める=首をすくめる/缩脖子。

转义为“在危险面前畏惧和在失败面前沮丧”。

此外，日语的「首」字还有“衣领”的意思。衣

领覆盖的刚好就是脖子这个部分。见『新撰字鏡』

「襟 己呂毛乃久比」/衣领，衣服的襟部[10]。

2.2.2使用「首」字“从颈部开始以上部分”一义的

（28）首を挙げ、足を挙ぐ/翘首以盼。

（29）首を捻る=首を横に曲げる/把脖子（含头）

扭向一侧。

转义为“疑问、不满、不赞成等”。也表示某

人感动后为确认该心情时的动作。还表示

不同意的样子。

（30）首を傾げる/把脖子（含头）侧向一旁，表示

有疑问。

（31）首を垂れ、尾を振る/垂头摆尾，表示像狗

一样向权贵献媚的样子。

（32）首を垂れる/因沮丧、悲伤而低下头；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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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沉思的样子；顺从的样子。

（33）首を横に振る/摇头，表示反对和不满。

（34）首を縦に振る/点头，表示赞同。

（35）首を突っ込む/把头扎入其中（直译）。

转义为积极参与某事。

（36）首を畏れ、尾を畏れる/畏首畏尾（典出《春秋

左传·文公十七年》“畏首畏尾，身其余几”[11]）。

（37）首を集める=鳩首する/头碰头商量事情。

聚首。

（38）首を刻む/指责、申斥、单方面断定、标榜。

它的意思似乎来自“黥首”。见『曾我物語·

五』「男とくびをきざまるる程の者が」。

（39）首を回す/设法安排，筹措。

此类熟语大部分都是通过“颈部及颈部以上

部分”的动作来表现某种心理、态度的。

（40）看板の首/妓院的头牌姑娘，花魁。见『洒·

浪花色八卦』「看板の首といふものありて」。

以前日本将妓女、卖茶女称作「首」。见『洒·

通気粋語伝·上』「きのわるいくびだぞ。ちくしゃ

うめ」[12]。因为妓院将妓女的上身画像挂在店头

供客人选择，故「首」字还有“容貌、美貌”之义。

（39）以「首」字代头像即代表美女,以局部替代整

体，这与汉语的用法相似，如“面首”等。中国还有

“人头税”一说，当然它并不指为人头上税，而是用

人头指代人，意为给人上税。

此外，日语的「首」还指「鬼」。据说这是一种

只有眼睛、鼻子的双头鬼，在地狱将亡者生前的善

恶都告诉阎王，使其判定罪之轻重。见『雑俳・柳

多留・二』「地ごくても目あかしをする首二つ」。[13]

并且「首」还可以作为衣服等的量词使用。

2.2.3使用「首」字“与身体分离的头部”一义的

这部分的语义与2.2.1有部分交集之处。

（41）首が危ない/性命有危险；工作不保。

（42）首が落ちる/掉脑袋（直译），被斩首；被解雇。

（43）首が十、百あっても足らぬ奴/有十个一百

个脑袋都不够砍的恶人。

（44）首と引き替えのもの/与脑袋相交换的东

西（直译），比喻像性命一样重要的东西。

（45）首に撞木杖突かさる/把脑袋挂在刑场上

示众（「撞木杖」是敲钲的“丁”字形棒子，形

状与刑台相似）。枭首。

（46）首を懸く/将砍下的头挂在刑场等上方。

枭首。

（47）首にする/斩首；断绝关系或缘分；解雇。

（48）首になる/被斩首；被解雇。

（49）打ち首になる/被斩首；被解雇。

（50）首を賭ける/以脑袋作赌注（直译）

豁出命去做某事；做好被解雇的思想准备做

某事。

（51）首をすげ替える/换脑袋（直译）

更换上级或处于要职的人。「首」在此也可

指人。

在第三类熟语中，「首」字的含义决定了词组

中所隐含的、作用于「首」的动词均为“砍、斩”，这

类熟语与第一类熟语的（1）至（9）的深层语义相

同，其基本含义都是夺走或被夺走性命，其中大多

数由“夺走或被夺走性命”一义引申出“解雇或被

解雇”一义。

3 「首」字的象征意义

通过以上分类，可以归纳出「首」字共有以下几

个象征意义：（1）性命；（2）工作；（3）自由；（4）人、

鬼、容貌、美貌、美人；（5）内心活动的外部主体。

3.1 性命

与古代中国相同，古代日本「首を切る」（砍

头）或「首を切られる」（被砍头）这种说法司空见

惯。“从属于不同利益集团的人在古代战场取对方

首级，以此邀功请赏，祭祀神灵，称作「首狩り（く

びがり）」。他们将砍下来的头颅呈献给上级军官

以示军功，称作「首見参（くびげんざん）」；被砍下

的头颅经证人指认，在身份得到证实后被衙役悬

挂在城门上以昭告天下。在上级军官面前指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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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首级称为「首実検（くびじっけん）」”。[14]由此

可见，「首」与人的性命息息相关。

3.2 工作

“被砍头”由上述的“性命不保”引申出“工作

不保、饭碗不保”之意。民以食为天，丢了工作，也

就意味着丢了饭碗，当然离丢掉性命亦不远矣。

因此，工作对于人们而言，就如同性命一样重要。

古代日本社会不同于现代，没有劳动保障和失业

保障制度，被解雇的人无处申诉，只能卷铺盖走

人，所以被解雇的人对“解雇”这类词汇十分恐惧，

其程度堪比被判斩“首”刑。因此，将“被砍头”与

“被解雇”关联起来合情合理，而“被砍下的脑袋”

也逐渐被赋予“工作”“职位”之意。

3.3 自由

与古代中国相同，古代日本也有一种刑具叫

「頸枷·首枷（くびかし·くびかせ）」，是木制或铁

制的、套在犯人脖子上限制其自由的刑具,即中国

的“枷”。在由这种刑具的作用而产生的熟语中，

作用于「首」的动词一般为“套”，而熟语本身的意

义又由限制人身自由引申为限制精神层面的自

由，如上文所说的被债务缠身、被孩子拴住，失去

心理、心灵的自由。

3.4 人、鬼、容貌、美貌、美人

以「首」象征人、鬼或美貌、美人的熟语虽然比

较少见，但极具代表性，如上文的「首を集める」和

「看板の首」。因为颈部及以上部分至关重要，备

受关注，故经常用于指代整个人。周作人《日本管

窥之三》引用谷崎润一郎小说『武州公秘話』卷二

中的事例，说桐生辉胜十三岁在牡鹿城做人质时，

夜登小楼观看女人们修饰所斩获的首级，听她们

说：“近来几乎每天晚上都从自己的队伙中叫去五

六个人，把斩获的敌人首级拿来与首级簿对勘，换

挂首级牌，洗濯血迹，去办这些差使。首级这东

西，或是无名的小兵的那或者难说，否则凡是像点

样子的勇士的头，那就都是这样的好好地弄干净

了，再去供大将查检。所以都要弄得不难看，头发

乱了的给他重新梳好头，染牙齿的重新给染过，偶

尔也有首级要给他薄薄地搽点粉。总之竭力地要

使那人保存原来的风貌与血气，与活着的时候仿

佛。”[15]这段描写，让我们对日本古代修饰首级的

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足以说明在古代日本，一

个人的首级就代表着这个人，首级正是一个人身

份、地位的象征。

江户时代“浮世绘”画师喜多川歌麿（江户时

代最著名的“浮世绘”大师之一，善画美人画）以其

「大首絵」闻名于世，他“近距离描画半身像，突出

人物表情，展现描绘对象的个性，着重描绘女性颈

部的曲线美和特写人物面部表情，被誉为‘歌麿之

美’。”[16]歌麿的「大首絵」之所以大受欢迎，正是因

为这种绘画形式符合当时日本人的喜好。可见颈

部及以上部分对古代日本人的视觉冲击之大，对

日本人的审美观念影响之深。

3.5 内心活动的外部表现主体

作用于「首」的动词，除上述“砍”“吊”“掐”等

致命性的动词以及“套”这样限制自由的动词之

外，其余如“伸”“侧”“折”“缩”等也都可以与「首」

搭配。并且通过具体描写某种身体语言，还可以

表现某种心理、态度和立场，如“失望、沮丧”“同

意”“反对”等。在这种熟语中，「首」作为身体表现

的主体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4 「首」字象征意义之所以丰富多彩的文化背景

4.1 源于日本人执着于“脖子”的独特心理

为何「首」在日语中的象征意义如此丰富而独

特呢？单说颈部血管、神经密布，攸关性命似乎不

能完全解释得通。因为不仅对日本人，对其他任

何国家的人们而言，脖子都同样重要。由于笔者

对其他语言未有深入了解，不敢妄下结论，这里仅

借日汉语言对比对日本人的心理一探究竟。

相似率统计结果显示，中日两种语言在与人

体各部位词有关的熟语的相似程度上“脖颈”最

低。“相似率不仅表示两种语言中含有某人体词的

惯用句表意的相似程度，还反映了中日两国国民

对该器官部位的认知程度、认知方法上的相似

性。”[17]古代中国同样有斩首刑，因此古汉语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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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中的脖子也大都涉及生死,如“兵在其颈”“引

颈受戮”“据图刎首”等。但在现代汉语中“首”字

已没有“脖子”一义。随着字义的简化，现在提到

“斩首”，我们联想到的只是人头落地的场景，关注

“头”远胜于“脖子”。而现代日语在表达“性命”这

层含义时仍与“脖子”相联系，无论是连着的脖子，

还是被砍断的脖子，人们关注的焦点总离不开脖

子。此外，汉语中除了以“伸长脖子”表达“殷切盼

望”之义之外，以脖子的动作表达某种心理、态度

和立场这一用法远不如日语常见。“汉语在表达心

理、态度和立场时偏向使用‘头部’，如‘点头’‘摇

头’‘缩头’等。”（刘新颖，2007：7）虽然通过上述第

二类熟语，人们可以知道日语也用“头部”来表现

内心活动，但日语更侧重于“脖子及以上部分”，即

强调由颈部带动头部的动作，足见日本人在表达

内心活动时对颈部的心理依赖程度之深。

4.2 源于日本的古代生活

有人认为日本人对脖子的特殊关注，是“由于

在古代日本，小孩子更多时候是被妈妈用带子绑

在后背上的，因而日本的成年人从潜意识上就把

女性的脖子看得相当重要，无法抗拒其透露出的

母性气息。”[18]这当然不失为一种解释：一切的美

都源自生活，所有文化现象都离不开生活这个大

背景。但笔者认为，日本的传统服饰——和服的

设计是形成这种审美观念的一个重要因素。和服

的衣襟能自由开合，而衣襟的开合程度也象征着

穿着者的身份：已婚女性衣襟仅在靠近脖颈处敞

开，而未婚的姑娘则将衣襟全部合拢。人们只须

看领口就能判断一个女性的身份，因此初次见面

时，视线先落到对方的颈部合情合理，久而久之对

颈部的关注就慢慢演化成对颈部的欣赏，成为美

的一个标准。

另外，跪坐习惯可能也在日本人形成这种审

美观念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女性一向

以谦卑和低姿态著称，跪坐在榻榻米上时衣后襟

被压住，头微低，后脖子自然会更多地裸露出来，

这样一小块裸露的区域，比起身上其他被和服裹

得严严实实的地方，自然会产生巨大的视觉冲

击。虽然据考证最早的和服（即吴服）和跪坐习惯

都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但中国人从宋代开始“上

座”了，服饰也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影响有了很

大的变化，而日本人却延续了跪坐的习惯，和服虽

然也经过多次改良，但是基本样式仍然没有产生

很大的变化。

这些生活形态决定了文化观念的形成，反映

到语言上则丰富了语言的内涵，造成了这类熟语

的丰富多彩。

4.3 源于日本人以脖为美的审美观念的发展

古代日本人以脖为美的观念在江户时代有了

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古代日本人认为女性的后脖

颈是最美的区域，所以在观看艺妓表演时，男人最

希望看到的就是艺妓裸露出来的后脖子。依照传

统，日本的艺妓都要接受严格的训练，正确掌握如

何更高雅地暴露自己的后脖颈，这对她们来说是一

门艺术。艺妓在化妆时，除了将白粉涂在脸上之

外，还要将其刷在颈部，并且在后颈发际线下方留下

一小块裸露的皮肤，这一小块没有受到白粉掩饰的

皮肤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它不仅强调了整个妆

容，同时还能诱使男性更多地注意到她的后脖颈。

因此日本的美人图非常注重对女性颈部线条的勾

勒，优美的颈部线条是女性美的象征，这足以说明

颈部在日本人对美的定义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5 结 语

本文从语言的角度解读日本文化，通过对与

「首」字有关的熟语进行考察分析，结合「首」字在

句中的含义和作用于「首」的动词对熟语进行分

类，归纳出日语中「首」的象征意义包括“性命”；

“工作、职位”；“人身自由、精神自由”；“人、容貌、

美貌、美人”；“内心活动的外部表现主体”。之后

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探究日语「首」的象征意义

丰富而较独特的原因，推断其与日本古代关注脖

颈的独特心理和古代日本的生活形态——跪坐习

惯和服饰等息息相关，并推断它与日本的审美观

念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关联。

正是由于生活在这个大背景下，才产生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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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应的文化，而文化又通过语言、文字得以表

达，并得到了传承和发展。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

通过语言现象去尝试解读文化和还原古代生活场

景的原因。换言之，语言正是经过漫长的历史仍

旧得以保持鲜活的重要文化载体，是我们进行文

化研究时不可忽视的主要对象。

注

[ 1 ] 藤原明.日本語はどこから来たか[M].東京：講談社，1981：59.

[ 2 ] 宮地敦子.身心語彙の史的研究[M].東京：明治書院，1979：37.

[ 3 ] 万葉集[M].東京：角川書店，2011：113.

[ 4 ] 中田祝夫、和田利政、北原保雄編.古語大辞典[M].東京：小学館，1983：516.

[ 5 ] 藤堂明保.漢字源[M]（改訂第五版）.東京：学習研究社，2010：216.

[ 6 ] 金田一春彦，池田彌三郎.学研国語大辞典[M].東京：学研社，1978：544.

[ 7 ] 王秀梅注释.诗经（上）：国风[M].北京：中华书局，2015：84.

[ 8 ] 庄周.庄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73.

[ 9 ] 阮籍.阮籍集[M].李志均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64.

[10] 昌住.新撰字鏡[M].大阪：全国書房，1945：289.

[11] 杨伯俊.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410.

[12] 山東京伝.洒・通気粋語伝[M].東京：三崎屋清吉，1798.

[13] 浜田義一郎他校注.雑俳・柳多留[M].東京：社会思想社，1976：265.

[14] 张茂增、董建荣、丁伟.惯用句「首になる」之探究[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1（3）：111.

[15] 周作人.日本管窥之三.周作人论日本[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35：35.

[16] 马竞竞.从画家喜多川歌麻吕看日本“浮世绘”艺术[J].大众文艺，2010（15）：115.

[17] 刘新颖.汉语与日语中与人体相关的惯用句之比较.收录于李爱文编.外国文化与国情[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8.

[18] 戴斯蒙德·莫里斯.裸女[M].施棣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3：138.

参考文献

何清华.“元”“首”“头”更替演变研究综述[J].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2）.

张玉书，陈廷敬.康熙字典[M].1716.

董建荣，郭已晓.关于「首になる」的研究[J].科技信息，2010（34）.

魏建功.新华字典（2011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今昔物語[M].東京：角川書店，1965.

白石大二編.国語慣用句大辞典[M].東京：東京堂，1977.

広辞苑第六版[M].東京：岩波書店，2010.

尚学図書編集.国語大辞典[M].東京：小学館，1982.

尚学図書編集.故事・俗信ことわざ大辞典[M].東京：小学館，1983.

宮地裕.慣用句の意味と用法[M].東京：明治書院，1982.

作者简介：赖菲菲（1984—） 女 汉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E-mail：19828373@qq.com
作者简介：胡稹（1955—） 男 汉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研究、翻译研究

联系方式：E-mail：huzhen1955@163.com

The Semantic and Symbolic Meanings of "Kubi" in Japanese Idioms

Abstract: The word "kubi" in Japanese idioms is rich in semantic and symbolic meanings. However,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it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so far. In order to clarify these semantic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symbolic mea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anings and the changes of meanings of the word "kubi" with the method of textual research and classification

and induction, distinguishes the meanings of the idiom containing "kubi", and summarizes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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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i" according to their extended meanings. On this basis, it finds out that the meanings of the Japanese idiom "kubi"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but also possesse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is symbolic meaning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ancient Japa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ncient Japanese life form, in-

cluding clothing, kneeling habit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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