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古典语法作为日语专业高年级的课程在教学

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文語」虽已不作为日常语言

使用，但却不可不懂，因为无论是做研究亦或欣赏

文学作品，还是从事中日跨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

都会涉及到这方面内容。”[1]但对古典语法的研究，

中国学者涉猎甚少。近年来，日本学者以不同的史

料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对以助动词为重点的日语

古典语法进行了论述。如池田幸惠（2010），佐藤郁

良（2009），今野寿美（2008），辛岛美绘（1991）等。

但以上这些研究基本上没有针对「る・らる」尊敬

用法的研究，仅有黑泽幸子（1978）的以《古今著闻

集》为中心的共时性研究。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

础上，以详实的例释为依据，以敬语礼貌策略为原

则，对「る・らる」的尊敬功能进行历时性探讨。

1 平安时代的敬语功能

1.1 上古时代的功能

古语助动词「る・らる」是奈良时代的助动词

「ゆ・らゆ」在其功能上的延续，「ゆ・らゆ」具有

同样的三种功能即自发、可能和被动。如：

（1）汝はわれに欺かえつ。（被动）

你被我骗了。 （『古事記』）

（2）秋の夜を長みにかあらむなぞここば寐の

寝らえぬもひとり寝ればか。（可能）

秋夜漫长难入眠。 （『万葉集』）

（3）瓜はめば子供思ほゆ、栗はめばまして偲

はゆ。（自发）

吃瓜想起了孩子，吃栗子不由得更加怀念

他们。 （『万葉集』）

以上是「ゆ・らゆ」在上古时期的三种功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ゆ・らゆ」的功能在平安时代

以后，除了像｢いわゆる｣「あらゆる｣等极少数残

留的词语至今还在使用外，其余所有功能已完全

由「る・らる」代替。

1.2 语言学理论框架下的敬语礼貌策略

布朗・莱文森（Brown P and Levinson S）（1987）

认为：敬语是通过语言形式将表述者与受话者之

助动词「る・らる」的敬语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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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语助动词「る・らる」在平安时代以后取代了「ゆ・らゆ」的被动、可能和自发的三种功

能，并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敬语功能，使「る・らる」完成了集「待遇表現」和「アスペクト/態」于一身

的结合，其敬意轻微且主语模糊。在与敬语动词连用时其功能表现为添加敬意、行为自发、可能转换

或被动再现。院政时期「る・らる」敬语的使用迅速增加并趋于扩大。在室町时代已广泛使用于上层

社会，尤其是多用于第三者不在会话现场的场合，从室町时代延续到江户时代并且一直到近代。本文

通过例释的方法，在语言学理论框架下采用敬语礼貌策略原则，以历时性研究为线索探明「る・らる」

的尊敬用法，以期今后对古语助动词的研究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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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相对的社会地位，亦或表述者与话题中出现的

人或物之间相对的社会地位进行直接编码化的产

物。语言具有形式、意义和用法三个侧面，它们之

间的关系有三种类型，从认知角度看其内部构造

如图1[2]。

Ⅰ 形式 意义 用法1

Ⅱ 形式 用法2

Ⅲ 形式 意义 用法1➡用法2

图例说明： 决定部分 决定 ➡通过含义产生关联

图1 语言结构与语言用法的关系

Ⅰ是构造（形式和意义）决定用法型，即形式

和意义决定用法；Ⅱ是用法决定构造型，即形式和

用法不以意义为媒介的直接结合；Ⅲ首先是Ⅰ的

类型，但其用法（用法1）通过其发展变化又产生新

的用法（用法2），而这种新的用法又会反作用于形

式，变为敬语形式并固定下来。如助动词「る・ら

る」本来是形式和意义结合后产生的被动作用，因

其与主动态相比缺乏意志性而派生出“用法2”,变

为敬语助动词。该“用法 2”又会部分反作用于语

言形式（构造），即助动词「る・らる」形式除被动

之意外，又产生了表敬之意的用法。因此，可以说

敬语是“用法2”反作用于语言形式的体现。因此，

古语助动词「る・らる」除自发、可能和被动之外，

又增加了一种新的敬语功能。

1.3 「る・らる」的敬语功能

助动词「る・らる」的尊敬用法属于“待遇表

现”，是指在社交活动中的语言主体（说话人或作

者）与对方或话题人物三者之间的尊卑、亲疏等的

人际关系在语言交流中的功能体现，亦可理解为

在交际中人们基于相互尊重的理念，出于顾及对

方及场景而区别使用的语言表达形式，是表述者

在尊重对方人格及立场的基础上，从敬语及非敬

语等各种表述中选择出适合该具体交际场景的自

我表达方式。「る・らる」的自发、可能和被动这三

种用法属于语法范畴的功能，即基于着眼点的不

同，描述同样一件事情时，既可以从动作的施事者

出发，也可以从动作的受事者出发等。由于动词

所指动作与主语的关系所形成的谓语动词的形态

变化叫作动词的「态（ヴォイス）」。[3]在语法范畴

上，它表明句子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跟主语所表

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如主动、被动等，而非表示

动词所指动作进行的情况（体）。[4]“态”或“体”与

“待遇表现”有着本质的差别，这种现象在其形成

机制中具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其异质差别

的四种功能最终产生于「る・らる」一体，并在古

语助动词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四种功能的

用法如下：

（4）同じ御時せられける菊合はせに。（尊敬）

在同时举行的赏菊会上。 （『古今集』）

（5）昔、堀河のおほいまうちぎみと申す、いま

そかりけり。四十の賀、九条の家にてせ

られける…（尊敬）

从前有位叫堀河的大臣，在九条的自宅举

行了40岁的贺宴…… （『伊勢物語』）

（6）よくせざらんほどは、なまじひに、人に知

られじ。（被动）

在尚未学好之时，大可不必让他人知道。

（『徒然草』）

（7）知らぬ人の中にうち臥して、つゆまどろ

まれず。（可能）

躺在陌生人之间，很难入睡。 （『更級日記』）

（8）筆を取れば物書かれ、楽器を取れば音を

立てむと思ふ。（自发）

拿起笔来就想书写，拿起乐器便想弹奏。

（『徒然草』）

（4）和（5）两个例句是表示尊敬的用法，但这

种非情主语的被动转换成为尊敬的用法至今还存

在着一些争议。有人或坚持其为非情主语的被

动，或主张其为纯粹的被动，或主张其表示可能，

但堀口对这两个例句定义为：“此二例为尊敬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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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经典，然吾亦认可其所谓‘非情主语之被动’。日

语中本无此被动之用法，皆因语言运用时之误解

或误用而致，正因有此误用，方有以其委婉之用法

表明动作主体之动作产生‘尊敬’之用法。”[5]（笔者

译）笔者赞同堀口的这种观点，认同这两例是表示

尊敬的用法，其原因是「菊合はせ」和「四十の賀」

不是平民百姓力所能及的活动，又因为这种场面

只有权贵阶层或上层人物才有此能力或雅趣举办

此种活动，因此，笔者认为其主体应该是天皇或大

臣，这种语言现象是对天皇或大臣等的高贵身份

或其所具有的能力表示敬意。于是，在语言的发

展过程中，助动词「る・らる」逐渐地产生了这种

在古语中本来不具有的、也是为后人所不可忽视

的“模糊主体的可能或被动转换为尊敬”的用法，

亦即“用法 1”转换为“用法 2”，反作用于表敬“形

式”。就是说表述者（或作者）对动作的主体（如天

皇或大臣）表示尊敬，与其直接用敬语动词表示尊

敬相比，其缺乏意志性的“敬意自然形成”更为委

婉、恰当，这种“用法通过含义产生的关联又反过

来部分决定形式（表敬）”，人们也就自然地认为是

提高对主体表示的敬意了。至此，助动词「る・ら

る」在自发、可能和被动这三种功能的基础上逐步

地确定了它的另一种功能——尊敬，并逐渐地被

固定下来。

虽然表示尊敬的功能确定下来，但其主语在

句子中的表现较模糊并难以判明。如樱井氏所

言：“「る・らる」敬语功能的一大特点是‘尊敬的

对象难以把握’”。[6]（笔者译）也就是说主语较为含

糊、指代不尽明显，这是古语敬语的基本特征，有

相当一部分的句子其主语不在句中出现。在此情

况下，只能靠语义所尊敬的程度来推测或判断主

语之所属。如：

（9）「この翁まろ打ちてうじて、犬島にながし

つかはせ、ただいま」と仰せらるればあつ

まりて狩りさわぐ。

（天皇）命曰：“痛击此翁丸犬，即刻处以流

刑于犬岛。”故群起而猎之。 （『枕草子』）

（10）法師既ニ濫行ニ成リタリ…コレヲ徒ニ可

被棄キニ非ズ。

（湛庆）法师已坏规矩……不可修行（可速

还俗仕公）。 （『今昔物語集』）

（9）和（10）的主语在句中都没有出现，根据文

脉可推断是天皇和湛庆法师，因此句中的助动词

「らる」（可被棄キ=棄てらるべき）是对此二人的

尊敬。

如果句中使用的敬语动词是最高敬语形式的

「（さ）せ給ふ」的话，那么其主语可以辨明是天皇、

上皇或法皇等高贵权势人物。如：

（11）つゆ微睡まれず、明かしかねさせ給ふ。

难以入眠，焦待天明。 （『源氏物語』）

此句中使用了表示最高级敬意的「させ給

ふ」，断定其主语应该为天皇。在古语中表示尊敬

的对象要根据文脉来推测或把握，否则难以断定

主语之所属。「る・らる」的敬语功能还多用于「お

ほやけ」/政府、公权力集团等的政治性活动或行

为上，如任免、赏罚、评价及命令等（桜井光昭，1966：

155）。如（10）中的「可被棄キ」的主语就有些含糊

不清，但从整个语句中可推断出是「公」或「官」。

平安时代用假名书写的句子中，只用助动词

「る・らる」表示敬意的句子很少。如：

（12）船君節忌す。精進物なければ、午刻より

後に楫取りの昨日釣りたりし鯛に、銭な

ければ米をとりかけて、落ちられぬ。

船东斋日。因无素食而自午后始食荤，无

银而以稻易鱼（船夫昨日所钓之鲷鱼），现

窘困。 （『土佐日記』）

从这个例句中可以看出「らる」所表示的敬意

程度不高，在《土佐日记》中对「船君」（作者纪贯之

本人）使用的「る・らる」所表敬意的句子不多，且敬

意都很轻，这或许可以认为是男性和文的缘故。[7]

（笔者译）在另一部男性作品《宇津保物语》中，也

出现了这种敬意很轻的尊敬用法的例句。如：

（13）いと賢く、惜しまれし帯は、いだしたて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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れにけりゃ。

如此贵重、爱惜之佩带拿出来吧。

（『宇津保物語』）

此句中的「らる」所表敬意很轻，在男性作品

中使用助动词「る・らる」所表示的敬意不仅轻而

且使用频率也很低。在女性文学作品《蜻蛉日记》

中也有使用助动词「る・らる」表示尊敬用法的现

象，但极为少见。如：

（14）内よりはやがて（夫兼家が）車のしりに陵

王も乗せてまかでられたり。…上達部ど

ものみな泣きらうたがりつることなど、

かえすがえすも泣く泣く語らる。

少顷，陵王坐于车后，（丈夫兼家）与之同乘

退出殿内。……公卿大臣都在流泪哭述。

（『蜻蛉日記』）

此句中的「語らる」是表示对「上達部」的

尊敬。

在长篇巨著《源氏物语》中，单纯使用助动词

「る・らる」表示敬语用法的例句也很少见，所出

现的句子主要是在对话中。如：

（15）故大殿の姫君物せられし限りは、三の宮の

思ひ給はむことのいとほしさに、とかく言

添へ聞ゆることもなかりしなり。今はそ

のやんごとなくさへ去らぬ筋にて物せら

れし人さへなくなられにしかば…。

已故左大臣之葵上姬君在世时，我恐得罪

令堂三宫而未曾劝说于您，如今该高贵之

正夫人已然辞世，故…… （『源氏物語』）

（16）みづからはさしも思ひ入れはべらねど、

親たちのいとことごとしう思ひまどはる

るが心苦しさにかかるほどを見過ぐさむ

とてなむ。

我未过忧，然（葵上之）双亲实乃忧心惶恐，故

于其身体尚未康复期间，吾将悉心照顾之。

（『源氏物語』）

这两个例句是女性之间的对话，「る」所表示的

敬意因身份上的差异，要比使用敬语动词「給ふ」的敬

意要低很多。除对话例句外，叙述部分中的例句有：

（17）「式部が所にぞ気色あることはあらむ。

少しづつ語り申せ」と責めらる。

催促道：“式部之处定有趣事，快慢慢道

来。” （『源氏物語』）

上句中的「責めらる」敬意较轻，但却是对文

脉主语“头中将”的尊敬。正如玉上氏所说“此句

主语应为头中将，因欲显头中将与光源氏身份之

差别，故用敬意较低之「らる」，而对光源氏却未使

用敬语。”[8]（笔者译）从前后句子的文脉上看，确实

如此，但笔者认为此句敬语未必只是对头中将一

人的尊敬，可能还包括其他皇族或贵族。如前所

述的「る・らる」敬语的特点是主体多不明显，或

者可以说「る・らる」还没有完全与被动脱离关

系，如本句还可以理解为「（人々に）……責めら

る」，这种被动句式之嫌似乎不能说完全不复存

在，但根据布朗・莱文森的礼貌原则应认定为表

敬用法，即用法1通过含义产生关联转换成用法2，

再反过来决定形式，即转变为表敬形式。还有一

个叙述例句如下：

（18）字つくることは東院にてし給ふ。東の対

をしつらはれたり。

为（夕雾）起字号，仪式于东院即东院之

东殿。 （『源氏物語』）

上句中的「る」是对主语源氏的尊敬。在此类

例句中，主语基本上都是指源氏，用的是表示敬意

很轻的「る・らる」敬语。但句中的「し給ふ」与源

氏给起名字的行为相比，令人隐约地感觉到其主

语似乎不仅仅是指源氏本人，而是泛指以源氏为

中心的二条院的「おほやけ/皇族」。

敬语在和歌中使用较少，尤其是「る・らる」

敬语用法更为少见。因为「る・らる」敬语功能是

属于后续形成的缘故，它与格式守旧且用语意识

强烈的和歌体裁极难相容。如下两例：

（19）樽の葉の葉もりの神のましけるを知ら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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ぞ折りしたたりなさるな。

橡叶守神在 吾却全然不知觉 无心揪折掉

恳求神尊开天恩莫将灾祸降愚曹。

（『枇杷左大臣』）

（20）立ちよらぬ春の霞を頼まれよ花のあたり

と見ればなるらむ。

春泥护花使 恰如春霞起苍穹 不敢近倩影

春霞遮花万不可吾立遥处赏花容。

（『源清蔭』）

上两例的「る」为尊敬用法，其中（19）的「なさ

る」是表尊敬的助动词「る」前接动词「なす」的未

然形构成的敬语。这种敬语形式的出现，可以把

它理解为现代口语敬语动词「なさる」的萌芽或

起源。

2 平安时代后的敬语功能

院政时期（白河上皇、鸟羽上皇和后白河上皇

三代执政时期）「る・らる」敬语的使用开始增多，

到了中世纪，「る・らる」的敬语使用开始向全盛

时期过渡，如在『古今著聞集』中，「る・らる」敬语

的使用频率远高于「給ふ」或「せ給ふ・させ給

ふ」，在天皇或上皇这样的最高层中，「る・らる」

敬语的使用出现 130次，「せ給ふ・させ給ふ」敬

语为 102次，「給ふ」敬语仅出现14次；宫中女官等

使用「る・らる」敬语的次数最多，共有 334次，使

用「給ふ」敬语为 45次，没有使用「せ給ふ」敬语。

（黒沢幸子，1978）另外，在『大鏡』中有很多一般动

词都可以后续「る・らる」表示敬意的用法。[9]（笔

者译）助动词「る・らる」的敬意程度被普遍认为

是敬意较轻，多用于普通民众，同时也用于对天

皇、上皇等的尊敬，这种现象与其自身形成机制具

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其使用

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不过，在用于天皇等品高位

尊的上层人物时，正如前面樱井氏所说的那样，就

会出现主语模糊，难于让人理解透彻的现象，「お

ほやけ」多为主语。如：

（21）太秦にもこもらせ給へりき、仏の御前よ

り東の庇にくみれはせられたるなり。

（上皇）亦泊宿过太秦（广隆寺），传闻佛前

与东檐之间镶有方格天棚。 （『大鏡』）

（22）かの筑紫にて作集させ給へりけるを書き

て一巻とせしめ給ひて、後集と名づけら

れたり。

（菅原道真）作诗于筑紫并将其整理为一

卷，称之为《后集》。 （『大鏡』）

这两个例句中分别使用了「せ給へ・させ給

ふ」和「しめ給ひ」的敬语助动词，它是对上皇和菅

原道真的尊敬，而后面的助动词「らる」则是由被

动转为尊敬，是很典型的用法 1通过内部关联转

换为用法2，变为敬语助动词，又反作用于形式，其

动作对象不甚明显。同以往相比，「る・らる」的

用例数量增加很多，同时还可以看出它与「給ふ」

的敬意差距在缩小而其敬意程度在提高。[10]（笔者

译）「る・らる」常与「給ふ」连用，以「れ給ふ・ら

れ給ふ」形式多次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る・

らる」以往是不与表示存在的敬语动词连用的，但

只有一例如下：

（23）荒凉して心知らざらむ人の前に夢語りな、

この聞かせ給ふ人人、しおはしまされそ。

于此听余讲话之诸位不可于不通情理之人

面前随意胡言。 （『大鏡』）

《大鏡》中出现了仅此一例的、与存在动词连

用的例句其原因是与院政时期「る・らる」敬语的

增加有关。在男性语系的《大镜》中如此，在女性

语系的文章如《赞岐典侍日记》中，「る・らる」敬

语的使用也有显著的增加。「一般動詞＋敬語『

る・らる』」在《赞岐典侍日记》中的用例共出现60

个。[11]（笔者译）不过，这种敬语主要用于宫中女官

及进宫参拜祈祷的僧侣，其敬意程度与对「天皇」

及「関白」等所使用的「せ給ふ・させ給ふ」几乎接

近。如下例：

（24）その頃しも上臈たち障りありてさぶらは

れず。あるは子生み、あるは母のいと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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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一人はとろより籠りゐてこの二三年参

られず。

此时诸上臈不便。有生子嗣者，有为母服丧

者，另有一人久居娘家，有2、3年未来侍奉。

（『讃岐典侍日記』）

此例句中的「る」与敬语动词连用，敬意随之

增强。

到了镰仓时代，「る・らる」敬语的使用范围

进一步扩展，并与另一个新兴的语言形式「お

（御）～あり」敬语在口语中被广泛使用，因此，敬

语「～給ふ」被逐渐地归类于古典化、文章化的词

汇中。如：

（25）（院が）いとなれ顔に入りおはしまして、

「悩ましくすらんは何事にかあらん」など

御尋ねあれども、御答へ申すべき心地もせ

ず、ただうち臥したるままにてあるに。

如此熟悉之表情，“何事烦恼？”然询问却无

应答，唯卧不起。 （『大鏡』）

（26）この大臣は、これ九条殿の三郎君、東三条

の大臣におはします。…正暦元年七月二

日、失せさせ給ひにき。

该大臣乃九条右大臣藤原之三子、东三条

之大臣，正历元年7月2日辞世。 （『大鏡』）

（27）原安適松が浦島の和歌を贈らる。

原安适把松浦岛和歌赠予我。 （『奥の細道』）

（28）大倭姫命悦びて、その所を定めて神宮を

立てらる。

大倭姫命甚喜，选定该处建立神宫。

（『神皇正統記』）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在这个阶段中各种敬

语形式运用灵活，形式各异。再从例句的语境及

表述上来分析，其敬意程度「る・らる」较低、

「お～あり」次之、「せ給ふ・させ給ふ」是最高敬

语形式，这种情形到了室町时代更为明显。如在

ロドリゲス（Rodriguez）的《日本大文典》中分别对

这三组词做了如下概括：「る・らる」敬语“这组助

动词无论其本身还是与其它助动词构成复合词，

都是给动词添加敬意。只使用这组词时，它在日

语敬语中所表示的敬意是最低的”；「お（御）～あ

る」敬语“要比「る・らる」的敬意程度高，一般情

况下用于与同辈当面讲话之时，或用于与部下讲

话，还可用于谈论不在场的上司等，是在口语中

广为使用的敬语”；「給ふ・せ給ふ・させ給ふ」

“这组助动词一般用在书面语，对与之接续的动

词添加最高程度的敬意，只有使用这组词才有资

格谈论上皇或最高贵的人。”[12]（笔者译）另外，「る・

らる」在用法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关于第

三者不在对话现场的用例占压倒多数。[13]（笔

者译）

「る・らる」敬语自中世纪以来一直都是表示

较轻敬意的敬语，但到室町时代，又发展成一种新

的语言形式，即它与使役助动词「す・さす」相结

合，派生出「せらるる」「させらるる」这种表示最

高敬意的敬语形式，它在口语中广泛应用并迅速

普及，逐步取代了文章语性质的「せ給ふ・させ給

ふ」。如：

（29）昔も今もためし少帝の御外戚で大臣の位

に至らせられ。

古今皆有少帝之外戚位居内大臣之例……

（『天草本平家物語』）

在口语中频繁地使用的同时，其在形态上也

发生了变化。到江户时代已变为「しゃる」「さし

ゃる」形式，并由下二段活用转为四段活用。如：

（30）あの梅という物を、こなたは割って見さ

しゃったか。

汝切梅看过否？ （『近松門左衛門』）

（31）あんな気の短い男に添はしゃるお内儀が

縁と申しながらいとしい事ぢゃ。

与此等暴躁男人结婚之女人，虽系缘分但

亦着实可怜。 （『世間胸算用』）

（32）こなたの心が足らぬ故、嬲られてゐさっ

しゃる。

因汝愚钝故受愚弄。 （『近松門左衛門』）

（33）わしゃ得意を廻って来う。こなたもちょっ

67



日语语言研究 2019年 第4期 总203号

と行かしゃれ。

余拜访顾客，汝亦同往。 （『近松門左衛門』）

在形态发生变化的同时，其敬意也随之明显

降低。在江户地方语中已经趋向大众化，开始在

地位平等的同级别中使用。同时它在上流社会语

言中逐渐衰亡，并被另一种语言形式「～なさる」

取代，成为高级敬语。它在室町时代发展为最高

敬语，进入江户时代使用更为频繁，这是由于该语

言形式是由四段动词「なす」加表示尊敬的助动词

「る」产生的敬语词汇，后发展为独立的一语化敬

语动词并延续至今。

3 结 语

单独使用的敬语助动词「る・らる」自中世以

来，一直作为敬意程度较低的敬语延续使用，但其

敬意经久未衰，在整个江户时代其应用范围进一

步扩大，并在较高的社会阶层中被广泛使用。「る・

らる」在中世后曾被看成是男性用语或行文用语

的典范，这种特性贯穿于整个明治时代。通过例

句可以看出在室町时代作为敬意较低的敬语延

用，但在实际的应用中也被广泛地用于上层人物，

并且绝大多数用在第三者不在的对话场合。这种

叙述性特点和文章语性格结合在一起，作为形式

较为固定的敬语，又在使用上偏向较高的社会阶

层，用例虽少但从室町经由江户时代一直延续到

近代。其使用特点是广泛应用于文章语中，口语

中偏向于男性及知识阶层。在 1925年召开的文

部省国语审议会上提出了「これからの敬語」（今

后的敬语）议题，在该议会上提出今后所使用的敬

语为「お～になる」和「お～あそばす」，同时提出

敬语助动词「れる・られる」取代「る・らる」应用

到现代日语之中。自此，敬语助动词「る・らる」

止步于口语，完成了其文语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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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Honorific Expressions of "Ru/Raru"

Abstract: After the Heian period, the three functions of "Yu/Rayu"-- passivity, possibility, and spontaneity -- were replaced

by "Ru/Raru". On this basis, the usage of honorifics was added to "Ru/Raru", which achieved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appro-

priate communication and tense. In the Heian period, the sense of honorifics was slight, and the subject was ambiguous.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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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ness principle of honorific expressions, based on diachronic study clues to prove the respect usage of "Ru/Raru", aims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ancient auxilary 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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