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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es on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Chinese appellation of orientation by image
schema and conceptual metaph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alysis shows
that appellation of orientation is derived from cross-domain mapping from spatial domain to time
domain then to social domain. Specifically, appellation of orientation of front-back schema is
formed through the mapping from front-back concept of space to the successive concept of time;
appellation of orientation of up-down schema is formed through the mapping from up-down concept of space to the class concept in the social domain; and appellation of orientation of in-out
schema is derived from schema of container and is formed through the mapping from in-out concept of container to the concept of patriarchal system and soci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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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和概念隐喻理论，探究方位称谓语的生成机制。分析表明，方位称谓源
自于空间域向时间域，继而向社会域的跨域映射。具体而言，前后图式类方位称谓语是通过前后空间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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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映射时间上先后概念；上下图式类方位称谓语是通过上下空间概念映射社会域中的等级概念；而内外
图式类方位称谓语主要是源于容器意象图式，容器的内外概念映射宗法或社会群体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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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汉语中，“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前、后、里、内、外”是一组应用广泛而灵活的
方位词。这些方位词除了可以与一些词组成表示处所、时间、范围的方位词组外，还可以作为词素用于
称谓语中，周前方教授把由方位词素组成的称谓词叫做方位称谓语[1]，如“前总统”、“下属”和“内
人”等。目前关于汉语称谓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文化视角[1] [2] [3] [4] [5]，鲜有人运用概念隐喻
和意象图式理论系统分析方位类称谓语[6] [7] [8] [9]。
本文立足于认知语言学，运用意象图式和概念隐喻理论[11]，对方位称谓语的形成机制进行系统阐述，
推动汉语本体研究。

2. 方位称谓语的类型
方位称谓语可以分为：前后图式类、上下图式类、内外图式类方位称谓语。

2.1. 前后图式类方位称谓语
意象图式形成于抽象概念之前，是人们与世界进行互动而形成的图式，其中既包括简单的一维结构，
也包括二维和三维结构。而由于时间的单向性以及唯一性，表示时间的意象图式则具有一维的结构特征。
所以，运用前后图式来表达时间范畴的隐喻具有可行性。
根据空间图式中的前后图式特征，本文将含有表示前后关系的方位称谓语划为前后图式类。前后图
式类方位称谓语中的方位词含有前后空间的一维结构特征，且表示时间概念的前后结构，其称谓也经历
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认知者以某一时间节点为参照物，称呼前后图式类方位称谓语的指称对象，如，“前
男友”这一称谓语中的方位词是“前”，与“现在”或者“后”相对，表示时间上的一维空间概念；而
其中的“男友”，则表示现任男友，认知者经历了从前男友到现任男友的变化。前后图式类方位称谓语
还包括：“前妻”、“前总统”、“后妈”、“后生”、“继父”、“晚辈”和“前夫”等等。

2.2. 上下图式类方位称谓语
除了用前后空间图式表征时间外，上下意象图式也可通过空间隐喻进行映射。上下意象图式的形成
同样源自于人的自身经验，早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各项认知活动中,人类便获得了识别垂直维度
的方式，垂直维度的方向，即“上下的不同，是由人们对万有引力的经验建立起来的，也是人体在垂直
维度上的不对称性建立起来的”[12]。
根据空间图式中的上下图式特征，本文将含有表示上下关系的方位称谓语划为上下图式类。上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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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类方位称谓语中的方位词表示上下垂直空间关系，而称谓词则与前后图式类中的称谓词有所不同，一
般不经历变化，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称呼，但认知主体可在空间意义上进行变位。如称谓语“上将”，中
国现代军衔制度对海陆空三军最高军衔的称谓，其中“上”是相对于“下”来说，掌管较高军事权，统
领处于其军衔等级一下的军事团体，其中的“将”，表示将士，是一个笼统的对于一类军事团体的称呼，
所指不明确且有等级之分。上下图式类方位称谓语还包括：“上级”、“上司”、“下属”、“中产阶
级”、“底层人民”、“下人”和“基层公务员”等等。

2.3. 内外图式类方位称谓语
容器图式是产生于人自身体验的意象图式。容器图式存在于三维空间概念中，它能够使杂乱无章的
语言概念化。容器图式是人们从具体的空间结构中获得的，并将它用于对其他经验的建构。即把非容器
的事物，如时间、空间、范围、内容等当作容器来认知并加以描述。用空间域映射其他域，如关系域，
为人们把握空间的抽象概念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中英文都会系统地使用空间概念，如英文的 in、out
of 和中文的“内”、“外”等等。因此内容常被视为一个有界的空间或中空的容器。
根据容器图式中的内外图式特征，本文将含有表示内外关系的方位称谓语划为内外图式类。内外图
式类方位称谓语中的方位词带有某一范围、范围中或范围外的空间关系特征；其中的称谓词本身为某类
人的称谓，加上方位词则为区分方位称谓语和称谓词所指的称谓。比如，称谓语“内人”，为古代丈夫
对妻子的称谓，其中方位词为“内”，与“外”相对，表示家族以内，旧时妇女只能主内不能主外；称
谓词“人”，泛指某一群体，加上方位词“内”后，与“外人”相对。内外图式类方位称谓语还包括：
“外公”、“外婆”、“外甥”、“堂弟”、“外人”、“内子”、“贱内”、“外国人”和“内宾”
等等。

3. 方位称谓语的空间隐喻机制
3.1. 前后图式类方位称谓语的空间隐喻分析
“前”、“后”最初是表示空间方位概念的，用于称谓语时，表示社会关系，这种从方位域到抽象
社会关系域的转移，就是跨域映射，是空间隐喻的结果。“空间隐喻”是以空间概念为始发域向其他认
知域或目标域进行映射进而获得抽象意义的认知过程。空间隐喻把一些空间关系投射到非空间的关系上，
不仅能使抽象和未知的概念具体和熟知，使得两种不同事物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的关联。人类最基本的
感知能力就是对前后左右空间方位的感知能力，因此方位隐喻是一切隐喻的基础，也正因如此方位义才
会成为词义的基础，许多意义都是从词的方位义或方位用法中演变而来的。
方位词“前/后”作为空间性概念，可以喻指社会关系。具体而言，社会域中的社会地位对应于空间
域中的位置，社会地位高被隐喻为空间上的前，社会地位低为空间上的后，如“前辈”。此外，空间概
念可以用于映射时间域中时间概念，早/快为前，迟/慢为后，如“前妻”。

3.2. 上下图式类方位称谓语的空间隐喻分析
上下图式类方位称谓语广泛用于社会等级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等
级社会。在中国古代的阶级社会中，等级制度是当时政体的主要标志。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等级制
度森严，且包括的范围极其广泛。诸如政治体制、官职、军队，乃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都与等级制度
有着密切关系，而这些也直接反映在称谓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等级制度也经历新
的变化，现代社会与封建社会不同，现代中国社会尊崇民主与专制的政治体制，社会阶级客观存在，社
会也根据不同的标准，分布不同的阶层，如工薪阶层等。但是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形成的共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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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较长时间内文化因素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现代社会中依然有等级制度的影子，这也反映在称
谓语当中。
“中产阶级”属于上下图式类方位称谓语，其表示处于社会中等收入水平的阶级，社会对这一阶级
的人群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处于上下空间结构中间的位置，此时认知主体可处于中
产阶级上方位置，也可处于中产阶级下方位置，也可处于与中产阶级水平的位置，从隐喻意义来看，“中
产阶级”收入高于低收入群体，又低于高收入群体，处于中间的位置，所以将其称为“中产阶级”。
由等级而形成的“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十分明显。在现代称谓体系中，无论是官职、军队还是
职场，等级制度的影响都存在于称谓语之中。比如职场中的“上司”，是职员对于掌握管理权和具有决
策职员的尊称，在这一称谓语中，认知主体通过运用空间方位词“上”，映射社会等级制度中的高层地
位，称呼为“上司”。

3.3. 内外图式类方位称谓语的空间隐喻分析
内外图式类方位称谓语往往用于指宗亲关系，一般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参照物来确定称谓语所指对象
的相对位置，在宗族血缘关系以外还是以内。宗法制度所倡导的思想就是等级森严，长幼有序，而家庭
是宗法制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因此这一思想也在亲属称谓语中体现出来。长幼秩序决定着封建统治者
统治权利的传递顺序和家族中族长职位、权威的继承顺序，而这一顺序是依据血缘关系而确定的，此外，
依据血缘关系还可以确定同一家族内部关系的亲疏，因此，家族中的称谓也是依血缘关系而定。另一方
面，汉语亲属称谓语之所以有上述特点也是实际生活的需要。中国传统家庭是几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
家庭成员人数众多，关系复杂，而且中国古代礼法严格，对亲属的称谓马虎不得，所以汉语的亲属称谓
语系统十分严密，对每一亲属都有特定的称呼，不能随意更改。
其中对于嫁入宗族的妻子来说，由于改随夫姓或者因为“夫妻之合，血脉相通”的关系而被吸收为
家族的一员，视为同宗，因而称之为“内人”或“内子”，而称其父母为外祖父或外公、外祖母或外婆。
从空间隐喻角度看，妻子由于处于宗族内部，而被纳入为“内”这一范围中，而其父母则处于宗族关系
以外，所以称之为“外祖父”或“外公”、“外祖母”或“外婆”。
除此之外，对于“外国人”、“外宾”以及“内宾”等称谓语，其隐喻意义也可由意象图式中的内
外图式来阐释。如上所述，从微观来说，内外图式隐喻映射的源域是中国传统宗法制度。如果将这一宗
法制度放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则其源域为国土边界或者民族血缘关系，映射的目标域为称谓语中的
“外国人”，“外宾”以及“内宾”。国界或者民族血缘关系为容器意象图式中的容器，即参照物，国
人处于国界或者民族血缘关系中，则为“内”，处于之外则为“外”。

4. 结语
本文利用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和概念隐喻理论，探究了方位称谓语的生成机制。分析表明，方位
称谓源于空间域向时间域，继而向社会域的跨域映射。具体而言，前后图式类方位称谓语是通过前后空
间概念映射时间上先后概念，上下图式类方位称谓语是通过上下空间概念映射社会域中的等级概念；而
内外图式类方位称谓语主要是源于容器意象图式，容器的内外概念映射宗法或社会群体概念。可见，空
间概念在汉语称谓语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中国社会独有的民族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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