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語和普通話間形與義觀囑稱謂語舉隔

張本楠楊若按

香港教膏還會院中文系 香港公鷗大學教育及吉普文學院

粵語和普通話中手王若干影悶悶義與鷗親囑輯謂詣。日 7月形J '害其詞語之構攝影鸝

相間，郎以相同之漢字騎構成;日「異義J '則幫其詞義有囂，關厲指稱之親囑對象不

同。比賽頁稱謂語$辦自古代漢語或近代漢語。在接義的盤史發展中 3 由於一語言內部護好

龍留素影響，它們在現今粵語和普通話中日教會部轉轍，同影喘不同擂。此類稱謂話雖

然為數不多， {拉手王時插足以構成南北諾盲溝議之障礙，甚至鹿為粵語地屬(特別是香播站

區)普通話學習的間難之一。本文擬援引數側，聲此類稱謂器作一探討，以期引起醬油話

者之觀意與興趣。

一、站姐

作為親屬稱呼，普通話「姐j一股只用以指稱悶輩中比自己年長之女予(不但插嫂

于) c 普通話「姑j有兩種用法:一指父親的姐或緣，二拷丈夫的姐或妹。轎父親的報或妹

峙，普通話時扣在口語中常疊罵為「姑姑卜亦作 f姑母J 、「姑媽j 雪還可按年齡順序分別

呼為「大姑」、「二姑J 成「小姑」等 o í姑」指丈夫的組或妹時，比丈夫年長者輯f大姑J 或「大

姑子J '比丈夫年輕者購川、姑」或悶、姑子J 0 既然如此， í姑競J又是指誰?

在~t方方吉中，時在姐J是對丈夫姐妞的另一轉稱繭，攝常將丈夫姐粗的攝行加為前

線 9 例如， f大姑姐J 、 f二蛤姐」等。以下海現時 f姑組」在~t京的朋倒:

1. (法輔日報) 2004年的月lO R I獎皂護膚卻惹過敏反應，美容說荒唐說法推卸黨

任J : 

200是年8丹 25 日這夭，殺女士(北京市釁台陸人)和盤盤一向來抖了 xx美容美髮

室。. . . ~ . .當寧人殺女士(說) :做完護理以後，兩個美容詩，分別向社和我大姑越

兩個人格摸那個產品。當時義說......我還有護膚品沒周先呢。後來我車室里說，這

樣我給你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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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t京晚報>) 2004年 1 月 21 日 f田家j : 

今年剛進獵舟，是比1意外地接到公公一家人的電諒。......主盤童基按著說: I號是呀，

道主們考慮、問題不用。你那麼追回來一次不容易，咱麓蛙且也沒好好親熱......J 0 

3. (.北京接報) 2001 年 3 月 2忌日 f母子情J : 
還沒放寒假，上二年級的兒子央求我: r媽媽，讓我去組主畫家位為天嗯，就為

夭 I J ......周六，本整整又來電話: r讓兔子來往兩天吃.... ...j 0 

上述各f詞中之「姑姐J '擴然指的是丈夫之姐姐。挖一稱謂用法不僅限於Jt京媲髓，北芳

方了穹的其他攻方言長亦如此使用。 l

害蠱的是，粵語中亦有「姑MlJ一續擴語，但並不是指丈夫的妞妞，諾是普通話的「姑

貼上「姑搗j或「姑母J 。但是，粵語又並非將審通話所有「姑姑土 f站媽J成「姑母j都輯作

持吉盤J一一一對艾親之錯間與普聽諮詢樣，稱「姑媽J ;謂對父親之緣，主稱「姑姐J 。倒

如:

1. (明報) 2005 年 l 月的時「首宗人傳人f聞樂證實J : 
去年因感染禽流毒死亡的一名 11歲泰揖女童，將禽沒去急病毒傳染給她的母親和姑

姬。一. ~ ~ .這名女靠一圭和始姐生活在一起。......專家分析認為她約姑姑也很可能

是放女童傳染了禽流感病毒。

2. (明報駕于IJ) 1841 期封插故事「背籃子陳報研真情大剖白j : 

…祖明在去年除夕曾致電子可草書太太說新年快樂時 .t叫她代為肉模提姑姐梅

費在芳，但原來當時何太正在醫院陪何棒走最後一程，之後祖明才發現。

以上調例為粵語f站姐j稱呼 f父之蜂J 0 

「姐J與瀾，問作為對父母輩的稱謂語多是古語之己的用。織力: I獨謂母E五點。

可見， I組J有可能本是講方獨地的…f買方當胡言本義主導?母心後來進入花方漢語。 f姐j

最初攝入北主錯盲時，誰之用以稱母或母麓，並不用來稱聞單鞋 e 因此， r捏j海投「姑」之

I. 例如，彼Ji大學與京都外國諾大學合編《漢諾方言大詞與> (北京:中華書局， 1999年)有 f始直到及「給予j

條，

I始組J : (2) (名〉丈夫的姐妹。1.函寓言5詣。害兩獵筒、梁詢。 1982 年第 3 期劍、滋滋刊; 1咱們這幾個

--(姑鐘也卅一本文作發帥，她也很本沒放在銀裳。 J

(給予J ; (1) (名〉丈夫的版錄。1.法:誰官詣。江蘇揚州。 2 西南官話 G 湖北攪州。

該詞典認為[結姐j與!姑乎」均鷹 11穹話打發過繡的舊稱h 但是，該詞典所釋精瀉的使用地隨顯然份有盤

大遺源(北京地區僅為其遺盡量之…)。

再如多未定無《民間稱謂) (訪f~答:海燕出版社， 1997年)一書探討中醫親屬稱謂的起源及演進變化，並搜

集了中原地區直玻存的漢語共附議以及洶洶方盲中的稱謂語實鶴，其中包括了;姑棍打作為漢語共拘語實倒

，主主認、為， 1姑姐j不但是對;火之立即的稱謂，而且，丈夫之妹中年長於說話著手本人的，

亦可稱了大姑姐」或[火給予J (1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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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有學者認海古時是特措「痕母J '指父的妾。 2 盤過長時閱讀化，現時粵語中之?姑

雖j雖然不再用以稱母輯， f旦的用以表示與母掏葷的父親妹妹。由此看來，粵語f姑組j

(父親之錄)比普通話「姑姐J (丈夫之輯)商品一畫畫並不足為奇，實則更近「妞J 之本義。

古時， í姐J與「姊j原義本不相同。如上研述，前者本義話長黨之?母上稜者方義為

同輩之「女兒J 0 緝毒. j部職﹒泉水) : í女子有行，藍色父母兄弟。問我諸站予接及他掉。 J

毛傅: !先生臼姊。 J 即事先出生發愛姊。但是，到了魏晉南~t朝時期， í姐j 與「姊J隔字

巴rIJ適假使用，唐以後則更為普緝。換j如李台詩《寄東魯二推于?有川、兒名伯禽，與扭亦

之句。此處之「姐j 攝「姊J 0 另 p 唐劉如幾《空通﹒聽說中》又記: í如今之所謂者，

若中外i名 i寞，鷗右稱是，易罷以妓，易母云辨。 j可見多當時社會上出現了許多新的稱謂

諂詣，其中包括將?母j的稱呼玫ffí姊J 0 雖然 f姐J與 f姊J邁步但是，唐宋時期「姐J與「蟬j

在實際使用上的有不同~彰。宋人吳瞥《白色改齋漫錢﹒婦女稱捏〉中說: r近世倫多以女兒為

妞，章是尊之也J '其意誨， r立即一稱初時顯示對「女兒J 的[尊敬J 之義。及至完明之後，

f組」字才完全脫離「母j義，單其(女兄j之義，使用上與f姊J並無二致。

普爐話 f姐」與 f胏j詞義招悶，乃延續此一發展。不纜，琨今之苦擺起…敵只使用

「立起?很少使用 í姊J 0 普通話中，目前種f姊妹j一詞中用「蟬j芋，其他均用 í~血。而

且，普通話「姊蜍j也有漸被[姐妹J研取代之鱷勢。

值得注意的是，路先按悶的酌，議代之前另有「姑姊j之照例。(;左轉﹒襄公↑﹒二年》

中有寸無女孺有姊妹及姑錦妹j 一語。唐孔穎達疏云: í父之姊為姑棋步父之抹去主姑妹 o J 

《左傳﹒裝公二十…年》又有?季武予以公姑錦妻之j之語。韶文已建項「螞j義為 f女兄J ' 
是故 f姑姊J 指「父之媽打{以11衛星成章。由此可晃，今之粵語「姑姐J聽有其古漢語之淵

諒。不攝多有趣的是，今粵語之丹在姐土並算?父之婦J 多變而為「父之妹J 0 

至對「姑J '軒昂以稱丈夫之母(總雄﹒釋親)) ，也昆對輯悅之姊妹J (喲，雄風﹒

泉水訂閱我諸姑J '毛傅: r父之姊妹驛姑J) 。不過，賠?姑J來稱呼丈夫之祖或妹多古亦

。鶴立口，漢樂府《孔雀東南船中艷蘭芝辭期夫家時，有歌臼: í新姆初來時，小站

蛤訣抹;今日接驅還=小姑如我訣。 JJ記處即時丈夫之妹為川、安扣。今 5普通話用叫、姑

稱時丈夫之妹應是沿襲了 ?姑J 的造一意義。

著通話揖然可以用「姑J稱丈夫之姐或妹，位是，綴聽演變?北方立于言在單囑使用

「立在J 或「姐J 持多的分別指稱不同輩份的報鸝。「立起主要指稱父親之姐或抹; í姐j 主要指

購!司黨中年長榮臨己的女，睦。闊J1t多普通話中，婦女在前驕丈夫之姐或妹時，一般不間

內缸，而是臨夫稱「組j 或「妹J 0 只是在控稱(向他人述稱自己或對方的親屬)時才使用

2. 參見文若帆船H方一站語戀髒哩澳門:澳門份報出級、 20衍生乎。第 70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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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J (麥克1 1::) ，而且常在自船的前復加轍，讓f大姑于心「大姑姐J ' r小姑子j莓，以

另詩文章賽的「姑」。艾擎的 f姑J '露露可與服虹、「姑J ' r母j等權用。臨此，可以說，普通話

使用「姑綴j的構攔，其意在 f娃」而不在「姑J '與粵語使用自守「姑鐘j稱擒，輩在f女吉J船不

f姐j大相奧醋。

對於「媳j 可作母輩的稱謂，土重早有所論及。豆豆於「姑J如何也本來對父之姐妹的專

用稱謂步擴變前可兼用作對夫之姐妹的稱誨，學界瞥有不同揖解釋。現年有人海為3

古時由於盛行姑輿表教婚，做兒妻自守!有佳全便稱丈夫的母親為姑(不轎婆母)、稱丈夫的

父親為與(不禮台公)。姑乎者，姑之子(女)盔，實稱為姑。本蟲作于媳的館女對作婆母

的父提錄(姑姑)的稱講，四 f姑予j之稱罷轉變為對丈夫姐祿的稱謂。此可觀每一家之吉

需尸。

二、公婆

在粵語中多丈夫被稱為 f老金山妻子被稱為「老讓J 0 情說， r爾夫妻J 可以接合稱為

f補兮婆J ' r合」、「婆j是錯夫妻 o f9ú錯，香港一首謊行歌中便有「你閉口希望和我成為公

是j…句多其中「成為公婆」便是 f成為夫妻j 之義。

普通話把丈夫的父親稱作f公0J' 丈夫的母親稱作f婆婆J 0 因此， r公婆j通常是「公

公和婆婆」的簡稱，是錯丈夫的艾親祖母親。例如，俗語說「醜媳婦終妥見全是扒其中的

「公路J便指丈夫的父母。

考f合j本議是對祖父的稱呼，後也用設稱父。《廣種﹒釋親) : r公，父也。」對於女

子來說，的(J可以是自己的父親多tE.可以是丈夫的父親。倒知，梧簿宋國有人教唆其女

嫁後私藏物品，結果「其子聽父計 9 竊而嚴之多若公知其盜啦，退而去之多其父不自非

宜。」這盟的「父j 與[合j搞不同的人: r父」揖該女子與己的父親， r合j其目指該女子丈夫的

父親。及莖京足以峰， r合j在江語中多童車要龍舟，稱「兮兮J ;前親屬稱謂中的 f合公J漸

多用來草草指丈夫的父親事少用來稿婦女每己的父親。以文學作品中所兇磊f9~ , {:三國志平

話》奉上: r舉究妻子又來混飯，不見學究間來，告與合公得知 3 器時引長:子等去尋。」此

處「公合j 即指丈夫的父親，立主非是學究妻子指稱自己的父親。 4

普通話保留了宋代以來，以「合金」指稱丈夫之父的用法。持件， 11提便接及，與f位

是~J同義 dt方其些方宙中尚有 f合爹J一繭。「爹j為父親的權讓雪所以(合爹j很喜能也是

指丈夫的父親?不指婦女自己的父親。

以「老公J稱丈夫?阿以通攪至5元明之際的口諦。 f老公J 在元明持期已是「夫之過

3費 參見三巳Æ翔<~追問稱謂》。河南:海乘出版社'的97 年。第 165 頁。

4 , 1It處不討論作為盡管稱謂的 f公J 或「合公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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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更讓苦奮地說，應是「夫之搭配 0 元代鷗漢卿是葛天動組寶蛾勢發第一研中，蔡婆婆向

黨娥訴說本幸時，即有: r不知他怎生知道我家者樹聽婦兒，道我婆盟、婦又沒老舍，他誰

見兩個又沒老婆，正是天緣夫對 o J生產襄鍵是用?老公j指丈夫。再如雪元代攝顯之〈酷寒

亭》三: r我老公不在家，我和你永遠{拉夫妻J ;明代馮夢龍續推蘊蓄﹒玉室主春落難逢舟〉

中亦會己挽洪之妻皮民陣昔問嫌老舍組輩輩，不會風謊J ;總本通{制、說﹒錯車時崔尋呼: í你

在京中聽了一當4、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一體亭老舍h 皆似「老舍J指丈夫。

粵語~r老舍j稱丈夫，即此元明俗稱之廷績。普壞話不用「老公j指稱丈夫。不鐘，

近年來 3 由於南北語育交流加巔，花方許多年實人也揖始縷的港續用語，以 f老舍j作為

丈夫的俗騁。雖然如此， í老公J 盟前指未被當作規報鵑普通諮詢語。此乃一種「持黨

議J '與普通話中的「老婆J可作為妻子之俗輯有所不同(詳下) 0 5 

此卦，在粵語中， r公j宇疊牌←合金J '聽當指母親的尖親 d!P外祖父。這種用

法血麗不詳，但由來已久。筆者以為，樹於f外祖父j在普通話和粵語中都可稱f拜金J ' 
因此，有理由誰輸 2 粵語以挖去告J輯[外合J '乃是將f外合」的「外j字會絡，又缺口吉普習

慣重疊使用了「公J字所致。同樣，粵語中以「婆婆J種 f外婆j其原因或亦如藉。

考「婆j 宇古詩是觀母之稱呼， {愛赤用裝稱呼母親。唐時f婆J又常用以稱亞于丈夫之

母。而宋以後，口語中常疊用 f草書婆」來特指丈夫的母驅。倒如，元代鸝漢卿G鑄夫聽地實

娥寮訟中，女主人合實撤除少數情混稱丈夫之母為加勵之外，一般都稱之為「婆婆j 。這

蘊用法被普過話洽期至今。而粵語則不舟。蔚文提到， r婆婆j在今5粵語中用以指種母

親的母觀，即普遍提的「井婆(外祖母川，前非丈夫的母親。

「老華~J一觀，作海妻子的槍稱，在朱元時期已很普纏。俱!如宋代吳自教練藥錄﹒夜

市)t:þ便記載有實卦者常用語: r時還來時，覺莊闊、要老婆。 j觀然，這嘉定的「老婆J是指

。不過?奇龍的是，作海丈夫之義的「老公j未受~t方人f重揖J '以至於未能敏，體承

使用 2 但作為妻子梅稱的「老婆J 卻幸聽得多，受到在方方官租車警方蓄的共向「珍惜J '保

留並給周至今。

雖然普通話和粵語皆可講寰宇為 7老婆J 1 但是， í公聽j會醋，在普通話中則特指丈

夫能父母，前不像粵語那樣，指夫妻之入。任主婆J指稱丈夫之父母手自古巴熬，用f9ú很

多。《鞋蟬曲子調﹒搗練子} : í譯音去苗程但努力，不敢放慢!每合婆。 J .lití合婆j指丈夫的

交親和母親。明代高明領琵靜中建五娘多故使用 f合婆J或佮告草草婆j來構呼丈夫的艾

母。

總之， r公婆J合用，其詞義在單導報和普通話中大相館庭:粵語指夫藥;普通話指丈

5. 收割討會科學鏡詩菌研究所織代漢語詞典。(香港:商務印書館 '2的l年(繁體字版J) 中， r老公j釋洛伐

夫j 之義?前樣有〈方〉字，意為方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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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之丈母。在使用「公婆j一詞縛，粵語常加上[揖打成為[爾公婆J '而較少稱「企婆J ; 
開普通話間多輯f公婆h 少用(輛公黨J 0 不過， ["公婆j 用於合指丈夫和妻于並非只限於

粵語方夜。其他方在區，餅如湖南等主商也在建攤牌魄。 6

三、甄璽3

普通話和軍事語中的?揖奶J所指有興。 J奶奶J在普通話中用來稱呼父親的母親 d!P詛

。偶!如，可經並爺爺吳偉大》便是…本分紹祖父母如何教育舔鞏能會 o fB.是多粵語的「朗

朗j則並不是對祖母的稱呼，間是婦女對丈夫之母親的稱呼。例如，某香港報舉報導

(2002年9月 25 日) , I黎xx雖然仍來正式下嫁曾 xx. 但前晚梅同未來妞起曹雪賞XX tl:

席公間活動，見她侍弄主左右，不時替未來封妞棍子袋，及招呼賓客，儼如曾率媳婦。」顯

然，其中所稱的「未來扭奶j攏的是未聽夫的母聾。前文話說到，丈夫之母親在發播站中

稱為「婆黨J 0 而 f婆婆J在粵語中卻又被用來稱呼普鵲起中的伊←祖母J 0 

考 f揖j一稱，吉時本是齊楚一體的方吉，其義為「母卜載有多種寫法，棋!如「彌J 0 

《廣雅﹒釋親:> : r攏，母i:E.Jo(主黨﹒女首發: I奶，齊人呼母。 H黨韻﹒齊韻) : r建人時

母為扭。 J元明時口語中多見的疊背誦?妨如j 議?繡捕J '在親屬構調中i:E.多用以指稱母

親。例如，元代王實商《問朧詩〉和明代揚顯裡《牡丹亭》中都多2支出現女主角以[葫奶」稱

時母親。廣州崗農本以「如j輯「母卜倒如清代同治年問出版的〈廣東通志》中I!P記[廣州謂

母日搗J 0 既然自己的母親稱「如」或「扭扭J '那壁，以同樣的稱謂來稱時丈夫的母親要

似乎也並無不妥。其實事宋元時期已多見以「搗奶」來稿時丈夫之母的街子。前龍提到的

元代鞠摸鄉辦的葛天動端黨競給中，實蛾對丈夫的母親多稱嘍配，但有時也偶稱「妨

妨J 0 餅立自第一折中實織有「奶妨思來了，輯:晚飯磨打第扭扭中實按有「囑晴轉爹爹 3 故

養我擠奶，可憐她無夫無兒j等特。誼禮的「奶魏j詣的都是「婆讓J '即丈夫的母親。可

見， I奶奶j和 f婆婆j在元瞬之時可以相互替舟。現代粵語間「撓奶j稱呼丈夫的母觀，其

擺在此。?

[如揖J何時更進一輩，用來稱時父親的母親，晨5損母呢? I奶媽j作為年長婦女的攝

輯或敬種鼓少宋代日很普蟬，但是用來特拉祖母，則出現較晚。文章在所見，清代才吝主這

種用法。例如發江樓夢等…一九姐:鴻章問姐兒的事，那娥做主的。{扭過二哥繳塗，放

著親如妨?鶴說另IJ人去。 J權裡的[妨踴」是特措祖母。普通話承清代之贅，以 f拐奶」稱撮

母剪不再以「奶如j指稱自己的母親或丈夫吾吾母親;程是單單語中卻保留了元明或之前白宮瘖

6. 例如，毛澤東「湖南農民毒草動考察報告j一文，即有「讓兩土上婆妙樂的小事，也要到處會去解決j之句。見

《毛澤東憑集》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年橫排主答。第 1毛頁。

7. 以「奶奶j稱丈夫的母親，不偎在粵語中看，上海、安徽、福建等地的方古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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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奶揖j稱丈夫之母親多不稱祖母。父蠶的母親在粵語中另有我示，被時主主 f輔墉J 0 

由、老爺

「老爺j這一千再謂，在粵語中是兒姆對丈夫之父的稱呼。 樹立日，(明幸齡2005 年 i 月 28

巨變聽報道: í棟xx做了盡量主義旗文，昨日破擔保外出，第一時間 ù:1媳婦徐xx接返跑

馬地寓所見絲女兒，與家人共敘夭倫 o J 其中的「老爺J是措克總之父。

作為親屢稱謂， r老爺j在普通話中所指與粵語完全不同。誓攝話的「老爺J是指閥、祖

父卜叉口1寫作「姥爺J '多為兒童龍舟。倒如，{北京青年報} 2000年 2 丹 18 日「紅樓黨

夢J : r小榜樣，覺得生蓋有點神秘。媽媽成算算們說放量曾走邊許多地方，幸免往車一個
叫楊泉的小城農... ...J 0 另外 3 蕾攝話中擺有「姥娘j或投都老J '是與哼著爺j相對的搶購多

11iH外祖母j 。

古時， r爺 i 的使用比較撞蟻。其本來在離北立于當中都存在 2 但是，司投隔在宮中之

所提不同。…股東說，在北方的方言中， í爺」三啟用 Q泊的立艾;而在臨方的一些方育中?

「爺」則用以輯父親。如，明代陳士元《值1言解〉卷一說: r兩人稱父臼爺，祖父日爹;就人

輯艾日爹，祖父日爺。 J南北剛好相反。再如，梁軒轅野草〈玉篇》云: í俗呼父為爺山前

明代泛接替E署雜記﹒民嵐二﹒方言〉船去: í翻白爺J 。可能是受南芳方霞的影響，魏會

南北朝以至廢輯的文學作品中〉多舟「爺J來稱父多諾不幸再祖父。但j知，北醜時期的毛木蘭

青年》中有 f昨瓶兒軍貼，可汗大點兵。軍警十二卷，卷毒害有爺名。阿爺無大亮，木蘭無畏

兄。」此攏晴和指父親。 8 唐代杜甫《兵環節詩有「爺擁妻子走相配，社教繡尋訪持

有 f招攬嬌兒未豔爺， ~rl爺不牌子正叉J '其中的「黨j均詣父親。

「爺j加前綴「老j鹿為?老爺J 0 該講古詩也多半用來稱父親》而1卡拉戈?至明代仍如

此。倒如元無名民欄環節第二主持「老爺休道一樁事，就是十權箏，你孩兒1路的。 j此

f老爺j指父親。明挖潛額祖《牡丹寧﹒需要算} : r哎也多主義中秋佳節哩 3 老爺、奶站，都

為我愁煩 9 不曾玩賞了。.J這體的「老爺J指父親， r奶奶」別指母親。

粵語中， r老爺j用來稱丈夫的父親，估計是目為婦女出嫁到了丈夫家裡 3 艱磁丈夫

的種時研致。既然「老爺j可以稱呼在己的父親 3 那麼多讀丈夫而稱丈夫的父親亦為自

然。不i聽多搗題是，粵語亞首巴不再用「老籬j輯自己的父親，吾吾海被妻子用以指稱丈夫

的父親。此與古習己大河之相同。

f老爺j一詞在普通話中的演變與粵語的發燒又不棚筒。有普通話中， r老爺」既不用

8. 清人榮毅鉅怨這摘錄》卷一f耳血緣，認為[游人稱父只消耶字，木用紛爭卜只是到了唐時才開始用 f爺j箏。

所以《木蘭吉郭中之 f爺j 本應為「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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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指稱自己的父親?也不再用來輯丈夫鷗父親。作為親屬稱謂多「老爺」只用以稱呼母觀

的艾誤，即「外祖文J 0 提文學作品者 3 這種用法出現較露，於明清時期方才廣泛出現。

例如《盟擺音D第九十六的: r設了這等現成好齋不院，卻往人家11::募!插頭有你甚者爺、

老娘家略凡此處「老爺」和[都良」指外祖父和井祖母。再如，從樓夢子六十聞自賈馨耀:

「這都無妨 3 我二撥兒三摸兒 3 都不是我老爺義的，軍是我老娘帶了來的。 J權裹的「老

爺J也是指外祖父， r老娘j 晨5指外棍母。普議話以「若離」時外祖父 5 籲怨是篇一串法之廷

不過多普攝詩中的「爺L 若被警用一爺爺J '是專用以稱呼祖父，耐不稱外槌尖

的。適應頭於前前提到鵑花方方言原本的用法。題 f老爺j 中的「爺J若望學屑一一千老爺

爺J '說不再是丹祖父的稱謂，間是「曾祖父J一爺爺j之父的稱擒。

行文至鈍，應提及，本文以上堅持綸之構調語，正如標是喜新示，均為親麗稱謂語，荷

~F通稱鶴謂諦。想留意?在1英語中?議些親屬稱謂諾往往!可時又是對某一種或某→類人

的塌糊嘉措語。例如今 f爺J甫詩本是對祖父或父親的親聽揣冒話多但是多自唐代以時 p

可以恩來作為對有權勢男子的一報通諧。清代起翼《隙餘叢考﹒爺》記云: r爺今不特時

父多凡奴模之稱主及僚屬之呼上官皆泊之。 j娃人徐河椅碑類齡、﹒稱謂如云: r北人儕

章相呼輒Fl籬，以其姓氏加j俊仁，日趙爺、借錢爺;以其行加於上，白大爺、 E三..-爺。 J

後來之「三五爺J 、「合爺J 都與這種過構相關。另外，再如「老爺j一詞很學已不限於親屬稱

謂，同時又可以是對有權聾的男性家長的通緝。宋明所見， r老爺J可以用來尊稱男性的

家長，甚至不論其輩份。飼如元無名氏雜學J{馮玉鸝》第二軒中，賽可以稱夫為 f老爺J : 
f老爺，輯衍了數目?為1端幾時方到那泉倒也? J可見「老黨j 可以是艷男性一家之畏的稱

呼多數不 A定專輯外招父;而「者爺爺j 也可是對一般男性長者的總諧，時不是專指 f曾祖

父j 。其他 9 如同古」、 f公」、「議上「辨j等都有類組情況。作為建構的稱謂語，不在本文

論說之列。

以上所追尋普間形與義的報囑稱講話?可用幫我謂之如下:

稱謂 普通話ør指 粵語所指

始娃 丈夫的報媳 父親的錄妹

公婆 丈夫父母的合稱夫妻合攝

妨封 父親的母親 丈夫的母親

老爹 媽螞的父親 丈夫的戈親

【本文屬蹲著額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