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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娘是不是「母親」？ 
─論《紅樓夢》中權勢 
語義、親和用語的英譯

洪濤 （香港城市大學 

語文學部）

引言：社會距離與社會稱謂

人稱和稱謂語含有「權勢語義」（power semantics），這種語義透露

出權勢社會關係，在語言的實際使用中反映出對話雙方的社會身份、地位

等方面的高下。在這種情況下，有些稱謂語的使用是單向性的，不可互換

的（nonreciprocal）。1 

筆者曾撰文說明，《紅樓夢》中，身為下人的平兒當面稱主子鳳姐為

「你」，但是，在當時的社會，鳳姐可稱平兒為「你」，平兒卻不能稱鳳

姐為「你」，所以鳳姐聞「你」而不悅。這種情況給譯者帶來一個翻譯難

題。2

稱謂語的使用可顯示人物之間的親疏關係，也可以調節親疏關係。甚

麼時候親，甚麼時候疏，足以左右大局，實是一門大學問。要妥善翻譯

「親疏尊卑」，是另一門大學問。

個案一：不叫「母親」——權勢語義與居高臨下

探春也懂得用稱謂語中的「權勢語義」來行事：她稱母親為「姨娘」 

（妾），稱母系親屬為「奴才」。探春自己代表主子一方來行事，居高臨

1   Roger Brown and Albert Gilman, “The 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 IN Style 
in Language. Edited by T. A. Sebeok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0), p.253-
276.

2 洪濤 ： 〈難以翻譯的 「你 」 字 ： 略談 《紅樓夢 》 人物的心理距離和英譯問
題 〉， 載於 《歲月光影 ： 2009城市文學作品集 · 徵文集 》 （香港 ： 香港城市
大學， 2010年4月）， 第390-3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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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威重令行。

此事見於《紅樓夢》第五十五回：探春親舅舅趙國基身死，探春不肯

多發帛金（書中稱為賞銀）治喪。探春的生母趙姨娘心有不甘，找上門來

發難。趙姨娘開口時稱探春為「姑娘」：「這屋裡的人，都踹下我的頭去

還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才是！」一面說，一面眼淚鼻涕

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懂。誰踹姨娘的頭﹖說出

來，我替姨娘出氣。」（舊行本，第698頁。）3

這裡，探春短短的回話中（二十五個漢字），已經說了三次「姨娘」。她

似乎是故意的。趙姨娘就不同，她先稱「姑娘」，馬上轉稱探春為「你」⋯⋯

趙姨娘道：「姑娘現踹我，我告訴誰去？」探春聽說，忙站起來說

道：「我並不敢。」李紈也站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下，聽我

說。我這屋裡熬油似的熬了這麼大年紀，又有你兄弟，這會子連襲人都

不如了，我還有甚麼臉？連你也沒臉面，別說是我呀！」探春笑道：

「〔⋯⋯〕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著舊規矩辦。說辦的好，領祖宗的恩

典、太太的恩典﹔若說辦的不公，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抱怨

去。太太連房子賞了人，我有甚麼有臉的地方兒﹔一文不賞，我也沒甚麼

沒臉的。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何苦只要操心？太

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心。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

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業來，那時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

一句多話也沒有我亂說的。太太滿心裡都知道。如今因看重我，才叫我照

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來作踐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

為難，不叫我管，那才正經沒臉呢！連姨娘真也沒臉了！」（舊行本，第

698頁。） 

趙姨娘是探春的生母，而探春當面稱母親為「姨娘」。為甚麼呢？趙

翼《陔餘叢考》卷三十八解釋：「世俗又稱妾為姨娘。」4 探春似乎強調

趙婦是妾。趙婦因不忿探春只給了二十兩銀子，就來吵鬧一番。吵閙的最

終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探春顧念母女親情，多給銀子，所以她起初還

照家裡的規矩稱探春為「姑娘」，後來就以母親的口吻對探春說：「又有

3 學術界稱《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為舊行本。

4 趙翼：《陔余叢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第6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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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你兄弟⋯⋯連你也沒臉面，別說我了！」5 這裡，我們注意到她用起

「你」來了。在《紅樓夢》的社會裡，長輩可稱後輩為「你」。

但是，探春的立場堅定，不為母女親情所動，所以，她沒有承接

趙姨娘的話改稱「母親」，她沒有像平兒那樣忘記稱謂語的使用規範

（norm）。她仍然口口聲聲稱生母為「姨娘」，而且是連珠炮發地稱「姨

娘」「姨娘」「姨娘」，似乎有意強調她們之間的社會關係，避免觸及血

緣關係。6 我們從語用學（pragmatics）中的禮貌原則來看，說話人的用語

正式程度越高，越有禮貌，與聽話者的情感距離也就越遠。

假如我們要為探春開脫，說她其實是受制於社會規範等外部因素，實

在不便用「你」或「母親」，這也可以說得過去。語用學家對這類現象有

解釋，如George Yule 在 《Pragmatics》一書分析過影響言語選擇的外部

因素：In order to make sense of what is said in an interaction, we have 

to look at various factors which relate to social distance and closeness. 

Some of these factors are established prior to an interaction and hence 

are largely external factors.7 探春說話緊依習俗，未必有疏遠生母之意。

但是，接連稱生母為「姨娘」，顯示探春沒有因為情況特殊（死喪大

事）而靠攏她的生母。8 在賈府，日常生活一般會用社會稱謂（官稱）呼

喚長輩，但是，在特殊情況下，還是會用到親屬稱謂的，例如第三十三回

賈政和賈母意見不合，賈母揚言要出走。賈政大驚，就訴諸母子親情，捨

棄平日慣用的「老太太」不用，而改呼「母親」。（舊.2.401）9 我們推

5 鄧雲鄉指「姑娘」之稱，是「旗人家的規矩」。參其《紅樓風俗譚》（北京：
中華書局，1987年）， 第93頁。又，徐珂《清稗類鈔》（北京 : 中華書局，
1984）「稱謂類」第2188頁說：「北方有稱姑娘者, 旗人尤多。揣其意，實較小
姐為尊也。」若屬實，則「姑娘」亦屬尊稱。

6 在血緣上， 賈政之妾趙姨娘是探春的親生母親；在社會關係上，賈政之正妻王
夫人才是探春的「母親」。書中，母親的姐妹稱為「姨娘」。

7 George Yule, Pragma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9.

8 第六十回，探春曾用“你”當面稱趙姨娘。(舊.2.768) 可見，探春也不一定要用
「姨娘」。

9 (舊.2.401)指第2冊, 第401頁。下文凡標示（舊.x.y），x指冊數, y指頁數。標示英譯本
的冊數、頁碼，亦依此例。另外，按庚辰本，賈環在賈政暴怒的情況下，也曾當面稱
賈政為「父親」。關於《紅樓夢》社會中如何面稱自己的母親，我們應注意到各家情
況不同，例如薛寶釵面稱其母為「媽媽」（如第34回、第35回）。可能薛家平常不用
「官稱」。沈治鈞：《紅樓夢成書研究》（北京：中國書店， 2004）認為這反映《紅
樓夢》舊稿的一些情況。另外，大觀園年輕的一輩也多以親屬稱謂詞如“姐姐、妹
妹”等彼此相稱, 有時更隨便使用昵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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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如果探春有意在情感上親近生母，她可以選擇稱趙婦為「母親」。

可是，從探春所說的話我們可以看出，她心理上不但不靠近親娘，相

反，她靠向「太太」（王夫人，即賈政之妻），處處以「太太」為依歸，

並不肯多關顧她的生母（賈政之妾）。因此，一連串的「姨娘」和探春的

心思極為配合。更令人感到別有深意的是探春這句話：「若說辦得不公，

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抱怨去。」稱謂語「他」值得注意：表面

上評說的是「他」，可是「他」是指趙國基嗎？如果是，其人不存，何來

抱怨？這樣看來，「他糊塗」實是暗罵活人趙姨娘！

事實上，兩人再爭持下去，探春甚至說出「誰家姑娘拉扯奴才了？」

的話（舊.3.698）。換言之，探春自居姑娘的身份（主子），視趙家一方

為奴才。趙姨娘聽了反唇相譏：「姑娘放心，這也使不著你的銀子！」

（舊.3.699） 可見，在這件事情上，兩人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最

終主宰了大局。10 「母親」、「女兒」之類的稱謂語從頭到尾都沒有在對

話中出現過。

探春面對生母，只按對方妾的身份而稱她為「姨娘」，這一點，無論

怎樣詮釋，總是《紅樓夢》家庭生活中相當特殊的語言事實。在正式出版

的英語全譯本中，即霍克思翁婿譯本（David Hawkes & John Minford）和

楊憲益夫婦譯本中，探春和趙姨娘劃清界線的「姨娘」之稱，幾乎都被you

所替代，只有楊譯本讓探春在初見母親時說了一下「madam」，稍能反映

她們的社會關係。11 

可見，就這細節而言，探春在稱謂語上心理上「疏遠生母趙姨娘，靠

10 以上是從稱謂上來分析。探春稱自己沒有多發帛金為「按禮尊敬 」（舊.2.699）。
其實，探春所作所為所說（「按禮 」、「姨娘 」、「奴才 」），寸步不讓，從某角度
看，是置「語用原則 」中的Tact Maxim於不顧。關於Tact Maxim, 可參看Geoffrey 
Leech,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London: Longman, 1983)。按照Tact Maxim，應
盡量多使別人得益。

11 寶玉稱王夫人為「太太 」，楊氏夫婦二人譯「太太 」為madam。嚴格而言，楊譯
把原文的「太太 」和「姨娘 」處理得沒有分別（稱謂上相同，「太太 」「姨娘 」都
是madam）。本文主要討論兩個正式出版的全譯本：(1)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ranslated by David Hawk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 Ltd.)，即霍譯本。(2)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ranslated by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8-99)，即楊譯本。有需要時，也略論其他譯本如
Joly, Bonsall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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攏王夫人」的事實，沒能在霍、楊譯本的稱謂語上充分體現出來。12 另一

方面，即使譯者選擇照翻探春口中的「姨娘」為Aunt或Concubine，恐怕

譯本讀者也未必能即時理解。這涉及文化差異的問題，不易克服。13 

早期譯者Bencraft Joly似乎想用折衷方式來解決問題，例如Joly譯本

中探春既稱you，後面又綴以Mrs. Chao14 ─ 稱you，符合英語慣例﹔稱

Mrs. Chao，應該是為了反映原文特色。

同樣，另一位早期譯者B. S. Bonsal l 似乎也想折衷調和。他雖然也

讓趙姨娘和探春用you互稱，但在探春話中，稱呼you後，往往附帶一個

Aunt，形成「you, Aunt」的格局。然而，探春當面說的「姨娘安靜些，養

神罷」，Bonsall譯為「Let Aunt take things more quietly and rest herself 

up」（據Bonsa l l譯稿）。這譯文給人一種探春談論第三者的感覺，尤

其是話中出現herself，有點談論局外人的感覺。（照英語慣例，面稱是

yourself）

個案二：拉近距離 —— 極其罕有的「母親」

再看賈政稱呼賈母為「老太太」和「母親」的情況。為了認清賈政口

中「母親」有多罕見，我們可以細看《紅樓夢》賈政對賈母說話的幾個

場面。第二十二回賈政對賈母說：「今日原聽見老太太這裡大設春燈雅

謎，故也備了彩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以兒

子半點？」（舊.1.258）這裡，賈政以「兒子」自稱，面稱賈母為「老太

太」。15

12 另一方面，Joly用Mrs Chao來代替原文的「姨娘」（p.506），可見他有意使用專有的
稱謂。但Mrs一般應該用在夫姓之前。

13 第六十回（舊.2.676），霍克思確實讓探春當面稱呼趙姨娘為 Aunt （霍.3.156）。
這樣做是否妥當，當然是值得研究的。

14 Hsueh-chin Tsao, Hung Lou Meng, or,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Chinese 
Novel; translated by H. Bencraft Joly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892-1893), 
p.506. 

15 霍克思將「老太太」譯為you: When they told me earlier today that you were 
planning to give a riddle party, I specially prepared a contribution to the feast so 
that I might come and join you. 楊譯本也是用you: When I heard today that you 
had prepared all these lantern-riddles, I brought some gifts and delicacies to join in. 
Won’t you spare your son a little of the love you have for your grand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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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第七十五回，中秋夜宴賈政也是當面對賈母說：「老太太多吃一

杯。」第三十三回所寫，也是一樣。可見，一般情況下，賈政當面稱呼賈

母為「老太太」。

第三十三回情況有異。賈母對賈政大為不滿，揚言要和王夫人、賈寶

玉回南京去（要離開賈政），更對王夫人說寶玉將來長大「也必想著你是

他母親」，這話似乎影射賈政目無母親。賈政聽了這些話，知道事情已是

非同小可，就捨棄平日慣用的「老太太」不用，而改呼「母親」：「母親

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舊.2.401） 賈政這樣喚「母親」，在故

事中是十分罕見的。

這句「母親如此說⋯⋯」兩個正式出版的全譯本都將「母親」直

譯了。霍譯：「Don’t say that, Mother! Don’t reject your own son!」

（霍.2.153） 楊譯：「What place is there for me on earth, mother, if 

you reproach me like this?」（楊.1.485）

霍、楊二家的差異只是「Mother/mother」（一用大寫一用小寫）。

在英語讀者眼中，當然呼喚為 mother 是完全正常的。可是，在原文，這

一聲「母親」是異常的！賈政是刻意或被迫中斷了稱謂用語上的連貫性

（coherence）。

關鍵在於：賈政此前稱賈母為「老太太」，譯者早已譯為Mother/

mother，這樣一來，賈政由「老太太」而轉稱「母親」，其間的差別，在

霍、楊二譯本中，是完全無法反映的了。16

結論：不可譯性（untranslatability）？

稱謂用語的選擇，反映了人物的社會關係，這一點社會語言學家

Ronald Wardhaugh有說明：⋯⋯certain linguistic choice a speaker makes 

indicate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that the speaker perceives to exit between 

him or her and the listener or listeners.17 這裡提到perceives（感受），實

際上讀者也憑linguistic choice來perceives對話雙方的關係。《紅樓夢》幾

16 Bonsall 的譯稿中以 Lady Dowager 和 mother 來略為顯示「老太太」和「母親」之
間的差距。但是，Bonsall 也用了許多 you 和 your。此處不詳論。篇略所限，拙文只
集中評論正式出版的全譯本。

17 Ronald Wardhaugh,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4th edition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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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英譯本在反映social relationship方面，都沒有原著所寫那般清楚。莫非，

某些稱謂語竟是untranslatable（不可譯的）？

筆者這樣說，目的不是抨擊譯者。筆者只想指出：《紅樓夢》人物的

「心理距離」是以稱謂語的特殊性或者「變異、變換」來反映的。可是，

霍、楊譯本受到目標語（target language）社會語言慣例的制約，稱謂語

之運用趨向正常化（依英語標準而言），例如譯本中探春和賈政都當面稱

長輩為you。

《紅樓夢》是一部人情小說，主要描寫對象不是帝王將相的偉業，而

是家常事。在日常生活的人際關係中，稱謂語上的細微變化很能反映人情

上的親疏尊卑和愛憎好惡，且涉及人性刻畫，讀者細品之下當能領略人生

的甘苦，深有感觸。這是人情小說的核心、價值。《紅樓夢》的作者在這

方面寫得很細致，但是，現代西方家庭中比較注重平等，尊卑觀念較輕

（相對舊中國而言），譯者受制於目標語文化，在這方面就比較難以施展

了。這一因素，評論譯作時應予考慮。（附記：筆者撰有一系列關於《紅

樓夢》英譯本的研究報告，準備彙成《紅樓夢英譯評議》系列。本文係短

篇劄記，屬《紅樓夢翻譯與當代語言學》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