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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的指称功能与修辞功能
一姓名の指示機能と修辞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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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に関する研究は､非常に長い歴史と伝統があり､又､研究分野も多岐に亘っている｡本論文は､弓庚株
氏の研究方法に依拠し､分類と順序配列を主な方法として､分類と順序の両面及び命名修辞の面から､運用に
関わる問題の分析を試みる｡本論文は､二つの構成部分からなる｡すなわち､第一の構成部分は､姓名の指示
機能についてであり､第二は命名修辞についてである｡そして､第三が姓名の指示機能と命名修辞の関係に関
する部分である｡
第一‑‑‑の構成部分である姓名の指示機能においては､姓名の指示機能は分類を通して実現すること､従って､
姓名は分類体系であ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する｡

｢姓｣は､類を表し､同一一一社会集団に所属することを表示して､同

一社会集団内における成員間の最初の血縁関係を示すものである｡
ける最も近い血縁関係にあるものを再分類する｡
かとなる｡

｢字輩｣もまた類を表し､社会集団内部にお

｢す葦｣を明確に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集団内部での世代が明ら

｢名｣もまた指示機能を有する｡姓名の指示機能は､また順序配列を通して体現される｡もし同世代

で一人だけではない場合､長幼の順序を通じて相称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これらの検討から､
に名に至る｣過程は､

｢姓から字輩､さら

｢大分類から小分類､さらに成員個人に至る｣ことに"焦点を合わせていく過程''である

といえる｡

第二の部分では､修辞機能､すなわち､指示機能は姓名の主たる機能であるが､姓名にも優劣があり､又､
修辞機能もあって､名前を付ける場合には必ずこと細かに考慮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を明らかにする｡

｢姓｣

は､類の表示として､一般に修辞の関与はない｡但し､姓の音と意義を利用して､部分的に修辞機能を担う場
合もある｡

｢'‑i:輩｣は､心を込めて選ばれたものであり,修辞の関与程度はやや高い｡こうした点を三つの面､

すなわち､姓､字輩､名について検討を行い､名が担う修辞任務が最も重要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明らかにする｡
姓名の担う修辞任務が重ければ重いほど､分類の表示と順序配列の表示を明確なものにしない｡
最後に､指示機能と命名修辞の関係について検討する｡姓名の指示機能が第一義的なものであり､主要なも
ので絶対的なものであること｡修辞機能は第二義的なものであり､付属的なもので相対的なものであること｡
この点の解明を試みた｡仮に､指示機能だけがあり修辞機能がなければ､姓名の生命力は優ったものとはなら
ない｡但し､もし修辞機能と指示機能が矛盾を生じたならば､指示機能の方が重要となる｡
"I:̲つの部分の検討を通して明らかとなったことは､箇条的に示せば､
指示機能が第一一一義であり､修辞機能が第二義であること｡

①姓名は､指示機能も修辞機能もある｡

②姓名の指示機能は､分類と順序配列を通して実現

すること｡ ③姓名の修辞機能は､分類と順序配列が修辞に及ぼす作用を弱化することにより実現すること｡
姓名の指示機能と修辞機能の関係をうまく処理するために､姓名のもつ分類と順序配列の作用を重視しなけれ
ばならないこと｡以上の諸点である｡
姓名の指示機能と修辞機能に関する先行研究は､文化学､人類学､心理学､社会言語学等の分野からなされ
たものが多いが､言語学の研究方法を活用した研究はそれほど多くはない｡本論文は､語義機能文法の研究方
法を参考に言語学の観点から考察したものである｡
*
**
*

辛

*

三重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天津肺花大学文学院併肺
天津肺花大学国際教育交流学院沸肺

‑77‑

④

松岡

守･康

庚稀･田

園

人イl､]対干姓名的研究可以悦是源近流‑氏,研究内容渉及社会治古学､心推学､文化人共学､符号学､修辞学等渚多方面｡
本文打算借豊治又功能培法l的‑些研究方法,対韓名的指称功能及修辞功能何題作‑些初歩探村｡弓庚株侶せ的岳又功能漕法
理絵重視伺的小美hIJ分,重視順序又,分美和排序己成力培又功能都去研究的丙柵重要方法o近用返些方法,弓先生退行了大
貴研究,取得了羊碩的研究成果,比如在功伺中建立了持簸1卜持鎮和Fli:肝L'i.ii丙十新的分英系琉,桧述If順序又対体伺培法
功能的影鳴,考察了伺的小英在共現吋的排列規則,小辻他校有渉及到姓名研究｡我イF､]友現,分美和排序返両神方法,同梓道
川干姓名研究,下面我111就試着近場返丙神方法来分析‑下舛名的指称功能与修辞功能｡

‑

姓名的指称功能

姓名最根本的功能就是指称功能｡単単祈到‑十人的名字,我イ｢]就能知道指的是准,而不需要使用修飾限
定成分来加以区別｡姓名的指称功能到底是如何実現的呪?下面我イ】､]就八分英､排序両方面来淡.
首先来着分美o姓名的指称功能首先通辻分美来英硯｡姓名是‑神符号系琉,同吋也可以脱是‑神分実体
系｡一般来悦,姓名包括三部分,即姓､字輩和名.姓是家族的転記,字葦是家族内部輩分的柘i己,名則是十
人的転記.下面我イI1就仇姓､字輩和名三十方面逆行分析.
‑､姓

除了姓,迩有氏｡姓和民本来有区別,

"姓起子女系,氏起干男系"2,但后来説的姓氏,如元特殊

悦明,一般就寺指姓而言｡本文対両者也不加区分｡仇起源上看,姓氏就是由子在母系氏族社会,随着族外婚
制度的英行,カ了所別社会成j引可有売血珠美系而戸生的.不同的姓代表了不同的英,同一美的内部成員之同
具有相近的血縁英系,不能通婚o姓氏就是‑沖美的転記,与此同吋,姓也就具各了指称功能.当然,随着吋
同的推移和社会的友展,姓氏返神"別婚姻"的作用越来越小了｡現在只要不是近来,同姓之同也可以結婚,
既不通背科学,也不達犯法律.但姓氏作力共振記的作用依然存在,比如按来源可分出下面的小英3:
1国名英‥ 周代的封国名称如晋､邦､臭､丑､告,辞､曹､蔀等o
2邑名実‥ 如曽､章､干等｡
3居所英:

如来l､1､西｢1､南郭､北郭､南官等｡

4先人英:

如公子､公称等｡

5次第英… 如伯､孟､仲､叔､季､仲卦､孟卦等｡
6官耽美… 如司徒､司空､司弓､史､太史等｡
7技芸英:

如陶､卜､屠､戟､匠､衣､垂等o

仇共吋的平面来看,可以分出的小突有4‥
1顔色英:白､黒､盗､黄､青､紫
2江海英.･江,海､池,洛,渠､水
3功物英:尤､夙､虎､豹､狐､弓､牛､羊､色､鹿
4数字英:伍,陪､千､万
5金属英…金､根､秩
6干支英:甲､乙､丁､庚､辛､壬､子､丑､申
7方位英‥ 束､南､西､左
8五行英‥ 金､木､水､火､土
1清文功能培法是由弓庚株提出的‑神漕法理治,該理絵吸収了結杓主文語法重視分布特征分析的伏点,継承了重視清文和
衷迭的侍琉,同吋也吸収了当代功能漕法注重功能分析和活用分析的境地主北結杓､清文和表辻井重｡
2
《現代況培i61典》注梓｡
3分美参考了完顔紹元《中国姓名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4返里的分英是共吋的英,不渉及姓氏的友展演変｡比如弓喝春在《命名学号砲》中列出了国名､官臥気象､方位､江河､
駅北､衣地共七英,也没有渉及姓氏的友展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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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衣地英… 谷､米､麦､麻､粟､豆
有些姓氏互力反又伺,意思相反或相対,如上文提到的"票"ち"白"､
其他再如"文"ち"武"､

"蘇"ち"西''､

̀̀金"ち"敬"等,

"老" "童"等,返些也可以体現出姓氏的指称功能来,姓是独立的,不会彼此混清｡

姓不同,表明所属的社会群体不同,所以人イ｢]軽易不会改姓｡辻別人改姓是対人枝大的侮辱,自己拾自己
改姓則一般只用干賭兄或者友誓,改姓是‑十毒誓o
属干不同社会群体的十体成員,如改用男‑十群体的姓,即八月‑十群体的美転記庫中速取英転記,則可
以更容易得到該群体社会成員的i^同｡比如,美国的移民中以洗太人改姓最力多兄,主要目的就是力了去捧移
民和外国人的転記,以便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群体中.
"coyne"､

"Cohen"糞力"colm"､

"conn"､

"solomon"糞力"salomon"､

"Solmon"或"salmon",

"cowan"或"cain",単仇姓上就眼碓判断出是否洗太人.再比如

李立三的夫人本是芽朕人,起名"李渉",蒋軽国的妻子也是赤朕人,起名"蒋方良",中国人看了比較有i^同
感｡如把"李渉"改力"蘭渉",中国人看了多半可以決定"非我族英''｡孫子一般随父来的姓,可是如果該子
的父来是荏女方家里結婚井落Jj的,也就是説是十倒括l､1女婿的講,不少孫子就会随母裏的姓.
通辻姓氏対社会成員的分英,明碗了血縁夫系,但是在同一血縁英系内部,有吋候人イ口述要再

二､字輩

次逆行分英,以明碗輩分｡字輩也是美的転記o
三字名包含三十字,一般用中岡的字表示輩分o以曲阜孔姓力例,表示輩分的有以下五十十字5:
希言公彦承
宏岡貞尚術
米硫侍姓｢
昭究庚繁祥
今徳堆垂佑
軟招念屋揚
建造敦安定
懲修肇益常
裕文焼景瑞
永錫世堵昌
蒋介石国民政府吋期的財政部長孔祥黙就是祥字輩,第四行末字.中国著名的兵長球道功貝孔今輝是合字輩,
第五行的首字｡
有吋也可以用后‑十字表示輩分,如来氏三姐妹6,

"宋高齢''"宋庚齢"和"宋美鈴",后一字同力"蘇"o

中国現代著名的周氏兄弟"周村人"和"周作人",后一字同カ"人".
后一字同カ"国".

"軽""錆"則表示排序,

"蒋軽国"力兄,

"蒋介石"二子名カ"蒋軽国"､
"落籍国"力弟｡

二字名有吋利用字形来指示輩分,同一輩分采用相同的況手偏寿部首,如《紅楼夢》中的人物:
貫敬

頁赦

苛政

頁珍

頁珠

買瑳

頁瑞

頁掠

頁探

頁宝玉

貫蓉

貿蓄

貫首

頁菱

頁芸

頁芹

頁蒋

頁藻

要衝

姓都是"頁",名則毎一行況字的偏寿部首相同,行与行之同偏勇部首不同,表明毎一行中的人都是同一華分,
行与行之同則輩分不同｡第一行同是反文葉,第二行同是玉字寿,第三行同是早手共｡頁宝玉在第二行,第二
行的其他人和他‑十輩分,第一行的人比他濃一筆,第三行的人比他低一筆.
再比如来代著名涛人券拭和芽撤是丙兄弟,二人名字都采用"辛"字勇｡也是同一輩分采用了相同的況手
偏勇部首｡
5完顔紹元《中国姓名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6宋氏三姐妹的丈夫依次是孔祥紫､剥､中山､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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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吋也会利用字又来指明輩分,如《水併任》中的解珍､解宝兄弟,

"珍"和"宝"意又相近,表明二人輩

分相同｡
三､名

人名当然也有指称功能o人名都是書名,而任何音名都是指示伺,所以人的名字当然也有指称功

能.但与姓和字輩不同,名不是美的転記,名指称的是社会成員十体而不是群体.名有唯一性,最好是‑十人
名指称‑十対象,没有同名,迭梓オ能充分地実現其指称功能.当然,在特殊情況下,名也可以表示英別,例
如:
没有了章静支,有没有季静支､苅静支呪?

(屯祝刷《与堆共眠》)

返里的"李静支"和"刈静支"是指和章静支有着共同遭遇的人,迭里的名字"静支"表示的就是速祥一英人.
既然人名己軽有指称功能,那我nカ什公述要加上姓和字輩呪?我想首先有清吉内部的原因｡姓名就是‑
十分実体系,如果只使用名,其指称功能就将大打折細o姓是対社会成員的第一次分英,是大夫;字華是第二
7,大実在前,小実在后o軽辻丙次分英,最后オ

次分英,是大英下面又分出来的小突｡按照"室岡花田原則"

"衆焦"到社会成員十体.迭一点和国弔栓索願力相似o比如栓索"波''迭十字,按照《況清拭音方案》,要先
杏"b"

f等共二十一美,而̀̀波"迭十字属干其中的"b"莱,也就是以
p､ m､
,即我イ｢]把況培的声母分力了b､
o､
i､
"b"牙共的乗合英.荏"b"英下面,我イl､1又分出a､
u等不同的英, "波"迭十字就属干"b"英下面的
"o"莱.如果需要,我n可以姓鎮逆行策三次､第四次分英,宜到栓索出我イ｢]想要的内容.栓索的辻程也是在

分美的基拙上〟衆焦"的辻程｡
除了清言内部原因,迩有清吉外部的原因｡姓和字輩都是美的椋近,可以椋明社会成員十体所内属的社会
群体.中国人注重任宗接代,沸究叶落旧根,放居海外的準人多年以后迩要再回来i^祖但宗,如果姓名中映少
了姓和字輩,人イr]就根碓再有迭神田属感.
再看‑下排序同塵.除了分英以外,姓名的指称功能迩通辻排序得以実現o如果同一輩分的不止一人,可
以拾他イr]按年齢濃幼排列次序,也就是拾他1r]排行,以相互区別,便干指称.以《御嵩志昇》カ例,作力回目
椋題的就有:
男性:王六郎

黄九郎

女性:林四娘

公称九娘

仇大娘
"郎''力男性通称,

胡四相公

田七郎

辛十四娘

封三娘

彰二浄
明大姑

郡九娘

胡四娘

胡四姐
"娘"カ女性通称,用以指明性別｡姓+排行+性別,即可指称社会成員十体,如"王

六郎"就是"王家的第六十男核"｡其中,

"彰二掃"是十例外,

"二"表示排行,

"浄"在此不表性別.排行可

能是同父母的,也可能包括堂兄弟(姐妹),包括其他逸虜兄弟(姐妹).比如"辛十四娘",按照常iR推断,戟
不太可能是同父母的｡起名字的吋候根据排行,反辻来,仇名字中也可以看出排行｡男外,如果不需要区分性
刺,也可以只用"姓+排行",性別可以省捧｡比如在《水肺借》中,

"武大郎"有吋也称作̀̀武大",

"武二郎"

有吋也称作"武二'',迭是国力他イ口授有姐妹,省捧性別也不会引起俣解‥
武大道: "体救得我括,元事了,一等都勾,井不妃杯,武二家来亦不提起."

(《水肺借》第二十四回)

除了数字表排行以外,迩可以有其他手段,比如‥
1伯仲叔季.伯也称力孟,指老大,仲是老二o

比如周太王有三十)し子,名字分別叫倣太伯､虞仲､王季,

国力只有三十)し子,没有用到叔字,但三十人的排行是根清楚的o
2大小｡如我国著名体操逼功貝李大双､李小双兄弟｡当然,如果不是大､小対挙,則不一定表排序｡所
以孤立地看‑十名字,我111眼碓倣出判断o
3含有順序又的体伺o

比如《紅楼夢》中的頁元春,頁迎春､頁探春､頁惜春四姐妹,名字中都有‑十春

字,表明輩分相同,不相同的字"元"

"過" "探''"惜",合起来共莫是"原皮呪息",作者男有深意,迭一点我

7空同荘園原則是指表迭至岡花国吋,苑固大的在前,苑閏小的在后｡例如"中国天津",
反辻来悦成̀̀天津中国"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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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ロ暫且不提.而如要更加明碗地栃明其濃幼次序,我イr]可以把地111的名字改カ:頁元春､頁元夏､頁元秋､頁
元冬,春夏秋冬,次序一目了然｡
4折分詞培｡比如我イロ仮定有兄弟二人名力北海､北洋,

"港" ̀̀洋"本来不含順序叉,但官爪在組合成珂

吋相対位畳固定,即在培境中萩得了愉吋的順序又.迭梓也能栃明長幼次序｡前面提到的解珍､解宝和蒋蛭国､
蒋韓国兄弟也是如此o次序顛倒以后仇然成詞的,如̀̀合造"ち"造合",一般不能用来排行.
排序也可以掲示英別,如"武大"､

"武二"在椋明了二人故幼次序的同吋,也硯明了二人輩分相同｡再如

"頁元春,頁元夏､頁元秋､貫元冬"四十名字,即便去捧中岡相同的字,変成"頁春､頁夏､頁秋､頁冬",
也仇然能解脱明地イロ是同一輩分｡

姓名的修辞功能
仇理絵上腕,姓名只是人的‑神記号,任何名字都有指称功能,只要不引起泥清都可以用来指称,用来交
防,淡不上好与杯.既然如此,人爪在起名吋力什公述要反夏掛酌呪?可凡人n迩是玖力姓名是可以分出伏劣
的,姓名也具有修辞功能,伏与劣,迭就是命名修辞何題｡
姓名作力分英和排序的転記越是明屋,姓名的修辞功能就越弱;反辻来,如果姓名的修辞功能越強,官作
力分英和排序的柘i己就越是模糊.
下面我イ口述是仇姓､字輩和名三方面来者｡
一般来悦,姓只有指称功能,没有修辞功能.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姓的〟天然性".姓､字輩和排行有‑十共同点,就是̀̀天然性",也就是硯,夜子出生以后,他的
姓､輩分和排行就随之碗走,碓以更改｡或者悦,該子尚未出生,他的姓､輩分和排行就己蛭碗定了｡既然社
会成員十体没有迭拝自己姓的枚力,姓也就超出了命名修辞吋所要考慮的花田｡第二,姓在人的一生中一般不
会改変,在子子称外債接的辻程当中也不全改変,具有超強的稔定性o第三,姓作力美的柘i己,其字面意思与
姓所栃ia的英､与美所包含的項之同都没有夫系,至少是現在都己軽看不出来官爪之同的夫系.比如姓"黒"
的人既不一走朕色黒,也不一走力人赴世黒;姓"戟"的人也不一走相貌和人晶就不好;姓"屠"的歌曲井不
一定与屠宰有夫.所以,姓什ム都元所謂好杯,姓仮仮是美的転記,只起指称作用｡
当然,特殊情況下,姓除了指称功能以外,也可以承担一部分修辞功能,比如‥
̀̀江洋"､ ̀̀田

利用字又｡姓的字面意思和名的意思可以相配合,姓和名可以組成‑十常兄伺培,如̀̀海洋''､
野"､ "夫鍵"､ 〟赴林"､ 〟高雅"､ 〟金星"､ 〟白雪"､ 〟寮明"､ 〟来年"､ 〟核梅"､ 〟宇静"等.
利用清音｡名和姓的清音相同,可以杓成垂音形式｡如"李蘭''､

̀̀帝含"､ "方芳"､ "市唯", "除農"､ ̀̀岳

床" "核揚",近似垂音的如"方小方"等｡姓名力外国人名的音樺或与之相英似,如:

"安跡"､ "文郷"､ 〟康徳",

"弓蘭''等8｡
利用字又和清音,姓也承担了一部分修辞功能｡与此同吋,姓作力分美的椋i己升始交得模糊了.比如̀̀海
洋'', "港"是姓,是分美的転記,但是普通人根碓所別,因力"海洋"是‑十伺,不管‑十人姓̀̀光"速是姓
"王",都可以起名叫〟海洋"｡在姓名̀̀李蘭"当中,

̀̀李"是姓,是分美的椋記,但是光焦祈党也同伴碓以班

刺,只有看到写下来的字,オ能碗玖到底是不是姓｡
法清姓中的"De"是貴族的椋ia,后面一般距別聖名､城壁名等号名,如"De
本来只有指称功能,速就相当干"束｢1"､

Saint‑Amand"､

〟De Ttuckeim",

"西｢]",也是依居所別英,井没有修辞功能.但是,如果‑十人的姓

中本投有"De",后来人力地加上‑千"De",仇而変成貴族的姓氏,迭里也含有修辞的何題｡
字輩与姓相比,参与修辞的情況要略微多‑些｡首先,姓是天然的,元仇迭拝｡字筆旦然也有天然性,但

8大家的褒舷志度不一｡清参看王升揚《夫子十人取名的培言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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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岡

守･康

国

庚稀･田

是最初力子弥后代制定字輩的吋候是有迭拝的.比如不少族漕的字輩都是一首涛,而迭些涛可能又是仇杵多涛
中挑造出来的,以当代著名時人斎三族譜上的字葦9カ例:
自嗣宜百世,福庚永昌子;
常守仁又礼,智信招胎生;
克倹肺先訓,敦恰眉后型.
之所以要挑逸,当然是国力蒔以及蒔里的用字是有高下之分的｡其次,姓不可改変,不可映少｡没有姓,姓名
就不完整｡与ぇ相比,字華不是非常iIE格,有的人起名吋按字葦,有的人不按.最后一点,由子字華往往都是
意思非常好的吉祥字眼,而一般人又不可能所別所有家族的字輩,所以,当我爪看到‑十人的姓名吋,井不能
就此碗走其中的字輩｡也就是悦,迭吋的字輩是表示指称逐是用来修辞,一般人根碓区分,而不少人在起名吋
恰恰利用了迭一点,以使人名整体上含有更多的修辞色彩,迭吋字輩的作力英転記的身扮就淡化了.
在姓､字葦和名迭三者当中,名担負的修辞任各最重,参与修辞的程度最高｡国力名都是后大所起的,而
且起了以后也可以再改｡有些人拾孫子命名吋是随机挑迭,更多的人則是反夏考慮,精心挑迭.一般来悦,命
名吋可供逸拝的内容包括下面丙十大的方面:
10.返又包括凡十方面.首先

‑是指称対象的区別特征,也就是"迭取何神特征作力事物命名造伺的理据"

是指称対象的属性特征,如性別､年齢､体重等o我イ｢]知道,在填写各神経名表中清表吋,一般先是姓名桂,
接着就是性別､年齢｡根据需要,有吋逐有身高､体重等程｡可兄,性別是‑十重要的属性特征,不少培言里
都対男名和女名有所区分,二者在清音､漕法､清文､弔弓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対立｡況培中也存
在着迭神対立,尽管迭神対立不是非常戸格.例如,一般来悦,

"弛勇"是男名,

"北南"是女名,但如果‑千

女孫子起名叫"光勇"也没什ム不妥,反辻来,願如‑十男顔起名叫"北面"就欠妥.年齢､体重等属性特征
也可以進入人名,如"王小兵"､

"九斤老太"等｡其次是指称対象的身体特征,如"刑天"､

"弥朕"等｡除此

之夕卜,迩有指称対象的相夫特征,比方脱出生吋rB1,如"野尻春"､
"察国庚"等,出生地点,如"王折生"､

"北

京生"等｡
二是対指称対象的祝原和希望等.光弔岩分出了七小英11,即祈福禄,祈濃寿,祈平安,祈財富,祈美徳,
祈聴慧,祈美貌｡既然是祝慮和希望,就息会是些好的字眼｡反之,那些表示死亡､傍病､貧労､卑賎､丑晒
等的字眼,命名吋一般不会迭揮｡例外根少,但也不是没有｡比如金庸的小悦中就有返梓的人名:

"起‑傍",

"践

二枚"､ "卦三穀"､ "李四推"､ "周五輪"､ "芙六破"､ "邦七大"､ "王八衰",仇‑至八,既栃明排序,又反映了
英別,表明了他イロ相同的身扮和地位;伍､敗等字,却既非指称対象的区別特征,又非祝慮和希望｡可以説,
迭些名字包含了‑神特殊的修辞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命名是‑十多項迭拝題,大多数情況下,不能只迭一項.
指称対象井不是‑十単一的孝状伺,而是由一族或者一族暮状伺来碗定的.
速,否則就痘核有"光男''､

S.克里普克曽指出‥ ̀̀‑十名称的
''12有些特征,比如性別,就不能早

"李女"之美的姓名.再如年齢,知能早速則庄該有"北大"､

"李小"之美的姓名｡

然而事実上迭梓的姓名比較少兄,絶大多数名字都是迭拝了指称対象的多項特征,同吋也反映了指称対象的多
項特征.比如,

"紙面"既包含了指称対象的性別特征,也包含了体貌特征或者是対指称対象的祝慮o再比如"秤

大岳",就可能包含了指称対象的性別特征､体貌特征､排行和対指称対象的祝慮等渚多方面.
息之,姓名作力分英和排序転記的明屋与否,与姓名的修辞功能是成反比的,要想辻姓名的修辞色彩強,.
就要淡化其表示分英和排序的栃i己,因力分英和排序具有天然性,具有天然性就元所謂好杯.

L

9引自王泉根《準夏姓名面面魂》, ｢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10周光庚《試捻仇本体角度研究況清七耐亡》,李如尤､赤新春編《伺忙学理捻与実践》,商各印弔曙2001年出版｡
11張弔岩《仇人名看50年的変迂》,
《清文建没》1999年第4期.
12s.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 A.P弓帯尼奇編《漕言哲学》,牟博等樺,商各印弔傍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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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称功能与修辞功能的英系
姓名的指称功能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修辞功能是第二位的,是附属的｡姓名的指称功能是絶対的,所
有的姓名都有指称功能｡修辞功能是相対的,

"光三''､ "李
‑是未必所有的姓名都有修辞功能,比如"武二"､
四"就只有指称功能而没有修辞功能,国力姓和排行都是不能改変也不能迭揮的｡二是命名吋所迭取的"拳状
伺"与指称対象之向有朕系,但迭神朕系是松散的｡比如"王小兵",命名吋所迭取的是指称対象的属性特征
年齢,但是一旦名字碗足下来,名字就軽易不会再交｡

̀̀小"本来是参与修辞的,有修辞功能,但随着年齢的増

溌,迭神修辞功能越来越弱,宅和指称対象之同的逆輯上的朕系也就越乗越松散.

"如果向的是書名是否与官イr]

所指称的対象的特性具有逆輯上的朕系,那ム回答是̀是的,以‑神不太iIE格的方式｡

'"

13判断‑十姓名是否具

有修辞功能,修辞色彩是強是弱,要看迭十姓名的天然性是強是弱,也就是要看迭十姓名作力分英和排序的栃
i己是否明屋o
姓名的指称功能重要,井不是悦修辞功能不重要｡比如"武二''､

"弛三"､ "李四"都是姓加上排行,都既

表示英別,又表示排序,都具有指称功能,但由子没有修辞功能,国此生命力不張,在現実生活中也根少有人
采用法神命名方式｡当然,修辞功能学克是第二位的,所以如果辻干注重命名修辞,也有可能会妨碍姓名的指
称功能的実現｡比如前文提到的"海洋"､

"江洋"等,除非提供足移的培境,否則我イ｢]眼碓判断其中的"港"

到底是不是姓,是不是分美的転記o国力姓只是美的転記,只有指称功能,如果我イ朋巨要辻姓也参与修辞的活,
那肯定会干就指称功能的実現｡姓名的指称功能如果与修辞功能戸生了矛盾,我イ｢]当然要以姓名的指称功能力
重,要首先保う正其指称功能的実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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