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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头”的基本义和语义扩展 

 

日下部 直美 

 

0. 引言 

在现代汉语中身体部位名词“头”从表示身体部位的语义扩展到其它的不同

语义。在本文中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使用隐喻、转喻这些概念 1 ，对身体部位名词

进行考察。利用这些概念，研究现代汉语中的身体部位名词“头”，是如何从基本

义扩展到其它语义的，并且明确现代汉语说话者的观点或认识的方式是如何反映

在语言表达上的。 

 

1. “头”的基本义 

“头”的基本义即典型(prototype)意义是表示身体部位的[头]2。以下是表示

身体部位的[头]的例句 3。 

(1－1)“是啊！”孙逸民摇摇头，叹息着说……       (谌容∶《人到中年》) 

接下来考察从这个基本义扩展出来的有关语义。 

 

2. “部分－整体”关系 

2.1 

“头”从身体部位的[头]的语义扩展为，表示[头发]的语义。因为“头发”

与“头”邻接，也可以看作是“头”的一部分。下面例句中的“头”表示[头发]。 

(2－1)穿完袜子，她把妹妹头上松了的皮筋揪下来，重新给她梳头。 

(王朔∶《看上去很美》) 

身体部位的“头”用来表示[头发]，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中“头”所表示的意义

看作是从“头”的基本义扩展出来的意义。因为“头”的基本义不表示[头发]，

如果要表示[头发]的意义，一般就用“头发”这一个词。 

由此可见在空间领域内邻接“头”或者作为“头”的一部分，这样两种关系

可以认为是“部分－整体”的转喻扩展。这时候“参照点”(reference point)是
身体部位的“头”，以这个“头”为参照点表示与它相关的一部分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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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扩展“头”的语义，还可以表示别的事物。那就是“头”跟某种名词共起表

示[人]的语义。以下例句“头”可以用来表示[人]。 

(2－2)小宝的父亲，今天一早就上镇里找他岳父张财发，当真是为的借钱，----

好歹要揪住那张老头儿做个“中人”向镇上那专放“乡债”的吴老爷“借 

转”这么五块十块钱。              (茅盾∶《秋收》) 

(2－3)李阿姨下意识地开始数孩子人头儿……     (王朔∶《看上去很美》) 

这是由于“头”被看作是人身体上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所以用这一身体部位代指

全身，然后作为表示[人]本身的语义来使用。徐越 2001∶64 也指出““头”是人

身上最重要的部位，所以可以用它来代指人”。 

我们可以认为“头”表示“思考”、“记忆”、“调节身体中各种各样的器官”

等等，是身体部位器官中比较重要的器官之一。因此，可以说以“部分”代指“整

体”。 

由此我们可以说用身体的一部分―“头”来表示“整体”的[人]是“部分

－整体”的转喻。即以身体部位的“头”为参照点，用这个参照点来表示整个身

体。也就是说，参照点和参照点所支配的“目标”(target)的“支配领域”(dominion)
是“部分－整体”关系。 

    例句(2－2)、(2－3)也可以看作是把“头”作为侧面，来表示参照点目标的

[人]。 

 

2. 3 

“头”有时作为名量词使用 4。我们认为如名量词这一类的量词―“类符”

必须与相连名词有某种关联。石毓智 2000∶120 指出∶“汉语量词的使用是有非

常严格的规律的。…(中略)可是语言并不是客观现实的简单复写，语言和现实之

间有一个人类认知的中介。”本文就是根据上面的解释来论述名量词的“头”。 

何杰 2000∶146 指出∶““头”本义是指人身最上部或动物最前部，长着口、

鼻、眼等器官的部位，由此本义派生的量词“头”，用于计量牛、羊、驴、骡等家

畜。” 

(2－4)我们养了三头猪和五头羊，还有 15 只鸡。         (王蒙∶《蝴蝶》) 

“头”除了上面的动物以外，有时像“大象”、“大熊猫”、“狮子”等动物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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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头”来作量词。 

    如果以“头”的位置以及有“口”、“鼻”、“眼”等就推断“头”可以用于家

畜等的动物，那么是否就可以用于计量其他的如“猫”、“狗”、“鸡”等呢？事实

上是不行的 5。 

就是说，“牛”、“驴”、“骡子”、“猪”等和“猫”、“狗”、“鸡”等动物之间的

差异对量词的使用有制约。“猫”、“狗”、“鸡”等用“只”来计量，不用“头”。

“牛”、“驴”、“骡子”、“猪”还有“大象”、“熊”和“狮子”等动物也用“头”

来计量，因此，可以举出这些动物的共同点是比起“猫”、“狗”、“鸡”等来体格

大。此时，当然是不是会引人注意“头部”，以这个“突显”(salience)的“头”

作为参照点来计量动物本身的呢 6？
 

而且，“头”作为动量词使用。但是，此时量词前面的数词限制“一”7。 

(2－5)母亲盘问她，她不说，母亲打了她一个嘴巴，她撞了一头，把母亲子撞倒

在地上。 

(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75777470_qinghu/8.shtml) 

“头”作为动量词使用的动作･行为是使用“头”的，对“头”引人注目。所以，

跟上面的名量词一样，“头”是参照点作为计量这个动作･行为的动量词来使用。 

根据以上考察，用身体部位的“头”作为计量其所表示的事物的量词，我们

可以说这种情况的“头”是按照“部分－整体”关系的转喻扩展。 

 

3. 空间位置上的扩展 

    由身体部位“头”的空间位置而导出的隐喻扩展，表示另外“实体”(entity)
的某一部分。 

    我们可见由于“头”位于身体的“端”、“顶端”或者“上部”、“前部”就可

以用“头”来表示物体的[端]，也可用来表示物体的[上部]、[前部]。 

    首先，对于“头”扩展到表示具体的事物[端]、[顶端]的意义，进行研究。

请参考下面例句。 

(3－1)杨树梢头的部分被一夏天的阳光晒得像披了件黄军装…… 

                         (王朔∶《看上去很美》) 

(3－2)当她们坐在课堂的两头……           (王安乙∶《长恨歌》) 

(3－3)他右手拿起线的一头，另一个线头用牙咬在嘴里，然后左手捏起一根针…… 

(http://society.21dnn.com/4431/2002-11-21/177@524011.htm) 

上面的例子都表示具体事物的[端]、[顶端]，另外也有被看作是具体事物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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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物”的情况。我们来观察一下下面的例句。 

(3－4)勤劳部长把烟头扔进烟缸，搓了搓手说……(邓友梅∶《别了，濑户内海》) 

(3－5)他用老师用剩的粉笔头在合二为一的课桌上给自己划出一多半…… 

                                    (王朔∶《看上去很美》) 

我们对上面列举的例句(3－4)中的“烟头”(タバコの吸殻)进行分析。从吸烟开

始，烟本身就渐渐地变短了，“烟头”就越来越接近叼烟的部分即“端”了，烟的

“头”本身也就变成了“端”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端”是“剩余”

本身。 

上述的例句中“粉笔头”也是同样的。此外，我们也可列举“蜡烛头”、“碎布

头”、“铅笔头”等例子。 

“蜡烛头”(ちびた蝋燭)就是在，点燃蜡烛后，就会燃至一方的“端”。人们

对蜡烛容易做意象是立着点火的，短了以后，下部就变成了“剩余”，不管“上下”

方向，我们可以看作“端”就是“剩余”。并且可以说是跟“烟头”、“粉笔头”等

一样。同样，我们可以理解“布头儿”是被使用的布的“端”就是“剩余”。 

就是说，表示[剩余]的“头”用于随着使用而逐渐变短的实体，但是如果“头”

本来就表示实体的“端”，即使随着实体变短，表示“端”的部分也还是用“头”来表

示。因此，[端]和[剩余]就是对同一实体的不同表示。 

不限于上面的具体物，用于抽象事物。 

(3－6)下一场对伊朗，我们现在要把前边两场球全部抛开，从头开始，就像打日

本韩国一样以平常心态去打后边的比赛。 

(http://www.sport.org.cn/zhuanjia/2004olp/2004-05-24/178153.html) 
(3－7)经济衰退终于到头了。 

这是从表示物体的[端]、[先端]的意义到[开始]或[末尾]这些抽象事物扩张的。

[开始]与[末尾]都是把[端]从不同的方向看的。“头”包含的空间位置中的《端》

这个概念表示物体的一部分，而用于另外的领域中的抽象事物。此时，在“头”

里包含的空间位置中《端》这个概念是转喻关系，这个概念作为另外的“认知域”

(cognitive domain)这个物体部分来使用是隐喻扩展。并且，这是从物体部分这

个具体物到抽象事物进行的转喻扩展。 

    并且，“头”除了表示具体物的[端]以外，还有作为身体部位“头”包含的空

间位置，即[上]、[前]这两种方向性的意义。 

    首先，看一下包含[上]的方向性的例子。 

(3－8)他们赶到楼梯头时，林大娘却正从房里出来……    (茅盾∶《林家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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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一个又一个的山头抛在了后边。                    (王蒙∶《蝴蝶》) 

(3－10)他只是在吹去墙头茅草的门口站了不大一会工夫……    

(王统照∶《小红灯笼的梦》) 

上面例句中“头”表示具体事物的[上部]。由于在人的身体部位中，“头”在空间

位置上位于最上位，除了《端》，《顶端》这两种概念以外，作为身体部位的“头”

包含的空间位置这一个认知域，还有《上》的概念。就是说，在“头”的空间位置

这个认知域中《上》的概念作为这个认知域的一部分而存在。此时，这个《上》的

概念到物体的空间位置这个另外认知域进行了扩展。总之，我们可以说这是以“头”

的空间位置这个认知域中的转喻为基础，从身体部位的空间位置的认知域到物体的

空间位置的认知域，进行了隐喻扩展。 

    另外，“头”不仅包含《上》的概念，也包含了《前》的概念。例如∶ 

(3－11)他尤其赞美火车的夜间行进，在沉沉的暗夜中火车头亮着直射远方的大

灯……                   (王蒙∶《狂欢的季节》) 

(3－12)于是觉慧又跟张惠如、黄存仁两人握了手，陪着他们走到船头。(巴金∶《家》) 

上面例子中的“头”表示物体的[前部]，这并不是以人为中心来看的。人类以自

己身体作中心来理解“上－下”、“前－后”等这种空间的方向。“上”这个方向是

人直立时“头”的空间位置，而“前”这个方向是动物的“头”的空间位置。就

是说，主体―人把动物的“头”的空间位置[前]看作“头”。 

    Svorou1994 指出用身体部位来表示空间位置的情况，有“人类模型”

(anthropomorphic model)与“动物模型”(zoomorphic model)这两种形态，

关于这两种形态说明如下∶ 
 

The anthropomorphic model,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configuration of 
human body parts, and the zoomorphic model,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four-legged animal body,…… (引自 Svorou1994∶74) 

 

而且，Svorou1994 叙述“头”表示[上]的“人类模型”与表示[前]的“动物模型”

可以在一个语言中同时存在，但是也有在一个语言中只有“人类模型”而没有“动

物模型”的情况，却没有与此相反的事例。 

    就是说，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在认识了有四条腿的动物之后，把其“头”的空

间位置认知域投影到物体的空间位置认知域，进行了隐喻扩展。 

    上述的“头”是从身体部位这个典型意义扩展到空间位置[端]、[上部]、[前

部]这种具体的(elaborated)意义上来的，还可以引申更抽象的(schematic)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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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头”作为抽象概念被使用时，只有空间意义的[上]、[前]这两种方向性。

即这个时候，“头”根据方向性扩展出“顺序”这个意义来。原因是顺着方向这个

方面的前面就叫做“前头”，“前头”被看作是[开始]，还被看作“顺序”的[开始]，

如此就能转移到“顺序”这个意义上来。请参看下面的例句。 

(3－13)原来杨三奎的小闺女巧巧长得十分清秀，出嫁以后当了新媳妇，穿得更整

齐一点，更觉可爱，都说是一村里头一个好媳妇。 

(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 

(3－14)我头一次掬东西吃，一定是很不自然……        (许地山∶《商人妇》) 

(3－15)头一天太不顺利，这一早晨太顺利……          (赵树理∶《三里湾》) 

(3－16)我们公司的头儿虽然干的是大事儿，但也算个电脑爱好者…… 

(http://www.it.com.cn/f/notebook/049/14/24207.htm) 

(3－13)(3－14)(3－15)(3－16)中的“头”跟数词共起，表示[开始]，(3－16)

中的“头儿”用这个概念来表示[人]。根据以上考察，“头”是由“头”的空间

位置《上》这个概念扩展出来的，由“方向性”导出“顺序”。总之，身体部位

“头”的空间位置即《上》的概念表示方向性，扩展到表示顺序意义的[开始]。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用“头”的空间位置《上》这个概念来表示具体事物的

“顺序”，另外，也可以用来表示《次数》这个抽象的概念，更可以用于表示时间

的概念。就是说，在空间位置中转喻关系的《上》这个概念从空间位置的认知域

到作为具体或抽象事物的顺序的意义向不同的认知域进行了隐喻扩展。即这个隐

喻扩展也是以转喻扩展为基础的。关于(3－16)的“头儿”，可以说用“头”来表

示[人]的这种转喻扩展同时也在进行着。 

另外，“头”使用于词尾，在方位词后面。 

(3－17)她的书架上头有很多的玩偶。 

我们可以认为本来是根据“头”的空间位置中《上》这个概念，由《前》、《端》

这些概念作为表示空间位置的方位词词尾来使用的 8 。这就是从身体部位名词派生

到空间性意义再进一步派生为词尾 9。这种情况，除了可放在“上”的后面以外，

还可放在“下”、“前”、“后”、“外”、“里”、“东”、“南”、“西”、“北”等后面。

我们可以认为在“头”的空间位置这个认知域中，具有《上》、《前》这种趋向性

的概念消失了。就是说，进行了“语义漂白化”(semantic bleaching)，根据山

梨 1995∶65 提出的“从可以担当有关位置･空间的指示性的语义表达转化到承担

抽象的･关系的语义的表达上去的这一观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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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形状的扩展 

4. 1 

    下面我们观察一下根据“头”的形状扩展出来的语义。请参看下述例子∶ 

(4－1)那大蒜头上还只有一两茎绿芽！                    (《茅盾短篇集》) 

(4－2)这项分为 8 条 38 款的条约规定美俄双方在今后 10 年内将把各自的核弹头

减少三分之二……                                                            (《北京日报》) 

(4－3)我满头大汗跑去搬砖头，把陈北燕靠树按坐地上……(王朔∶《看上去很美》) 

我们可以说上述例子是根据“头”的形状即“球状(或块状)的实体”这个“图式”

(schema)来的。就是说，把“头”的形状中的《球状》或《块状》这些概念投影

到另外的具体物上，进行了隐喻扩展。此时，我们可以认为是把“头”与身体分

开了。 

另外，也有把“头”从身体整体上脱离开来的时候。 

(4－4)要是我也像自己的父辈一样，在烈日下，在风雨下，推着犁头，挥着汗水…… 

                                                       (沙汀∶《莹儿》) 

(4－5)他恐慌到那种程度，连伸进钻头对他的病牙反复磨洗他都没有什么感觉什

么反应……                                 (王蒙∶《狂欢的季节》) 

松本 2000∶332 提出∶“由位置来定义的物体局部总是存在于包含这个局部的整

体中”11 ，这是把“头”放在身体全身中来看的。此时，我们可以看作包含“头”的

身体全身这个形状扩展到另外的领域即具体物。就是说，“头”有两种扩展―根

据“头”本身的形状扩展与把“头”从身体整个整体来认识的扩展。即在“头”

的形状这个认知域中根据“头”本身的形状的概念与把“头”从身体整个整体来

认识的概念这两种概念。总之，这些两种概念是在“头”的形状这个认知域中的

转喻关系。我们可以看作这个扩展以转喻关系为基础而投影到另外的认知域，进

行的隐喻扩展。 

 

4. 2 

    这节中，我们来看一下“头”作为量词使用有关其他的情况。 

首先，看一下用“头”计量“蒜”的情况。例如∶ 

(4－6)他又从工棚里拿出一头大蒜对其中一个小偷说……       (《北京晚报》) 

除了上面例子以外，还可以用“头”来计量和“蒜”具有相似形状的“球根

状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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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这一次，她提出能不能给她两头，我说没问题，当场打开包裹，取出几头

水仙…… 

(http://www.xmwb.com.cn/xmwb/20010314/GB/14269%5E20031402.htm) 

杨达 1995∶53 指出个体量词“个、条、张、片、根、块”是“根据人视觉功能中

的形态特征的认知体系形成的语言方式”12。同样，我们可见身体部位的“头”的形

状反映到了名量词“头”的语法功能上。因此，“头”用于计量大蒜时，我们可以

理解为视觉上的“头状的事物”。另外，除了“蒜”以外，用于计量“水仙”、“洋

葱”等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头”从人的身体部位“头”的形状扩展出，用于计量“蒜”、“水仙”、“洋葱”

这些具体事物的量词。作为“头”的形状与这些具体事物的形状的共通点，我们

可以抽出“球根状的事物”图式。可以说此时作为量词的“头”是从这个图式扩

展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对计量“亲事”的“头”进行研究。请参看以下例句。 

(4－8)他把第一个女儿嫁给了印刷所大股东的独生子，这一头亲事原不是十分满

意。                   (http://www.shulu.net/newday/zal/017.htm) 

(4－9)八路军解放了这村子，也解放了黑妮，二伯父谈起的那头婚事放下了，并且

对她的态度也转变了，显得亲热了许多。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引自郭先珍 1987∶84) 

对于这个“头”，郭先珍 1987 提出∶“计量有头有尾的事情，多用于口语。数词

限用“一、几、两”等”。此时，因为用于抽象事物，数词才受到了限制。 

    因此，我们可以陈述量词“头”从表示“蒜”、“水仙”、“洋葱”等这些具体

事物的意义扩展到表示“亲事”、“婚事”这些抽象事物的意义。对“亲事”来说，

首先，要有人提亲，并通过媒人见面，然后外出约会等，也就是说这是具有某种

一定顺序与程序的故事情节，而且是一个具有连贯性的故事情节。 

    综上所述，“头”用于抽象事物时，根据“球根状的事物”图式的抽象化，让

某个情节担当一个具有连贯性“事物”(thing)的“个体化”作用 13。通过这个，

我们可以推测这是把抽象事物“亲事”、“婚事”具体“事物化”，演变为更容易理

解的事物来认识 14。
 

    另外，“头”有时也作为一部分的名词词尾来使用。 

(4－10)他们的房子是用石头盖的。 

(4－11)我们需要十个立方米的木头。 

这些东西因带有“头”而来表示“球状(或块状)的实体”。这和上述的量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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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化”的作用联系来想一想，由于在“石”或“木”后接上词尾“头”，就

由抽象的意象变成作为具体的“事物”来用。因此，和量词“个体化”一样，是

在思考内进行了从概念到具体物的“个体化”。此时，在“头”的形状这个认识域

中存在着《球状(或块状)的实体》这个概念，就是转喻关系。可以认为∶那个概

念投影到“石”、“木”这类抽象的概念所在的另外的认知域而起着“个体化”这

个作用。总之，可以说这也是隐喻与转喻的互相作用而形成的语义扩展。 

    这样想的话，下面例句的词尾“头”也可以看作是思考内的“个体化”。 

(4－12)面向全球征集方案让北京尝到了甜头…… 

            (http://www.qianlong.com/3413/2003-4-17/98@793512.htm) 

(4－13)伊拉克军人的“诈降”行动让美军吃尽了苦头…… 

(http://www.cnr.cn/home/column/iraq/zonghe/200303250233.html) 
(4－14)如果说纽约爱乐乐团是本届音乐节上最有看头的演出，那么昨晚诺克平交

响乐团与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芭笆拉·亨德里克斯演唱的理查·施特劳斯《最

后的四首歌》以及布鲁克纳第六交响曲应该算是最有听头的演出。             

(http://www.people.com.cn/GB/wenyu/65/131/20021019/845855.html) 
(4－14)中的“看头”、“听头”是[看的价值]、[听的价值]之意。就是说，在思考

内进行了“个体化”后，再加上人的“判断”，成了这种意义了。即在上述的“头”

的形状这个认知域中的《球状(或块状)的实体》这个概念隐喻性地投影到“听”、

“看”等概念所在的另外的认知域里，这也可以看作是以转喻为基础的隐喻扩展。

就是可以推测这种情况也是由于以思考内《球状(或块状)的实体》这个概念的抽

象化为基础的“个体化”，也被使用于抽象事物。 

 

5. 结语 

本文是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使用隐喻、转喻这些概念，就有关现代汉语中身

体部位名词“头”的语义扩展进行了研究，明确了它的认知机构。通过上面的分析，知

道了身体部位名词“头”在作为量词和词尾使用时，也以从基本义开始的意义扩展为

基础的，另外还明确了那种时候也以隐喻与转喻的互相作用而形成的扩张为基础。

作为现代汉语中的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来看的研究，这类身体部位名词的意义扩张，

不光是“头”，也可以对“眼”、“眼睛”、“目”、“口”、“嘴”、“手”、“足”、“脚”、“腿”

等等进行分析研究。可是对这些身体部位名词的考察将作为今后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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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把 2003年 1月向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进

行加工修改的。 

 

附注 

1 本文中使用的隐喻（メタファー）、转喻（メトニミー）这些概念仿照了籾山 2002∶65、
76 提出的定义。这些概念是根据佐藤 1978(＝1992 『レトリック感覚』 講談社学

術文庫)中的想法概括出的。 

2 本文中“[ ]”号表示意义，“《 》”号表示概念。 

3 引用例句的出典，在例句后面属上了作者和作品名。用记号来指出出典是从因特网

里引用来的，没有出典记载的例句为笔者自撰，这两种都是经资料提供者确认的。 

4 “头”也可以以“一头白发”、“一头尘埃”的形式来使用，这些包含在张丽群 2000
叙述的“一＋身体部位名词”中。这时候“一＋身体部位名词”表示“满”的意思。

作为量词的身体部位名词被看作“容器”(载体)，“被包容的物体”(载物)有“实

物”和“非实物”，被看作“附着”的意思。但是，不能看作是根据身体部位具有

的形状･功能等扩张出来的语义。因此，本文不把限制数词“一”和表示“满”的

身体部位作为考察对象。 

5 用因特网检索，数“猫”、“狗”时，也有用“头”的，但是汉语母语说话者说常使

用“头”是不适合的，所以本文中认为对“猫”、“狗”用“头”也是不适合的。 

6 木村 1996 中指出“牛”有时用“条”计量如“一条牛”，这说明是从牛的尾巴着眼。

关于这一点，木村 1996∶117 记叙如下∶“客观上讲即使是同样的事物，由于视点

不同，所使用的量词也不一样”。原文∶「客観的には同一事物であっても、捉える

側の視点によって、異なる量詞で数えられるというケース」。 

7 请参看何杰 2001∶45。 

8 请参看太田 1981∶88。 

9 所谓身体部位名词的后 化叫做“文法化”。Hopper, Traugott1993 中使用“渐次

变容(cline)”概念。身体部位名词大部分有相对意义，也是“关系名词(relational 
noun) ”，因此，包含渐次变容的连续体。请参看 Heine, Claudi and 
Hünnemeyer1991∶5. 3 等。 

10 山梨 1995∶65 原文∶｢場所・空間にかかわる指示的な意味をになう表現から，抽

象的・関係的な意味をになう表現に転化していく傾向｣。 

11 松本 2000∶332 原文∶「位置から定義される物体部分では常にその部分を含む全

体が意識される」。 

12 杨达 1995∶53 原文∶「人間の視知覚機能における形態的な特徴の認知体系に対

応して形成された言語形式」。 

13 请参看大河内 1985。 

14 对于这种情况，郭先珍 1987∶26 指出∶“恰当地运用量词可使抽象的道理、事物，

具体化、数量化。”例如计量“生命”，用计量形状细长事物的“条”来表达“一条

命”。同样，如“一条路”、“一条河”等，计量细长事物的“条”是基于“细长、

柔软的事物”意象，把抽象事物“命”具体化了(请参看木村 199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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