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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人的血缘关系交际（下）
——中国交际文化谈（三）

張　　　筱　平

要　旨

本論文は前号に掲載された「关于中国人的血缘关系交际（上）」の続

編であり、中国人の夫婦、父子、兄弟、嫁姑、親族という五つの関係のカ

テゴリーから、中国人の血縁関係に体現され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文化に

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紙幅の関係から本稿を二部構成とし、第一部（上）

で夫婦、父子、兄弟の3種類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関係について論じたが、

第二部（下）では主に嫁姑そして親族間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関係につ

いて論じる。 中国人は古来とりわけ血縁関係を重視するが、昨今の社会の

現代化の進展によって、中国人の血縁関係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もすでに

現代化の様相を呈している。とは言え、伝統的な儒教文化が提唱する家庭

の倫理・道徳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範が依然としてかなりの程度で受

け継がれて来てもいる。本論文では、「家庭」という視点から、主に日本

人を想定する読者が「中国人」の特徴をさらに明確に理解し中国人とのコ

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を高める一助とすべく、中国人の血縁関係のコミュ

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わる斯様な現状に対して考察を試み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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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论文上篇目次是—— 一、前言；二、传统儒学文化中的“人伦”、“三纲”与家

族伦理道德和规范；三、夫妻关系；四、父母与子女关系；五、兄弟姐妹关系。下篇，即本篇

正文的目次是—— 六、婆媳关系；七、亲戚关系；八、结语。）

六、婆媳关系

严格地说，婆媳之间没有血统的联系，但是由于婚姻将它们之间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因而中国人素来都以血缘关系待之，且极为重视。古代儒学著名典籍《礼记》中论述家庭礼仪

规范时1，总是将儿媳和子女并列一起，喻示儿媳与子女地位相同，尤其是侍奉孝顺“公婆”（古

代叫“舅姑”，与日语相同）时，比做女儿的更为重要。

但是，为什么只谈“婆媳关系”（亦即婆婆和儿媳妇的关系），而不谈“公媳关系”（亦即

公公和儿媳妇的关系）呢？这可能是因为“婆媳关系”抓住了家庭两代人的主要矛盾。古代家

庭实行的是“男主外，女主内”，公公作为男人，视野主要在家庭之外，而且又和儿媳妇“男

女有别”，有很明显的距离要求，不易发生矛盾。而婆婆和儿媳妇都是女人，都主内，而且都

爱同一个男人，这就很容易发生矛盾。另外，汉语很讲究对称平衡，而且两个音节的词语最为

上口，数量也最多。上文提到的“五伦”，都是两个音节的词。如果在公婆和儿媳的关系中，

出现了类似“公婆媳”或“公婆儿媳”等三个音节或四个音节的词，显然非常不和谐。所以，

儿媳妇和上一辈家人的关系，抓住了“婆媳关系”，也就等于抓住了重心了，就像人们把儿媳

妇公婆的家称为“婆家”一样，这里的“婆”字既是实指婆婆，也不能说与公公毫无关系。

在中国人看来，一个家庭的和睦与否，“婆媳关系”可以说至关重要。有人曾用解字的方

法诙谐地说，屋檐下有一个女人，就是“安”字，若有两个女人，就难以安宁了，而这两个女

人便是婆婆和媳妇。那么，怎么解决有两个女人的矛盾，使家庭保持长治久安呢？传统的办法

只有一个：那就是确定公婆在家庭的绝对统治地位，做媳妇的必须服从公婆（当然主要是婆婆）

的领导，敬重公婆，侍奉好公婆，按照公婆的意愿处理好家庭各项事务。除此以外，儒学经典

中还给做媳妇的规定了很多日常生活规矩，比如要给公婆早晚请安，公婆想坐下，媳妇要准备

好座席；公婆想睡下，媳妇要铺好被褥；公婆穿用和使用的一切物品，要随时收拾好准备好；

待在随时可以照顾到公婆的地方，以便公婆使唤时随时应答，并立刻照办；公婆吃饭时，媳妇

必须要在一旁小心照料；在公婆面前走动要轻稳庄重；说话不能高声；站立时不能侧立，斜靠；

不能在公婆面前打嗝、打喷嚏、打哈欠、伸懒腰、流口水、擤鼻涕、搔痒、换衣服；公婆打，

不还手；公婆骂，不还口；等等2。这些规矩，在今天看来，有些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如果

综合起来看，做媳妇的，除了和丈夫一起分出去另立门户生活之外，在上有公婆的大家庭里基

本上是很少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

传统婆媳伦理道德关系是以强调公婆的尊贵地位，或者说以牺牲媳妇的尊严和权利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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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的。它虽然可以有效地避免在家庭中因多头管理或多核心而造成的不稳定和不和谐，但却

形成了两辈妇女之间的极大不平等。我们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里，常常听到有人用“婆婆”来

形容强势和严厉的上级，用“像个受气的小媳妇”来形容不能争辩而只能低头干活的下级，就

是出于对这种传统婆媳伦理道德关系的认知。上一个世纪，人们在批判这种传统婆媳关系时，

常常把这样做媳妇的形容是丈夫和公婆的“双重奴隶”3，充分地体现出对这种不平等婆媳关

系的厌恶。现代中国人当然早已不认同这种传统的婆媳关系了。但是人们所公认的相互尊重的

新型婆媳关系，也不能绝对地说与传统没有一点关联。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分析一下。现代媒体上，关于新型婆媳关系一直是个热点话题。比

如网络上有关“现代婆媳之道”的帖子就非常多。近期有一个标题为《好媳妇36忌》的帖子比

较典型，很有人气。我们不妨将其简化摘录如下4——

1.不要和婆婆争老公。2.不要在婆婆面前和老公太亲热。3.不要在婆婆面前使唤老公。4.不

要在老公面前用“你爸、你妈”这样的背称，应该用 “咱爸、咱妈”。5.不要和婆婆争辩是非

道理，家庭事务没有对错胜负。6.不要在婆婆面前逞强，要适时示弱。7.不要忘记，婆婆也是

个女人，也很敏感脆弱。8.不要忽视照顾老公，对老公好就是对婆婆好。9.不要让婆婆觉得被

冷落，要让她感觉到你对她很重视，她在家里很重要。10.不要对婆婆说什么“您什么都不懂，

就别跟着瞎掺和了！”11.不要欺骗婆婆，家里的事儿不要瞒着老人家，或者敷衍了事不说真话。

12.不要吝啬对婆婆的赞美，因为好婆婆，是夸出来的。13.不要和婆婆抢功劳，要让婆婆在家

里有成就感。14.不要在婆婆面前说“我儿子（女儿）～”，而应该说“您孙子（孙女儿）～”。

15.不要忽视孩子对婆婆的作用。说一句“您孙子（孙女儿）整天念叨您”婆婆会很开心。

16.不要啥事都不跟婆婆商量，要重视她的存在。17.不要试图改变婆婆，特别是生活习惯和兴

趣爱好。18.不要向老公告婆婆的状。19.不要在外人面前说婆婆的坏话。20.不要忘记跟婆婆

嘘寒问暖。21.不要忘记跟婆婆表达谢意，哪怕只是客气。22.不要小看给婆婆道歉的力量。

23.不要犹豫给婆婆送礼物，礼轻情意重，婆婆们都懂这个道理。24.不要在婆婆面前打扮的过

于花哨，甚至另类。25.不要全盘否定婆婆的意见，认为对的，要高兴地接受，认为不对的，

也不能抵触顶撞。26.不要勉强自己去达到婆婆所有的标准，更不要让婆婆觉得你在委屈求全。

27.不要过分夸大在婆家所受的委屈，家庭琐事，不必斤斤计较。28.不要拿婆婆跟妈妈做比较，

更不要按照亲妈的标准去要求婆婆。29.不要把婆婆当成免费保姆，婆婆做家务，你要真诚地

感激，不做也不能责怪。30.不要指责婆婆节俭或者吝啬，她认为勤俭节约是美德并没有错。

31.不要指望主宰家里的一切，“一山不容二虎”，要给婆婆留足她主宰的空间。32.不要一生气

就往娘家跑，因为不仅婆婆不喜欢这样，老公肯定也会烦。33.不要总是赞娘家人、贬婆家人。

34.不要把公公拉拢到你的战线上一起和婆婆作对。35.不要和婆婆吵架，无论什么理由。

36.不要住在一起，因为距离产生美感，婆媳之间也不例外。

以上对现代好媳妇的要求，包括媒体上其它众多版本，无论提出了多少“不要～”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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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核心思想还是古代儒学文化所提倡的“敬重”和“顺从”。我们所能感触到的古代好媳妇

的文学形象，比如《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凤姐、薛宝钗等一类人物，大多不也都是这样做的

吗？只不过现代中国社会对好媳妇的要求是建立在婆媳地位平等的基础上的，如若现代媳妇的

对立面是个《孔雀东南飞》中焦母一样霸气专横的婆婆5，那么社会舆论肯定会有选择性地站

在媳妇的立场上，鼓励媳妇反抗婆婆的压迫的。换句话说，正是因为现代中国社会做婆婆的一

般都没有了与媳妇地位不平等的意识，所以在婆媳关系问题上，社会舆论才更多地站在婆婆的

立场上主张做媳妇的对婆婆要多一些敬重和顺从。

当然，社会上对做公婆的要求也不是没有，出于敬老心理，一般都是劝导形式的，内容

很简单，基本原则就是奉劝公婆要像对待女儿一样对待儿媳。比如，要自觉地从“家长”的统

治地位上走下来，做好孩子的“顾问”，要相信孩子，“放手”让孩子自己生活。如果儿子和儿

媳发生了矛盾，公婆千万不要习惯性地选边站在儿子的立场上，要设身处地为儿媳着想等等。

另外，还有一种主张，希望做公婆的允许孩子们分出去单过，应该和所有老人一起把孩子们独

立出去看作是自己第二个青春的开始，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多姿多彩起来，除了积极锻炼身体以

外，还要培养更多的兴趣爱好，比如唱歌跳舞、种花养草、交友旅游、琴棋书画等等，这样既

可以自娱自乐，增进身心健康，以利于长寿，同时还可以减少儿女的负担，不给儿女添麻烦。

目前，这样做公婆和做岳父母的老人，在中国越来越多，尤其是城市社会。那些高高兴兴集体

出游的老人，那些在广场上随着音乐起舞的老人，那些在公园里列队打太极拳的老人，那些在

街区角落里玩扑克打麻将的老人，当然也包括那些待在“空巢”里看书看报的老人，大多数都

属于这种和子女分开单过的。

从做媳妇的立场上看，和公婆分开单过是最好不过的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这种婆媳

之间形成这种共识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因而也就使得中国目前以夫妻为核心的小家庭越来越多

了。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核心家庭，婆媳之间的矛盾还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前不久互联网上有

一则帖子《最牛北京婆婆写给儿媳的一封信》被炒得很火。该帖子的作者是谁，不得而知。但

是它明确指出了分开单过的核心家庭婆媳之间仍然存在着“经济”、“房子”、“日常相处”、“日

常生活”、“（养育）孩子”和“两家（指公婆家和媳妇娘家）相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并且

非常理性地提出了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因而在社会引起了很强的共鸣。

其主要内容有——

（1）“经济问题”方面，明确提出不要求媳妇和儿子婚后在经济上报恩于公婆，但公婆也

不再继续提供经济支持；（2）“房子问题”，提出公婆负责提供，但房产证上登录的房产主必须

是儿子的名字；（3）“日常相处”方面，提出互相尊重，希望互相能够喜欢，发生矛盾可在适

当场合交换意见；（4）“日常生活问题”，提出家务自理，公婆不给帮忙，双方互相尊重各自生

活习惯，节假日合理安排两辈人团聚；（5）“孩子问题”，提出公婆可负责请保姆照顾媳妇坐月

子，对孩子的养育问题，公婆不干涉，但希望参与讨论；（6）“两家相处”方面，建议双方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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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交往，多玩乐，少共事，经济上不发生关系，人情上也不相互借用。

由于该贴很长，约两千六百多字，不宜在本文全部引用，所以我们只能简单概括。从作

者的行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婆婆，作者是有着比较丰厚的经济基础的。这样的婆婆在目

前的中国虽然还不是非常多，但是帖子内容所表达出的核心家庭的婆媳关系的原则还是很有普

遍意义的。这就是——各自独立、相互尊重、关爱不减、权益分清、公平往来，和睦相处。相

信这样的原则，无论在中国的城镇还是乡村，大多数的婆媳双方都是可以接受的。

良好的婆媳关系，毫无疑问在于婆媳双方都能够尽力遵守社会要求的良好道德规范。但

是能否真正实现婆媳和睦，无论古今中外，人们一般都认为除了婆媳之外还有一位双重角色的

人物作用至关重要，那就是公婆的儿子，媳妇的丈夫。对于这样的角色，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很

简单，只要做到使媳妇不仅尊重和服从公婆，也要尊重和服从丈夫，就万事大吉了。比较起来，

现代中国社会对此角色的要求则要复杂得多，可以说五花八门，各种各样。但是原则很简单也

很清楚，那就是儒学所主张的“中庸”，用现代汉语来讲，就是“不偏不倚，公正平衡”。

那么具体地说，作为公婆的儿子、媳妇的丈夫，应该怎样处理婆媳关系才合乎现代规范呢？

目前中国社会上所流行的，大多都是“戒条”式的要求。比如：不要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6

这样的观念；从结婚那天起，不要再继续认为自己是爸妈的宝贝，要主动给自己断奶；不要怕

被人认为“不孝”，就对父母唯命是从；不要帮着家人排斥媳妇，要帮着媳妇融入自己的家庭；

不要在老妈和老婆抱怨对方后，做双方的传声筒（亦即流行语所说的“宁做两头瞒，不做两头

传”）；不要当着父母的面对老婆呼来唤去，为自己做事；不要把做好人的机会留给自己，却把

做恶人的机会塞给老婆，而要恰恰相反；不要顾忌老妈会吃醋而不敢表现出对老婆的爱；不要

当着父母和其他家人的面跟老婆争执甚至吵架；不要轻易答应家族亲戚留宿，并要求老婆悉心

照料；不要将孝敬自己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强加给老婆；不要让老婆被人误解“嫁了老公忘了娘”，

要像对亲生父母一样地孝顺岳父母⋯⋯等等。

现今中国身兼儿子和丈夫双重角色的男人们，对于以上社会上所倡导的行为“戒条”，应

该说很少有人不理解，不愿意去践行的。做得好的人，婆媳和睦，家庭关系和谐，肯定会受到

亲朋邻里的称赞。做得不好的，不仅父母和媳妇不满，邻里亲朋也会埋怨。这种男人，处境尴

尬，正像汉语里的一句歇后语所描绘的，“猪八戒照镜子——里外都不是人儿”。但反过来说，

这种两难的痛苦境况，恰恰又可以成为他们平息婆媳纷争的法宝。一旦遇到婆媳之间发生“战

火”，只要他们把满腔的“苦水”泼出去，就会很快把婆媳双方心中的“怒火”扑灭，使双方

达成和解。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母亲还是妻子都不会忍心看着自己被痛苦折磨的。这恐怕也

是中国的一种很特别的家庭关系交际文化现象吧。

日本社会，据说对婆媳关系也很重视，虽然核心家庭早已经普及，但是为了避免两辈人

的矛盾，社会上也还是存在各种约定俗成的规范要求的。比如除非子女有需求之外，老一辈人

一般都以“不介入”、“不干预” 子女家庭生活为准则，晚辈夫妻对于双方的父母一般也都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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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不依赖”、“不失礼”的原则行事。这些社会规范从本质上看与中国社会所主张的并没有什

么特别的不同，但由于中国社会比较容易发生婆媳关系矛盾甚至冲突的现象，由此而造成家庭

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甚至导致离婚的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因而社会舆论对婆媳关系道德规范的讨

论就一直很关注，也很热闹。这也应该说很有中国特色吧。

七、亲戚关系

关于“亲戚”的概念，《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与自己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人”7。但实

际上，直系家庭成员是不包括在内的。比如曾祖父和祖父都是自己的家庭成员，而不是亲戚。

但是曾祖父的侄子，祖父的“堂弟”，你应该叫“堂叔”的人，那就是亲戚了。另外，古代社会，

“亲”和“戚”是有区别的。“亲”是指有血缘关系的人，或者说是父系关系的人；“戚”是指

有姻缘关系的人，或者说是母系关系的人。《辞海》对“亲戚”一词的解释曾引用了唐代大儒

孔颖达（公元574-648）的“亲指族内，戚言族外”，就是说的这个意思8。据此，也有将前者

称为“宗亲”或“血亲”，将后者称为“外亲”或“姻亲”的9。现在，这两种除了家庭以外的

有亲缘和姻缘关系的人，统称为“亲戚”了。称谓虽然有了变化，但是在相处和交往中，人们

的潜意识里还是认为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传统的中国社会，宗亲的居住地大多都比较集中，特别是农村，一般都居住在同一村庄或

周边地域。外亲的住所，除了个别情况之外，大多都比宗亲之间的居住地要远一些。现代的中

国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城市居民，无论是宗亲还是外亲，大多都和日本的情况相似，居所比较

集中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了。农村的变化虽说比城市小一些，但是由于现代交通的发达和农村经济、

文化的发展，人们的流动性也越来越大，宗亲和外亲的居住地也不再像过去那么集中了。亲戚

之间居住地的远近，对彼此来往影响很大。一般来说，距离越近，接触机会越多，关系也就越

容易密切。如果相反，自然会致使关系越来越疏远。从这一角度看，现代中国亲戚关系，农村

的情况和城市相比有很明显的不同，亲戚之间的交往机会相对要多一些，关系也相对更为密切。

当然，决定亲戚之间关系是否密切，除了居住地之外，还有其它因素。比如生活方式、

生活习惯、文化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水平、工作性质，以及个人脾气秉性、兴趣爱好等等。双

方条件相似相近的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建立密切关系。比如一方是偏僻乡村的农民，一方是

城市居民，双方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亲戚关系一般是很难做到密切的。

在诸多因素中，亲戚之间的家庭经济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往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般人

认为，两个穷亲戚或者两个富亲戚，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与经济水平如果相当，肯定会比一个

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穷亲戚和另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生活优裕的富亲戚之间，更容易建立一种

稳定的亲密的关系。虽然中国社会也普遍存在着“嫌贫爱富”的心理，正像《增广贤文》中所

说的那样“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但是中国的传统道德是坚决反对这种心理的，



― 97 ―

关于中国人的血缘关系交际（下）

这一点至今没什么变化。人们喜欢自己有富豪或者权贵这样的强势地位的亲戚，这一点是可以

理解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鼓励人们去攀附或依赖富豪或权贵，反而更倾向于激励处于弱

势地位的一方，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摆脱弱势地位，认为只有这样才活得堂堂正正、有脸面、

有骨气。我们在中国影视和文学作品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情节：“要强”的穷亲戚不愿意低声下气

地去乞求富亲戚，认为这样做“太丢人”，即使因此而走向富裕了，也会让人家瞧不起。这种情

节，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社会真实的。对于处于强势地位的亲戚，中国文化则非常重视

要求他们放下身价，向弱势亲戚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和关爱。著名的《朱子家训》中所言“见穷

苦亲邻，须加温恤”，这个“须”是“必须”的“须”，而不是“需要”的“需”，就是强调了这

个道理。如果非但不加“温恤”，还故意疏远、冷落甚至蔑视、欺侮处于弱势地位的亲戚（也包

括邻居），那是非常令人不齿，遭人痛恨的。但是理论不一定都反映了现实，事实上，经济和文

化程度处于两极的亲戚之间建立紧密的关系还是很不容易的。这在上个世纪的毛泽东的阶级斗

争理论盛行的时代，一般被认为是人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当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这样去思考了。

中国亲戚之间的交往，除了工作或有求于人的情况下，日常生活中，一般在时令年节（比

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人生礼仪（比如祭祖、婚礼、葬礼、幼儿满月、幼儿

周岁、老人寿辰等）、重大变故（比如大病、伤亡事故、遭受灾害、远行、归乡）、重大需求（盖

房、搬家）等情况下，走动得比较多。平日里当然也相互走动，但一般都是处于下位的一方主

动向处于上位的一方走动。亲戚之间的走动，主要是指去亲戚家登门造访，这在汉语里叫“走

亲戚”（也叫“串亲戚”）。走亲戚的目的有相互帮助的功利性内容，但主要还是为了表达亲情

爱心，增进情感。走亲戚非常讲究有来有往，“来而不往非礼也”被认为是很重要的法则。不

肯或不愿走亲戚的人，中国的社会舆论往往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他们是异类，批评他们是“六

亲不认”。但是，在亲戚中地位比较高的老者或者身体状态不太好的则往往不包括在内，他们

主动走动得少一些，亲戚之间一般也都会谅解。

中国传统儒学文化对于亲戚之间相处的道德规范要求实际上就是对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的

延伸，也就是说，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在儒学看来同样适于亲戚关系。前文所提过的儒学礼仪

规范典籍《弟子规》中有一句话说“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10”。虽然只是从下位

对上位的角度，提到了对所有的叔叔輩都要像对父亲一样，对所有的堂、表兄长都要像对亲兄

长一样，但它所表达的意义却绝不止于此。亲戚中所有的辈际关系、平辈关系、男女关系等日

常生活交际，都必须视家庭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为唯一参照，并严加遵守，这才是其主张的真

正内涵。

中国人的亲戚关系，细分起来主要有：妻子和丈夫姐妹的“姑嫂”关系；男子和兄弟妻

子的“叔嫂”关系；男子和妻子姐妹（姨子）的关系；男子和妻子兄弟（舅子）的关系；兄弟

妻子之间的“妯娌”关系；姐妹丈夫之间的“连襟”关系；同辈堂、表兄弟姐妹关系；叔侄、

姑侄、舅甥、姨甥等两辈或两辈以上的辈际关系等等。



― 98 ―

愛知大学　言語と文化　No. 36

以上各种亲戚关系的相处交往，在中国人看来，理所当然地也必须遵照血缘伦理道德规

范要求行事。其主要原则包括“上下有等”、“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和“亲疏有异”四项。

（一）上下有等

此项原则是针对辈际关系的。比如：叔叔、婶婶、姑姑、姑父和侄子、侄女；舅舅、舅妈、

姨姨、姨夫和外甥、外甥女等等。当然也包括两辈以上的隔輩关系，比如姑奶奶（爷爷的妹妹）、

姑爷爷（爷爷的妹夫）和侄孙、侄孙女；舅爷爷（奶奶的兄弟）、舅奶奶（奶奶的兄弟媳妇）

和外甥孙、外甥孙女的关系等等11。这些关系都是有“上下之分”的，也就是有等级区别的。

处于上位的，汉语叫“长辈”，处于下位的，叫“晚辈”（或“小辈”）。

长輩与晚辈的亲戚关系，按照年龄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成年长辈与未成年晚辈的亲戚关系。这种关系，中国社会往往更侧重于要

求处于上位的长辈。人们普遍认为，对于未成年的晚辈，作为成年人的长辈除了像父母、祖父

母一样，享有管束晚辈的权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晚辈父母、祖父母不在世或不在场的情况

下，还负有包括养育在内的关怀、爱护、支持、帮助晚辈的责任和义务，用现代流行的词语说，

叫“关爱”。中国的影视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亲戚关系的成年长辈尽力

关爱年幼晚辈的动人故事。我们在这里可以举两个很多中国人都知道的实例。一个是2011年7

月23日在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幸存下来的两岁小女孩儿“小伊伊”的故事。小伊伊的父母在事

故中双双去世，自己在事故中也受了重伤，她的获救有一定的偶然性，因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关

注。事故发生后，叔叔项余遇忍受失去兄嫂的巨大悲痛，第一时间赶去把小伊伊接回自己的家

里，给了她父亲般的关怀和照顾，为她治疗身心创伤，并主动承担起了养育她的责任。据后来

的追踪报道，说小伊伊在叔叔家生活得很好，现在可能已经上小学了。另一个故事发生在河南

省商丘市睢阳区，主人公是一位朴素的农民叫李传喜，据2014年12月3日的《网易新闻网》报

道说，他的兄嫂在二十一年前因意外事故去世留下了三个孩子，他自己当时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如果再收养兄嫂的三个孩子，家里虽然开了一个小小的鞋店，但家庭收入也远远不足以供养六

个孩子上学生活所需。可他知道亲情金贵，便毫不犹豫主动地承担起了抚养教育兄嫂孩子的责

任。为了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他拼命工作，倾尽所有，四处借钱，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把孩子

们都抚养成人，而且个个学习优秀。作为宗亲，李传喜对故去兄嫂的孩子，也就是侄子侄女们

那一份不离不弃的爱心，感动了很多人，一时成为当地社会美谈。像这样成年长辈亲戚自觉主

动地关爱未成年晚辈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数不胜数。不仅宗亲之间如此，外亲之间也一样。

这里充满了一个和父母一样的“慈爱”的原则。作为长辈，在需要付出“爱“的时候，如果有

意忽略甚或违背这个原则的话，那就必须要做好丢掉尊严，遭受社会批评和谴责的心理准备了。

当然，我们上面谈的只是两个长辈亲戚收养未成年晚辈的特例。既然是特例，现实生活

必然不会太多。更多的则是在父母健在的情况下，成年长辈亲戚怎样表现对未成年晚辈的关爱。

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关爱的情景一般都是在走亲戚时发生的。比如给晚辈“送礼”，包括晚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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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的玩具、学习用品、水果、点心、甚至过年的压岁钱和平时的零花钱什么的；晚辈惹父母

生气时，主动充当调解人，宽慰晚辈的父母，替晚辈求情，并劝解晚辈给父母道歉，叮嘱晚辈

听父母的话；晚辈遇到大事，主动表示关怀，为晚辈出谋划策，解决问题；晚辈前来投靠，要

为晚辈提供食宿方便，替晚辈父母照顾他们等等。

长辈亲戚关爱未成年的晚辈是不要求回报的，这也是个不成文的原则。但是作为这种类

型关系中的晚辈，就不能不知恩、感恩、报恩。最好的做法就是除了言谈中经常要向长辈表示

内心的感激之外，还要听从长辈的教诲，遵从长辈的意愿，使长辈感到安心愉悦。这也是儒学

文化对晚辈的要求，至今没什么变化。

第二种类型是老年长辈与成年晚辈的亲戚关系。这种关系和前一种关系相反，社会道德

要求往往更侧重于处于下位的晚辈。正像子女们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做父母的就可以安

度晚年，享受子女的敬重与孝心一样，作为亲戚的老年长辈，理应也会受到来自晚辈亲戚的尊

重与爱戴。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

成年晚辈与老年长辈亲戚相处，必须遵守一定的礼仪。这些礼仪与对待父母的礼仪基本

相同。主要包括：（1）遇到长辈要主动行礼（鞠躬，特殊情况下要行半跪作揖礼），主动打招

呼（比如“二大爷，您老好”）。（2）长辈从室外进入自己的房间，要起身趋前问候，说“您来

啦”。然后让座，献茶。（3）长辈不在身边，要保持一定频率的日常问候，问问长辈身体健康

状况，生活是否有难处，近日心情如何等等。（4）远行之前要告知长辈，并询问是否需要在出

行地办理什么事情。到达目的地，要向长辈报平安。远行归来，要登门拜访长辈，并送上一些

出行地的特产，表达敬意。（5）在征求长辈同意的前提下，长辈远行前，要主动为长辈饯行，

长辈远行归来，也要主动为长辈接风洗尘。（6）跟长辈在一起谈话，切忌顶嘴、插话、抢话、

直呼其名、随意切断或结束话题、大声喧哗，并避免各种令长辈感到不适的言行姿态。（7）跟

长辈一起走路，不要走在长辈的前面，如果急着赶路，要先致歉，再从长辈后边屈身低头而过。

（8）跟长辈一起就餐，要让长辈坐在尊位，恭请长辈点菜或选择长辈最喜欢最受用的菜品。不

能先于长辈动筷子，要先请长辈说几句话，等长辈发出开始用餐的指令之后，再为长辈斟酒（或

斟茶）夹菜，然后才能开始吃饭。用餐过程中，除非长辈表示不吃，否则每种菜品都要先请长

辈品尝之后，其他人才能享用。另外还要注意：不能用自己的筷子为长辈夹菜；不能在长辈面

前用筷子指指点点；吃饭菜时嘴里不能发出声响；不能先于长辈退席；不能在长辈用餐时教训

孩子、或者说一些令长辈不快的话等等。（9）遇到与长辈意见不合时，要优先考虑长辈的尊严，

如果是重大的原则问题，一定要注意选择私下的环境，以最为温和谦逊的态度语气和长辈协商，

劝诱长辈自己决定改变想法。（10）长辈年纪大了，说话可能啰嗦，晚辈一定要有耐心，不能

表现出厌烦，更不能断然制止，说一些“行了，别唠叨了，真烦人”之类的粗话。如果实在没

时间听，可以采用好言相劝的方法。比如说“姑奶奶，您说的我都明白了，谢谢您。我现在很

忙，要去办事儿，您还有话，就先给我留着，等我有时间了，您再给我讲啊”。（11）陪长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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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要注意长辈的安全，随时搀扶长辈，帮长辈拿行李等。（12）长辈有病，要选择时间去探望，

并和其他晚辈安排值守，保持长辈病榻前有亲人护理。特别在长辈临终前的这段时间，这一点

很重要，是大孝“送终”的内容之一。（13）长辈去世，要像对待去世的父母一样，遵照长辈

的意愿，协助长辈的子女办理丧事，等等。除了以上这些礼仪之外，还有一项最为重要的，那

就是作为晚辈，一定要注意和老年亲戚长辈的子女们搞好关系。因为没有比子女拥有亲密和睦

的亲情关系更能使老年长辈感到欣慰的了，尤其是在进入少子化时代的今天。

第三种类型是年龄相近的长辈与晚辈的亲戚关系。这种类型的关系，在中国应该说是比

较特殊的。之所以说它特殊，第一是因为按照儒学文化要求，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也必须遵

守上下尊卑等级的道德规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那些成长和生活环境相同的双方，他

们之间的情谊却是很难用辈际关系解释的。笔者2015年暑期曾经在天津北部蓟县山区的一个农

村调查中接触过两个十多岁的男孩子就是这样。他们中的一个是笔者的调查对象的儿子，叫王

鑫磊，另一个是他的同宗侄子。两个孩子非常友好，互呼小名，两小无猜，虽然是叔侄关系，

却从来不懂得相互之间还存在着什么等级地位的不同。也许他们还小，不知道他们长大后，是

不是还能这样相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童年时代这种平等友好的情谊一定会在他们未来的

交往中产生重要影响。另外还有一点特殊性是，虽然这种类型的亲戚关系，在感情上很容易超

越上下尊卑等级的界限，但是在成人之间对标示着等级意义的某些言行礼仪规范仍然存在着很

强的认同，并坚持将其保留并传承着。比如相互称呼，无论长辈与晚辈之间感情多么好，晚辈

都不可以直呼长辈的名字，而长辈则可以直呼晚辈的名字，相处时的话语和行为的礼仪也必须

注意，不能乱了辈份。笔者的身边就有这样的实例：一位和笔者父母同辈的“表叔”，自小和

笔者的兄弟姐妹一起长大，往来密切，情感关系非常好，但是在交往中，笔者的兄弟姐妹从未

敢直呼其名，而是一直称其为“伯伯”（bāibai）,而且在使用第二人称代词时，也一直使用“您”

字，其他日常生活中的礼节性的言行也都与对待年长的长辈基本相同。像这样的实例，笔者觉

得在此类人际关系中是很普遍的。因为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懂得家族尊严和荣誉的重要意义，一

个因为年龄相近就可以彻底丢掉辈际关系礼仪规范的家族，是很容易招致非议和耻笑的。

不过，我们在这里应该说明：对于辈际关系，在过去的一个时期，中国人曾经对传统道

德规范中过分地强调长辈的威权的部分内容，进行过严厉的批判。毫无疑问，至今看来，这种

批判也并无大错。但是如果忽略了传统儒学文化的核心思想“仁爱”，把强调长辈威权视作辈

际关系道德规范的全部，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即使在传统社会，长辈对晚辈施加威权，近

乎残酷，也是会遭到社会谴责和批判的。前文曾引用过的古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婆婆就属于

这种长辈。该诗的问世和流传的本身，就是对偏离“仁爱”轨道的长辈威权的否定。传统的辈

际关系确实重视等级意义，但只要它的基础或者说出发点是“仁爱”，可以达到的前景是人际

和谐，那么它就必然会有生命力。这也许正是辈际关系的“上下有等”仍然被一定程度地保留

并传承下来的原因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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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幼有序

此项原则显然是针对亲戚之间平辈关系的。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堂”、“表”兄弟姐妹关系、

做丈夫的与妻子的兄弟（舅子）、姐妹（姨子）之间的关系；做妻子的与丈夫的兄弟（“叔子”

或“伯子”）之间的“叔嫂”关系；做妻子的与丈夫的姐妹（姑子）之间的“姑嫂”关系；兄

弟妻子们之间的“妯娌”关系；姐妹丈夫们之间的“连襟”关系等。 

“长幼有序”是儒学文化对亲兄弟姐妹关系提出的道德伦理要求，按照儒学文化的逻辑，

它也同样适用于亲戚之间的平辈关系。我们在前文说过，“长幼有序”实际上也是强调上下等

级秩序的，“长”为上，“幼”为下，为上者要对下“友”（友好、友善、友爱）和“良”（善良、

宽容），为下者要对上“恭”（恭敬）和“悌”（敬重、顺从）。这种对长幼双方的道德伦理要求，

其基础显然也是“仁爱”，时至今日都一直被社会高度认同。那么问题是，亲戚间的平辈关系

谁为上，谁为下呢？“堂”、“表”兄弟姐妹很容易区分，他们跟亲兄弟姐妹关系一样，只要看

出生时间就可以了，先出生者为上，也就是“长”，后出生者为下，也就是“幼”。但是除此以

外的其他平辈亲戚关系就不能这样区分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主角的出生时间，而是配偶的地

位。换句话说，配偶的上下地位直接决定了主角的上下地位，无论年龄大小，都一样。比如做

丈夫的与妻子的兄长，丈夫的年龄即使比妻子的兄长大，其地位也是处于下位的“妹夫”；做

妻子的与丈夫的妹妹，无论年龄比丈夫的妹妹小多少，她也是处于上位的“嫂子”。“妯娌”和

“连襟”也同样。“妯娌”之间谁为上谁为下，要看丈夫的排序，兄长妻子为上，兄弟妻子为下。

“连襟”之间要看妻子的排序，姐姐丈夫即使年龄小也为上，被称为“姐夫”；妹妹丈夫即使年

龄大也为下，被称为“妹夫”。

上下等级地位的确定，对亲戚之间平辈关系的交际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彼此

双方交际时的态度、方式、礼仪和言语行为模式等等。特别是处于下位的一方，无论你财力上

多么富有，社会地位多么显赫，年龄比对方大多少，面对处于上位的平辈亲戚，你都要给以足

够的尊重。比如不能生硬地直呼对方的姓名，见面时要主动问候，说话行事要注意谦恭等等。

这就是中国人所认定的规矩，如果故意违规，就会被认为没有教养，不懂事理，除非能保证不

被外人知晓，否则就很难避免受人非议。

在众多的平辈亲戚关系中，有两种关系是一般中国人认为比较复杂，最为难处的，这便

是同是女人的“姑嫂”和“妯娌”关系。

“姑嫂”关系中的“姑”，实际称呼叫“姑子”（背称），是丈夫的姐妹。比如丈夫的大姐，

就是“大姑子”（背称），面称“大姑”（随子称）或“大姐”（随夫称），丈夫的小妹就是“小

姑子”（背称），面称“小姑”（随子称）或“小妹”（随夫称）。“嫂”是“姑”的兄弟妻子，哥

哥的妻子叫“嫂子”，也可以面称“姐姐”或采用“名字＋姐”的结构。比如嫂子的名字叫“小

玉”，就称其为“小玉姐”。对于弟弟的妻子，“姑”一般都称其为“弟妹”，或者因其处于下位，

也可直接称呼其名字。



― 102 ―

愛知大学　言語と文化　No. 36

“姑嫂”关系中，中国人之所以认为很难相处，主要是因为“姑”在“嫂”与丈夫和婆婆

之间，是“嫂”的丈夫和婆婆最疼爱的家人，她对“嫂”的情感和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嫂”

的夫妻关系和婆媳关系。再加上“姑”虽然最终也要嫁人，会成为别人家的“嫂”，但是在“娘

家”却还有一定的话语权，因此，从家庭和睦的美好愿望出发，社会舆论往往对作为“姑”的

要求更为严格一些。比如要求做“姑”的要豁达大度，不要事事处处斤斤计较，要充分尊重“嫂”，

把“嫂”视作亲生姐妹，自觉成为家庭中夫妻、婆媳关系和睦的纽带等。在现实生活中，由于

亲情的作用，“姑”很容易在“嫂”的夫妻、婆媳之间发生矛盾时，有选择性地站在兄弟和父

母的立场上，和“嫂”发生对立、冲突，成为家庭不和的火药桶。因此，中国的社会舆论一般

都劝导做“姑”的，平时既要在父母面前多说一些“嫂”的长处和优点，又要多向“嫂”介绍

父母的脾气秉性和生活习惯以及各种长处和优点，切忌在两边互传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无论

在家人还是外人的面前，做“姑”的千万要注意避免指责“嫂”的不足。如果“嫂”与公婆发

生了矛盾，“姑”应该主动承当化解矛盾的角色，不要简单地选边站，而是要想方设法使双方

妥协，互相体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达到双方和解和谐。如果“嫂”的夫妻之间有了

矛盾，做“姑”的，要么和父母结成同盟，不参与、不介入兄弟的夫妻矛盾；要么，就耐心劝

导自己的兄弟，使兄弟在尊重和体谅“嫂”的基础上，和“嫂”协商解决问题，避免造成“嫂”

在家庭中的孤立，以至夫妻矛盾升级，甚至发生家庭暴力。在涉及父母的财产分配问题上，按

照“重男轻女”的传统原则、“姑”是不应该与兄弟争夺的，但是现在男女平等了，做“姑”

的可以享有与兄弟同等的权益了，那也一定要注意，切不可只管争取自己的权益而却把对父母

所尽的责任和义务推给兄弟和“嫂”。因为这样做，即使兄弟和父母都能包容得下，也会伤害

到“嫂”，使家庭为此而不睦。

对于“姑嫂”关系中的“嫂”，中国的社会舆论当然也不是没有要求。人们一般都认为，

会做“嫂”的，一定会懂得“姑”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只要进了丈夫的家门，就

要争取获得“姑”的信任、敬重和喜爱，以使“姑”在家庭和睦中充分发挥出正能量，让家庭

生活更为和谐美满。也许很多关注中国的日本人都注意到了，现在的中国姑娘在选择婚姻对象

时，很多人都喜欢把“没有姐妹”列为最重要的条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将来“姑嫂”不和，

影响今后婚姻生活的质量。的确是这样，但是，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丈夫有姐妹，对于“嫂”

来说，并没有那么可怕。因为作为丈夫姐妹的“姑”，既有可能会对“嫂”搞好家庭关系起到

负面作用，但是也有可能会起到做“嫂”的无法达到的正面作用。因此，中国社会舆论往往倡

导做“嫂”的，无论“姑”出嫁与否，都要把“姑”当作亲姐妹来真诚对待，长此以往，将心

比心，做“姑”的就一定会成为“嫂”的好姐妹、好帮手。如此“姑嫂”关系和美，也是很多

人所欣羡的，不仅不会使家庭关系紧张，降低家庭生活质量，反而还可以为家庭生活增添情趣，

加深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使家庭生活变得更加甜美。

再来说说“妯娌”关系。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亲兄弟，仇妯娌”，把兄弟关系和妯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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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做了鲜明的对比，意思是说兄弟间相互亲爱，而兄弟的妻子们，亦即“妯娌”之间却相互仇

视。这句俗话显然过于夸张了。但是“妯娌”关系不如兄弟关系，容易闹矛盾，面和心不和，

这倒是反映了一定的真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对此，社会上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是因为妯娌

之间一般都没有血缘关系，不同宗。有的说，这是因为利益在作怪，婆家富裕有利可图，妯娌

间就容易因利益分配不公，难以和睦；婆家很穷，需要儿女接济，妯娌间也会因付出不均，难

以相处。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妯娌之间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彼此的脾气、爱好、习惯也不同，

再加上互相沟通不够，就很容易发生矛盾，产生磨擦。还有人说，这是因为有些女人私心过重，

一进了婆家的门，就总想着自己的小家，跟婆家的兄弟们之间斤斤计较，唯恐其他兄弟媳妇占

了婆家的便宜，而自己吃了亏。以上这些对妯娌关系不好相处的原因解释，应该说都有一定的

道理。但是似乎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其实妯娌之间不易相处大多都与“公婆”的分配问题相关。

这里面包括三个方面的分配。第一是有关公婆的财产分配。无论是公婆健在时的财产还是公婆

去世后的遗产，在对诸子分配上一旦被认为不公，自认为吃亏的媳妇很容易会怀疑占了便宜的

兄弟媳妇从中做了什么。第二是有关公婆的情感分配。公婆对子孙一旦出现偏爱，自认为受气

的媳妇也很容易会怀疑被偏爱的兄弟媳妇有意争宠。第三是有关公婆的孝行分配。公婆健在时，

对公婆怎样尽孝？兄弟间各自付出多少财力、精力和体力？公婆和谁一起生活？公婆丧失劳动

力后谁来侍候？公婆患病怎样侍疾？公婆去世怎样处理后事？对这些问题，如果有媳妇认为不

公平，一般也会很容易怀疑得了便宜的兄弟媳妇起了什么不好的作用。

显然，面对与公婆相关的分配问题妯娌之间闹矛盾，这与做媳妇的个人道德修养有很大

的关联。因此，要解决妯娌关系不和的问题，首要之点就是提高做媳妇的个人道德修养，也就

是像前面谈到的“姑嫂”关系一样，妯娌之间也要把对方当作亲姐妹一样对待。这便是中国社

会舆论主张的“妯娌”关系的相处之道。人们喜欢妯娌间相互称呼“姐妹”，就是这一主张的

体现。比如，弟媳可以随夫称哥哥的妻子为“嫂子”，随子称“婶子”，但是见面直接称“姐姐”

或“名字＋姐”，则显得更加亲密。做“嫂子”的，当然对弟弟媳妇也要称呼“妹妹”了，只

不过是随夫，在“妹”字前加个“弟”字，称其为“弟妹”。不要小看这类称呼，它对拉近彼

此的情感距离有很重要的作用。当然，除此以外，最重要的还是彼此像姐妹一样的日常相处，

做“嫂子”的对“弟妹”要多加关爱，做“弟妹”的对“嫂子”要多加敬重，有事共商，有难

相帮，有喜同庆，有利互让。这种亲密的妯娌关系不仅是公婆和丈夫们所乐见的，也是中国社

会最为赞赏的。

以上所谈的“姑嫂”和“妯娌”两种关系，相同之处是双方都是女性，不同之处是，“姑嫂”

关系的“姑”出嫁后就与“嫂”不在同一个宗族内生活了（五服12以外的同宗除外），而“妯娌”

则自始至终都在同一宗族内部生活，她们要面对同一个公婆，面对共同的利益分配和其他共同

的问题，因而产生摩擦和矛盾的机会就会相应多一些。和“妯娌”关系相比，姐妹的丈夫之间，

亦即“连襟”关系，因为不在同一宗族内部生活（除了姐妹嫁给兄弟的情况），只是在妻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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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相聚或其他必要出席的场合才会相处，一般都没有同一利益分配的牵扯，因而相处起来就

简单得多。

（三）男女有别

此项原则是针对亲戚中所有的异性关系的，不仅包括平辈的，也包括辈际的。这里所谓

的男女有别，既不是指男女生理构造和心理状态的区别，也不是指“男主内，女主内”的社会

分工不同，而主要是指严守传统儒学文化所规定的男女之大防。具体地说，就是亲戚中除非可

以通婚的异姓男女之间，一般的不能通婚的或已婚的男女，都必须要做到“男女授受不亲”。

什么叫“男女授受不亲”？“授受”就是“给予”和“接受”，“不亲”就是不能亲手传递。男

女之间的交往连亲手传递物品都不可以，其他的言行举止就更不用说了。比如不能坐在一起，

不能共用同一个衣架，不能共用餐具和梳洗用品用具，不能通用一个厕所，男子不能让庶母（包

括继母）洗内衣，不得进入已婚女子（也包括姐妹）的卧房，叔嫂不能相互问候，甚至男人之

间的话和女人之间的话都不得相互交流等等，这些在古代中国儒学经典中（如《礼记》）都有

过明确的规定。男女之间的礼仪规范有那么多具体的禁忌，这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是没有的。

不过，即使在中国，如果请一位普通公民详细精准地讲述一下这种传统的儒学文化中的男女之

大防，恐怕也会很困难。但是如果用现代语言简单地做个概括，那肯定会有很多人都能说明，

这其实就是规定了不能通婚或已婚的男女之间不能有任何使人产生性联想性欲望的言谈举止，

更不能有实质性的肌肤接触和性行为，尤其是家族或亲戚男女之间，更是如此，否则便是“淫

秽”、“乱伦”，被认为大逆不道。

家族中有血缘关系的近亲男女之间（如祖孙、父女、母子、姐弟、兄妹等），如果突破传

统的男女之大防，发生性关系的，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在中国都是不被允许不可原谅的，往

往被视为禽兽不如，必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甚至律法的追究。这一点是不容置疑，非常清楚

的。但是，如果成年异姓的家族成员或亲戚男女之间发生同样的行为，社会态度会怎样呢？我

们这里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日本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古代著名的小说《水浒传》，小说中的

人物和故事基本都来自生活的真实和民间的传说，其中两个“叔嫂”关系的人物，即武松和潘

金莲，想必很多日本人也都很熟悉。打虎英雄武松，面对美丽的嫂子对自己吐露爱慕之情和种

种性的暗示，毫不动心，并且还好言相劝嫂子安分守己，跟哥哥好好过日子。武松坚守住了作

为小叔子的本分和道德底线，被作者13以赞赏的笔触给予了肯定，使其与《三国演义》中的关

羽14一起，双双成为了严守儒学“男女之大防”这一伦理道德规范的顶天立地男子汉的典型形象，

并经过数百年来一直为人们广为传颂，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在亲戚间的男女关系上对坚守传统儒

学伦理道德规范的高度认同，并表明这一社会认同时至今日也无大变化。

但是从反面的角度看，情况就不同了。潘金莲作为与武松对立的形象，她对年轻英武、

豪气风发的小叔子武松一见钟情，置作为嫂子的尊严与道德规范于不顾，期盼以暗地发展“叔

嫂恋”的方式满足自己作为女人的自然情欲。此种情节已经构成了对传统儒学“男女之大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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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道德规范的背叛，在传统社会中，这种表现一旦被人知晓，肯定会遭人耻笑，并为夫家

乃至社会所不容。但是如今，社会态度已经出现了不小的变化。许多现代文学评论认为，潘金

莲是被迫嫁给武松的哥哥武大郎的，她与武大郎之间并没有爱情。假如潘金莲的故事截止真心

爱慕武松，勇敢追求爱情，没有害死亲夫武大郎的话，那么她还是很值得同情的。对现代中国

人来说，爱情是高尚的，恩格斯（公元1820-1895）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说的“没

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早已深得人心，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应有追求爱

情的权利，只要这种追求的过程不是故意放纵情欲，没有危及他人的财产、健康和生命安全，

无论与对方是否亲戚关系，都是值得理解和尊重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水浒传》作者笔下的潘金莲在遭到武松的拒绝和警告后并没有止步，

她选择了移情于具有权势背景的富豪西门庆，并为了与西门庆长相厮守而与其合谋杀害了不称

心的丈夫，于是，如此的潘金莲就只能走向了社会所不齿的罪恶形象，以至于小说情节发展到

武松杀嫂，为兄报仇，作为现实中的受众仍然不觉解恨，直接将其归入反面典型之列，把现实

生活中与亲戚乱伦或出轨的的女人统统骂作“潘金莲”，使“潘金莲”这一名字成了的无人不

晓的“淫荡”、“放纵”妇女的代名词，这也许正是小说作者所希望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吧。

前后两个潘金莲，反映了现代中国人两种不同的态度。如果仅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亲戚

关系“男女有别”的角度看，前一个潘金莲是最为切题的。可惜的是，这一个潘金莲并不是完

整的文学形象，人们对她“叔嫂恋”式的爱情追求虽说充满了同情，给予了极大的宽容，但是

却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赞赏和肯定。和一直受到人们敬仰的武松形象相比，这一个潘金莲虽说

并没有像后一个潘金莲那么讨人嫌，但显然也不是人们所喜爱的。

现实生活里，事关“男女之大防”的亲戚关系中，人们最不能容忍的是存在辈际关系的

男女亲戚发生突破男女界限的行为了。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不仅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的

道德规范，而且还触犯了“上下有等”的等级原则，这在古代就等于是罪上加罪，不可饶恕，

即使在现代不受法律追究的话，也会遭到社会的鄙视，不仅使个人丢尽脸面，家族和子女也会

因此蒙羞。

对于平辈亲戚之间的男女关系，中国人一般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未婚的“堂”、“表”

兄弟姐妹，前者只要出了五服，后者只要出了三服15，无论古今都是被允许的16，只要征得家

长的赞同，他们之间的谈情说爱是不会受人非议的，非但如此，一旦成婚还会被认为亲上加亲，

喜上添喜，受到家族内外、乡亲邻里的欣羡祝福。但是对不允许通婚的“堂”、“表”兄弟姐妹

谈情说爱、谈婚论嫁乃至发生性关系，中国人是坚决反对的，认为属于“乱伦”或不合规矩。

因此，除了双方家长极力主张联姻之外，社会上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我们经常

在现实生活里遇到两个相爱的人为了保密而谎称“表兄”、“表妹”的，因为这样可以有效避免

被人认为恋人而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同时还可以根据远表亲亦可通婚的古今不变的原则为一旦

恋情暴露而留出了足够的道德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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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辈的男女亲戚关系中，男子与妻子姐妹（姨子）的关系、女子与丈夫兄弟（叔子）的

关系是中国人最为关注的。他们之间虽然大多都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一旦出轨，对家庭

的和谐稳定和家族的荣誉破坏力是很大的，所以社会上这种关系的男女亲戚相处，一般都很注

意自我控制，保持必要的生理的和心理的距离，以免被人误会、误解。中国人的生活里，流传

着很多描写有关此类男女亲戚关系的民间故事、民间戏曲和影视文学作品，其中不乏突破“男

女之大防”内容的，情节有曲有折，结局有喜有悲，很受大众喜爱，用现代流行语来说，就是

很“吸睛”17。但是这类内容的文学艺术作品多，并不能说明这类的社会现实很多；它们被“喜

爱”和很“吸睛”也不能证明人们的道德取向。正像前面提到的小说《水浒传》一样，发生在

武大郎、武松、潘金莲和西门庆四个人物之间的故事，戏剧性很强，很有欣赏性，所以人们喜

闻乐见。但是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必须面对类似武松和潘金莲一样的平辈亲戚关系时，恐

怕绝大多数会选择做守规矩的武松，而远离潘金莲的。

（四）亲疏有异

这一原则的意思是说，即使是亲戚之间也要有“亲疏”之别，不能不加区别的同样对待。

中国著名学者易中天在他的《闲话中国人》中这样说过，中国人交往讲究“分内外”，“别亲疏”，

“内外有别”；“内”则亲则近，叫作“亲近”；“外”则疏则远，叫作“疏远”18。这里的“内外”，

最初是指父系的“宗亲”（或“血亲”）和母系的“外亲”（或“姻亲”），也就是我们所讨论的“亲”

与“戚”。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除此以外，“内外”还有延伸意义，“内”可以指圈

内的人、熟人；“外”可以指圈外的人、陌生人。在国际交往中，“内外”也可以指国人和外国人。

中国人交往的确讲究内外有别，主要表现也的确是别亲疏，也就是亲疏有异。但是不能

简单地把“亲”和“疏”看作是情感距离的两极。事实上，无论“亲”、“近”与“疏”、“远”

或是“亲近”与“疏远”，它们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只是表示亲近情感的程度不同而已。至

于究竟怎样不同，那要由双方相对的性质来决定了。

另外，“亲疏有异”表现于亲戚内部，也不能简单地认作只针对“内”（宗亲）和“外”（外

亲）这一组相对关系的，事实上，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其他不同性质的相对关系，其态度也是

有“亲”、“近”与“疏”、“远”的差异。我们以下列出的九组相对关系就都存在着“亲疏有异” 

的表现，在社会也很有普遍性，具有很强的认识和实践价值。

（1）宗亲者近，外亲者远19。正如上文所述，这是最主要的，表现也最为明显。比如，夫

妻没有子女，想从亲戚家里过继一个男孩子继承家业、延续香火，第一考虑的就是侄子（丈夫

亲兄弟的儿子）或堂侄（丈夫堂兄弟的儿子）。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侄子或堂侄属于血亲，“血

浓于水”，不仅情不可分，而且不会改变宗姓。当然，如果同宗侄子辈中实在没有合适人选的话，

外亲中的晚辈（如“外甥”，即丈夫亲姐妹或堂姐妹的儿子）也可作为人选，但是相比之下，

中国人还是觉得同宗人选更为亲近适合。再比如，叔叔和舅舅都生病了，在舅舅有子女和宗亲

晚辈的情况下，中国人一般都会选择去为叔叔侍疾。但是如果舅舅身边没有子女和宗亲晚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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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般都会毫不犹豫地去为舅舅侍疾了。所以，对宗亲和外亲究竟怎样表现亲疏，这要看具

体情况。上述过继义子以立嗣，牵涉到了利益分配，必然要分清“亲疏”。在维护伦理规范和

礼仪的态度上，对宗亲要严格一些，是为“亲”；对外亲要宽松一些，是为“疏”。这一点表现

得也比较明显。比如侄子违背家规了，做叔叔的可以严加训斥；外甥也违背家规了，做舅舅的

就不能那么严厉了，相比对待侄子要客气得多。至于其他无关的境况，中国人实际上并不是那

么强调“亲疏”的。比如过年过节时，对于宗亲和外亲的长辈都应该去拜访，也都应该备上价

值差不多的礼物，一般都不会厚此薄彼。单独相处时，对待宗亲和外亲更是都很热情，以礼相

待，不会热一个，冷一个，使人感觉出“内外有别”，让人心情不快等等。

（2）同性者近，异性者远。对同性和异性的亲疏有异，也就是前文所述的“男女有别”。

这里的“异性者远”并不是使人疏远异性亲戚，而是和同性相比较，要求与异性相处时一定要

控制好彼此生理和心理的距离，严守“男女之大防”。

（3）志同道合者近，志不同道不合者远。很多中国人都熟悉《论语》中的一句话，叫“道

不同不相为谋”20。意思是说，走不同道路的人，就不能在一起谋划。后来经常用来表示有不

同志向的人就不会共同处事，互为参谋。其实亲戚关系中也是如此。志向相同的亲戚，自然喜

欢相互走动，情感也就自然很亲近。志向根本不同的亲戚，到了一起也说不到一块儿，甚至还

会发生争执，自然也就不情愿相互走动，情感也就会越来越疏远了。

（4）情趣相投者近，情趣相左者远。这种亲疏表现，主要存在于亲戚中未成年和老年群体。

因为情趣内容的生活是他们最为关注的，因而就很喜欢与有共同情趣的亲戚交往，情感的距离也

会因此而拉近。相反，不喜欢甚至讨厌对方的情趣的，与之接触就会较少，情感自然也会疏远了。

（5）长所亲者近，长所疏者远。这里的“长”，是家长，一般指父母和祖父母。家长们所

喜欢亲近的人，作为晚辈，出于对家长的亲情，自然也会随之喜欢亲近他们。相反，家长们不

喜欢亲近的人，作为晚辈也会随之疏远他们。这里所说的亲疏对象的“人”，当然是亲戚，也

可以泛指社会上的人们。这种传承式的“亲疏”选择，有“孝道”因素，在中国很有特色。但

是，现在的年轻人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喜欢“我的情感我做主”，因而依家

长情感以别亲疏的也就越来越少了。

（6）有德有才知书达礼者近，无德无才少教无知者远。中国有一句流传了至少一千七百

多年的名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21，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字面意思是说靠着朱砂的

会变红，靠着墨的会变黑。但其真正的意义是比喻义，即指接近好人可以使人变好，接近坏人

可以使人变坏，提醒人们注意客观环境对人的重大影响。这句名言之所以流行这么长久，毫无

疑问是因为中国人都认为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因而对其深信不疑，并极力加以实践。因

此，在亲戚关系的交往中，对于那些有道德、有才能、重学识、讲礼仪的人，人们往往会将其

归为褒义的“朱”类，希望与其多来往多亲近，以使自身修养得以提高。相反，对那些没有道

德、没有才能、缺少教养和不学无识之徒，往往都会将其归入贬义的“墨”类，人们对其唯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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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之不及，自然就不会有谁还愿意与他们亲近了。这里对后者“墨”类人物的“疏远”就不可

能与“亲近”只是情感程度稍有不同了，而是有了明确的“远离”含义。我们在生活里经常遇

到这样的景象，家长认定某人（包括亲戚）属于“墨”类，于是就对后辈发出警告：“以后不

要跟这种人来往，最好躲他远远儿的，不然会学坏的！”这一情景正是此种依人品而区别“亲

疏”的典型表现。

（7）勤而思者近，嬉而随者远。唐代有一位大文学家叫韩愈（公元768-824年）的，在他

的《进学解》中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是说，

学业由于勤奋而专精，由于玩乐而荒废；德行由于独立思考而有所成就，由于因循随俗而败坏。

中国人对此言也大多是耳熟能详，并也坚信推崇，极力践之。在亲戚间的交往中，人们对努力

勤奋、善于思考的人十分敬佩，因而喜欢与其亲近。对整天嘻嘻哈哈无所事事而且甘愿流俗不

思进取的人，人们非常讨厌，常批评他们“没有正型儿”，因而也就很少有人真心愿意与其亲近。

但此类人，在宗亲礼节性的交往中，如若能够接受善意的劝告而改正自新的，那么当然还会赢

得亲戚们的敬重的。如若痴迷不悟，堕落至上文所说的“墨”类人物，那就连最该亲近的宗亲

也会与之越来越疏远了。

（8）重义轻利者近，见利忘义者远。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2，意思

是说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这便是中国人所常说的传统儒学“义利”价值观，

亦即“重义轻利”。日本人大多所熟知的《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在中国人的心中就是这种“重

义轻利”的典范。关羽面对曹操给予的美女、财宝、官爵毫不动心，挂印离开曹营，千里走单

骑，过五关斩六将，护嫂寻兄的故事，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们在为故事中的刘备有这样

一位“义”气冲天的好兄弟而庆幸的同时，也在现实中期盼自己身边也有如此“重义”的亲戚

朋友，并希望与其亲密交往。当然，与“重利轻义”相反的“见利忘义”者，中国人一般都很

鄙视，称其为“小人”，也就是极其自私的、虚伪的、可恨的、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出卖一切

的伪君子。对这样的人，包括亲戚在内，自然也都不愿意与其交往，希望越疏远越好。这种性

质的“疏远”，当然也是含有很强的“远离”意义了。

（9）富而乐施者近，贫而怠惰者远。我们在前文曾经谈到中国人也很喜欢富亲戚，并愿

意与其亲近，但这样的富亲戚绝不是那种眼中只有财富的“拜金主义”者，而必须还是乐于行

善积德、喜欢帮助他人（特别是穷人）的“善人”。这样的富亲戚，在亲戚中毫无疑问很有人缘，

很受爱戴。而对于穷亲戚，中国人也不是一概的排斥，不愿意亲近，这要看穷亲戚是否自信自

强奋发向上了。如果有脱贫的可能和条件，但是仍然因自身怠惰且安于贫困甘愿苟活，这样的

穷亲戚，中国人一般都很瞧不起，更不用说与其亲近了。

以上种种有关亲戚之间相处注重“亲疏有异”原则的表现，以及前面所描述的注重“上

下有等”、“长幼有序”和“男女有别”等原则的种种事象，对中国人来说，当然早已习以为常。

但是对于日本人，了解并加以利用，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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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交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即有关中国人在血缘关系

交际中所注重的道德和礼仪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其中既有中国人多少年来一

直坚守的传统元素，也有很多国际普遍认同的现代化元素。同时，它们在城市社会与乡土社会、

老年群体与青年群体、高学历群体与低学历群体之间，又有着不同的表现。这些都极具中国色

彩。鉴于篇幅有限，本文对此虽然无法做到全面详尽的描述，但相信读者还是可以以小见大，

窥视出其概貌的。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血缘关系的国家。这一点，作为外国人，只要和中国人有所接触都

会很容易感受出来。日本人和中国人交往，由于普遍具有一定的儒学文化知识的基础，因而与

欧美人相比，对中国人表现在血缘关系交往中的传统文化部分，理解起来就更为方便和容易。

但是，由于日本自古以来血缘观念就很淡薄，加之在吸收国际现代化交际文化上又与中国不尽

相同，因而如果不注意与中国人在血缘关系交往中的区别，也还是很容易出现交际问题的。希

望本文能对愿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和愿意与中国人交往的日本朋友在这一方面有所助益。

註：

1）  有关内容可参见《礼记 ·内则》。（陈戍国著《礼记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5月第1版第
192-210页）
2）  这些规矩均出自于《礼记 ·内则》。
3）  参见王德有、陈战国主编《中国文化百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04页。
4）  此帖作者不详，版本很多，笔者引用时对其中文字不妥之处做了一些修改。
5）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记述了汉代献帝建安时期（公元
196-220）发生在庐江的爱情悲剧故事：庐江小官吏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因为不讨专横暴
虐的焦母的欢心而遭到休弃，回娘家后又因不肯改嫁而被逼无奈投水自尽，与爱妻情投

意合的焦仲卿闻情后悲愤交集，也在庭院的树上自缢殉情了。 
6）  此语出自《增广贤文》，原句是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世间最难得者兄弟 ”。意思是 “天
下没有不对的父母，世上最难得的是兄弟姐妹 ”。《增广贤文》最早见于明代万历年间，
是中国古代儿童启蒙书目，作者不详。
7）  《汉语大词典》，（中国）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9月第2版第10卷第346页。
8）  《辞海》，（中国）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1697页。
9）  “宗亲 ”与 “外亲 ”之说，参见《辞海》，（中国）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
第1697页词条 “亲属 ”：“中国古代法律根据宗法制度与男尊女卑原则，将亲属分为宗亲
与外亲 ”。“血亲 ”与 “姻亲 ”之说，参见杨威著《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透视》
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96页：“所谓 ‘亲属关系 ’，既包括血亲（父系亲属）关系，
也包括由于婚姻的缔结而生成的姻亲关系。”
10） 李毓秀（清）《弟子规》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编印，2006年12月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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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男人和妻子父母（岳父、岳母）虽说也是辈际的关系，但在中国属于家庭内部关系。
中国人都说人人都有两对父母，就是指除了亲生父母之外，男人还有岳父、岳母，女人

还有公公、婆婆。男人结婚娶了媳妇，媳妇是属于丈夫的家人了，虽然不像日本一样更

改姓氏，但是一定要随丈夫，把公婆当作亲生父母对待。做丈夫的也一样，虽说不和岳

父母一起生活，但是也要把岳父母当作亲生父母来孝敬。尤其是因为妻子是独生女而 “反
嫁 ”到妻家（汉语叫 “倒插门 ”）的男人，不仅如此，还要把自己的孩子的姓氏改为妻姓，
以延续妻家的香火以尽孝道。所以，严格地说，男人与岳父母的关系不在亲戚关系之列，

也不能被视为亲戚中的辈际关系。
12）  “五服 ”是指包括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自身等五代家族。中国传统文化是
反对同宗通婚的，但是出了五服的两性通婚一般是被认可的。
13）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至今没有定论。有三种说法：一说罗贯中；二说施耐庵：三
说罗贯中和施耐庵合作。也有人认为，罗贯中和施耐庵实际上是同一个人，施耐庵是罗

贯中的笔名。
14）  据中国古代著名小说《三国演义》中描述，关羽在曹营时，故意被曹操安排与嫂夫
人（关羽的义兄刘备的两位夫人）共用同一卧房，结果关羽毫无杂念，安顿好嫂夫人安

歇之后，彻夜守在卧房外，为嫂夫人站岗。这一举动，使曹操深受感动。
15）  三服就是祖父、父亲和自身三代家族。
16）  事实上，只跨了一辈的表兄妹，在古代就有联姻的。比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他所钟爱的林黛玉和后来娶的夫人薛宝钗都是他的表妹。前者是姑表妹，后者是姨表妹。

表兄弟姐妹属于异姓男女关系，他们之间通婚是符合古老的 “同姓不婚 ”的传统婚制的。
但从优生优育角度考虑，中国民间大多都以出三服为表亲联姻的基准。这一基准，现已

被列入中国的婚姻法（中国婚姻法第七条明文规定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禁止结婚 ”）。
17）  吸睛，现代流行词，是吸引人、引人注目的意思。
18）  易中天著《闲话中国人》华龄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209页。
19）  此处的 “近 ”，是指 “亲近 ”；“远 ”，是指 “疏远 ”。以下相同。
20）  此语出自《论语 ·卫灵公》（15.40）——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
21）  此语出自西晋时期文学家、思想家傅玄（公元217—278年）的《太子少傅箴》：“故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
22）  此语出自《论语 ·里仁》（4.16）——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德有、陈战国 主编《中国文化百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
2．汤一介、张耀南、方铭主编《中国儒学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3．尚会鹏 著《中国人与日本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4．王宁 主编《评析本白话十三经》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
5．陈戍国编著《礼记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5月第1版
6．张燕婴译注《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1版
7．杨威著《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透视》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8．喻怀澄 编著《历代名言佳句欣赏词典》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 111 ―

关于中国人的血缘关系交际（下）

9．武冈子 主编《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
10．常建华 撰《中华文化通志第5典 ·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11．徐梓 撰《中华文化通志第5典 ·家范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12．胡戟 撰《中华文化通志第5典 ·礼仪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13．易中天 著《闲话中国人》华龄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14．曹德本 著《中国传统文化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15．秦弓 著《中国人的德行》华龄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16．孙荪 主编《论中国人现象》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17．（美国）埃德温 ·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马里厄斯 ·詹森 (Marius B.Jansen) 著
《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18．肖群中 著《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19．刘忠信 主编《社交大全》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
20．李元授、郭友鹏、杨智敏 著《交际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21．黄钊 等著《中国道德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22．乔继堂 著《中国人生礼俗大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
23．杨志刚 著《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24．古田暁　監修／石井敏、岡部朗一、久米昭元　著『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有斐閣1998年2月改訂版

25．费成康 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26．张岩松编著《现代交际礼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3版
27．贾玉新著《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28．王福祥、吴汉樱编《文化与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1.30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1.30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6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2.0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5c4f5e55663e793a3001901a8fc775355b5090ae4ef653d190014ee553ca901a8fc756e072797f5153d1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3006b00e60072006d007600690073006e0069006e0067002c00200065002d006d00610069006c0020006f00670020006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64006900650020006600fc00720020006400690065002000420069006c006400730063006800690072006d0061006e007a0065006900670065002c00200045002d004d00610069006c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400610073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00073006f006c006c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on-screen display, e-mail, and the Internet.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60069007300750061006c0069007a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65006e002000700061006e00740061006c006c0061002c00200063006f007200720065006f00200065006c006500630074007200f3006e00690063006f00200065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7300740069006e00e90073002000e0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c002000e0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10066006600690063006800e90073002000e00020006c002700e9006300720061006e002000650074002000e0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5006e0076006f007900e9007300200070006100720020006d00650073007300610067006500720069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c0061002000760069007300750061006c0069007a007a0061007a0069006f006e0065002000730075002000730063006800650072006d006f002c0020006c006100200070006f00730074006100200065006c0065007400740072006f006e00690063006100200065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d654ba740020d45cc2dc002c0020c804c7900020ba54c77c002c0020c778d130b137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weergave op een beeldscherm, e-mail en interne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73006b006a00650072006d007600690073006e0069006e0067002c00200065002d0070006f007300740020006f0067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5007800690062006900e700e3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5006c0061002c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5002d006d00610069006c007300200065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1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6e00e40079007400f60073007400e40020006c0075006b0065006d0069007300650065006e002c0020007300e40068006b00f60070006f0073007400690069006e0020006a0061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690069006e0020007400610072006b006f006900740065007400740075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61007400740020007600690073006100730020007000e500200073006b00e40072006d002c0020006900200065002d0070006f0073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7000e5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JPN <FEFF753b97624e0a3067306e8868793a3001307e305f306f96fb5b5030e130fc30eb308430a430f330bf30fc30cd30c330c87d4c7531306790014fe13059308b305f30813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9069305730663044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92884c306a308f305a300130d530a130a430eb30b530a430ba306f67005c0f9650306b306a308a307e3059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