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從文化對比到語言對比： 
從動物詞彙所代表之文化意涵談起 

 

 
  在各民族的語言中，動物詞彙佔有一定的地位，這是由於在生物界，

動物與人類十分相似，雙方間的關係也相對地較於密切，在學習語言的過

程中，除了不可忽略對動物詞彙的認識外，更須注意它背後所帶的文化意

涵。俄漢民族有著不同的生活地域、風俗習慣、居住環境及心理狀態，縱

使，在現實環境裡擁有同一種動物，但進入語言系統後，卻可能產生相同

或相異的感情色彩與評價。所以，在這章裡，將對動物詞彙之文化意涵的

意義與產生來做研討，並就俄漢語成語中的動物詞彙進行比較。  

正如本章標題所言，在討論的過程中將從文化對比切入，比對各種動

物在俄漢文化中的異同，再探討他們如何體現於俄漢成語當中，因此，文

化對比將是本章的重點。  

 

 

第一節 動物詞彙的文化意涵之意義與來源 
 

在學習語言的詞彙過程中，常會產生一個問題：為什麼「動物」被使

用在成語組成上的頻率這麼高？答案是顯而可見的，動物與人的關係十分

密切，從一方面說來，人類是由猿演變進化來的，另一方面，從古至今，

人以動物之肉為食，以動物之皮為衣，以動物之勞動而行，因此，在許多

民族的成語中，都有以動物為形象的成語。人們根據各種動物的型態特徵、

生活習性創造出各式各樣的成語，表達自己對人或生活中某些現象的好惡

褒貶，換句話說，人類用動物「具體」的形象來表達自己主觀而「抽象」

的心理狀態。在各國語言系統中，包括俄、漢語，成語都表現了上述動物

詞彙的特色，而它們與民族傳統的文化思想相互契合，且賦予深厚的文化



意涵。  

究竟「動物詞彙的文化意涵」為何？它們又是如何產生的？要回答這

兩個問題之前，必須先了解何謂「文化意涵」。根據國情語言學的奠基著作  

«語言與文化－作為外語的俄語教學中的語言國情學»（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文化意涵指的就是詞彙的內涵意義（коннотация），藉著

「聯想」（ассоциация）來表現出對某種客觀事物自然的情感和評價。阿赫

馬諾娃（О.С.Ахманова）曾如此定義：「內涵意義是在詞彙的基本意義之

外所添加的內容，修飾不同程度的情緒，用來表達不同的感情、評價⋯」1

在國情語言學的領域裡，這些感情與評價被歸入文化的層面，扮演文化大

使之角色。所以，內涵意義在國情語言學中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的課題，

本論文也需要借助它來探討語言與文化的關係。  

  在各語言中，常常會利用動物本身所固有之形象，來描寫人的性格特

徵。這是因為動物有著鮮明的外表與習性，對於詞彙的內涵意義之發展，

具有很豐富的可能性。例如，對於俄國人而言，豬（свинья）的形象具有

肥胖的特質（толстый），因而延伸出「像豬一樣胖」（толстый как свинья）

這樣的形容。又如：老鼠（мышь）在俄國人心中是安靜、敏捷的象徵（тихий, 

быстрый）；鵝（гусь）則是有點狡猾的、滑頭的、不可靠的（плутоватый, 

ненадёжный）。2在言語交談時，這些動物性特質雖隱藏在語言背後，卻始

終穩定地存在著，並成為語義之形象表達的主導思想。 

正如以上所言，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而詞彙所蘊含的文化意涵更為豐

富，因此，常可從詞彙的內涵意義中，去探究詞彙的文化意涵。下面就以

「狼」的內涵意義，來說明動物詞彙在俄語中的文化意涵是如何積累而成

的。 

在奧日苟夫（С.И.Ожегов）於一九八一年所編的«俄語字典»（Словарь 

                                           
1見註 2, с.106. 
2Апресян Ю. Д.  «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а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М., 1995, 
с.162~165.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狼」這一詞彙的定義為：3 

“狼⋯兇猛的動物，屬於犬科。”  

（Волк... Хищное животное, родственное собаке.）  

在這簡潔的定義中就已反映出「兇殘的」（ хищный）、「動物的」

（животный）、「犬科的」（собачий）這三個詞彙，如果再分別查閱「猛獸」

（хищник）、「動物」（животное）、「犬科」（собака）等詞彙，可發現這些

詞彙的意義皆進入「狼」的思維結構中： 

 

猛獸：１．兇殘的動物。２．轉義，只靠剝削、搶奪或鯨吞的

人 。（ Хищник...1.Хищное животное.  2.перен...Тот, кто 

наживается на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и ограблении кого-нибудь, на 

расхищении...）  

由「猛獸」這個詞彙引申出： 

貪婪、不誠實、卑鄙的、做些搶奪的勾搭。 

（жадный, нечестный, подлый, занимающийся разбоем, 

грабежом）  

 

  由「動物」這個詞彙引申出： 

會動的、非人的、不文明的、笨拙的等等。 

（Животное: подвижный, н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грубый, неумелый и 

др.）  

 

  由「犬科」這個詞彙引申出： 

野獸的、靈巧的、有時遭到不實指控的、有經驗的等。 

（Собака: хищный, ловкий, подвергающийся иногда ложному 

обвинению, опытный и др.）  

                                           
3Ожегов С. И.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81. 



 

這些思維成分積累在狼這個詞彙的語義中，當需要反映人的情緒、評

價、想法、關係時，就可以自由地使用它們。綜觀之，動物詞彙利用其內

涵意義，十分靈活地在語言系統中運作，尤其在成語的構成上提供了豐富

的引申意義。從一九五五年再版的達利（В.И.Даль, 1801~1872）«活用俄

語詳解字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裡，可找

到更具有表達力的佐證。「狼」在達里的字典中佔據著很大的篇幅，且有不

同的轉義形象，這裡將只舉出幾個帶著成語實例的句子：Знать волка и в 

овечьей шкуре.（認清披著羊皮的狼。）表達出狼「狡猾的」（хитрый）文

化意涵；Он волком глядит.（他像狼一樣陰沉地望著。）表達出狼「不可

靠的」（ненадёжный）文化意涵；Сытый волк смирнее ненасыт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吃飽的狼比貪婪的人溫順。）表達出狼「貪婪的」（ненасытный）文化

意涵。
4 

  於此，必須特別強調地是，對某一個民族文化的語言環境越「本土的」

（природный）動物詞彙，總是能夠比「外國的」（экзотический）動物詞

彙轉造出更多的成語。如牛、羊、狼、貓、狐狸、熊、豬、狗等這些與俄

國民族較親近的動物，出現在俄語成語的比例較高，且其來源多與民族風

俗、日常習慣有密切的關係。而蝗蟲、駱駝、多頭蛇、龍、鯨魚、鱷魚、

扁角鹿、孔雀、烏龜（акрида, верблюд, гидра, дракон, кит, крокодил, лань, 

пава, павли, черепаха…）等這類較少見的、異國的、甚至不存在於世上的

動物，則在俄語成語中出現的比例較低，僅見於文獻中。例如： 

    питаться акридами 源自«新約»馬可福音第 1 章第 6 節，直譯是用蝗

蟲糊口，引申意為生活貧困、過著半饑半飽的生活、艱苦度日之意; 

    посеять зубы дракона 出於希臘神話，它直接的意義是播種龍牙，常

引申為引起仇恨、糾紛、紛爭; 

    Три кита 來源為古天體學說(древние космогонические сказания)，直

                                           
4Даль В. И.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95. 



譯是三隻鯨魚，實際上指的是三個重要的基礎; 

    Крокодиловы слёзы 源自十七世紀«在葡萄牙前任外交使節的故事»

（Повести бывшего посольства в Португальской земле），直譯為鱷魚眼

淚，指偽善的、假裝的憐憫，用來諷刺假慈悲之人。  

 

  假若自本論文所蒐集的含動物詞彙之俄語成語彙編（見附錄，頁

99~115）觀之，可明顯看出一個民族越習以為常、在生活中越為人所知的

動物詞彙，比越新奇或只出現於書中的動物詞彙，進入語言中作為成語成

分的機率明顯高出許多，這可由一般字典或成語字典中動物詞彙所列舉的

成語數量來證明此說法。 

  經過以上的討論，對於動物詞彙所附含的內涵意義之來源、使用方式

與重要性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接著將實際走進俄漢語動物詞彙的背景世

界，從語言的內容面到形式面，以動物的文化意涵之範疇為基準點，比較

同一種動物表現在俄、漢語中的異與同，進行兩種語言的平行對比，即雙

向對比。為了增加對比結果的豐富性，在比較的過程中，將以俄語對成語

的定義為基準，因之在提到漢語相對應的例子時，將不受漢語成語定義的

限制，除了漢語的四字成語外，也會出現意義不可切分的詞組，在此事先

做說明。  

 

 

第二節 俄漢語動物詞彙之文化意涵及其相關成語之對

比5 

                                           
5 俄漢成語收集自：  
Молотков А. И.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67. 
Огольцев В. М.  «Устойчивые сравн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П, 1992. 
西安外國語學院«漢俄成語詞典»編寫組，«漢俄成語詞典»。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0 月。  

周紀生，«俄漢成語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年 7 月。  
高祥玉、勾樹林，«俄漢圖解成語詞典»。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 年。  
黑龍江大學俄語系詞典編輯室，«大俄漢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  
顏昆陽，«實用成語辭典»。台北：故鄉出版社，1981 年 2 月。  



 

自古以來，人們在長期生活實踐中，發覺動物的秉性和人的品行有些

許的相似，因之，主觀唯心或客觀唯物的把好、壞的品質加在動物身上，

而這不可能和各民族的生活無關。本節將就俄漢成語中所凝結的民族文化

意涵的相同之處，以及其差異進行比較。由於動物種類繁多，為了讓本論

文便於作為日後的參考，所以，以下將動物分為五大類：寵物類、家畜類、

野生動物類、飛禽類、神話類，各類一一列舉幾種較常出現於成語中的動

物以供比較。 

一、寵物類 

１．兔（зайц）  

兔子對於俄漢兩民族有著天壤地別的文化意涵，說到兔子，俄民族首

先聯想到「性格膽小」，且牠還是鬼怪、邪惡的象徵。但漢民族卻會聯想到

「動物敏捷」，牠還有善良溫順的象徵。因此，兔子進入兩民族的語言中，

有著很不同的表現。  

對俄國人而言，兔子象徵著膽小的負面意義，如：труслив как заяц（字

面意義為膽小如兔，相當於漢語的「膽小如鼠」）、дрожать как заяц（像兔

子一樣顫抖）、заячья душа (душонка)（兔子之心，喻指膽小之心）、заячья 

натура（兔子的性格，指膽小的性格）。在俄語口語中，有一個很特別的說

法，用 ехать зайцем 來指不買票搭車，以及 пробраться в театр зайцем 指

看戲不買票，這可說是用兔子的膽怯來形容坐車逃票者與無票混進劇院的

人當時的心情。6由於兔子的體型小，常是大型動物的獵物，因此，牠還有

被追捕、射殺的弱者形象，гоняться за двумя зайцами （企圖同時追捕兩

隻兔子）、убить двух зайцев（一槍打死兩隻兔子，相當於漢語成語「一箭

雙鵰」、「一舉兩得」）。在漢語中，也同樣可找到把兔子視為被追捕的弱者

之成語，不過所產生的成語意義卻大不相同，如：「見兔顧犬」指看見兔子

馬上找狗捕捉，比喻當務之急。然而，「守株待兔」意為守在樹邊等待捕捉

                                           
6茅慧青，＜俄語動物詞彙之性的範疇語轉義用法＞。«俄語學報»第五期。台北：國立
政治大學俄國語文學系，民國 91 年 6 月，頁 121。  



兔子，比喻拘泥不變，或不勞思獲，坐享其成。  

在中國一想到兔，就會和十大節慶之一的中秋節扯上關係，「玉兔搗藥」

是個家譽戶曉的故事。兔是中國人非常喜愛的一種動物，進入成語中，有

著正面的意義，如：「烏飛兔走」這成語中的「兔」，指的也是玉兔，形容

歲月逝去極快；「兔脫」是比喻像兔子那樣快速逃脫，因此，「動若脫兔」、

「兔起鶻落」、「兔起鳶舉」皆形容人的動作非常敏捷快速；「狡兔三窟」則

是用兔子聰明的形象為基礎，比喻防患之計謀周密，隨時有避禍之策，不

至陷入絕境。7 

 

２．貓（кот）  

雖然在日常生活中，俄國人很寵愛貓，但把貓用在成語中，卻帶有狂

亂之意，如：кошки скребут на душе 字面指向貓爪抓在心頭上，表示心亂

如麻；как угорелая кошка，字面解釋為像一隻抓狂的貓，喻指狂亂地東奔

西跑。當含有「貓」詞素時，成語中總帶有貶義，тянуть кота за хвост 形

容人說話吞吞吐吐；кот в мешке 則指不看貨物價值就隨便購買；царапатьс 

как кошка 指人像貓一般好打架、好吵架。另外，貓常喻指女人，如 драная 

кошка 從字面看為破爛的貓，比喻枯瘦、衰竭的女人。對於貓，俄羅斯民

族還有一個特別的迷信，他們相信遇到黑貓（чёрная кошка）是不祥之兆，

因此，чёрная кошка пробежала 黑貓跑過表示兩人之間發生嫌隙。  

對於貓的情感中國人遠不及俄國人。根據調查，如問中國人最喜愛的

動物為何，有１８﹪的人會回答狗，而貓卻只佔６﹪。8在漢語中對貓的反

應不太好，因為貓喜於晚間行動的特性，「夜貓子」指習慣從事夜間活動的

人；「偎灶貓」是用來形容精神萎靡不振的人，起因於貓懶散的外表；9另

外，常戲稱嘴饞的人為「饞貓」。10 

                                           
7李梵，«文字的故事»。台中：好讀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4 月，頁 331~333。  
8陳德彰，＜漢英動物詞語的文化內涵＞。«文化與翻譯»（郭建中編）。北京：中國對外
翻譯出版公司，2000 年 1 月，頁 355。  
9沈錫倫，«民俗文化中的語言奇趣»。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 年 4 月，頁 36~37。  
10楊德峰，«漢語與文化交際»。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3 月，頁 70。  



由於貓會捕捉老鼠，因此，在俄、漢語成語中，貓常與鼠詞素一起出

現，如：俄語成語 играть в кошки-мышки 原指貓捉老鼠的遊戲，後比喻耍

滑頭、捉弄；играть как кошка с мышкой 貓耍老鼠，捉弄人。漢語成語「貓

哭耗子」指非有真意，故作慈悲之狀；「貓鼠同眠」比喻上下狼狽為奸等成

語。以下各舉俄、漢含有貓鼠詞素的例子：  

1.Он наслаждался своими насмешками надо мною, он играл со мной, 

как кошка с мышкой, предполагая, что я весь в его власти.（Дост. 

Ужин. И оскорбл.－俄漢成語詞典，頁 258）  

（他總是拿我來開心，像貓耍老鼠一樣捉弄我，以為我完全聽任他擺佈。） 

2.全都是你搞的鬼，少在那貓哭耗子！（實用成語辭典，頁 661）  

 

除了老鼠，「狗」詞素也和貓同時出現於俄語成語中，例如：жить как 

кошка с собакой 字面意義為好似貓和狗住在一起，有水火不容之意。  

 

３．鼠（мышь）  

老鼠是個盜糧能手，無論是葷是素，牠時時與人爭食，所以，從古至

今，都是人深惡痛絕的。雖然如此，在俄漢文化裡，鼠和兔一樣有膽怯的

內涵意義，譬如：прятаться как мышь，指如老鼠一般膽小地藏匿。而中

國人也用鼠來形容膽小，如：膽小如鼠。  

另外，俄語成語中的鼠還具有以下的文化意涵：кроткий как мышь、

покорный как мышь 形容人束手無策； тихий как мышь 形容人性格安靜。

мышонок, не видавший света 字面解釋為未經世事的鼠崽子，指沒有經驗

的年輕人；надуться как (будто, словно, точно) мышь на крупу 像老鼠一樣

對著大麥生悶氣，比喻滿臉不高興，一副受委屈的樣子。  

雖然鼠在俄漢語中的基本文化意涵相同，不過漢語裡鼠的形象較俄語

裡差，追究其原因不外是所處的地理環境與歷史淵源的不同。因為俄國地

處溫帶及寒帶，相較之下，中國溫暖的多，所以，老鼠也就較猖獗。加上

中國主要以農立國，對於老鼠危害程度的感受當然大於俄國。從下面帶有



鼠字的成語裡，就可看出鼠在中國人心中的鮮明形象，如：投鼠忌器（字

面意義為想要打擊老鼠而擔心擊毀旁邊的器物，比喻做事有所顧忌，擔心

傷害或得罪第三者）、城狐社鼠（喻指有所憑藉而無法驅除惡人）、老鼠過

街（比喻不受歡迎之人），在這裡「鼠」皆指不受歡迎的惡人。賊眉鼠眼、

獐頭鼠目（形容人相貌如獐之頭、鼠之目，十分奸邪）用鼠之眼來象徵邪

惡。鼠還有渺小、短淺、卑賤的意思，「鼠竊狗偷」形容小賊不足為患；「鼠

目寸光」表示只顧眼前的利益，目光短淺；「鼠肝蟲臂」用鼠之肝比喻微末

卑賤的東西。11 

此外，還有一些帶鼠字的漢語成語，也都有著負面的形象，如：「鼴鼠

飲河」比喻所取者很小﹔「梧鼠技窮」是指梧鼠有五技，但卻不能專一，

用以比喻人心計雖多，但一一施盡而無效；「窮鼠齧貍」用以比喻被逼迫之

極，雖知不敵，也會拼命反擊。「鼠牙雀角」、「雀鼠之爭」是由雀和鼠一起

構成的成語，比喻與人爭執、訴訟，是為貶義成語。  

在漢語裡，有一個字和「鼠」有關，那就是「竄」。「竄」是個會意字，

上面是洞穴的「穴」，下面為老鼠的「鼠」，起出專指老鼠亂逃亂跑，後廣

義指一般動物和人。由老鼠愛亂跑亂竄的特徵，產生了「抱頭鼠竄」（形容

人狼狽逃走的樣子）這一成語。12俄國人也注意到老鼠（мышь）愛竄來竄

去，賦予牠沒事裝忙的內涵意義，如：мышиная возня (беготня, суета)意

為老鼠的奔走，指在小事上瞎忙；жизни мышья беготня 從字面看為瞎忙

的老鼠生活，引申意義是沒思想、空洞地活著。下面提供兩例來看看老鼠

的「竄」性，表現在俄語中變成「忙碌」，表現在漢語中則為「狼狽」：  

1.Ленчицкий: Как мне осточертела эта глупая домашняя жизнь! Эта 

мышиная суета, эти ваши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 Я задыхаюсь в этой 

атмосфере!（Ромаш. Бойцы－俄漢成語詞典，頁 63）  

（連契茨基：這種毫無意義的家庭生活使我厭惡極了！這種無謂的忙

碌，還有您的這些親戚⋯我會在這種環境中憋死的！）  

                                           
11見註 42，頁 327。  
12見註 42，頁 327。  



2.蘇軾代侯公說項羽辭：「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

抱頭鼠竄，顛狽而歸。」（實用成語辭典，頁 331）  

 

俄語中還有一個字 крыса 也指鼠，беден как церковная крыса 字面意

義為像教堂的老鼠一樣窮，指人貧困至極；канцелярская крыса 來自於文

學著作，指小官吏。而在漢語的«詩經»裡«碩鼠»篇：「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三歲貫汝，莫我肯顧！」則把統治者比喻成大老鼠，其貪得無饜的嘴臉躍

然紙上。13在俄國人心中，老鼠指示一個不起眼的小官，到了中國，牠卻

成了能左右人民生活的大王，由此可見，其在兩個民族中的文化形象之不

同。  

 

４．魚（рыба）  

俄語中，魚的總稱為 рыба，以魚生活在水中為形象基礎的成語如下：

как рыба в воде 字面解釋為如魚在水中，相當於漢語成語「如魚得水」；

ловить рыбу в мутной воде 從字面看為在混濁的水中捉魚，相當於漢語成

語「渾水摸魚」，плавать как рыба 像魚一般自在地在水中游，形容人的泳

技高超。由此可見，魚進入俄、漢成語中，有著極為相似的形象。各舉俄、

漢一例來比較「魚」進入兩種語言後，使用上的相似：  

1.－А в конном спорте он разбирается? 

     －Вот здесь он чувствует себя как рыба в воде.（УСРЯ14, с.123）  

（－他精通騎馬運動嗎？  

－在這方面他可是如魚得水。）  

2.能取到美嬌妻，王先生如魚得水，開心的不得了。（實用成語辭典，

頁 236）  

 

由於中國的海岸線極長，境內又有許多河川，魚與漢民族的關係一向

                                           
13見註 42，頁 326。  
14Огольцев В. М.  «Устойчивые сравн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П, 1992. 



密切，因此，在俄語中，含有「魚」詞素的成語不如漢語多，所展現的喻

意也不如漢語豐富。特別是漢字的「魚」與「餘」同音，所以，在漢語中，

魚有富足、吉祥的意思。15另外，更有許多以魚依水而生而轉成的內涵意

義，例如：一旦失去了水，魚就無法生存，「水乾魚盡」就是形容生長的環

境被破壞；「枯魚之肆」市場上乾死的魚，形容遠水就不了近火；「枯魚銜

索」枯魚被懸在繩索上，以比喻生命的短促。這都是取魚無水枯死的形象。

反之，如水源充足，魚就可以自在地漫游，因此，「魚水相逢」、「魚水和諧」、

「魚水之樂」用以比喻夫婦和樂；「游魚出聽」是指能讓水裡游的魚出水而

聽的音樂，必是美妙動聽；另外還有以「沉」魚為形象的成語，「沉魚落雁」

源出於莊子，本意為人們心中的美人，魚見後沉入深水中，鳥見後高飛而

去，因為牠們不知其美，藉以說明世間本無真正是非美醜，現用以形容美

人的容貌；既然魚生於水中，攀登樹木而求魚，比喻處事方法錯誤，必定

徒勞無功，這就是「緣木求魚」的淵源；雖然人類很羨慕魚在水中悠游，

但假若只是「臨淵羨魚」，站在水邊，空羨水中游魚，就是比喻凡事憑空想

像，不知努力去求取。  

在俄語中，魚（рыба）還有「沉默不語」的意思，形容人沉默可用 молчать 

как рыба、нем как рыба。其形容詞 рыбий 意指呆板無神的、冷淡的、冷

漠的，故 рыбья кровь 指冷血；рыбья натура 是冷漠的性格；рыбьи глаза

是呆板無神的眼睛。在漢語的魚眼，則有著沒有價值的膺品之意，「魚目混

珠」就指拿魚眼珠混充珍珠，用以比喻以假貨冒充真品。на рыбьем меху

魚皮大衣，比喻不保暖的衣服。16 

在含有魚詞素的俄、漢成語中，有個很特別的現象，就是以魚和冰之

間的關係形成的成語。俄語有個「魚撞冰」的成語 биться как рыба об лёд，

比喻在沒有結果的事情上努力，徒勞而功，或是形容人處於極貧困的生活。

而漢語中則有個「人臥冰」的成語，「臥冰求鯉」用以比喻為孝順父母，不

避艱難困苦。  

                                           
15見註 19，頁 275。  
16黑龍江大學俄語系詞典編輯室，«大俄漢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頁 1980。 



 

５．狗（собака）  

在日常生活中，狗是俄、漢兩民族鍾愛的寵物，許多家庭都喜歡養狗，

視牠們為好朋友，甚至幾乎扮演著家中一份子之角色。然而，狗反映在語

言中，卻與人們的客觀態度有很大的差距，不論在俄漢語中，含「狗」字

的成語多帶有負面意義。  

在俄語中，狗（собака）常用來形容凶惡的人，所以有 злой как собака

像狗一樣凶惡；как собаки 像狗那樣總是吵鬧不休；любить как собака 

палку 字面解釋為像狗對棍子一樣愛，反喻恨之入骨；собака на сене 從字

面看為狗趴在草地上，指自己不吃也不讓別人吃，比喻自己不用也不給別

人用；собаке собачья смерть 字面意義是狗有狗的死法，用於詛咒惡人罪

有應得、不得好死；собачья радость 從字面解釋是狗喜歡的東西，喻指劣

質香腸或煮熟的內臟；как собак нерезанных 意為像未閹割過的狗那麼多，

比喻某種不喜歡的人或物非常多；17нужно как собаке пятая нога 字面意義

為像狗的第五隻腳，指完全不需要；гонять собак 指人無事做而趕狗，形

容遊手好閒；с лихой собаки хоть шерсти клок 字面意義為從惡狗身上拔

毛，喻指不太容易、很難辦到。這些都是貶義的成語。  

從漢語成語看來，「狗」的文化含義也和俄語一樣，常與卑劣、奴役和

輕蔑相聯繫，不過，使用的方向卻不完全相同。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八七

年出版的«中國成語大詞典»收錄的二十九個「狗」字開頭的成語，全是貶

義，如：狗仗人勢、狗頭軍師、狗急跳牆、狗血噴頭、狗尾續貂、狗茍蠅

營、狗頭生角等。18 

在貶損別人時所說的穢語，「狗」也算是普遍的用字之一，例如：俄語

к чертям собачьим 字面意義指去見狗的魔鬼吧，喻指滾開，見鬼去吧！去

他的！漢語則常用「走狗」指責人的背叛行為；「狗奴才」則是極輕視人的

                                           
17見註 10，頁 215~216。  
18見註 45，頁 69~70。  



地位；「哈巴狗」是責罵逢迎拍馬的行為等等。19 

不過，對於狗的內涵意義，在俄、漢文化背景不同的前提下，還是有

些許的差異。俄國的「狗」進入俄語後，在程度上比中國的「狗」地位高

一些，因為在俄語成語中，「狗」還可不帶貶損之意，而被指稱「人」，例

如：каждая собака（每個人）與 ни одна собака（連一個人也沒有）中的

собака 皆指人。在漢語裡「狗」字就無此用法，倒是也用於稱狗的「犬」

字，常於「馬」字連用，通常有謙稱自己之意，如：犬馬之勞、犬馬之心、

犬馬之誠、犬馬之疾、犬馬之齒、犬馬之命等成語。犬馬戀主指屬下不忍

離棄長上的之情，此處則用狗的忠心耿耿來作比喻。由此可看出，狗在俄、

漢語中的位置不全然是貶義的。提供兩個例子來看看「狗」在俄、漢成語

中不帶貶損之意的用法：  

1.Его знали в лицо и пристав, и охранники, да и каждая собака в 

Москве.（А.Н.Толст. Встреча－俄漢成語詞典，頁 553）  

（在莫斯科不論是警察所長，還是警察，甚至是任何一個人都認識他。） 

2.犬馬之疾，何勞您日夜掛慮！（實用成語辭典，頁 476）  

 

另外，俄國的狗還被用於同情、憐憫的處境，如：голодный как собака

（像狗一樣餓），形容極度飢餓；жить как собака（生活得像狗一樣），描

寫生活貧困潦倒；замёрз как собака（凍的要命），表示寒冷難忍；устал как 

собака（累得像狗），形容疲倦已極。20 

與漢語相比，俄語成語中，除了使用狗的總稱 собака 之外，還有不同

性別的稱謂，пёс（公狗）、сука（母狗）、кобель（公狗）都只有負面的形

象。пёс 作個別詞看有爪牙、走狗之意，進入成語後 цепной пёс（惡狗，

指凶惡的、愛吵架的人）、пёс его возьми（活見鬼）、пёс его знает（遭透

了）、пёс с ним 算了、на кой пёс（幹嘛）皆用於極輕浮的口氣；сука 用作

罵人粗話，сукин сын 意為狗娘養的、狗雜種；кобель 則和淫欲產生聯想，

                                           
19見註 44，頁 136。  
20見註 10，頁 215。  



進入成語中，也有鄙夷的貶義，如 чёрного кобеля не отмоешь（生來就是

黑狗洗不白，比喻稟性難移，相當於江山易改，本性難移）。21 

 

６．龜（черепаха）  

現在的中國人一提到龜，就有晦氣之感。其實，龜在古代與麟、鳳、

龍並稱四靈，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就是刻在龜甲和獸古上的。«左傳»

中有「龜兆告吉」之語，說明龜甲有一定的神驗。龜旗在戰國時為大降之

旗，唐代初品官佩戴龜。它還有長壽之意，所以，在漢語成語中，帶龜字

的成語大多數含褒義，如：「龜年鶴壽」表示長壽；「龜龍麟鳳」比喻品德

高尚的人；「龜毛兔角」比喻不可能存在的東西。22龜的名聲變壞是從宋代

開始，牠被比喻為膽小害怕之人，在蘇軾的＜陳季常見過＞中云：「人言君

畏事，欲作龜縮頭」。到了明代更是降到最低，之後就一蹶不振了。23現在

我們常用「龜兒子」、「龜孫子」來罵人。  

另外，由於烏龜的步行遲緩，中國人也會用牠來形容人行動緩慢，不

過，這只是客觀印象，並無以此形象為基礎的漢語成語，倒是在俄國成語

中，可找到證明，例如： тащиться как черепаха（像烏龜那樣爬行）、

черепашьим ходом (шагом)（烏龜步行）、как черепаха（動作似烏龜般緩

慢）。  

 

二、家畜類 

１．羊（коза、овца）  

在俄、漢文化裡，羊都屬家畜。在中國羊歷來是具有吉祥意義的動物，

«說文解字»曰：「羊，祥也。」「祥」字中有「羊」，就是一證。24羊凝聚著

善良、美好、溫順的性格，由羊構成美、善、羨、鮮等字，皆有著肯定意

                                           
21劉光准、黃蘇華，«俄漢語言文化習俗探討»。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年
1 月，頁 26~27。  
22見註 45，頁 75。  
23見註 56，頁 39~40。  
24見註 44，頁 35。  



義。25俄語中，羊進入成語系統中，不只有單詞「羊」，還細分為 баран（公

綿羊）、овца（母綿羊）、козёл（公山羊）、коза（母山羊）、агнец（羔羊）、

ягнёнок（小綿羊），較漢語具多樣化，且各有不同的象徵意義。但只有 овца

（母綿羊）、агнец（羔羊）、ягнёнок（小綿羊）有溫順、馴服的象徵，與

漢語的羊之內涵意義相同，如：овечкой глядеть 指看起來像母綿羊一樣，

形容一副老實相；кроток как агнец（像羔羊一般溫順）；послушен как 

ягнёнок（如小綿羊一樣聽話）；смирный как ягнёнок（像小綿羊一般溫順）。

「犬羊之質」用以形容怯弱無能之性情。  

羊的溫順、聽話帶給人受欺的弱者形象，常為兇猛動物的犧牲品。在

語言中，「狼」常搭配「羊」詞素一起出現，例如在普希金的小說«驛站長»

中，主人翁老驛站長曾告訴女兒杜娘，明斯基不是「狼」，而後當女兒與明

斯基私奔後，又心想著女兒是隻「迷途羔羊」，總會回到他身邊，並以「牧

羊人」自居。普希金很鮮明地使用了「羊」和「狼」的形象來反諷故事的

主人翁。26在俄漢語成語中，也可發現「羊」和「狼」的搭配，如：俄語

的 волк в овечьей шкуре，就指披著羊皮的狼，引申偽君子；漢語的「如狼

牧羊」，指的是不良官吏對待民眾的態度。除了「狼」之外，還可找到與「虎」

詞素一起出現的漢語成語，譬如：「羊入虎口」比喻弱者陷入危險境地或落

入強者手中；「羊質虎皮」喻指外表雄武威猛，而內心卻如羊似地怯弱。27 

此外，由於羊是放牧的動物之一，所以，在俄、漢成語中，都有以羊

遇歧路而走失為形象基礎的成語，例如：在俄語中，用母羊（овца）構成

的成語 заблудшая овца (овечка)，意為誤入歧途的母綿羊，引申為誤入歧

途之人。在漢語成語中，也可找到類似的例子，「歧路亡羊」比喻如做事不

能專一，容易誤入歧途；「亡羊之歎」就以羊走失後的感嘆來形容世事多歧；

「亡羊補牢」喻指事雖失敗，如能及時補救，仍有成功的可能。下面列舉

以羊遇歧路而走失為形象的俄、漢語成語的例子：  

                                           
25見註 56，頁 36。  
26宋雲森，＜重新探討普希金「驛站長」中的悲劇－從小說中的寓言與反諷談起＞。«
俄語學報»第三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國語文學系，民國 89 年 5 月，頁 204~207。  
27見註 42，頁 341。  



1.Едва оправясь от болезни, смотритель ... пешком отправился за 

своею дочерью ... Авось,－ думал смотритель,－ привезу я домой 

заблудшую овечку мою.（Пушк. Станц. смотритель－俄漢成語詞典，

頁 368）  

（驛站長剛病癒，就步行去尋找自己的女兒。⋯驛站長想：「也許我能

把我的這隻迷途的小母綿羊找回來。」）  

2.決定論文之研究方向須謹慎，免得歧路亡羊！（實用成語辭典，頁

403）  

 

俄語中，баран（公綿羊）有傻、憨、倔強的蘊含意義，как баран на новые 

ворота 字面意義是像公綿羊對著新大門傻看似的，指莫名其妙；смотреть 

как баран на воду 從字面上解釋為像公綿羊看水發呆，形容某人頭腦遲

鈍、呆頭呆腦；стадо баранов 用一群公綿羊來比喻一群盲從的人；глуп как 

баран 指像公綿羊似的愚蠢；не баран начихал 意思為不是公綿羊打了噴

嚏，喻指並不是一件小事，也就是事情非同小可；гнуть в бараний рог 字

面看為在公綿羊角上彎曲，比喻迫於情勢，不得不完全服從；упираться как 

баран 形容人像公綿羊一樣倔強。28 

козёл（公山羊）、коза（母山羊）構成的成語，都有負面的意義，如：

козёл отпущения（相當於漢語成語「代罪羔羊」，只不過漢語是借「羔羊」

的無辜來比喻那些待人承擔罪過的人，而俄語是用「公山羊」）、пускать 

козла в огород（把羊放進菜園，比喻引狼入室）、как от козла молока（像

在公山羊身上擠奶，引申意義為毫無用處）、дать козла（唱或演奏得很難

聽）、козлом петь（唱的像公山羊叫）、отделять овец от козлищ（字面意

義是分清母綿羊和公山羊，喻指分清良莠）。доить как козу（勒索、榨取）、

на козе не подъедешь（難以接近、難商量、欺騙不了）、отставной козы 

барабанщик（潦倒落魄、地位卑微之人）、драть как сидорову козу（狠狠

                                           
28見註 10，頁 219。  



地揍、毒打）。29 

相較於俄語，通常在漢語成語中，動物詞彙較少牽涉到雌雄的或種類

的分別，不過，在成語「羝羊觸藩」中，羝羊就是指公羊，字面意義為公

羊觸籬，角勾纏其上，比喻處境窘迫，進退不得。  

 

２．牛（корова）  

牛肉、牛奶對於俄國人、中國人和許多民族來說，都是現今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食物之一。在世界金融中心美國華爾街紐約股票交易所的大門

口，甚至立著一頭銅牛，象徵財富。30在俄、漢文化裡，牛在傳統農村生

活都佔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因為牛與人們的生活十分密切，所以，帶有牛

詞素的俄、漢成語數量很多，有著正面與負面的形象意義。不過，相較於

漢語的「牛」字，在俄語中，牛以母牛（корова）、公牛（бык）、小公牛

（бычок）、вол（閹牛）等不同的詞彙進入成語，較具多樣性。  

在俄國無論是多神教時期，或是接受東正教之後，牛始終有保護神，

俄舊曆四月十八日是牛的保護神弗拉斯（Влас）的紀念日，也稱「牛節」。

因此，和其他的動物相比，「牛」可說深得俄國人的厚愛，尤其以會產牛奶

的母牛（корова）為首31，可從俄語成語中找到印證。譬如：божья коровка

是指好好先生；как корова языком слизала 像牛舔得一樣，形容一乾二淨。

母牛也是富庶的象徵，故有成語 дойная корока，字面意義為產奶的牛，比

喻搖錢樹、聚寶盆；доить как корову 有榨取、勒索、把⋯當搖錢樹之意，

這兩個成語都以母牛產奶為形象基礎。另外，как на корове седло 則用馬

鞍放在牛背上這一形象為依據，形容完全不相稱。由於牛是人們熟悉的家

畜之一，如果連 корова 都寫不對，肯定是文盲，所以，корову через ять 

пишет 指的是斗大的字不認識幾個，喻目不識丁。32 

對公牛（бык）的看法，俄、漢民族基本上差異不大，只不過中國人

                                           
29見註 10，頁 220。  
30見註 42，頁 326~327。  
31見註 56，頁 29。  
32見註 10，頁 217。  



並沒有特別用「公牛」來形容，而單用「牛」來指稱。首先，兩民族皆用

牛來形容人的身體健康、強壯，俄國人說 здоров как бык（像公牛一樣健

康），中國人說「壯得跟頭牛似的」。而在形容人的脾氣方面，「牛」給人性

情倔強的印象，如：俄國人說 упрям как бык（如公牛般固執）、бычье 

упорство（牛的固執），中國人說「牛脾氣」、「倔得像牛」。另外，俄語還

仿造英語成語 Like a red rag to a bull－действует как на быка красный 

цвет，指鬥牛時，用紅布來激怒牠，比喻失去理智。由於公牛（бык）的

力氣很大，而牛角是其致命的關鍵，所以，人們想要制服牠時，必須先抓

住牛角，因而產生成語 взять быка за рога（抓住關鍵）。  

бычок 是指小公牛，由於其閱歷不深，不似公牛那般火爆，比較淘氣，

因此有 смотреть бычком（看起來像頭小牛，意為因怕生而顯得靦腆）和

быть бычку на веревочке（如小牛套索，比喻行為受限制或受到懲罰）。33 

вол（閹牛）則象徵力大，且溫順、馴服，主要用以載物，行走緩慢，

故有 ехать на волах 之比喻行進緩慢的成語，работать как вол (лошадь)則

形容非常勤奮努力地工作。34  

在中國人的刻板印象裡，牛象徵體型龐大、體格強壯、吃苦耐勞等優

良品德，在農業時代時，許多務農之人不吃牛肉來感謝牛為他們辛勤工作，

且更把代替牛耕田的拖拉機稱為「鐵牛」。35但是，牛進入成語後，除了小

部分以牛被肢解的形象為基礎之成語，有著正面的意義，如：指才能、技

藝方面純熟的牛刀小試、牛頭易馬、庖丁解牛、目無全牛等等之外，大部

分是不好的字眼，如：比喻人好鑽研無價值之問題的「鑽牛角尖」；嘲笑人

遇事過分懼怕的「吳牛喘月」；輕視對愚人說深理的「對牛彈琴」；指大材

小用的「牛鼎烹雞」、「牛刀割雞」；形容人神經過敏的「床下牛鬥」。下面

各舉一個帶有正面與負面的例子：  

1.這個老木匠幾十年的功夫，技術已經熟到目無全牛的境界。（實用

                                           
33見註 10，頁 218。  
34見註 56，頁 30。  
35見註 42，頁 328。  



成語辭典，頁 520）  

2.你和他這種老粗講應對進退，簡直是對牛彈琴！（實用成語辭典，

頁 259）  

 

在漢語成語中，還可發現「牛」與「馬」常出現於同一成語的現象，

例如：用傳說中閻王手下的惡鬼「牛頭馬面」來形容人面貌醜陋或是行事

荒誕凶惡；比喻極低賤之人或物的「牛溲馬勃」；敘述人風塵僕僕、非常勞

累的「牛馬風塵」；指混亂怪異的現象的「牛馬相生」；不管賢、庸皆受同

樣待遇的「牛驥共皁」、「牛驥同牢」，而這些成語也帶貶義色彩。  

 

３．馬（лошадь）  

在家畜類動物中，馬的形象算是比較好的。馬在俄羅斯童話故事中是

一種神奇的動物，牠能助主人一臂之力，驅除邪惡，給人帶來好運。在漢

文化中，馬是中國人珍愛的動物，由馬字組成的漢字很多，如：駛、駐、

駕、駿、馴、騰等，驥、駒等字也指馬。36 

俄語中表示馬的泛稱有兩個字－конь 和 лошадь。供人乘騎的馬一般

用 конь，拉車耕田的馬用 лошадь。從修辭上看來，конь 這個詞較文雅，

多在詩歌中歌誦良馬，相較之下 лошать 就較平淡。可從以下成語發現，

конь 皆視為良驥，如：на коне（覺得自己是勝利者）、конь (ещё) не валялся

（還沒開始、毫無動靜）、не в коня корм（白吃了或無法領會，第二意相

當於漢語成語「對牛彈琴」）、троянский конь（特洛伊木馬，源於希臘的

木馬計，比喻暗藏危機）、конь и трепетная лань（馬和膽怯的母鹿，指兩

種毫不相干、無法共存的東西）、поднять в коня（策馬奔馳）、коня! коня! 

полцарства за коня（不惜用半壁江山換取良馬，喻指極需之物）、сесть на 

своего (любимого) конька（騎上自己的馬，形容人開始談論自己最喜歡的

                                           
36見註 56，頁 30~31。  



話題）。37 

如上所言，лошадь 常以犁田的形象進入成語，如 рабочая лошадь（工

作的馬，比喻勤勞的人）、ломовая лошадь（拉大車的馬，比喻馴服的幹苦

活之人）、лошадиное здоровье（用馬的健康來形容健壯的身體），這些成

語皆帶有讚美之意。38而含有 лошадь 詞素的成語，尚有帶負面意義，如：

четверть лошади（馬的四分之一，形容所有之物極貧乏）、 лошадиная 

фамилия（馬的姓氏，指一種很有名但卻極難記住的象徵）。另外，還有用

тёмная лошадка（暗馬）為形象的成語，如：ставить на тёмную лошадку

原指買賽馬場中沒有名氣的、冷門的，結果卻獲得錦標的黑馬，後指走冷

門；тёмная лошадка 指脾氣、性格尚未為人所了解的人，這裡與漢語的「黑

馬」意義不同，在翻譯時須特別注意。39  

值得注意的是，俄語成語裡所使用的馬種類繁多，除了 конь 和

лошадь，還有 саврас（黑鬃黃褐色的馬）、жеребец（公馬、種馬，轉義指

年輕、魁武有力的男子）、мерин（騸馬－割去睪丸的馬），以及 кривая 

лошадь（瞎了一只眼的馬），通常省略 лошадь，以 кривая 代替獨眼馬的形

象構成成語。40例如：саврас без узды 沒套籠頭的馬，睥睨放蕩不羈的年

輕人；жеребячья порода 字面意義為種馬出身，是一種極輕視牧師的卑鄙

稱呼；мышиный жеребчик 如鼠似的公馬，指老而好色之人、老風流；глуп 

как сивый мерин 意為蠢得像一隻灰色的騸馬，形容笨得不可救藥的人；

врёт как сивый мерин 指無恥地漫天撒謊；кривая вывезет 從字面看為由獨

眼馬領著，喻指總會碰到好運的；объехать на кривой 字面解釋為騎在瞎

馬上，比喻哄騙、上當。  

反觀漢語成語，由於在中國歷史上，凡交戰必少不了「馬」，因此，許

多與戰爭有關的成語都帶馬字，41以下舉出十三個例子：「金戈鐵馬」比喻

                                           
37見註 10，頁 218。  
38見註 56，頁 31~32。  
39見註 10，頁 218。  
40見註 10，頁 219。  
41見註 42，頁 340。  



戰事；「戎馬倥傯」指戰爭或軍務；「兵荒馬亂」即表示戰亂。有形容戰前

準備工作的「秣馬厲兵」；比喻軍隊軍容威武或戰鬥力強的「兵強馬壯」；

指人馬一到，立建其功的「馬到成功」，現用於預祝人成功迅速且容易。戰

時，「千軍萬馬」形容聲勢浩大；「單槍匹馬」比喻獨自冒險前進；「一馬當

先」形容領導前進、勇敢率先之人。戰後，則有表示將士戰功的「汗馬功

勞」；形容作戰後勞累的「人困馬乏」；比喻戰死沙場的「馬革裹屍」；形容

戰敗之狼狽的「人仰馬翻」。以下舉兩例來看看漢語的「馬」與戰爭的關係： 

1.古代儒將都是上馬殺賊，下馬信筆成文，若遇緊急軍書，更是倚馬

可待。（實用成語辭典，頁 101）  

2.在兵荒馬亂的時代，百姓生活極為艱苦。（實用成語辭典，頁 120） 

 

中國人民也認為馬有經驗豐富、年歲較高之象徵意義，如：「老馬識

途」、「老馬之智」指的是富有經驗、可做前導之人；「老驥伏櫪」是形容豪

傑之人雖已暮年，卻仍心懷壯志；而「馬齒徒長」則是謙稱自己年長而無

建樹。也有一些成語以馬的體型偏高大，善跑，且吃苦耐勞為形象基礎，

如：形容體型的「人高馬大」；比喻加快速度的「快馬加鞭」；表示行動勁

急的「渴驥奔泉」；暗指光陰消逝之速的「白駒過隙」；形容人做事敏捷爽

快的「大馬金刀」；指了無休息的「馬不停蹄」。  

但仍有部分貶義的成語：「馬耳東風」比喻漠不關心；「馬前潑水」指

覆水難收；「害群之馬」比喻團體中的敗類﹔「心猿意馬」形容人心思變動

不定；「百馬伐驥」指許多庸列之人圍攻賢才。  

 

４．雞（курица）  

古代農耕社會，尋常人家沒有計時器，雞就成為「生物鐘」，幫助人們

確定時間，所以，在成語中，有許多成語是以雞「啼晨」的生活作息為形

象基礎，42由於公雞習慣在天亮前叫，因而在俄語中，以此為形象基礎的

                                           
42見註 42，頁 346。  



成語，都含有 петух（公雞）這個詞素，例如：до петухов 字面意義為雞

鳴前，引申為天明前；с петухами 意為雞叫時，大清早；первые (вторые, 

третьи) петухи пропели 指頭遍（第二遍、第三遍）雞叫過了，也指天明前

的時間；встать до первых петухов、встать с первыми петухами 皆指雞鳴

即起。漢語成語「聞雞起舞」就是取雞鳴即起來稱胸懷大志者及時奮勵之

精神。下面是以雞「啼晨」的形象所構成的成語例子：  

1.－В самый раз теперь спать, потому утром встаем с петухами.

（Мам.-Сиб. Чел. С прошлым－俄漢成語詞典，頁 401）  

（－現在正是睡覺的時候，因為雞一叫我們就得起床。）  

2.年輕人須有聞雞起舞的精神，日日奮勵求進，將來才能成大功立大

業。（實用成語辭典，頁 592）  

 

此外，雞在俄、漢語中的文化意涵，還有微小、弱、不重要、雜亂之

意，如：куриный кругозор 字面解釋是雞的視野，比喻人視野狹窄，相當

於漢語成語的「鼠目吋光」；куриная память 母雞的記性，用於指人記憶力

弱，記性不好；слепая курица 瞎眼母雞，引申指視力弱的人；мокрая курица

溼透的母雞，指意志薄弱、優柔寡斷的人，或一副可憐相的人，這與漢語

的「落湯雞」意思不同，需注意；носиться как курица с яйцом 比喻過分

重視，老是談論不值得注意的人或事；избушка на курьих ножках 從字面

看為雞爪架的房子，在俄國童話故事中，專指老巫婆的房子，也比喻不堅

固的房子；字寫的潦草難認 писать как курица лапой，即寫得像雞爪子抓

的。「雞毛蒜皮」喻指輕微瑣事；「雞蟲得失」比喻事情細微，得失無關；「雞

口牛後」用來指寧可在小地方受人敬重，不願在大地方被人冷落；「雞鳴狗

盜」用來形容沒有大才，只會學雞鳴叫，走旁門左道之人，比喻小才小技；

「牛鼎烹雞」用雞與牛一小一大的對比，來指大才小用；43「縛雞之力」

指力不能勝一隻雞，比喻一個人文弱無力；「雞犬不寧」、「雞飛狗跳」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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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糟糟、人心惶惶的樣子。這些成語都帶有負面意義。請比較下面的例子，

俄語的例子是以雞來指「薄弱」的意志，而漢語例子則是以雞來指「微小」

的事情：  

1.У мужчины должно быть дело в жизни- ему стыдно быть мокрою 

курицей.（Бел. Отрывок из письма М.А.Бакунину－俄漢成語詞典，

頁 271）  

（男子漢大丈夫一生應該做一番事業，且恥於做一個優柔寡斷、意志

薄弱的人。）  

2.杜甫‧縛雞行：「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實用成語

辭典，頁 712）  

 

除了上述的形象外，雞在俄語中還有多方面不同的形象：在斯拉夫古

代的神話裡，петух（公雞）是火神的化身，並用公雞祭祀火神司瓦羅格

（Сварог），由成語 красный петух（火災）、пустить красного петуха（放

火）就可看出公雞所具的民族文化色彩。44另外，пустить (дать) петуха 比

喻唱歌或說話嗓門過高，宛如雞鳴聲的尖銳、高亢。драчливый как петух、

галльский петух 是以公雞好鬥、好挑寡的形象構成的，形容人似公雞般好

鬥、好打架。петушком, петушком 指尾隨於後，極盡巴結諂媚的樣子。母

雞在俄羅斯民族傳統中，多代表負面的象徵意義，45курица в супе 字面意

義為雞在湯裡，喻指無法兌現的允諾；курам на смех 是指事情荒唐至極，

連母雞聽見了都會發笑；строить куры 指扮作母雞，形容奉承、諂媚的樣

子；денег куры не клюют 錢多到雞都不啄了。кур 是公雞，как кур во щи

像公雞在湯裡，喻指陷入意外的困境。  

一般在漢語成語中，動物詞彙較無明顯的雌雄分別，但由於雞的生理

形象在雌雄上有較大的不同，公雞不會下蛋，母雞不會晨間鳴叫，因此，「母

雞」也出現在成語中，例如：「公雞下蛋」、「母雞打鳴」喻指不可能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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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母雞也稱牝雞，「牝雞司晨」、「牝雞之晨」、「牝雞牡鳴」字面意義為

母雞代替公雞在晨間啼叫，用以比喻超越身分而掌管非分之職。在漢語成

語中，雞還有個特別的形象－弱者、被犧牲，如：「雞犬不留」指趕盡殺絕，

不留活口，此處用雞犬比喻所殺者為毫無抵抗能力之無辜；「殺雞儆猴」與

「殺雞駭猴」皆用雞做犧牲，指嚴懲某人以警戒他人。另外，尚有一些含

有雞詞素的貶義成語，如：「殺雞取卵」形容貪心過甚，卻獲大利，盡而斬

斷求利之根基；「呆若木雞」則用木作之雞來比喻人的愚蠢或受驚嚇後，不

知所措呆立之樣子。這些都有著與俄語成語的雞所不同的文化意涵。  

 

５．驢（осёл）  

驢和馬的外型雖然十分相近，但其名聲卻遠不及馬，不論是站在俄國

人或是中國人的角度，驢皆是愚蠢、笨拙、固執的代表，46在俄語成語中

可找到 упрям как осёл（像驢似的固執）、ослиное упрямство（驢樣的固

執）、глупый как осёл（愚笨如驢）、ослиные уши（驢耳朵，比喻明擺著

的缺點或錯誤）、валаамова ослица（巴蘭的母驢，來自聖經故事，形容愚

昧、固執己見的女人）。而漢語中除了常用「驢」單字來罵人愚蠢之外，成

語「黔驢技窮」出自唐朝柳宗元的«三戒－黔之驢»，指本領有限，無計可

施。  

在俄文化中，由於驢主要供役使用，47因此，還有指勤奮工作的意思，

如：работать как осёл。另外，含有驢詞素的俄語成語中，有一個源自法

國哲學家布里丹的預言 буриданов осёл（布里丹毛驢），特指優柔寡斷之人。 

因為驢在中國某些地方是交通工具的一種，所以，「騎驢」也產生了以

下的成語：「騎驢覓驢」比喻忘卻己有，而往他處尋求；「騎驢找馬」則表

示暫居其一，另謀其他。  

 

６．豬（свинь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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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漢語中對豬的形象和喻意基本一致，豬給人的印象是骯髒而醜陋，

令人討厭，其喻意是集「懶」、「纏」、「笨」於一身，這和其外表脫離不了

關係。俄國「豬」的形象與中國的一樣，常與肥胖、不整潔等特性作聯想，

грязен как свинья（像豬一樣髒）、толстый как свинья（肥得像豬）。較特

別的是，俄國人還用豬來形容沒禮貌、沒教養、卑鄙下流之人，如：сын 

свинёнок（沒有教養的小孩）、свинья в ермолке（形容人卑鄙、沒禮貌、

無教養）、свинья-свиньёй（用極輕視的口吻，來形容一個人的外在、內在

簡直像豬一般卑劣）、торжествующая свинья（庸俗、卑劣的象徵）、свинья 

под дубом（源自克雷洛夫寓言«橡樹下的豬»，比喻忘恩負義的蠢貨）。另

外，подложить свинью 指暗中搞鬼、背地使壞、метать (рассыпать) бисер 

перед свиньями 字面意義為把珍珠投在豬面前，相當於漢語成語「對牛彈

琴」、как свинья в апельсинах 意為像豬在橘子堆中，比喻一竅不通。  

在中國的家畜中，豬的名聲算是糟的，因為中國人認為豬看起來笨笨

的，且懶惰不愛乾淨，只知吃了睡，睡了吃，所以，與豬有關的成語，一

般都是貶義。如西遊記中的「豬八戒」，是個令人討厭的人物；「豬頭」、「笨

豬」、「死豬」、「豬頭三」、「豬玀」都是以豬為形象的粗俗髒話。古漢書中，

「彘」、「豕」都是豬的別稱，多用於成語中：「行同狗彘」、「狗彘不知」用

來比喻無恥的行為像豬狗一樣；「豕交獸畜」比喻以禽獸相待；「狼奔豕突」

就用狼與豬的衝、闖來描述兵敗潰散，到處逃奔突圍的。48 

 

三、野生動物類 

１．狼（волк）  

若提到猛獸，不管是在俄文化或是漢文化中，狼必列於名單中。狼

（волк）是兇殘的象徵，多生於溫帶、寒帶，因地緣關係，在俄、漢成語

中，含有狼的成語數量十分多。在俄語中，兇猛的稟性附加於狼這一詞彙

的內涵意義後，形成以下這些成語：волк в овечьей шкуре 指披著羊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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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引申為偽君子；смотреть волком 含有敵意地望著，比喻惡意對待；

волчий оскал 從字面看為狼的呲牙裂嘴，比喻威脅、恐嚇。與俄語相同，

漢語中也以狼來形容惡人，不過，多與其他動物連用，如：狼狽為奸（狽

與狼相附而行，並皆為惡獸，喻指聯合作惡）、狼心狗肺（用以責備人之居

心惡毒，行事殘暴）、如狼似虎（形容人心凶狠）、豺狼當道（指奸邪的人

掌權）、狼子野心（比喻凶暴之人，其性殘惡，其心放縱，難以感化）。「引

狼入室」則用狼凶惡的形象，象徵不好之事，比喻自招禍事。以下俄漢兩

例中可看出狼都帶有「惡」的意思：  

1.Бывают у меня состояния, когда я сам собою недоволен и когда м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и другие на меня смотрят волком. （ Крымов, 

Танкер«Дербент－俄漢成語詞典，頁 65）  

（我常常有這樣的情況：我自己也不滿意自己，而且感到別人也是眼

含敵意地望著我{像狼一樣地看著我}。） 

2.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無異於引狼入室，終於斷送了明朝的江山！（實

用成語辭典，頁 282）  

 

在自然界中，狼為了填飽肚子，不得不到處奔走覓食，因此，以其覓

食的形象，構成俄語成語 волка ноги кормят，字面意義為狼靠腿養活，引

申人需勤勞地養活自己；рыскать волком 是形容人像狼似的東奔西跑地尋

找。由於當狼想要的東西無法得手時，會一籌莫展地嚎叫，因而產生 волком 

выть（叫苦連天）、хоть волком вой（向狼一樣地嚎叫，表示處於讓人束手

無策的艱苦處境）這些成語。49在漢語裡，也用狼的獵食形象為基礎，「狼

吞虎嚥」就是以狼、虎捕捉到獵物後的吞食相，來形容吃相粗魯急切的樣

子。  

狼進入俄、漢成語後，形象也有相異的地方。俄國人認為，由於狼到

處奔走覓食，累積了豐富的生活經驗，所以，取其老練、飽經風霜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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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例如：травленый (старый) волк 就是用狼來比喻飽經世故、經驗豐

富的人；морской волк 海狼，指航海老手。50而中國人注意到，因狼藉草

而臥，離去後其草穢亂，故用「狼藉」喻稱錯亂不整，例如：「名聲狼藉」

在指人惡名遠播；「杯盤狼藉」則形容菜餚食盡，只剩杯盤凌亂之狀。  

 

２．蛇（змея）  

不論是對俄國，或是中國而言，蛇（змея）因常帶有毒汁，被賦予負

面的內涵意義，有陰險、奸詐、惡毒的意思，51以下舉例說明：俄語成語

коварный как змея 如蛇般地陰險、狡猾；змея подколодная 出自民詩，指

陰險狠毒的人；змей-горыныч 也出於民詩，以蛇來象徵惡毒、陰險和暴力；

отогреть змею на груди (за пазухой)字面意義為用胸去溫暖毒蛇，比喻憐惜

像蛇一樣的惡人，相當於漢語成語「養虎貽患」。至於漢語成語方面，「蛇

蠍之心」用以形容狠毒之人；「蛇口蜂針」比喻極毒；「蛇心佛口」指偽善

陰險的人心腸狠毒而說話慈祥；「龍蛇雜處」比喻三教九流的人物雜居一

室；「地頭蛇」就指在一定勢力範圍內強橫無賴、欺壓人民的可惡之人。52

可見蛇在俄、漢文化意涵中，都有著貶義。可從以下俄漢兩例看出，「蛇」

在兩國文化中都具有負面的文化意涵：  

1.－Ничего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тяжелее, как отогреть на груди змею ...

（Елеонск. Грубиян－俄漢成語詞典，頁 208）  

（－再沒有比憐惜忘恩負義的人{好似用胸去溫暖毒蛇}更糟糕的事

啦！）  

2.佛印語錄：「凡聖同居，龍蛇雜處。」（實用成語辭典，頁 755）  

 

歸納含有蛇（змея）詞素的俄漢語成語後，發現兩種語言都以「蛇行」

來作為成語的形象基礎。俄語中借用蛇行來表「逢迎」之意，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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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звиваться змеёй 如蛇般的蜿蜒，引申為曲意逢迎、阿諛奉承。而漢語對

蛇行的借用更有豐富的形象，例如：「龍蛇飛動」、「驚蛇入草」是描寫書法

作品裡筆勢情況；「蛇行匍伏」意為四肢著地俯伏如蛇般爬行前進；「虛與

委蛇」是用來形容與人假意周旋應付的隨順樣子。53而現今常用「人蛇」

來指偷渡者，也是取蛇行動時的快速、隱密來形容偷渡者以隱密的方式出

境，潛入別國。54 

由於在«聖經»裡，亞當和夏娃在蛇的引誘下，偷吃了禁果，因此，在

西方牠還有著「誘惑」的象徵意義，55俄語成語 змий-искуситель 指像蛇似

的引誘者，就取這個涵義。另外，俄語中蛇也指令人「苦惱、不快」的事

物，譬如：змея лютая 就是用兇猛的蛇來喻指使人苦惱之事。гидра 是蛇

的一種，因之也帶貶意，многоголовая гидра 亦用多頭蛇的形象比喻令人

不快之事。  

另外，漢語尚有一些由蛇組成的有趣成語：「巴蛇吞象」指人貪得無饜；

「打草驚蛇」本喻懲罰甲而使乙有所警惕，現用來比喻事機不密，被人早

先防備之意；「杯弓蛇影」因疑而起幻覺；「畫蛇添足」比喻無中生有，多

此一舉。  

 

３．獅（лев）  

  獅子在俄國和中國都不是人們熟悉的動物，相對的較少進入成語的構

成。在中國獅子被視為震邪之物，許多廟宇的大門口都立著兩隻石獅，這

是取獅子「威猛、威嚴」的形象。在俄語中，也可找到以此形象為基礎的

成語，如：храбрый как лев 指像獅子一樣勇猛；сражаться как лев 像獅子

般勇敢地戰勝；бросаться как лев 如同獅子般勇敢地衝上前去。  

另外，在西方獅子被認為是百獸之王，英國人就以獅子作為自己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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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徵，56британский лев 意為不列顛獅子，即指英國。俄國人對獅子的

主觀認知有褒有貶，譬如：львиная доля 意為獅子的一部分，就用獅子來

喻指最好、最大的一部分。然而，светский лев 字面意義是上流社會的獅

子，用來諷刺穿著時髦、容易贏得女人芳心的男人，светская львица 則用

母獅來反諷社交界的女紅人。  

含有「獅」詞素的漢語成語不多，其中「河東獅吼」出自蘇軾的詩，

以獅來比喻妻子，具有貶意，指悍妻大發雌威，57與俄語成語裡的「威猛」

形象有所不同。  

 

４．狐狸（лиса）  

在俄、漢民族的世界裡，狐狸（лиса）都被認為是一種既狡猾、警惕

性又高的動物，因之，在兩者的成語中，都可找到印證的例子。以俄語成

語為例，хитрый как лиса 就是形容人像狐狸一樣狡猾；Лиса Патрикеевна

原是俄羅斯童話中的狐大嬸，也用來稱狡猾的人；лисий хвост 字面意義是

狐狸尾巴，比喻善於用計謀的狡猾之人；лисиный взгляд 是狐狸的目光，

喻為狡猾的眼光。58在漢語中，老狐狸（形容狡猾之人）、與狐謀皮（形容

與所謀者利害相牴觸，絕無成就，恐有禍殃）都是取狐狸狡猾的形象作為

基礎。除此之外，漢語中，人們更賦予狐狸仗勢欺人的文化特質，如：「狐

假虎威」比喻下人倚仗強主而欺人；「城狐社鼠」指有所憑藉而無法驅除之

惡人。從下面俄漢兩例可分別看出狐狸的「狡猾」與「仗勢欺人」的負面

文化意涵：  

1.－Ну, Лиса Патрикеевна, пошла хвостом вилять! ...（Тург. Контора

－俄漢成語詞典，頁 283）  

（－哼，這個狡猾的傢伙，又阿諛奉承去了！⋯）  

2.大家對於董事長身邊的城狐社鼠，始終敢怒不敢言。（實用成語辭

                                           
56包惠南，«文化語境與語言翻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 年 1 月，頁 221。 
57見註 44，頁 39。  
58見註 41，頁 123。  



典，頁 211）  

 

不過，狐狸在俄、漢成語也有著不同的內涵意義。俄國的狐狸（лиса）

還喜歡拍人馬屁、阿諛奉承，如：прикидываться лисой（狐似地逢迎拍馬）。
59中國的狐狸則有一種迷惑人的特性，根據神話傳說，牠能修煉成仙、化

為人形，所以常用「狐狸精」來責罵好勾引男人的女子。60 

有趣的是，俄國人對狐狸也有些許的好感，在俄語中，лиса 這個詞借

助於後綴構成愛稱和小稱，如 лисичка-сестричка（狐大姐）表愛但含有幾

分戲謔。61而狐狸進入漢語成語中，不完全是負面意義，如：「兔死狐悲」

比喻同類的死敗，自己也哀傷起來；「狐死首丘」則指因對故鄉思念，死後

必返葬故土，比喻不忘本之意。  

 

５．熊（медведь）  

熊是俄羅斯的民族圖騰，因而相較於中國人，俄國人對「熊」有著一

份特殊的感情，一九八○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二十二屆奧運，就指定小熊

（мишка）為吉祥物。俄羅斯的古城雅拉斯拉弗里（Ярославль）城徽就是

由一頭熊構成，因此，人們把雅拉斯拉弗里（Ярославль）稱作 медвежий угол

（熊的角落），後來引申為窮鄉僻壤、人跡罕至之地。62 

在俄國人心中，熊有多重的形象，既力大無比，又善良而笨拙憨癡，63

如 сильный как медведь 指像熊一樣強壯；косолапый медведь 形容笨手笨

腳的人；медвежья услуга 字面意義是熊的幫忙，比喻幫倒忙、弄巧成拙；

как медведь в посудной лавке 從字面來解釋為像熊在瓷器店裡一般，比喻

施展不開、無用武之地。由於熊的體型很龐大，試想如果耳朵被熊踩過，

那聽力肯定會受損，所以，медведь (слон) на ухо наступил 就暗指缺乏辨

                                           
59見註 56，頁 28。  
60見註 45，頁 74。  
61見註 56，頁 29。  
62見註 10，頁 216。  
63見註 56，頁 33。  



音力，唱歌時五音不全；而如果想要取熊的皮毛總要等到牠沒有反擊能力

時，делить шкуру неубитого медведя 字面解釋是熊還未打死就要分毛皮，

喻指急功近利。對中國人而言，熊也有行動遲緩、笨手笨腳的形象，不過，

進入漢語成語中，熊引起粗獷有膽量之聯想，64如：「熊心豹膽」指人有像

熊、豹般的膽量，比喻膽量極大；「虎背熊腰」是形容身體魁偉健壯；「熊

虎之士」用以稱武勇猛悍之士。下面是俄漢語的例子，皆以熊象徵「勇健」： 

1.－Разве можно столько вещей нагружать на од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а него можно: он у нас сильный как медведь.（УСРЯ, с.82）  

（－難道一個人可以搬這麼多的東西？  

－他可以。他壯得像熊一樣。）  

2.這班兄弟都是熊虎之士，就將突擊任務交給他們吧！（實用成語辭

典，頁 460）  

 

另外，熊在俄羅斯文化中的內涵意義，還有粗魯、孤僻的象徵，例如：

грубый как медведь 喻指粗魯的人；жить как медведь 指如熊一般離群索

居；глядеть медведем 像熊一般陰沉地看著，有孤僻、憂鬱之意。65而熊在

漢語成語中，還有一個祝賀的用法，起因於熊和羆是兩種猛獸，中國人認

為男孩應像熊一般高大威武，因此，「熊羆入夢」、「夢熊之喜」是生男孩之

兆，今為祝賀人生男孩的用語。  

 

６．猴（обезьяна）  

中外皆把猿猴視為人類演化的一個階段，牠可說是人類的近親，與人

類的體態最接近，相較於其他動物，人類對於猴（обезьяна）有著一種特

殊的親切感。在俄語中，猴子有著動作靈活、敏捷的內涵意義，лазать как 

обезьяна 就指人動作靈活如猴。也因為牠生性好動，因此，常用牠來比喻

頑皮的小孩，例如：俄語的 ловкий как обезьяна 像猴子一樣靈活，通常指

                                           
64見註 56，頁 34~35。  
65見註 10，頁 216。  



小孩；66漢語則用「皮猴」來稱活潑好動、一刻也坐不住的孩子。67 

有趣的是，雖然人認為猿猴為自己的祖先，但俄國人與中國人都直接

用「猴子」（обезьяна）這個詞彙來指相貌醜陋的人，或作為罵人的話，68而

漢語還可找到以此形象所構成的成語，例如：「尖嘴猴腮」就是形容人面貌

醜陋，可說是極貶義之用法；「沐猴而冠」是用以譏罵人雖處在高貴的地位，

虛飾其外表，仍不脫鄙賤的本質，或是用以形容人性情浮躁，有如猴性躁

急，必不久任冠帶。  

猴子在俄漢語中的內涵意義也有不同之處，對於俄國人而言，猴子有

時也很幼稚，愛模仿人的動作，所以，подражать кому как обезьяна 就指

如同猴子模仿別人的行為，帶有貶意。而中國民間故事「猴子撈月」亦指

一群猴子看到水中月亮的倒影，以為天上月亮掉入水中，急忙設法打撈，

結果一無所獲。69所以，「猿猴取月」就比喻愚笨者之行事，必徒勞無功。 

 

７．虎（тигр）  

虎在中國自古有之，於漢民族心中，虎為百獸之王。古代的五行說中，

認為西方為白虎星座，主凶。因此，中國人畏懼老虎，同時也崇敬老虎。70

所以，雖然在俄漢兩種語言中，虎的文化意涵大致相同，但是漢語所使用

的形象比俄語豐富的多，成語的數量也多的多。例如耳熟能詳的民間故事

「虎姑婆」，就用老虎來威嚇小孩，因此，老虎在中國孩子的心中所扮演的

角色，可說相當於西方的「大野狼」。  

虎也被人們視為一種猛獸，在具體的使用上，虎常比喻威猛、凶惡可

自俄漢成語裡找到許多例證：злой как тигр 如老虎般凶惡；разъярённый 

как тигр 如老虎一樣暴怒；драться как тигр 如同老虎般勇猛地搏鬥；

бросаться, набрасываться как тигр 像老虎一樣撲向某人，與漢語成語「餓

                                           
66見註 41，頁 123。  
67見註 44，頁 36。  
68見註 41，頁 123。  
69見註 42，頁 344。  
70見註 86，頁 108~109。  



虎撲食」有相同的意義。至於漢語方面，「虎視眈眈」形容伺機待動的樣子；

「虎視鷹瞵」形容以凶狠的眼光注視目的物；「虎狠之心」比喻心腸非常狠

毒、殘忍；「虎虎生風」、「龍行虎步」都有威武勇猛的意思。以下舉俄漢兩

例作為參考，來看看老虎「撲人」與「撲食」的形象：  

1.－Учителя опять жалуются на поведение нашего сына! 

 －Только не набрасывайся на него как тигр. Поговори спокойно.

（УСРЯ, с.144）  

（－老師們又在抱怨我們兒子的行為！  

－不要像隻老虎似地撲向他。靜下來說。）  

2.一見嗎啡，他直如餓虎撲食般地一把搶了過去。（實用成語辭典，頁

733）  

 

另外，在漢語成語中，也有以虎為「惡人、敵人」的形象基礎，例如：

養虎貽患（比喻縱容敵人，自留後患）、縱虎歸山（比喻縱容惡人，讓他回

到自己的勢力範圍或地盤，再度為惡）、如虎添翼（形容壞人得助，危害更

烈）、為虎添翼（比喻助長惡人氣焰威勢）、為虎作倀（比喻為敵幫兇，助

人作惡之人）。  

既然，虎是兇猛的，所以，虎亦用來指危險的境地，如：лезть тигру в 

пасть 意為偷偷潛入虎口，巧的是，漢語成語「虎口拔牙」也有相同的意

義，加上「虎口餘生」、「羊入虎口」這些成語，「虎口」皆指危險的地方；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龍潭虎穴」的「虎穴」也指凶險、顯要的地方。

「虎尾春冰」這個成語把踩著虎尾和踏著春冰相提並論，「抱虎枕蛟」字面

意義為抱著虎，枕著蛟，皆比喻危懼至極。假若還直接騎在虎背上，就更

是進退兩難了，所以，「騎虎難下」、「勢成騎虎」都是比喻欲罷不能，進退

維谷。更不用說「虎入羊群」，簡直是聲勢洶洶，為所欲為。  

除此之外，俄、漢兩民族還分別以虎來形容人的困境：在俄語成語中，

使用「籠中之虎」的形象基礎，可想而知，當老虎被困於籠子中，就之去

了原先惡、猛的性格，而顯得輾轉不安，метаться как тигр в клетке 就指



像老虎在籠中來回走來走去，形容人處於很慌亂、緊張的狀況，很難找到

解決辦法。漢語則有「虎落平陽」這一成語，用以比喻有勢之人，一旦失

勢，任人擺佈的處境。以下俄漢兩例可清楚看出處於困境之虎的形象：  

1.－Что он решил предпринять? 

 －Пока ничего. Мечется по кабинету как тигр в клетке.（УСРЯ, 

с.144）  

（－他決定要採取何種辦法了嗎？  

－目前還不知道。他像隻籠中虎在辦公室裡走來走去。）  

2.想當年他何等威風，如今虎落平陽，一宣告破產，連傭人都騎到他

頭上。（實用成語辭典，頁 633）  

 

另外，漢語還用虎來形容「吃相」與「做事態度」等等，例如：「狼吞

虎嚥」比喻吃食之粗魯急猛；「餓虎撲食」比喻貪饞；「調虎離山」比喻使

人離開他所憑藉的地方，以便行事；「虎兕出柙」71用以比喻做事不盡責，

有虧職守；「虎頭蛇尾」比喻人做事有始無終；「暴虎馮河」形容人做事只

憑藉勇力，而不知善用智謀）。而「三人成虎」則指人云亦云，比喻說的人

多，縱然傳聞是錯的，也會信以為真。  

 

四、飛禽類 

１．麻雀（воробей）  

雖然麻雀和烏鴉一樣，同屬食穀類的害鳥，但麻雀在漢文化中，是一

種小而可愛的動物，「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就是以其體型小的形象，比喻

規模雖小，而一切完備。在俄語中，麻雀進入成語中，也帶有著小、短之

意，例如：воробьиная ночь 字面意義為麻雀的晚上，喻稱最短的夏夜，或

雷電交加的夜晚；воробью по колено 意為水深只至麻雀膝蓋，指水量小；

стрелять из пушки по воробьям 用大砲打麻雀，相當於「殺雞用牛刀」；с 

                                           
71出於«論語季氏篇»：「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知過與？」兕，雌性的犀牛。
柙，關野獸的欄檻。（實用成語辭典，頁 632）  



воробьиный нос 用麻雀鼻子比喻非常小；короче воробьиного носа 比麻雀

的鼻子還短，形容極短。下面是把麻雀視為「小」的俄漢語例子：  

1.Речку нашу вы легко перейдёте вброд: вода в ней воробью по 

колено.（Введенская,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俄漢成語詞典，頁 70）  

（我們這條河您可以不費勁地涉水而過，因為河水指汲麻雀膝蓋。）  

2.「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此地雖是鄉間學校，卻一應俱全。（實用

成語辭典，頁 751）  

 

麻雀除了有著體型小的內涵意義外，在俄、漢成語中，還分別具有不

同的象徵意義。俄語成語就取其害怕被射殺的形象為基礎，構成 сердце 

бьётся как у воробья，喻指因擔心、害怕心跳極快；而被射擊過的麻雀  

стреляный（старый）воробей 就引申為老手、老練之人、老江湖。漢語

成語「雀躍不已」、「雀躍三尺」、「雀躍三百」皆用麻雀的跳躍，形容極其

高興。另外，當新廈落成，若燕、雀作巢期間，似有慶賀之喜，因此，「燕

雀相賀」今用作賀人新廈落成；「燕雀處堂」則用燕、雀比喻安居而忘禍。 

 

２．烏鴉（ворона）  

烏鴉，色黑形醜，其聲不雅，俄國人和中國人都不喜歡烏鴉（ворона），
72因此，帶有烏鴉（ворона）的成語，多帶貶義，例如：ворона в павлиньих 

перьях 批著孔雀羽毛的烏鴉，指裝腔作勢、裝模作樣；ни пава ни ворона

非孔雀非烏鴉，喻指不三不四；73считать ворон 仰天數鴉，指人發呆、發

愣，心不在焉；пуганая ворона 受驚嚇的烏鴉，相當於漢語成語「驚弓之

鳥」；воронья слободка 烏鴉似的村鎮，指刻板的社會主義時的公寓。烏鴉

的羽色黑，如果有隻羽色白的烏鴉，那肯定很特別，所以，белая ворона

就指特立獨行、與眾不同的人。從下面這個例子來看看「烏鴉」進入俄語

                                           
72見註 86，頁 158。  
73ни пава ни ворона 與 ворона в павлиньих перьях 同出於克雷洛夫的寓言«烏鴉»。寓言
大意是：有隻烏鴉批著孔雀羽毛喬裝打扮，混進孔雀群，結果被孔雀啄光了毛，而烏鴉

們再也不認牠。（俄漢成語詞典，頁 383）  



成語中的貶義用法：  

1.Ваш сын во время урока ворон считает и иногда не слышит 

объяснений учителя.（徐洪武等編«俄語慣用語»－俄漢成語詞典，頁

70）  

（您的兒子在上課時心不在焉{仰天數鴉}，有時甚至不聽老師講解。） 

 

漢語中的「烏鴉」兩字，其實是有分別的，能反哺的稱「烏」，不能反

哺的稱「鴉」，74所以，「烏鳥私情」是比喻人子奉養親長的至情。雖然烏

鴉不令人喜愛，但因其常出現於人的生活周圍，因此，進入成語的頻繁度

很高，例如：「愛屋及烏」指愛人者，也會愛其屋上之烏，比喻因喜愛某人

某物，而推廣其愛至有關係的其他人物；「烏棲一枝」用烏喻指全家同住在

一個狹窄的地方；「烏合之眾」表示倉卒集合之眾，如烏的忽聚忽散，不可

倚賴；「烏之雌雄」喻稱事物之情態混淆不清，是非善惡難以分辨；「彩鳳

隨鴉」比喻美妻子嫁給醜丈夫，或女子所配非偶。由於烏鴉、麻雀皆為多

嘴之鳥，因而常同時進入漢語成語，如：「鴉飛雀亂」許多人在一起紛亂吵

雜的樣子；「鴉雀無聲」用以形容寂靜之極。以下幾例可供參考：  

1.李密陳情表：「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實用成語辭典，頁 449）  

2.桃花扇傳奇：「烏棲一枝，鬱鬱難居此。」（實用成語辭典，頁 449） 

3.主席上了台，台下鴉雀無聲，等著聽講。（實用成語辭典，頁 748） 

 

在中國看到烏鴉或聽到它的叫聲，都是一件觸霉頭的事。在俄羅斯文

化中，用  ворон（大烏鴉或渡鴉）來表達此形象，牠是一種不祥之鳥，75所

以，ворон каркает не к добру 烏鴉叫，表示不祥之兆；каркать как ворон

像烏鴉般啞啞叫，指人喋喋不休地表達自己的不安。76由於大烏鴉羽色黑，

這顏色的形象也進入成語中，мрачный как ворон 像大烏鴉一般黑，比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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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黑；чёрный ворон 指運送囚犯的車，囚車。77 

 

３．天鵝（лебедь）  

俄漢語中含有天鵝（лебедь）詞素的成語不多。俄語中，通常以天鵝

外表的形象作為基礎，例如：белый как лебедь 指如同天鵝羽毛一樣潔白；

плыть лебедем 比喻女子像天鵝般高傲、優雅的行走；лебединая шея 意為

像天鵝的脖子由直又白皙。另外，希臘迷信傳說天鵝只在臨死前引頸長鳴，

高歌一曲，而這往往是它一生中唱的最動聽的，隱喻作家、藝術家一生的

最後一部巨作，稱為 лебединая песня（天鵝之歌）。Лебедь, рак и щука 字

面意義為天鵝、蝦和狗魚，喻指怎麼樣也不能配合自己的努力之戰友。以

下舉一以「天鵝」來形容潔白的例子：  

1.－Вы говорите, лошади на арене были белые? 

 －Все белые как лебеди.（УСРЯ, с.74）  

（－您說在演技場中的馬都是白的？  

－全都像天鵝般白皙。）  

 

在漢語中，也很少有以「天鵝」兩字為形象的成語，除了「癩蛤蟆想

吃天鵝肉」（比喻人自不量力，徒作非分之妄想），皆以「鵠」來指天鵝，「鳩

形鵠面」、「鳥面鵠形」就是用鳥、鵠之外貌形容久饑消瘦之狀。而由於天

鵝能高飛遠翔，因此，「鴻鵠之志」用以比喻志向遠大。78下面兩例中的漢

語成語，一為貶義，一為褒義，可看出「天鵝」在漢語中不同的內涵意義： 

1.通鑑：「江南百姓乏食，皆鳩形鵠面。」（辭海，頁 265）  

2.縱然有鴻鵠之志，如不肯腳踏實地去努力，也是枉然。（實用成語辭

典，頁 748）  

 

４．鳥（птица）  

                                           
77見註 51，頁 219。  
78見註 86，頁 157。  



飛禽類的動物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因之，不論在俄語或漢

語的成語中，都用到許多鳥類的形象。俄語中，鳥類的總稱詞為 птица，

可表示人物，如 важная птица 指重要而了不起的人物；редкая птица 為奇

才、特殊的人物；вольная птица 是自由自在的人；раняя птичка 指早起工

作的人；обстрелянная птица、стрелянная птица 是指飽經世故的人，相當

於漢語的「老鳥」；79птица низкого (невысокого) полёта 意為低飛之鳥，喻

指在社會上居於不重要地位的人；видна птица по полёту 比喻觀其行而知

其人。在漢語中，鳥也同樣用以比喻人或群眾，例如：窮鳥入懷（用無路

可逃的鳥來喻稱窮困之人來投靠）、笨鳥先飛（形容愚笨的人事先欠考慮，

常魯莽行事，或表示愚笨的人行動應比別人早，以免手忙腳亂）、獸聚鳥散

（比喻群眾忽聚忽散，沒有固定組織）、作鳥獸散（形容一群人凌亂地四散

分開，好像鳥獸受到驚嚇一樣，毫無秩序可言）、倦鳥知還（指遊子倦遊歸

家或比喻離開崗位太久，倦於在外行事而回到自己崗位）。  

而由於鳥在天空飛，給予人們無居無束的感覺，как птица небесная

就是用天上的鳥比喻無憂無慮、自由自在。c высоты птичьего полёта 字面

解釋為從鳥飛的高度看下，引申為只從表面觀看、判斷，相當於漢語成語

「走馬看花」、「浮光掠影」。雖然人們羨慕鳥能在天上飛，但鳥也常常成為

獵人的槍下亡魂，на птичьих правах 由於鳥兒常在屋簷下搭巢，牠們的巢

常有遭到毀壞的危險，所以，以鳥的身分就用以表示活得沒保障、沒地位、

沒希望。漢語成語亦有以鳥常被捕殺的弱者形象的成語，如：一石兩鳥（用

一個石頭擊中兩隻鳥，比喻做一件事獲得兩個效果）、驚弓之鳥（字面意義

為曾被射傷，一看到弓就受驚的鳥，用以指曾遭禍患，因而心懷驚懼者）、

鳥盡弓藏（用以比喻天下既定，功臣遭遺棄）。  

在漢文化中，小鳥有著可愛的形象，使人愛憐，如：「小鳥依人」用以

形容女子或小孩怯弱，惹人憐愛；「鳥語花香」就以花、鳥的美好來描寫春

天的景色。然而，對俄國人而言，鳥嘰嘰喳喳地叫著，無章法可循也聽不

                                           
79見註 41，頁 124。  



懂，所以，птичий язык 鳥語，喻指混亂無章的言語，這和漢語成語「鳥

語花香」的「鳥語」有著相反的意義。此外，在俄語成語中還有著以「鳥

奶」為形象根據的成語，當然，鳥並沒有奶，因此，только птичьего молока 

нет 字面意義是唯獨少了鳥奶，比喻應有盡有、一應俱全，也可直接說

птичье молоко（鳥奶）。在西方 синяя птица 青鳥是幸福的象徵，這是源於

比利時象徵派作家莫里斯‧梅德林的神話劇«青鳥»。птица–тройка 三隻鳥

是俄羅斯的象徵。下面各舉一「鳥奶」和「鳥語」的例子：  

  1.У меня в Москве целая усадьба ... была, и дом каменный, и сад, и 

заведения всякие, ягоды, фрукты－всё своё. Только птичьего молока 

не было.（Салт. Пошех. старина－俄漢成語詞典，頁 320）  

  （我在莫斯科有⋯一處莊園，有磚房、有花園、有各種作坊、有漿果、

水果－全是自己的。可說是應有盡有。）  

  2.春天到處是鳥語花香。（實用成語辭典，頁 746）  

 

５．夜鶯（соловей）  

一提到夜鶯（соловей），俄、漢民族都會聯想到牠美妙的聲音，因此，

在成語中，牠也和聲音脫離不了關係，петь（заливаться）как соловей 就

是形容人唱歌和夜鶯一樣好聽。然而，如果吹得太過火，петь как соловей、

петь соловьём 就帶有貶義，用以指說得娓娓動聽、天花亂墜。在漢語成語

中，多以單字「鶯」出現，同樣也用來指女子聲音優美，但有一個特色就

是「燕」常相伴「鶯」出現，「燕語鶯聲」就形容女子聲音之嬌細柔美。另

外，還用於形容女子容貌，「燕妒鶯慚」意為女子極為美麗，其他女子見而

莫不忌妒。由上可之，漢語用鶯與燕來形容女子的聲音、相貌，所以，「鶯

鶯燕燕」就指女子齊聚一堂。不過，現用「流鶯」來指在不良場所工作的

女子，「鶯鶯燕燕」也就有了負面的意義了。以下兩例是用「夜鶯」來形容

聲音的俄漢語例子：  

1.－Она хорошо поёт? 

 －Как соловей заливается.（УСРЯ, с.134）  



（－她唱得好嗎？  

－如夜鶯一般。）  

2.元曲金線池：「語若流鶯聲似燕。丹青、燕語鶯聲怎畫成？」（實用

成語辭典，頁 462）  

 

另外，如果在冬末見到鶯、燕，表示春天已至，「鶯啼燕語」、「草長鶯

飛」就以此形象來喻指春天的景象。而「燕侶鶯儔」是讚美夫婦雙宿雙棲，

有如鶯燕。由上可之，「鶯」在漢語成語中的文化意涵是比在俄語中較具正

面意義。  

 

四、神話類 

１．龍（дракон）  

在俄漢文化中，龍皆是神話裡的動物，但其文化意涵卻有天壤之別。

對於中國人而言，龍是高貴的象徵，但對於俄國人，龍卻是邪惡的象徵。  

有些人類學家說，龍是中華民族原始部落的圖騰，雖無人見過，但它

卻有公認的形象，是一種蛇身人首的動物。龍是中國人想像中的救世主，

只會降福人間，不會帶來災禍。在中國，龍是最崇高的象徵，有高貴的氣

質，歷代至高無上的帝王自比為龍的化身，凡與皇帝有關的都加龍字，如：

「龍顏大悅」就是指皇上高興極了；80「龍體違和」就指皇帝有點不舒服；

「龍袍加身」這指登基，在西方喜用戴皇冠來象徵最高權力，而在中國，

則用穿上鏽著龍的長袍，象徵權力到手。81 

因龍象徵神聖吉祥，成語若含有龍語素，多帶褒義，如：「龍馬精神」

比喻年老而精神飽滿；「望子成龍」為父母者希望兒女能長成了不起的人

物；「筆走龍蛇」形容書法靈活雄壯，如龍飛蛇舞﹔「矯若游龍」原指書法

之筆勢奔放靈動，現多形容人之身手矯健；「蛟龍得水」用以比喻英雄得志；

「活龍活現」形容描述雕繪事物，情態極為逼真；「畫龍點睛」比喻繪畫、

                                           
80見註 32，頁 279~280。  
81見註 32，頁 55。  



文章、言語在最重要的地方加一筆，使全篇生動傳神；「乘龍快婿」喻指一

個很令人滿意的好女婿。中國人更常自豪地稱自己為「龍的子孫」、「龍的

傳人」。82 

由於龍、虎皆為猛獸，漢語中有許多含有「龍虎」的成語，83例如：

龍行虎步（從前人稱帝王的姿態雄偉）、龍蟠虎踞（形勢險要的地方）、龍

潭虎穴（比喻凶險之處，或英雄豪傑聚集處）、臥虎藏龍（用指稱潛隱未為

人知或未為世用的奇才）、生龍活虎（形容人精神旺盛，有如龍虎般靈活猛

健）、龍爭虎鬥（形容鬥爭激烈）、伏虎降龍（比喻一個人能力超強，再凶

惡的人也能制服，再困難的事也能克服）。  

另外，龍在古代還指駿馬。可從下面兩個文獻得到印證，«周禮‧夏官‧

庾人»中說：「馬八尺以上為龍。」王勃«感興奉送王少府序»寫到：「鳥眾多

而無辨鳳，馬群雜而不分龍。」「鳳」是鳥之首，而「龍」就是馬之首了。

所以，成語「龍驤虎步」（形容大將之風的威武）、「龍驤虎視」（指志氣高

遠）中的「龍驤」就是指駿馬高大昂著頭的樣子。84 

在俄羅斯龍（дракон）雖然也是一種神話中的動物，但是和中國的龍

的文化意涵卻完全相反。牠是生有雙翅、噴土火焰的蛇行怪物，通指邪惡、

凶暴、嚴厲之人。所以，帶龍這個詞素的成語總有不好的意思，如：посеять 

зубы дракона 就指引起仇恨、糾紛、紛爭。需特別說明的是，在俄羅斯的

報刊文章中，亞洲四小龍被譯為亞洲四小虎，由此可一見端倪了。  

 

２．鳳凰（феникс）  

鳳凰和龍一樣，是中國美麗的神話傳說之產物。不過，在漢語中，含

有鳳凰詞素的成語比俄語多很多。  

«詩經‧商頌»中寫到：「天生玄鳥，降而生商。」這裡的「玄鳥」就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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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見註 42，頁 335。  



「鳳」。85鳳凰是一種珍貴的雙棲鳥，雄鳥為「鳳」，雌鳥為「凰」，只要出

現便會國泰民安，因此，作為吉利的象徵。據說在公元前二千多年黃帝時

代出現過，外形為蛇頸魚尾、燕頷雞啄、五色備舉，為鳥中之王，其鳴聲

優美，「雄雌俱飛，相和而鳴」，可說是夫唱婦隨，故有一成語「鳳凰于飛」，

是近代祝賀新婚的吉祥話；86而「朝陽鳴鳳」比喻吉祥可喜之事、直言敢

諫、文詞典雅清麗。「鸞翔鳳集」比喻賢才之聚集。  

龍鳳是帝王后妃的代表，因之在漢語中，常見包括「龍鳳」兩語素的

成語，87如龍鳳呈祥、龍飛鳳舞、龍眉鳳目、龍躍鳳鳴、龍章鳳姿、龍肝

鳳髓、龍盤鳳逸、攀龍附鳳、炮龍烹鳳。  

對俄國人而言，鳳凰（феникс）這種鳥也十分珍貴，是一種神話中的

長生鳥，但沒特別提到雌雄之分。傳說它能活五百年到六百年，然後自焚

後，新的雛鳥再從灰燼中誕生。犧牲了自己，用自己的身軀化成的灰燼，

哺育出新的鳳凰，是一個很美麗的故事，有著自我犧牲的崇高思想境界，88

這是就是 возникнуть как феникс из пепла像鳳凰一樣再生，即「浴火鳳凰」。 

 

 

切爾丹采娃（Т.З.Черданцева）在«語言與其形象»（Язык и его образы）

中寫道：「動物詞彙隸屬詞彙層，而成語學使這一詞彙層更加豐富多采。」

89藉著觀察俄、漢成語的比較，以其例子加以舉證，更能弄清動物詞彙進

入成語後的文化意涵，使學習者不致於因文化上的隔閡而妨礙理解，這些

都更加彰顯本論文的珍貴性。 

 

 

根據以上兩節的討論，本章結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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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因為動物有著鮮明的外表與習性，對於詞彙的內涵意義之發展，具有

很豐富的可能性。因此，不論俄語或漢語，往往描寫人的性格、外表、

身分、處境等意義時，總是會利用動物本身固有之形象。不過，俄漢

語在動物詞彙的文化意涵之發展上，有同有異。 

２．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而詞彙所蘊含的文化意涵更為豐富，因此，常可

從詞彙的內涵意義中，去探究詞彙文化意涵的積累。 

３．對各民族的語言環境越「本土的」（природный）動物詞彙，總是能夠

比「外國的」（экзотический）動物詞彙轉造出更多的成語，例如在俄

語中，由狗、羊、牛、馬、雞、豬、狼、狐狸、熊、麻雀、烏鴉、鳥

等動物所構成的成語，比龜、蛇、獅、猴、虎、龍、鳳凰等動物多的

多；同樣地，對於漢民族也是如此，由魚、狗、羊、牛、馬、雞、狼、

狐狸、虎、麻雀、烏鴉、鳥、龍、鳳凰等動物所構成的成語，比獅、

熊、天鵝等動物多。 

４．在歸納與對比二十六種動物之後，可發現動物詞彙在俄漢成語中的幾

個特性： 

（１）俄語中，動物詞彙進入成語後，雖有通稱詞來泛稱，但仍有雌

雄之分別，以及小稱、愛稱，一般而言，較漢語具有多樣性。 

（２）漢語中，兩個不同的動物詞彙一起進入同一成語裡，作為形象

基礎的頻率較俄語高（例如：龍鳳呈祥、如狼似虎、牛馬相生

等），所產生的成語數量較俄語多。 

（３）由動物詞彙所構成成語，在俄漢語中的數量比較： 

 俄語多  漢語多  相近  

寵物類  貓  鼠、魚、狗 兔、龜  

家畜類  羊、驢  牛、馬  雞、豬  

野生動物類  獅、熊  虎  狼、蛇、狐狸、猴  

飛禽類    麻雀、烏鴉、天鵝、鳥、夜鶯

神話類   龍、鳳   

 



（４）動物詞彙在俄漢成語中的文化意涵之異同：  

 相近或大同小異  相異或小同大異  

寵物類  狗  兔、貓、鼠、魚、龜  

家畜類  羊、雞、驢、豬  牛、馬  

野生動物類  狼、蛇、狐狸、猴、虎  熊  

飛禽類  麻雀、鳥  烏鴉、天鵝  

神話類   龍、鳳凰  

 

（５）人類以萬物之靈自居，在優越感的作祟下，動物詞彙進入成語單

位後，不論在俄語或漢語中，大部分的文化意涵皆傾向負面，甚

至有些動物也許在民族認知中具有正面意義，但進入成語後卻多

帶貶意，例如：狗、牛等動物。  

５．研究含動物詞彙之俄漢成語的文化意涵，在外語學習與教學上，具有

很高的意義及實用價值。因為從語言符號的角度切入，介紹該語言所

載的文化信息，是深入理解該民族文化，進而掌握該語言的一條捷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