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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序言

词语是语言诸要素中与社会生活联系最紧密、反映社会生活最敏感的部分。而具
有时代特色的语言会在客观上从某种程度反映一个时代的状况，反映那个时代的大众
审美观，并显示出流行文化的基本特征。纵观一个国家各个时期的流行语言可以了解
一个国家的历史。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流行语言是一部历史书。而研究当代有代表性
的语言则可以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也是这样。作为时代之镜，
有代表性的当代流行语言可以映射出当代中国社会的大众对社会生活变化的心态。一
个时代的流行语言背后折射的社会心态具有“晴雨表”和“风向标”等功能，是一定时期
内社会成员的社会共识、情感基调与社会价值观的反映1)。因此对中国当代社会某一
个时期流行语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流行语作为流行文
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又能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权力关系。迄今关于中国语言及社会变迁
* 翟俐, 韓國外大 中國語大學 中國言語文化學部 講師, zhaili@hanmail.net
1) 陈运普, 〈流行语背后的社会心态揭示〉,《人民论坛》, 第7期, 2014.

212

第 48輯

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多，如：张静文在〈改革开放三十年语言现象分析〉中2)，通过对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语言现象的分析，揭示了改革开放作为重要的社会背景语境，影
响了中国社会的语言面貌。而刘云.王耿则在〈现代汉语词汇嬗变与中国当代社会的
变迁〉中3)，阐述了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都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之相适应的是出现了汉语新词新语的高潮期。新词汇既是社会
变迁的产物，又是对社会的忠实记录，是社会发展的积极产物。也从侧面揭示了流行
语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等等 。
到目前为止，不论在中国还是在韩国，有关流行语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研究不少，
而关于国家领导人语言的研究却不多。纵观新中国六十多年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语
言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并以相对稳定的方式逐渐过渡。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中国最
高领导人的各种讲话既向民众表达了领导层的执政立场，又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国家的
形象。一直以来，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毛泽东、邓小平等
中国领导人都以他们独具特色的语言和风格，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因此对中国国家
领导人的语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篇论文即将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的语言进行研究。自习近平任中国中共
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后，不仅在内政外交方面实施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政策，
他的亲切质朴的“习式风格”词句，也已经成为人们常用的“流行语”，即“习式语言
”4)。“习式语言”来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些重要讲话及外交谈话，这些语句易、俗、
精、深，因为深入人心而成为新的流行语。可以说“习式语言”已经渗透到当今中国社
会的各个角落，并成为人们熟知的“习式语言”。“习式语言”也是中国当代最具代表的
流行语之一。本篇论文即将通过对“习式语言”的风格、影响以及成功背景的论述和分
析，从某种角度上揭示中国目前的社会心态。
在第一章的序言里，笔者将介绍“习式语言”的基本特征、研究“习式语言”的重要性 。
在第二章中笔者将通过举例说明“习式语言”具有语句质朴而通俗,“亲民性”等风格。在
第三章中，笔者又将对“习式语言”的社会影响进行介绍。而在第四章中，笔者则将对
“习式语言”成功的背景进行分析。在最后一章的结论中，笔者得出的结论是：“习式
语言”真诚风趣，寓深于浅，让人听得懂、忘不了，更能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因而
拉近了官民之间的距离。这种近距离既便于领导阶层实行管制，也会给领导层实行的
2) 张静文, 〈改革开放三十年语言现象分析〉,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 第4期, 2008.
3) 刘云, 王耿, 〈现代汉语词汇嬗变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华中学术》, 第1期, 2010.
4) 百度文库之“习式流行语”。( 检索日 : 2015년 10월26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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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带来影响，也必将给中国社会带来变化。
Ⅱ.

“

习式语言 的风格分析
”

前言中我们已经说过，自习近平当选中国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不仅
在内政外交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他的亲切质朴、平易近人的 “习式风格” 词句，
也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流行语”，即“习式语言”。这些语句言简意
赅、细腻传神、 音节和谐，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因为深入人
心而成为新的流行语5)。“习式语言”的风格大体可分为以下六种。
1） 语句质朴通俗

大体上讲，“习式语言”质朴亲切，简洁明快，并没有丝毫的单调和高调。有分析
家指出,这些词语既没有口号,也没有高调,有的只是细声慢语地娓娓道来，看似是一种
类似谈心式的交流，却能让人有一种绝对的真实感。比如在说学习时，习近平会用
“不懂的就要抓紧学习研究弄懂，来不得半点含糊”来表达；而在论改革开放的时候，
他则会说“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在谈到国家利益时，他又会说“任何外国
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谈和平时，他则说“和平犹如空气和阳
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其他如“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从政就不要想发财”等
表述，这些“习式流行语”，或是打比方，或是古语新用，或是套用熟语，但常常会恰
到好处，并会让人茅塞顿开，令人心服口服6)。
2） 走亲民路线

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奉行走平民路线的亲民政策。他喜欢与大众分享自己的生
活和心得。和大众在一起时他总是表现得那么的真诚实在，就如同邻居家和蔼可亲的
大叔，并会时不时来几句流行语。在他的讲话中，习近平会经常使用形象生动的比
喻、和质朴直白的语言。“习式语言”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和魅力让中国人眼前一亮、
喜闻乐见，并已经深入民心。甚至有人用”萌动”中国的字眼来形容“习式语言”7)。比
崔小粟，〈新常态、鞋子论, “习式流行语”深刻影响中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5. l0.25), http://cpc.people.com.cn/(检索日:2015년10월27일)
6) 盛卉,王斯敏,〈这两年，习近平带火的12个热词〉,（人民网-时政频道）(2015年02月06
日), http://cpc.people.com.cn/ (检索日 : 2015.10.2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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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8), “时间都去哪儿了”等, 这种如家人的感觉和完全
通俗的表达方法，一下子拉近了习近平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种
风格可以说是前无来者、绝无仅有的。
【 例1 】中国梦
中国梦是“习式语言”中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最广为人知的词语之一。2012年11月，
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在2013年的中国两会上，习近平说：“实现中
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
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
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
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
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9)习近平用简短而和蔼可
亲的话语，不仅使在会场的每一个人产生共鸣，也使多数中国人产生了共鸣。不仅如
此，后来这个中国梦又被解释为非洲梦、世界梦。因此中国梦也成为最广为人知的
“习式语言”的词语之一。
【 例 2 】时间都去哪儿了
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在索契接受专访时的感叹到“你知道，承担我这样的工作，
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时间。今年春节期间，中国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对
我来说，问题在于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10) 众所周
知，中国每年大年三十的春节晚会都会捧红一些演员或节目。２０１４年的春晚上的
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当年的一个焦点。习近平正是通过上面这个幽默生动、
通俗的流行词语，使一个本应高高在上的最高领导人没有了神秘感，这也自然而然地
拉近了他与百姓之间的距离。而且在无形中，这也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他的会为国家为
人民用尽全心全力的态度。而在2013年接受巴西记者采访时，他则说自己是“偷得浮
生半日闲”，意思是说，只要有时间，他就会与家人在一起. 。几句平凡而亲切的话
语，会让人产生一种根本就是在跟邻居家的大叔聊天的错觉。
7) 上同
8) 百度百科之中国梦词条。http://baike.baidu.com/ (检索日: 2015.10.25)
9) 2014年2月７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回答主持人

提问时所讲。

10)2014年2月７日，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回答提问时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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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3 】蛮拼的、点赞
习近平在2015年新春贺词时说：“为了做好这些工作，我们的各级干部也是蛮拼
的。当然，没有人民支持，这些工作是难以做好的，我要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点赞
。”11) 网友们对此的反应是“第一次听到这样亲和、接地气的新年贺词”，这句话似乎
萌倒了海内外华人，与此呼应很多中国人都表示新的一年要继续“蛮拼的”。习近平也
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正式讲话中引用网络流行语的中国领导人。诸如此类的“习式语
言”都获得了众多点赞。蛮拼的、点赞这样的网络用语，对其他领导人来说可能是不
屑一顾的。而正是这种紧跟时代潮流的平民式的“习式语言”，却填平了本应横在国家
领导和平民百姓之间的鸿沟，给了一般平民一种习近平就在他们的身边的感觉，从而

真真切切地做到了共鸣。

【 例 4 】年轻人不要总熬夜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座谈会，同200余名中央党校第一
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畅谈交流“县委书记经”时，劝“年轻人不要总熬夜”。很多人对
这段话的感觉是真诚、自然，并被迅速转发，大家都被这种平民式的关怀所感动，它

使习近平与民众走得更近了12)。
3）铁面无私，手下无情

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奉行转变作风和反腐、反官僚政策。而“习式语言”也与他
所倡导的转变作风、反腐反官僚的理念完全一致，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例1 】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2014年1月20日,习近平提出了“开展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要坚持主题不变、镜头
不换，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13)’的总要求，以严的标准、严的措
施、严的纪律坚决反对“四风”，推动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作风进一步转变、党群干
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14) 习近
11) 2014年12月31日，习近平在办公室做了新年贺词。
12) 〈习近平：年轻人别总熬夜〉, http://news.39.net/shwx/150115/4558272.html
(检索日: 2015년 10월29일)
13) 《习近平在党的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全文》,
http://www.qh.xinhuanet.com/ (2013年6月18日) 检索日：2015年10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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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在谈及反腐时非常善于打比方，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这些都显示出习近平在反腐等方面的意志与决心：要想杜绝腐败，首先自身就不能有
问题；而要想长远发展就要反腐，反腐就像刮骨疗毒那样既要做到心硬手狠，又要做
到义无反顾，绝不能心软。他以照镜子、洗澡、治病等比喻，告诫共产党人要随时发
现自身的问题、纠正错误，并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良好的党
风，国家才能长久发展。
【 例 2】“老虎”、“苍蝇”
“老虎”、“苍蝇”也是“习式语言”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词语之一。2013年1月习近平
提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
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
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15)
众所周知，一直以来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历届政府的一大无药可医的心病。习近平
以“老虎”、“苍蝇”比喻那些祸国殃民的腐败分子。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一直大刀阔斧
地进行反腐，可以说是大快人心。中共十八大以后，共有61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
其中不乏一些大老虎，这种空前的反腐力度，不仅展现了以习近平中心的政府的决
心、胆量和魄力，也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更确定了习近平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使

他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

【 例 3 】 底线思维
原文是“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
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16), 是习近平2013年初在一次重要会议
上强调的。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做
最坏打算，往最好处努力。它要求共产党的干部要以底线思维的方法和心态，始终使
自己的头脑处于清醒状态，积极妥善解决各种问题和难题。

4）有责任有担当

盛卉 王斯敏,〈这两年，习近平带火的12个热词〉（人民网-时政频道）(2015年02月
06日), http://cpc.people.com.cn/(检索日: 2015년 10월27일)
15)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发表重要讲话中提到“老虎”、“苍蝇”。
16)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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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及国家战略及共产党政策时,习近平并没有像其他共产党领导人那样一味地唱
高调、喊口号，而是站得高、望得远、有大家风度，进而向全中国、也像全世界展现
了大国领导人的风范，并博得好评。
【 例 1】一带一路
2013年9月，习近平首次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他又在出席亚太
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倡议愿和东盟共同建设“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在2013年11月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一带一路17)”的构想又被写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正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不是什么实体和机制，而是一种谋求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 意在借用
古代的 “丝绸之路” ， 借助已有的区域合作平台 ， 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
伴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方面共同打造共同体。这不仅是中共面对国内国际局
势作出的重大决策18)，还会为旧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 例 2 】新常态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及“新常态19)”。11月9日，在APEC工商
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习近平全面论诉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新常态中
的“新”就是“有别于旧的物质”；“常态”就是事物经常处于的状态。新常态就是：既相

对稳定又不同于以往的状态。它指的是当今的中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与过去三十几年
的高速增长期完全不同的新阶段，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习近平一再强调能不能
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当前中国的改革进展状况。此后“新常态”一词又被扩展到政
治、外交等各个领域，“新常态”的提出在中国内外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 例 3 】刀把子
刀是“锋利的东西”，把是“方向”。“刀把子”最早见于阶级斗争激烈的毛泽东时代，
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强调政法机关的阶级属性。政法机关是国家的权力部门， 一旦落
入别有用心的人手中，就会成为伤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武器。在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
17) 2013年9月7日与 10月3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印尼国会上发表
演讲时，提出了一带一路总体布局的构想。
18) 盛卉,王斯敏,〈这两年，习近平带火的12个热词〉（人民网-时政频道）(2015年02月
06日), http://cpc.people.com.cn/(检索日: 2015年 10月27日)
19) 《羊城晚报》(2014年11月10日) (检索日：2015年10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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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今天，习近平之所以重提“刀把子”，意在在永远处于“进行时”的反腐斗争中，
中共政法系统也已经被列在危险的“重灾区”内，因此，他以“刀把子”论，要求共产党
的干部（特别是政法从政人员）要按照党规反省反思，并要一切行动听指挥 。
5）注入了中国外交理念

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他曾多次出访，足迹可以说遍布全世界。在他出访发表演讲
时，习近平多从历史、现实的角度，寻找中西方共同点，以期得到听众的情感共鸣。
不仅如此，他在外交演讲中还经常引用中国俗语，恰当好处地将中国元素、中国文化
以及中国话语注入到中国的外交理念当中。比如，在访问非洲时，他用“中国梦，非
洲梦，世界梦”的说法，既将中国梦的概念告诉给世界，又由中国梦的概念展开，使
它变成世界之梦，从而取得了广泛的共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他又用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来表示只要奉承包容精神，就不会有什么“文明冲突”。这种恰
到其处的说法，让人有了真实亲近的感觉。在坦桑尼亚演讲时，他用当地语言打招
呼，并感谢大家，细小之处体现了一国领导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风范。20)所有
这些都为在中国树立良好的外交形象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例 1 】中国梦非洲梦世界梦
2013年，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发表重要演讲时先讲述了中非关系发展的历史，又提
出了中非要共谋和平与发展的主张。他强调说 “真”、“实”、“亲”、“诚”是中非关系
真实写照。在讲话中，他很自然地引入了中国梦的概念。用习近平的话来讲，这就是
“13亿多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0亿多非洲人民正致力
于实现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非洲梦”21)。这次演讲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 例 2】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 谈到他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各种文化和文
明的理解。在演讲中，他引用了中国的俗话“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非常生动形象地
说明了各种文明之间只要相互理解包容，各取所爱，就不会发生“冲突和争执”22)。

盛卉,王斯敏,〈这两年，习近平带火的12个热词〉（人民网-时政频道）(2015年02月
06日), http://cpc.people.com.cn/(检索日: 2015년 10월27일)
21) 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发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
真诚伙伴》的重要演讲，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人民日报：中国梦非洲梦世界梦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发表重要演讲〉《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3年03月26日 ）（检索日：2015年10月26日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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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擅长生动比喻

习近平上台后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这些讲话无不独具风格、意义深远。习近平
的讲话，不乏真话、实话，也道出了一般老百姓心里话，可谓是脍炙人口，因此经常
被广泛引用。而这些讲话虽没有阳春白雪式的典雅，却吸引了无数的追求者。习近平
常运用生动的比喻，言简意赅、细腻传神地解释自己的执政理念。因此恰到好处的比
喻也是习近平语言的另一大特点。
【 例 1 】人生的扣子
“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
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23) 习近平用扣扣子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告诉年轻人大
学是人生非常关键的时期，它将决定年轻人今后的生活。以此告诫大学生要珍惜大学
时光，努力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可以说他是将对大学生深切的希望寓于生动的比喻

之中。

【 例 2 】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硬骨头”在现代汉语中经常用来比喻难以完成的任务。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的意思就是改革要勇于冲破各种障碍。习近平用看似平常的“硬骨头”和“险滩”等词告
诉人们改革开放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处于一个各种
关系错综复杂的状态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的公平公正受到影响，也削弱了
社会的发展动力。所以说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就是要敢于冲破各种束缚，大刀阔

斧地进行改革。这也是中国改革能否继续下去的关键所在24)。

【 例 3】防止出现“意大利面碗”现象
习近平借用“意大利面碗”这一经济学用语，形象地说明了亚太地区要加强合作，
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影响区域合作与发展进步25)。这一用语的使用体现
22) 2014年03月27日，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岳菲菲 〈习近平诠释
文明需秉承包容：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北京青年报》（2014年03月28日））（检
索日：2015年10月26日 ）
23)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和师生交流时提出。
24)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不失时机深
化重要领域改革”。〈解码“习式语言”三大背景:形象比喻、俗文俚语、诗文引用〉2014
年11月26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检索日：201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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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习式语言”的善于灵活使用“国际式语言”的特点，这个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既
描述了复杂的国际局势，又清楚明了地表达了中国的观点和立场。
【 例4】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笼子，本指圈养动物的东西，现代汉语中常用它比喻对某一对象的约束、限制和
束缚等。比如“囚笼”，即指监牢。自古就有“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的说法，
习近平生动地把各种制度比喻成“笼子”26)，意在强调制度对权力(尤其是对一切滥用
权力行为)的约束与监督。他的最终目的是健全中国的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以杜绝

腐败现象的发生。

Ⅲ.

“

习式语言 带来的影响
”

1）“习式语言” 的联动效应

“习式语言”传递出来的亲民形象为中国民众所熟知并认可，并深受普通中国人的
喜爱。“习大大”这个亲切的称呼已经深入人心的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不仅如
此，“习式语言”还派生了一些新词及新现象，如习大大、彭麻麻、歌曲《习大大爱着
彭麻麻》、习大大套餐等等。这既是“习式语言”的联动效应，也是习近平成功地与中
国民众接地气，并深得人心的表现。
1．“习大大”
“习大大”这个称谓源于一个微博27)。这是最能表现出一般百姓对国家领导人的爱
25) 2013年10月 ，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多次表示对亚太
发展前景保持信心，呼吁亚太经济体“不能互相踩脚，甚至互相抵消”，要防止出现“意
大利面碗”现象。“意大利面碗”现象一词，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巴格沃蒂1995年出版的
《美国贸易政策》一书，意指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统称“特惠贸易协
议”）下，各个协议的不同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就像碗中的意大利面一样错综复杂
交缠在一起，理也还乱，剪也不断。〈解码“习式语言”三大背景:形象比喻、俗文俚
语、诗文引用〉2014年11月26日,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检索日：2015年10月
31日）
26) 是2013年1月22日 ，习近平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的。
27) 这个微博叫“学习粉丝团”，它的出发点是：如今很多国外领导人都有网络粉丝团，中
国领导人也应该有。起初，他亲切地称习总为“咱们家平平”。在微博运行了一个月
后，“学习粉丝团”开始用“习大大”替代“习总”的官方说法（相应地，彭丽媛是“彭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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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和期待的叫法。相比1984年最经典也最深入人心的“小平您好”的标语，“习大大”这
一称呼中蕴含的爱戴与期待，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今“习大大”已经成为网
络热词。试想：无论男女老少都异口同声称习近平为习大大，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
面？它让人有一种整个社会就如同一个大家庭的感觉。28)一个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
的领导是根本不可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的。除了习大大以外，人们还称习近平的夫人
为“彭麻麻”，这些都可以说是“习式语言”传递出来的亲民形象为民众所认可的最典型
的现象。
2．歌曲《习大大爱着彭麻麻》
“习式语言”不仅“带来”了习大大这一称呼，还带来了其它的联动效应。2014年，由
两个河南小伙创作的《习大大爱着彭麻麻》的歌曲，在网络上火了起来，连续5天，
视频点击量突破2000万。歌词的内容大致是：“中国出了个习大大，多大的老虎也敢
打。天不怕嘿地不怕，做梦都想见到他……中国还有个彭麻麻，最美的鲜花送给
她……男人要学习大大，女人要学彭麻麻”。这首充满“习式语言”的网络歌曲感动并
红遍了个中国，并迅速在各大网站和微信朋友圈扩散。这也可以说是“习式语言”带来
的联动效应，它们将长久以来已被‘脸谱化’的中国领袖从高高的‘神坛’之上请了下来，
并将他们请回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普通百姓的生活里，让人倍感亲切，它让组成社
会最基本的单位的普通人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29)”
3．习近平漫画
2013年10月14日，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名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有关
习近平的动漫视频，引起了网友热议30)。视频的画面语调轻松幽默，两天时间内，
点击量超过了100万次，在此同类短片中遥遥领先，破此类视频纪录水平。同时，一
组漫画版的“习主席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的图表新闻成为舆论焦点，这是媒体首次发布

妈”）。(在陕西,管自己叔叔叫大大,管大大的老婆叫妈妈或麻麻，所以后来有人管习近
平的夫人彭丽媛叫彭麻麻）
28) 丁刚 冯雪珺， 〈2014世界从6个词读中国：“习大大”一词翻译成啥？〉 (人民
网)(2015年01月06日) （检索日：2015年10月26日 ）
29) 百度百科之习大大词条。http://baike.baidu.com/ (检索日: 2015.10.25)
30) 在这则被网友认为“尺度很大”的5分多钟视频中，习近平以卡通形象出现，以他的成
功之路为例介绍了中国领导人的选拔过程，并与英美等国的领导人产生机制进行对
比。这既是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首次通过讲故事形式介绍，也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首
次以动漫卡通人物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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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漫画形象。漫画一经发布，便立即登上各大网站的头条，并在微博上被大量
转载，数个手机新闻客户端也在第一时间推送了该消息。微博上，这幅漫画也“萌倒”
了众多网友。漫画发布后，诸如“习大大好萌”、“习主席辛苦了”的网友回复多次出现
在相关新闻里31)。
4．习大大套餐
2013年12月28日下午，习近平来到庆丰包子铺，亲自排队买单用餐。据悉，他点
了二两猪肉大葱馅的包子，共六个，一碗炒肝，一份芥菜，共消费21元。于是，习大
大的21元“习大大套餐”爆红网络，群众纷纷赶往此地购买。据透露，习近平到来的第
二天，庆丰包子铺的营业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习大大套餐”甚至一度脱销。顾
客排队买“习大大套餐”排到了400多号。习近平来这里吃过包子后，习近平坐过的座
椅也成了景点，更有习近平的铁杆粉丝不惜等上40分钟跟习总当天吃饭用过的桌子拍
照32)。这在对所有事情都见怪不怪的当今的社会里，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这不仅说明了习近平正深得中国人的爱戴，也是“习式语言”的联动效应的体现。

2）“打虎拍蝇”带来的反腐效应

“打虎拍蝇”是“习式语言”中最具代表性的词语之一。它不仅使中国政府的反腐进入
“未完时”，更掀起了中国政府的反腐高潮。一直以来，腐败不仅是中国政府的一块难
以医治的心病，也是横在中国政府和百姓之间的鸿沟，更是当今中国的最大矛盾。习
近平之前的各界政府对此可以说是束手无策。随着习近平的上台，反腐败工作也被提
到日程上。“打虎拍蝇”是“反腐”热词，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简称。上文我们已经提
到，“老虎”喻指位居高层的腐败官员，“苍蝇”则指身处基层的腐败官员。二者都是人
皆避之，人人喊打的动物。 “打虎拍蝇”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习近平政府在惩治腐败这
一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打虎拍蝇”不仅是习近平政府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
行动，也是习近平实施的有别于以往领导人的有效措施之一，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33)。

3）“习式语言”带来的外交效应
31) 百度百科之习大大词条。http://baike.baidu.com/ (检索日: 2015.10.25)
32) 上同
33) 百度百科之“打虎拍蝇”词条。http://baike.baidu.com/（检索日：2015年10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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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了中国外交理念的“习式语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外交效应 。“习式语言”使中
国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外交风格。习近平在他国发表演讲中常常会从历史的、现
实的角度上，寻找共同点，并会获得情感共鸣。比如，习近平引入了中国梦的概
念34)，他的“13亿多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１０亿多非
洲人民正致力于实现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非洲梦”，让世界耳目一新，并在某种程
度上得到了共鸣。
不仅如此，他在各种外交演讲中还常常恰到好处地引用中国俗语，将中国元素、
中国文化以及中国词语注入到他的外交理念中。比如上文提到的“萝卜青菜，各有所
爱”就是有代表性的“习式语言”之一，习近平的宗旨是不论大国小国，都要以包容的
心态面对各种“冲突”35)，这样才能谋求共同的发展。
不仅如此，2014年11月，习近平在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欢迎宴会上对中
国的雾霾问题毫不隐瞒，他坦率地承认了“‘APEC蓝’会美好而短暂”，并以坦率而诚
恳的态度在各国政要面前承认了中国 “成长的烦恼”，并强调“整治污染是中国努力的
方向”，他的转不利为有利，为中国外交树立了诚实可信的形象36)。
再比如，上文提到的他在坦桑尼亚演讲时的表现等等，这些“习式语言”，没有高
调和口号，也没有任何壮语豪言，都是一种近乎谈心式的交流，却给人以真实的感
受。而这些“习式语言”不仅提高了中国的软实力，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习式
语言”对习近平的独具特色的、有亲和力和说服力的“习式外交” 的形成，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37)。
Ⅳ.

“

习式语言 成功的背景分析
”

1）成功引用各种熟语

熟语包括各种谚语俗语俚语，是常被一般百姓引用的固定句式,最大的特点就是用
简单通俗的语言解释深奥的道理。而习近平为了让他的执政理念能更深入人心，与大
34) 2012年411月，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
35) 2014年03月27日，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中引用。
36) 盛卉,王斯敏,〈这两年，习近平带火的12个热词〉《人民网-时政频道》(2015年02月
06日), http://cpc.people.com.cn/(检索日: 2015년 10월27일)
37) 〈专家称彭丽媛有大优势可提升软实力〉, 2015年10月26日,
http://cache.baiducontent.com/（检索日：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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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产生共鸣，经常引用各种熟语。同样深奥的大理论，经他的“熟语式”的引用，无不
通俗易懂，成为地地道道的大白话、大实话，达到了产生共鸣的效果。
【 例 1 】“纵使思忖千百度，不如亲手下地锄”
2012年2月20日，习近平在中国—爱尔兰经贸投资论坛上引用了这句爱尔兰谚语发
表讲话38)。我们都知道入乡随俗总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作为一个外国的领导，
习近平通过这句爱尔兰谚语，不仅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更表达了一种只要中爱两国
政府和人民携手前进，中爱双边合作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的愿望39)。

2）喻枯燥理论于生动的比喻之中

中国共产党上台以来，各界领导人的讲话无不是上纲上线、唱高调、喊口号，讲
的都是枯燥无味的大道理。给人的感觉就是与民无关、高高在上，更谈不上深入人心
了 。而“习式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生动形象，善于运用通俗易懂的老百姓的话
语，给人一种出神入化、简洁明快、细腻传神、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甚至达到了
登峰造极的境界。
【 例 1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
这是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时打的一个比喻。原文是：鞋子合不合脚，
自己穿着才知道40)。意思是说某个国家发展得好与坏，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有发
言权。“ 鞋子论” 反映了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而只有中国人才有
对发展好坏进行评价的权利。多少年以后，一个领导人的政绩可能会被人遗忘，但习
近平的“习式语言”，很可能会流芳千古。
【 例 2 】“治大国如烹小鲜”41)
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引用了“治大国，若烹小
鲜”，他把治国比喻成烹制美味。这个“烹”字，不仅表现了习近平的那种积极向上之中
38) 2012年2月20日，习近平在中国—爱尔兰经贸投资论坛上发表讲话。原文是爱尔兰也
有句谚语说得好：“纵使思忖千百度，不如亲手下地锄”。今天的中国—爱尔兰经贸投
资论坛，既是两国企业家的聚会，也体现了两国工商界齐心协力、抓住机遇、共迎挑

战的信心和决心。

39) 百度百科-习近平语录之语录三。（检索日：2015年10月25日 ）
40) 这是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打的一个比喻。
41) 是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提到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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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幽默的态度，而且细腻传神地描绘了习近平特有的那种“其乐尽在其中”的意境42)。
3）古语新用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唯美典雅的古典诗词以它特有的魅力 ，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
极为珍贵的一部分。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千古流传的名句。这些名句可谓音节和谐、
炉火纯青、言有尽而意无穷、含不尽之意于言。习近平就曾无数次借用这些千古名句
阐述他的执政思想，给人以既亲切又清新自然的感觉，可谓古为今用、质朴直白 。43)
【 例 1】“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2013年3月27日，习近平以“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44)来形容金砖五个来不同地区的
国家相聚在一起，就是为了谋求合作发展、寻找共赢之路。金砖各国，不仅在地理位
置上相隔万里，更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体制之下，可以说前途未卜。
而习近平却以这句“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表明了他的只要金砖五国志同道合，就没有
解决不了的问题的决心45)，也表明了他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态度。
【 例 2】“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46), 意思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自身腐烂后，才会出现虫子寄
生的现象。习近平将共产党内部的腐败比喻成腐烂，以此阐明腐败可能是导致国家灭
亡的重要原因，意在告知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洁身自好，务实清廉，共产党和国家才能

持久发展47)。

【 例 3】“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这句话语出《管子·牧民》。习近平引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
心”48)，意在说明人心所向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衰的决定因素，强调共产党
42) 百度百科-习近平语录之语录四。（检索日：2015年10月25日 ）
43) 王选练 《读〈习近平用典有感〉：借古抒怀创新意精致寓意启迪人》2015年04月30
日 （人民网-读书频道）（检索日：2015年10月28日）
44) 2013年3月27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发表讲话。
45) 百度百科-习近平语录之语录之七。
46) 原文内容是：“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出自《荀子·劝学》：“肉腐出虫，鱼枯生蠹。”）
47) 〈解码“习式语言”三大背景:形象比喻、俗文俚语、诗文引用〉2014年11月26日人民网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检索日：2015年10月31日）
48) 2013年12月26日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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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以为老百姓服务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做公仆，并应以是否让公众
满意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49)。
4）得到认可，产生共鸣

流行语之所以被称为时代的镜子，是因为它已经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接受并模仿，
因此它也反映了那个社会的大众的从众认可和同感共鸣的心态。以往中国政府领导人
都是高高在上，他们走的都是“高空路线”，指导思想也单一乏味，甚至有时是与社会
和时代是水火不相容的，从来没有与一般平民百姓产生过共鸣。而“习式语言”却与此
完全相反。这不仅是因为“习式语言”言简意赅、细腻传神，更是脍炙人口，并具有深
刻的内涵，
更重要的是“习式语言”不论是风格还是内容，都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如上文说
过的中国梦、“老虎”、“苍蝇”、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等等，既生动传
神又不乏幽默，更是想百姓所想，以清新质朴的大白话，道出了民众的心声，所以深
得并大快人心，因此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换句话说，走进平民大众的心里、并与这
些人产生共鸣，是“习式语言”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Ⅴ.

结论

作为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流行语不仅具有时尚符号，更能表现出一个国家强
烈的文化权力关系。社会流行语作为社会的晴雨表, 能映射出那个社会不同的发展阶
段大众对社会生活变化的心态。“习式语言”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流行语中的一种，它也
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思想的外衣。“习式语言”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亮点，
代表了习近平政府的执政理念，有着朴素真诚、直面民众、直抵人心的特点。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习式语言”具有质朴而通俗、亲民、善用形象比
喻等特点。而这些特点又带来了相应的社会效应。比如说，“习式语言”通俗易懂诙谐
轻松，句句叩击听众心弦， 并深得一般平民百姓的爱戴，由此习大大的称呼、习大
大套餐等流行语或现象也应运而生。在反腐方面，以“打虎拍蝇”为代表的“习式语言”
不仅明确了习近平的坚定的立场和态度，也将中国的反腐工作推进一个新的高潮。在
外交方面，注入外交理念的“习式语言”为中国外交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49)

百度百科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词条。 （检索日：2015年10月

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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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式语言”成功的背景即为：引用谚语俗语俚语,

活用诗文古语 ,从众认可、同感
共鸣。特别是在得到大众的认同方面。在中国人的关注点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
象就是很多人希望听习近平讲话。可以说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习式语言”既
朴素真诚、直抵人心，又深入浅出、意味深长，听起来是一种享受，也让人听得懂、
忘不了，更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习式语言”是习近平得以走进一般老白姓的心中、
深得百姓爱戴的决定因素。“习式语言”为习近平成功摆脱以前中国领导人的“老人政
治”，打造新式政治文化铺路──这不但会有利于习近平政府的领导班子，更会有助
于推动良好管治并促进良性循环。
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作为领导人的习近平的清新朴实的“习式语言”风格，
不仅会为习近平政府增添了前所未有的人格魅力，还使习近平政府与普通民众的心理
距离变小，让他们能够有意识地实施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执政原则，更加贴近大众。
更重要的是，“习式语言”凝聚着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所思所想并将影响国家行为，影响
未来中国，甚至世界，也必将给中国和中国社会未来带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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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요약】

어휘는 언어의 제 요소 중에서 사회생활과 가장 밀접하고, 사회생활을
가장 잘 반영하는 요소이다. 시대성을 갖춘 언어는 객관적으로 일정한 정도
한 시대의 정치· 경제· 문화적 상황과 함께 해당 시대에 유행하는 문화적 특
색을 반영한다. 따라서 각 시기의 유행어를 분석하면 해당 국가의 역사뿐만
아니라 발전상황과 발전추세까지도 이해할 수 있다. 중국도 예외가 아니다.
중국에 유행하는 언어는 중국사회의 변화모습, 사회구성원의 사회적 공감, 사
회적 가치관을 충분히 반영하고 있다.
지금까지 중국 혹은 한국을 막론하고 중국의 유행어와 중국사회변천과의
관계를 분석한 연구 성과는 적지 않다. 그러나 정작 국가 지도자의 언어에 대
한 연구는 많지 않다. 사실상 중국의 특성상 국가 지도자의 언어는 매우 중요
한 사회적 파급효과를 가져왔다. 따라서 본 논문은 중국 국가지도자의 언어와
사회적 효과에 대한 정보와 연구공백을 메우고자 했다. 당대의 국가지도자인
시진핑(习近平)의 언어인 소위 ‘习式语言’의 풍격과 그것의 중국사회에 대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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영향, 그리고 이러한 언어가 사회적 파급효과를 갖게 된 비결 등에 대해 분석
하고, 이를 통해 당대 중국의 사회적 심리상태를 보여주고자 했다.
제1장의 서언에서는 ‘시진핑식 언어(习式语言)’의 기본적인 상황과 연구의
중요성 및 본 논문의 기본골격을 소개했다. 제2장에서는 ‘习式语言’의 사례를
들어 시진핑 언어의 풍격에 대해 분석했다. 즉, 순박하고 통속적인 면, 친민적
특성, 매우 단호한 특성, 중국의 외교이념, 책임의식, 이미지 비유를 잘 하는
등의 언어풍격에 대해 분석했다. 제3장에서는 ‘习式语言’ 풍격이 가져 온 사회
적 영향에 대해 소개했다. 시진핑의 언어는 중국 국민의 마음을 파고 들었으
며, ‘习大大’와 같은 애칭, ‘习大大套餐’과 같은 유행어들이 속속 생겨났다. 제
4장에서는 ‘习式语言’의 성공비결에 대해 분석했다. 속담과 고사성어를 인용하
고, 중국의 외교이념 등을 민중에게 설파함으로써 함으로써 민중의 공감을 얻
어내는 데 성공했다. 결론적으로 ‘习式语言’의 순박성과 진정성은 민중의 공
감을 이끄는 가장 큰 성공비결이 되었으며, 중국사회의 미래 변화에 적지 않
은 영향을 미칠 것으로 판단된다.
주제어: 중국, 시진핑식 언어, 중국사회, 유행어, 시진핑식 풍격
中國, 习式语言, 中國社會, 流行语, 习式风格
China, ‘Xi’ Style Language, Chinese Society, Buzzword, ‘Xiji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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