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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前

１９９１年起，我在讲课中尝试从变化规律和形成原因的角度给

学生介绍汉语方言中语音词汇等方面的现象。因为涉及到当前汉

语方言研究的实际，所以几次讲授后，观察问题的角度逐渐集中到

了演变规律和不同层次的鉴别方面。１９９６年，工作纳入国家教委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九五”研究项目，得到项目基金的支持，得以整

理课程的讲稿。本书所述是其中的语音部分。

近年来不少高校在建设汉语方言学方面投入了力量。国外在

这方面也有卓越的工作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不过汉语有自己的

方言土壤，我以为汉语方言学应该尝试在理论上和方法上进行创

造性的探索。只有这样，作为比较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才能

适合语言理论建设和汉语方言研究的实际需要。本书所述是探索

中的一些初步设想。尽管一些部分的论述还不充分，在这里发表

出来，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指正。

本书共八章。前面两章分别介绍汉语方言中由语音演变和外

来影响这两种不同原因造成的语音变化以及它们的表现形式。前

一种演变中有新旧不同的语音形式，后一种变化中有来源不同的

语音层次，需要把它们区别开来。后面“ 儿化韵”等三章是个案处

理，介绍几个重要的方言现象，探索它们生成发展的规律。“ 原始



闽语”一章是根据头两章的认识对一个古方言音系构拟所做的分

析。关于方言分区的两章，因为和对方言语音演变和层次的认识

有关，所以也收在里面。

附录是我在１９６４年秋为方言调查实习课写的总结。其中语

音的描写和比较实际上牵涉到演变和层次的问题。三十多年前的

旧作，虽然所记个别语音现象（ 如发音时声母持阻阶段的延长）或

许和发音的特定场合有关，有的提法（ 如说孝义话降升调使音节分

裂为二，晋中方言文白异读反映阴阳对转）还需要改善，但作为早

期观察的一页，也附入以供参考。

本书从某些著作中引用的观点，在文内直接说明了出处。引

用材料则不一一注明，请参看各章后的参考文献目录。

王福堂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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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

汉语经历数千年长时期的发展，语音上有了巨大的变化。而

且各地变化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长时期这样巨大的不同的变化，

造成了目前各地方言语音纷繁复杂的局面。汉语方言语音变化的

原因，变化的方式，变化的过程，以及变化的结果，都很值得探求。

（ 一）语音变化的原因

汉语方言语音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人

们出于发音上省力和方便的要求，引起发音动作的改变。发音上

省便的要求使音节内部不同语音成分相互影响，改变了其中一方

或双方原有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变得彼此相近或者相同。以

下列方言声母的实际音值来说明：

厦门　　　　福州　　　　梅县　　　　南昌

ｋｉ九 ｕ ｉ 　　ｅｕ ｃ 　　　ｉｕ ｔｉｕ

把这些方言的字音联系起来，可以认为，南昌话见母“字 九”的

声母因为前元音的影响而经历过一个腭化的过程：

→ ｃ→ｋ→ ｔ

在这个过程中，舌根音声母为了和前元音的舌位协调，发音部位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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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向前移动，最后变成了舌面前音。

又如复元音的单化：

北京　　　　　　太原　　　　　　西安　　　　　　济南　　　　　　合肥

Ｅ拜 ｐｐａｅ ｐｐ ｐａ εＥ

蟹摄开口二等“韵 拜”字的复元音韵母ａｉ＊在北京、太原方言中韵腹

和韵尾相互影响，韵腹元音舌位逐渐升高，韵尾元音舌位逐渐降

低，彼此逐渐接近；在西安、济南、合肥方言中则合并成了单元音，

而且因为元音的舌位偏前而逐渐高化。

相对来说，汉语语音的变化还不是太复杂的。汉语音节结构

在上古时期的情况目前存在不同的构拟，但根据《 切韵》，至少在中

古时期要比印欧语系各语言来得简单。汉语也不像印欧语系各语

言那样富有多音词，构词多用屈折方式。汉语在相当长的一段历

史时期中多单音词，语音的变化基本上是在音节内部进行的，变化

方式相对也要简单得多。

汉语语音的变化大多是由发音上的同化作用引起的，音变种

类主要有声母的清化、腭化、弱化，韵母的鼻化、单元音化、复元音

化等。也有因异化作用引发的音变，同样也是发音上省力方便要

求的结果。例如广州话：

帆　　　　　　篮　　　　　　乏蜡

　　　　 　　　ｌａｍ ｆａｔ ｌａａｎ

咸摄“字 帆“”、乏”的韵尾本来应该和“ 篮“”、蜡”相同，都是唇音ｍ、

ｐ。但“ 帆“”、乏”因为声母也是唇音，发音过程中要求发音部位先

在唇部、然后转向其他部位后再转回到唇部。一个音节内同一唇

部先后有两个发音动作，显然比较费事。于是，在发音省力方便的

要求之下，韵尾被声母所异化，变成了舌尖音ｎ、ｔ。这样，“ 帆”、

“ 乏”二字就不再和“ 篮“” ｌａ“ｎ、辣”ｌａｔ、蜡”同韵，而和山摄“字 兰”

同韵了。

还有的语音变化无法用发音机制来说明原因，需要从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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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去寻找答案。例为合肥话“ 鸡”字和“ 资”字同音，韵母都是

“ 鸡”字的韵母在安徽方言中一般都是ｉ，合肥话自身并不能说明ｉ

音变成 的原因。但这一答案可以从邻近的和县话找到。比较下

面合肥话和和县话各字的读音：

资　　　　　　鸡姐

合肥 ｓｔ ｔｓ ｉ

ｉ　　　　　和县 ｔ ｔ ｔｉｓ

和县“话 资“”、鸡“”、姐”这三个古韵母不同的字目前的韵母也都不

相同，而合肥话“ 资“”、鸡”同韵。可以设想，合肥话早期的情况应

该是和和县话相似的，只是后来字音发生了变化“，姐”字韵母变成

了“ｉ，鸡”字韵母变 。可以认为，合肥话“ 鸡”字韵母的变化成了

是在“ 姐”字韵母变化的影响下发生的。也就是说，是“ 姐”字韵母

由ｉＩ向ｉ的变 。因为只有这样“，鸡”化使“ 鸡”字韵母由ｉ变成了

字的韵母虽然变得“和 资”字同韵，但仍然能保持“和 姐”字韵母的

区别。这种由于语音系统要求保持某些特定音类的区别而发生的

音变，和发音机制没有直接关系。

（ 二）语音变化的方式

语音的变化大多采用渐变的方式。这是由语言的渐变性决定

的。一个语音成分的变化，开始时只在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上造

成细微的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逐渐积累，就变得越来越

明显。随着变化不断进行，差异不断积累，最终结果就是汉语语音

古今的巨大差别。

在语音变化的过程中，通常是新的语音形式出现，旧的语音形

式消失，二者并不同时存在。而且因为一般情况下语音在一段时

间内变化不大，所以音变也不容易被人们所觉察。但有时语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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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比较快，短短两三代人的时间里就会积累起可以被觉察到的差

异，而且新旧语音形式同时存在，表现为老中青口音的不同。例如

上海话：

老老 中 青

雷ｌｅ　　　　　ｌｅ　　　　ｌｅ　　　　　ｌＥ

来ｌＥ　　　　　ｌｅ　　　　ｌε　　　　　ｌＥ

兰ｌε　　　　　ｌε　　　　ｌε　　　　　ｌＥ

“ 雷“”、来“”、兰”三字的韵母分别来自中古蟹摄合口一等、蟹摄开

口一等和山摄开口一等。在上海少数老年人的口音“ 老 ”中，三

字韵母元音舌位相近，但不相同。不同音值反映不同历史来源，显

然“ 老①”是较早的读音。在多数老年人的口音“ 老 ”中“，雷”、

“ 来”韵母元音合流，二字同音。在中年（人 包括少数青年人）口音

中“，来“”、兰”韵母元音合流，二字同音。看来在“ 老②”和中年人

口音中，三字合流的方向并不一致，似乎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中。

但最后青年（人 包括少数中年人）口音中“ 雷“”、来“”、兰”韵母合

流，三字同音。这就在两三代人、数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项音

变，而为人们所觉察。

语音的变化也采用突变的方式，即某一类语音成分由原来的

形式突然变成新的形式，中间没有过渡。不过在语音突变的同时，

仍然会有其他因素来体现语言的渐变性。比如新旧两种语音形式

可以在不同条件下同时存在。以山西五台话为例。五台城区话有

两组入声韵：

八 刷 曰ｐａ ｙ夹 ａｔｉａ ｓｕａ

喝 ｘ 钥 ｉ 月骨 ｋｕ ｙ

这些入声字可以出现在语句的任何位置上。但在五台走马岭话

中，入声字只在非词末位置保留喉塞韵尾。如：

八哥ｐａ ｋ

夹 袄ｔｉａ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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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　子　　ｓｕａ ｔ

脊背 ｓｔ ｐｅｉ

钥 匙 ｉ ｓ
＊

（骨毒 拳　头） ｕ ｔ　 ｕ

月明　ｙ ｍｉ

单念时或出现在词末位置时则失落喉塞韵尾，韵母转入阴声韵。

如：

夹 曰八 ｙ刷ｐａ ｓ ａｔｉ ｕａ ａ

脊 月ｓ ｔ 钥ｉｔ 骨ｉ ｙｋｕ

这样，五台走马岭话的入声韵就先于城区话开始了消亡的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入声韵向阴声韵的变化从音值来看是突然的，中间

没有韵尾的变化作为过渡。不过，在一种语音条件下保留入声韵，

在另一种语音条件下变成阴声韵，体现了语言的渐变性。

语音变化采取突变方式，变化条件也可以是非语音的。例如

北京话ｕｅｉ韵母阳平调“ 危微”等字向阴平调的变化。变化也是突

然发生的，或是读阳平，或是读阴平，中间没有调值的过渡。因此

这种变化也不是渐变，而是突变。这些字发生音变的语音条件相

同。但是不是发生音变，音变的早晚和快慢，却因词而异，即取决

于词汇的条件。如“ 危微薇巍”等字阳平、阴平两读由来已久，大约

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目前以读阴平为常《，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也

已经确定为阴平字“。唯惟维违”等字在口语中开始出现阴平一读

则要晚得多，目前阳平和阴平两读，阴平的读法还没有被规范所认

可。“而 围为桅”等字则目前仍然只有阳平一读，还没有什么变化。

这些字在音变过程中所处阶段的不同，可以表示如下：

③①

危微薇巍

唯惟维违

围为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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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音变已经完成，②指音变正在进行，③指音变还没有发生。这

种音变方式就是王士元所说的“ 词汇扩散”。变化在语音上表现为

突变，但在词汇方面有先有（后 因此被称为离散式音变），仍然体现

了语言的渐变性。

（ 三）语音变化的规律性

语音变化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同样的语音条件引发同样的语

音变化，不管这种条件所涉及的语音成分数量的多少。以北京话

古全浊声母字为例，声母清化后其中塞音塞擦音有的送气，有的不

送气。例如：

铜（ 平）动（ 上）洞（ 去）独（ 入）

ｔ ｔｕ ｔ‘ ｕｕ ｔｕ

送气不送气取决于古调类，变化的规律即是平声送气，仄声（ 上、

去、入）不送气。

但人们发现，语音变化常有例外现象，无法以音变规律来说

明。比如浊入字“ 突“”、特”，北京话声母应该是不送气音，实际上

“却是送气音，读作 ｔ‘　ｕ和ｔ‘γ；渗”，所禁切，生母沁韵，潮州话应该

ｍ ｔｓ读作ｓｉ ，实际上却读作 ‘ａｍ“；糙”，去声字，北京话却读作

‘ａｕ，阴平“；蕊”，止摄合口字，苏州话韵ｓ 母应该是ｙ，实际上读

ｉＹ，和流摄字同韵，等等。这些都是不符合音变规律的例外。

语音变化的例外按理是可以找到原因的。比如上面所说的北

京“话 突”在《 广韵》中有陀骨、他骨两个反切，读音 ｕ的来源不是

陀骨切，而是他骨切。潮州“话 渗”字是声“旁 参（”参 ｓ‘　ａｍ引起加）

的误读，北京话“ 糙”是因为避讳某个字音而改变了读音，苏州话

ｉＹ“ 蕊”则是借用了流摄“字 纽（”花纽头） 的读音，是一种训读，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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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以上例外都是由语言使用中的社会心理现象或是文献材

料方面的困难造成的，并不是语音历史演变的结果，所以还算不上

是真正意义的例外。真正意义的例外，原因要从下面两个方面去

寻找。

１．不同音变规律的影响

在语音演变的过程中，本来某字的变化应该受某一语音条件

支配，但因为另一语音条件的影响，改变了应有的变化方向，成为

例外。例如西 ｍ（ｉ常写成“ 咪”），作为泥安话“ 女猫”一词中的“ 女”

母鱼韵字， ｙ。不过，应该和“ 女”字在其他使用场合中一样读作

联系其他方言来观察，可以发现汉语方言中鼻音声母发音部位转

移而发音方法不变是相当常见的现象。比如合肥“ 泥”（ 泥）ｍ，建

“ 日”（日　）ｍｉ ，温， ，苏州“ 蚁（”疑）ｍ瓯“ 尼（”泥）ｍｉ ｉ 州“ 蛾（”疑）

ｍａｉ，广州“ 弥（”明）ｎｅｉ等等，各字音声母的例外，都是因为泥、

日、疑、明母等鼻音声母的发音部位转移而造成的。这种音变虽然

只涉及到部分字，但也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西安话“ 女猫”中

“ 女”字声母的例外，就是这一规律的表现。泥母“字 女”声母的正

常演变正是受到这一规律的干扰，才变成了ｍ。不过从河北滦县、

定兴等方言母猫叫“ （伲 妮）猫”的情况来看“，女”字的声母在变成

ｍ以前，韵母先要由ｙ变成ｉ，然后声母再发生变化。因此变化过

程应该是

ｎｙ→ ｎｉ→ ｍｉ

另外，不同音变规律的影响也表现为一种感染作用，即同一音

类中的语音成分在不同语音条件下发生不同音变，其中个别字音

本来应该按甲条件变化而却被乙条件所感染，因而成为例外。例

如汉语方言上声字中全浊上字普遍和浊去字合流，归入去声（ 阳

去）调，清上字和次浊上字则另有变化方向。但有的方言个别清上

字和次浊上字因为受全浊上字音变规律的感染，也归入了去声（ 阳

去）。 ，广州话次浊上字“ 老（”细老）例如长沙话清上“字 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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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ｕ，都在本方言中成为例外。

２．词语不同使用频率引起的差异

同一音类中的不同字音，因为组成的词语使用频率不同，各字

音自身的变化是否发生以及变化速度的快慢也就不同。以北京话

为例“。内馁嫩黁”等泥母蟹臻摄合口字，由于发音部位靠前的声

母和韵尾的共同影响，舌位偏后的介音ｕ逐渐趋于不稳定，多数字

的韵母开始由合口韵向开口韵转变。如下表所示：

① ②

内ｎｅｉ　　　　　　　　　　　　　ｎｅｉ

馁ｎｅｉ、　ｎｕｅｉ　　　　　　　ｎｅｉ

　　　　　　　嫩 、ｎｎｕｎ 　ｎｎｎ

　　　　　　　　　　　　 ｎ黁 ｎｕｎ ｎｕ

①指五十年代的情况“。内”字只有开口韵一读，已经完成了介音

ｕ失落的音变过程“，馁“”、嫩”兼有开口合口两读，说明正处在音

变的过程中“，黁”则没有发生音变。 指九十年代的情况“。馁”、

“ 嫩”“和 内”一样也已经只有开口韵一读，“但 黁”仍然保持合口韵。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 词汇扩散”的现象。四字中“ 内“”、嫩”是常用

字“，馁“”、黁”是非常用字。就上述例字看，北京话使用频率高的

字音比使用频率低的字音变化快，说明词语使用频率的不同造成

了音变规律的例外。

（ 四）语音变化的系统性及其表现形式

一个方言的语音系统拥有相当数量的语音成分。它们因发音

部位、发音方法等方面的异同分成种种集合和组合，即种种大小不

等的类。语音成分的变化要受语音条件的影响，同类语音成分的

变化要受同一语音条件的影响。因此方言中语音成分的变化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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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以个体为单位的自由行动，而是声韵调各个不同层级的集群

的集体性变化。也就是说，语音变化要受语音系统的制约，具有系

统性。

一般所说声韵调的集群，声母方面有系、组、清浊、全清次清、

全浊次浊，韵母方面有韵（腹 摄、等）、韵（头 开合、洪细）、韵（尾 阴声

韵、阳声韵、入声韵），声调方面有（舒 平上去）入、平（仄 上去入），等

等。对有的方言来说，以上反映中古音韵结构的集群还不一定都

能说明所有的语音变化，需要在方言现代语音系统的基础上再补

充归纳集群，如送气不送气、四呼等。

语音变化的系统性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１．合流和分化

合流指本来不同的声母、韵母或声调的音值逐渐变得相近以

至相同，结果是语音系统中减少了一类声母、韵母、声调或它们间

的配合。如苏州话细音前精组见组声母字在不同年龄层口音中的

读音：

老 青

（济 精）～（计 见 ｉｔ）　ｔｓｉ ｔｉ ｔ＝ ｉ

ｔ ｔ ｔ‘（妻 清） 　　‘～ ｉ　（溪 溪） ｔｓｉ≠ ‘‘ｉ＝ ｉ

（齐 ｉ　 　从） ｚ～（奇 群 　） 　ｉ ｉ）ｄ ＝ ｄｉ

　 ｉ（西 心）～（希 晓） ｓｉ≠ ｉ ｉ＝

　　　　　） 　　　　　　　徐（ （ｉ ｉ）邪 ｚｉ ｄ

精组字声母老年人口音保持为舌尖音“，济妻齐西”和见组“字 计溪

奇希”不同音，保持尖团音的区别；而青年人口音精组字声母腭化

成舌面前音，上述两组字同音，尖团不分。这样，苏州话细音前的

精组见组声母就通过老年人口音向青年人口音的过渡完成了合

流，尖音字消失。

分化指原来同一声母、韵母或声调的字音经历音变而不再相

‘同。比如湖北大多数方言见组细音字声母是舌面前音ｔ ｔ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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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济话见组字声母虽然在齐齿韵前仍然是舌面前音，在原撮口韵

前却变成了卷舌音：

ｉ今 希ｉｎ 欠 ｔ

‘军 ｔ ｎ 劝 ｔ 虚

这样，广济话见组细韵字声母就以齐撮韵的不同为条件发生了分

化。

２．平行发展及平行的破坏和重建

本来同组的声母、韵母或声调经历音变后仍然保持同组，叫做

平行发展。如前述苏州话齐撮韵前的声母ｔｓ　 ｔｓ‘ｓ在青年人口音
‘　ｔ中 ，保持了声母发音部位的一致；广州话咸摄合口三变成ｔ

等唇音字“ 帆“”、乏”韵尾由ｍ、ｐ变成ｎ、ｔ，保持了韵尾发音部位的

一致，都属平行发展。

但同组的语音成分如果在音变过程中遇到不同的语音环境，

也有可能变得不再同组，这就出现平行的破坏。比如吴方言区大

部分方 ，发音部位相同，属于言晓匣母字声母在开合口韵前是ｈ

一组，但在齐撮韵前发 ，匣母是舌音部位不同，晓母是舌面前音

面中半元音ｊ， 和ｊ不同组。例如苏州话：

ｉａ（孝 晓）

（效 匣 ＝耀（ 喻））ｊｉａ

晓匣母音变中平行的被破坏，原因在于晓母字声母ｈ在腭化成

的过程中没有遇到方言音系中其他语音成分的干扰，而匣母字声

母 则在腭化的中途受到声母（ｊ喻）的吸引而和它合流，不能再向

：前腭化成和 同组的

ｈ→ Ｘ→　　　　Ｃ→

→ Ｊ→γ ｊ

匣母字声母的这一音变现象和吴方言喻母字音节不以纯元音起头

（ｊ和ч）有关而具有声母 。老湘语喻母字仍然保持以纯元音起头，

匣母字声母的变化情况就完全不同。例如娄底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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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γ（孝 晓）

ｉ（效 匣 ≠（耀 喻）ｉγ）

晓匣母声母在腭化过程中都没有受到外来干扰：

→ →ｘ → Ｘ

γ → γ → ｊ→

ｘγ变成 ，腭化后仍然同组，保持了平行。

又如苏州话流摄字“ 走“”、酒”的读音，老年人口音中韵母是

（ｉＹ），开齐两呼构成一组韵母。但青年人口音（ｙＹ）、ｉ “ 走”字韵

母变成ｅｉ，“ 酒”字韵母变成ｙ ，分属不同韵组。这是因为开口或ｉ

呼韵母 ｙ由圆唇元音变成不圆唇音的ｅｉ后，同组齐齿呼韵母的

变化受到苏州方言韵母的介音和韵尾不能同是高元音ｉ的限制，

无法同步变成ｉｅｉ：

ｙ→ ｅｉ

ｉｉ ｅｙ ｉ

“（ 酒”＝“ 捲于是ｉｙ只能并入音近的韵母（ｙ“ 酒”＝“ 举”）或ｉ ”），

因而平行被破坏。

平行破坏后，韵母系统会变得凌乱不整齐。不过系统化是语

音的内在要求。在某些方言中，平行破坏后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

上重新建立起来。以赣方言效摄（字 一等“ 保”、二等“ 饱”、三四等

“ 标条”，知照二 头”、三等“等 抄梢”、三“等 潮烧”）和流摄（字 一等‘

“ 酒优”，知照二“等 愁”、三等“ 周收”）的韵母为例：

保饱、抄梢二潮烧三　　　　标条头、愁二　　　　周收三　　　　酒优

武宁ａｕ　　　　　　　　ｉａ 　ｉａ 　　　　　ｏ 　ｉｕ　　　　　　ｉｕｕ　　　　　ｉａｕ　　　　　

峡江ａｕ　　　　　　　　εｕ　　　　　　ｉａｕ　　　　　εｕ　　　　　　　　ｉｕ　　　　　　ｉｕ

　　　　　 　　　　　 　　　　　　ｉ宜 ｕ 　　　丰ａｕ　 　　　　　　　　 ｕ 　　ａ ｉε ｕａｕ　 ｕ

　　　　　南昌ａｕ　　　　　　　　εｕ　　　　　　ｉεｕ　　　　　ｅｕ　　　　 　ｉｕ　　　　 ｕ

以上效流摄知照三等字属齐齿韵的特点保存在赣方言的中心地

区。不过各地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如武宁泉口话效摄字特点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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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好，但流摄字开口韵转为齐齿韵，平行发展受到损害。峡江话效

ｕ，但因为可以摄知照三等字分化出韵母 并入流摄，所以平行破

坏后得以迅速恢复。宜丰话效流摄知照三等字都分化，虽然由效

ｕ并入流摄，但由流摄分化出的韵母 却和原摄分化出的韵母

ｕ重叠开口韵 ，两摄韵母不仅平行发展被破坏，而且韵母多样，

韵组凌乱。南昌话效流摄知照三等字分化情况和宜丰话相同，但

韵母音值已有 ｕ、ｉ 和调整，有 ｕ、　ｉｕ两个新的组合，只剩效摄原

开口韵ａｕ成为孤韵。赣方言知照三等字韵母的分化是声母在官

话影响下由舌面前音向舌尖音变化的结果。因此，只有在知照组

声母的音变全部完成以后，效流摄韵母平行发展的破坏和重建过

程才会终止。

再以部分吴方言梗摄（字“ 棚硬兵经横”）和宕摄（字“ 帮娘光

旺”）江摄（字“ 江”）的韵母为例：

棚硬二　　　　兵三经四　　横二　　　　帮一江二　　娘三　　　　光一　　　　旺三

ｉｎ　苏 州 ａ 　　　　ｕａ ｕ ｉｉａ

宁 ｉ ｕｕ波 ｕｉ

ｕ绍 兴 ａ ａ ｉａｉ ｕ ｕ

ｉｎ松 阳 ａ 　　　　　ｕａ ｉ ｉｏｏ ａ ｏ

从上表看，各方言韵组的平行发展都经历过破坏和调整。其中梗

、、　 　摄开合口二等和开口三四等字的韵母早期应该是 ｕａ，但ａ ｉａ

齐齿韵除因照三字声母演变及个别字介音失落使韵母转为开口

“呼，从而得以保留主要元音ａ，如苏“州 声”ｓ 、盛”ｚａ ，松“阳 柄”

，此外都已经ｐａ 和深臻曾摄齐齿韵ｉ 合流。如苏州话：ｎ～　ｉ

ｉｎ＝（音 侵）＝（因 真）＝（应 蒸（英 庚）、（婴 清） ）

组韵母因此失去了齐齿韵，平行发展被破坏。宕江摄字早ａ 期韵

、　母 以如苏州话应该 、　 、　ｉｕｉ是 变成。 ｉ在 ｎｕ 梗摄 ～ｉａ ｉ

随即调整后，宕摄的韵母ｉ ，使 ａ 组韵母复归完而音变成ｉａ

整，重建平行。而以后宕摄合口三等 ，也使音变成ｉ韵ｉ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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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韵母恢复完整，重建平行。表中松阳话情况和苏州话相同，而绍

兴、宁波方言中虽然宕摄合口三等韵没有发生上述音变，但通过另

一途（径 江摄见晓组声母字的文读）也重新出现了齐齿韵，如绍兴

ｔ Ｉｉ ｔ“ 降（”投 （降） ，宁波“ ｙ降（” ａ）。总的来看，降 由于语音落）

的系统性要求而产生的调整活动 两组韵母，使吴方言早期ａ

的平行发展在破坏后都告恢复。以苏州话为例，这一过程可以假

设如下：

ａ

→ →

Ｕ

３．整化

语音系统中某些凌乱不成系统的语音成分，在音变过程中有

可能和音值相近的语音成分合并，整化成一个系组。例如闽北话

深臻曾梗摄和咸山摄字的韵母：

明　　　　　　　　深　　　　　　　　年　　　　　　　　仁　　　　　　　　　　　　延　　　　　　　　寒献

ｎ瓯建 ｍｅｉ ｕｔｓ＇ｅｉ Ｉ ｉｅｉ ｋｕｉＩｉｅｉ ｘ

松 ｍｉ溪 ｉｍｅｉ ｔｓ ｅ＇ｅｉ ｉ ｉｅｉ ｋｕｅ ｘｙｉ

建 阳 ｍｅｉ ｋｕｎｉｅ ｅｉ ｘｙｉ ｕｔｓ＇ｉｉ ｉｅｉ ｅｉ

从各方言的例字可以 组看出，由两个都不完整的ｅｉ组韵母和，

韵母整化成一个四呼俱全的ｅｉ 组韵母的过程，是逐步进行的。

建欧话ｅｉ组韵母只有开口齐齿呼ｅｉ 两，ｉｅｉ 个，：组韵母只有齐

三个，合撮韵 都不ｈ、ｕ 完整ｉ 。， 不过ｉｉ　 韵母字ｙ 在零ｌ 声母条

，件下又 如“读 仁” ，ｉｅ １ 显ｉ 示出整化１ 过程已经开始ｉ 。ｅｉ 松溪

＼话 组韵ｅｉ 母则已经扩及到齐齿呼全部零声母字和合口字：ｉｅｉ

、ｕ ，整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减少组韵母只剩齐撮韵ｈｅ１

、了一个合口韵。建阳话则ｅｉ组韵母更扩及到齐合撮三呼：ｉｅｉ

，虽然还保存有部分ｉ１ 韵母字，但 组韵、ｙｅｉｕｅ１ 四呼俱全的ｅｉ

→ａｉ →ｓ ｕａ ｕ ｉｓｕａ ａａ
↑

ｕｉｓ ｕｉ ＴＩＵ Ｉ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4

母已经出现。综合三个方言的情况来看，整化实际上表现为韵母

ｉ中韵腹元音（ｉ如果把ｉＩ 的话）复化成ｅｉ的音标写成ｉ 变。而

推动这一音变的，则是不完整的韵母重组成新的完整的组合的要

求，就中反映了语音变化中系统化的力量。

４．链移

链移指音系中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上具有某种关系的多个声

母、韵母或声调，向着同一方向变化，而大致保持彼此原有的关系，

表现为Ａ变成Ｂ，Ｂ变成Ｃ，Ｃ变成Ｄ等 Ｄ，或Ｂ变成Ａ，Ｃ变成Ｂ，

变成Ｃ等。这种音变并不是成组的语音成分的同步变化，而是不

成组的语音成分连成一个系列作递进式的变化，所以也称为音移

或连续式音变。

链移中音变的动力来自音链一端的某个语音成分。如果这个

语音成分发生变化，变得和语音系统中另一个语音成分相似，它就

有可能迫使这另一个语音成分也发生变化，以免和它混同。这个

语音成分进而又再迫使另一个语音成分发生变化，从而引发连锁

反应。这种因排斥而引发的音变叫做推链。相反，如果这个语音

成分变成和语音系统中任何一个语音成分都不相同的新形式，它

就有可能吸引语音系统中的某一语音成分来填补自己变化后留下

的空缺，使它变得和自己原来的形式相同，进而再引发连锁反应。

这种因吸引而引发的音变叫做拉链。由此可见，链移也是语音系

统性制约下的产物。

汉语方言中推链式音变并不多见。现在以吴方言、老湘语和

徽州方言中（蟹 一二等）假果遇等摄字的韵母为例。它们早期的音

值可能和今北京话的ａｉ、　ａ、　ｏ、　ｕ等相近。由于蟹摄一二等字的韵

母在上述方言中单化成ａ，这个单元音ａ进入假果遇摄韵母的单

元音行列，就可能产生推挤的作用，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元音变化，

造成各种长度的链移。以下列方言为例：

太（ 蟹）巴（ 假）破多（ 果）铺都（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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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ａｉ　 　 　 　 　 　 　 ａｏｕ

　　　　　　ｏ 　　　　太平　　　 ｕ　　　　ａ　　　　　　　　

绍兴　　　　　　ａ　　　　　　　　　　　　　　　　　　ｏ 　　　　　　　　　ｏ ｕ

双峰　　　　　　　ａ　　　　　　　　　　　　　　　　　　　　　　　ｏ　　　　　　 （ ｕ）ｕ

上海　　　　　ａ　　　　　　　　ｏ　　　　　　　　　ｕ　　　　　　　　　　ｕ

ｏ　　　　　苏州 　 　　（ｕ 　ｕ 　　） 　　（ｕ ｕ）

如上表所示，北京话蟹摄一二等字韵母仍然是复元音，因此不存在

推链式音变，可以作为其他音变方言的参照。表中其他方言蟹摄

一二等字韵母都单化成了低元音（ ），这就对假摄字的韵母构成ａ

压力，迫使它的舌位高化。安徽太平话假摄字韵母元音因此变成

，但链移到这里就停止。绍兴话假摄字韵母元音则继续高化，和

果摄字韵母ｏ合流，链移到这里也停止。双峰话假摄字韵母推动

果摄字韵母音变成 ，果摄字韵母又推动遇摄字中舌尖音声母字

韵母由ｕ变成复元音 ，链移进行到了终点，同时又保持了各摄

韵母间的区别，是音变进行得最完满的。上海话假摄字韵母则推

动果摄字韵母元音高化，使它和遇摄字韵母ｕ合流。苏州话假摄

字韵母推动果摄字韵母和遇摄字韵母合流成ｕ后，还使其中舌尖

音声母字韵母都变成复元音 。在这里，上海、苏州方言假摄字

韵母表现出了巨大的推动力。以上各方言音变中的低元音高化和

高元音复化，离开链移，将是难以找到音变条件的。

拉链式音变目前所见更少。现在以闽方言海南文昌话声母的

变化为例：

地　保 　　　　　　　苏　　　　　　　　祖醋

厦门 ‘ｐ　ｏ ｔｉ ｔｓ ｔｓ ｓ

　　　　　 　　　 　　 　　　　　　文 　昌 　ｔ 　ｏ ｏｕ ｓｏｕｉ ｏｕ

表中以厦门话和文昌话相比较。两方言例字的声母不同，其中厦

门话声母的音值可以代表文昌话早期的情况。文昌话声母音变的

、动力来自原清塞音声母ｐ、ｔ。　ｐ、ｔ首先变成吸气 ，这是当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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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汉语的临高话等影响的结果。然后ｔ留下的空缺吸引了原ｓ、ｔｓ

声（母 在以ａ、ｏ、ｕ为韵腹元音的开合口韵母前）再变成ｔ，再以后声

母ｓ留下的空格又吸引原ｔｓ‘声母变成ｓ。这样，链移先后经历按

如下顺序进行的三个阶段，得以完成：

、ｐ、ｔ→

ｓ、ｔｓ→ｔ

ｔｓ‘→ｓ

以上声母中辅音超越集合关系的变化，不从链移着眼，也是难以说

明的。

５．类推

类推是指某个语音成分自身并没有发生音变的条件，只因为

原来同组的声母、韵母或声调发生了变化，就随着也发生了变化。

以北京话见系开口二等见溪晓母字和影母字声母为例：

家（ 见）掐（ 溪）虾（ 晓）鸦（ 影）

　 　 　 　 　 　 　　 　 　 　 　 　 　ｉａ ｉ ｉａ ａ‘ ａｔ

见溪晓母字“ 家掐虾”的舌根音声母ｋ、ｋ‘、ｘ在开口二等韵前元音

，同时韵母也因为声母的影响下腭化成舌面前音ｔ、 　、ｔ‘ 舌面前音

的影响衍生出一个前高元音ｉ作为介音，声母韵母的音变同步完

（成“ 掐”字还经历了入声韵韵尾脱落的过程）。这样的音变在音理

上是容易说明的。但影母字“ 鸦”并没有同样的声母作为语音条

件，韵母却也由开口韵变成了齐齿韵。根据近人的研究，在见系开

口二等字声母腭化的元明时期，影母字音节已经不再有？声母，而

是以纯元音起头，其中三四等字已经和喻母字合流。也就是说，影

母已经不存在引起可能腭化的语音基础了。这就很难解释“ 鸦”字

韵母的低元音ａ为什么会变为ｉａ。可以设想，“ 鸦”和“ 家掐虾”的

韵母本来同组，在“ 家掐虾”等字的韵母变成ｉａ以后，为了保持同

韵，“ 鸦”的韵母随着也变成了ｉａ。这种音变应该是类推的结果。

类推也有由词义相关引起的。例如方言中的人称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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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ｋ

ｋｉ梅县 Ｋｉ

人称代词上声“字 我“”、你”和平声“字 佢”在上述两个方言中变得

声调相同。广州话“的 ”受“ 我“”、你”的影响变成阳上调，梅县话

的“ （我 ）“”、你”受“ ”的影响变成阳平调，都是类推的结果。不

过这种因词义的影响而发生的类推只能作用于个别字音，不能影

响到整个音类，因此在音变中的作用不大。

综上所述，语音变化的系统性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它们在语音

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一般说，平行发展、类推使语

音系统得以保持原有的基本格局，分化、合流、整化使语音系统简

化或繁化，链移则常常造成语音系统中的特色。通过这些不同的

音变方式，方言语音在长期演变后可以和原来大不相同。但不管

变化怎样，由于音变的规律性，古今汉语语音之间总是存在明显的

对应关系。

参考 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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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语言接触引发的语音变化

社会生活的种种要求促使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交往，由此产

生语言的接触。语言接触使不同方言相互影响，引起方言中包括

语音在内的各方面的变化。由此看来，方言的语音变化，除第一章

所述由方言自身演变引起以外，还可以由异方言的影响引起。也

就是说，方言的语音变化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第一章所述原发性

的音变，一种是由语言接触引发的音变。前一种音变是纵向的，即

音类早期形式向近期形式的演变，后一种音变是横向的，即这一方

言的语音形式向另一方言语音形式的转变。这后一种语音变化在

形成汉语方言语音纷繁复杂的局面中所起的作用不能低估。

方言接触中，有因语音因素的进入引发的语音变化，也有因借

入词语引发的语音变化，二者的表现方式不同。下面分别介绍。

（ 一）以语音因素为接触内容的语音变化

由于受异方言语音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语音变化，这是方言中

常见的情况。异方言的语音因素通常以音类的形式进入，成为这

一方言语音系统的组成部分。如果接触中两个方言强弱对比的情

况不同，引发的变化也会有程度上的差异。情况可以分下列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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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等方言间接触的影响

两个强弱相类的对等方言相互影响，引起方言中个别音类的

变化。这一类语音变化常见于方言交界地区。方言的分界，理想

的情况当然是方言众多的语音特点都只分布在边界线的自己一

边，所有方言同言线都重合在一起。不过这种现象非常少见。由

于方言间的相互影响，常见的现象是同言线的参差分布。以长江

南岸吴方言和江淮官话的交界地区为例：

如上图所示，同言线（甲 以虚线－－－表示）以东的方言保持古浊声

母的浊音音值，线以西的方言古浊声母清化。这反映了吴方言和
　

江淮官话各自的基本特点。 ｔ‘ε。又同言线“如 台”，丹阳 ，句ｄ 容

乙（ 以点线⋯⋯表示）以东的方言区别声母ｎ和ｌ，线以西的方言

ｎ、１不分。这也反映了两个方言各自的基本特点。如丹阳“ 难”

≠“ 兰” ａ＝“ 兰”。但ｎ ，句“ｌ 容 难” 问题是同言线甲和同言线

乙不完全重合。比如吴方言区金（坛 城区）、溧阳两方言虽然保持

古浊声母的浊音音值，但也不分ｎ、１声母。如溧阳“ 台” “，难ｄ ”Ｅ

ｌＡ＝“ 兰”。保持古浊声母音值说明它们是吴方言，但在ｎ、１不分

这点上它们又反映了江淮官话的特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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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各语音特点分布范围大小的不同。如果把这种分布看成是语言

波的扩散，那么这种语言波扩散的距离会因语言接触中的情况而

有不同。比如江淮官话ｎ、ｌ 不分这一语音特点的波浪就扩散得比

较远，它超出了方言区边界，向吴方言区推进，复盖面扩及到了金

坛和漂阳。

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交界地区赣方言和湘方言的分界情况更

为复杂。如下图所示：

三省交界地区的方言多数属于赣方言，古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咸宁、

大冶等大多数方言清化送气，以Ｐ‘表示。但少数方言有所不同。

如蒲析、崇（阳 白霓）、通城三方言是ｂ`，修（水 白岭）话是ｂ，通山

（ 城区）话是Ｐ。这就使它们的归属显得难以判断。现在以“ 盘”

（ 浊平“）、伴（”浊仄“）、潘（”次清“）、般（”全清）等字为例，把咸宁、

蒲沂、修水、通山等四个方言和南（昌 赣方言）、双（峰 老湘语）、长沙

（ 新湘语）等方言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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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　　　　　　　　 　伴 　　　　　　　 般潘

ｎｎ ｎ南昌 Ｐ` ｎ Ｐ`　　　　ｐ` Ｐ

双峰 ｂ ｂ Ｐ` Ｐ

长沙 ｐｏ Ｐ`Ｐ Ｐ
１０咸宁 ０ ｐ ｐｐ`０ ｏＰ

　　　　蒲折 ｂ＇ 　ｂ＇ｅｎｅｎ ｐｅｎ

ｎ ｎｎｂ修水 　　　　　　　　ｂ Ｐ

通山 ＰＰ Ｐ

上列例字中，古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咸宁话是送气清音，和赣方言的

南昌话相同。而蒲析、崇阳、通城三方言是送气浊音；修水话是不

送气浊音，和双峰话相同；通山话是不送气清音，和长沙话相同。

从古浊声母的音值看，似乎蒲析、崇阳、通城、修水等方言应该归属

老湘语，通山话应该归属新湘语。

不过音类的演变不仅牵涉到音值，还牵涉到和其他音类的关

系。因此，古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的演变要从几个方面去观察，即清

浊，送气不送气，和次清声母的分合。赣方言古浊塞音塞擦音声母

的演变除清化送气外，和次清声（母 “如 潘”）合流也是一个重要的

特点。湘方言则不存在这一特点。蒲沂、崇阳、通城、修水等方言

古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和次清声母的合流，说明它们应该归属赣方

言。不过合流后的声母是浊音而不是清音。根据汉语语音历史演

变的一般情况，古清浊声母的合流是浊音清化而不是清音浊化的

结果。赣方言区绝大多数方言古浊声母清化，符合这一情况。而

且从调值看，四个方言各调次清字调值大多和全清字相同，而不同

于全浊字。其中修水话去声入声次清字调值虽然不同于全清字，

也仍然不同于全浊字。如下表：

ｂ`　ｅｎ

ｂ ｎ

Ｐ`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3

全　　次　　全　　　　　　全　　次　　全　　　　　　全　　次　　全　　　　　　全　　次全

清　　清　　浊　　　　　　清　　清　　浊　　　　　　清　　清　　浊　　　　　　清　　清浊

蒲圻４４　４４　２４　　　　３１　３１　３３　　　２１３　２１３　３３　　５　　５　２４

崇阳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１　　４２　４２　３３　　　２１４　２１４　３３

通城１１２　１１２　３３　　４２　４２　４５　　　２４　２４　４５　　　　５　　５　　５

修水４４　４４　３３　　　　３１　３ ２１　２２　　　５５　３４　２２　　　　４

因此可以说，在四声八调时期，赣方言的次清声母没有并入过全浊

声母。可以假设，蒲圻、崇阳、通城、修水等方言的浊声母应该是古

浊声母清化后又浊化的结果。其中蒲圻、崇阳、通城三方言声母浊

音送气，是由于送气浊声母清化，和次清声母合流，然后合流以后

的声母由于某种发音机制的作用而再浊化。（ 这种情况在赣方言

区的江西都昌话也同样存在）音变过程如下：

ｐ‘→ｐ‘→ｂ‘

‘ｂ

修水话声母浊音不送气，则可以假设是上述清音浊化后又发生了

送气成分的脱落。这可能和送气清音浊化后，在和不送气清音的

对立 ｂ‘：　ｐ）中送气成分变成羡余成分有关。音变过程如下：

ｐ‘→ｐ‘→ｂ‘→ｂ

‘ｂ

以上假设是唯一可行的。因为如果相反认为以上方言不属于赣方

言而属于湘方言，那么音变过程将必需假设如下：

ｂ→ｂ→ｂ‘

‘ｐ

即先是次清声母和不送气浊音合流，然后再由不送气音（ 修水）变

为送气（音 蒲圻、崇阳、通城）。 ‘→ｂ‘但湘方言不存在清音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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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ｐ‘→ｂ）的音变，个别方（言 如新化、冷水江）中浊音送气（化 ｂ

→ｂ‘）的音变也和次清声母无关，因此可以说，上述过程实际上是

不可能发生的。不过尽管这样，修水话浊化后的声母变为不送气

音，却不能排除可能有湘方言浊声母不送气特点的影响。

至于通（山 城区）话古浊声母清化后不送气，不和次清声母合

流而和全清声（母 如“ 般”）合流，应该是反映了新湘语的特点。考

虑到通山不在湘赣两方言的分界线上，可以假设，这是湘方言（ 新

湘语）浊声母清化不送气这一特点的分布越过方言分界线向东推

进，又被赣方言特点所复盖，但最后保留在通山中心地区（ 包括城

区）的结果。虽然通（山 城区）话目前仍然划归赣方言，但那应该是

综合了全部语音特点考虑后的结果。

２．强弱方言间接触的影响

外来语音因素进入方言以后也可能产生新的音类。这种结果

多见于力量对比悬殊的方言相互接触的情况。以四川中江县永兴

话为例。永兴话是明清之际湘方言区移民的后代所说的方言，是

被称为“ 老湖广话”的众多湘方言岛之一。它处在强大的官话方言

包围中已经三百年左右，但至今仍然保留了湘方言的许多重要特

点，其中包括古浊声母的浊音音值。永兴话目前常用的浊声母字

有３３０个以上。但这些字中的浊塞音塞擦音声母，湘方言只有不

送气一套，永兴话却有送气不送气两套： 、ｄ 和ｂ‘、ｂ、　ｄ、 、ｄｚ、ｄｚ

ｄｄ‘、　‘、　ｄｚ‘、　ｄ ‘，彼此对立。“如 贼” ｚｕｅｉ≠垂 ｚ‘　ｕｅｉ‘ 。ｄ 下面以、　
ｂ、ｂ‘声母字为例：

ｂ： 部步ｂｉ鼻脾皮避匹ｂｕ 簿捕 ｂｅ白 ｂｏ薄婆

倍ｂａｉ ｂａ牌 ｕ排 便ｂａｉ 抱 豹败 ｂ稗 ｂｅ ｉａｎｉ

ｂ ｎａｎ 笨 ｂｉｎ病 ｂ伴拌 办扮ｂ ａ 棒

ｂ‘：ｂ ａ拔‘ 扒　ｕ 跋 ｂ 劈‘ｉｅ　 　葡 ‘ｂｂ‘ｅｉ　　　 ｉ培 ａ　 　　　　陪 　ｕ　　　　　　　 　　　　　　　赔 　

瓢嫖 ｂｂ ‘　ｉａｎ便 ｎ‘ａｎ盘 盆彭 旁膨 ｂ

ｂ‘ｉｎ贫频瓶屏平萍坪评凭 ｂ‘ｏ朋棚蓬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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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例字除个别（字 如“ 匹豹扮劈”）外，都属古浊声母字。其中不

送气浊塞音塞擦音兼有古浊声母各调类的字，可以出现在阳平调

和去声调，送气浊塞音塞擦音则限于古浊平字和个别浊入字，只出

现在阳平调。从调类的分派来看，送气浊音是受声调影响后来新

出现的。但湘方言中并不存在和不送气浊塞音塞擦音并存的送气

浊塞音塞擦音，那么永兴话的这种送气声母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把西南官话古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的演变分解成清化、平声送

气和仄声不送气几个方面来观察，那就能发现，正是其中平声送气

这一项音变影响了永兴话，使永兴话古浊平字中的绝大部分（ １７２

字）塞音塞擦音声母由不送气音变成了送气音（ 另有２９字的声母

没有送气化）。也就是说，永兴话尽管浊声母还没有清化，却发生了

平声送气的变化。由此可见，永兴话送气的浊塞音塞擦音是在西

南官话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只是这一送气浊音不是从西南官话

中作为音类整体进入的。它是西南官话中送气这一区别性特征进

入永兴话，和永兴话平声字的浊音结合而成的新音类。这种外来

语音因素以小于音类的区别性特征的形式进入一个方言造成新的

音类，只有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方言相接触时才会产生。

３．双语间的渗透

方言中外来语音因素进入的程度之深，涉及面之广，恐怕要以

多语区为最了。多语区的居民由于社会交际的需要，不得不在日

常生活中同时使用几种不同的话，这几种话的语音系统就很容易

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比如湖南南部一些地方的居民使用两种话，

对外地人使用西南官话，对本地人使用一种目前还不清楚系属的

土话。其中某些方言两种话的声韵调有很大差别。例如江永话官

（话 原永明城关官话，１９３５年记录）的声韵调：

声母：　ｐ　　　ｐ‘　　　ｍ　　ｆ

　　ｔ‘ｔ 　　　ｎ　　　　ｌ

ｔｓ　　ｔｓ‘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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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 ｔ

ｈｋ　 　 ｋ`

　　ｕ韵母：ａ　　ｏγａｉ　　　　　　　 ａｕ　　　　 ０ａ

ｅ ｉｉ　ｉ ａｓ　 ｕｉｏ 　 ｕ　　 ｉ　　　　　　　　　 　 ｔｉ ｓＩ１ｏ

ｕ　ｕａ　　　　ｕｘ　　　　ｕａｉ　ｕＩ　　　　　　　　　　 ｕ　　　　　　ｕａ
　　ｙ　　　　　　　ｙｅ　　　　　　　　　　　　ｙｅ　 　 ｌ　　　　　　　　　　　　　　　　　　　ｙ

声 调 ： 阴 平 ３３阳 平 ３１上 声 ５５去 声 ２５入 声 ２２

土话（ １９８６年记录，韵母作了调整）的声韵调：

声母：　ｐ　　ｐ＇　　　ｍ　ｆ　ｖ

ｔ　　ｔ`　　　ｎ　　　　　　　１

ｉｓ　ｔｓ`　　　　　　ｓ

‘

ｔ ｔ

ｋ　　ｋ` ｈ

ｕａ　　　ａｉ　　ａｕ　ｏｕ韵 母 ： ａ ａ０

Ｉ　　　 ｉｏ　　　 Ｉ　　　　ｉｅ　　　　　　　　　　ｉａｕ　ｉｏｕ　ｉｕ　　　ｉ　ｓ
　　ｕｕ ｕｕａｕ ｕ 　 ａ　　　ｉ　 ｔ　　 　　 ｏ　　 ｕ　ｕ　ｉ ａ　ｕ

ｙａｙｙａｙ ｙ ｙｕ　ｙ ａ ｙ

４声调： 阴平 ４ ５阴 上３ 入 声阴 去２１ ５

阳 平 ４２阳 上 １３阳 去 ３３

两种话的声母基本相同，韵母和声调则不仅数量差别很大，而且韵

母类型、元音音值、调类分派和调值也很不同，显然属于不同的方

言系统。

但是邻近的临武话却是另一种情况。临武话（ １９８７年记录）

官话和土话的声韵调差别要小得多。例如官话的声韵调：

声母：　ｐ　　ｐ＇　　　ｍ　ｆ

ｔ　　ｔ`　　　ｎ　　　　１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7

ｉ　ｉａ　ｉｅ　　　　　ｉｏ　　　　　　　　　　　　　　　ｉａｕ　ｉｏｕ ｉ ｉｏ　ｉａ

ｉ　 　　 ｕｅｕ　ｕａ　ｕｅ　　　　　　　　　　　　ｕａｉ　ｕ 　　　　　　　　ｕａ

ｙｅｙ　　　　ｙｅ　　　　　　　　　　　　　　　　　　　　　　　　　　　　　　ｙａ

声 调 ： 阴 平 ３３阳 平 １１上 声 ５３去 声 ３５

土话的声韵调：

声母：ｐ　　ｐ‘　　ｍ　ｆ

ｔ　 　ｔ‘　　ｎ　 　　　１

ｔｓ　 ｔｓ‘　　　　　　ｓ

‘

ｔｔ

ｋ　　ｋ‘　 ｘ　

ｅａ ｏ韵母：ａ　ｅ　 ａｏ ｉ　　　　　ａｕ　ｏｕ　　　　

ｉ　ｉａ　ｉｅ　ｉｏ　　ｉａｉ　　　　 ｉｉｉａ ｏ　　　　ｉｏｕ　

ｕｅｕ　ｕａ　ｕｅ　　　　　 ｕ ｕｕａ ａｉ　ｕｅｉ　　　　　　　　

ｙ　　　ｙｅ　　　　　　　　　　　　　　　　　　　　　ｙ

声 调 ： 阴 平 ３３阳 平 １３上 声 ５５去 声 １１入 声 ５３

两种话的声母完全相同，韵母和声调数量差别很小，韵母类别、元

音音值、调类分派和调值的差别也不大，语音系统非常近似。下面

再把临武话官话和土话的韵母和声调综合在一起：

　　 　　　韵母： ａｉ ａｉ ｏａｕ ｅａ　ｅ　ｏ 　ｏｕ

ｔｓ　 ｔｓ‘　　　　　　ｓ

‘　　　　

ｔ ｔ

ｘｋ　　　ｋ‘　　　　　　　

ａ　　ｅ ｅ ｏ　　　　　　　ｏ　　韵母 ａｉ　　　ｅｉ　　　ａｕ　　ｏｕ　　ａ：

。

ｉａ　ｉｉ ｉ　 ｅ　ｉ ａｉｏ ｉａ 　ｕ ｉａｉｏ 　ｕ
。 　

ｉ ｉｏ。
　　　　　　　　　　　　　　　　　　　 　　　　　　　　 　

ｕ　 　　　　　　　 ｕａ ｕｅ　　　　　　　　　　
。ｕ　ｕａ　ｕｅ　　　　　ｕａｉ　ｕｅｉ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8

　　　 　

　
ｙ 　ｙｅ ｙ ｙｅｉ

声调：　　　　　　３３　　 １　　　１３　　　５５　　　　５３　　　　３５

ｃ波官话 ｃ剥　　　　　　　　　　　　　拨 簸

土 巴 罢 爬 靶 剥话

从上表可见，临武话韵母中官话特有的（ 下加黑点表示）有５个，土

话特有的（ 下加圆圈表示）有７个，官话和土话共有的有２７个，共

有的占了绝大部分。声调中官话特有的有１个，土话特有的有２

个，官话和土话共有的有３个，共有的也占了多数。大量音值相同

的声韵调组成音值相同的音节，使官话和土话在语音面貌上渐趋

相同。但是从江永话的情况推断，早期临武话的官话和土话应该

也是有很大差别的。看来临武话的官话和土话是在长期的共同使

用中相互渗透，相互适应，相互调整，有差别的音类日渐减少，音值

相同的音类日渐增多，最终使两个语音系统变得面貌相近的。这

无疑和人们希望在双语使用中减少发音上和记忆上的双重负担有

关。

不过临武话官话和土话语音系统的趋同，总的来说并没有导

致字音的趋同。官话和土话因此存在同字不同音，同音不同字的

奇特现象。例如：

ｏ　　　　ａ　　　　ａｉ　　　　ｏｕ　　　　ｕ

官话 沙 筛蓑 馊 赎

土话 沙 馊筛 赎

上表中例字的声母都是ｓ，但同字不同音，同音（ 上下行）不同字。

这说明语言间的语音渗透和语言间的替代或同化是不相同的，前

者造成相同的音节，后者造成相同的字音。

湘南地区方言中官话和土话语音系统的接近，还有一个谁向

谁靠拢的问题。临武话的官话和江永话的官话相当接近，临武话

的土话和官话也相当接近，江水话的官话和土话则存在很大差别。

从这一情况推断，临武话官话土话音系的接近，应当主要是土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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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即土话向官话靠拢的结果。这应该和两种话在社会交际方

面作用的大小有关。因为湘南各地官话大致相同，可以通用，土话

则差异颇大，交际困难，官话的交际作用显然比土话要大得多。相

对来说，官话具有强势，土话处于弱势，弱势的土话不得不接受强

势的官话的渗透，发生巨大的变化，终于在语音上越来越接近官

话。

（ 二）以词汇因素为接触内容的语音变化

不同方言区人们的交往有时导致异方言词语的借入。这样，

异方言的读音就随着所借词语而进入。这种外来读音即使折合成

相近的本方言读音，人们仍然会感到它的不同，把它看成是异读。

ｔｓ‘ａｉ以北京话 读音为例“。芥”作从南方引进的“ （芥 盖）菜”ｋａｉ

。为见母开口二等字，声母本来早已完成了历史音变，成为腭化音ｔ

“ （芥 盖）菜”中“的 芥”目前仍然读作ｋ声母，完全是因为这一词语是

从见系开口二等字声母还没有完成腭化的南方方言借入的缘故。

这个ｋ不 因此成为异读。符合北京话的语音规律“，芥”音ｋａｉ

语言接 ——地区性的触中，一个方言从具有权威性的某方言

权威方言 ——借入词语，常常不是个别的，而或全国性的权威方言

是成批的。这就使异读大量进入方言，构成异音类。异音类和方

言原有的音类具有对应关系。异音类涉及的字音越多，对应就越

明显。方言中由于借入的词语起初大多用在较为正式的交际场

合，和本方言的口语词有不同的风格，因此异音类就被看成读书

音，方言中原有的音类相对成为口语音，读书音和口语音构成文白

异读。例如陕西汉阴、宁陕、安康、紫阳、岚皋等地湘方言岛古浊塞

音塞擦音声母平声字的文白异读，表现为声母送气和不送气的差

别。如汉阴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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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朋 白ｐ 文ｕ ｔｐ ‘ｕ ａ 白ｓ ｔｓａ‘ 文

口语音古浊声母清化不送气，保持了湘方言浊声母原有不送气的

特点，是方言的原音类。读书音古浊声母清化送气，是随着借入的

西南官话词语进入的异音类。清化不送气的音类和清化送气的音

类作为口语音和读书音相对应。如果读书音最后取代了口语音，

这些湘方言岛的古浊声母平声字就完成了由不送气音向送气音的

转化。这种由借词带入的异音类引起方言语音的变化，和前述四

川境“内 老湖广话”的方式不同，但最终结果将是相同的。

随着借词的进入而发生的语音变化在方式和过程方面表现出

多种特点。下面分别叙述。

１．进入方言内部的不是借词而是音类

由于读书音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词语进入方言的，有一种意

见认为汉语方言中不存在文白异读，只存在借词。罗杰瑞就把文

白异读叫“做 又读”，认为读书音是“ 外来的借词”，口语音“是 方言

固有的”，二者是同源词。罗杰瑞认为汉语方言中的读书音和英语

中的古诺斯（语 Ｏｌｄ　Ｎｏｓｅ）借词相同。例如 （ｔ衬衫）和英语词ｓｈｉ

相对应的借词ｓｋｉ（ｔ裙子），二者同源，都来自古日尔曼语。这样，

汉语方言中来自同源权威方言的读书音，也被看成了借词。

汉语方言从异方言借入的，从现象上看，的确是一个个的词

语，和英语中的情况相似。但二者实际上是不同的。借词应该是

完整的词语，有完整的音节。但进入汉语方言音系的其实并不是

异方言音节中的声韵调整体，而只是其中的某音类。只不过音类

小于音节，它被包含在音节，即具体的语素中，不被单独指称。在

上述汉阴等方言浊平“字 朋“”、茶”等借入的读书音，就不是完整的

和音节 ｐ‘ｕ ｓ‘　ａ，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音类，即声母ｐ‘和ｔｓ‘。

借入的是音类而不是音节，不是字音整体，这一点是人们在语

感上非常明确的。章太炎早在一百年前的《 新方言》（１９０８年）中

就说过“：盖有诵读占毕之声既用唐韵，俗语犹不违古音者。”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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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唐韵”，就是从音类的异同上着眼的。赵元任在《 现代吴语的研

究》（１９２８年）中也说“：在中国好些方言中，有的字读书或‘咬文’

时是一种念法，说话时又是一种念法”，分别称它“们 文言音”“和 白

话音”。所说“ 念法”，也不是指整个的音节，而是指其中的某个音

类。罗常培的《 厦门音系》（１９３１年）还从“ 字音（”读书音）和“ 话

音（”口语音）转变的角度观察二者间的关系，所说“的 转变”就是音

类间的对应。当然，就某些方言来看，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读书

音和口语音使用场合的界限可能会逐渐变得模糊，文白的名称会

变得名不符实，但对应总是存在的。

汉语方言从异方言借入的不是完整的词语或音节，而是音类，

这一点还可以从读书音音节中声韵调的组成来说明：

１）在借入的词语中，音节内声韵（ 调只有一部分来自异方言，

其他部分仍然是本方言的音类。例如太原话：

。 文ｉ 白ｅ药 ｙ

“ 药”字读书音中只有撮口介音是借入的（ 这和权威方言的早期读

音ｙｅ或ｙｏ有关），韵母、声调仍然是本方言的（ 权威方言早已不存

在塞音尾韵和入声调）。这种情况见于汉语方言大多数文白异读

中的读书音。

（２）借入词语中的音类可以和方言中原有的音类组合成音节，

通常按文白层次组合，但也可以不受层次的限制。例如厦门话：
　

文行 ｈ ｋ 白

文 　文 　知 ｔｉ ｓａ白ｉｔｉ

“ 行”字声母中ｈ 属属文读层，ｋ属白读层，韵母中Ｉ 属文读层，

白读层 ｈＩ ｋ，字音 是声文韵文， 是声白韵白，文白读音的音类

都按文白层次相配合。“ 知”字声母中ｔｓ属文读层，ｔ属白读层，韵

母中ｉ属文读层，ａｉ属白读层，但字音ｔｉ和ｔｉ是声白韵文， ｓａｉ是

声文韵白，三个字音中的音类都不按文白的层次配合。“ 知”的三

个读音，没有一个可能是本方言原有的，也没有一个可能是由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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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整体借入的，而只可能是借入的音类和本方言的音类组合的结

果。这说明异方言词语的读音实际上是分解成音类才进入方言音

系的。

（３）借入词语的读音还可能在方言中引起音类的类推。例如

上海话假摄开口二等字“ 把沙渣拿”等韵母读书音是ａ，口语音是

ｏ，读书音音类是由权威方言（ 官话）借入的。但果摄开口一等字

“ 娑 白” ｓ， ｏ“，挪” ，ｓ ｎａ文 白ｏ ，ｎ 其中的读书ａ 音韵母ａ却不文 可能是

由权威方言借入的，因为权威方言中并没有这样的读音。实际上

它们是在上海话里制造出来的，即“ 娑”字按声旁“ 沙（”假摄）在权

威方言中的读音和上海话中的读书音类推出读书音韵母ａ，“ 挪”

字按声旁“ 那（”果摄）在权威方言中的读音也类推出读书音韵母

、”“　、挪”的读书音都是误读。但正因为是误读，就更能ａ。当然，

说明异方言借入的不是词语而是音类，因为只有音类才是可以类

推的，而只有类推才有可能出错。

２．借入的音类和原有音类构成叠置

异方言音类随着词语进入以后，成为方言音系中的组成部分，

但并非不可或缺。这和本章前一节所述语言接触中异方言语音因

素引起的变化不同。因为方言中还存在着原音类，进入的异音类

和相对的原音类在方言中成为重复存在。它们形成一种叠置的关

系，彼此相对于对方都是另一个层次。

文白异读层次的叠置具有下列几种特点：

１）普遍性，即一个字几个读音是文白异读，一个字一个读音

也可能有读书音和口语音的不同。例如太原南郊话梗摄开口三等

字：

明　　　　　　　　　　　　皿命

ｍ 文ｍ 文白ｉｉ ｍｉ ｍｉ 白ｍ

梗 读摄开口三等舒声字韵母 书 语　　　　音　　　，　ｉ　　　　 音ｉ口 。上述例字中“ 明”、

“ 命”韵母文白两读“；皿”虽然只有一读，但从韵母看应该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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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又如南昌话鱼韵字：

　居　　　 　　　　　　锯去

白ｙ　 文　　ｋｉ　 ‘ε ｔｉ　ｔｙ ε

鱼韵字 。上述例字中“，锯”字文白两读；韵母读书音ｙ，口语音

“ 居“”、去”虽然都只有一读，但从韵母看“，居”应该是读书音“，去”

应该是口语音。

一个字一音不能既不是读书音，也不是口语音，但有可能是读

书音和口语音的重合，如果异音类和原音类的语音形式相同的话。

以山东荣成话为例：

　 白　文 ｐａｎ 　伴盘 ｐ‘ａ 　 ｐ　 ａｎ 办　 ｐ　　　ｎ ａｎ　　 拔 ｐａ

平声“字 盘”声母文白两读，仄声“字 伴办拔”声母则是读书音和口

语音的重合。

２）多重性，即文白异读的层次可以有多个，并不限于两读（ 。

例如厦门话：

文 白糊 白ｈ ‘ｋ ｋ

文 白ｐ ｐ暴 ｐｏ ａｕ

前 文 白ｔ 白ｔｓｕｓｉ 白εｎ ｎｔ ｔｓｉ ｓ

ｐ盘 文 白‘ｕａ 文ｎ ｐ 　ｕａｎ ‘ｐ ｐ 白

文平 白　白ｐ 白Ｉ ｐ 白 ‘ｐ ｐ ｐ

造成这种多个文白异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几个异音类可

能是在不同时期从不同地区进入的，因此形成了多个层次。其次，

如前文所述，异音类和方言的原音类可以不按文白层次而任意组

合，从而造成多个字音。

（３）复杂性，即文白异读中层次和音值的关系不一定是单一

的，固定的。也就是说，同一层次的音类固然音值相同，音值相同

的音类却不一定属于同一层次。例如苏州话果摄开口一等字韵母

的音值：

多拖 文 白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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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搓哥 ｕ

他哪那

文大 白ｕ

左 文ｕ 白ｉ

、 　、上 、 白文 ｉ述各 白文字共 、有七 。种 白韵母 其 、： 、 中ｕ 、ｕ 文ｕ

属于同一层次。它在“ 多拖”和“白、 左”字中相对于口语音韵

母 、ｉ成为读书音韵母，“在 大”字 的排中因为受新读书音韵母

挤而成为口语音韵母，“在 驼搓哥”中没有新读书音的排挤和旧口

语音的支撑而独自存在 白、文、，虽然性质上仍然是读书音。但

不都属于同一层次。它“在 多拖”中是旧有的口语音韵母，在“ 大”

字中则是新起的 文 、读书音韵母，“和 他哪那”相同。所以 白和

音值虽然相同，却应该分属时间前后相去甚远的两个层次。文白

读音的这种复杂关系常常造成假象，增加音类层次分析时的困难。

３．文白读音在语音变化过程中的竞争

方言中由于规范的需要，文白读音处在竞争之中。如果读书

音音类的使用日渐普遍，口语音音类的使用日见减少，并最后归于

消失，音类就完成了转化的过程。这种转化过程和第一章所述离

散式音变的演变过程表现相似。但转化过程中文白异读间的关系

和演变过程中新旧语音形式间的关系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下面分

别叙述。

１）文读音在竞争过（ 程中的取代

第一章曾经提到，上海“话 老①”口“音 雷来兰”三字韵母ｅ、Ｅ、ε

在青年人口音中合流为Ｅ。这是方言自身发生的演变，结果是方

言中新的语音形（式 Ｅ）继承了旧的语音形（式 ｅ、　ε）。但文白读音在

语音变化的过程中，读书音对于口语音不是继承，而是取代。例如

杭州话日母字声母绝大多数是ｚ，如“ 日 。从杭州话”ｚ 个别日母

，
字的残余形（式 “如 软 　）来看，日母字本来都有口语音声母ｙ

只是这一口语音的音类在竞争过程中已经基本上被读书音音类ｚ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5

所取代。这种取代并不是方言自身演变的结果。杭州话中泥疑母

就不发生字的声母 这种性质的变化，没有被声母ｚ取代。

由于方言自身演变中新旧两种语音形式的交替是一种继承的

关系，因此旧语音形式变成新语音形式总是可以由发音机制加以

说明的。在变化的音链上，旧的语音形式总是处在上面的一环，新

、的语音形式总是处在下面的一环。比如北京话“ 嫩”的ｎｕｎ ｎｎ

两读，前一读音是旧语音形式， 是由后一读音 ，是新语音形式 ｎｎ

ｎｕ 演变而成的，原因是音节中作为介音的后元音ｕ在舌位偏前

的声母ｎ和韵尾ｎ的共同影响下趋于失落。它们在音链上的位置

不能倒置，因为要假设ｎ 产生一个ｕｎ 介音变成 ，并没ｎ 有任ｕｎ

何音理上的根据。

但是文白异读的读书音和口语音由于是异音类和方言原音类

的叠置，它们所反映的只能是两个方言间的关系。因此，读书音和

口语音在音链上的位置，要由两个方言相对应音类各自在历史演

变过程中速度的快慢来决定。如果异方言的音类发展比较快，读

书音就处在音链的下环，如果方言原音类的发展比较快，口语音就

处在音链的下环。例如上海话：

ｖｉ　文 ｂ肥 ｉ　白

读书音声母ｖ是权威方言声母ｆ的折合音。从历史演变规律看，

轻唇音是由重唇音演变来的，权威方言演变比较快，因此读书音处

在音链的下环。但如双峰话：
ｃ口‘ｅｋ 文 白‘ｉｅｔ

读书音未腭化的声母ｋ‘是从权威方言借入的。从舌根音声母的

演变规律来看，双峰话舌根音声母在前元音前面完成了腭化，口语

音声母显然是后起的，所以处在音链的下环。如果读书音声母ｋ‘

今后取代了口语音声母ｔ‘，将不可能用音理来说明。

２（ ）文白读音竞争的一般过程

文白读音中读书音和口语音的竞争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因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6

为读书音随着词语进入方言，在最初的使用中虽然有严格的词汇

条件，但按照规范的要求必然要扩大它的使用范围。所以读书音

和口语音之间的音变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争夺词语使用范围的竞

争。就读书音来说，竞争是要突破词汇条件的限制，把使用范围扩

大到整个口语领域；就口语音来说，则是要坚持不从原有的使用范

围退出。

文白读音的竞争过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文弱白强，②

文白相持， 文强白弱。徐通锵、王洪君曾经以山西闻喜话为例描

述过这一过程的进行。第一阶段中，读书音受词汇条件的严格限

制，老年人口音章组麻“韵 遮者蔗车扯蛇射麝奢赊捨赦舍佘社”等

１５字韵母都读作ｉε，只有一“个 社”字“在 社会主义”一词中韵母可

以读作 。第二阶段中，读书音已经和口语音在使用范围上大致

相当，如年轻人口“音 “，蔗车遮蛇社射麝扯捨舍”等字韵母读作

、ｉ 两读“佘”等 ，奢字韵母 赊”二字韵母读作ｉε。第三阶段中口语

音的使用范围大大缩小，并且受到词汇条件的严格限制，情况和第

ｎｉΛ ｎｉ一阶段 白中的读书音相似，如宕摄字“ 娘” ，口语音只用

ｉ ｉΛ于指祖母“， 文阳” 白，口语音只用于地“名 下阳村”。

由此看来，文白读音竞争的过程，一般以口语音为零告终。在

竞争的最后阶段，个别口语音音类可能据守在人名地名中。如上

白，口语音只用于例闻喜话“ 娘“”、阳”。再如苏州话“ 唯”ｖｉ文 地

“名 唯亭”，厦门“话 陈”ｔｉｎ文 ｔａｎ白，口语音只用于姓氏。也有的口

语音失去了和字形的联系。如西安话 ｔｋ“ 耕” ｉｅ白“，横文 ”

ｘｕ ｔｙｅ白，口语 ｉｅ、　音 ｙｅ已经不被当地人看成是“ 耕“”、横”

二字的读音。这种和字形失去联系的口语音，实际上已经退出了

文白读音的竞争，有可能被看成特殊方言词语保存下去。

（３）文白读音竞争过程的逆转及其原因

文白读音的竞争是由规范的要求引起的。如果规范的要求被

放弃，竞争过程就有可能停顿下来，甚至发生逆转，即读书音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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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取代口语音，而且本身被废弃，从而使口语音恢复原有的使用

范围。这种语音变化的逆转在离散式音变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以

宁波话的文白异读为例。据摩里 Ｔ．　Ｍｏｒｒｉｏ逊 ｎ《） 宁波方言字（ Ｗ

语汇解（）１８７６年）所记，宁波话蟹摄一二等字和假摄开口三等字

“如 泰戴、排牌、戒楷、借夜、怪乖”等，韵母口语音是ａ，　 ｉａ，　 ｕａ，读书

，音是 　ｉＥ，　ｕＥ。稍后摩伦多（夫Ｐ．　Ｇ．　Ｖｏｎ　Ｍｌｌｅｎｄｏｆｆ）（在 宁波方言

的音节》（１９０１年）中说明，这些读书“音 原是由来自各省的教师带

到学校的，字的读音一般都是现代官话”。但是这些读书音中的大

部分在百余年后的今天不但没有取代口语音，相反却自身归于消

灭。下面列出《 汇解》宁波方言和现代宁波、苏州、上海等方言的若

干蟹假摄字，以供比较：

汇解　　　　　　　　　　　　宁波　　　　　　　　　　　　苏州　　　　　　　　　　　　上海

摆 ＰＥ文 ｐａ白 ｐａｐ ｐａ

ｂａｂｅ文 ｂｈａｂ牌 ａ白

ｍ ｎ ａｎｍｅ 文买 ｍａ 白 ａ

白ｔ＇Ｅ ｔ`ａ ｔ`Ｅ大 文 文 ｔ０ｔ ｔａ`白 ｅ`文 ｔ＇ａ白

ｎｅ丈 ｎ ｎｅａ 女ｎ ｎａａ ｎＥ 丈 ｎ 白 白奶 白

ｌ 日ａ ＩＥ 文 １癫 ｌａ

ｋａ ｔｋｌ ａ 白 ｉ文 ｓ文ｋｃ ｋ夕 ａ白 　 ［Ｊ解 Ｉ ｔ

Ｉ已ｚ　ｋ ｋ＇ａ ｋ‘ａ ｋ` ａ`揩 白

ｕＣ 丈 ａ白 ｕ ＵＥ 又 白ａ文外 白ａ

ｔｓａ ｓ债 ｔｓａ 之

ｓ ｓａａ ｓｏ ｓａ义 ｓｏ白晒

ＺＺ Ｚａ ｚａ ａ柴

ｔｓｉｃ ｔ　 ｔｘ　ｔｓｉ ｓａ　 ｉｂ借 ｉｉｓｓ ｔ

ａ ｓｓｉ ｌｃ文 ｓｉａ白 ｉｓ写

ｚｉｅ文 ｚｉａ白 ｚｉｓ ｉ谢 １ａ

ｋｕｅ　ｘ　ｋｕａ　ｂ ｋｕｅｉ ｋＵ 白Ｅ　 Ｘ　 ｋ ｋｕ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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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ｋ‘ 文ｕε ｋ‘ｕａ白 ｋ ‘ 白ｋ ｕ ｋ‘ ａ文　ｋ ‘ｕ ｕ‘　Ｅ ａｕ

ｕｅ　文 文　 ｕａ　文 白ｕ怀 白ａｕ ｕ 白ｕ ｕε ε Ｅａ

从上表看，吴方言区北部地区读书音的数量比一百年前一般都要

少。有一种看法认为，宁波话《 汇解》时期大部分读书音韵母ε、ｉε、

ｕ （ｎ如“在现代归于消失，是因为早期宁波话韵母 的慢难”）向

演变阻断了口语音韵母ａ向读书音韵母 转化的结果。但是异音

类的进入不应当和原音类的演变相冲突，因为这是两种不同性质

的语音变化。而且退一步说，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所说的“ 阻断”

也应该不致使已经存在的读书音韵母 等消失。而且它也无法说

（明其他方言的情况，例如早期上海话韵母 ｎ如“ 慢难”）向现代老

年口音 的演变并不会阻碍口语音韵母ａ和读书音韵母ｅ的叠

置，因为它们的音值各不相同，但现代上海话老年口音读书音同样

也很少。可见原因不在方言音系内部韵类变化的制约作用，而在

其他方面。考虑到读书音的借入本来就是社会需要的结果，读书

音废弃的原因就应该也在这一方面。事实是吴方言区近百年来社

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曾经影响借入读书音的社会需要。首先，

清王朝的崩溃，地方经济的发展，大大改变了这一地区方言和官话

的力量对比。其次，清末以后不再有派外省人到吴方言区教授官

话这种有力的文教措施，学习官话的要求也就有所减弱。事实说

明，吴方言北部地区近百年来文白读音竞争中的逆转现象，和社会

情况的变化是分不开的。文白异读实质上是语用的产物，它消失

的原因也是语用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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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 一）

（ 一）现代汉语方言分区的工作

方言现象在我国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从周秦时官吏深入民

间采集方言，东汉扬雄著《 方言》纪录各地词语和字音，到后世有关

的专著和笔记中众多而零星的记载，数千年间不绝如缕。但在这

漫长的时间里，还没有人做过方言分区的工作。等到开始进行这

方面的尝试，已经是晚在清末民初了。不过从清末到今天的近百

年间，现代汉语方言分区的工作进行得却很紧凑。以下分三个阶

段来叙述。

１．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属于汉语方言传统研究的末期，有章太炎和黎锦熙

所做的方言分区。章太炎在《 訄书》初刻本（ １９００年）中把汉语方

言分成十种，稍后在《 检论》（１９１５年）中又改订成九种。所述如

下：

河之朔，暨于北塞，东傅海，直隶、山西，南得彰德、卫

辉、怀庆，为一种。纽切不具，亢而鲜入，唐虞及虏之遗音

也。

陕西为一种。明彻平正，甘肃肖之，不与关东同。唯

开封以西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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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宁、南阳，今曰河南， 湖北、湖南、江⋯⋯及江之中，

西，为一种。武昌、汉阳尤啴缓，当宛平二言。

福建、广东各为一种。漳、泉、惠、潮又相軵也，不足

论。

开封而东，山东曹、沇、沂，至江、淮间，大略似朔方，

而具四声，为一种。

江南苏州、松江、太仓、常州，浙江湖州、嘉兴、杭州、

宁波、绍兴，为一种。宾海下湿，而内多渠浍湖沼，故声濡

。弱

东南之地，独徽州、宁国处高原，为一种。厥附属者，

浙江、衢州、金华、严州，江西广信、饶州也。浙江温、处、

台附属于福建，而从福宁。福建之汀，附属于江西，而从

⋯⋯赣。

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音皆大类湖北，为一

种。滇、黔则沐英以兵力略定，胁从中原，故其余波播于

广西。湖南之沅州亦与贵州同音。

江宁在江南，杭州在浙江，其督抚治所，音与他府县

稍异，用晋宋尝徙都，然弗能大变也。

黎锦熙《 国语运动史纲》（１９３４年）把汉语方言分成十二系。

所述如下：

直隶、山西、东三省、山东、河南北部，为河北系。

河南中部、山西南部、江苏、安徽、淮北一带，为河南

系。

陕西、甘肃、新疆，为河西系。

江苏北部与江苏西部之南京 安徽中部之安、镇江，

庆、芜湖，江西之九江，为江淮系。

河南南部、湖北，为江汉系。

湖南东 、部 东湖 、南 江西之南 为南 。湖系部， 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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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北部、湖南西部，为金沙系。

苏、松、常与浙江之杭、嘉、湖，为太湖系。

浙东金、衢、严及江西东部，为浙源系。

浙江南部近海处为欧海系。

福建为闽海系。

广东为粤海系。

章太炎、黎锦熙所做的分区，提供了各（种 系）方言大致的分布

地区。章太炎还对部分方言的语音特点和形成原因做了简单说

明，其中有关社会历史原因的分析符合史实，方音差异由水土不同

而造成的看法则出于传统，缺乏科学性。黎锦熙所分方言以江河

湖海命名，也不免囿于水土之见，出发点和章太炎相同。所以他提

出分区的时候虽然现代意义的方言分区工作已经开始，但他的工

作就性质说仍然属于传统时期。

传统时期末期的方言分区颇嫌粗疏，原因是作者没有可能进

行实地的方言调查，分区的根据基本上是见闻构成的印象。而印

象常常缺乏确定性（ 比如章太炎原分十区中的湖南一区在改订后

反而被删除）和完整性，分区中存在错漏也就在所难免。

２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的分区工作主要是由史语所进行的。

１９２８年５月，傅斯年、顾颉刚等受蔡元培委托，在广州筹备成

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初，他们对传统汉语研

究落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今后研究的方向和目标。他们

认为，传统的汉语研究常常不以具体材料、而以古人的研究成果作

为主要对象，材料来源局限在文献的范围之内，研究中不能及时运

用新工具新方法，因此虽然在古代曾取得巨大的成就，在近代却大

大落后于西方。他们强调方言研究的重要性，指出“ 汉语将来之大

成全靠各种方言的研究（”《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史语所

集刊》第一本第一分，１９２８年），认为研究的方法和步骤应该“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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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取得分类的材料，以某一种方言的细密研究认识其中各种机

用，以相互的关系和古今的变迁认识其演化（”傅斯年《： 所务记载：

（ 二）本所对于语言学工作之范围及旨趣》，同上）。

按照这一设想，史语所从成立时起的十余年间，先后指派赵元

任、丁声树、罗常培、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白涤洲等进行了八次

大规模的方言调查，计有两广和海（南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０年），关

（中 １９３３年），皖（南 １９３４年），江（西 １９３５年春），湖（南 １９３５年秋），

湖北（ １９３６年），云南（ １９４０年春）和四川（ １９４１年秋—１９４６年）。

此外，赵元任在１９２６年到史语所任职前还曾经调查了江浙的吴方

言。这些实地的调查迅速扩大了人们对汉语方言的认识，为科学

而准确地划分汉语方言准备了条件。

１９３４年起，史语所先后三次在《 中华民国新地图》和《 中国分

省新地图》的“ 语言区划图”中对汉语方言作了如下分区：

１９３４：华北官话，华南官话，吴，客，粤，闽，海南—７

１９３９：北方官话，上江官话，下江官话，吴，客 闽，皖，潮汕，粤，

—９

１９４８：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湘，赣，吴，客，粤，闽南，

闽北，徽—１１

另外，一些学者个人也提出了对分区的看法。其中重要的如李方

桂在《 中国的语言和方言（》《 中国年鉴》，１９３７年）中的分区：

１９３７：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粤，赣 闽，吴，湘—８客，

赵元任在《 国语入门》（１９４８年）中的分区：

１９４８：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粤，赣客 闽南，闽北，，

吴，湘—９

以上分区中，汉语各方言基本上都已经划出，而且随着时间的

推移，分区也日趋准确。但各次分区中官话始终没有统一，这和在

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人们无法对广大北方地区进行方言调查，

因而情况了解不够有关。还有一些方言分合不定，如客家话和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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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的分合，闽南话和闽北话的分合，以及徽语是否设立，则属见

仁见智。

３．第三阶段

１９４９年以后，方言分区工作进入第三阶段，期间提出过三次

分区意见。第一次是１９５５年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

荣在所作发言《 汉语方言调查》中的分区：

闽１９５５：北方话，吴，湘，赣，客，粤，闽南， 北—８

当时在大陆政治经济高度统一的形势要求下，制订了文字改

革、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三项语文政策。推广普通话首先要

求对汉语方言的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但是汉语方言当时“ 还

没有经过全面的调查”，所以丁声树、李荣所做的分区只是在１９４８

年史语所分区的基础上，把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合而为

一，再删去不成熟的徽语而成。可以说，丁声树、李荣的分区实际

上是对史语所分区工作的一个总结。

为了取得对汉语方言更多的了解，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建

议开展一次汉语方言普查。稍后在教育部和高教部的领导下，全

国范围的普查工作从１９５６年开始进行，到１９５８年基本完成。两

年多时间里调查了全国约２２００市县中的１８４９个汉语方言点。这

样大范围的调查提供了相当全面的方言情况，特别是广大官话方

言区的情况。人们对汉语方言有了新的了解，因此可以对分区问

题作更加具体和细致的考虑，对以往工作中的不足也可以有把握

地加以修正。比如福建等省的调查表明，闽方言虽然可以分成多

个小区，但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方言，所以闽南话和闽北话应该合并

起来。这就最终消除了长期以来闽南话闽北话分合上的意见分

歧。１９８０年，根据这一结论，袁家骅等《 汉语方言概要（》 第二版）

和其他一些著作就把闽南话和闽北话统一成闽方言。于是有了这

一时期的第二次分区：

１９８０：北方话，吴，湘，赣，客，粤，闽—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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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分区见于李荣《 官话方言的分区》（１９８５年）《、 汉语方

言的分区》（１９８９年）两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

院合作编制的《 中国语言地图集》（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 中国语言

地图集》包括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两部分，其中汉语方言部分

由语言研究所编制。在地图编制过程中，语言研究所组织众多方

言工作者对已有的方言材料做了实地的核对和补充，然后由李荣

归纳成文，据此再绘制成１７幅方言地图。李文和地图的分区如

下：

１９８７：官话，晋，吴，徽，湘，赣，客，粤，闽，平—１０

这一分区比方言普查后的分区增加了晋语、徽语、平话三个方言，

其中徽语在史语所期间的分区中曾经提出过，晋语和平话则是新

设立的。

汉语方言分区的工作数十年来一直受到重视，因为这是方言

研究的基础之一。但分区工作中会遇到种种问题，又需要通过研

究来解决。从史语所成立至今，汉语方言的分区一方面由粗疏趋

于细密，工作进展迅速。另一方面又不断出现意见分歧。有的分

歧日见接近，最终归于一致，如湘方言和赣方言从官话中分出，官

话方言和闽方言的各自统一等。但也有一些分歧长期以来一直没

有消除，比如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此外，新设立的晋语、徽语、

平话也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对分区存在不同意见，有的是因为对实际情况了解程度不同。

这种分歧会随着对情况了解的增加或接近而消除。有的则是对情

况了解基本相同，但在怎样根据情况进行分区时掌握上有所不同。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研究这一问题，比如各种方言特点不同性

质的分析，它们的不同重要性的区分，然后在分区工作中合理地处

理。而这也就是怎样确定和运用划分方言的标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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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划分汉语方言的标准

１．语音是划分汉语方言的主要标准

划分方言，需要根据语言特点制定标准。汉语方言情况复杂，

划分方言时要使用种种标准。在众多的标准中首先要分别主次，

即主要标准和次要标准。主要标准指方言口语中出现频率高、复

盖面大的语言特点，次要标准则出现频率要低一些，覆盖面也小一

些。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语音特点往往很明显，容易被感

觉到。人们对汉语方言特点的感受主要就来自语音。而且语音特

点具有明显的对应性、系统性，容易掌握，用来区分方言的功效比

较高。相比之下，词汇、语法特点就比较地不够明显，不够系统，掌

握起来也不如语音容易。由此可见，语音、词汇、语法在区分汉语

方言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等的。相对说来，语音应该是区分汉语

方言的主要标准。

以语音作为区分方言的主要标准，有一种不同的看法认为：目

前人们对方言语音的研究比较多，了解自然也比较多，自然就倾向

于把语音作为划分方言的主要标准；如果今后词汇、语法的研究取

得进展，选择语音作为主要标准的情况就有可能改变。这一看法

如果是指今后方言分区标准中词汇、语法的比重会有所增加，大概

是很合理的。但如果是认为以语音为主的情况会发生变化，则可

能性并不大。因为汉语方言的差异以语音为最是一个客观事实，

人们历来也是这样看的。这一事实相信将来也不会改变。

２．语音标准中的历史标准和非历史标准

汉语经历长期演变，分化成了不同的方言。从语音方面为汉

语方言分区，就要观察汉语从古至今分化过程中的语音变化。上

古时期汉语方言的情况难以确知。但隋唐时期出现了我国现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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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的韵书《 切韵》，东晋以后的社会变迁使目前汉语方言分布的基

本格局开始形成，因此，一般情况下，这一观察以中古时期作为起

点显然是适宜的。通常可以就现代方言和中古方言的语音特点以

及地区分布、居民来源等进行比较研究。如果方言中保存有中古

以前的语音特点，自然也要纳入比较研究之中。

如上所述，语音的演变导致方言的分化。以古浊声母的音值

为例，方言中或是发生清音化的变化，或是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区

别，情况的不同犹如一个音变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或是从一个地点

出发的若干条不同方向的道路，结果是产生了众多不同的方言语

音特点。又如入声韵韵尾在各方言中合并、弱化、脱落等不同情

况，也如同一个音变过程：

－ｐ、－ｔ、 →－ｋ→

结果同样也产生了众多不同的方言语音特点。或多或少的这类语

音特点就使汉语分化成了不同的方言和次方言。与之相应，这类

语音特点也把方言间的亲缘关系反映了出来。

另外，如第二章所述，方言语音的变化并不都是语音历史演变

的结果，方言间的影响也会造成方言语音的变化。后者在性质上

不同于前者，变化结果也不是分化，而是在这一方言内部出现另一

方言的语音特点，即方言间的趋同。

上述两种语音变化，丁邦新认为前者“是 历史性的”，可以分早

期和晚期两类。所说早期大致指中古不晚于唐宋的时期，晚期指

宋元以后 早期的历史性的语音演变反映方言在中古时已经分

化，再经历以后的发展就成为不同的方言，所以可以根据它来区分

方言。晚期的历史性的语音演变反映方言近古以后的变化，一般

只是方言内部的再分化，只形成方言的内部分歧，所以不能根据它

来区分方言，只能区分次方言、土话等。根据早期历史性语音演变

情况制定的早期历史性语音标准主要有：

古浊声母的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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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唇音的音值

舌上音的音值

根据晚期历史性语音演变情况制定的晚期历史性语音标准主要

有：

照二组照三组声母的音值

见组晓组声母的音值

阴声韵韵尾的演变

阳声韵韵尾的演变

入声韵韵尾的演变

调类的分合

入声调的分派

和历史性语音变化相对，还有一类非历史性的语音变化。其

中一类虽然也属于方言自身演变产生的语音特点，但因为是近期

发生，零星分布，难以通过比较来确定方言的亲疏关系，如关中地

区方言中知照系今合口字声母ｐｆ、ｐｆ‘等。另一类则属于方言间的

相互影响，所以常常呈跨方言分布，也难以用来区分方言，如ｎ、ｌ

不分等。根据非历史性的语音变化情况制定的非历史性语音标准

主要有：

非敷奉母字和晓匣母字声母的分混

泥来母字声母的分混

就上述历史性语音标准来看，１９３４年史语所以来的方言分区

中，湘方言和赣方言是根据古浊声母音值的不同特点分别从官话

中分离出来的，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是根据古浊声母音

值方面的共性合而为一的，闽南话和闽北话则是根据古浊声母、轻

唇音、舌上音等音值的相同情况合并的。官话内部各地的韵母系

统和调类分派存在差别，闽方言各地的韵母系统也存在差异，但都

只构成方言内部次方言的语音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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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单一标准和多项标准

由于社会历史中各种因素的影响，汉语各方言经历长时期发

展后，彼此间既有不同的特点，也有相同的特点。因此在为方言进

行分区时，常常不能只根据某一个语音特点来判断，而需要同时参

考其他语音特点。也就是说，区分方言常常不能只靠单一标准，而

要使用多项标准。例如吴方言古浊声母保持浊音音值，根据这一

特点可以毫无困难地把它和周围的江淮官话、赣方言、闽方言等区

别开来。但是这一语音标准却无法使吴方言和湘方言的老湘语相

区别，因为老湘语的古浊声母也保持了浊音音值，和吴方言相同。

这就需要同时再使用其他语音标准，比如老湘语非敷奉母字和晓

匣母字声母混同以及泥来母字声母混同的特点，把这两个在古浊

声母的演变方面具有平行发展特点的方言区别开来。

从地理上看，方言是逐渐变化的。方言区中心地带的特点，扩

散到边缘地区时会变得模糊起来，甚至消失。所以边界地带的方

言常常不能具有本方言的全部特点，却有可能具有另一方言的某

些特点。对于这样的方言，需要区分它所具有的多项语音特点的

主次，再考虑它的归属。比如山西太原地区方言中有入声韵，而晋

南方言已经入派三声，和河西的关中方言相同。单就入声韵的情

况看，晋南方言就不能和太原地区的方言划归一个次方言。但如

果使用多项标准，比如不把入声韵的情况看成是唯一的标准，却把

一些重要的韵母情况考虑在内，则可以看出晋南地区和太原地区

方言的一致性仍然是主要的。

在汉语方言分区工作中，使用多项标准还有“ 合取”和“ 析取”

的不同处理“。合取”指全部各项标准都必需符合“，析取”指多项

标准中只需要符合一二项。两种处理可能引出不完全相同的结

果。因为强调“ 合取”，有时会使方言界限不稳定，反而出现新问

题；强“调 析取”，则有时会出现太多的随意性。所以还需要在不同

的标准中进行适当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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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标准的选取，也有不主张全部使用语（音 语言）标准，而直

接采用一部分特定的语言事实的。比如罗杰瑞为区分汉语方言而

设计的十项标准：

第三人称代词：他

定语的标记：的

普通话的否定词：不

动物性别标记前置：母鸡

只有平声分阴阳

：ｋ舌根音在高元音前腭化 →ｔ

“ 站”（ 站立）

“ 走”（ 步行）

“ 儿（ 子）”

“ 房子”（ 整所的）

罗杰瑞根据这十项标准把汉语方言分成南、北、中三大区，再

把南、中两区各分为三个方言，结果和前述１９８０年的分区相同。

这些标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按理说使用语言标准和使

用语言事实应该是一致的，因为语言标准正是从语言事实中归纳

出来的。但特定的语言事实并不一定能像语言标准那样明显地反

映出方言间的亲缘关系，而且语言事实如果选择不当，还可能导致

不正确地反映方言间的关系。此外，语言事实显得零碎，缺乏语言

标准、特别是语音标准所具有的系统性，也会造成实际掌握上的困

难。

近年来还有用对全部方言特点作计量研究的方法，测量方言

间的亲疏程度，来为方言作分区的。比如郑锦全从汉语方言的语

（音 声母、韵母、声调等）和词语中提取特征转化成数量进行统计，

以不同的数量表示方言间不同的亲疏关系，从而区别方言或次方

言或土语等。这是从多种标准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新方法，具有精

密的可验证的特点。它为方言分区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不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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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一定能解决方言分区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尝试用这种方法为

汉语方言分区，人们也许可以不再在两组相似的语言标准前犹豫

不决，但仍有可能在两组相近的数字前犹豫不决。

４．分区标准掌握中的问题

在确定区分方言的各种标准以后，还有一个怎样掌握这些标

准的问题。以下几个方面也许是需要注意的。

１）分区（ 标准的普遍适用性

汉语方言的分区是一项全面的系统的工作，分区标准的设定

要照顾到汉语方言的整体，要能适用于所有的方言。如果仅仅考

虑局部方言的情况就做出判断，就有可能与其他方言的情况发生

矛盾。比如根据有入声韵的特点在官话中划定次方言江淮官话，

同样根据有入声韵的特点却把山西及其周围地区的方言从官话中

分离出来，标准相同而处理不同，形成矛盾。

２）分区标准的层级性（

汉语方言的差异不只存在于方言之间，一个方言的内部也常

常是分歧复杂的。方言、次方言、土语之间有不同的差异，相应也

都要有不同的分区标准。所以分区标准具有层级性，各有一定的

适用范围。如前文所述，早期历史性语音标准可用作方言一级的

分区标准，其他语音标准只适用于次方言、土语等的划分。不注意

分区标准的层级性，虽然不致于抹煞方言差异的存在，但会在方

言、次方言、土语等层级的安排上造成差错，而这也正是分区工作

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比如闽南话和闽北话曾经长期分立，就是

因为把应该是反映次方言一级差别的韵母特点用作区分方言一级

的语音标准。理顺分区标准的层级性以后，闽南话和闽北话就合

而为一了。

（３）分区标准运用中的灵活性

方言存在差异是客观事实，方言分区的标准也是客观的。但

在某种情况下，为了使分区的结果能符合实用的要求，标准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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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在不损害科学性的前提下，应该允许和纯学

术考虑有所不同。比如在要求方言向统一方向发展的社会情况

下，可分可不分的方言就以合为宜。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实际上

差别很小，在次方言一级加以区分就值得商榷。又如分布面积极

小的方言，分类也不宜安排在较高的层级上。比如福建莆仙话原

属闽南话，正向闽东话转变，按目前的情况，归属闽南话或闽东话

都有困难 但莆仙话只通行在莆田、仙游两地，要作为一个次方言

和闽南话、闽东话等并列，实在是太小了。从质和量的关系看，量

如果太小，质也将失去意义。因此莆仙话如果就它变化的方向着

眼，把它归入闽东话，作为其中一个特殊的土语，也许是比较合适

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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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 二）

数十年来汉语方言分区中的不同意见，反映了人们对方言事

实了解程度和性质判断上的分歧，以及在分区标准掌握和运用中

的差别。有时旧的分歧消除了，在新情况下又会出现新的不同意

见。也有一些看法虽然不直接影响方言目前的分区，但涉及方言

在历史上的关系。下面分别叙述若干较为重要的分区问题。

（ 一）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

１．问题的提出

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是汉语方言分区中一个存在已久的

问题。１９３４年史语所所做的方言分区中，有客家话，没有赣方言。

赣方言包括在下江官话中，还没有分出来。是不是存在赣方言以

及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关系怎样，是罗常培首先提出来的。罗常培

１９３６年在《 临川音系》的叙论中提出，临川话和以梅县话为代表的

客家话很相近，二者“ 是同系异派的方言”；１９４２年在《 从客家迁徙

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一文中提出，江西方言“ 和客家话系统

相近”；１９５６年在《 临川音系》再版序言中又提出，存在着“ 客赣方

言的亲属关系”。罗常培的看法显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１９３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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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桂和１９４８年赵元任所做的方言分区中都有了赣方言，而且都

和客家话合在一起，统称“ 赣客家语”。这和罗常培的看法恐怕不

无关系。但是从１９４８年史语所的方言分区开始，客家话和赣方言

不再合在一起了。两方言的分合，以后就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

２．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异同

客家话和赣方言分合的问题，主要是两方言语音特点的异同

问题。客家话和赣方言这两个比邻相处的方言在重要的语音特点

方面相当一致，要把它们区分开来是有一定难度的。历来在讨论

两方言的分合时，都把作为依据的语音特点列举出来。但所举不

全一致，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下面列出一般认为的两方言重要的

语音共同点和差异。

（１）共同的语音特点

这一类特点主要有：

①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一律送气，如：

动　　　　　同 　　　　　　　　　洞独

‘　 白梅县 ｔ‘ ‘ｔ ｕｔｕ 　 ｔ‘ ｕ‘ ｋｔｕ ｕ

南昌 ｔ ｔ‘ｕｕ‘ ｔ ｔ‘ｕｋ‘ｕ

②非敷奉母字声母和晓匣母合口韵字声母音值一般相同，如：

匪　　　　　　　　肺　　　　　　　　服　　　　　　　　花画

ｆｉ　　　　　　ｆｉ ａ　梅县 　　　　　　ｆｕｋ ｆａ

ｆ 　　　　ｉ 　 ａｆ ｆｕｉ ｋ 　　　　　　　南昌 ｆａ

（２）不同的语音特点

客家话不同于赣方言的语音特点主要如下：

①存在 白；“ 古无轻唇音”的现象，如梅县“ 扶（”奉 ｐ） 文 ‘ｕ

② 文存在“ ｔｉ白；古无舌上音”的现象，如梅县“ 知（”知）ｓ

③泥来母字声母不相混同，如梅“县 男（”泥）ｎ ≠“ 篮（”来）ａｍ

）“ 碍 （” 疑

ａｍ；

④影疑母字声母不相混同，如梅“县 爱（”影）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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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

溪母合口韵 白；少数字声母读ｆ，如梅“县 裤（”溪）ｋ‘ｕ文ｆｕ
．．没有撮口韵，如梅“县 雨（”合口三等）

一等覃谈韵字韵母混同，如梅县“ 蚕”（ 覃） “ 惭＝ ”（ 谈）

ｔｓ‘ａｍ；

部分江摄字韵 （”冬）母读同通摄，如梅县“ 双”（ 江）“＝

ｓｕ 。“，浊（”觉）＝“ 逐（”屋 ‘　　ｕｋ）ｔ

赣方言不同于客家话的语音特点主要如下：

①泥来母字声母混同，如南“昌 南（”泥）“＝ 篮（”来 ；）　ｌａｎ

ｉ②影疑母开口一二等字声母混同，如 “，碍”南昌“ 爱”（ 影）

ｉ；（ 疑）

③有的方言来母细韵字声母读舌尖塞音，如都昌（ 土塘）“ 料”

ｔ　ｉεｕ；

④有的方言知照三等字声母读舌尖塞音，如临川“ 转”（ 知）

“ 超ｔ ” “ ｕｎ 虫（”澄（）， 彻‘ ） “ “，ε 春，ｕ 真 （（ ‘， ｔ ”章）ｔｉｎ ”昌）ｔｕｎ‘ ；

‘ｔｓｎ≠“ 惭一等覃谈韵字韵母不相混同，如南昌“ 蚕（”覃） ”

（ 谈）ｔｓ　‘　ａｎ。

（３）因地域推移而渐增差异的语音特点

还有一些语音特点，在客家话和赣方言两方言的范围内，距离

越远，音类的差异也越大。由南向北主要有下列几种情况：

①韵母中闭口韵逐渐消失，如：

三　　　　　　　　散　　　　　　　　桑　　　　　　　　法　　　　　　　　发伯

ｓａｍ　　梅 　　 ｓａｎ　　县 　　 ｆａｐｓ ｆ ｐａ ａｔ ｋ

ｓａｍ ｓａｎ临川 　　　　 ｆａｔ 白ｓ ｆａｔ

　　　　 　　　　ｓａｎ ｓａｎ ｔｆａｓ ｔ 白ｆａ

文ｐａ

南昌 ｐε 文　ｐａｋｔ

②读入阴平的次浊上字逐渐减少以至消失，读入阴平的浊去

字出现并逐渐增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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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县 ｍ ａａ ｎ ａ　

ｍａ　　　　　　新干 ａｎ ａ

都昌 ａ

③阴阳入调值逐渐由阴低阳高变为阴高阳低，如：

阴入　　　　　　阳入

梅 县 １５

连 南 ２５

临川３２　 　　　　　５

弋阳５　 　　　　　３

南昌５　 　　　　　２１

上述或同或异的语音特点中，既有历史性的语音标准，也有非

历史性的语音标准。其中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一律送气这

一早期历史性语音标准，无疑是两方言最重要的共同点。相比之

下，两方言不同的语音特点重要性就要差一些。其中客家话“ 古无

轻唇音“”、古无舌上音”性质上虽然重要，但存在领字太少的问题。

另外，某些语音特点反映客家话区南部北部和赣方言区南部北部

因距离大小而增减差异，距离近的方言差异小，距离远的方言差异

大。所以人们一直感到区分客家话和北部赣方言比较容易，区分

客家话和南部赣方言要困难些。特别是赣方言临川地区的方言实

际上可以看成是客家话和北部赣方言之间的过渡。

从上述语音特点的整体情况来考虑，客家话和赣方言应该是

可以处理成一个方言中的两个次方言的。但也还有一种意见认

为，词汇在构成客家话和赣方言差异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比如

“”，吃饭、吃茶”说据调查，和赣方言相比，客家“人 我”“说 “ 食饭、

食茶“”，是”说“ 系“”，破了”“说 烂了“”，活个（”活的）“说 生介“”，交

合”说“ 鸟“”，（藏 藏东西）”说“ 摒”，等等，明显不同。不过，这种不

马　　　　　　　　　　舅　　　　　　　　　　　　　　蛋硬

　　　　　　　　ｋ‘ｉｕ

‘ｉｕ　　　　　　　　ｉｕ

ｍａ　　　　　 ｌｉｕ ａｎｉｕ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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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起汉语方言间一般的词汇差异来程度上并不突出，而汉语方

言并不依靠这样的词汇差异作为分区的依据，所以把它看作客家

话和赣方言主要差异的组成部分，理由是不充分的。

３．客家话和赣方言古浊上字的分派

由于上述客家话和赣方言语音特点的总体情况不能支持两个

方言的分立，１９７３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在《 客家方言》一书中提

出，客家话有“些 古次浊上字归阴平”，可以根据这一特点和赣方言

相区别。１９８８年美国学者罗杰瑞在《 汉语概说》中还进一步表示：

“ 认为客家话和赣方言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其理由大部分是表面上

的。”桥本万太郎的意见为我国许多学者所接受。他们还补充指

出，客家话古全浊上字和次浊平字也有读阴平的。黄雪贞《 客家方

言声调的特点》一文还提出：“ 客家话声调的特点在于古次浊上声

与全浊上声都有读阴平的。”这就是说，客家话一部分次浊上、全浊

上、次浊平字归阴平这一语音特点，可以用作区别于赣方言的主要

依据。但结合共时和历时两方面来观察，这个依据恐怕还需要斟

酌。

首先，客家话次浊平字的确有少数字在各地一致归入阴平。

以梅县话为例，“如 ａｕ、　‘鳞”ｍａｕ“、 蚊 ｍｕｎ“、 拿 ”ｎａ“、褛””毛”

。
ｕ“ｉ ｉａｍ，“ ａ“ｎ 、 、拈 ｎ　“、昂”聋”、“ “笼” ｕ、 研”窿” ｕ

但这些次浊平字归入阴平并不一定都是客家话自身演变的结果。

其中有些字在邻近的湘、粤、闽方言，甚至赣方言中也同样读入阴

平。例如：

毛　　　　　　　　　　　　蚊　　　　　　　　　　拿　　　　　　　　聋　　　　　　拈研

　　　　　　　　　　　　　　　　　　　　　　　南 昌 ｍａｕ ｍａｕ ｌｕ ｉεｎ

ｎ　 　 　 　 ａ　 　 　长沙 ｌａ　ｍ ｌｎ ｉ ｉ

广 ｎｉｍ州

厦门 ｎ

这些字在相邻多个方言中都读入阴平，说明可能存在借用的情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9

有的字借用的迹象还相当明显。比如粤方言中存在因小称变调使

包括次浊平字在内的各调类字读成高平调的现象。以广州话为

ｌ ｍｕ ｌ 等。而例，如“ 褛” “ｎ“ 蚊” 、窿 广州话的高平调和梅县

话的阴平调调值相近。这很有可能是客家话这些次浊平字读作阴

平调的原因。考虑到这些借用的情况，客家话中可以构成调类分

派特点的次浊平字，实际数量要大大减少，以致难以成为一个特

点。

其次，次浊上字归阴平的现象的确普遍见于客家话地区，但也

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一些客家话（ 特别是在赣南地区）并没有这一

特点，而赣方言赣中地区特别是临川地区的个别方言反倒有这一

ａ，南城“ 尾特点，如广昌“ 野” ”ｍｉ。全浊上字归阴平的现象，更是

不仅见于客家话，还见于许多赣方言。因此实际上赣方言也存在

“ 古次浊上声和全浊上声都有读阴平”的方言。而且如果把次浊上

字和全浊上字结合起来考察，还可以发现客家话和赣方言在这方

面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以梅县、定南、大余等客家话和新干、都

昌等赣方言为例：

马　　　　　　　　　　　　　　　　舅　　　　　　　　　　　　　　　　蛋硬

　　　　　 　　　　　　　　　　　　　梅县． ｋｍａ ‘ｉｕ ａｎ ａ

　　　　 　　　　　　　　　　　　ｍ 　定南 ａ ｔ ａ‘ ｎｉｕ ａ

ｍ　　　　ａ 　ｔ‘ ‘ 白大 ｉ余 ｕｉｕ ｔ ‘ｔ

　　　　 ｕ　　　　　　　　ｍａ 　　　　　新干 ａｔ‘ｉ ａｎ

　　　　　　都昌 ｍａ ｉ 文 ｉｕ 白ｕ ｌａｎ ａ

如果把上表中的阴平字改写成符“号 ＋”，再删去非阴平字，就可以

看到下面的情况：

次浊上　　　　全浊上　　　　全浊去　　　　次浊去

梅 县 ＋ ＋

定 南 ＋

大 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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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新干

＋ ＋都昌

表中各地都有浊上字归阴平的情况，说明这是一个在客赣两方言

普遍发生的音变。音变在各地表现不完全相同，但这只是音变发

生时各地方言自身音韵条件不完全相同的反映。如梅县话次浊上

字和全浊上字都归阴平，反映音变发生时梅县话次浊上和全浊上

还没有分化。定南话和新干话次浊上字归上声，只有全浊上字归

阴平，反映当时定南话和新干话次浊上和全浊上分化，次浊上已经

和清上合流。大余话和都昌话次浊上字归上声，而全浊去（ 和次浊

去）字和全浊上字同归阴平，反映当时两个方言次浊上和清上合

流，全浊去（ 和次浊去）和全浊上合流。上面所说各方言不同的音

韵条件，就是指次浊上和清上合流、全浊（去 或包括次浊去）和全浊

上合流这两个调类演变在方言中是否已经发生。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设想，浊上归阴平的音变不是在客赣两方

言各地同时发生的。音变可能由南（ 客家话）向北（ 赣方言）发展，

中间有一个过程。最先在南部发生时，客家话还不存在次浊上归

清上以及全浊去（ 或包括次浊去）和全浊上合流的演变，所以次浊

上字和全浊上字都归入阴平，浊去字不归阴平。以后音变向北发

展到江西时，当地客家话和赣方言已经发生了次浊上和清上合流

（ 这大概是官话的影响）以及全浊（去 或包括次浊去）和全浊上合流

的演变，所以次浊上字不归阴平，全浊（去 或包括次浊去）字却随全

浊上字归入了阴平。（ 值得注意的是，今江苏泰州一带的方言也有

ｕ，“类似的现象，如泰兴“ 舅旧” ｉｔ‘γ 蛋”ｔ‘ε“，硬” ，泰州“ 舅

文 ｔ白 白“旧” 文 “ｔ ，ｉ ，硬” 。蛋ｉ ”ｔ‘ 也许这一γ 带的γ ｔ 方щ ‘ 言

和赣方言之间曾经有过密切的关系。）根据这一设想，浊上归阴平

的音变发生时，如果不是江西的客家话和赣方言已经受到其他调

类演变规律的影响，客赣两方言各地的浊上字显然将和梅县话一

样全部归入阴平。当然，以后次浊上归清上和浊去归全浊上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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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由北发展到了南部客家话地区，但那时当地浊上字已经归入阴

平，浊去字归入上声后已经不可能再归入阴平了。至于官话全浊

上归去的调类演变规律对客赣两方言的影响，则是更晚的事，和浊

上归阴平问题无关了。

从以上观察中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１）客赣两方言区发生过三种和浊上字归阴平有关的调类演

变。属于客赣两方言的除浊上归阴（平 由南向北）外还有浊去归上

（ 由北向南），由官话区进入的有次浊上归清上。这些时间先后不

一的演变在各地方言中留下了不尽相同的声调层次。

（２）客赣两方言浊上字归阴平，是在同一规律支配下产生的历

史音变。浊上字在各地方言中的不同表现只是同一规律的不同折

射，或者反过来说，这些不同折射恰恰反映了同一个音变规律。

３）各地方言的全浊上字都参与了归入（ 阴平的音变，而次浊上

字是否参与音变则取决于有没有其他声调演变规律的影响。因

此，浊上归阴平这一音变的核心成分应该是全浊上字，而不是次浊

上字。

４（ ）客家话和赣方言中都有在上述浊上归阴平的音变方面表

现相同的方言和表现不同的方言，而表现相同的和不同的方言并

不按两方言的界限分布。这说明当时这一音变可以在客赣两方言

的范围内自由传递或扩散，说明当时客赣两方言之间实际上并不

存在方言区的界限。

根据以上几点认识，可以认为客家话古次浊上、全浊上、次浊

平字归阴平的语音特点，还不是一个本质的特点。依靠它来和赣

方言相区别，就方言一级来说是不够的。但用来说明客赣两方言

是同一大方言的两个次方言，则有相当的说服力。

４．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历史关系

综上所述，客家话和赣方言不存在真正能成为方言分区依据

的语音差异。但就目前所知，江西境内说客家话的人和说赣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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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都坚持自己说的话是和对方不同的方言。也就是说，两个方

言虽然共同点是主要的，但居民却在语言上互相排斥，不相认同。

人们自然要提出疑问：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

也许客赣两方言重要的语言共同点不是由历史演变形成，而

是由不同方言间的影响造成的？如果是这样，有重要共同点而仍

然属于不同方言就不足为奇了。但至少前述浊上字归阴平的现象

不可能是借用的结果。那么问题仍然要回到前面提到的一些最重

要的语音共同点（ 如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一律送气等）上，

看它们到底是怎样产生的。１９６０年袁家骅在《 汉语方言概要》中

曾就这一问题指出：“ 方言间语音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是可能的，因

此必须找出历史发展的线索，说明两个方言的确经过一个共同时

期，才能算是同一方言的不同分支。”这样，就需要从了解客赣两方

言人民的历史入手，观察两方言是不是经历过这样的共同时期。

现代赣方言分布在江西北部中部以及相邻湖北、湖南、福建的

边缘地区。古代这一带的情况缺乏记载。东汉扬雄《 方言》多处提

到吴越、吴扬越、吴扬江淮、 瓯吴楚、荆吴扬 等地的方言，但没有提

到过包括在这些地域中的赣方言地区。这可能和当地人口稀少，

缺少语言方面的记载有关。不过稍后中古时期的吴语是一个分布

在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内部比较接近的大方言，当时赣北赣中一

带的方言和吴语其他地区的方言可能是比较接近的。

客家人的祖先是由古代中原地区躲避战乱而南迁的汉族居

民。据近人的研究，他们的迁徙主要分为三期。西晋末年（ ３０６

年）以后是第一期。他们顺颍水南下，在东晋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

徙到今长江下游皖南、苏北以至苏南、赣北、赣中一带的江南地区。

《 晋书·王导传》说“：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可见移民数量

之多当时为安置移民，建立了许多侨州、侨郡、侨县，按移民来源

地分别管理。人口的增长导致不断增设行政机构。如江西在东晋

时有豫章、鄱阳、临川、庐陵四郡，刘宋时从庐陵郡分出南康（郡 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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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隋时又从豫章郡分出宜春（郡 赣中）。导致人口增长的原因主

要就是客家人祖先的迁入。以后唐末黄巢起义（ ８７４年），十年战

乱，江“西 虔吉饶信”等（州 今赣北、赣中西部、赣南）处在战火之中，

客家人祖先不得不又向今赣东南、闽西一带迁徙。这是第二期迁

徙。再以后到南宋末（年 １２７１年），元人南下，战乱又起，又有大量

客家人的祖先向南迁徙到今广东东部北部。这是第三期迁徙。在

这三期的主要迁徙以后，客家人还有局部的流动，其中如清初靖边

迁海，部分客家人回流到江西遂川、萍乡、万载、修水等地。不过客

家人在第三期以后的迁徙，和客家话赣方言的分合问题已经没有

关系了。

客家人祖先的三期迁徙，每一期迁徙后都有三四百年的时间

得以安定生息。第一期迁徙后是唐代盛世，第二期迁徙后是宋代

小康。而第一期迁徙后所居住的赣北赣中地区正是现在的赣方言

区。由此看来，客赣两方言历史上的确是有过一个共同时期的

这就可以认为，它们重要的语音共同点是在这三百多年的时间里

经历共同的演变形成的，它们不同的语音特点则是在客家人祖先

第二次迁徙 。不过客家人祖先离，离开赣北、赣中以后分别产生的

开今赣方言区后并没有立即使两地方言间的关系发生多大变化

官话中次浊上和清上合流的声调演变发生在宋代，这一演变对客

赣两方言浊上归阴平的音变都造成了影响。可见客赣两方言在稍

晚于宋代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仍然属于同一方言。（ 目前

赣方言和客家话临川地区的 语音共同点较多，可能是因为唐末动

乱期间抚州一带相对比较安定，客家人祖先居留未迁的较多。这

一语音共同点较多的现 ）象也反映了客赣两方言早期的密切关系。

既然客赣两方言曾经有过一个共同时期，曾经是同一方言，具

有许多重要的语音共同点，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密切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居民的共同心理却没有能形成呢？这恐怕和客家人祖

先第二期第三期迁徙后的情况有关。客家人祖先作为晚到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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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一般居住在闽西粤北的山区，和当地的畲族杂处，贸易婚姻，往

来密切，和周围平原地区的其他汉族居民却有一个距离。他们没

有能和这些更早到达的汉族居民融合，相反语言上很快有了人们

所注意的特点，后来还有了一个 ——客家，显作为特殊民系的称呼

示出不同于当地话和当地人的特殊性。而且，作为移民的后代，他

们有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如坚守祖先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和语

言，容易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再度迁徙。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他们

和周围社会环境的融合。当然，在目前，客家人的大批迁徒已经成

为历史，但客家是一个特殊的民系，客家话是客家人的语言这种观

念，其影响似乎还没有完全消除。似乎客家话主要是和客家人本

身，而不是和客家人所在的地域相联系的，似乎客家话还不是一个

完全意义上的地域性方言。也许这才是客家话和赣方言无法合成

一个方言的真正原因。

（ 二）闽方言和吴方言的关系

１．闽方言和吴方言的差别

闽方言和吴方言分布在东南沿海，比邻而处，各有特点。它们

各自主要的语言特点是：

（１）闽方言古浊声母清化，塞音塞擦音大多数字不送气，少数

字送气，吴方言则保持浊音音值。例如：

桐　　　　　　　　　　　　　　动　　　　　　　　　　　　　　　　洞读

ｄｄｏ苏州 ｄｏ ｄｏｏ

文　厦 ａ白 文门 　ｔ 文ｔ 白ａ ｔ ｋ 白‘ ｔ‘ｔ ｔ‘ ｔ ａｋ

　福 文州 文 ｔ 文ｔ 白ｙｕ ｔｏ 文 ｔｕｕ ｔｔｏ ‘ｅ ｔｙ 白ｙｙｅ ‘

（２）闽方言有较普遍“的 古无轻唇音”“和 古无舌上音”现象，吴

方言则极少上述现象。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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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蜂　　　　　　　　　　知治
　

　　　　苏 　　州 　　 　　　　　　 ｚчｆｉ ｆｏ ｔｓч　
厦 　门 　　　 　　　 　ｐｕｅｉ 　 文　 白　 ｈ ａｐ ‘ ｉａ ｔｔｉ ｉ ｔ‘

　 　福 　ｔ 　　　 ｉ州 　 　　ｐ ‘ｅ　 文ｔ 白ｈｕ ｔｐ ａｉ‘ｕ

因为闽方言和吴方言各自的特点都很显著，所以在以往多次

的方言分区中，还从没有人对它们的区别提出过疑问。

２．闽方言和吴方言的共同点

从５０年代开始，人们陆续发现闽方言和吴方言存在若干重要

的共同特点。

（１）群母字有一、二、四等

５０年代方言普查时发现，江苏长江北岸江淮方言扬州等３０

市县的方言中，匣母浊平字“ 环”的声母不是擦音ｘ，而是送气清塞

音声母ｋ‘，恰好和长江南岸吴方“言 环”的浊塞音声母 相对应：

‘ｋ　扬州 ｕ　 ：苏州 ｕＥ

１９６５年，李荣《 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一文把江淮方

言、吴方言、徽州方言和闽方言部分匣母字和个别见溪疑母字白读

音声母读同群母的现象加以比较，得出古代某些方言群母字“ 除

三等外，也见于一、二、四等”的结论。现在分别举例如下：

①见于闽方言的如：

咬 　　 二　　　　　　行 　　猴 　　 四　二 　　　悬寒 一一

厦门 ｋ 　　　　　ｋａｋ ｋ ｋａｕ

　福州 　　ｋａ 　　ｋ ｋａａｕ ｋｋｉａ ｅｉ

②见于吴方言的如：

搁 搅二　 二　　　 二　 二　解 　　　　摜 　　　　　　懈一

苏 　　　　　Ｅ州
　ｏ ９ｅ ｕＥ

温州 　ｅ
　　　ｏ ｕ 　　　　ａ 　ａ

③见于闽方言和吴方言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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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环二　　 衔　　

苏州 ｕＥ　

温州 ａｕ ａ

厦门 ｋａｕ ｋ 　ｉｕ ｋ‘ｕａｎ　

ｋａ福州 ｕ

由于徽州方言和江淮方言的分布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是吴语区，因

此上述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群母字有一、二、四等是闽方言和吴方言

的共同特点。

（“２）古无轻唇音”“和 古无舌上音”

方 普查时，在吴方言区浙江南部如丽水、江山等方言中发现

颇“多 古无轻唇音”“和 古无舌上音”的现象。这说明这些现象不但

不能用来区别闽方言和吴方言，相反倒是反映了两个方言间的密

切关系例如：

“ 古无轻唇音”现象：

斧　　　　　　　　肥　　　　　　　　伏　　　　　　　　　　反放

江 ｐｕ　　　　　　　 ｂｉ　 　　　　　　ｂщ山 ｐ ｐｕｔ

福州 ｐ‘ｕ ｐｕｅｉ　　　　　ｐｏｕ ｐｐｅｉ ｏｕ

厦 ｐ门 ｐｕｉ ｐＩ　　　　　　ｐｕ ｐａ

“ 古无舌上音”现象：

猪　　　　　　　　迟账　　　　　　　　长　　　　　　　　竹直

ｔｉ　 　丽水 　　　　　　　　　　　　　　　ｔｉａ ｏ

ｔ ｄｅｉ　江山 　　　　　ｔｉ ｔа ｄｉｅ

ｔ ｔｉ ｕ　 　　　　　　ｔ福州 ｙ　 ｕ ｔ　　　　　 ｔ ｙ ｔｉ

ｔｉ　　　　　　　 ｔｉ　 　厦门 　　　　　ｔｉ ｔ ｔｅｋ ｔｉｔ

（３）区别三四等韵：

汉语方言中一部分三四等韵保持区别的现象，以往只见于闽

方言区。金有景６０年代在吴方言浙南义乌话中也发现了这一特

二厚 怀

ｅ 兴ｉ 兴ｕａ

ａ

ｋ

‘ｋａｋ ｙｕａ 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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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后又在当地１６个方言中发现同一特点。下面以金华、永康、

义乌等方言为例，并和闽方言福州、厦门方言相比较：

咸连 三 咸　　　　　　莲 四 山　　　　　　仙 三 山　　　　　　先 四

　　　　　　ｓｉ金 华ｌｉｅ ｌｉ　 ｅ ｓｉ

ｉＥ　　　　　　ｌｉＡ　　　　　　　　 ｉ永康ｌｉＥ 　Ａ

　　　　　　　　 　　　　　义 乌 ｌｉ ｓｉｅ　ε εｌｉｅ

福州 ｌｉ ｌｅｉ ｓｅｉｓｉｅｅ

　 ｓｌｉε ｉ厦门 ｎａ εｎ ｎ ｓＩ

（４）共同的词语

闽方言和吴方言还有一些词语彼此相同，而且极少见于其他

方言。例如：
　

箬 赚（ 错 ）（）人骹 农

宁波 ｉ ｄｚεａｉ‘ｋ ｏ
ｄｚ温州 ａｎｋ‘ｕ ａ ｉａ

福州 　　　 ｎ ｎｕｏ
　 ｔａｙｋ‘ａｕ

ｈｉ厦门 　ｋａ ｏｌ ｔａ‘

上述例字中“，农”是古江南地区的方言词《。 庄子·让王》东汉成玄

英疏“：农，人也，今江南唤人作农。”当时的江南地区包括现代的吴

闽两方言区。

近年来人们还在文献中发现，古代吴、楚、江东、江南的若干方

言词语，目前已经不见于吴方言，却还能在闽方言中找到。现选取

《 方言》《、 说文（》以上东汉时期）《、 方言》注《、 尔雅》（注以上东晋）、

袖火 萍《 浅广 滩 ”韵（ “、薸多 ”》 “、濑隋唐 ””）“中 夥” ““、 、勺
、

子” “、

蛤” 蟆等词，分时期列表如下：

东东汉 晋 厦门福州隋唐

楚 江东 禁夥 ｕ夥 　ａｉ夥

“ 僆 小母鸡” “、澳 海岸”“、虮 蚂蝗”“、

　 　 　楚 ｘ东 ｉｅ ｈ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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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ｕｅ南人楚 ｉ

濑吴越 ｓｕａｌａｉ

江东 ｕ

薸 薸江 江东 东 ‘ｐｉｅｕ ‘ｐｉｏ

僆 江东 ｎ

澳 江东 ｏ

江东虮 ｋｉ ‘‘ ｋｉ

吴 ｔｓ

上述词语虽然已经不见于现代吴方言，但仍然能说明历史上吴闽

两方言在词语方面的共同点。

以上闽方言和吴方言语音和词语的共同点，虽然不足以否定

两方言的区别，但确实也反映了两方言存在密切的关系。不过所

述语音特点在吴方言中一般少见于北部苏南地区，而多见于南部

浙江，特别是浙南地区；词语中则有一部分在古代曾见于江南北部

（ 现代吴方言区），而目前只见于闽方言（区 古代江南南部）。这一

现象可以用方言间的影响来解释，即吴方言北部地区因为受官话

的影响，保留特点比较少，而南部地区因为和官话距离比较远，又

和闽方言区相邻，特点保留比较多。

由于吴闽两方言具有以上重要的共同特点，近年来一些学者

提出了吴闽两方言同源的假设。比如１９８３年罗杰瑞《 闽语里的古

方言字》认为，闽方言的来源是《 切韵》成书以前的江东方言或吴方

言。１９８６年周振鹤、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也认为“，闽语的主

要渊源应该是东汉三国时期的吴语，因为福建的汉人主要是这一

时期开始从江浙一带迁入的。他们带来的这一时期的吴语与当时

闽越族语言经过交融后逐渐形成与今日吴语大不相同的闽语。”

“ 吴语历史虽然最为久远，但在表现形态上却不算古老。因为三千

年来它一直受到不断南下的北方话的强烈影响。比较原始的吴语

特征反而保留在闽语里头。”１９８８年丁邦新在《 吴语中的闽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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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更明确地提出“：现在吴语的底层具有闽语的成分，可能南北

朝时的吴语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而当时的北语则是现在吴语的

祖先。”丁邦新实际上认为，现在的吴语只是中古北音的继承者，和

中古的吴语并无关系。以上几种意见虽然小有差异，但在认为现

代闽方言是中古吴语的继承者这点上是一致的。

从目前吴闽两方言的重要共同点引出现代闽方言是中古吴语

继承者的结论，是言之成理的说法。不过它不能说明吴闽两方言

为什么目前又还存在某些十分重要的差别，比如古浊声母音值的

不同等。通常认为，吴方言和湘方言都是由中古吴语发展而来的，

它们至今还保存不少共同的特点，如古浊声母保持浊音音值就是

其中之一。如果闽方言是中古吴语的继承者，则应该也具有这同

一语音特点。但难以解释的是，这种浊音音值在受北方官话长期

强烈影响的吴方言中得以保持，反倒是处在吴方言区以南、和北方

官话并不接壤的闽方言中却已经不再存在。看来唯一可能的答案

应该是，它们本来就是不同的方言。而且，如果认为闽方言是中古

吴语的继承者，那也需要有社会历史方面的证据，需要弄清楚闽方

言形成过程中和中古吴语有关的具体情况。

　３．闽方言形成的历史

根据历史记载，现代闽方言区在古代“是 百越”的居住地，汉族

居民是在东汉以后才进入这一地区的。最早的记载见于三国时

期。孙吴开发江东，东吴人逐步从会稽南下，越过仙霞岭经浦城进

入闽北地区，由此设立了建安郡。这些最早进入闽北地区的汉族

居民数量不多。他们说的话应该是中古的吴语。

汉族居民大量进入闽地是在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以后。由于战

乱，中原地区的居民纷纷避难南迁。据《 晋书·地理志》记载，他们

南迁的路线大致可分为三。一是中原西部秦州雍州（ 今山西、陕

西、川北）的居民向南迁徒到湖北湖南的洞庭湖地区。二是中部并

州、司州、豫（州 今山西、河南）一带的居民大部分顺颍水淮水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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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迁徒到豫南、皖北、皖南一带，再转入赣北地区，也有小部分向东

迁徙到苏北地区。三是东部青州、徐（州 今山东、苏北）一带的居民

沿海南下迁徙到江苏长江北岸和南岸太湖地区，其间也汇入了上

述从司州、豫州一带南下的小部分居民。东晋建都建康（ 今南京），

所以按第三条路线南迁的中原居民大多集中在这一地区。江东地

区经过孙吴近百年的开发，经济富庶，人口众多。因此中原居民的

大 进入，不免会引起和当地豪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王仲荦《 魏

晋南北朝史》在提到这一问题时说，为了维持东晋王朝政权的稳

定，已经迁入的中原居民就再次大批南迁，“ 以王谢为首的北来世

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纷纷流寓到浙东会稽一带，进

而又发展到温、台一带，林、黄、陈、郑四姓则移居福建”。另据《 三

山志》记载“：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入闽者八族。”所说八族，除林、

黄、陈、郑外，还有詹、丘、何、胡四姓。由此看来，东晋以后从吴地

进入闽地的汉族居民，实际上主要是中原居民，而不是吴人。这一

史实，张光宇认为对说明吴闽两方言的关系颇具关键性。

以上进入古代闽方言区的中原的和吴地的居民，使闽地人口

迅速增加，行政区因此也不断增设。从东吴时的建安郡开始，增设

的有西晋的晋安（郡 福州），梁时的梁安（郡 南安郡），陈时的义安郡

（ 潮州），唐代的漳州郡。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扩散，闽方言也得以形

成和发展。

根据上述史实，东晋南朝时闽方言区的汉族居民主要是从江

浙方向进入的。但由于他们中居多数的不是吴地的原居民，而是

西晋时南下的中原居民，带入闽地的应当主要是当时中原地区的

方言，而不是吴语。不过中原居民带入闽地的中原方言在经过吴

地时也吸收了吴语的成分，进入闽地后又吸收了闽越语的成分。

应该说，闽方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 唐代以后还不

断有中原居民进入闽地，从而继续给闽方言以影响。）因为其中有

吴语的成分，所以现代闽方言和吴方言有许多重要的共同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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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方言并不是中古吴语的继承者。现代闽方言和吴方言各自的重

要语音特点——如古浊声母的不同音值，作为早期的历史性语音

标准，应该很早就有所表现。袁家骅等《 汉语方言概要》提到“：钟

独佛曾说唐时已有‘福佬’之称，这也许可以作为唐代渐已形成闽

方言的一个旁证。

（ 三）晋语的设立

１．晋语的概念

近五十年来，在讨论汉语方言分区问题时，先后有三次提到晋

语。这三个晋语的概念不完全相同。

最早提出晋语的是英国学者富励士（ Ｒ．Ｆｏｒｒｅｓｔ）。１９４８年他

在《 汉语》（Ｔｈｅ　Ｃ 　 一书中以晋ｈｉｎｅｓｅＬ 语ａ 指称分布在我国ｎｇｕａｇｅ）

西北甘肃东部、山西和陕西一带的方言。这个晋语具有下列语音

特点：

，１）鼻音声母有失去鼻音成分的 → ｍ，　ｎｄ，（ 倾向：ｍ，　ｎ，　

如 ｍｂｕ；文“水 母”

；２）有入声，收 尾，如太（ 原“ 麦”ｍｉｅ

（３）塞音塞擦音声母的送气成分强烈，如兰州“ 皮”ｐｃｉ；

（４）鼻音尾韵失落韵尾后转为鼻化韵，如太 “，桑”“原 炭”ｔ‘

；ｓ

（５）知照组合口韵字声母转为唇齿音声母，如西安“ 猪” ｐｆｕ，

“ 出 。”ｐｆ‘　“ｕ，水 ｆｅｉ”

富励士根据以上特点把晋语从北方话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

独立的方言。他曾说明，他把这个方言叫做“ 晋语”，完全是出于历

史的兴趣，（ 他所说的晋语的分布地区和春秋时秦晋两国的疆域相

近）如果从共时的语音特点看，晋语上述各项特点中实际上只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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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 有入声”是可以作为同言线的。

以后，１９７６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在《 晋语诸方言的比较研

究》一书中也提出了晋语。这个晋语中“的 晋”是山西省的别称，晋

语即指山西省的方言，因此不牵涉到方言分区的问题。不过他所

研究的方言还包括河北的崇礼、尚义方言，表明他认为河北西北部

的方言和山西方言相近。

最近一次提出晋语是在８０年代以后。当时全国各地正普遍

开展地方志的编写工作，省、市、县各级纷纷成立地方志办公室负

责这项工作。地方志包含有方言志的内容。编写方言志的工作有

力地推动了各地方言的调查研究。山西省是这方面成绩突出的省

份之一。调查研究增加了人们对方言的了解。就在这样的情况

下，一些方言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晋语的概念。

１９８５年，李荣在《 官话方言的分区》一文中按入声字声调的分

派情况把官话方言分成七个次方言，（１９８９年《 汉语方言的分区》

中又改变为八个）把晋语从官话方言中独立出来，用来“ 指山西省

以及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所说毗连地区，包括陕北、内蒙古

西南部、河北西北部和沿太行山东麓地带以及河南北部等广大地

区。

１９８６年侯精一《 晋语的分区（ 稿））指出这一晋语有如下五个

特点：

；有入声，如 “，拔”ｐａ太“原 壁”ｐｉｅ

（２）有一组鼻音尾韵 ｕｉ “，新星”，如太“原 根ｙ 庚”ｋ

“，魂红” “ ；，群ｘｕ 穷ｉ ”ｔ ｙ‘

（３）有词“头 圪”，如吴“堡 圪洞 γ ；”ｋ ｔｕ

４）词（ 尾“ 子”读入声韵，如太原ｔｓ ，某些方言中则有变韵，

如 “→茄获 子“ ”嘉 茄” ‘ｉεｔ ｔ‘ｉｏ；
５３ ３（５）有分音词，如 ｅ→ｐ 。平遥“ 摆”ｐ １

１９８８年刘育林《 陕北方言略说》指出晋语四项特点，和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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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５）相同。１９９６年温端政《 开掘（ “ 山西方言”的语言宝藏

——答山西日报记者问》一文提出两项特点，和侯文（ １（）３（）５）相

同。

上述晋语的特点涉及语音和构词法。几次介绍中特点的数量

递减，显然是去粗存精的结果。

２．有关晋语归属的讨论

“把 山西省以及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划为晋语，和富励士

内部混杂的晋语相比，显然具有更充分的合理性。但是这一晋语

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众多方言工作者的异议。这首先是因为晋语在

方言、次方言等层级上的安排过高。上述入声和阳声韵等语音的

特点都属晚期的历史性音变，构词法的特点则缺乏足够的重要性，

要依靠这些特点把晋语从官话方言中分离出来处理成独立的方

言，说服力是不够的。其次，江淮方言有入（声 入声韵和入声调）而

留在官话方言中，四川省不少方言有入（声 入声调）也留在西南官

话中，晋语有入（声 入声调和入声韵）却从官话方言中分出，这在方

言分区原则的掌握上存在标准相同而处理不同的矛盾。第三，山

西西南部晋南方言具有晋语的大部分重要特点，某些特点的表现

还极为典型，但仅仅因为没有入声就被划入其他官话方言，这不能

不损害晋语本身的完整。第四，还有一些方（言 如陕北延安、延长、

甘泉）因不同年龄人口音中有无入声的情况不一，致使归属意见也

不同，而如果把有入声的老年人口音归入晋语，没有入声的年轻人

口音归入其他官话方言，又显然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处理。以上都

说明过分强调某一晚期历史性语音标准的不妥。在这种情况下，

１９９１年贺巍《 汉语方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一文指出：今后必须继

续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是“，晋语主要特点是有入声，与江淮官话

的特点‘古入声今读入声’相比，在分区的标准上没有明显的差别。

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根据其他特点把两个区的方言区别开来。”

这表明入声不能作为晋语独立的依据已经成为一般的共识。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74

总的看来，晋语的确具有相当多的特点。除上文所述，还有两

点值得一提：

（１）某些方言保持古一二等韵的分别，如文水话：

ｘｅ≠鞋 ｔ二 ｋｘａ孩 ｉｉ ｉ≠胶高 二

ｘｅｎ ｉａ≠≠陷 雁二ｘ ｅｎ憾 ａ 二岸

（２）文白异读中梗宕江摄阳声韵字有元音尾韵和鼻音尾韵（ 或

鼻化韵）的对应，如太（原 南郊）话：

ｆ ｉｆ文　 文γ白棒房 ｐ 　ｐγ 星 文 白ｉｅ

这一语音特点在宋西夏文的转写中已经有所反映。

但是晋语的主要特点还是和官话一致的。１９５５年丁声树、李

荣《 汉语方言调查》中列举官话方言的共同点是：

（１）古浊声母清化后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２）古 ｍ韵尾并入 ｎ韵尾，

（３）多数地区没有入声，少数地区有入声。

这些既明确，又有一定包容度的语音标准至今没有过时。按这些

标准来衡量，只有（ １）在山西中部南部有不同情况，尽管文读层还

是一致的。总的来看，晋语应该留在官话方言中，同时晋南方言也

应该留在晋语中。换句话说，晋语应该降低一个层级，由一个独立

于官话的方言，改变成官话方言中一个具有较多古老特点的次方

言。这样的处理将是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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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原始闽语的构拟

（ 一）构拟汉语原始方言的背景

汉语方言素来以纷繁复杂著称。闽方言作为汉语方言中最有

特点的方言，自然特别为人们所注意。但人们对它的特点的认识

存在一定的分歧。高本汉在《 中国音韵学研究》（１９２６年）中利用

现代汉语方言材料构拟中古音时，曾经指出闽南话具有的特殊性。

在以后的《 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１９５４年）一书中，他更明确地

说：现代汉语各方“言 各自的声韵分类显示出它（们 闽方言除外）全

是从《 切韵》系统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只有闽方言不是来自《 切

韵》，和《 切韵》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这实际上也是认为汉语方言

的历史比较以《 切韵》为依据的一般做法不适用于闽方言。这和汉

语音韵研究和汉语方言研究的一般看法完全不同。一般看法是，

且不论《 切韵》音系的性质如何，它和一般汉语方言都存在直接的

对应关系，能在总体上说明它们的声韵分类，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汉语方言差别很大，有些不同方言之间还难以通话。就可懂

度来说，汉语某些方言之间的差别甚至超过了印欧语系某些语言

之间的差别。这一情况引起了具有历史比较语言学传统的西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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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学家的兴趣。而高本汉的观点所显示的历史比较的前景显然又

令人鼓舞。６０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语言学家提出，以《 切

韵》音系为依据来解释汉语东南诸方言的语音演变是不合适的，因

为它们都具有不同于《 切韵》系统的历史来源，需要分别为这些方

言构拟原始的语音形式。这一有关汉语方言历史研究的设想，后

来被称为“ 普林斯顿假设”。１９６９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在普林

斯顿大学主持了名为“ 中国语言学工程”的研究工作，进行汉语原

始方言的构拟。随后就陆续有成果发表出来，如贝乐德（ Ｗ．Ｌ．

Ｂａｌｌａｒｄ）的原始吴（语 １９６９年） Ｙｕｅ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的，余蔼（芹 Ａｎｎ

原始粤（语 １９７２年），罗杰（瑞 ｅｒｒｙＮｏｒｍａｎ）的原始闽语（ １９７３年）

等。在他们的影响下，还有别的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的工作，如奥康

（ Ｋｅ纳 ｖｉｎＡ．Ｏｃｏｎｎｏｒ）的原始客家话（ １９７６年），和较晚我国严学

宭等的原始客家话（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此外有的学者也做过构拟

工作，但没有说明构拟的原则，如张琨的原始吴（语 １９７２年），萨加

尔（ ＬａｕｒｅｎｔＳａｇａｒｔ）的原始赣语（ １９８６年）。这些工作引起了人们

的注意。而在所有的构拟中，最全面，最深入，因而也最引人注目

的，还要数罗杰瑞的原始闽语。

（ 二）原始闽语构拟的内容

罗杰瑞构拟的原始闽语，见于他先后发表的三篇文章：《 闽语

声调的演变》（１９７３年）《， 原始闽语的声母》（１９７４年）和《 原始闽语

的韵母》（１９８１年）。他的原始闽语大致和《 切韵》同时，来源于晋

时的江东方言，更早则可追溯到东汉扬雄《 方言》中的吴楚方言。

构拟运用历史比较法，直接利用现代闽方言的字音材料，按照音类

的对应关系上推古音，不考虑汉语音韵研究已有的结论。所以这

种构拟完全是一种新的尝试。构拟包括声韵调三个方面，以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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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点。总的来说，原始闽语和《 切韵》系统相比，除声调平上去

入四声相同以外，声母韵母都有差别。原始闽语的声母系统尤其

复杂，许多方面和一般认识相矛盾，所以论文发表后很快引起了热

烈的讨论。本章将集中讨论原始闽语声母系统的有关问题。

下面先介绍原始闽语声母系统的内容。

罗杰瑞是以闽方言，特别是闽北话的字音材料作为构拟声母

的依 化缺乏语音条件，不假设据的。他发现闽方言某些声母的分

这些声母的不同音值各有历史来源，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

分化。闽方言还有一些声母的不同音值和特定的调类有关，由于

汉语方言中声调的演变常常以声母作为条件，也必需假设这些字

音中的声母各有自己的历史来源。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得出的结

论，就是古代闽方言应当有不同于《 切韵》的声母系统。下面列举

厦门、福州、建瓯、建阳、邵武等五个方言的五组例（字 以平入声字

为主，圆“圈 。”是“ 第九调”，括弧里是不符规律的例字），各例字下

附构拟的原始闽语声母： 　　
（１） 　　　　　　 　　　爬 　　　　　 瓶皮 　　　　　 啼　　　 　　　茶 　 　　 长

　　　　　　　 　　厦 　 　　 　　门 ｐ 　　 　ｐｅ ｔ‘ ｅｐａｎ 　ｅ ｔ

ｔ 　　　　 　　 　　　　　 　　 　福 　州 ｐ ａａ 　‘ｐ ｐ ‘ｉ ｔｉｕ ｅ ｔｏｅｉ ｕ

建 ｐ‘ ｔａ欧 ‘ｙ ｔｐ ｉａ ε ｐａｉ ｔ

ｔ　　　　　 　　　　　建 　阳 ｐ　　　 　ａ 　　‘ ｈｉｅｐｕ 　ｖ ａａｉ

　　 　　　 　　　邵武 ｐ 　 ｔ　 ‘ｉ　‘ ｐ 　‘ｐａ ｅｉ ‘ ｔｔｅ ｏｎ ‘‘ａ

猴桥

厦门 ｋｋｉｏ ｉ‘ａ ｋａｕ

ｋ福州 ｋｙ ‘ｋｉｅ ａｕ

建 ｋｉａ ｋｅｕ欧

建阳 ｋｉｏ

－　　 ‘ｂ 　　　　　　ｂ　 　 　ｄ 　ｂ －　ｄ‘ ｄ
　

　 　　

骑

（ ｋｙε

（ ｅ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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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邵武 ａｕ

９

（ 分２）

厦门

福州

建欧

建阳

邵武

转

厦门

福州

建欧

建阳

邵武

酒（３）

厦门

福州

建欧

建阳

邵武

ｕｈｋ`ｉ）

９ ９

刀发 天飞蜂

狗戴 角 苦

青 早 床 谢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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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ｔｓｉｕ ｔｓｕａ
福州 ｔ‘ｓｉｅｕ ｓｉｅ

建欧 ‘ｔｓｉｕ

建阳 ‘ｔｓｉｕ

邵 ｉ　　　　武 ｔｙ‘

ｄ ｄ

　　　　 　ｓ ｓｉ 　　ｉ ｈｎ ｈｕｅ

　　　　ｓｉ ｓｉ　 ｈ 　　ｕａ 　ｘｕ

ｓｅ ｓｉ 　　　ｉ ｘｕａ 　ｘｙ

　　　　ｓｉ ｓｉ　 　　　ｘｕａ 　ｘｙ

ｉ　 　　　　　　　 　　 ａ　　 　　　　ｉｎ ｘｙ

　　　　ｘ 　　γ

厦门 ｅ

福州 ａ

建 瓯

建阳

武

ｈ

（ ５） 来　　 　　　　　　　 南　螺　　　　　　　梅　　　　　　名　　 　　　　　　　 箬

　　　　 　ｌａｉ　 　　　厦门 　ｌｅ 　　ｂ 　ｕ 　ｅ　 ｌ 　ａ ｈｍ ｉｏ

　　　　　　福州 ｙ　　ｌ 　　 　ｉ 　 ｎｍｕｅｉ ｎｍｉａ ａ ｕ

建欧 ｌε ｓｏ ｍｏ ｍｉａ ｎａ ｎｉ

纸　　　　 唱 指　　　　 　　　　　　　　 石　　　　　　　　 树　　　　　　　　 蛇

　　　　　ｔｓｕａ 　ｔｓ‘ ｔｓ ｔｓｉｏ

ｔ 　　　　　　ｓａｉ ｔ‘ｓｉ 　　　ｔｓａｉ 　ｓｕ

　　　ｔ 　　ｓ 　　ｉ 　　　ｙ ‘ε ｉｔｓ ｔｓ ｙｉ ε

　　ｔｓｙｅ 　ｉ　　　　　　　ｔ‘ｓｉ ｔｓｉｏ ｙｅ

　　ｔｉ　　　‘ｉｔ ｉｏ

ｔ －ｔ‘‘ ｄ

（４） 四 花　　　 蝇　　　　　 　　　　　　　　身　　　　　　　　 　时 　　　　　　　 雨

厦 门 ｓｉ ｓｉｎ

福 州 ｓｅｉ ｓｉ

建 欧 ｓｉ ｓａｉ

建 阳 ｓｏｉ ｓｉ

ｉ　　邵 武 ｓｉ 　　　　　

　ｓ　　　　　　　　　　　　　　　　ｚ　　

有哑 　　　　　　　　 不

　　　　　　ｅ 　ｕ

ａ　　　　　　　　　　　　　　　　　　　　　　　　　　　　　　ｏｕ
　　　　　

ａ 　． 　　　　 　　　　 　　ａ 　　 　　　　　　　　 　　　　　　 　　 　　ｉｕ 　　 　　　　　ａ　 　
　　　　ａ 　　　 　　　ｉ ，ｕ ａ　ｈａ

　ａ　　　　　　　　　　ｉ　 ｘｏ 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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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

邵武

日　　　　　　　　月额

厦门

福州

建欧

建阳

邵武

罗杰瑞根据对以上各组例字的分析，构拟了如下的原始闽语声母

系（统 ４８）：

其中塞音塞擦音声母按清和浊、是否送气和是否弱化分成六组，擦

音声母按清和浊分成两组，边鼻音声母按清和浊、是否送气分成两

组。

为了显示原始闽语（和 切韵》的声母系统的差别，下面列（出 切

韵》的声母：帮傍业明，端透定泥来，精清从心邪，知彻澄，庄初崇生

埃，章昌船书禅日，见溪群疑，晓匣，影喻。三十六字母按音值重新

排列如下：

ｋｐ　　　ｔ

ｐ ｋ＇＇　 ｔ＇

９

ｉｓ　 　　ｔ丁ｔ

ｔｓ＇　　ｔ了‘

ｂ　 ｄ ｄｚ　 　 ｄ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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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ｓ ∫

ｚ　　　　　 γ　　　　　　ｊ

　　　ｍ　　　　　ｎ　 ｌ　　

和《 切韵》的声母系统相比，原始闽语的声母系统具有下列主要特

点：

（１）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分送气和不送气两组，

（２）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另有一组弱化音，

（３）清塞音塞擦音声母另有一组弱化音，

（４）牙喉音声母有对立两个浊擦音，

（５）边鼻音声母分浊不送气和清送气两组。

从比较中可以看出，两者间声母的差别主要不在发音部位，而在发

音方法，即原始闽语比起《 切韵》系统要多出四组发音部位相同、发

音方法不同的声母。

（ 三）对原始闽语声母系统的讨论

罗杰瑞构拟的原始闽语声母系统具有很强的条件制约，显得

无懈可击，引人入胜。构拟的方法，就历史比较法的原则来看，也

属合理。但这一构拟实际上存在许多弱点。下面就语言材料的使

用、构拟的方法、结论的推导等方面对构拟的各部分进行讨论。

１．弱化声母

罗杰瑞发现，闽北建阳话浊平“字 瓶“”、长“”、猴（”见第一组例

字）等 ，音值特殊，而且调值也和阳平字不同。建声母分别是ｖ、ｌ、

和塞音塞擦音相瓯话中这些字的调值则和上声相同。ｖ、ｌ、 比，

具有弱化的性质。根据这些字的声母音值和调类分派，罗杰瑞认

为它们的声母应该有不同于一般浊塞音声母的历史来源，即原始

闽语应该有一组弱化的浊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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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话全清字“ 发“”、飞“”、转“”、狗（”见第二组例字）的情况

和上述“ 瓶“”、长“”、猴”等字相同，声母也是Ｖ、ｌ、等，调值也和阳

平不同。建瓯ｔ话中这些字的声调也是上声。而且在邵武话中平、

上、入声字“ 飞“”、转“”、发”和去声字“ 戴”等声母变成送气音，平、

入声字“ 飞“”、发”还读成上声。罗杰瑞认为这些字特殊的声母音

值和调类分派也反映它们的声母有不同的来源，即原始闽语应该

有一组弱化的清塞音。

建阳话建瓯“话 早“”、指“”、谢“”、蛇”等清浊声母（字 见第三组

例字）声母的情况和上述“ 长“”、猴“”、转“”、狗”等字相似。因此原

始闽语中还有弱化的清塞擦音和浊塞擦音。

以上构拟的弱化声母，古今音变过程可以归纳如下：

ｐ、－ －ｂ→ｖ，

－ｔ、－ｄ、－ｔｓ、－ｄｚ→ｌ，

。－ｋ－、 －ｔ、－ｄ →、

弱化声母产生的具体原因，罗杰瑞则从泰国的苗语（ Ｐｅｔｃｈａ－

ｂｕｎ）和瑶（语 Ｃｈｉｅｎｇｒａｉ）中得到启示：

苗语　　　　　　瑶语
４ｎｐ ａｅ　　　　　ｂｕ（ 名字）

ｎｔａｕ ｄｉａ（ 衣服）

从比较中可以推断，瑶语ｂ－、　ｄ是苗语ｎｐ－，　ｎｔ弱化的结果。罗杰

瑞据此假设原始闽语弱化声母产生的原因，至少就塞音来说，可能

是ｐ、ｂ，ｔ、ｄ，ｋ、ｇ等声母由于某种浊音前加成分的影响使后面的主

要辅音经历了一个弱化过程（ 比如ｎ －ｐ变成 ｐ，　ｎｂ变成 ｂ），也可能

是复辅音中某个成分失落引起了主要辅音的弱化（ 如像　ｍ －这样ｂ

的结构失落了ｍ而变成 ｂ）。构拟中声母前面的“ －”是用来表示

这个还不能确定的引发弱化的浊音前加成分的。罗杰瑞认为上述

声母的弱化过程也适用于清塞擦音。（ 他没有解释浊塞擦音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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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不同意罗杰瑞对弱化声母的构拟和解释。比如余蔼

芹认为声母弱化只不过是建阳等方言的一种特殊音变。李如龙认

为古浊声母今读送气、不送气和弱化三分是“ 不同历史层次的反

映”。平田昌司认为余说没有说明音变过程，李说没有涉及弱化清

声母的问题。针对李说，平田昌司表示同意郑张尚芳主张浦城城

ｄ关话端母字声母ｌ 的可能性，认为弱化清声母和浙南地区来自

“、朵ｂｏ ” ｄ）可吴方言全清声母的紧喉作用（ 如庆元话“ 波” 能有ｏ

关。

可以认为，闽北建阳、崇安、政和、松溪、建瓯等方言中不同程

度存在的来源于古塞音塞擦音的浊擦音、流音等声母，就它们语音

转变的性质 应该来看，的确是一种弱化。按罗杰瑞的看法，ｖ、ｌ、

是原始闽语的弱化声母演变的结果。但是把弱化现象的产生限制

在闽方言的范围内，把时间上推到闽方言形成的早期，而且以浊音

前加成分的影响来解释，都和语言事实存在矛盾。实际上这种性

质的弱化现象并不是闽方言特有的。历史上汉语中古时期普遍发

生的从帮组声母中分化出非组声母（ ｐ、ｐ ｆ‘ ，ｂ 　ｖ）的音变，→ → 就

是这样性质的一种弱化，而这种音变只以合口三等韵为条件，并没

有浊音前加成分的介入。至少就中古汉语来说，帮组声母没有这

种前加成分，是音韵学界的共识。这种弱化声母也不只发生在早

期。从目前的情况看，ｐ、ｂ，ｔ、ｄ，ｋ、 Ｖ、ｌ、这样的音变也→ 见于

闽北话以外的许多现代方言，从音类的对应判断，明显是《 切韵》以

后、近期产生的音变。例如：
５２１）福州：ｐ、‘，ｐ　ｔ、（ ‘，　ｋ、ｋｔ ‘→ 、 。如：枇把ｐｉ ａ（　←ｐ），土ｌ、β

５２ ３３ ３ ２　匪ｔ‘ ｌ　‘ ｌａ ｉ　ｕ （ ｉｐ ａ　←）ｉ ← ，戏 　）β 台 ，ｘ 课ｉｅ （ ｋ （ｔ 程 ｕ ｔ）‘ ← ，‘
４４ ３ ２１３米缸ｍ ←ｉ 　 ，ｏ 布（ （ ‘← ｋ裤ｋｕ ｐ） ｕ 　ｏ ）ｕ

２）江西永新（ ：ｐ、ｐ‘，　ｔ、ｔ‘，　ｋ、ｋ‘→ｖ、ｌ、 。如 刀把 ｖａ（　　ｖ ←

ｐ），步 路 水 ｌｉｖ ａｕ（← ，ｐ‘） 团（←， ｔ） 人点 ，←‘ｔ　间）

房 水 布人（ａ （　ｙ（← ，　←ｋ 个 ｖｋ‘ ｋ））， ｏ ，块　 ｖａ）口 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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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

。（３）湖南泸溪（ 乡话）：並，定→ｆ、ｌ，如皮 ｆ，大ｌｙ

（４） 白。福建浦（城 城关）：端、知→ ｌｏ，昼ｌｉａｏｌ，如多

（５） ， ｌｏｕ。绸湖南益 ｌ，如大ｌａｉ（阳 桃江板溪、大栗港）：定、澄

ｂ（６）湖北崇（阳 天城镇）：ｂ‘～β，ｄ‘～ｌ‘ ～ｗ，如：盘， ‘ｕγ～

ｕ，道 ～ｄ‘ ｌ‘　 ｏ ｕｉ　 ｏ ，群 ｎ ｗｉｎ。～

、 ｏ 。
，如（７）安徽铜陵：並、 排 ｖａｅ，定、群→ｖ、 独 ，共γｏｍ

上述各方言中的声母弱化现象，大致是唇音变成ｖ或β，舌尖

音变成ｌ，舌根音变 基本相同。只，音变结果和建阳话的ｖ、ｌ、成

不过是这些音变的范围存在差异。其中（ １）是语流音变，以前字韵

母阴声韵和？尾韵作为音变条件。（２）也是语流音变，但范围较

小，只发生在口语常用的数量名结构的量词音节上。当然，语流音

变的性质和历史演变不同，但发音机制是相同的。自（ ３）以下不属

于语流音变的范围，而是声母自身的演变。其中（ ３）的並定二母除

弱化声母外，还演变 ，定成其他声母，如並母： ｂε，鼻 ｐ‘ｐｉ盆 ，排

ｔ ｔ‘ ｎ母： ， ｄｚ提 道 ，ｄ 藤ｉ，头 ， ｅ桃 等。（４）的端母字声母都

ｉｕ是ｌ，知母字声母ｌ 文 ｌｉ ｏ白（。５）的定澄则限于白读音，如：昼ｔ

二母字声母大多是１。　（４（）５）的唇音、舌根音声母没有这种音变。

（６）的並滂、定透、群溪各有一个声母，但都有弱化音和非弱化音作

为音位的自由变体。（７）的三个声母各只有一个弱化音的音值，和

建阳话情况相似。以上各方言声母弱化的原因不尽相同，范围和

程度也有差别，自（ １）至（ ７）还可以看作是一个逐渐加深的发展过

程。根据这些方言的情况来看，闽北话声母的弱化完全可能也是

近期才产生的音变，不需要归因于原始闽语的弱化声母。

但尽管如此，闽北话弱化声母产生的具体原因还有待说明。

而这必须联系“ 第九调”的问题来分析。

“２．第九调”

汉语方言声调的演变常常以声母作为分化条件。建阳话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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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有两个调，调值和其他调类都不相同，其中之一又和弱化声母联

。罗杰端把这个和弱化声系在一起 母联系在一起的声调定为四声

八调系统以外的“ 第九调”，把浊平字的另一个声调定为阳平调。

不过建阳话和其他闽北话中一个古调类有几个调值的现象并

不限于浊平字，只不过各个调值都在四声八调的范围之内，不存在

必需处理成第九调等的问题。如果认为这些同一古调类的不同调

值都是由于古声母的不同造成的，那么原始闽语的声母显然还应

该更多一些。但实际上这些普遍存在的一个古调类有多个调值的

现象是可以从方言中存在声调层次这一角度去理解的。

如果把闽北话中一个古调类具有的几个调值，即声调的层次

展开，就有可能透过表面的现象找出深层中的调类变化规律。张

琨在《 〈建州八音〉的声调》（１９８８年）一文中曾对清林端材编《 建州

八音字义便览》（１７９５年）一书所收字音的声调层次做过归纳。这

一声调层次和目前闽北话的实际情况出入不大。现在把他归纳的

瓯话的声调层次列在下面，并附上建 例字：

ｙｘｉ ε清 平平 —　 上 飞

一浊平 　阴去 上 ｔ啼 ｔ‘ｉ ａｉ

上上 　清 　 　 　 　 　 保 ｐａｕ

次浊 　　上—阳入—阳去上 ，蚁　　 痒 ｔ ｉ ｙεｓｉ

，全浊 阳入—阳去一上 阴　　 去 ‘　 ｔ　 ｉｕ，靖ｔｓ柱 ｅｔ ｉｓｙ ｔｓａ

ｘｕＩ翰

清 阴去 　 去 晏　　　　　 ｙＩ　

阳 —次浊去 阴　 去去 ，亮 妄ｕ　　 ｌｉ ａ

全浊去 阳去—　 阳入—阴去 ，郡ｋ　　　 　　状ｔｓ ｔ ｙｓ

ε清入　　 ｐ，发 ｕ　　　　阴入—上　　　　　　　　　　　　刷ｓｏ

次浊入　　　　阳入一阴入　　　　　　　　　　　栗ｌｉｌε

　全浊入　　　　阳入—阳去—阴 Ｘｕ，蝶 ε，服ｘｕ ｔａｔｉ入　　　　　实ｓｉｉ

从上述情况可见，建瓯话清浊声母字的声调大多有调类分化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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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不同层次。其中浊声母字的声调之间有下列几种主要的

分化合流现象：

（１）浊平分化，

（２）浊上和浊去合流，

（３）浊上和浊入合流，

（４）全浊入和全浊去合流。

对建阳话声调作同样的处理，也可以归纳出大同小异的层次，和建

Ｗｔ话的声调相对应。下面列出两方言对应的声调层次（ 下加括号

的是没有处理成独立调类的调值）：

建Ｃ｝　　　　　　建阳　　　　　　　　　　　　　　　　　　　　　　建欧　　　　　　建阳

清 去
清 平

次浊去

浊 平

清 上
清 入

次浊上
次浊入

全浊上＜
全浊入＜

其中建阳活浊平字分化和次浊上字归清上的情况和建ＷＬ话相同，

但全浊上次浊上和清去合流的情况不同。再比较两个方言的浊平

字，还可见建贩话原来的两个调值也有一个是超出四声八调系统

之外的，两调并入上声和阴去只是后来调值变化的结果。另外，通

过声调层次的展开，还可以发现某些声母的特殊音（值 如弱化声母

和来自来母的ｓ）的确和某些声调层次存在联（系 上表下“加 一”表

示弱化声母，“ ·”指来母特殊音值ｓ）。如果排除方言中声调层次

和不同古声母来源相联系的设想，则可以考虑这一层次是否是由

全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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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影响造成的。比如，既然闽北话声调中某些层次和弱化声母

相联系，而弱化声母主要由浊音变来，那么这种外来影响也许会是

由邻近具有浊声母的方言借字进入所造成的。浦城南郊石破话属

于闽北话，但部分古浊声母字声母现在仍然是浊音。郑张尚芳在

《 浦城方言的南北区分》（１９８５年）一文中认为这是相邻吴方言影

响的结果。平田昌司还进一步推测吴方言的影响也是“ 第九调”产

、建阳方言对应的生的原因。下面再列出石破话和建 声调层次：

建［ＦＬ　　　　建阳　　　　石陵

清平

浊平

清上

浊上

清去

浊去

清入

浊入

从上表可见，建 、建阳方言和石破话的声调层次，特别是建阳话

弱化声母字和石阪话浊声母字的声调层次，基本上是对应的。

为了便于观察古浊声母和声调层次的关系，下面再列出石破、

建阳、建欧等方言不同声调中古浊声母字的读音：

石破　　　　　　建阳　　　　　　建ＲＲ

拳
平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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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４４
ｈｌｕ柱

３３上 ２ ４２〈道 ｌａｕ

４３ ４
ｉ‘ｐ鼻
４３去〈 ４４步

４３ ４４２
直

入 ３２ ４〈毒 ４２ｔｕ

表中一部分古浊声母字（ 拳柱鼻直）在三个方言中都读清声母，和

一般闽方言古浊声母字清化后的情况相同，可以认为是闽方言原

。另一部分古有的字音 浊 话是浊声声母字（ 行道步毒）的声母石陂

瓯话基本上是母，建阳话是弱化声母，建 清声母，在建阳话中调类

还出现了超出四声八调范围的“ 第九调”。综合三个方言的情况来

看，这部分字音应该是在闽方言的古浊声母清化以后从保持古浊

声母浊音音值的吴方言借入的。借字字音中浊音和闽方言已经没

有浊音的声母系统无法协调，因而需要新一轮的浊音清化，或至少

浊塞音塞擦音的弱化。石陂处在闽北话的北缘，紧邻吴方言区，因

此能较长时期保持这些借字声母的浊音音值，没有清化。而在离

吴方言区稍远的方言中，浊音音值就发生了变化，其中建瓯话已经

基本上变成清声母，建阳话则变成了弱化声母。由此可见，弱化的

确是一种特殊的音变。

闽北话各地的“ 第九调”调值比较接近。如石陂３１，建阳４１，

建瓯　２１，崇安２２，政和２１，松溪２１，大多是一个不高的降调。闽北

话各地原有古浊平字的调值也大多接近。如石陂３３，建阳３３４，建

欧２２，崇安３３，政和３３，松溪４４，大多是一个中平调。“ 第九调”的

调型调值不同于闽北话原有浊平字的调型调值，却和邻近吴方言

浙南赣东地区一些方言中的古浊平字调型调值相近。如龙泉

２１１，庆元５２，云和２１３，松阳３１１，遂昌３１１，庆丰３１，上饶４１２，大

多也是一个不高的降调。据此可以推测，闽北话从吴方言借入的

５１‘ｔｉ ｔ‘　ｉｕｕ

３３ｄ ｔａｕ

４５
　ｐ ｐ‘～子 ‘ ｉｉ

４５ ｖｏ　 　ｂｕｐｉ

ｔｔｅ ｔ εｅ

ｄｕ ｌ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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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浊平字，语音上没有按照对应规律进行折合，借字的浊声母和中

降调都按原样接受了进来。由吴方言借入的浊平字调型调值既然

和闽北话原有的古浊平字不同，又不能像其他调类的借字那样有

机会按调值的近似情况并入其他调类（ 不过建瓯话的“ 第九调”在

《 建州八音》成书以前已经并入上声）。这样，建阳话中的古浊平字

就有了并存的两个不同的调类，其中按吴方言调值借入的一个就

成了超出四声八调范围的“ 第九调”。

３．浊塞音塞擦音声母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

闽方言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大部分字不送气，小部分

字送气，相互对立。如厦门话：

ｔｅ≠蹄 ｔ‘ｅ啼

哪些字不送气，哪些字送气，各地大多一致。如“ 爬“”、茶“”、桥”、

“ 坐“”、石”不送气“，皮“”、啼“”、骑“”、床“”、树”送气（。见第一、三

组例字）罗杰瑞发现邵武话上述各字的声母一律送气，但声调分派

不同：凡在其他闽方言中声母不送气的字，声调按一般调类分派规

律演变，凡在其他闽方言中声母送气的字，古平、入声的今读入声，

“，贼”ｔｓ‘“如 皮 。ｉｐ ，古去声的‘ 今读阴去，“如ｅ 鼻”ｐ‘ｉ 罗杰瑞认

为邵武话这些字的声调特殊分化现象反映了声母的不同来源，因

此原始闽语的浊塞音塞擦音应该有送气和不送气两组。

但是汉语其他方言中也存在古浊声母塞音塞擦音送气不送气

两见的现象，而且可以用外方言的影响来解释。比如第二章所述

四川“ 老湖广话”的永兴话浊塞音塞擦音声母有送气不送气的对

立，其中不送气音是方言原有的，送气音是四川官话影响的产物。

又如徽州方言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大多数字送气，少数字

不送气，送气和不送气也对立。例如休宁话（ 以定母平声字为例）：

题提 ≠啼ｔ蹄ｔｅ ‘ ｅ

ｕ≠ ｔｉ头‘投 ｔｉ 　 ｕ

檀坛弹 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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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田ｔ　‘ｉ：ｔｉ：

≠糖ｔ　堂棠唐塘ｔ ｏ ‘ ｏ

藤ｔ‘　ａ腾誊ｔａ

ｎ铜桐筒 ≠童 同瞳ｔ ｔ‘　ａａｅｎ

清江永在《 榕村〈等韵辨疑〉正误》一文中说“：吾婺源人呼群、定、

澄、並诸母字，离县治六十里以东达于休宁皆轻呼之，六十里以西

达于饶皆重呼之。 轻呼”指不送气“，重呼”指送气。可见三百年

前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休宁话都不送气，婺源以西的赣方

言都送气。目前休宁话中出现的送气音，显然和赣方言的影响有

关。

看来闽方言古浊声母塞音塞擦音部分字不送气、部分字送气

的现象，可能也是相邻赣方言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闽方言原有

的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字清化后不送气，送气音则是由赣方言借入

的。当然，所受影响的情况不完全相同。比如在徽州方言各地，哪

些字声母送气，哪些字声母不送气，不但和闽方言不都一致，而且

内部一致性也较差。

如上所述，罗杰瑞假设原始闽语送气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字，在

邵武话中平、入声归入（声 清入），去声归阴去，声调分派具有规律

性。但这和实际情况存在不小差距。首先，古浊声母平、去、入声

字声调变读的数量极少，以至也许难以看成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而同时，邵武话几乎所有调类、所有声母的字都有变读成入声（ 清

入）的，不限于古浊平、入声字。如“ 巾（”清平）ｋｉｎ“，饼（”清上）

ｉ“ 蚁（”ｐ “，闭（”清去）ｐｉａ 浊上）ｎｉ“ 避（”浊去）ｐ‘ｉ。既然几乎

所有调类清浊声母的字都可以变读入声，变读实际上就没有语音

条件的限制。所以可以设想它其实不是一种历史音变，甚至也不

是一种属于语音层面的变化。这就要考虑从其他途径寻求答案。

邵武地处闽西北边缘，隔武夷山和江西赣方言区的黎川相邻，

两地有山口相通。黎川话有一种小称变调，有升变（调 ３５）、降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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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高变调（ ５）三种调值，使用最多的是降变调。各（ 种变调的语

法功能没有很大差别，大多用在名词中表示小称、爱称，也用在动

词中。万波《 从邵武方言中几个语言特点的性质看其归属》（１９９６

年）一文曾把黎川话小称变调的词语和邵武话变读入声（ ５３）的词

语加以比较，发现二者极其相似，而且黎川话表示小称的降变调和

邵武话的入声调值也相同。例如：

黎川　　　　　　　　邵武

哥 ｋｏ

５３桃 ｈｏｕ ｔ‘ａｕ

５３虫 ‘ｕｔ ‘ｔｕ
５３‘贼 ｔε ｔ‘

这种表小称的降变调还可以在邻近其他一些方言中看到，如泰宁

（ 同阴去５１）、南（城 ３１）、光（泽 同入声４１）。

实际上邵武话的变读入声也是小称变调。当然，它和黎川话

的小称变调情况还不完全一样。首先，黎川话小称变调的调值分

三种，邵武话则只有一种，调值和入声相同。其次，黎川话这类词

语数量多，语法作用明显，而邵武话仅有少量存在，语法作用已经

丧失，本地人已经不知道它们曾经是小称变调。这说明，邵武话的

小称变调已经只有少量凝固的残存形式。由于小称变调是属于语

法层面的音变，和语音的历史演变无关，因此不能作为构拟古音的

依据。另外，从邵武话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一律送气以及

具有和黎川话相同的小称变调来看，完全可以作出邵武话不属于

闽方言，而属于赣方言的结论。作为非闽方言的邵武话，并不能像

罗杰瑞认为的那样反“映 闽语独具一格的一些特点”。

综上所述，邵武话古浊声母字塞音塞擦音送气并变读入声，并

不是原始闽语送气浊声母的演变结果，而是赣方言小称变调音变

规律的表现。没有这种小称变调的闽方言广大地区，就不存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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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变读现象。另外，邵武话上述情况还使人猜测，古浊声母塞音塞

擦音的送气音可能主要是由赣方言通过闽西北的这一通道进入闽

方言的。这是历史上闽赣两地间的交通要道。也许因为借字进入

的途径比较单一，所以闽方言中古浊声母塞音塞擦音送气不送气

的字有了较高的一致性。

４．牙喉音中两个浊擦音的对立

闽方言古匣母字和部分云母字声母相同，音值或是ｘ，或是

Ｘε ｕ文，福州“ 喉”ｈ。如厦门“ 豪”（ 匣） ｕａｈｏ“， 远（”云） ｎ 文

ｘ 白。但闽北建阳、崇安方言兼有ｘ“， ｙ 文 Ｘｕ雨” 、ｈ两个擦音

白“，声母。如建阳“ 下（”匣）ｘａ文 ａ白 ｈａ 雨（”云）ｘｙ，其中“ 下”字

的文白两读相互对立：

ｘａ ≠ｈａ

罗杰瑞认为，如果Ｘ和ｈ同源，则缺乏分化条件，所以应该假设它

们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来源。这就需要为原始闽语构拟两个牙喉部

。这是原位的浊擦音γ和 始闽语中唯一的不同发音部位的声母

构拟。从他所举的例字来看，γ和《 切韵》系统的云母和部分匣母

和另一部相当， 分匣母相同。

不过从建阳、崇安方言的情况看，声母ｘ来自晓匣母，声母ｈ

的来源则要复杂得多。以建阳话为例，ｈ声母大部分来自透定彻

澄母，如：

ｈａ、替ｈａ ｈ透：他 ｉａｉ、 、退ｈｕｉ听 、炭 ｈｕｅ

定 ｈ ｈｉｕ、啼 ｈ： ｏ桃 ｈａ ｅ、桶ｕ、头

ｉｉ 、彻：撑ｈ ｈｉａ 、丑、趁 ｈ 超 ｈｉｕ、畅ｈｉ

ｈａｉ ｈ澄 、 ｏ：澄 ｈ虫 ｉ、 ａ杖 、ｈ 程ｉ

少数来自滂並母，如：

滂： 、破 ｈｉ、 ｈ品帕ｈａ

並： ｉ稗ｈａｉ、鼻 ｈ 、皮疲

个别字还有其他来源，如“ 锄（”崇）

ｉｉ、屁ｈｙ

ｈｕｉ、被～子ｈｕｉ

ｈｉｈｙ，“　筅（”心） ｅｉ ｈｉ“，　馊”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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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云匣母是浊声母，以上对应中还
“，“ 隙（”溪）ｈｉａ 下（”匣）ｈａ

需要排除清声母。但即使这样，建阳话ｈ的来源也远比云匣母要

多。

建阳话上述ｈ声母字，根据历史来源和周围方言的情况考虑，

极有可能原来都是送气塞音。如果从这一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则

可以认为是不同发音部位的送气塞音在建阳话中都变成了ｈ。就

音变机制看，上述例字中，透定彻澄母字的声母可以认为是送气塞

音ｔ‘丢失了闭塞成分转化成喉门擦音的，音变过程是ｔ‘→ｈ。

（ 如果把ｔ‘写成ｔｈ，音变原因就更容易明白：ｔｈ→　　　　ｈ）滂並母字的

声母也可以认为是ｐ‘丢失了闭塞成分而成的，音变过程是ｐ‘→

、ｔ‘ｈ。其他个别字的声母，根据周围方言的情况，如建瓯“ 锄，　ｙ

，厦“门 隙”ｔ‘ｉｕ，邵 “、下”ｋ“ 馊” ‘ｅ“武 筅”ｔ‘ｉｅｎ ｋ‘ｉａ ，可以推测早期

的建阳话同样也都是送气塞音，因此也是同一性质的音变结果：ｔ‘

→ｈ，　 ｋ‘→ｈ。

据上所述，建阳话中的ｈ都是送气塞音丢失闭塞成分这一特

殊音变的结果。但要肯定建阳话“ 下”ｈａ的声母不是来自原始闽

语的 ，而是特殊音变的结果，还必需说明发生这种音变的原因。

观察周围方言可以看到，赣方言区南部许多方言中存在送气塞音

声母ｔ‘转变为ｈ的现象，有的方言还因此产生了链移音变。下面

列举临川、高安、黎川等方言的透（定 开口一四等和合口）、彻（澄 二

三等）母字，并和邵武、建瓯、建阳等方言比较：

临川　　　　　　高安　　　　　　黎川　　　　　　邵武　　　　　　建欧　　　　　　建阳
ｘｏｎ　　ｈεｎ ｈεｎ　　　　　 ｈεｎ　　　　　　　　　　　 ｈｕ　　　 ｔ‘

吞

ｕｈｈ Ｘεｕ　　　　 ｈεｕ　 ｈεｕ　 　　　　　　　εｕ　 　　　ｔ‘ｅ　　　　头

ｔ‘ε ｈｔ‘ｉ ｈ ｅｉ ｉａａｋ踢 ａ

ｈｉ　　 ｔ‘ｉ‘ｉ　　　　　 ｔ‘ｉ　　　　　 ｈｉｅ啼 　　　　　　ｔ‘

腿合 ｔ‘ｏ　ｈ ｉ　　　　　ｕ ｉ　　ｉ　　　　 ｈ 　　　 ｈｕｉｔ‘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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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ｎ　　　　　
ｔ　 ‘ｎ　　　　　 　　　　ｈ 　 ｔｈ ‘ｏｎ　 ｕＩｈ 　　　　

团合
ｔ‘ｉｔ ｉ ｈｉａｔｓ‘ａｋ ａ‘ｔｓ‘ａ ａ ａ拆二

ｈａｔ‘ε ｉｈε ｎ ｔｔ ‘ａｉｓ‘ａ澄二

‘ ｏθｕ ｉ　 ｕ　　　　　　　ｕ　　ｕ　　　 　　　　
ｈ

　 　　 ｉ‘ｉｔ ｕ‘ｉｕ　　　 　　 ｔ抽三 　

ｔｓ‘θ ｔ ｔ‘柱 ｏｕ　　　　　ｔ‘ｔ‘ｕ ｉ ｈｉｕｕ‘ｙ　　　　　

从表中可以看出，透定母字声母ｔ‘在临川、高安方言今开口韵字

中变成ｈ，在邵武话开口一等韵字中变成ｘ，在黎川话则今开齐合

撮韵字中都变成ｈ。（ 要说明的是，这些方言中不送气的端母字声

ｔｏ。）彻澄母二等字母ｔ不发生音变，如黎川“ 多” 声母在临川、高安

方言中是塞擦音ｔｓ‘，在黎川、邵武方言中变成ｔ‘（要说明的是，不送

ｔｓａｕ气的知母字声母仍是塞擦 ）；三等字声母在临音不变，如“ 罩

川、高安、邵武方言中变成ｔ‘（而且知母字声母也变成ｔ，如临川、高

ｔｙ），在黎川话中仍“安 朝”ｔεｕ，邵“武 猪” 为塞擦音不变。彻澄母

字声母由送气塞擦音变成ｔ‘是一种链式音变，即在透定母的ｔ‘变

成ｈ以后，为填补空格而发生的音变。由这一音变生成的ｔ‘就不

再变成ｈ。（ 同样要说明的是，黎川话中不送气的塞擦音母声ｔｓ或

εｎ、ｔｔ ｓａｉ“、爪（”庄）ｔｓ也不变成ｔ，如“ 灾（”精） ａｕ“，展（”知）

“ 执（” 。邵武话除知母字外，情况相同。）章）ｔｉｐ

赣方言的这一链移音变影响到了闽北话部分地 话没区。建

有受到影响，ｔ‘声母没有任何变化。建阳、崇安方言则受到了影

响。由于闽方言中知组字还没有从端组中分化出来，端知组声母

相同，因此当赣方言ｔ‘→　ｈ音变的影响进入时，建阳话中的透定

彻澄母字声母就一并发生了ｔ‘→　　　　ｈ的音变。少数 並母字和个

别溪匣母字声母发生同样的变化，则是由ｔ　 ‘→　ｈ音变引起的ｐ‘

ｈ和ｋ‘→　ｈ音变的结果。这是一种感染作用产生的变化，涉及的

字很少，没有形成有规律的对应。

从以上情况来看，建阳、崇安方言个别匣母字的声母ｈ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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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闽语声母演变的结果，而应该是由赣方言某种音变规律影响

字来说，这个ｈ不是由浊擦音演变而成造成的。就“ 下”ｈａ ，而是

送气塞音ｋ‘特殊变化的结果。这个由送气塞音中的送气成分变

成的声母是喉门音，和建阳、崇安方言原有的舌根音声母ｘ发音

部位不同，因此构成了对立。

５．次浊声母浊不送气音和清送气音的对立

闽方言部分次浊字声母有特殊的音值。一是主要在闽北话中

少数来母字声 ｕａ 文 ｓ母为ｓ，如建瓯 白。二是闽南话中明、“ 卵”

泥、日、疑母少 ｈｍ、“ 耳” ）ｈ数字声母为ｈ，如厦门“ 茅（”明）

ｈｉ“、蚁（”疑） ｈｉａｈ ，潮州“ 年（” ｈ泥） 。此外，上述次浊字的

古平、入声字在 “、 目 ”ｍｕ，去邵武话中读入（声 阴入），“如 猫”ｍａｕ　

声字在福州话中读阴去，“ 。罗杰瑞根据它们的声母音如 面”ｍｅｉ

值和调类分派的特殊性，推断原始闽语中的边鼻音声母除浊不送

、气音ｍ、　ｎ、 、ｌ外，还有一组清送气音ｍ‘、ｎ‘ ‘、ｌ‘，相互对立。、

下面分两部分讨论这一构拟。

（１）来母字的声母ｓ

来母字声母为ｓ的现象多见于闽北话，少量也见于闽中话（ 如

永“安 癞 “，僆”ｓｕｍ”ｓｕａ ），个别还见 ）。于闽南（话 如泉州“ 濑”ｓｕａ

但是这一现象也见于其他汉语方言。如湖南泸溪乡话：“ 炉”ｌｙ、

（ｚｕ）ε“、梨”ｚａ、　‘“ 来” 漏”ｚａ ｄｚε，来“、林 ｚ、ｄｚ，其中母字声母ｌ

ｚ、ｄｚ显然是边音擦音化的结果。据此可以推测，闽北话来母字的

声母ｓ也可能是同样音变的结果。至于闽北话这部分来母平、入

声字在邵武话中读入声（ 阴入），前文已经说过，这是一种小称变

调。

泸溪乡话来母字的变化 ｌ→（ｚｄｚ），是次浊音向浊擦音的变

化。但罗杰瑞认为闽方言来母字的ｓ是由送气成分发展来的，即

按ｌ→　　　　ｓ的音变过程，由清边音直接变成清擦音，中间没有经过全

浊音的阶段。不过就整个闽方言来看，次浊字虽然有读入阴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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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如前述福州话个别去声字读阴去），但闽北话来母字并不存

在这一现象。下面列出建瓯话来母ｓ声母字：

、
、平 、： 、雷箩 、螺脶ｓ 篮ｓ、 ｓｏｕ ｓｏε ε ａ芦里ｓ ｓｕ

、
、鳞ｓａｉ　 ｓ郎 聋ｓ 、笼ｓａ

、　、老ε ｓ

、笠ｓε

“以上各字中仄声字读阳去（“ ”、两”二字例外，但“ 两”松溪ｓａ

仍属阳去），平声字读阴去。仄声字读阳去是古浊上、浊去、浊入调

部分合流的结果。平声字读阴去，则是近期发生的阳平调和阴去

调因调值相近而合并的结果，和声母清浊的情况无关。这样，建瓯

话来母ｓ声母字实际上只和阳调配合。就汉语声母清浊和声调阴

阳 瓯话来母ｓ声母字既然只和阳调配合，它的一般配合规律看，建

早期就应该曾经经历过浊声母ｚ的的阶段，目前的清声母音值ｓ

瓯话这部分来母字声只是后来浊音清化的结果。这样，建 母的音

变过程就应该是：

ｌ→ ｚ→ ｓ

即次浊音先变成浊擦音，再变成清擦音，音变过程的起点不是清送

气的１‘。这就说明，来母字的声母ｓ是来母本身音变的结果，没有

特殊的历史来源。

（２）明、泥、日、疑母字的声母ｈ

闽南话部分次浊的明、泥、日、疑母字鼻音声母变成ｈ，是一种

由鼻辅音向口辅音的转化。鼻音声母气化后失去鼻音成分，就成

南话次浊字鼻音为清擦音ｈ。　闽 声母也有变成浊塞音（ 如厦门

“ ｂｅ“、蜈”马” ｉａ）的。这也是一种鼻辅音向口辅音的转化。两种

变化虽然结果各异，性质上却有共同点。

闽南话次浊母ｈ声母字各地大致相同。以厦门话为例：

ｈ明：媒 ｈｍ、茅 ｍ

、　ｓ上 ：李 两ｓ ε 卵 ｓｓ

去： 露ｓｕ

力ｓ入：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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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耳 ｈｈ ｉ

、、鱼疑：瓦ｈｉａ 渔

砚 、额ｈｉａｈ

又如潮阳话：

泥：年 ｈ

：耳 ｈｈ、燃日

、、疑：瓦 ｈｉａ、鱼渔 颜ｈ

额ｈｉａ

据李玉《 平南闽南话的音韵特征及声母的古音痕迹》（１９９０

年 ，如）一文所载，目前广西平南闽南话有一个特殊的鼻音声母

ｕａ“、 嗯” ，也不同于。声母ｉ“、“ 叶” 援”ｏ ｎ 不同 ｈ，相互于

对立：

ｉａ≠ｉａ（瓦 疑） （ 晓）ｈｉ≠（艾 疑 ａ

其中疑母“字 瓦”的声母还没有变化“，艾”的声母则已经清化送气。

向ｈ变化看作是因此，可以把 由 过程的中间阶段：

→ → ｈ

这可以用来说明厦门、潮阳等闽南话次浊母字的ｈ声母是怎样变

来，以及其中某些阴声韵字为什么带有鼻化成分的。由ｎ变ｈ的

情况可能相似：ｎ→ 合并：ｎ→ｎ→ｈ，也可能ｎ先和

→ｈ。

罗杰瑞也认为闽南话次浊母字声母ｈ是鼻音变化的结果。不

过从现代方言的情况看，它不是原始闽语时期特殊声母演变的结

果，而只是一种近期的鼻辅音向口辅音的音变（ 平南闽南话甚至还

正在开始这一音变）。这一近期的音变，可能和闽方言中非汉语的

底层有关。

６．原始闽语构拟失误原因的分析

罗杰瑞关于原始闽语的构拟是历史比较法在汉语方言研究中

的一次全面运用。构拟中，观察的细致，方法的精密，应属前所未

、肉、箬 ｈｉｏ、燃 ｈ ｈＩｋ

艾 、蚁ｈ 、 岸ｉ 、 ｈ ｈｈ ｈｉａ

　

、箬 ｈｉｏ、辱 ｈｉｏｋ

、 ｈｉａ、岸ｈｈｕ 艾 、ｈ 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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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特别是对闽方言词语中语音层次的分析极具启发性。但即使

这样，构拟仍未能避免失误。为此，有必要分析它未能取得成功的

原因。

原因之一是构拟工作没有事先鉴别所用的语言材料，区别字

音所反映的语音变化是历史演变还是外来影响造成的。如第一章

第二章所述，这两种语音变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可以说，原始

闽语声母系统构拟未能成功的原因，主要就在于把外方言影响引

起的音变看成是闽方言自身演变的结果。特别是其中邵武话的语

言材料在构拟中起了相当大的误导作用。不过这和构拟时材料不

够丰富也有关。材料不足会限制视野，影响判断。

原因之二是构拟工作没有汲取已有的研究成果。由于对闽方

言和《 切韵》关系的否定，原始闽语的构拟没有考虑以《 切韵》为中

心的汉语音韵研究成果。《 切韵》系统是构拟古音的重要依据。离

开《 切韵》的构拟，就有可能成为如张琨所说“的 四不像”。前文提

到原始闽语和《 切韵》声母系统的差别主要不在发音部位而在发音

方法，就是离开《 切韵》构拟的结果之一。其实罗杰瑞本人对这一

构拟也持怀疑态度。他曾说：“ 这样构拟的声母在每个发音部位都

可以有八种不同的发音方法。看上去一种语言不大可能只就发音

方法而论就有这么多不同。”但发音部位相同的声母要成为不同的

语音条件，被赋予不同的发音方法，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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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儿化韵

（ 一）儿化韵的地区分布和语音形式

１．儿化韵的地区分布

化韵是汉语方言中一种常见而又特殊的儿 韵母。它是由合音

（ 儿化）这一语流音变造成的。以北京话为例“，花”ｘｕａ和“ 儿”

合音后成为 ｘｕｒ，其中的ｕ 就是儿化韵。

儿化韵见于大多数汉语方言，主要分布地区有三：（１）官话方

言区，（２）相连的吴方言、徽州方言和赣方言地区，（３）粤方言区。

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的分布。如闽方言区福建大田后路话中也发现

有儿化韵。

“２．儿”尾和儿化韵的语音形式

儿化韵的语音形式主要是由“ 儿”的语音形式决定的。就目前

所知，方言“中 儿”的语音形式大致有以下五种：

（１） ｒ）；（卷舌元音，如北京

（２）平舌元音 　， ，零 扬声母如 州洛 ａ 瓯，建 ａｅ，梅县阳 ｉ，ｕ 鼻音

　；ｉｅ，广西桂（平 木乐）声母如浙江松阳（ 西屏） ｉ

；（３ ，温州）鼻音声化韵，如休宁ｎ

（４） ；边音声化韵，如杭州 ，山东章丘 ，山西平定

ｚ（５）舌尖元音，如甘肃武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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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以上“ 儿”的几种语音形式，除第五种以外都可以合音构成儿

化韵。这样，儿化韵的语音形式就有以下四种：

（１） ｘｕ卷 （舌元 ｘ←音 ｕ尾 “韵 花，如前述北 ” ａ　京“ 花儿” ｒ ＋

“ ）；儿”

（２）平舌元音尾韵，如洛阳“ 兔儿 ＋“ 儿”” （ “← 兔”ｔ‘ｕщ ｔ‘ｕ

ｕｉ）； 　

３）鼻音尾韵和鼻（ 化韵，如安徽休“宁 饼儿”ｐａｎ３（５“← 饼”ｐａ　＋

“ 儿”ｎ），浙江平“阳 刀儿”ｔ “＋ 儿” ）ｔ（４←“ 刀” ，浙江金华ｅ

＂儿“ ‘ｔ兔 ｔ“ 　兔”（ “ 儿← ｕ ”＋ ）；

ｕ （ｌ←“ 娃（４）边音尾韵和边音声化韵，如四川南溪“ 娃儿”， ”

　“ｕａ＋ ） ←“ 梨”１ｉ　“＋儿”．）。，山西平“定儿” 梨儿”ｌ

以上儿化韵的语音形式，第一、二、四种多见于官话方言区，第

三种多见于南方各方言区。

儿化韵具有和“ 儿”尾相同的语法功能，通常表示名词小称爱

称等意义。方言中有的儿化韵还用作其他词类的构形标记，如北

京“ 慢慢儿的“”、颠儿”之类。也有的儿化韵徒具形式而实际上并

不包含语素“ 儿”。如北京“ 这儿“”、今儿”，其中的“ 儿”是“ ｌｉ、　里”

“ 日” 的语音讹变，写“作 儿”仅仅是因为语音相同。本章的讨论

将不包括这两类儿化韵。

（ 二）儿化韵的性质

１．儿化韵的特点和性质

儿化韵是由“ 儿”尾和前一语素合音而成的，它的特点是“ 儿”

和前一语素两者共存于一个音节之中。 ｘｕ如上例北京“ 花儿” ｒ，

ｕ 中包含了语“素 花”的韵母“和 儿”尾。

儿化韵由于是由基本韵母和“ 儿”尾音变生成的，因此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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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韵，即儿化变韵，简称儿化韵。儿化韵作为变韵，具有和“ 儿”尾

同样的辨义和构形功能。因此它属于语法层面，和属于语音层面

的基本韵母具有不同的性质。

２．儿化韵和基本韵母的不同表现

方言中基本韵母和“ 儿”尾可以生成整套的儿化韵。儿化韵生

成后，具有和基本韵母不同的系统，二者在语音系统的内部关系和

语音的变化方面都有不同的表现。

首先，它们的音位构成可能不同。如北京话以中元音为韵腹

元音的基本韵母共七组：

γ　ｏ　　　　　　ｏｕ　　ｎ
　　

ｉｅ　　　　　　　　　 ）　　 （　　　ｉ　ｏｕ　ｉ（ ｎ ｉ）

ｕｏ　　　　ｕｅｉ　　　　　　　　　　　　　　　ｕｎ　　　　ｕ

ｙｅ　　　　　　　　　　（ｙ ））ｎ　（ｙ

韵腹元音γ、ｏ、ｅ、等因为语音环境的不同而形成部分互补。通常

根据 归纳成一个音位，ｏ另成一个音位。音近原则把其中的γ、　ｅ、

这样，基本韵母中就有两个中元音音位。但由各组韵母儿化后生

成的儿化韵却有不同的情况。以下列儿化词为例：

≠盆儿 （婆儿 ｐ‘ｏｒ ｒ ）‘ｐ ←‘ｐ

（ｋ歌 γｒ≠根 ｋ儿 ←儿 ｒ 　）　 ｎｋ

ｒ≠印儿叶儿ｉｅｒ ｉ （←ｉｎ）

“除 婆儿”“和 盆儿”对立外“，歌儿”“和 根儿“”、叶儿”“和 印儿”也形

成对立。这样，在儿化韵中就有 、（γ 或ｅ）、ｏ三个中元音音位，比

基本韵母多出一个γ音位。这就造成北京话基本韵母和儿化韵中

的中元音音位数量不同的情况。由于儿化韵和基本韵母元音音位

的构成可能不同，如果把它们归入同一语音平面作为同类韵母看

待，无疑会造成韵母系统中元音音位的混乱。

其次，儿化韵和基本韵母在演变速度上也常常表现出不同。

一种情况是儿化韵的变化速度比基本韵母快。比如北京话半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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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基本韵母ａ、　ａｎ、　ａｉ各组的音值没有多少变化，但由它们

生成的儿化韵却有一部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的ａｒ组变成了

ｒ组。如：

ｒ、 ｒ、 ｕｉ ｒ耙 儿 、ａｒ、ｉａｒ、ｕａｒ、→ 芽 儿 、 瓜 儿

ｒｒ 、　ｕ ｒ → ｒ、　ｉ ｒ、 、 ｕｒ、 ｉ　ｙ ｒ盘儿、沿儿、ｒ、ｙ 官儿、圈儿

ｒ、 ｒ →　　　　ｕ ｒ、 　　　　ｕ ｒ 牌 儿 、 乖 儿

变化前“ 耙儿”和“ 盘儿“”、牌儿”不同音“，芽儿”“和（ 帽）沿儿”不同

音“，瓜儿”和“ 官儿“”（、 乖）乖儿”不同音，变化后同音。

另一种情况是基本韵母变化的速度比儿化韵快。如浙江温岭

话：

→
５鸭

→ 　ｆｎ５彿ｆ １　 彷～

５
→ 　ｔ戳ｔ‘ｙｏ ‘ｙ

５
→ 　

ｙ叔 ｏ ｙｕ

以上都是入声字，单字音“ 鸭“”、彿”同韵“，戳“”、叔”同韵，它们的

儿化韵却不同韵。但既然儿化韵是由基本韵母生成的，那么，儿化

韵在目前的不同，说明在它生成之初，基本韵母应该也是不同的。

因此，目前“ 鸭”“和 彿“”、戳”“和 叔”单字音的韵母相同，应该是儿

化韵生成后基本韵母变化的结果。这就是说，上述各单字音基本

韵母的变化比儿化韵要快。

又如山东荣成成山话新派口音平上声字原ｉａｎ韵母和ｉｎ韵

母合流，仅去声字保持区别。如：

ｋｉｎ林 ＝ 连斤＝间 ｉｎｌｉｎ引 ＝ 染

≠ 线信ｓｉｎ ｓｉａｎ

但在儿化韵中各调字两类韵母都不相同。如：

ｒｋｉ ｒ斤 ≠儿 间 ｋｉ儿

ｒ琴 ｋ‘ｉ儿 ｒ ｋ≠钳 ‘ｉ儿

ｉ ｒｉ引儿 ｒ≠染儿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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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ｒ信儿ｓｉ ≠线儿ｓｉ

这同样说明基本韵母的变化发生在儿化韵形成以后，基本韵母的

变化比儿化韵要快。

以上两种情况都说明，由于儿化韵和基本韵母变化速度不同，

方言中目前的儿化韵和基本韵母并不一定处在同一时间平面上，

彼此间的对应不一定是直接的，也不一定是稳定的，可能处在不断

的变动之中。因此，如果把儿化韵和基本韵母归为一类，也会造成

两类韵母关系上的混乱。

（ 三）儿化韵的合音方式

１．拼合型儿化韵和融合性儿化韵

儿化韵中“ 儿”尾和前一语素韵母合音的方式，就合音以后

“ 儿”尾在韵母中的位置“，儿”尾在语音上是不是还能辨认着眼，可

以分为拼合型和融合型两类。

拼合型儿化韵是指合音以“后 儿”尾成为韵尾，“或 儿”尾取代

前一语素韵母的原韵尾“，儿”尾和韵腹元音前后拼合在一起，二者

可以明显区分开来。如北京：

ｘｕｘｕａ ｒ＋ 儿 ｒ→花 花儿

ｘｕ ｒｘｕａｎ＋ 儿环 ｒ→ 环 儿

“ 儿”尾在“ 花儿”中成为韵尾，“在 环儿”中取代“ 环”ｘｕａｎ的原韵

尾 ｎ成为韵尾，居于音节尾，语音上明显可辨。

融合型儿化韵是指合音后“ 儿”尾和前一语素的韵母融合成另

一语音形式，其中的“ 儿”尾无法再加辨认。如湖北鄂城话：
１环 ｘｕａｎ →环儿ｘｕ＋儿

。
从 ｕ 中已经无法辨认出原来“的 儿”尾

不过这种分类只是从共时角度说的。从历时角度看，融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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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化韵往往是拼合型儿化韵进一步音变的结果。如宁波话：

ｍ ｍεｎ　 → ｍε猫 ＋ →猫儿儿

“ 猫”“和 儿”合音后先生成拼合型儿化韵 ，然后再变成融合型儿

→ →化韵，音变过程可能是

“２．儿”尾在儿音节中位置的前移

拼合型儿化韵中的“ 儿”尾通常处在韵腹元音后的韵尾位置。

但在某些方言中，卷舌“的 儿”在和前一语素合音的过程中，有摆脱

音节内各音素线性排列的顺序，从韵尾位置向前方移动的情况。

这是由于发音时的逆同化作用使卷舌动作提前发生的缘故。这

样，儿音节中的声母也会带上卷舌色彩，甚至某些声母的音值也会

发生变化。比如山东利津话儿音节中ｔ、ｔ‘、ｎ、ｔｓ、ｔｓ‘、ｓ声母带有闪

音色彩，如：

ε ｒｒ ｔｓ灾 儿刀儿

ｔ ｔ ｒｓ天儿 ε ｒ 草 儿

ｎｕ脓 ｓ ｅ儿 ｒ 丝 儿 ｒ

齐撮口韵儿音节声母的闪音色彩则位于元音ｉ、ｙ后，如：

ｅｒｉ橛 ｔ儿 ｒｙ 衣 儿

山东金乡话的儿音节中，除一般声母带有闪音色彩外，声母ｔｓ、ｔｓ‘、

、、ｔ‘　ｓ、ｚ还音变成卷舌音ｔ 、 ，如：

ｕｔ ｒｔｓ卒 ｕ（→ 小）卒儿

虫 ‘ｕ̄ｒ→（ 小）虫儿；ｔｓ‘ｕ

ｓ ｒ三 （→ 小）三儿

ｚ ｒ仁 （→ 杏）仁儿

山西平定话绝大部分儿音节中“的 儿”尾 甚至自身也向前移动，

成为声母的组成部分，韵母部分虽然还带有卷舌色（彩 以音节末尾

下加“ ｒ表示），但不再带有“ 儿”尾。如：

Ａ把 →（ｐ 刀）把儿 ｐ

ｐ‘ ε→牌儿牌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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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 γ门 →（ 后）门儿

γ缝ｆγ →（ 门）缝儿ｆ

ε盖 ｋ →盖儿ｋ

Ａ壳ｋ‘Ａ→壳儿ｋ‘

γ蛾 γ→蛾儿

ｘｕ ｘ ｕ→（ 鸡黄 蛋）黄儿

豆ｔ　γ γ ｕｕ→豆儿ｔ　

ｕ（→ 小）兔儿兔ｔ‘ｕ ｔ‘

ｌｕｕ芦 →（ 葫）芦儿

，
１ｌｉ→梨 ｌ梨 儿

ｔｓ ｔ→ ｓ枣儿枣

ｕｔｓ 　‘ｕγ ｔｓ γ‘　 　→葱 （ 小）葱儿

ｓ ｕγｓｕγ→（ 小）锁 锁儿

ｉｔ ｔ→ ｓ尖 尖儿

γ ｕｉ ｔγ ｓ‘　球 ｕ→球儿

ｓγ →心 （ 菜）心儿

ｕｕ窝 γ→（ 被）窝儿

ｚ Ａｉ （→ 豆）芽芽 儿

ｚｙ→鱼 鱼 儿

这样，除个别儿音（节 “如 梨儿”的第一读音）外，儿化实际上已经由

韵母部分发展到了声母部分。

３．基本韵母对儿化韵音值的特殊影响

方言中基本韵母韵腹元音对合音后生成的儿化韵的音值可能

产生特殊的影响。比如有的方言中不同的基本韵母可以生成不同

、 、 ｕ韵 、ｉ、ｅｉ、ｕｅｉ尾的 、　 、ｉ儿化韵。如山东寿光话基本韵母 、ｙ

生成的儿化韵 ，如：，韵尾是卷舌边音

ｓｓ（ ｓｅｉ）儿：丝 ）儿＝（塞

）儿ｅｉ）儿＝（深（诗 ）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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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印 ｅ）（艺 ｉ 儿：ｉ　̄ ｉ

ｋｕｅｉ）儿＝（滚 ｋ鬼（ ｕ ）儿：ｋｕ

云 ）儿：（ ｙｙ

其他基本韵母生成的 ｒ，如：儿化韵，韵尾是卷舌元音

ａ ｒ）儿“ 法（” ：Λ

、这是因为 等基、ｉ、ｅｉ、 本韵母的韵腹元音都是前高元音或前半

高元音，其他基本韵母的韵腹元音都是前中低元音或中元音、后元

音。韵腹元音的不同舌位成为语音条件，造成了儿化韵的不同韵

尾。

此外，也有的方言中同一基本韵母和“ 儿”尾合音后似乎生成

、 、　两种不同 、语 　音 、形式 　和的儿化韵 ｉ。如山东临清话ａｉａ ｕａ

、　ｕ ｙ两组鼻尾韵生成的儿化韵分Ａ、Ｂ两类，Ａ类韵腹元音鼻化，

Ｂ类不鼻化。如：

　（ １）Ａ． ｒ、ｕｒ、ｉ （ｒ一）行儿（、照）相儿（、奖）状儿

Ｂ．ａｒ、　ｉａｒ、　ｕ（ａｒ偏）方儿（、模）样儿（、蛋）黄儿

２）Ａ． ｒ棚儿、（ 小）兵儿、垅（ 　 ｒ 儿、（ 小狗、ｉｒ、ｕｒ ）熊儿、ｙ

Ｂ．　 ｒ ｒ缝儿ｒ、ｕ、ｉ ｒ 、病儿、（ 胡）同儿、（ 小）葱儿、ｙ

不过Ａ、Ｂ两类儿化韵的区别不取决于语音条件，而和语言环境有

关：Ａ类用于郑重的交际场合，Ｂ类多用于乡亲邻里间的交谈；旧

有的词语多用Ａ类，也用Ｂ类，新起的词语只用Ａ类，不用Ｂ类。

既然变化不取决于语音条件，可见它不一定是语音性的变化。

Ａ、Ｂ两类儿化韵的区别，在邻近方言中则表现为地域性的分

歧。如 ｉ聊城“ 尖儿”城区 ｔｉεｒ，李 ｒ，因地而异；寿光“ 帮海村

　儿“”、风儿 ｒ、”城区 ｒ、γｒ，北部Λｒ、γｒ，东南部 ｒ，因地因韵而异。

看来临清话Ａ、Ｂ两类儿化韵虽然和使用场合有关而和本方言的

地域无关，但实际上可以理解成其中的一类是由外方言借入的，情

况和字音中的文白异读相似。可以认为，临清话儿化韵的Ａ类其

实是新近借入的儿化韵读书音，Ｂ类则是旧有的口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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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儿化韵的形成

儿化韵变化缓慢，它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目前方

言中见到的儿化韵实际上都只是这一渐进过程中某个片断的情

况。但由于方言中儿化韵的发展具有共同的规律，因此把这些片

断联系起来，完全有可能综合成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

儿化韵从形成、归并直到消亡的过程。下面分别介绍过程中的各

个阶段。

１．由“ 儿”尾向儿化韵的过渡

儿化韵发展过程的初始，就是它的形成。这个阶段表现为由

自成音节的“ 儿”尾向儿化韵的过渡。它是在语流音变的范围内，

“由 儿”尾和前一语素韵母合音的要求来推动的。合音要以自成音

节的“ 儿”尾轻声化为条件。非轻声的“ 儿”尾不会引发儿化。而轻

声“的 儿”由于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音节，会和前面的语素构成

“ 一个半音节”的语音单位，正是这种性质的语音单位容易发生合

。
音

方言“中 儿”尾向儿化韵的过渡是通过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世代

交替来完成的。比如北京房山老年人还在使用自成音节的“ 儿”

尾“，树枝儿”说成 ，年ｕ 轻人则普遍使用儿化韵“，树枝儿”

说成 ｒｕ 。随着人事的变化，北京房山话自成音节的“ 儿”尾

将会很快由儿化韵取代。

有的方言自成音节“的 儿”尾和儿化韵两种语音形式会共存一

段时期，不同年龄的社会成员可以使用任何一种语音形式，而不受

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如兰州话：

～ ３１ｔ鸡儿 ｉ ｕ ｉщ
２４兔儿 ｕ～ｔ‘ｕ ｕ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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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陕西延川话：
３４３３５３

５３～梨儿 ｉｉ ｌ　　 ｉｒ

５３　 ４２４３５～ｔ兔儿ｔ‘ｕ ‘ｕｒ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方言中自成音节的“ 儿”尾也终将被儿

化韵所取代。

２．儿化韵合音中的不同步现象

方言中不同基本韵母和“ 儿”尾的合音，可能有的先行，有的在

后，不一定同步完成。这多少跟基本韵母的韵尾和“ 儿”尾二者的

发音部位有关。以河北满城话为例，绝大多数基本韵母可以和卷

舌的“ 儿”尾 合音，如：

ｒ盘 ｐ →‘ 盘儿　ａｎ＋儿 ‘ｐ

但 ｕ、 尾韵母不能合音，如：

　桃 ｔ‘ａｕ＋儿 ｔ→桃儿 ‘ａｕ

ｔ ｔ‘　ｕ＋儿 ‘虫 →虫 　儿 ｕ

ｕ韵母则合音与否两可，如：

）（ 　 　月亮老母 ｌ儿 ａｕ ｍｕ

母儿（ 母亲） ｍｕｒ

从合音的发音机制来看，所谓不能儿化，也可以说是不需要儿化。

因 、为韵尾 －ｕ 等的发音部位偏后“，儿”尾卷舌动作涉及的部位偏

前，－ 和ｕ、 发音时在部位上不存在矛盾，不会在发音动作上相

互排挤。而韵尾 ｉ、－ｎ和 的发音部位都在前，发音时部位上相互

矛盾，因此会产生排挤作用，就在排挤中取代了 ｉ、－ｎ，造成合音。

除ｕ以外的其他单元音韵母，因为没有韵尾，便于 进入，所以也

容易合音。这一合音中发音机制遵循的原则，赵元任叫“做 可共存

发音的同时性”。

类似满城话的情况也见于其他一些方言。甚至北京话这样的

所有基本韵母都可以合音的方言，－ｕ、－ 尾韵母和ｕ韵母在合音中

也表现出和满城话相似的特点：－ｕ韵尾保存了下来， 韵尾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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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鼻化成分后也得以保存。如：

桃 ｔ‘ａｕ＋ →桃儿儿 ｔａｕｒ

ｋ缸 ａ →＋儿 缸儿 ｋｒ

－ 、 韵尾所以没有“ 、－被 － 和儿”尾取代，也是因为 ｕ 的ｕ 发音动

作可以共存，这同样体现“了 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原则。所“谓 共

存发音”是指两个发音动作的兼容，不是指合成一个发音动作。至

于ｕ韵母和 的合音，则在发音上还有一个特点，即二者先后发

音或同时发音两可，如：

＋儿ｔ 儿ｕ → 肚肚 ｔｕｒ 　～ｔｕ

因此可以认 ｕ、－为，满城话和北京话中 韵尾在合音中的表现实际

上是同一音变过程的不同阶段，满城话反映了北京话的早期状态，

北京话则预示了满城话的未来。

也有的方言基本韵母和“ 儿” ｉ、－ｎ、－ｕ、－尾合音的不同步，除

尾韵母的情况和满城话相同外，包括ｕ在内的单元音韵母还有复

杂多样的表现。如河北定兴话单元音韵母和“ 儿”尾的合音有如下

几种情况：

１）ａ、ｉａ、ｕａ和“ 儿”尾（ 合音，构成一般的儿化韵；

、（２） 、ｉ、ｙ可以不合音“，儿”尾自成音节，也可以合音，构成

一般的儿化韵；

（３）ｏ、ｕｏ、ｉｅ、ｙｅ和“ 儿”尾合音，构成另一种儿化韵；

４）ｕ、γ可以不合音“，儿（ ”尾自成音节，也可以合音，构成另一

种儿化韵。

以上各单元音韵母是否可以合音成儿化韵有两种情况，儿化

韵结构也有区别。所谓另一种儿化韵，其中韵腹和“ 儿”尾都保持

儿”尾并各自合音前的音值“， 不只是一个卷舌作用。例如：
３碟儿 ｔｉｅ ３

３３儿ｔｃ‘ｙｅ（ 卖）缺

（ 煤）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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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大家） ｘｕｏ伙儿
２１３

（ 打花）鼓儿ｋｕ２１３ ～（ 大）鼓儿（ 书）ｋｕｋｕ２
５３３５
２３蛾儿 （ 蚕）蛾儿 γ

２１

其中阳平（字“ 蛾”）儿化后的声调还表明它实际上是合音前前字变

调（２１）和“ 儿”尾轻声（ ３）的加合。这些都说明这一类儿化韵韵腹

和“ 儿”尾拼合的程度不如一般儿化韵紧密。而这显然和韵腹元音

舌位的偏后偏中有关。

有的方言中基本韵母和“ 儿”尾能否合音还受韵母中韵腹元音

和韵尾的双重影响。如湖北英山话绝大多数基本韵母不能和“ 儿”

尾合音，如：

＋儿 　ｘｕ花 ａ →花儿 ｘｕａ

＋儿帽 ｍａｕ → 帽 儿 ｍａｕ

＋ 儿 →网 ｕ 网ａ 儿 ｕａ

而 ｎ尾韵可以合音，如：

＋ 儿ｎ →竿儿竿 ｋ ｒｋ

ｎ＋儿 ｐθｒ→本儿ｐ本

－ｉ尾韵中韵腹元音是低元音的可以合音，中元音的不能合音，如：

＋儿 →盖儿盖 ｋａｉ ｋ

ｉｉ杯 ＋儿 　→杯儿ｐ ｐ

这和ｉ尾复元音中舌位低的韵腹元音容易和舌位高而前的韵尾相

互吸引而发生复韵母的单元音化（ 如济 ｐｅｉ，但“ 盖”ｋ ）有南“ 杯”

关。这种容易单元音化的复元音韵母也容易和“ 儿”尾合音成儿化

韵。

以上是一些方言中基本韵母和卷舌的“ 儿”尾合音不同步的情

况。方言中基本韵母和平舌元音“ 儿”尾也有不能同步合音成儿化

韵的。以湖北鄂城话为例，大部分基本韵母可以和“ 儿”尾ａ 合

音。其中韵腹是后元音 、ｏ的单元音韵母合音成ａ，如：

ｔ渣 ｓ ＋儿ａ→渣儿 ｔ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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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 ＋ →儿脚儿ｉｏ ｔｉａ

韵腹是低元音的复元音韵（母 但不包括韵母ｉａｕ、　ｉａｎ）和 ｎ尾韵合

：音成

ｐ‘ａｉ＋儿 →牌 牌儿 ｐ‘ａ

ｓａ梢 ｕ＋儿 →梢儿ｓ

ｘ环 ｕａｎ＋儿 →环儿 ｘｕ

：韵尾是中元音的复元音韵母和 ｎ尾韵合音成

ｔｓ‘车 ｅｉ＋儿 →车儿 ｔｓ‘ε
酒 ＋儿 →ｉ 酒 ｕ儿ｔ εｉ

裙 ｎ＋儿 → ｙ裙儿 εｙ

以上韵腹元音和韵尾的发音部位决定了儿化韵元音的舌位。但基

本韵母是高元音的单元音韵母和所有 尾韵不能合音，如：

＋ ｉ儿鸡ｔ →鸡儿ｉ ｔ　

＋儿树 ｙ →树儿 ｙ

＋ 儿 →缸 缸儿ｋａ ｋａ

＋儿 →棚 ｐ‘ｏ 棚儿 ｐ‘ｏ

这是由于高元音的单韵母和低元音的“ 儿”尾 部位差别过大，不

容易合音。而 韵尾的发音部位偏后，和前元音“的 儿”尾发音上

不存在矛盾，不需要合音，原因和满城、北京方言相同。

从以上各方言的情况来看，方言中儿化韵开始形成时常常并

不同步，然后才按语音条件先后到位，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也

是语音渐变性的反映。由于不同步现象的存在，从“ 儿”尾向儿化

韵过渡的过程中儿化韵数量扩展的情况，可以判断儿化韵形成时

间的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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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儿化韵韵类的调整和归并

１．儿化韵生成时的调整和归并

方言中自成音节的“ 儿”尾向儿化韵的过渡完成以后，出现了

大量成套的儿化韵。按理说，一个基本韵母应当可以生成一个不

同于其他的儿化韵，如果基本韵母的韵腹元音各不相同的话。比

已如陕西延川话共有４０个基本韵母，除去 经是卷舌元音，不存

在儿化的问题外，其他３９个基本韵母可以生成３９个儿化韵：

像延川话这样每一个基本韵母都能生成一个儿化韵，而且所有的

儿化韵都不相同，也许是方言中应有的情况。但实际上这种情况

并不多见。多数方言中的情况是几个基本韵母共有一个儿化韵，

儿化韵要少于基本韵母。下面列出若干方言基本韵母（ 不包括 ）

和儿化韵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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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３５—２９

济南３７—２８

北京３９—２６

山东德州３６—２２

陕西志丹５４—１９

大同３６—１４

山西忻州４６—１１

山西长治３５—８

成都３５—４

这些方言中儿化韵的数量大约是基本韵母的九分之一至五分之四

不等。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儿化韵在生成时和生成后都要进

行韵类的调整和归并。

儿化韵生成时的调整和归并，是因为儿化韵韵尾的单一化减

少了韵腹元音相同或相近的不同韵母存在的条件。不同韵尾的基

本韵母在生成儿化韵以后韵尾变得相同，儿化韵也就成为同音。

比如北京话：

ａｎ ｕａｎ
ｒ

ｕａｉａｉ

结果两组基本韵母就只生成一组儿化韵。

２．儿化韵生成后的调整和归并

儿化韵在生成后还要不断调整和归并，则是因为方言中基本

韵母的元音音位系统对儿化韵元音音位的配置起着制约的作用，

其目的在于使儿化韵的元音音位数不超过基本韵母的元音音位

数。仍然以 ／／ｉ、北京话为例。北京话基本韵母的元音音位共有

／、／ｙ／、／ 、／ 、ｕ ／ｏ／／ａ／六个，其中有一个低元音音位，两个中元音

音位，它们分布的韵（母 组）如下：

ｒ ｕ

ａ　　　　　　　　　　 ａｕ　　ａｎ　　ａ

　　　γ　　　　　　　　　　ｏ　　ｉｅ　ｅｉ　　　　　　ｏ 　ｕ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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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前，基本韵母ａ组生成儿化韵ａｒ组，ａｎ、　ａｉ组生成

组，ａ 组，其中ａｒ组生成 组和 ｒ组对立：

ａｒ耙儿≠ 盘儿＝ｒ牌儿

基本韵母γ组生成儿化韵γｒ组，ｅｉ组生成ｅｒ组，ｉｅ组生成ｉｅｒ组，

ｎ　 、、 （ｒ另组 ｉ、生成 ｙ、 ｒ）也 、生成 ｒ组，ｏ、ｏｕ组生成ｏｒ、　ｏｕｒ

组，其中γｒ、ｅｒ、ｒ、ｏｒ组也相互对立：

γｒ乐儿≠ｅｒ泪儿≠ 论儿≠ｏｒ（ 一）摞儿

／ａ／、　这样，儿化韵低元音音位有 ／两个，中元音音位有／γ／、／ｅ／、

／ ／ｏ／四个，数量都超过了基本韵母中的低、中元音音位数。于

是在基本韵母元音音位系统的制约下，儿化韵ａｒ组再变为 ｒ组，

ｒ组：ｅｒ组再变为

ｒ耙儿＝盘儿 ｒ＝牌儿

泪儿＝γ 论ｒ 儿≠ （ 一乐 ）摞儿≠ ｒ 儿ｏｒ

结果是低元音音位减为一个，和基本韵母相同，中元音音位减为三

个，只比基本韵母多出一个／γ／。根据资料，这一制约过程是在本

世纪四五十年代完成的。

基本韵母元音音位系统的制约，使儿化韵的元音音位逐渐减

少。而音位数量减少导致儿化韵组数减少，儿化韵总量也随着减

少。这一过程从前述各方言中基本韵母和儿化韵的组数也可以看

出来。如：

济南、德州、志丹ｉ１—７

太原、北京１２—６

大同１１—５

忻州１４—３

长治１１—２

成都１２—１

其中长治话儿化韵元音音位只有低元音中元音各一个：／ａ／、／／，

只有两组儿化韵。成都话的儿化韵则更进一步，最后只保留了一

ｒ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20

个和单字“音 儿” 舌位相同的中元音音位，只有一组儿化韵。由

此可见，基本韵母元音音位系统的制约力量是巨大的。就实际情

况看，在某些方言中，由“于 儿”音节也产生影响，儿化韵的元音音

位数最终甚至还会少于基本韵母的元音音位数。

如上所述，儿化韵生成后的调整和归并主要是方言语音系统

中元音音位制约作用的结果。儿化韵发展的时间越长，调整和归

并的程度也越甚，儿化韵的组数和总量也越少。所以，通常情况

下，从元音音位归并的角度着眼，根据方言中儿化韵的音位数、儿

化韵的组数和总量的多少，也可以判断它形成时间的早晚。

（ 六）儿化韵调整归并中“的 逆行”现象

１．四组儿化词的合而又分

儿化韵的调整和归并使儿化韵数量减少，由繁趋简。但也有

情况相反的记载。赵元任在《 汉语口语语法》中曾经提到，北京话

某些在二三十年代相互区分的儿化韵，在四五十年代的年轻人口

中已经混淆不分，表现出归并的趋向。如以下四组儿化词：

ｒ（１） 歌 儿 ＝ 根 儿 γ ｒ→

ｒ（２）果儿＝鬼儿、滚儿ｕｏｒ→　　　　ｕ

ｒ（３）街儿＝鸡儿ｉｅｒ→　　　　ｉ

ｒ → ｉ ｒ（４） 样 儿 ＝燕 儿 ｉ

但目前这些儿化词却又有了区别。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因为北

京在１９４９年后外来人口大量进入，这些人又大多有较高的文化水

平，学说普通话时比较注意听辨，所以使已经归并的儿化韵重又分

化。因此，就北京话来说，儿化韵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不是由繁趋

简，而是由简趋繁。

从语音演变的角度来看，已经归并的儿化韵重新分化，这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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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象的，因为导致分化的语音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可以认为，上

述的合而又分其实并不是语音的自然演变，而只是一种社会语言

学的现象。作为社会语言学现象，有调查分析的必要。

２．北京话中的一种超越主流的归并趋势

８０年代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的一门课程曾经对北京

话进行过三次专题调查，其中涉及到儿化韵，包括赵元任提到的四

组儿化词的问题。调查范围包括北京城区、郊区和郊县的２５处，

调查对象是世居本地的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共５１１

人。调查方法是听辨和发音。部分调查内容作了整理。下面先列

出被调查人的情况。表中Ｌ、Ｚ、Ｑ分别表示老（ ６０岁以上，赵元任

所说四五十年代的年轻人可以归入这一组）、中（ ３５至５９岁）、青

（３５岁以下）三个年龄层次，０、１、２分别表示文化程度低（ 低或文

盲）、（中 高小至初中）、（高 高中以上），数字表示人数：

下面再列出和前述四组儿化词有关的听辨结果。表格中同一格内

上排的数字是听辨时能区分的人数比率，下排的数字是发音时相

混淆的人数比率：

据沈炯计算机资料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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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见，各组儿化词中，（１（）４）两组听辨区分率极高，发音混

淆率极低，说明两组儿化词都分而不混。这和赵元任所说的情况

不同（。１）组中，儿 音γｒ和 ｒ无疑是区分的，（４）组中化 ｒ的鼻

化成分作为区别性特征，不同被调查人的发音中虽然有强弱的差

别，但区别始 确终是明 的。（２）组则听辨区分率在４５％至８９％之

间，发音混淆率在１３％至３７％之间，区别虽然仍然是主要的，但混

淆的情况也很明显。（３）组的听辨区分率约在３９％至８２％之间，

发音混淆率则由１０％起可以高达４５％，几乎接近一半，虽然总的

说来区别还是主要的，但混淆率很高，在某一类被调查人中甚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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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区分率。（３（）２）两组的调查结果显示，赵元任所说的情况，即

使在目前也不限于个别人。

上述各组儿化词，世居北京的本地人虽然绝大多数仍然区别，

但确实有不少人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存在混淆的情况，特别是

（３（）２）两组混淆的人数竟达１／４至１／３强。前文曾经提到，北京

话基本韵母中只有一个低元音音位，两个中元音音位。前文还曾

说过，在儿化韵调整和归并的过程中，方言基本韵母的元音音位系

统具 ｒ组是因有制约作用。北京话半个世纪前儿化韵ａｒ组变成

为元音音位系统要求只有一个低元音音位，ｅｒ组变成 ｒ组是因为

元音音位系统要求不超过两个中元音音位。调查中儿化词（ ３（）２）

两组ｕｏ ／ｒ ｒ的混淆，中元音音位 γ ／倾向于归～ｕ ｒ 两、　ｉｅｒ～　 为／ｉ ／、

个，也正是反映了这一不超过两个中元音音位的要求。只是儿化

韵目前实际上还存在三个中元音音位，因此这一向两个中元音音

位的调整归并就有了超前的性质，不能成为方言演变的主流，而只

能作为方言内部分歧而存在。一个像北京话这样的大城市的方言

在演变过程中会产生内部分歧，就语言的社会性来说，是完全可以

理解的。内部分歧有反映发展较慢的一面，如北京即使在城区也

还有少数老年人仍然在使用自成音节“的 儿”尾，“如 树枝儿”说成

，和房山的老年人相ｕ 同。内部分歧也有反映发展较快的

一面，如上述赵元任所说四组儿化词的混淆。这种发展虽然在目

前还“ 不合时宜”，但它体现了基本韵母元音音位系统的制约作用。

就发展趋势来看，北京话儿化韵中的中元音音位由三个减为两个，

和基本韵母的元音音位数相同，是完全有可能较快实现的。

为了了解１９４９年后由外地迁入的新北京人学说普通话是否

会影响到北京话儿化韵的自然演变的问题，对新北京人中的两代

人也作了和前述世居北京的本地人同样内容和方法的调查。 下

这一调查是由研究生王海丹在１９９２年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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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表格里的Ｚ表示４０岁以上的被调查人，他们的母语是非北京

话，１９４９年进入北京后一直学说普通话；Ｑ是他们的子女一代，年

龄在２０岁以下，从小生活在北京，一般都是中学生：

从表中可见，两代人的语言情况类似，没有因年龄的不同表现出明

显的差别。和世居北京的本地人相比，他们对四组儿化词的听辨

区分率都要高些，发音混淆率都要低些。看起来这的确和外地人

学说普通话都更注意清晰度有关。但是他们中（ ３（）２）两组儿化词

听辨区分率下降和发音混淆率上升的情况也同样存在。这说明，

就儿化韵的发展趋势来看，新北京人和本地人的情况是一致的，只

在程度上略有差别，看不出他们有足以改变北京话儿化韵自然演

变的特殊表现。

以上对北京话有关调查的结果表明，儿化韵生成后迅即进入

调整归并的阶段，儿化韵数量减少，由繁趋简，是具有规律性的现

象，北京话并不例外。作为演变的主流，北京话儿化韵发展中的

“ 逆行 现象，实际上并不存在。

（ 七）儿化韵的衰亡

１．儿化韵的衰亡和小称义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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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南方地区，特别是相连的吴方言、徽州方言和赣方言地

区，一些方言中虽然还存在儿化韵，但不再有构成新词的能力，甚

日有的儿化至 词也在迅速减少。以吴方言区浙江金华话为例。金

华城区西南３０里的长山乡话有基本韵母５４个，儿化韵１３个，口

语 。而城区老年人口中通行的儿 ３化词２５０余个，如“ 鸟儿” ｔｉｅ

音中仅有儿化韵１０ 儿化词１００多个，少于郊区；年轻人口音中个，

仅有儿化韵４个，儿化词１０余个，数量更少。这是由于城区方言

比郊区方言、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更容易放弃

方言特点的缘故。有的方言甚至儿化词已经只作为残余现象而存

在，它们已经失去小称意义，本地人已经不知道这些词语中还包含

（有语素“ 儿”。如宁波“ 脚”ｔｉａ 　← ），绍兴“ 弟弟”ｔｉａ ｄｉｄｉ
ｄｉ　ｄ）。（← ｉ

官话方言的西南地区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一些方言中儿化词

数量很少，小称意义也已经不很明确。如成都话仅见“ 猫儿”ｍｒ、

“ 八哥儿” 　ｐａ ｋｒ等少数几个儿化词。邛崃话老年人口音儿化词

ｍ 　稍多，但中青年人口音也已经仅有“ 猫儿” “ｒ、鹦哥儿” ｋｒｎ ｒ

等少数几个。总的来看，西南官话表小称的语法手段正在由儿化

改变为重叠、重叠儿化和儿化重 ａｎ叠等方式。如成都“ 罈罈”　
４４ ４４，ｒ 昆明“ａｎ“ 盖、瓶瓶 儿 ｋ儿” ｐ‘ｐ 盖ｉ 儿”ｋｎ ｉ ４４。　 有‘ 的方

儿儿”言则对儿化和儿化重叠再辅以附加手段，如邛崃“ 鹦哥 ｎ
４４

　ｋ ｒ ｍ“、猫 ｒ儿猫儿儿 　ｔ子” ｓｒ 。这说明，单纯的ｍ 儿化

已经失去了表示小称的能力。

由此看来，方言中儿化韵发展的最后阶段是衰亡。

２．儿化韵衰亡的必然性

儿化韵的衰亡其实是儿化词小称意义磨损的必然结果。这是

和汉语中语素和音节的结构规律有关的。汉语中，通常一个语素

具有一个音节，构成单音节词，如“ 天“”、地“”、人”；较少情况下一

个语素具有多个音节，构成多音节单纯词，如“ 葡萄“”、犹豫”。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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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不存在多个语素共存于一个音节之中的情况。但语流音变的

合音作用则恰恰会造成两个（ 甚至更多）语素共存于一个音节之中

的结果。不过既然这一结果不符合语素和音节的结构规律，两个

语素共存的局面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其中必然会有一个被消

磨。 是以 “北京话为例。 不用”“ 甭” 的合音，但ｐ ｐｕ　ｉｕ 目前

口语中也“说 甭用“”，甭用”中“的 甭”实际上已经“和 不”等同，其中

ｅｉ“、那” “、哪ｎ 、ｅ的语素“ 用”已经被磨损。又如“ 这”ｔ ｉ ｎａｉ”ｎｅｉ

“、那” “、哪”ｎａ ｎ和“ 一”ｉａ 的合音，但实际上原“是 这”ｔ 目前

合音形式也常常失去语素“ 一”，比如也可以说成“ 这一个” ｅｔ ｉｉ

ｋ 等等。这说明，北京话上述合音词中的语素“ 不“”、这“”、那”、

“ 哪”借助声母的优势保存了下来，“而 用“”、一”则被磨损。儿化词

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前面的明显的语素借助声母的优势保存了下

来，后面的隐蔽的语“素 儿”则被磨损。

儿化词中的语素“ 儿”被磨损以后，人们自然就不再感觉到这

个儿化词的小称意义。如 和安徽休宁话“ 燕”基本韵母形式的ｉａ
２４儿化韵形式的ｉｎ，本地人已经看做是完全等价的两个异读音，

可以随意用于口语或书 ｎ２４面语等不同场合（ 比如儿化韵形式的ｉ

也可以用在“像 燕子衔泥”这样的诗词朗读中）。同时，儿化词失去

小称意义后，儿化韵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不但不再生成新

的儿化词，而且连旧有的儿化词也很快弃置不用，从而使仅剩的儿

化韵成为残存形式。甚至儿化韵的语音标志也有可能消失。西南

官话云南地区就有不少方言的卷舌儿化韵失去了作为语音标志的

　卷舌成分，变为平舌元音。如昆明“ 猴狲儿” 。通过ｘ ｕ ｓｕ 和邻

近方言的比较可以确知，这种平舌元音不是融合型的平舌元音儿

化韵，而是拼合型的卷舌儿化（韵 ｕｒ）失去卷舌韵尾的结果。和成

都话一样，这些方言的儿化韵也只有一组，元音舌位“和 儿”字的基

本韵母相同。而且儿化韵的卷舌韵尾失落后，甚至“ 儿”字的基本

韵母也随同变化，如昆明 ），蒙自Λ　（←Λ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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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儿化词已经只有个别残余，而且不再被人们认为是儿化

词，儿化韵就有可能脱离语法层面转入语音层面，随同基本韵母一

ｕε是由“ 娃 ｕａｎ”ｕａ“＋ 儿”ｎ→“ 娃儿起演变 比如宁波“话 娃”。 ”

这一合音而成的语音形式随着同音字“ 挽”等演变而成的，上海话

ｈ 是由“ 虾”ｈｏ“＋ 儿”ｎ→“ 虾“ 虾” 儿”ｈｏｎ这一合音而成的语音

形式随着同音字“ 憨”等演变而成的。这增加了儿化词辨认的难

度 。

不过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儿化韵的衰亡却也不一定导致儿

化词的全部消失。有的方言中残存的儿化词和原语素失去了联

系，反倒有可能作为不明来源的特殊词存在下去。比如江西余干
３５ ３５１”ｎｎ　 ，都“昌 姩 ｉｎ ，它们实际上都是“ 女”的儿化韵形式，

但都在儿化韵衰亡后作为特殊词保存了下来。

综上所述，儿化韵发展的全过程是以合音开始，经历调整和归

并，最后归于消亡。不同方言中儿化韵的发展过程可能时间长短

不同，但变化结果将是相同的。儿化韵因合音而生，但合音后立即

就有了因语素和音节的结构关系而出现的矛盾。因此可以说，儿

化韵在生成之初就埋下了日后衰亡的种子。

３．儿化韵多层次并存的可能性

既然儿化韵最终会走向衰亡，那就可以设想，有些目前存在

化韵的方言，可能以前还曾经有过另外一层儿化韵，有些方言目前

还可能正在发生新旧儿化韵的交替。也就是说，方言中可能存在

儿化韵的新陈代谢现象。前述西南官话一些方言儿化韵和自成音

节“的 儿”尾共存，似乎就是残余的儿化韵在向新起“的 儿”尾过渡。

吴方言浙南地区也有一些现象可以使人产生这样的设想。比如温
３２儿”尾 ，如“ 　　ｈ州话有自成音节“的 ｏ虾儿” “，将＊儿（”麻雀）

３２ｉ ；但同时也有儿化韵的残存现象“， ｉ将＊ｔ 儿”中的“ 将＊”ｔ

就“是 雀”ｔ 早期ｉａ 的儿化韵ｔ 随同早ｉａ 期的基本韵母ｉａ 一起演

变的结果。音变过程应该是：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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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 →ａ ａｔ →＋ ｉε→ｔｉ

５５（　　←另外，庆元话也有自成音节的“ 儿”尾 ，但“ 栗儿”１ｉｉｅ ｌｉ）
５

ｉ ｉ中的ｌｉ 同样也是儿化韵的残存形式。温州话“的 将＊”ｔ 和
５５ ｉ庆元话的“ 栗” 作为儿化韵 和，和自成音节“的 儿”尾 显

然不属于同一时间层次。也许可以认为，在这两个方言中，“ 将＊”
５ｉ“和 栗”ｉｉ 是早期儿化韵的仅存，新一代的“ 儿”尾则还处在ｔ 合

音前的阶段，但二者并见于目前的方言中。

此外，方言中也还有一些类似的现象，但需要鉴别。如上海话

“ 囡儿 ，　儿化“” 韵 囡”（ 女儿） ｎ（ 来ｅ 自早期“的 娜 ｎｏ　＋＊”ｅ

ｔ“ 儿”ｎ）和自成音节的“ 儿”尾 并存；广东信宜话“ 乞儿”有ｈ
，５ 两音，有特殊音高的小称变“调 ↑”和自成音节↑、ｈａｔ “的 儿

尾 并存。这种现象看起来和浙ｉ 南吴语中的现象相同。但由于

上海、信宜方言中并不存在系统的自成音节“的 儿”尾，上述个别的

“ 儿”尾词就有借自外方言的可能，并不能反映方言自身的演变。

不过无论如何，西南官话和浙南吴语的现象可以说明，儿化韵这种

构形手段新陈代谢的情况是存在的。

（ 八）儿化韵和小称变调

１．小称变调的性质

方言中“ 儿”尾和前一语素韵母合音成儿化韵的同时，常常会

发生一种非语流音变性质的特殊变调。这种特殊变调和儿化韵一

样，也具有表示小称意义的语法功能，可以叫做儿化变调。以湖北

阳新三溪话为例。儿化变调有时和儿化韵同时存在，共同承担小

称义。如：
５５３３花 ＸＸｕ ｕ

２１ ５５→　ｔ‘ｎ塘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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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有儿化变调而没有儿化韵，儿化变调独力承担小称义。如：
３ ５５３妹 ｍ 　→　　ｍ

方言中如果不存在儿化韵，由儿化变调单独承担小称义，儿化变调

通常就称作小称变调。

２．小称变调的发展

和儿化韵相同，小称变调的发展也会以衰亡告终。因为在声

调系统中，失去儿化韵支持的小称变调显然不可能长期和本调并

存，而终将自行消亡或融入本调系统。粤方言中多见小称变调。

现在把粤方言区若干方言中的现象综合成一个小称变调的发展过

程，分以下四个阶段来观察它的演变情况。

（　１　）自成音节“的 儿”尾和变调共同表示小称

方言“中 儿”尾还没有和前一语素合音，但已经发生变调“，儿”

尾和变调共同表示小称。如广西桂平木乐话：
５　 ５５３１ｉ３筛儿 １－　 　　∫ ｉ
２１路儿１ｕ　 ｉ

竹儿ｔ∫ｕｋ ｉ
２蝶儿ｔｉｐ ｉ

高平变调５５在这里使“ 儿”由具有实在意义的名词转化成具有小

称意义的词尾。

儿化韵和儿（２） 化变调共同表示小称

方言中“ 儿”尾已经和前一语素合音成儿化韵，同时发生变调，

儿化韵和儿化变调共同担负小称义。以广东信宜话为例。儿化韵

只由部分基本韵母生成，生成规律是单元音韵母变成 ｎ尾韵，ｐ、
－ｔ　、　－ｋ尾韵母变成具有同部位韵尾 ｍ、－、 的鼻尾韵，鼻尾韵和复－ ｎ

元音韵母没有变化，变调是升变调。如（ 单字调中“ 。”表示下阴

入）：

花ｆａ→ｆａｎ↑

猪ｔ∫ｙ→ｔ　∫　ｙ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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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

佛

雀

（ 笠）衫

（ 毛）巾

钟中

杯

狗

信宜话的升变调音高大大超过本调的范围，如果和五度制相比，则

“ ↑”可以标写成５７。这反映了早期作为语法变调的特殊性。就

调值的情况来看，信宜话变调的产生可能比桂平木乐话要早。

－ｐ、－ｔ、－ｋ广西容县话的情况和信宜话相近，但基本韵母中只有

尾韵生成儿化韵，升变调的音高也已经降低，进入了本调的音高范

围，显见对特殊音高的要求的放弃。如：

鱼

盖

衫

鸭

笔

脚

容县话儿化韵的减少，说明表达小称义的负担已经逐渐向变调转

移。

（ ３）没有儿化韵，有小称变调

方言中儿化韵已经不复存在，儿化变调因而转为小称变调，独

力担负小称义。以广东中山小榄话为例。小称变调有５５、２５两种

调值。不过因为变调的小称义都已磨损，本地人只看作是习惯变

调。如：

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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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中山小榄话小称变调中的５５实际上比本调的音高最高点仍然要

高一些，还保有语法变调原有的特殊性。

（ ４）没有儿化韵，变调融入本调系统

方言中儿化韵已经消失，小称变调的小称义已经磨损，调值也

已经混同本调，不可分辨，小称变调至此已告衰亡。以广州话为

例：

蚊

辫

糖

女

画

（ 麻）雀

广州话小称变调有高平变（调 ５５）和高升变（调 ３５、３５）两种，其中舒

声调分别和连读变调的高平调和单字调的阴上相同。不过据早期

的记载，两个变调都曾有过特殊的音高，高平变调是比５５略高的

“ 超高平”，高升变调也比阴上调“ 稍为提高”。这说明广州话的小

称变调由特殊的语法变调融入本调系统，才不过半个多世纪。近

一段时期以来，广州话高升变调已经和阴上调完全融合，高平变调

５５则成为阴平调除５３外的另一调值。“ 蚊”、“ 辫”等字的小称变

调已经凝固下来，不再读回本调。目前阴平调中的两个调值还正

在开始合并成５５的演变，以最终消除小称变调和本调并列的痕

迹。

综上所述，粤方言的儿化韵以粤西桂东地区较为古老，小称意

义明确，儿化变调具有语法变调的特殊音高。而在粤东沿海一带

城市的方言中，随着儿化韵失去小称意义而衰亡，儿化变调转变为

小称变调后，也迅速融入方言的本调系统，失去自我。因此，小称

变调在粤方言中趋于消亡的前景也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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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子变韵

（ 一）子变韵的分布和语音形式

１．子变韵的分布

子变韵是汉语官话方言中的一种特殊韵母，分布在山西、河南

两省，以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较为集中。

和儿化韵相同，子变韵也是由合音这一语流音变造成的变韵，

特点是“ 子”尾和前一语素二者共存于一个音节之中。如山西运城

三路里话：

＋子 →盘 盘子

子变韵是在５０年代后期汉语方言普查时引起人们注意的。最初

它们被作为河南北部一些方言中的变韵介绍出来。例如：

郑州：鼻

（叶 ＝腰）

获嘉：盖

筷

温县：妹

鞭

这种变韵和基本韵母的对应情况复杂，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

趣。又由于这种变韵具有和“ 子”尾相同的语法功能，使名词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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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缀，而且有这种变韵的方言一般就不再有通常“的 子”尾，因此人

们倾向于把它看成是一种和儿化韵相似的变韵。而且即使方言中

发生这种变韵的名词后面并不写出“ 子”字，人们也仍然认为它是

“由 子”尾参与，采取和儿化韵相同的生成方（式 合音）构成的，把它

叫做“ 子化韵”或“ 子变韵”。不久以后，因为一时难以肯定其中的

构形语素是不是一定是“ 子”，人们又把它叫做ｚ变韵或ｚ变音。

７０年代以后，从山西中部到河南中部的许多方言里都发现了这种

变韵（，据了解，晋北地区也有子变韵的分布）材料逐渐丰富。人们

发现有的ｚ变韵还能表示处所、时态等意义，大大超出了“ 子”尾的

范围，因此又笼统把它们叫做变韵。以河南获嘉话为例，和基本韵

母ａｉ、ｕａｉ相对应的变韵具有下列不同的意义和语法功能（ 例词例

句后标出变韵，括弧里注出和变韵功能相当的语素）：

（ 筷子名词（ 一般名词）：盖ｋｉｏ ）， ‘ （ｋ　 子ｙｏ ）

（ 地名）：帅 （ 家）庄儿ｓｕε

（ 处所）：小孩儿在怀 （ 那里）的＊ Ｘｕε

（ 了动词（ 已然）：我买葱 ｍε ）

（ 存现）：席上晒玉蜀黍的＊ｓ（ε 着）

（ 结果）：菜卖怪快ｍ（ 得）

他家了（ 趋向）：他把我 ｔ （ 到）ｕε

形容（词 命令 （ 上））：你抱叫快些儿ｋ‘ｕ

从以上例词例句看来，变韵中参与合音的语素显然不限于“ 子”尾，

而且地名和动词另有一套变韵，一般称作Ｄ变韵。本章只介绍方

言中具有和“ 子”尾相同语法意义的一般名词的变韵，不涉及其他

变韵。因为其中的构形语素目前基本上可以认为仍然是“ 子”，所

以也仍然把这部分变韵叫做子变韵，虽然方言中至今仍然不把

“ 子”写出来（。本章为叙述的方便，一律写“出 子”字）

“２．子”尾和子变韵的语音形式

在子变韵的分布地区，自成音节“的 子”尾和实“词 子”相比，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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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上大多发生了变化。它的音值按韵母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

类 ：

临汾），ｔ（（１）舌尖元音韵母，如ｔｓ 洪洞、 （ 高平）；

（ 太 （ 介休）、原、（２）中元音韵母，入声韵如ｔｓ 大同）、ｔｓ

ｔ （ 山阴）（ 汲县）、ｚ（ 长治，武乡）、ｔε 、ｌ（ 沁县），舒声韵如

ｔｓ（ 清徐、五台、 （ 忻州）、ｚ（ 天镇）、 （ 原γ（ 绛县）、洛阳）

平）；

（ 临猗临晋 （ｕ．临猗）（３）后元音韵母和ｕ尾韵，如ｔщ 　、　ｔｏｕ．）、ｔ

（ 运城）。

“ 子”尾的 等不同读音是韵母和声母音变的结果。ｔ、ｚ、ｌ、γ、

是声母ｔｓ的弱化形式，中元音是原韵母的弱化形式，入声韵是有

入声方言中常见的轻声形式。

有些方言的“ 子”尾虽然不能自成音节，但可以从子变韵里离
３ ２　３： ｉ：　析出来，如晋城“话 ３５狮子” “、椅子” ，闻喜中的 话“ 刷

子 中的ｕ。ｕ和上述第三类“ 子”尾韵韵母”ｆ　ａ：　ｕ ｕ、ｏｕ（ 因ｕ韵

母前衍生出过渡音 、ｏ而成）可以归为一类，并且通过韵母щ和

其“他 子”尾的韵母 等语音形式相联系，显示出它们在发生学上

可能存在同一性。但“ 子”尾就目前的音值和合音行为的差别着

眼，仍然可以分成ｕ类和 类两类。

子变韵的语音形式和“ 子”尾本身的音值直接相关。上述第二

类舒声“韵 子”尾合音生成 类子变韵，如晋城话：
５Ｘｕ：Ｘｕ→狐 狐 子

第三类“ 子”尾合音生成ｕ类子变韵，如运城三路里话：
３３１

ε：　筷 ＋　 子ｋ‘ →筷ｕε 子 ｕｋ‘ｕ

“３．子”尾“和 儿”尾的区别

山西、河南方言中“，子”尾“和 ”尾的语音形式一儿 般都有明显

的区别，但也存在一些可能发生混淆的情况。个别方言“ 儿”尾的

语音形式很像“ 子”尾，如“ 儿 （ ＝天 镇“ 子 ”），平 遥”尾岚县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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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县ｌ（ 比 ）。个别方言“ 子”尾的语音形式较沁“县Λ 子”ｌ

。正是这种情况曾很“像 儿”尾，如翼“城 子”尾 ｎ 经使子变

韵不得不长期叫作ｚ变韵。

不过这种可能混淆的现象只发生“在 子”尾“和 儿”尾自成音节

的语音形式中。由于弱化作用，轻声音节会发生元音和辅音的语

音趋于中和或混同的变化。不过由“ 子” 儿尾“和 ”尾生成的子变韵

和儿化韵各有系统，相互间并不混淆。至于翼城话“ 子”尾语音形

式中鼻音的来源，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二）子变韵的合音方式

子变韵中“，子”尾和前一语素合音的方式，“就 子”尾的行为和

状态来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１．拼合型，“即 子”尾和前一语素的韵母合音成子变韵后“，子”

尾处在韵尾位置，可以在语音上和韵腹元音区别开来。以闻喜话

为例：
２４３１ １杯 ｐｉ ｕ　→杯子ｐｉ　 ＋子ｕ ：　
５５３ ５１→袜子ｖａ　：　袜ｖａ ｕ＋子ｕ
５５２１３ １盘 ＋子ｕ→盘ｐ 子ｐ‘ｐ‘ａ 　：　ｕ

３ ２４１１ →疯子疯 ＋子ｆΛ ｆΛ　：ｕ　

２．融合型，即“ 子”（尾 通常是ｕ类）和前一语素的韵母合音后

成为另一种形式的韵母，“ 子”尾在其中已经无法辨认出来。例如

阳城话：

：ｖａ→ 娃娃 子 Ｖ

．把ｐ →（ 刀）把子ｐａ

按音理判断，这种语音形式应该是ｕ类“ 子”尾和前一语素韵腹元

。音融合的结果，即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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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长音型，“即 子”尾音节的声韵调都消失，但音长保留下来，

融入前一音节，生成一个长音节的子变韵。在生成子变韵时，有的

方言还同时有变调，如临猗话：
３１３１ １

：　ｙ ｙ→孙孙 子
２　１２４ ３麻 ｍａ→麻子ｍａ：

５ ５５３３领‘ｌ →领子ｉｉ　：ｉｉ
４ ４２３ｍｅ妹 ．ｍｅｉ ｉ→妹子ｍｅ： 　

有的方言不变调，如夏县话：
５５３ ３‘ｉ ｔ‘ｉ　：　梯 ｔ →梯子
３１３１ ：　蚊 →Ｖ 蚊子 Ｖ

３ ３２４２４
椅 ｉ ｉ　：　→椅子

３３３ ３桌ｐｆ →桌子ｐｆγ：

子变韵的变调伴随长音节而出现。长音节是两个语素音长的

加合。变调则是两个语素声调的加合，可以叫做子变调。以运城

话为例，变调的调值实际上等于两音节连读中前字调值和后字轻

声之和。比较下例中的两种变调：

子变调　　　　　　　　　　　　连读变调

阴平　　　　瞎子ｘａ １高的ｋａｕ３１　 ｔｉ１
　‘ １３１３阳平　　　　鼻子ｐ

１１３ｐ‘ｉｉ ．圆 的 ｙ ｔ

５３ ２
ｉ　上声　　　　剪 短的ｔｕ 　ｔｉ子ｔ

３ １３的去声　 豹子 ：ｐａ 　ｉ 细 ｉ ｔｉｕ

２．子变 　韵合音方式间的转化

上述子变韵合音方式的不同类型，常常数种同时见于一个方

言。很少方言只有一种类型的子变韵。如运城三路里话兼有拼合

型和长音型：

‘　Ｅ→ ‘子　ｔ 车 ｔ车 Ｅ　　：ｕ
→瞎 子ｘａｘａ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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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话兼有拼合型、融合型和长音型：

梯 ｔ‘ｉ→梯子 ｉ　：ｕ

把 ：ｐａ → 把 子ｐ

兼型现象反映出子变韵不同类型之间存在的转化关系。比如

拼合型子变韵进一步变化可以成为融合性子变韵，等等。从生成

的过程看，长音型可能是最早出现的子变韵类型。因为轻声的

“ 子”尾和前面的语素首先构“成 一个半音节”的语音单位，这种语

音单位容易发生合音。合音时保留这“ 一个半音节”的时长，从而

生成长音节，应该是最自然的结果。长音型子变韵生成后，加上拼

合型向融合型转化等机制，就可以构成各种形式的子变韵。

子变韵类型的转化可以假设以ａ：ｕ起头的三种途径：

（ １）ａ：ｕ→ａ：→（ ａ）

“ 子”尾和前一语素的韵母合音成长音节的拼合型子变韵

ａ：ｕ。然后这一长音节的拼合型子变韵在发展中失落ｕ尾，变成单

纯的长音型子变韵ａ：。如果进一步再失去特殊的音长，就可能恢

复和基本韵母相同的语音形式ａ，这时如果没有其他语音标记（ 如

变调等），就将无法辨认。比较下列方言词：

（ 下）巴子ｐａ（：ｕ闻喜）→麻子ｍ（ａ：临猗）

也有的单纯长音型子变韵在失去长音节以前韵母已经发生变化，

从而生成一种不同于基本韵母的子变韵，可以叫做缩短了的长音

型子变韵。比如原阳话子变韵鼻化韵失去鼻化成分后转成阴声韵

（ ：→　ａ：→　ａ），就是这种缩短了的长音型子变韵。例如：

ａｎ盘 → 盘 子 爬）ｐ‘ａ（　　＝

ｉ （＝芽簷 ）ａｎ→簷子 ｉａ

（罐 ｋｕａｎ →罐子ｋｕａ ＝挂）

→院子ｙａ院 ｙａｎ

（２）ａ：ｕ → →：

长音节拼合型子变韵中的ｕ尾和韵腹元音融合，生成长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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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的融合型子变韵 果进一步再失去特殊音长，就成为一般的

。比较下列方融合型子变韵 言词：

（ 下）巴子 （ 闻ｐａ：ｕ 喜 （： 阳城））→（ 刀）把子ｐ

→（ 锅圪）巴子 获ｐ 嘉）

（ ３）ａ：ｕ→ ａｕ→

长音节的拼合型子变韵失去特殊音长，成为一般的拼合型子

变韵ａ ，和ｕ；如果ｕ尾再和韵腹元音合音，就成为融合型子变韵

上面第二种转化途径的结果相同。比较下列方言词：

（ 下）巴子ｐａ（：ｕ闻喜）（→ 鞋）拔子ｐ（ａｕ郑州）

→（ 锅圪）巴子ｐ（ 获嘉）

子变韵的三种转化途径可以综合如下：

ａ：→（ａ）

：一ａ：ｕ

＼

ａｕ

子变韵类型的转化关系，可以说明山西、河南各地同一子变词

为什么会具有多种不同的韵母类型。而且由于子变韵类型的转化

遵循一定的途径，从方言中子变韵具有的类型可以判断它们在发

展进程中所处的阶段。比如具有长音型子变韵的方言，它的子变

韵的发展可能还在前期，而只有非长音融合型子变韵的方言，它的

子变韵的发展则可能已到后期。

（ 三）子变韵和基本韵母的对应

１．对应的复杂性

“ 子”尾和前一语素合音而生成子变韵。方言中子变韵和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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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母的对应有的简单，有的复杂。对应的繁简取决于子变韵类型

的多寡及基本韵母和“ 子”尾在合音中的可理解程度。对应简单的

可以以闻喜话为例。闻喜话３６个基本韵母中有２９个生成子变

韵。子变韵里的“ 子”尾 ，在、ｉ、ｙ后复化成ｕ（ 在前高元音韵母

鼻化韵后鼻化）基本上都附着在韵腹元音之后，构成长音节的拼合

型子变 ｕ后和其中的ｕ合并成为单纯的长音节子韵，只在韵母ｕ、

变韵。而且基本韵母在合音中没有变化。因此，闻喜话子变韵和

基本韵母对应简单。例如：

　　　　　　　　　　　　　　　　 ｕ　　ｉ→ｉ：： 　ｕ 　　　　　ｕ ｕ：→ ｙ→ｙ：　 ｕ

ａ→ａ：　ｕ　　　　　　　　　　　　　ｉａ→ｉａ：　ｕ　ｕａ→ｕａ：ｕ　　　　　　　　　ｙａ

ｕｉε→ｉε：ｕ　　ｕｉε　　　　　　　　　　　　　ｙε→ｙε

→ ： 　　　　　ｕ 　　　　　 　　　ｉ ：ｕ　ｉ 　 ｕ ：→ｕ 　ｕ

　 　ｅ 　ｅ：　ｕ 　　　　　　　　　　　　　　　　　　ｕ ｅ→ ｅｕ ｕ￣
ｅｉ　　　　　　　　　　　　　　　　　　　　　　　　　　ｕｅｉ ｕｅｉ：　 　　　　ｕ　 ｙｅｉ

ｏ→　ｏ：ｕ　　　　　　　　　　　ｉｏ→ｉｏ：ｕ

　ｕ：ｕ→
￣ ｉ→ ：ｕ　　　　　　　　　　　　　　　　　　ｉ　→

→ ｉ→

　→ → ｉ

但在有的方言里，基本韵母和子变韵的对应却很复杂。以获

嘉话为例。获嘉话４７个基本韵母中有４０个生成２３个子变韵。

下面列出全部１６组基本韵母和子变韵的对应 和代表（

：→ ｏｕ　　　　　　　　　　ｉ→　ｉ：ｏｕ　（１） 　　　ｕ ｙ→ｙｕ

ａ２）（ ｉ ａ ｕ→ａ→ｉｕ

　 　　　　　　　　　 　γ 　　　　　ｏ 　　（３ ｕ） → ｏｕ ｙ　 γ

ｙε→ｙ（４） ｉ→ｉｏ ｏ

５（ ａｉ→ｉｏ ｕａｉ） ｙｏ

（ ｅｉ→ｉ：ｏｕ６） ｕｅｉ→ｙｕ，　ｕｉ：ｏｕ

　 　 　 　：ｕ　　　　　　　　　 　　　　　　ｙ 　　　　 ｕ→： ：ｕ ｕ→ ｕｉｙ　
： 　ｕ　 ：ｕ 　　　 　　 　　　 ｕ 　　 　　　 　　　　　 ：ｕｕｅ→ 　￣ 　　：→ｙ ｙｕ

　　Λ 　　 　　　　　： 　　　ｕ 　　　 　　　　　　　　 　　 ：　　　→ 　 　ｕｉ ｕ： Λ ｕΛ 　 ｙｕ Λ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43

（ ７）　ａｕ→

（８） ｉｏｕｏｕ

ｙａｎ→ｙ　ａ９） ｉａｎ→ｉａ（ ｎ→　

ｙｎｎ→　ｉ： ｉｎ→ｉ： →ｙ：（ １０）　

ｉ（ １ ａ ｕ１ ａ） ｉａ

ｉ→ｉ：（ １２）　 ｕ ｙ

ｙａ（ ｕａ１３ →ｙｏ）ａ

ｉ →→ 　ｉｏ（ ｙ１ ｏｏ ｕ４）　 ｙ

（ １５ ｕ ｙ→　ｙｕ　）

ｏ（ １６） ｕ

从对应表中可见，获嘉话子变韵的类型多样，而且可以几个基

本韵母和一个子变韵相对应，也可以一个基本韵母和几个子变韵

相对应，语音条件不都明确。某些基本韵母和相对应的子变韵语

音差异又很难从音理上说明。个别基本韵母和子变韵的对应甚至

存在对应表中无法容纳的例外。

获嘉话基本韵母和子变韵的对应是复杂的。但合音作为一种

有规律的语音变化理应是可以解释的。下面就以获嘉话为例，尝

试说明对应中的各种情况。

２．获嘉话子变韵的合音

为获嘉话大部分子变韵的合音作出解释并不困难。比如就子

变韵的类型着眼，（１（）８（）１５（）１６）等组是拼合型子变韵，其中除

（１６）组以外都和前文所述闻喜话子变韵的情况相同。（２（）３（）４）

７（）１４）等组是融合型子变韵，由韵腹元音按（ 低、中两类不同舌位，

和“ 子”尾ｕ拼合后又单元音化而生成：

ａ＋ ｕ→ ａｕ→

ｉａｕ　ｉ→

ｕａｎ→ｕａ

　ｎｕ ，→ｙ： ｕｉ：

→ｕ

→ｙ：
ｏ → 　 ｕｏ

→：ｏｕ 　ｉ　：　ｏｕ ｕ→ｉ

　

ａｕ＋ ｕ→ ａｕ→

γ＋ｕ→ →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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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 ｕ→ ｏ

ｉε＋ｕ→ｉεｕ→ｉｏ

、ｏ即是单元音化的结果。（９（）１２）等组则是长音型子变韵，但其

中（ ９）已经失去特殊音长，成为缩短了的长音型子变韵。

对获嘉话另一些子变韵合音的解释则存在一定的困难。不

过，既然子变韵各种类型的合音具有规律性“，子”尾的语音形式又

是明确的，那么造成解释困难的问题就有可能存在于基本韵母中。

由于子变韵和基本韵母二者在变化速度上可能不同，（ 在这一点上

子变韵和儿化韵的情况是相同的）那么一个合理的假设便是，获嘉

话基本韵母的变化速度可能快于子变韵，即某些基本韵母的语音

形式在生成子变韵以后可能发生过变化，也就是说，某些基本韵母

生成子变韵时的语音形式可能不同于目前。如果这样，那么子变

韵和目前的某些基本韵母就没有直接的生成关系。要解释这些子

须必而　变韵的合音自然就不能根据基本韵母目前的语音形式， 根

据它早期的语音形式。不过这又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它的早期

形式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邻近的山西方言中去

寻找线索，因为这些方言中的基本韵母和获嘉话的不很相同，其中

某些韵母的语音形式很可能和获嘉话某些基本韵母的早期形式相

同或者相近，可以根据它们来为获嘉话某些子变韵的合音作出合

理的解释。下面就按韵组分别叙述。

５）ａｉ、ｕａｉ（ →ｉｏ、ｙｏ

该组对应涉及蟹摄开口一二等韵。可以比较如下方言中的韵

，沁县、ｕ 、　ｕε，黎城、晋城Ｅ、ｕＥ，母 闻喜音值，如长治 ｉ，离石ｉｅ、

ｙｅ等。这些韵母的语音形式显示出它们是由早期的复元音ａｉ、　ｕａｉ

单元音化后再进一步经历高化而成的，而且在高化达到一定程度

后又发生了腭化，使韵母由开合口转变为齐撮口。音变过程可以

假设如下：

ａｉ → ε → Ｅ→ ｅ→ 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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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ａｉ→ ｕａ → ｕε → ｕＥ→ ｕｅ→ ｙｅ

如果获嘉“话 盖“”、筷”早期的韵母不是ａｉ、　ｕａｉ，而是和这些方言相

同或相近，那么（ ５）组子变韵的合音实际上将和（ ４）组同样简单合

理。

、ｕ（ １３）ａ ａ、ｙａ →ｏ、ｕｏ、ｙｏ

２（）７（）９）（ 组显示获嘉话韵腹元音为低元音的基本韵母应该

和子变韵ａ、相对应。但（ １３）组基本韵母韵腹同属低元音却和子

变韵ｏ 应组对 ，表现得（和 １４）组韵腹为中元音的基本韵母 组相

同，从而成为例外。不过（ １３（）１４）两组韵腹元音不同的基本韵母

既然都生成子变韵ｏ、ｉｏ等，可以推测它们早期的韵腹元音应该同

是中元音，即基本韵母ａ组中的低元音是后来变化的结果。而邻

近方言的确有以同一组韵母和获嘉话（ １３（）１４）两组韵母相对应

的。如晋城、阳城、陵川、高平、沁县等方言的Λ 等，可以作为上述

推测的根据。

（ １１）　ａ → 　、　 、ｉａ 　ｕ ｕ、ｉａ、

比较下列方言中相对应韵母的语音形式，如晋城 、ｉ、ｕ，沁

、　ｉ、县、武乡、襄垣 　ｕ，可以推测获嘉话的子变韵应该是由长音

型子变韵失落ｕ尾，再失去特殊音长而成的。音变过程是：

：→：ｕ→

（６）ｅｉ、ｕｅｉ→ｉ：ｏｕ、ｙｕ～ｕｉ　：　ｏｕ

ｎ、ｉ（ １０） ｎ、ｙｎ→ｉ：ｎ、ｕ 、　ｉ 、ｙ ｙ～ｕｉ： ：

这两组阴阳相配的韵母在合音成子变韵时有平行的语音变

化：

ｅｉ→ｉ　：　ｏｕ　　　　ｕｅｉ→ｕｉ　：　（ｏｕ零声母后），（ｙｕ其他声母后）

→ ｎ→ （ｉ 零声　 母： 后），　 ｕ ｙｉ： （： 其他ｕ 声母后）

合口韵韵母的两个变体以同样的声母情况为条件，显示出合音机

制的同一性：

苇ｕｅｉ→苇子 ｕｉ： 蚊ｏｕ 蚊 子ｎ→ ｕｉ：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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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ｅｉ →（穗 麦） ｕ穗 ｓｕ子 ｎ→孙ｙ 孙子 ｙ：

韵母ｅｉ、　ｕｅｉ由韵腹元音前元音引发腭化作用 韵腹元。但 ｎ、ｕ

音为央元音而同样发生腭化作用则缺乏音理上的根据。比较下列

方言中的韵母语音形式，如黎城、平 ，运、ｉ顺、 、ｕ高平 、ｙ

城、夏县、闻喜、绛县、 、ｕ ，洪洞ｅｎ、　ｉｅｎ、　ｕｅｎｉ 、　ｙｅｎ等、ｙ ，

则可以假设获嘉话 ｎ组基本韵母早期也曾经以前元音作为韵腹

元音，因此也具有引发腭化的条件，可以和ｅｉ组基本韵母作完全

平行的语音变化。

（ １４） → ｉｏ　

该组基本韵母生成子变韵的情况不难解释。但开口韵基本韵

母 有少数字生成齐齿韵的子变韵，却无法从音理上说明。如：

伯 ｐ （→ 大）伯子ｐｉ

（→ 种）麦麦 ｍ ｍｉｏ子

虱ｓ →虱子 ｉｏ

可以设想，这是新老读音的更替改变了单字音的结果。即如“ 伯”

（”梗开（ 梗开二陌“）、 二 “）、虱（”臻开三栉，生母）在下列方言

、
、　ｍｉ中的韵母，如洪洞 ｓε，闻喜ｐｉｐε、 ε ε 　ｓｉ、ε ，韵腹前元音可

以引发 化作用，使韵母由开口韵转变为齐齿韵。获嘉话“ 伯”、

“ 秦“”、虱”等字如果早期的读音也属齐齿韵，则合音将是简单合理

的：

→伯伯ｐｉ 子 ｐｉｏ

ｍ麦ｍｉ →麦子 ｉｏ

虱 ｉ →虱 ｉｏ子

以上对各组基本韵母和子变韵对应的分析说明，获嘉话子变

韵合音的复杂难解完全是某些基本韵母的变化造成的。因为目前

的基本韵母是新起的，而子变韵是早期生成的，新的基本韵母自然

难以解释早期生成的子变韵。所以问题实际上不在于合音，所谓

的合音复杂其实是一种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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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子变韵的演变

１．子变韵在各地的不平衡发展

子变韵分布在山西、河南地区，在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兼有

初生、兴盛、衰落等各种不同的情况。

在有些方言中，子变韵正处在生成的过程之中。如原平：
３　

钉子 ｔｉ　
５　３盖子ｋ
３３虫子 ｔｓ‘ｕ

３３　
ｉ　银子
３ ２４３砂 ｓａ２→砂子ｓａ　：　

２４３
４ 　刷ｓｕ 子ａ ｓｕ→ ａ　：　

“ 子”尾在大多数 ，在鼻尾韵字后则被情况下还都是自成音节的

，则“、ｕａ 子”同化成 、ｉａ。如果前字韵母是低元音的ａ、ｉａ、ｕａ、ａ

尾消失，音长融入前面的音节，生成长音型子变韵。可见原平话正

处在由自成音节的“ 子”尾向子变韵过渡的阶段。

晋南、豫北的一些方言里，子变韵正处在兴旺的阶段。如晋南

的运城、闻喜、夏县、临猗、平陆，晋中的和顺，豫北的获嘉、济源、长

垣等，子变韵数量多，系统完整，语法意义明确。如前文曾提到闻

喜话３６个基本韵母中有２９个可以生成子变韵。又如临猗话既有

ｕ自成音节的“ 子”尾ｔ ，４０个基本韵母中又有３６个可以生成子变

韵，自成音节的“ 子”尾和子变韵可以自由交替使用。如：
５３ ３５３剪子 ｉ 　ｔｔ ～ｕ ｔｉ

可见临猗话也正处在自成音节的“ 子”尾向子变韵的过渡阶段。

又如运城三路里话，４０个基本韵母可以生成３８个子变韵，

“ 子”尾 ｕ在前字前元音韵母后得以保留，同时又保持长音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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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个长音节的拼合型子变韵，如：
３１

　车 ‘　 ｕ　Ｅ→车 ：子ｔＥｔ ‘
３３

：筷ｋ‘ｕａ →筷子ｋ‘ｕａ ｕ
１２

：　→钳ｔ 钳子‘ ｔ‘　ｉ　ｉ ｕ
１２： 　裙 ‘ → 裙 子 ｙｙｔ ｕ

“ 子”尾 ｕ在低元音、后元音和鼻尾韵后失落，有２１个单纯长音型

子变韵，如：
３１瞎瞎 ｘａ→ 子ｘａ　：　

３３→ 豹 子豹 ｐａｕ ｐａ：ｕ
３１箱 　→箱ｉａ 子 ｉａ：

可见运城三路里话正处在由长音节的拼合型子变韵向单纯长音型

子变韵转变的过程中。

但在晋东南和河南中部一些方言里，子变韵数量显著减少。

如郑州话４２个基本韵母，只有８个子变韵：

ｏｕ　ｉｏｕ　ｕｏｕ　ｙｏｕ

ａｕ　ｉａｕ　ｕａｕ　ｙ ｕа

子变韵韵类显然已经经过归并，目前只有低元音和中元音音位各

一组。

河南中部某些方言中的子变韵则甚至已经成为残余现象。如

舞阳话子变词数量很少，本地人也已经不能鉴别它们，只把它们看

成是单字的另一读音。例如：

ｍａ→帽　ｍａｕ 麦帽 ｉ　ｍ

ｌａ鸹 ｋｕａ→老鸹 ｕ　ｋｕ
　

　ｍａ ｉｔｓ‘鹊ｔｓ‘ｉｕｏ→马尾鹊 ｉｏ

妮ｎｉ→小 ｓｉａｕ　ｎｉ妮

子变韵在这些方言中成为残余现象，原因在于“ 子”尾语法意

义的磨损。前文已经提到，子变韵是合音的产物。和儿化韵相同，

它的特点也是一个音节中有两个语素并存。但是汉语中一个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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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包含一个以上的语素。子变韵的情况显然不符合汉语中语素

和音节的结构规律，因此其中必然要有一个语素被排除。子变韵

中前面的明显的语素因为具有声母以至声调上的语音优势，所以

被保存了下来，而后面的隐蔽的语“素 子”本来就已经变形，显然容

易被磨损排除。另外，方言中子变韵从不写出“ 子”尾这一事实也

加快“了 子”尾的磨损。

从上述情况来看，目前子变韵在晋南、豫北正处在兴旺发达的

阶段。这一地区可以说是子变韵分布的中心地区。但在河南中

部，则子变韵已经趋于衰落，面临消亡。

２．两“类 子”尾的关系

前面曾经提到“，子” 类和ｕ类，两类都可尾可以分为两类：

类“ 子”尾生成以生成子变韵。 的子变韵较为少见，目前只在山

西原平、晋城等方言中发现。ｕ类“ 子”尾生成的子变韵则分布在

山西、河南许多方言里，是子变韵主要的语音形式。

方言中两类“ 子”尾和基本韵母的配合，还反映出时间层次上

的差别。比如从前述获嘉话 “、筷子”ｋ‘ｙｏ的音值，可以“ 盖子”ｋｉ

推测生成子变韵时的基本韵母应该和山西晋城Ｅ、ｕＥ、离石ｉｅ、ｙｅ

等相近。这说明获嘉等方言的ｕ类“ 子”尾一般和比较老的基本韵

“类 子”尾正处在合音生成子变母合音。山西原平话中的 韵的阶

段，而原平话的基本韵母系统显然不如离石等方言那样老。由此

看来，ｕ类“ 子”尾是比 “类 子”尾更早出现的语音形式。

不过ｕ类“ 子”尾也能和新起的基本韵母合音生成子变韵。以

河南长垣话下列几组基本韵母和子变韵的对应为例：

ａ、ｉａ、ｕａ→ａ：ｏ、ｉａ：ｏ、ｕａ：ｏ

ａｉ、　ｕａｉ→ａ：ｉ、ｕａ：ｉ

ａｏ、ｉａｏ→ａ：ｏ、ｉａ：ｏ

、　ａ ｉ → ａ 、ａ、　ｕ ：ａ ｉａ：、ｕａ：

子变韵类型为长音节的拼合型和单纯的长音型。其中蟹摄开合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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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等韵字的基本韵母ａｉ、　ｕａｉ大多如上生成单纯长音型子变韵。

：如：

腰～、袋子带子裤 ～ｔａ：　ｉ

～ 　 　 　台子门～、苔子一 ‘ａ：　ｉ

（ 祖 ｎａ：ｉ奶子 母）

蔡子小～ｔｓ‘ａ：　ｉ

、 ｕ但另有少数字的长音节的拼合型子 一类较变韵，显示出是由

老的基本韵母生成的。如：

孩子 ｏＸε

海 （护城河）Ｘε：ｏ子

：筛子 εｏ

ｋ拐子线～ ｕε：ｏ

个别词甚至兼有两种语音形式的子变韵。如：

～盖子ｋ ～ａ：ｉ鳖 ｋε：ｏ锅～

筷子ｋ‘ｕａ：　饭～，竹～～ｋ‘ｕε： 竹～ｉ

这说明ｕ类“ 子”尾除和较老的基本韵母合音外，还能和后起较新

的基本韵母合音。看来ｕ类“ 子”尾具有很强的构形能力，不受特

定韵母系统的限制，活动 类“ 子”尾。的时限要大于

３．子变韵和历史上的人口迁徙

从本章前面所述，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由较早的

ｕ类“ 子”尾合音生成的子变韵并见于山西和河南，但和ｕ类“ 子”

尾合音的基本韵母较老的语音形式却只见于山西方言，以致在需

要解释河南地区子变韵的合音时不得不转向山西方言寻找线索。

也许这些由较老的基本韵母合音生成的子变韵是在山西方言中生

成，然后扩散到河南地区的，即这是一种由外方言借入的语言现

象？或者说，河南地区早期的方言和山西方言类似，也能生成这类

子变韵？这里就可能有一个人口流动的问题。而历史记载表明，

事实是支持这后一种推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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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山西河南地区子变韵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历史上的移民

根据史籍记载，元末农民起义，中原地区成为争战之地，居民人口

急剧减少。因此明王朝在建国后迅速采取了移民的措施。《 明史》

卷七十七“ 食货志（”一）中说，洪武二十一年“ 迁山西泽潞民于河

北”《。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也说，该“年 迁山西泽潞二州之民无

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同书卷一九

七、一九八还提到洪武二十二年沁州民移徙彰德、卫辉、怀庆、归

德、临清、东昌等地。泽潞二州即今晋东南晋城、长治地区，彰德、

卫辉、怀庆、归德都在今河南豫北地区和商丘地区。这说明明代初

年曾经有大量晋东南地区的移民进入豫北等地。以后永乐年间

“ 又屡迁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宣德、正统年间大

批流民自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地涌入河南府，进而移至南阳

府，说明山西移民后来还陆续有迁徙到河南中部西部的。

明初大量山西移民进入人烟稀少的豫北地区，使当地居民的

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豫北地区为移民带来的山西方言所覆

盖，河南中部也受到山西方言的重大影响。如在嘉靖时东昌府濮

（州 今河南范县濮城镇）人桑绍良所著《 青郊杂著》的本地方言音系

中“，红”字归入庚部合口，“和 横”同音“，稻”作透母上（声《 集韵》：

稻“，秔也，关西语 晧，土 切”），反映了山西方言的语音特点；古浊声

母塞音塞擦音归次清，也和今晋南某些方言情况相同。经过六百

多年的变化发展，目前河南豫北地区西部的方言仍然和山西方言

相同，但河南其他地区的方言虽然还保存有山西方言的影响，却已

经演变成中原官话，声韵调系统和山西方言有了很大的差别。

由此可见，子变韵是在数百年前随着山西方言进入河南地区

的。它是由原来山西方言的基本韵母生成的，所以它的合音不可

能由以后新的中原官话的基本韵母来解释。前面说过，子变韵在

河南少数方言中也能通过ｕ尾和新的基本韵母合音而生成（ 如长

垣话）。但总的来说，在河南广大的中部地区，子变韵由于汉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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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和音节结构规律的制约，由于远离晋南豫北的中心地区，也由于

缺乏本地方言基本韵母系统的支持，正不可避免地面临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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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连读变调

（ 一）连读变调的性质

连读变调是一种语流音变现象。由于人们对发音动作简便的

要求，语流中相邻音节的声调在调型调值方面发生一种相互协调

的变化，因此产生了变调。常见的变调有同化异化等，同化异化根

据位置又有 γｚ顺逆的不同。顺同化如苏州“ 阿侄” ，顺异化如
４４４２ ，逆同温“ 化如福“ １ｅ州 头先 ｉａｕ州 素 ”ｔ ），逆　 （菜”ｓ 异ｙ　　ｔｓ 　ｓ

２１３ ３　ｋ ｎ 。汉语绝大多数方言都有连读化如南“昌 旅馆”ｌｉ 变调现

象，而以吴、闽两方言最为复杂。

（ 二）连读变调的类型

连读变调虽然是一种语音现象，但也可能兼有其他非语音因

素的影响。根据这方面的不同情况，可以把连读变调分成以下几

种类型：

１．由语音条件决定的连读变调

这种类型的连读变调，变化结果可以用单纯的音理来解释。

比如语流中两个曲折调相连时，为了发音简便而要求减少曲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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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一个曲折调往往就变成单纯的升调。比如 ｆｅｉ济南“ 飞机”
２３　 ３３２２１３ １３ 　ｓａ，武 ａｔｓ汉“ ｕ ‘，洋 天苕 “津 厂” 长ｉａ ａ” ，洛阳ｔ ｔ

４１２ 　　　
ｕｓ

这些
ｕ ｔ 不同的例“ 重要 词中相” 对应的单字调和变调ｔ

１　３ ｉ

的调型完全相同，仅仅音高有点差异。可见它们是在同一语音条

件支配下发生的同一性质的变化。

不过语音变化还要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所以变化的发生

也只是可能的，而不是必然的。比如，不同的方言里即使有同样的

语音条件，变调也不一定都会发生。如济南话上声是高平调５５，
５５ ５５两个上声字相连时，前字因异化作用而变调 ４２ ｍａ　，“如 母马”ｍｕ 。

而北京话虽然阴平也是高平调５５，但两个阴平字相连时前字不变
５５ ５５调，如“ 书桌 ｕ　ｔ” ｕｏ。又如，不同的方言里，即使在相同语音条

件下都发生变调，结果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如北京话两个上声字

相连时，前字由曲折调变成升调，结果减少了一个曲折，如“ 土改”
４ ２１４ｕ 　ｋａｉ 。但是绍兴话两个阴上（ 调值３３５或３２５）字相连时，前

字变成升调，同时后字变成降调，结果减少了两个曲折，如“ 土改”
５

ｕ ｋＥ 。当然，以上事例并不否定语音条件的存在，只是说明

它的适用性不是没有限制的。

２．和位置有关的连读变调

有时一个音节是不是发生变调，和前后音节的声调甚至自身

的声调都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只取决于该音节在语流中所处的位

置。这种连读变调主要见于闽南话。以厦门话为例。厦门话句

末、音段末、词末的音节和轻声前的音节不变调，代词不论在语流

的任何位置也不变调。例如：
５ ５１我 　。ｔｓｉａ唔食。 ｕａ　ｍ
５ ２１１汝有看 ｋ‘ ｈｉ　ｂ？戏无？１ｉ　ｕ

“ 食”“和 戏”不变调“，我”和“ 汝”也不变调。但在其他情况下，处在

前字位置的音节都要变调。下面列出前字阴平变调的一组两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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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词 按后字调类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的顺序

排列）：
５５

薰 枝 ｋｉ　ｈｕｎ
２４

青苔ｔｓ‘ ｔ‘ｉ
５１ｂｕ猪母ｔｉ
１衫 ‘ｋ裤ｓ
３３鸡 ｋｕｅ

５５ ３２声说ｓ ３３　ｓｅ
５蜂蜜ｐ‘　ａ ｂｉｔ

这种变调看来像是逆异化和逆同化的结果，实际上不是。因为厦

门话前字阴平的变调值始终是３３，并不因后字单字调的不同而有

变化。也就是说，前字的变调值并不是后字单字调影响的结果，后

字的单字调并不是前字变调的语音条件。

那么前字的单字调是不是前字变调的条件呢？下面再列出一

组前字不同调的两音节例词：
５１ｓ 　山 水 ｓａｎ ｕｉ

５５
危机 ３ｋｉ　ｕｉ

２４ｌ 　水流ｓｕｉ５ ｉｕ

２１ ５５桂花 ｕｅｋ　 　　ｕｉ５１ 　ｈ　　　　　

５５树根ｔｓ‘ｉｕ ｋｕｎ　

５结实ｋｉａｔ２　ｓｉｔ

５学 习 ｈａｋ２ｓｉｐ　

所谓变调的条件，是从能决定变调是不是发生和决定变调的种类

两方面说的。厦门话前字变调的调值各和某一单字调的调值近

似，经处理，也可以说是前字变调的调值没有超出单字调调值的范

围，即如上列例词所示，阴平、阳平字变调同阳去，上声字变调同阴

平，阴去字变调同上声，阳去字变调同阴去，阴入字变调同阳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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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字变调同阴入。（ 还有少数喉塞尾入声字变调后失落韵尾，阴入
２ ３３“， 石）ｌ字变调同阴上，阳入字变调同阴去，“如 铁路”ｔ‘ｉ５（１　←ｔ‘　ｉ

２１灰” （　←ｔｓｔｓｉｏ ｉｏ５）　ｈｕｅ 。）单字调和变调的对应可以表示如下：

上声阴平 ←阴去 阴入←

↓↑↑

阳平 阳一 去 阳入

上表中每一个前字单字调都可以发生变调，而每一个变调的调值

又和另一个单字调的调值相同。这看来像是前字单字调决定了前

字变调的种类，但原因却很难从音理上加以解释。这里先借用北

京话的例子来说明。如果北京话“ 土改”一词中前字上声变调同阳

平，那么前字阳平在同样的语音环境中就应该不变调。事实也就

是这样，“如 涂改”一词中前字阳平“的 涂”就不变调“，涂改”和“ 土

改”因此同音。但是厦门话单字调Ａ产生变调Ａ’后并不能使和

变调Ａ’同调值的单字调Ｂ在同样的语音条件下不再变调，单字调

Ｂ产生变调Ｂ’后也不能使和变调Ｂ’同调值的单字调Ｃ在同样语

音条件下不再变调，等等。由此可见，厦门话前字的单字调虽然有

自己变调的种类，却不是变调值生成的真正条件。唯一能肯定的，

是它使变调得以产生。这就是说，产生变调的真正原因应该是该

字的前字位置。前字发生变调，说明随着还有后字。所以前字位

置上发生变调可以表明一个语素已经投入使用，已经处在词和句

子 一个个孤立的语素了。这在语言心的语流之中，不再是字库中

理上，无疑是重要的。

３．和构词情况有关的连读变调

构词情况的不同会影响语流中音段的划分，在心理上或实际

上使音段分界处各音节的语音关系和音段内部各音节的语音关系

发生差别，从而产生不同的连读变调。另外，不同词组中意义重点

所在不尽相同，如主谓式词组中的主语和谓语是意义重点，述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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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组中的宾语是意义重点，等等，意义重点所在的音节常常不变

调，这也会使连读变调变得不同。因此，构词虽然属于语法的范

围，但会影响到语音层面，使不同语法结构的音段产生不同的变

调

汉语多数方言在连读变调中对构词条件的要求并不严格，而

且由于口语中语速、节奏、间歇、着重点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变调常

常会出现两可的情况。 北京话上声在上声前变读同阳平，复比如

合词“ 炒菜”和述宾式词组“ 炒菜”的连调式同为３５＋２１４；多音词

“如 虎骨酒”、主谓句“如 我也有”变调情况也相同，而且都可以有两

种连调式：（１）３５＋３５＋２１４（，２）２１＋３５＋２１４。

但有的方言构词情况在连读变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复合

词和词组有不同的变调规律，不同结构的词组（ 如联合式、偏正式、

主谓式、述宾式、述补式）也有不同的变调，区别严格。这种情况主

要见于吴方言，也见于官话晋陕地区的少数方言。以温州话首字

阴平的两音节连调式为例。温州话复合词有复杂而有系统的变

调，主谓式词组中主语谓语都不变调，述宾式词组中述语变调，宾

语不变调。如：
４复合词：霜冰 ｙ ３ｐｅ

４ ４４４王谓式：天光ｔｉ 　ｋｕ‘ 　
４４４４述宾式：开车ｋ‘ｅ ｔ‘ｓｏ３

吴方言北部地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部分词组虽然也有自

己的变调规律，但也可以按复合词的变调规律变调。这样，复合词

的连调式就扩大了适用范围。例如上海话首字阴平的两音节变

调：
５３复合 ５５ｓａ词：家生ｋａ

３主谓式：天亮 ｌｉａｔ‘ｉ ，　ｔ ｌｉａ

３４　述宾式：拎水ｉｉ ｓ ，ｉｌ ｓ１

主谓式词“组 天亮”和述宾式词“组 拎水”中的主“语 天”和述“语 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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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调，谓“语 亮”和宾“语 水”不变调，但两个词组都可以又按复合词

的连调式变调。

山西和顺话也有类似的语法结构影响变调的现象。如两音节

词语中，后字上声在复合词和述宾式词组中情况不同，前者变调，

后者不变：
４４ ３大雨 ｙ ４　　　ｙ

５
４下雨 ｉａ４　ｙ

某些方言中，有的词语因为有特殊的语法结构而需要有特殊

的变调例如北京话形容词重叠儿化构成的状态词，重叠成分不

论单字调是什么，后一音节都要变读同阴平，变调的同一性反映了

语法意义上的同一性。如：
　５５

ａ ５５香香儿的 　ｔｒｉａ
３５

ｔｐ白白儿的ｐａｉ　 ａｉｒ

４好好儿 ４　ｘａｕｒ 　ｔ的ｘａｕ

快快儿的ｋ‘ｕａｉ５１　ｋ‘ｕ ｔａｉｒ

有的方言中，由于构词情况对变调的影响，已经形成的连调式

也可能再度变化。例如吴方言浙江地区的一些方言中，复合词虽

然有自己的变调规律，但在组成词组时还要按词组的变调规律再

次变调。下面以绍兴话为例来说明。

首先，绍兴话首字阴去、阳去的两音节复合词连调式分甲、乙

两式，其中甲式前字不变调，后字声调变同前字（ 入声字为促调）。

（如 例词按后字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的顺

序排列）：

（１）３３—３（３３）泰山　　　　戒指　　　　照相　　　　印刷

算盘　　　　炮仗　　　　笑话　　　　教育

（２）１１—１（１１）地方　　　　代表　　　　忘记　　　　未必

动　　　　豆腐　　　渡船 运 　练习

其次，绍兴话后字阴去、阳去的两音节述宾式词组连调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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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字宾语阴去变读５５，阳去不变；前字述语阴调字在宾语阴调字

前变读同阴去３（３３），阳调字前变读５（５５）；前字述语阳调字在宾

语阴调字前变读同阳去１（１１），阳调字前变读５（５５）　 ：

（１）３（３３）—５５：挑担　　　　讨债　　　　唱戏　　　　织布

１（１１）—５５：查账　　　　上当　　　　射箭　　　　立志

（２）５（５５）—１１生病　　　　写字　　　　做寿　　　　触电

抬轿　　　　坐轿　　　　认字　　　　入味

比如单音词“ 担”ｔ ３３在述宾式词组“ 挑担”中作宾语时变读成

ｔ５５，调值由中平变成高平。

但如果述宾式词组中的宾语不是单音词，而是首字阴去、阳去

的复合词，那么其中前字阴去的复合词的连调式将再次变调，由

３３－３（３３）变成５５－５（５５），但前字阳去的不变，仍是１１－１（１１）。

：如

（１）３３（３）—５５—５５（５）：登泰山　　　　打算盘　　　　放炮仗　　　　拍照相

１（１１）—５５—５（５５　）：还价钿　　　　坐汽车　　　　话笑话　　　　轧姘头

（２）５５（５）—１１—１１（１）：收旧货　　　　打阵头　　　　中状元　　　　拍电报

提问题　　　　赚外快　　　　用便饭　　　　热下饭

就述宾式词组来说，宾语不论是单音词还是多音词，变调的要求是

一致的：阴去的单音词变读成５５，首字阴去的多音词变读成５５－

５（５５）等，阳去的单音词和首字阳去的多音词不变，是１１和１１－

１（１１ 但就多音词本身来说，处在述宾式词组以内和以外时，）等

变调就不同。“如 泰山”作为两音节复合词是ｔ‘ａ３３　 ，作为述宾ｓ

ｓ ，两个音式词组中的宾语则是ｔ‘ａ 节的调值都由中平变成高

平，和前述作为宾语的单音词“ 担”调值由中平变成高平相同。这

种变调现象可以叫做二次变调。汉语方言中单音词在不同语法环

境中有不同变调，固然反映语法结构对变调的影响；但已经变调的

多音词在另一种语法环境中要再次变调，作为语法结构层次性在

变调中的反映，显然是更为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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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连读变调和轻声

有连读变调的方言大多也有轻声。轻声也是一种变调，但具

有不同的特点。首先，轻声的调值是在相邻音节声调的影响下产

生的它或是反映前字声调曲线变化的趋向，音高随前字声调高

低升降的走向而变动。如北京话：
２

ｎｉ姑娘ｋｕ５ ａ

姨父 ３５　ｆｕ　３

ｎ枕 ４　ｔ‘ｏｕ４头ｔ

ｉ袜子ｕａ５１　ｔｓ

或者是前字声调的延长，音高和前字声调的终点相近。如扬州话：
ｉ２１衣裳ｉ　ｓａ

３４ ４
蚕子ｔｓ‘ 　ｔｓε

２晚上ｕ　４２　ｓａ
５

５５　ｔ‘夜头ｉ ｕγ
４ ４

日里ｌ 　ｌｉ

有的方言轻声也影响前字，使前字发生变调，同时又受前字变

调的影响 如济南话：
ｉ金 ｉ ３子ｔ 　ｔｓ２２

４２ｐ鹁鸹γ４５ ｋ

暖 壶 ｎｕ ３ｘｕ４ｘｕ
２露 ｓｕ水 ｌｕ ｕｅｉ

其次，轻声的另一特点是音节的短促化。变调具有和单字调

类似的音长和调域，轻声则因为音长的缩短，调域也大大压缩，常

常被认为是一个没有音高变化的短促音节。比如北京话的轻声实

际上在前字阴平、阳平、去声后是降调，在上声后是升调，但都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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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成没有起头和终点、没有音高变化的音点。

在有入声韵的方言里，由于入声具有短促的特点，轻声就常常

以入声的形式出现，呈现出轻声化即是入声化的现象。如太原话
５３

ｉ“ １ｔ 中“的４洋 ４曲 曲＊ “”＊灯 是 取　 ”ｔ ｔ ｔ‘‘ ｙ‘ 的ｙ 轻ｙ

声形式 “是 子”ｔｓ中“的 则＊”ｔｓ 的轻声形式；“，燕则＊”ｉｅ４５　ｔｓ
２３　苏州“话 勃＊萄”ｂγ ｄ ３“中“的勃＊”　ｂγ 是 葡”　ｂｕ２４的轻声形式，

３
ｏｏ １的轻声“ 砚岳＊” 中“的 岳＊ｉＩ ”　 ３是“ 瓦” 形式。方言

中入声形式的轻声还没有形成有系统的规律。

（ 四）变调和单字调的关系

１．单字调、变调和本调

总的来说，连读变调中，变调是单字调在语流中的变形。如北
４

ｕ京话“ 土改” 　 ｋａｉ２１４中“，土”的单字调是２１４，变调是３５，调值

３５是调值２１４的变形。在大多数情况下，单字调就是本调。相对

来说，本调是第一性的，变调是第二性的。本调可以独立存在，变

调则只见于语流之中，不能独立存在。

单字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本调，是说有时并不就是本调。以

山西原平话为例来说明：
１３ ３３　公羊　ｋｕ ｉ

２１３ ３３母羊ｍｕ 　ｉ

例词中“，公“”、母”单字调相同，语音环境也相同，但变调情况不

同“，公”字变调“，母”字不变调“。公“”、母”的单字调是由古清平

字和古清上次浊上字的声调合流而成的。但造成目前不同变调情

况的并不是合流以后的单字调，而是合流前的不同声调。在这种

情况下，目前的单字调就不能笼统地说成是生成变调的本调（ 但有

可能是生成其中某一个变调的本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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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变调和单字调的关系

变调一般是由单字调生成的，但它们属于不同的语音层面，有

上的不同变调和单字调着性质 又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相互关

系 下的表现主要有 面两个方面。

（１）变调和单字调相对独立

变调和单字调有各自的系统。变调系统有相对的独立性，可

以有不同于单字调系统的分合方向和变化速度。以济南话为例。

济南话阴平和去声单字调不同，但在去声字前的变调相同：
３ ２１阴平＋去声：三步ｓ 　ｐｕ

２１ｐ去声＋去声：散步 ｐｕｓ

单字调不同而变调合流，说明济南话变调的变化速度要快于单字

调

浙江遂昌小槎话的情况不同。如在单字调系统中，全浊上字

和清上字同调，和浊去字不同调。但在变调系统中，全浊上字和清

上字不同调：
３３ ２１ ２３１一→坐位ｚｕ　ｕ（坐 全浊上）ｓ ｅｉ

３３ ４２ ２３１（所清上）ｓｕｓｕ→所谓ｓｕ　ｕｅｉ

却和浊去字同调：
３３（弟全浊上）ｔｉ →弟子ｄｉ２１　ｔｓ３３ｔ　ｉ　

３３（地 浊去）　ｄｉ２３１→地址ｄｉ２１　ｔｓ

这说明变调和单字调两个系统有不同的分合方向。此外，全浊上

字在变调中声母保持浊音音值而在单字调中清化，还从另一方面

说明遂昌小槎话变调系统的变化速度要慢于单字调系统。

（２）变调和单字调的相互呼应

变调和单字调虽然不属于同一语音层面，但由于变调是在单

字调的基础上生成的，两个系统关系密切，在发展过程中常常表现

出相互影响、彼此呼应的一面。下面以苏州话为例说明。苏州话

有七个调类，其中舒声五个调，即阴平４４，阳平２４，上声５２，阴去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64

４１２，阳去２３１。首字舒声的两音节复合词有五个连调式（ 下面举

例中只标写变调值，括弧里是后字入声的变调值）：

ｉＩ阴平式４ ）：天 井４—２（１ ｉｉ　 ｔｓｉｎ巴结ｐｏ　 ｔ

阳平式２２—４（４４）：庭柱ｄｉｎ　 ｚч茶叶ｚｏ　 ｊｉＩ

‘ｉ上声式５２—２１（２１）　：　 气ｋ‘Ｙ　ｔ

ｓ ｔ ｉｉ阴 ｉ去式４１—（３ ）： 刺教师４ 激ｔｓ‘ｔ

阳去式２４—２（１ ）：眼泪 Ｅ　ｌ　ｉ

但是苏州话口语中不少复合词有不止一种连调式。如前字浊

平“的 同志”和前字浊上“的 动员”都兼有阳平式和阳去式，前字清

上“的 早饭”兼有上声式和阴去式，前字清去“的 破坏”兼有阴去式、

上声式和阴平式，等等。与此同时，口语中许多单字也或是有不止

一个调值，或是虽然只有一个调值，但不符合声调对应规律。如清

上字“ 左“”、岂”兼读上声和阴平“，矩”读阴平；清去“字 据“”、桂”兼

读阴去和阴平“，亚“”、讽”兼读阴平和上声“，错”读阴平“，蒯”、

“ 佐”读上声；浊去浊上字“ 鲍“”、务“”、砚“”、袖”兼读阳去和阳平，

“ 腐“”、尾”读阳平，等等。把连调式和单字调的情况联系起来观

察，可以发现复合词连调式的不稳定和单字调类的不稳定，二者之

间存在着一致性。这种情况可以表述如下（ 箭头表示混淆的方

向）：

连调式： 阴去式阴平式

阳去阳平式 式

单 →上声　　　　字调：阴平 阴去

← 二 阳阳平 去

连调式中阴调的上声式和阴去式多有混淆，二者又都有不少混入

←上 声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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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平式，这和单字中上声调和阴去调常常混淆，又都有混入阴平调

。连调式中阳调的阳去式和阳平式的情况相平行 也多有混淆，但

以阳去式混入阳平式居多，这和单字中阳去调和阳平调常常混淆，

而以阳去调混入阳平调居多的情况也相平行。产生这种情况的原

因不易说明。

事实上产生苏州话变调和单字调不稳定现象的原因不在苏州

话自身，而在邻近的上海话。上海话中青年口音的声调已经完成

了阴上和阴去，阳平、阳上和阳去的单字调和连调式的合流，首字

舒声有三个单字（调 阴平、阳平、去声）和相应三个连调式，目前还

正在进行去声（ 清去、清上）向阴平的单字调和连调式的归并。正

是上海话声调系统的这种演变，影响到苏州话的声调系统使它发

生类似的变化。目前苏州话实际上正在经历五个单字调和五个连

调式向三个单字调和三个连调式的转变，而混乱则是过渡状态的

一种表现。混乱中表现出来的单字调和连调式的平行变化，则是

一种相互的呼应，反映了变调系统和单字调系统间深刻的关系。

３．变调、单字调和本调关系的处理

由于变调和单字调不属于同一语音层面，二者具有不同的性

质，在处理两个系统的关系时就不能对它们等同看待，否则就会造

成声调系统的混乱。下面分别说明处理中若干常见的问题。

（１）变调和单字调调值相同时的分混

方言中可能某个变调和某个单字调调值相同。这常常是变调

变化的结果。起初变调的调值和某一个单字调的调值只是相近，

然后就发生了二者越益接近终致合流的过程。如北京话目前上声

调在上声前变同阳平调，但早期的记载曾经提到这一变调值要比

阳平调略低，说明有过这样的合流过程。但调值趋同并不改变变

调和单字调的不同性质，不能因此就把变调和单字调等同起来。

所“谓 北京话上声在上声前变成阳平”，也许是一种方便的说法，但

却混淆了变调和单字调的区别。因为“ 变成”还包括调值以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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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上的混同。又如成都话重叠式名词“ 坛坛”ｔ‘ａ ａ “，罐罐”

ｋｕａｎ ，“ 后字变调成阴平”的说法也同样混淆了变调和ｋｕａｎ 单

字调的区别。实际上可以借助邻近方言的调类调值来说明成都话

的阴平调和变调４４无关。如梓潼话中变调调值同样是４４，但阴

平调调值却是４５，并不相同。

如果因为变调和单字调的调值相同就把变调处理成单字调，

还会使声调系统变得杂乱。现以昌黎城关话的单字调调类为例：

阴平３２天八（ 清平、清入）

阳平甲１３甜白（ 浊平、全浊入）

阳平乙１１甜～的石～头（ 浊平、全浊入）

上声２１３古老国织（ 清上、次浊上、清入）

阴 去 ５５贵 做（ 清 去 ）

拒庙道（麦 浊去、全浊上、次浊入）

阳去２４柜庙大～道～上（ 浊去、全浊上）

天 道八～（ 清平、清入）

甜～味儿白～（露浊平、全浊入）

从各调类的例字可以看出，阳平乙是大部分阳平甲字在轻声前的

变调，阳去调中一部分字是阴平字和阳平字在轻声前的变调，浊

去、全浊上字两见于阴去调和阳去调则是文白异读。但是因为阴

平字和阳平字在轻声前并不一律变调，即是否变调缺乏严格的语

音条件，所以不得不作如上处理，按调值逐字归类，甚至设立新调

类。不过缺乏严格的语音条件的情况实际上是昌黎县郊区方言和

邻县方言影响的结果。下面列出这些方言阴平调和阳平调的调

值：

阴平　　　　阳平

张家石门３２　 　　　３２

朱建坨３２　 　　　２４

曹东庄、陈官屯４４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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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石门话平声不分阴阳，其中清平、清入字在轻声前或不变调，

或变读２４，浊平、全浊入字在轻声前变读１１；其他方言阴平字在轻

声前变读２４，阳平字在轻声前不变调。由此可见，昌黎城关话少

数阴平、阳平字在轻声前变读２４是和以上各方言的影响有关的，

设立阳平乙调还完全是张家石门话影响的结果。这些因外方言影

响而产生的语音变化自然难以用本方言的语音条件来说明。但厘

清外来影响以后，昌黎城关话变调系统和单字调系统的界限将是

清楚的。如果把变调值排除出去，单字调系统将可以作如下的归

纳：

阴平３２天八（ 清平、清入）

阳平１３甜白（ 浊平、全浊入）

上声２１３古老国织（ 清上、次浊上、清入）

阴去５５贵做柜文庙文道文麦（ 清去、浊去、全浊上、次

浊入）

阳 去 ２４ 柜白庙白道（白 浊去、全浊上）

这样处理的结果会出现一个复杂的变调系统，但为从性质上分清

单字调和变调，仍然是必要的。

（２）变调和单字调的对应

变调和单字调并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一一对应。因为变调可能

合流，造成一个变调和几个单字调的对应；单字调也可能合流，造

成一个单字调和几个变调的对应。在这后一种情况下，如果把合

流而成的一个单字调再勉强分开，以便和几个变调分别对应，造成

的混乱将是显而易见的。下面以山西忻州话为例来说明。

忻州话被处理成六个单字调，即阴平、阳平、上声、阴平上声、

去声、入声。其中阴平、上声、阴平上声三个调类的调值同是３１３。

调值相同而分成三个调类，是因为它们的变调情况不同。阴平和

上声有不同的变调，反映它们有不同的来源（ 清平和清上、次浊

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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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３ ３ｋ　　　‘ 上声＋阴阴平＋阴平铺开ｐ‘ｕ 平普通ｋ ｐ‘ｕ２３　ｔ‘ｕ
３１

３１３阴 ３　ｌｉ平＋阳平居留ｔ ｙ 　ｕ３１上声＋ 　ｙ ｚ阳平举人ｔｙ
４
ｚ
２

３ ３
阴 　平＋入声　　西域 上声 ｍｙ ＋入声　　醒木

阴平上调则是所辖字或是没有机会进入连调式产生变调以表明身

Ｘ份（ 如清上“ 饵” ，清 ，或是来历不（明 如“ □”隐藏平“ 夯”

ｔ‘ｙε３１３　 ）。但前文曾经提到，由于单字调系统和变调系统的分合方

向和变化速度可能不同，汉语方言中变调有别而单字调混同的现

象虽然少见，却属正常。忻州话目前阴平、上声有不同变调，固然

反映它们早期的单字调曾经是不同的。但作为共时的声调系统，

目前已经合流的声调再加区别，不仅否定了调类演变的事实，也削

弱了声调系统的合理性。

（３）变调转为本调的可能性

前文曾经提到，单字调一般就是本调，变调是本调的变形。但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从汉语某些方言的情况来看，有可能单字调实

际上是变调，变调才是本调。

平山久雄曾经为此对厦门话的声调做过分析。下面先列出厦

门话的七个单字调调值：

月 平 ５５上 声 ５１阴 去 ２１阴 入 ３２

阳 平 ２４ 阳 去 ３３ 阳 入 ５

再列出和七个单字调对应的变调值：

阴 平 ３３上 声 ５５阴 去 ５１阴 入 ５

阳 平 ３３ 阳 去 ２１ 阳 入 ３２

从上列两表可见，厦门话去声和入声的单字调调值是阴调低、阳调

高，变调值则是阴调高、阳调低。目前对汉语声调历史演变情况的

一般认识是，由于浊声母发音时要在声母的声带振动方面额外耗

费力量，因此同名调浊声母字的音高总是要比清声母字低，声调按

清浊字分化的原因就在这里。厦门话去声、入声单字调阴调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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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高的情况则显然和这一认识相矛盾，但变调的情况却与此相符。

由于厦门话的变调调值没有超出单字调调值的范围，变调又基本

上不出现在语流中的停顿之前，因此可以反过来假设厦门话的变

调实际上是本调。其中上声（ 阴上）由于在停顿前不能长时间维持

音高，因而由高平（调 ５５）变成高降调（５１），这就推动高降调的阴去

也发生变化，从而出现循环的变（调 只有阳平没有发生变化），生成

目前厦门话全部单字调的调值（ 阳平据董同龢所记厦门话部分人

口音的变调值同阴去而拟成１３）。又由于变化中表现出来的对应

以阴入和上声、阳入和阳平最为类似，所以两个入声调的调值应该

和这两个舒声调相近。这样调整处理后，古调值应该是阴平３３，

阳平１３，上声５５，阴去５３，阳去３１，阴入５，阳入１３。以上变化看起

来是一种链移。假设古调值向目前单字调的变化如下表所示：

阴平→上声 阴入→阴去

↑↓

阳平
＼

　　　　　　　
↓

　　　　　阳去 入即

表中单字调和变调的变化方向和前文（ １５８页）所述厦门话单字调

和变调的变化方向正好相反。所以就厦门话的声调来看，单字调

应该是变调，变调才是本调。

这一假设是以厦门话单字调中去声、入声阴调低、阳调高的反

常事实作为依据的。但实际上汉语许多方言中都存在这种同名调

阴调低阳调高的现象。比如关中地区的方言阴平的调值就普遍低

于阳平：

阴平　　　　阳平

西安２１　 　　　２４

蓝田３１　 　　　２４

长武３４１　 　　２５

韩城２３１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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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 ４　２　　　　　　２５

如果考虑汉语的声调在最初按声母清浊分化后还可能继续发生演

变，最后成为阴调低、阳调高的情况，就是完全可能的。上述假设

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可能性。而就厦门话来说，上述假设也没有

考虑目前平声、上声阴调高、阳调低的事实（ 厦门话浊上归阳去），

同样也没有考虑近邻某些方言中存在的不一致现象，如漳州话单

字调入声阴调高、阳调低：

阴 平 ５５上 声 ５１阴 去 ２１阴 入 ４２

阳 平 ２４ 阳 去 ２２ 阳 入 １２

泉州话单字调上声、去声、入声都是阴调高、阳调（低 泉州话浊去归

阳上）：

阴 平 ３３阴 上 ５５４去 声 ４１阴 入 ４３

阳阳 平 ２ ２上 ２ ２阳 入４ ３

比较漳州、泉州、厦门三个方言的单字调系统，可以看出，它们的对

应调类虽然音高不一，调型一般是相同的。根据这一点推测，厦门

话声调的早期情况可能和漳州、泉州相近，同名调都是阴调高、阳

调低，目前单字调去声、入声的阴调低、阳调高，只是调值后来变化

的结果，即阴去、阴入由高降调变成低降调，阳去、阳入由低平调变

成中平调、高平调。同名调调值的升降没有导致二者的合流，这是

因为不同的调型使合流得以避免。河北南部一些方言的情况可以

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阴平　　　　阳平

沙河４４　 　　　５３

鸡泽５５　 　　　４２

曲周５５　 　　　４２

广平５５　 　　　４１

成安４４　 　　　３１

肥乡５５　 　　　３１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71

３３临漳 　　　　５１

魏县 ３３　 　　　５３

各方言中阴平的平调和阳平的降调，早期的音高可能相近，目前的

差异应该是它们在演变过程中调值向不同方向浮沉的结果。但由

于调型不同，无一方言两调合流。因此可以认为，厦门话单字调去

声、入声早期也应该是阴调高、阳调低，和汉语一般方言中调类分

化初期的情况并无二致，目前阴调低、阳调高的情况是后来演变的

结果单字调调值的演变和变调问题无关，从中并不能引出单字

调实际上是变调、变调才是本调的结论。

（ 五）连读变调和声调包络

１．吴方言中的特殊连读变调

吴方言区许多方言里，复合词的变调还有一种无法用相邻音

节间的相互影响来说明的现象。下面以上海话的多音节连调式为

例来说明。例词按首字调类的顺序排列，并和单字调调值比较（ 除

首字外，入声不标促调）：

单字调　　　　　　两音节　　　　　　　　　　　　三音节

阴平５２乌贼５５—２１鸟贼鱼５５—２１—２１

阳平２３薄荷２２—４４薄荷糖２２—４４—２１

去声３４过房３３—４４过房囡　３３—４４—２１

阴 入 ５百 合 ３— ４４百 合 花 ３— ４４— ２１

阳 入 ２３学 生 １— ２３学 生 子 １— １１— ２３

四音节　　　　　　　　　　　　　　　　　　　　　　　　　　五音节

空心汤团５５—２１—２１—２１清水大闸蟹５５—２１—２１—２１—２１

大清老早２２—４４—２１—２１陈年宿古董２２—４４—２１—２１—２１

过房囡儿３３—４４—２１—２１酱油西瓜子３３—４４—２１—２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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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梧桐３—４４—２１—２１拆空老寿星３—４４—２１—２１—２１

入舍女婿Ａ．　１—４４—２１—２１瘌痢头儿子Ａ　．１—４４—２１—２１—２１

Ｂ．　 １—１１—１１—２３　 　　　　　　　　Ｂ．１—１１—１１—１１—２３

从上例可见，连调式各音节的调值实际上是首字单字调调值的扩

展，是单字调越出音节的范围把自身的调值扩展到其他音节上的

结果。这种声调的变化和一般的连读变调不同，它超出了邻接音

节的范围，具有非线性的性质。

这一由非线性音变产生的变调，由于是单字调的扩展，被称作

声调包络。又由于只出现在复合词中，也有人称作“ 词调”。就目

前所知，它见于汉藏语系诸语言和非洲诸语言，汉语中目前只见于

吴方言。根据已有的研究，和这种变调有关的规则可以归纳成以

下各点：

（１）单字调的调型可以从首音节或末音节扩展到全词，由首音

节扩展的叫右扩展（ Ｒｉｇｈ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由末音节扩展的叫左扩展

　（ Ｌｅｆｔ ）Ｓｐｒ ；ｅａｄｉｎｇ

（２）调型没有扩及到的音节叫做附加音节，在汉语中常常是一

个低调；

），汉语中必要时分高（ Ｈ（３）音高分（高 Ｈ）和（低 Ｌ ）、中（ Ｍ）、低

（ Ｌ）；

（４）分析单字调调值时需要考虑是否存在表层和底层的差别，

必要时按底层调值进行分析。

根据以上规则，上海话的上述连调式可以作如下的分析：

单字 调　　　　　　　　　　两音节　　　　三音节　　　　　　　　四音节　　　　　　　　　　五音节

Ｌ－Ｈ 　　　　　　　　　　－Ｌ

Ｈ－Ｌ　阴 平 ＨＬ 　　 　Ｈ－Ｌ－Ｌ Ｈ－Ｌ－Ｌ－Ｌ Ｈ－Ｌ－Ｌ－Ｌ－Ｌ

平阳 ＬＨ －Ｈ －Ｌ Ｈ－Ｌ－ＬＬ Ｌ－Ｈ－Ｌ－Ｌ－Ｌ

去声 ＭＨ　　　 　 ＭＭ －　 Ｈ－Ｈ －Ｌ　　　　 　Ｍ－Ｈ－Ｌ－Ｌ Ｍ－Ｈ－Ｌ－Ｌ－Ｌ

阴 －Ｌ Ｍ－Ｈ－Ｌ－Ｌ－Ｌ入 　ＭＨ ＭＭ－Ｈ Ｍ－ －ＨＨ －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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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Ｌ－Ｌ　Ｂ －ＬＭ． Ｂ．Ｌ－Ｌ－Ｌ－Ｌ－ＬＭ

从分析中可见：

（１）上海话复合词连调式的扩展属右扩展；

（２）音高分高、中、低；

（３）单字调调值的扩展分Ａ、　Ｂ两式，Ａ式在两音节时已经扩

及全词，从第三音节起都是附加音节（ ２１）；Ｂ式只见于首字阳入，

可以无限制扩展，但四音节以上也可以按Ａ式变调；

（４）阴入和阳入的单字调不按 ＬＭ，而根据调值分析成ＨＨ和

在连调式中的表现分析成ＭＨ和ＬＬＭ。　

述各种连调式，由于只是由有限的单字调上 调值扩展而成，多

数扩展到两音节，再以附加音节连缀，结构简单。而且去声和阴

入、阳平和阳入的单字调调型调值各各近似，首字去声和阴入的连

调式、首字阳平和阳入（ 四音节以上）的连调式实际上还可以合并。

因此这种性质的连读变调具有使方言中的变调由繁转简、形繁实

简的作用。

２．声调包络产生的原因

声调包络产生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方言或语言中声调

包络和声调本身同时产生。如藏语康方言木雅话本来没有声调，

日前则已经有５３和１３两个声调，同时也衍生出两类声调包络，各

有以下组成部分：５（３ＨＬ）、１（３１Ｈ）、 ＬＬ５（５ＨＨ）、１（１ ）。如：
５３两音节： ５５—５３ ｔａ（ 耳屎）　　　　　ｎａ

１１—５３　　　　　 ｄｏ（ 磨刀石）　ｄａ

５５三音节：１５５—５５—５３　ｔа ｍｉ ｍａ

据艾约瑟（Ｊ．　Ｅｄｋｉｎｓ《） 上海口语语法》（１８５５年）所记，

”。

Ａ．Ｌ－Ｈ－Ｌ－Ｌ阳入 ＬＬＭ Ｌ－ＬＭ Ｌ－Ｌ－Ｌ Ａ．Ｍ Ｌ－ＨＬ－－Ｌ －Ｌ

（ 元宝）

上海话阴入调是“ 短高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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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５—５３　 ｄ ｓｉａ ｅ （ 蚕ｍａ 豆）

但在已有声调的汉语中情况不同。如上海话中具有严整系统的声

调包络只见于中青年人口音而不见于老年人口音。老年人口音

（ 有六个调类）两音节连调式的规则如下表所示：

表中共生成十种两音节连调式。三音节、四音节等连调式可以由

。各不同音节的连调式对应如下两音节连调式扩展生成 ：

两音节　　　　　　　　三音节　　　　　　　　　　　　　　　　四音节

４４—５３ ４４—４４—５３　 　　１４４—４４—５５—２１

４４—４４—２１—２４４—４４—２１ １

５５—２１　 　　　５５—２１—２１　 　　　５５—２１—２１—２１

２３—４４　 　　　２３—３３—４４　 　　　２３—３３—３３—４４

２２—５５　 　　　２２—４４—５５

３４—５３　 　　　３４—４４—５３　 　　　３４—４４—４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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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４ ４４—４４—４４　　　　３３—５５—２１—２１

３３—５５—２１

２３—５３　　　　２３—４４—５３　　　　２３—４４—４４—２１

２２—４４　　　２２—－５５—２１　　　　２２—５５—２１—２１

３３—５５　　　　３３—４４—５５

１１—２３　　　　１１—１１—２３　　　　１１—１１—１１—２３

从以上情况可见，老年人口音中的两音节连调式，一部分由音节间

相互影响形成，后字仍在变调中起作用，一部分由首字调值扩展生

成，而且相当一部分首字调值可以扩展到第三音节，规律比较复

杂；四音节连调式基本上由三音节连调式扩展而成，大部分第四音

节为附加音节，但仍有一小部分采用无限制扩展，结构仍嫌复杂。

可见老年人口音的连调式还没有形成一个严整而简单的系统。显

然，从老年人口音到中青年人口音，上海话复合词的变调规律经历

了整化和简化，才基本上完成了向声调包络的发展。整化和简化

还和阴上高平调４４向去声３４的归并以及以４４为首字调值的连

调式消失有关。不过这一整化和简化也还是不彻底的，首字阳入

连调式Ｂ式的扩展方式仍然保留了下来，成为目前的声调包络式

变调中一个不协调的组成部分。

吴方言复合词的连读变调由音节间相互影响的一般类型发展

为声调包络，语音上的原因还不得而知。不过联系前述扬州话后

字轻声的音高和前字声调终点相近的现象来观察，可以发现扬州

话后字轻声和上海话声调包络（ 右扩展型）后字调值在同样取自前

字调值终点这一点上具有共同性，所不同的是前字在扬州话保持

了完整的调值，而在上海话只保留了调值的起点。由此看来，声调

包络（ 右扩展型）中除前字以外的音节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特殊的

轻声，声调包络是轻声现象的特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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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合音变调

汉语方言中还存在因音节合并而发生变调的现象。如福州话
５３１“ 牙齿”３ｉａ 　（ｋ‘－）中前字声母韵母和后字韵母声调合音成“ □”

２ ２１３ａ１３　“， 固”ｋｏｕ 和“ 再”ｔｓａｉ 中前字声母和后字韵母声调合音成
２１３ １ ５４“ 盖＊（”再）ｋａｉ ，阳江“话 果＊样（”这样）ｋ 中前字声　ｊｉε 母韵母声

１调和后字韵母合音“成 拱＊”　ｋｕ ，等等。合音中，如果后字是轻

声，合音字常常以前字的单字调或变调和后字的轻声合调。如获
１３ ２嘉“话路上”１ｕ　 合音成ｌｕ１３，厦门“话 拍唔见（” 　ｍ丢失）ｐ　‘ａ

２１ ２ ５１ｋ 中的ｐ‘ａ 　ｍ．合音成ｐ‘ａ （　 ｍ）等。从上述各例可见，合

音字的声调大多是原有各音节声调的加合。合音字的这种声调实

际上也是一种连读变调，可以叫做合音变调。

合音变调也见于一些方言的儿化韵和子变韵，具有一定的规

律。由于儿化韵和子变韵本身就是合音的产物“，儿”尾“、子”尾和

前字韵母合音时，原有两个音节的单字调或变调加合在一起，就成

为合音变调。比如延川话“ 儿”尾可以自成音节，也可以合音生成

儿化韵：

　３
～ ３２４阴 儿平 花 ｘｕａ ｘｕａｒ

３４ ３４３阳　　 　　　　 房 儿　　平 　　　 　ｆ　　　　　 ａ　 ｆａｒ
５３马上 儿声（ 清 ｍａ上） 　 ～ ５３ｍａｒ

２４（ 清去） ‘兔儿 ｕｔ ｔｕ‘
　３ ３ ４２４阴入　　　　 ｉ ３　　　　　　　角　 ～儿ｔ ｉε ｒ

５４ ５３阳入　　　　　　　　　　　笛 ～　儿ｔｉ ｔｉｒε ε

儿尾词中两个音节的变调，调型如果可以顺接，就合成儿化韵的降

调，不能顺接，就合成儿化韵的曲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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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可以叠用温州话没有儿化韵，但有儿尾词。“ 儿 并合音

（ 儿儿），表示特别细小或幼小。如：
４４ ２１２
　→ 猫 儿 儿 ｍ ４５ ２ｕ １猫 儿 ｍｕ

３１ ２３１ →羊儿儿ｊｉ３４羊儿．ｊｉ　２１
２２ ４５４５ 　 ２１２２２ →４媛 媛子儿儿ｊ子 ｙ儿ｊ ２２ｊｙ　ｔｓ３ｙ　ｔ ２ｓ２３１

簿儿ｂｕ →簿 ２
　　儿儿ｂｕ １３４

４２ ２
ｔｔａ → а矮 矮凳 凳儿儿 儿ａ

２
殿 →殿儿儿ｄｉ儿ｄｉ

“ 儿”和“ 儿”合音时的变调和前字后字阳平（ ３１）的复合词连调式

２１＋２２相同，２１＋２２合音后和阳入２１２相同（ 中青年人也读同阴

入３２３）。这一音变过程可以表述如下：

３１＋３１→２１＋２２→２１（２３２３）

运城话中子变韵的变调也和连读变调有关。子变韵的变调实

上就是两音节连读变调中际 前字声调和后字轻声的加合。（ 例见

第七章１３９页）

少数方言中动词也有这一性质的变调。如陕西商县话单音节

动词的声（调 或和韵母同时）发生变化，并成为长音节，用来表示动

作的完成貌。例如（ 括弧中的变调值是较早的一种记录）：
‘ ‘１２１ ５（３３２： ３１）阴 平 吃 ｔ →　ｔ

３５（１２１４１３５ ）阳平赔ｐ‘ｅｉ　 ｐ‘ａｉ：
５３ ：３（１５２３１）上 声 取 ｔ‘ｙ→　ｔ‘ｙε

：５５（１５５１）
去声病ｐ‘ｉａ５→　　ｐ‘ｉａ

动词发生音变从而引起语法意义变化的现象看起来像是一种屈折

方式的构词手段，但实际上是合音的结果。就韵母看，上述变韵应

该是基本韵母和一个已经消失了的后（缀 语法意义“和 了”相同）的

合音，这个后缀的韵母可能有一个低或半低的前元音（ 语音形式和

目前商县话的“ 咾”ｌａｕ不同）。就声调看，变调作为一个长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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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甚至是多重曲折）应该是前字声调和后缀轻声的加合，和延川

话儿化韵及运城话子变韵变调的情况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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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岁

。

附录：

晋中榆次、太谷、祁县、榆社、平遥、

介休、灵石、孝义方言语音特点简述

１９６４年夏，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师生在山西太谷进行方言调

查实习，以太谷师范学校学生为发音人 初步了解了晋中地区，

列八市县十二点的方言：（１）榆次（ 麻地沟）（，２）太谷（ 城关）（，３）下

祁县（ 大贾村），（４）祁县（ 城赵），（５）榆社（ 社城），（６）榆社（ 南河

底）（，７）平遥（ ０） 介杜家庄）（，８）平遥（ 岳壁）（，９）介休（ 义棠）（，

（ 东杨屯）（，１１）灵石（ 柳树村）（，１２）孝义（ 禅房头）。

简述十二个方言点声母、韵母、声调及其配合的主要特点。

声 母一

（ 一）声母总述

晋中方言 共有三十个声母，排列如下：

发音 人按文中１２个方言点顺序排列：（１）杨云枝，女，２２岁，（２）王传义，男，１８

岁，　（３）齐风英，女，１７岁 兰（，４ ，）　王玉 　 ，１８岁（，５）韩志清，男，１８女 岁（，６）王 钢 ，铁 男 １８

，　（ 高７） 汝 ，女　　　１７　 ，　（８）雷通岁 贤，男，２２ （，１０）李盛岁，（　９）岳桂娥，女．２３　 国 ２３岁 ，男

岁（，１１）李姣香，女，２０岁（，１２）任宝宁，男，２１岁　

本文地名中村镇只记第一字，同 县两点而情况相同或 县仅只点的，只记

县名，不注村镇

为行文简便，本文晋中方 限指八市县十 二点的方言　言 ，不包括晋中地区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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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布 步 ｐ‘ 怕 盘 ｍ门 木 ｆ飞 冯 ｖ闻 午

ｔ 到 道 ｔ ‘ 太 同 ｎ 南 怒 １ 来 李

ｔｓ增 争 ｔｓ‘ 仓 除 ｎｚ挠 ｓ苏 生 ｚ如 软

ｔ ‘ 　ｓＪ 启 区 ｓ牺虚基居ｔｓ

‘　　齿扯　　智 珍 　　 碾ｔ 社扇ｋ

　 ‘全精 丘　　　　 年硬 线晓九 ｔ

　 饿该 ｘ贵ｋ 化‘ 话 飞 冯案 开葵　　　　

二由晚远

双唇音ｐ、ｐ‘、ｍ和唇齿音ｆ的发音部位和北京音相同。ｖ是

与ｆ同部位的浊音，但摩擦较轻。声母ｆ、ｖ仅见于榆次、太谷、榆

ｖ社方言。如榆次“ 飞”ｆｅｉ“，无”ｕ 。

舌尖塞音ｔ、ｔ‘，鼻音ｎ，边音１是舌尖中音，发音部位和北京音

ｔ ｎγ，　 ‘骡”‘　ｕ“γ，相同 ｔγ“，妥”。如榆 挪” ｌ次“ 多” ｕγ。在太谷、榆

社（ 南）方言中，声母ｔ‘与齐齿韵配合时还带有腭化倾向，如太谷

。
“ 条”ｔＪ‘ｉ

舌尖塞擦音ｔｓ、ｔｓ‘和擦音ｓ也是舌尖中音，发音部位比北京音

要后。擦音ｚ是和ｓ同部位的浊音，但摩擦较轻。如榆次“ 栽”

ｚｓ ｕｔｓ“Ｅ，初”ｔｓ “ 鼻擦音”　ｎｚ是带有舌尖摩擦“，如”‘ｕ“”，私”

的鼻音。（ 详见下文）

带 、　ｔｓＪ和擦音ｓＪ见于祁（县 城）、有腭化作用的舌尖塞擦音ｔｓ

。ｓ榆 “，西”社方言，如祁（县 城“）基”ｔｓ“，启”ｔｓＪ‘

、卷舌音ｔ ‘　、 见于太ｓ 谷、祁（ｔ 县 城）、平遥、介休、灵石、孝义等

方言，发音部位一般比北京音要前，在太谷方言实际上还是顶音

。如“ ｔ 是ｔ遮 同部位” γ 的鼻音，， 见于平平 遥遥 、（ 杜） ，太谷

γ ｕ，介休、孝义方言，仅有少数（ 古娘母）几个字。如孝义“ 扭”

。“ 碾”

、、舌面音ｔ 是同部位的鼻音。比北京音部位后些 如

。ｔｔ ‘“榆次“ 鸡” “ ｉ “， ｉ，西”呢ｉ，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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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声母开口韵仅有 。零声母齐一个卷舌元音。如榆次“ 儿”

合撮韵都带有明显的同部位摩擦成分ｊ、ｗ、ч，如灵石“ 也”ｉＥ，

Ｅ“，“ 外”ｕ 远 ”ｙч

此外，晋中方言声母的送气成分送气强烈，发音部位因韵母等

、ч韵母前是ｘ呼而异：在开 ，合口韵及 在齐撮韵前是ｃ。如榆次

“ 太”ｔｘ “，Ｅ 批”ｐｃｉ。

（ 二）鼻音声母附带的闭塞成分

晋中方言的鼻音声母普遍带有一个同部位的浊塞成分，从而
ｂ构成整套的“ 鼻塞音 ｍ　ｕ“， 努””。如平遥（ 杜）“ 母” ｎｄγｕ，“　扭”

ｕ，“ 纽 ｄ” ｕ“，ｉ 我” ｉ。鼻塞音是同部位的鼻音的变读，不

构成独立的音位。它的存在有下列条件：

（１）念字方式：一般存在于单字慢读中，在快读和连读时闭塞

成分就消失。

（２）声母发音部位：在双唇和舌根部位较多出现，其他部位则

ｄ　 ，榆次、榆较少。如平（遥 杜）、孝义有ｍｂ 社、 、　ｎｄ、　　 ｄ、 　、　 介休

（ 东）有 ｄ、　ｍｂ、ｎｄ、 ，介（休 义）只有ｍ　ｂ、　 ，祁（县 大）只有ｍｂ、ｎ　ｄ、　

，祁（县 城）、平（遥 岳）只有ｍｂｍ。

（３）韵母开口度或调类舒促：在平（遥 杜）方言中多出现在开口

（；例见前）在孝义方言中经常出现度较小的元音前 在入声韵前，不

常出现在舒声韵 ，“　聂” ｉ ，“　额”“，纳”ｎｄ前，如“ 木”ｍ

；在平（ 前，如“ 木”ｍ 。遥 岳）方言中只出现在韵母

鼻音声母在灵石、太谷方言中具有另一种特点：单字慢读中，

声母持阻阶段的发音明显延长，听来似乎是在音节开首压入了一

个 。同部 如位 灵石“ 妹”ｍ的 ｍＥ声化韵ｍ、 “ｎ ，、 年，‘耐”ｎｎＥ ”、

舌 是同部位的鼻音根音ｋ、　ｋ‘的发音部位也比北京音后

ｏ。擦音ｘ是舌根小ｏ“ ｋ，考 摩如榆次“ ｏ“、袄”高”ｋ ”‘ 舌音，

擦性强，在太谷、榆（社 南）、介（休 义）方言中还带有同部位的颤音
Ｒ

ｅＥＥ　　　　　”色彩如太谷“ 害 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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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 这一特点在太谷方言中还扩及所有声母：边音、

“，三” ，擦音声母的情况和鼻音声母相同，如“ 良” 塞音和

塞擦音声母前则有一个明显的无声紧张阶段。）这种现象和“ 鼻塞

音”存在着内部的联系。以双唇音为例，ｍｍ和 可以看作是同

一个音变过程的不同阶段：先是声母ｍ的发音中持阻阶段延长而

成为ｍｍ，以后进一步在除阻阶段鼻腔的发音动作停止而成为

，从而完成了辅音的分裂过程。

（ 三）鼻音声母附带的摩擦成分

晋中部分方言鼻音声母在与舌面高元音和舌尖元音韵母（ ｉ、

）配合时，带有一个强摩擦成分作为后流，从而构成了一

系列的“ 鼻 “，女”擦音”，如榆社“ 米” “，牛” “。鼻擦

Ｚ ｚ音”的数量各方言不等，如祁（县 城）有ｍ、　（ｎ 在 韵母前），榆社、

ｚ ｚ介休（ 东）有（ 韵母前），（ｎ （ 齐撮ｍ 韵 韵前），平遥有母前）、
ｚｚｍｚ 韵母前）韵母前），（ （ｎ ，介（休 义）有（ｎ 韵母前，如“ 腻”）、

韵母前，如“ 鱼”），孝义有（ｎ（ ｚ开口韵前）、（ 齐撮韵前）、

（ 开口韵前）。此外“，鼻擦音”的摩擦成分在榆社、介（休 东）、孝义

方言中还可以和前述“ 鼻塞音”中的闭塞成分结合成为塞擦成分，

从而又构成了一系列的“ 鼻塞擦音”。这样，鼻音声母的面貌就变

。得极其多样化：

“ 鼻擦音（”“或 鼻塞擦音”）的摩擦成分在方言中强弱也不尽相

同。大致在祁（县 城）、偷社方言中稍弱，在平遥、介休、孝义方言中

较强，实际上已是摩擦较轻的 。但“ 鼻擦 （ 或“ 鼻塞音”辅音

擦音”）在多数方言中还只是同部位鼻音声母的变体，不构成独立

的音位，因此可以在音标中略去这些摩擦成分。但在孝义方言中，

、虽然 不构成独立的音位，但ｎｚ却和开合口韵配合，因而与

（ 沾水同部位的鼻音声母ｎ相对立，如“ ≠“挠” 饶” ）“， 沾 ”

（ ≠“ 南 “），女子” （ 女孩子）。这样，孝义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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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得有一个具有独立音位的“ 鼻擦音”ｎｚ。

（ 四） 化音ｔｓＪ、ｔ ｓＪ所体现的反腭化作用ｓＪ

腭化音ｔｓＪ、ｔｓＪ‘、ｓＪ见于祁（县 城）、榆社方言，只与两个韵母配

（祁、榆）合： ч（ “，榆 ｔｓＪч“）。 齐 ，居” 　，”如 ｔ“ 基 ｓＪ” ‘ ｓｔ Ｊ“ｓ 西”Ｊ、

ｓ　“ 区”ｔｓＪ‘ч“，须” ч。

腭化音ｔｓＪ、ｔｓＪ‘、ｓＪ来源于古精组止摄开口三等字、精见组蟹摄

开口三四等（字 祁、榆）、精见组遇摄合口三等（字 榆）的声母，是一

种特殊音变的结果。以下就各方言中上述精见组蟹止遇摄细音字

（ 以“ 妻欺”为例）和精组止摄开口三等（字 以“ 雌”为例）作一比较：

‘ｉ榆 雌ｔｓ‘次 等 ： 妻 欺 ｔ

祁县（ 城） ≠ ｔ雌 ｓ‘ｔｓＪ‘：妻欺

榆 社 ： 妻 欺 ｔｓＪ‘ ＝雌ｔｓＪ‘

妻欺 ｔ‘ ＝、平 （遥 介休 东 ｓ 雌ｔｓ‘

、ｔ以上的比较说 ‘、明，晋中部分方言发生过声母ｔ 　、（ｉ、ｙ）向ｔｓ

、
）转化的过程，平遥ｔｓ‘、（ｓ 、介（休 东）方言已经完成了这一过程，

祁（县城）、榆社方言的腭化音ｔｓｊ　、　ｔｓＪ　‘　、　ｓＪ则正好是这一过程的中间

阶段，它最好不过的说明了音变的具体进程。（ 严格说来，音变过

程是以舌面音齿化开始的，但音变发展的中间阶段更接近舌尖部

位，就目前音值来说已不是舌面齿化音，而是舌尖腭化音。）祁县

（ 城）、榆社、平遥、介（休 东）方言，与使上述精见组蟹止遇摄细音字

、 、、声 ｔ‘、的腭化作用相对， 声（母 ｉ、ｙ）转化使ｔ母转化为ｔ

为ｔｓ、ｔｓＪ‘、ｓＪ　以至ｔｓ、ｔｓ‘、ｓ的，实质上是一种反腭化作用，其具体表

现则为舌尖化。（ 一个特殊的现象是榆社方言中精组止摄开口三

等字以及知照组蟹止摄开口三等字声母反而向这种腭化音靠拢而

ｓ 。）混同，如前“例 雌” 因此，可以说晋中方言目前还存在着腭化

与反腭化的交替作用。这种交替作用在汉语历史演变中曾是普遍

存在的。大多数方言中一批舌尖音在古代腭化为舌面音（ 知组），

在近代进一步又转化为舌尖音，同时又发生了精见组细音字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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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舌面音的过程。这种舌面音的递变同样也是腭化与反腭化

交替作用的结果。腭化作用在汉语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肯定

的，反腭化作用也应当得到相当的重视。

二 　　韵 母

（ 一）韵母总述

下列韵母表，以榆次方言为例：

资 支 齐 以ｉ 故 午ｕ 雨 吕ｙ

爬 堂 架ｉＡ 讲 花ｕα 光

胆 三 酸短ｕ

河 丑 ｉγ 流 九γ ｕ 过 朵γ ｙ 锁 白γ

姐ｉ 解 脸 靴ｅ ｙｅ 远

盖 妹Ｅ ｕｅＥ怪 帅

费 魏 ｕｅ 雷 贵Ｉ

ｏ桃 烧 条 焦ｉｏｏ

心 星根 生 ｉ 魂 东ｕ ｙＵ云胸

ａ 色 辣 ｉ 落 刮百 铁 月劫ｕａ ｙａａ

欲直 木 ｉ 出？ 急 北 ｕ 郭 ｙ 浴

耳 二 ｎ你 白

以上榆次方言韵母共三十五个，其中单元音韵母 、ｉ、 、ｕ、ｙ

Ｅ、　ｅＩ、　、γ、ｅ以及 、 ｏ三组共六个，四组共十六个，复元音韵母

、　鼻尾韵 组共四个， ？两组共八个，声化韵ｎ一个，开塞尾韵ａ

齐合撮四呼俱全。

但与晋中其他方言比较，榆次方言韵类归并较多，韵母数量较

少，系统简单。一般说来，晋中其他方言比榆次方言多一组复元音

“，流ｔγｕ ”ｌｉγｕ；多一至二组鼻（韵 鼻尾韵母，如祁“县 斗” 韵或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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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年、娘”韵），如孝义“ 单、当” “， 关、光 ” ”

“，关“，年”，榆社（ 南“）单” “，当”“，全””

“，娘” “，光” 还有多数方言“ 姐“”、解”分（韵 ｉＩ≠

，半数方言“ 资 ），韵母数量都在四“”、知”分韵（ 十个以上

但塞尾韵平遥、介休方言中只有一组“，百“”、北”同韵，比榆次方言

简单

（ 二）高元音的舌位变化

晋中方言高元音的发音紧张，发音器官的接触面加大。这一

特点的一个结果是，前高元音ｉ，ｙ具有较强的活动能力，因而产生

了腭化和舌尖化两种语音作用。其中腭化作用指舌面与上腭接触

面的增大，其结果表现为前文所述各方言声母送气成分变为舌面

摩擦，如榆次“ 批” ，以及太谷 的轻微、榆（社 南）方言中声母

。愕化，如太谷“ 条”

舌尖化作用是接触面加大的发音器官两方由舌面与上颚转为

，从而导致韵母本身和部分声母发音部舌尖与齿龈 位的转移。这

音变作用所产生的 正是韵母ｉ、ｙ舌尖化的结果。（ 这韵母

，ｔ 转 以至一音变作用是和前述声母ｔ 化为

同步进行的。）在 和声母ｐ，　ｐ`，　ｍ，　ｎ，榆社、平遥、介（休 东）方言中，

ｔｓ，ｔ “，批”ｓ＇　 ，ｓ，ｚ配合，ｑ和声母ｔｓ，ｔｓ＇　 ，ｓ，ｚ配合，如平“遥 闭’

“，呢” “，基” “，’＂　米＇　 启” “， “，移”戏” “，居”

“ 须 “ 雨””．’取” 。在祁县（ 城）方言中， 还可以和ｗ母

“ 梯” “，配合，如“ 底” 。此外，在介休（ 义）方言礼”

中，这一音变作用仅有零星表现，“如 技”ｉｓ，但舌尖化作用还可以

。
进一步使个别字声韵转化为卷舌音，如“ 鸡” “，鱼”

高元音发音紧张，发音器官间接触面加大的另一个结果，是元

音发音时附带有一个同部位的摩擦成分。前元音ｉ，ｙ带有舌面摩

擦 “ 雨，如孝义“ 由” ” 后元音ｕ所带摩擦成分的部位

在各方言中略不相同，在多数方言中是双唇摩擦ｗ，在祁县方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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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齿摩擦ｖ，在榆次、太谷、榆社方言中这一摩擦成分则强化而转

ε εｅ 。，祁为 县 ，声母 舌榆次， 尖例如“ｖ 外”，孝义ｕｗ ｕ Ｖｖ 元Ｅ

音 所带摩擦ｚ极强，在祁（县 城）、榆社方言中正处于向声母转

或 ，化的阶段，“如 衣” 在平遥、介休、孝义方言中则是摩擦较

ｚ 。但二者在听感上轻的声母ｚ，如平遥“ 衣” 所差无多，统一标写

为声母ｚ。

部分方言中，高元音 在与某些声母配合时也表现ｉ、ｙ、、ч、

出强烈的摩 配擦成分。如榆社、介（休 东）、孝义方言中ｉ（、ｙ与

、，祁县（ 城）、榆社、平遥、介休、孝义方言中合时）的 与ｐ、ｐ‘、

。ｍ、ｔ、ｔ‘、ｎ、ｌ配合时）的ｚ，介（休 义）方言中（ 与 配合时）的

前文曾把这种摩擦成分和鼻音声母合同处理为“ 鼻擦音”，如介休

“ 腻 ［ ｉ　ｎ ［　］　“，鱼””　ｎ ］， γｕ］。但为榆社“ 牛” 　ｉγｕ　［

简化标音起见，前文除孝义方言ｎｚ外，“ 鼻擦音”一律作为鼻音声

母变体处理。同样，这里也不再设置下列不具独立音位的复辅音

声母ｐｚ、ｐ‘ｚ、ｔｚ、ｔ‘ｚ、ｌｚ了。但尽管作了上面的简化处理，榆社等方

言的ｚ，孝义方言的ｎｚ，榆次等方言的ｖ，仍然足以说明高元音所带

的摩擦成分可以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元音前衍生出辅音来。

（ 三）前响复元音的单化趋向

晋中方言前响复元音普遍有单化的趋向。以低元音为主要元

音的复元音（ 蟹一二、效），这一趋向表现得特别显著。以“ 来”、

“ 刀”两字韵母为例，复元音单化趋向表现为：主要元音与韵尾开口

、Ｅ、度逐渐接 ，祁县、介休（ 东）、孝义 ，平遥近，如太谷

、　 　（ 岳）、 ，平介 遥（ 杜）榆休 次Ｅ、（ 义） ｏ， ｏＥ ；、 或韵尾趋于弱

、　化，如榆（社 南）Ｅ、 ；或兼有上述两 ｏ　；或已转种表现，如灵石Ｅ

、
化为单元音，如榆（社 社） 。但以中元音为主要元音的复元音

（ 蟹三四、止、流），单化趋向仅在个别方言中有所表现，如榆“次 斗”

“ 流ｔγ ”ｌｉγ。如果比较晋中其他方言“ 斗“”、流”两字韵母：榆社、

γｕ ｉγｕｖ，太谷γщ　灵石、孝义γｕｗ、　 ，祁 、　县、平遥、介休γｕ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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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测榆次方“言 斗“”、流”韵母复元音单化的过程，还曾以复元音

韵尾元音唇形由圆趋展的变化作为前提。

（ 四）鼻音韵尾的消变趋向

音韵尾在晋中方言表现了弱化与消失的趋向。这一趋向又

因韵母历史来源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来源于古宕江摄的舒声

字，韵母以“ 当“”、江“”、光”三字为例，为鼻尾韵的有祁县、平遥

、 、　ｉ　、 　 、　ｕ　 ｉ　、 ｕ ，ｉ ，平、 孝ｕα （遥 义杜） ；（ 为岳 鼻） 化韵

、　、 ｉ、ｕ ，Ａ 、， ｉ、ｉ ｕ　 、的 灵石 ｕ ｕ（ 社榆社 ）有 ；介休（ 东） 为纯

ε、、　 、　ｉ 　ｕ口韵的有榆次 、　ｉ ，介 （休ｕ ）义 ，榆社Ａ、　ｕ ，太谷

、 。、ｕ（ 南） ｌ

来源于咸山摄的舒声字，韵母以“ 山“”、棉“”、关“”、全”为例，

、　 　、为 　ｉ （ ）鼻尾韵 ；的 为有孝 鼻义 ｕ 化、　 韵的有 、ｉ太 、谷ｙ

、Ｅ、， ， 、 、介（ 社 （ｕ 休 ｉ榆 东社 ） ｕｉ ）、 ：ｙ 为纯、 口ｕｅ ｙ、 韵ｙ

、 　 、　ｉ的有榆（社 南）Ａ、ｉＥ、ｕＡ、 ｅｙＥ，介（休 义） ｕ　 ｅｉ 、ε、 　ｙ ，ε 榆次 、　 、ｕ

还 ）　ｙ 、有同组韵母按等呼而有不同情况的，如祁县（ 大） （γ

（ （ （（ ｕ ， ｉ祁ｉ）　 （县 城 （）αｏ ）） ｕ　 ，、 ） 、ｙ　、 、ｉ 平）、ｕｕ ｙα

、 （ 、 、 （　 　ｉｅ（ ）　、　ｕｙｉ ｃｅ） ，　 平（遥ｕ 、 、　ｙｅ遥岳） ｉ ，杜 灵　 石） ｉ

） （、（ｅ ）、ｉ 　ｕ（ｉｅ ｕｅＩ）、　ｙｅＩ。

来源于深臻曾梗通摄的舒声字，韵母“以 本“”、银“”、东“”、永”

鼻尾韵的有榆次、平遥（ 岳）、灵石为例，为 、ｕ、 、ｙｉ ，太谷、

、 、平（ 介遥 杜 、）、 ｉ孝 ｕ ｅ义 ， 义）ｏ （休、 ｕ 、　 　 ；　 为ｏｙ 鼻ｙｅ 化

Ｉ、 。韵的有榆 、（社 社） ｉ ｕ 也有同组韵母按、ｙ 等呼而有不同情

、

、况的，如 ｅ ｙ、 ￣ 、 ｉｉ介（休 东） ｅ、 、 。ｙｉ ｕ ｅ 、，榆 ｉ（社 ｕ南）

综上所述，晋中方言鼻音韵尾消变过程的进行，在低元音后比

在高元音后快，在齐撮韵后比在开合韵后快。

此外，上述榆社方言中鼻尾韵还转化为鼻化或非鼻化的复元

音。其中 、榆（社 南）方言“ 本“”、东“”、当“”、江”的韵母 、ｕｅ ｅ 、

、 、 ｉ ，，恰好替代“ 、来“”、快“”、刀“”、交”即将单化的韵母Ｅ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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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完成旧有复元音单化而又由鼻尾韵转化出新的复元音这一系

。榆社（ 社）统替代的过程 方言“ 本“”、东”、‘当“”、江”韵母 、

在鼻化成分消尽后，亦将替“代、ｕＩ 来“”、快“”、刀“”、交”业

、 而完成上述已单化的韵母 、ｕε 过、ｉ 程。

（ 五）塞音韵尾的消变趋向

塞音韵尾的弱化也是晋中方言普遍的特点。韵尾？在弱化后

一般成为一个喉头紧张成“分 ，”，个别情况下也可能进一步消失而

使入声韵并入阴声韵。塞音韵尾的弱化有下列两种情况：（１）入声

字慢读时弱化，快读或连读时不弱化，如榆次阳入调字“ 鼻”　ｐｉ
　

（ 快读或连字读）、ｐｉ’（ 慢读）（；２）与韵母元音开口度有关，如榆

次 ａ类韵字快读或连字读时弱化为“ ，”，慢读时进而与舒声韵字

（ 慢读，易与上声“字 把混同“：拔”ｐａ’（１快读或连字读）、ｐａ ”ｐ

相混）。

（ 六）特殊来源的声化韵

（ｍ“ 松“”、孙”的晋中祁县方言具有两个来源特殊的声化韵：

韵母）、ｉ（“ｍ 云“”、雄”的韵母）。声化韵发音时，在双唇闭合的同

时还有明显的唇齿动作，（ 因此也可 ｎ以标写为 ）一般有一个、　ｉ

作为前流，并且事实上可以带有介音ｉ，从而可以按四呼过渡音

来分类。这种声化韵，按习惯处理为鼻尾韵 ｍ、　ｉｍ也许更为方

便。但是，这些韵母中前流音弱而短（，在大贾村方言中，以开口韵

ｓ零声母为条件，这个前流音还是不 ｓ　存在的，如“ 松”、“ 孙” ｍ，

“ 闻”、“ 翁”ｍ）鼻音强而长，即使是介音ｉ也没能改变它作为领音

　的特点。

声 ｍ、　ｉ化韵 ｍ所领是古臻曾梗通摄的合口字。参考其他方

、言和汉语的历史，祁县方言声化韵 ｍｉ 是当 由鼻尾韵＊ｕ

演变而来。这一音变过（　＊ｕｏ （＊ｉｕｏ）　、　＊ｉｕ 程显然是特殊的。但

不妨假设：鼻尾韵中介音ｕ的发音部位和鼻音韵尾的发音方法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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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元音弱化后相互融合，（ 凑巧的是现代祁县方言的元音ｕ和声

化韵同样带有唇齿作用）原鼻尾韵中弱化了的主要元音在声化韵

形成后则转化为前流音，并在一定条件下消失。以上过程试以音

ｕ→（＊ →ｕｏ ） ｍ标表示：＊ｕ → ｍ。

（ 七）鼻尾韵字文白异读所反映的阴阳对转

晋中方言鼻尾韵字的口语音可以以阴声韵为韵母，因而文白

读音构成了“ 阴阳对转”。这种现象限于古梗曾摄字和宕江摄字。

梗曾摄字的文白异读见于各地。以“ 生（”梗开二庚“）、星（”梗开四

青“）、兄（”梗合三庚）为例：

生　　　　　　　　星　　　　　　 兄

文　　　　　　白　　　　　　　文　 　　　白　　　　　 文　　　　　　　　白

ｓ 　　　榆次 ｓ ｉ　 ｙ ｙ　

ｓ ｉ 　　　ｓ太谷 ｉ　 ｙｏ ｙ　　

ｓ 　　　 　　祁（ 大 ）ｓｏ ｉ ｉｏ ｉｕ　　 ｍｉ

ｓ ｉ 　　ｓ ｉ ｉｕｍ

ｓ（ ｉ　　　　　 　平 社） ｓ ｉ ｓｅ ｙｉ ｏ　　　

ｓ（平 ｉｅ　　　　　岳） 　　　ｉｓ ｓｅ ｙｉ　
ｉ　　　（介 义） 　　ｓ ｉｅ ｙｅ

介（ 东 　）ｓ ｓｅｉ　　　 ｙｉ ｓч
　　　 　　灵石 ｉｓａ　 ｙｓ 　 ｉ　　 ｙ　

ｌ 　　　 　　　ｓ孝义 　　 ｉ 　Ａｓ ｙｏ ｙｉ　

各方言“ 星“”、兄”口语音韵母和蟹止遇摄细音（字 如“ 西“”、虚”）韵

母相同。但二等字“ 生”的口语音则表现了不够一致的对应。

宕江摄字的文白异读完整地表现在祁县、介休（ 东）、孝义方言

中。以“ 糠（”宕开一唐“）、两（”宕开三阳“）、窗（”江开二江）为例：

糠　　　　　　　　　两　　　　　　　 窗

文　　　　　　　　白　　　　　　　文　　　　　白　　　　　　　文　　　　　　　白

ｕ

祁（ 城） ｓ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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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县 ｌ‘ｋ ｌｋ‘ａ ｉ ｉａ ｔｓ‘ ｓｕ

　　 　 　　（ 　介 东） ｕ ｌｉ‘ｋ ‘ ｏ ｌ　 ｕｏ ｙｔｓｕ‘ ｏ

　　孝 　　义 ｌｋ‘ ｉ ｌｉｅｕ‘ｋ 　ｏ ｓｔ　 ‘ｓｕ ｕｏ

在介（休 东）、孝义方言中，上述例字口语音韵母和果摄（字 “如 科”、

“ 裸“”、左”）韵母相同。在祁县方言中“，窗”字口语音韵母和果摄

（字 “如 梭”）韵母相同，“但 糠“”、两”口语音韵母ａ、　ｉа则与果摄无

关。如果就榆次、 α、ｉ太谷 Ａ和 着眼，方言中“ 糠“”、两”韵母为 、ｉ

则祁县上述二字口语音韵母或系邻方言影响。但如果就灵石方言

中果摄字“ 哥”以ａ为口语音韵母，则可推测祁县方言果摄字或曾

有类似音值“，糠“”、两”口语音韵母似仍与果摄有关。

晋中方言目前梗曾摄字和宕江摄字文白异读中韵母音值差别

颇大，因“而 阴阳对转”的现象当是早期发生的。宋陆游《 老学庵笔

记（》 卷二）曾说“：四方之 ：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 ⋯⋯秦人讹青字，

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明陆蓉《 菽园杂记（》 卷四）也“说 山西人

（》 卷四）还引证刘攽《 诗话》⋯⋯以青为萋”；李汝珍《 音 “说 关中

这就说明晋中方言鼻尾韵文白异读中韵母的“以青为萋”。 阴阳

对转”是在北宋就已存在的、极其古老的 但这一现象目方音现象。

前就晋中地区来说正趋于消失：“ 对转”已只限于少数常用字，如

“ 蒸正整绳剩生甥声病明名命钉顶听井镜青星应蝇影盈兄”等，而

在受普通话影响较大的城市如太原，则所见更少。至于宕江摄字

文白异读韵母“的 阴阳对转”，目前只集中在祁县、介（休 东）、孝义

方言，其他方言仅见零星字例，如平遥（ 杜）“ 汤” 、　ｔ‘ｕｏ，平‘ｔ 遥

　ｚｕｏ（ 岳“）瓤” ｌｉε、ｌｕｏ。，介休（ 义“）两”

①转引自罗常培《 方音研究小史》．见《 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　１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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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声　　 调

（ 一）声调总述

晋中方言共有五个声调，以榆次方言为例：

平声 ２１ 题 时

上声 ５３ 体 以

去声 ３４ 弟 替 第

阴入 ２１ 滴 逸

阳入 ４２ 笛 食

平声是个似平的低降调，标为２１。太谷、祁县、榆社、孝义方

言中，平声的调型及升降幅度大致相同，标为３２或２１；灵石方言

平声是半高降调，标为４２。平遥、介休方言中，平声降的意味极

少，径直标为３３。晋中多数方言平声调领有全部古平声字；灵石

方言平声调只领有古平声浊声母字。

上声是个高降调，标为５３；在榆社（ 南）方言中略低，标为４２。

其他方言上声是降升调，一般起点比终点高，分别标为３１２、３１３、

４１２、４２３、５１２、５２３等，太谷方言起点略低于终点，标为２１３。降升

调中．音节的重点落在声调下降部分，其后的回升只是一个短而轻

的尾音。晋中多数方言上声调领有古上声清声母和次浊声母字；

灵石方言上声调还领有古平声清声母字。

去声是个似平的半高升调，标为３４。其他多数方言去声调型

及升降幅度大致相同，标为３４、３５或４５。太谷、灵石方言去声是

个高降调，标为５３。晋中各方言去声调所领都是古去声字和上声

全浊声母字。

阴入是个低降调，不很短促，标为２１。阴入的调型较有分歧：

或 次与榆 相同，如祁县、榆社、孝义、标为２１或３１，灵石为高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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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５２；或为平调，如太谷、平（遥 杜）、介（休 义）标为２２、３３、４４

等；或为微升调，如平遥（ 岳）标为２３。晋中多数方言阴入调领有

古入声清声母和次浊声母字，但平遥、介休方言阴入调只领有古入

声清声母字。

阳入是个半高降调，也不很短促，标为４２。榆社（ 南）方言阳

入调的调型调值相同。其他方言阳入都是降升调，多数起点也比

终点高，分别 降升调中，音节的重点也落标为２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１２。

在下降部分；但灵石方言阳入调起点略低于终点，标为２１３，音节

重点落在声调回升部分。晋中多数方言阳入调领有古入声全浊声

母字，平遥、介休方言阳入调还领有古入声次浊声母字。

晋中方言入声调不很短促，为与同调型的舒声调区别，一律在

声调 ２１。符号前加一个喉塞，如榆次阴入：

（ 二）人声调类的归并趋向

晋中方言阴入调和平声调、阳入调和上声调的调型调值普遍

相近，而入声调的不很短促使它们在音长上也接近起来。比较如

下：

平声　　　　阴入　　　　上声　　　　阳入

榆次２１　 　　　２１　 　　　５３　 　　　４２

太谷３２　 　　　２２　 　　　２１３　 　　３１２

（祁 大）３２　　　　３１　　　　４１２　　　４１２

（祁 城）３２　　　　３１　　　　３１２　　　２１２

（榆 社）２１　　　　３１　　　　３１３　　　３１２

（榆 南）２１　　　　２１　　　　４２　　　　４２

（平 杜）３３　　　　４４　　　　５２３　　　５１２

（平 岳）３３　　　　２３　　　　５１２　　　５１２

（介 义）３３　　　　３３　　　　４１２　　　４１２

（介 东）３３　　　　４４　　　　４２３　　　４１２

灵石４２　 　　　５２　 　　　３１３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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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义２１　 　　　２１　 　　　４２３　 　　３１２

在阴入和阳入调音高音长向平声、上声调各各靠拢的同时，晋

中方言还存在 韵消变趋向，榆次方言中阳入调ａ前述塞音韵尾的

“与 把”类字就已经与上声字趋于混同（ 如“ 拔”ｐａ ｐ ）可以想

见，这种趋向发展的结果，必将是各方言中阴入、阳入调字各各归

并入平声、上声调，从而在晋中出现一个简单的三调（类 平、上、去）

地区

（ 三）调值与快读慢读

晋中部分方言上声和阳入调类，在单字慢读和快读时具有不

同的调值。比较如下：

上声　　　　　　　　　　阳入

慢读　　　　快读　　　　慢读　　　　快读

祁（ 大）４１２　　　４１　　　　４１２　　　４１

祁（ 城）３１２　　　３１　　　　２１２　　　２１

榆（ 社） ３　１３　　４　１　　　３１２　　　４１

（介 东） ４　２３　　４　２　　　４１２　　　４１

榆次 　５３　　　 ５　３　　　４２　 　　　４

上述方言中，慢读的降升调可以在快读时转化为降调，榆次方

言中慢读的降升调（ 阳入）还可以在快读时转化为一个较促的平

调。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个调类在太谷、平遥、介（休 义）、灵石、

孝义方言中仅有降升调一值，在榆（社 南）、榆（次 指上声）方言中仅

有降调一值。如果把他们各看作是一个音变过程的起点和终点，

那就可以把上述祁县等方言中快慢读时调值互异的现象看作这一

音变过程的中间阶段。看来声调调值的演变方式，除自身渐变外，

还可以以快慢读异化调值作为过渡。

（ 四）降升调分裂字音的作用

晋中少数方言中降升调具有一种分裂字音的作用。榆社（ 社）

方言的降升调（ 上声慢读）使韵母ｉ分裂为ｉ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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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蟹些谐 姐解
っ（ 快读ｉ ） （慢、ｔ ｔ 读） ｉｉｉ Ｉ

孝义方言的降升调（ 上声和阳入）还使整个音节发生分裂：声调在

下降到最低点时，产生一个很强的喉塞切断音节，然后喉塞迅速解
４２ ２３　γｕ　］“　，石”ｓ除，声 ｔｓγｕ　［　ｔｓ调继续一个回升的阶段，如“ 走”

３１ １２　 。在音节为喉塞切割成二［ｓ 的同时，韵母也被有规律的分

裂：上声字韵母中（，１）高元音 、１、ｕ、ｙ）分裂为二、 （；２）齐单韵（母

音与韵分裂（；３ｕ 就介 ）开口韵（母 为Ａ、合撮韵（母 如ｉＡ ）即　 、　ｙ、　 ε

、 自身） 不 。阳入字韵母ε 分裂，但在喉塞前产生一个过渡音

则在按上述（ ２（）３）两项变化的同时，还丢失了入声韵尾，从而在音

节结构上与上声字完全一致。例如：
　２ ２３］ｔｓｌ［ｔｓ子
４２　

２３ｔ纸 ［ｔ ］

４２ ２３
ｔ‘ｉ［ｔ体 　ｉ］

４２ ２３
主 　ｕｔｓｕ［ｔｓｕ ］

４２ ３
ｔ‘取 ］ｙ［ｔ‘ｙ

４２ ２３ｉＡ［ｔ假ｔ 　Ａ］ｉ
４２ ２３］［　ｋｕ拐 εｋｕ

　２ ２３犬 ］［ｔｔ ｙ ‘‘ ｙ　
４２　 ２３［ ］耳

２２ ３把 ｐＡ　［　ｐ 　Ａ］

４２　 ２３
１老 ［ ］１

４２ ３喊 ］［　ｘ‘ｘ
１ ２食 ［ｓ ］ｓ
３１　 １２［ｐｉ鼻 　ｐｉ ］
３　 ２［　ｘｕ活 ｘｕ ］

上述例字无论就听感或发音动作来说，“都 像是两个字似的（”发音

人的话）。看来孝义方言中一个字确实可以念得像两个音节。但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97

这种特殊的音节结构毕竟只存在于降升调单字读音的条件下。上

声字和阳入字（ 没有快读）如果在连读变调中不再读为降升调，则

这一特殊现象也就消失，又各恢复了原有单音节的面貌。如“ 黑老
１１２ 中的“ 老”和“ 鼻”。既然鸦”ｘ １　 ｕＡ 　‘鼻 ｉ子２１， ”ｐ１ ｔ 音

节分裂的现象只是在降升调的条件下才发生的，本身并不具有辨

义作用，就仍然可以把上声字和阳入字看作单个的音节，以免在韵

母处理上复杂化。

降升调分裂音节的现象极其特殊，并不多见。（ 晋中太谷方言
１［　ｘｕ １２］。）尽管早也有类似现象，但限于阳入字，如“ 活”Ｘｕ 在

２０年 但仍然值得注意。代就已经有人提到这一现象，

晋中方言语音在系统上并不复杂，但在音值上却表现出了丰

富的特点，其中“如 鼻塞音“”、鼻擦音”、舌尖腭化音、高元音的舌位

变化、由鼻尾韵转化的声化韵、鼻尾韵字文白异读中表现的“ 阴阳

对转”、快慢读和调值的变化以及降升调分裂字音的作用，等等，都

值得再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①赵元任在《 现代吴语的研究》（１９２８年）中说，浙江黄岩方言“ 上声字单读时（ 尤

其是阳上），当中喉头关一关，作一个‘耳朵’音，把字切成两个音节似的”。又在《 Ｔｈｅ

Ｎ。ｎ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　。ｆ　Ｐｈ。ｎｅｍｉｃ　Ｓ。ｌｕｔｉ。ｎｓ　。ｆ　Ｐｈ。ｎｅ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９３４年）一文中具体说

明黄岩方言中的 ３１： ３：（］３１３：］实际 。见上变为［ 《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 》，ｉｃｓ 　Ｐ．　４１，

Ｎｗｅ　Ｙｏｒｋ，　１９５８）就标音看．它的具体读音和晋中孝义太谷方言有些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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