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比较闽语的观点论南朝江东方言齐韵的拟测

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吴瑞文

内容提要从《切韵》序、 《经典释文》序录和《颜氏家训·音辞篇》的记载可知，上古汉语到了六朝

时期，至少已经分裂为南北两个主要的方言群，一是北方的河北方言（邮下音系），一是南方的江东方言
（金陵音系）。 （丁邦新 2006: 69）根据梅祖麟（2001 、 2012）的假设，现代南方方言中的闽语、吴语

及北部赣语都存在一个江东方言的层次。在这个前提之下，本文准备构拟江东方言支、齐两韵的音值，使

用的材料主要是闽语，旁及吴语和相关方言。

关于闽语齐韵字的层次问题，由于现象相当丰富，早就吸引不少学者的注意。从事闽语音韵及层次分

析的学者如杨秀芳 (1982 ）、李如龙（ 1985 ）、张光宇（ 1990）、徐芳敏（ 1991 ）均曾注意及之。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方言材料的揭露与比较方法的进展，则有吴瑞文（2002）、秋谷裕幸（2002）和陈忠敏

(2006）等分别从音韵层次剖析、吴闽方言比较及整个南方方言的表现进行观察，并获致若干具体的结论。

在这么丰厚的前人研究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讨论相关的问题：第一、齐韵在闽语中究竟有几个语音层次？

第二、哪一个层次可以用来构拟六朝时期的江东方言？以上的问题涉及语音层次的辨析和方言层次与时间

的联系。在建构层次关系时，应当注意齐韵韵母在闽语内各次方言不同的条件分化。而在给方言层次断代

时，则可以参考词汇及语法的证据。

本文结论认为，从方言比较的证据来看，六朝江东方言的齐韵应构拟为＊－i~i 。

关键词共同闽语齐韵江东方言比较方法历史语言学

一、前言

1.1 前人相关研究

关于闽语齐韵字的层次问题，由于现象相当丰富，早就吸引不少学者的注意。从事闽

语音韵及层次分析的学者如杨秀芳（ 1982）、李如龙（ 1985 ）、张光宇 0990）、徐芳敏（ 1991) 

均曾注意及之。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方言材料的揭露与比较方法的进展，则有吴瑞文

(2002）、秋谷裕幸（2002）和陈忠敏（2006）等分别从音韵层次剖析、吴闽方言比较及整

个南方方言的表现进行观察，并获致若干具体的结论。比方吴瑞文分析闽语四等韵的层次，

指出齐韵有三个时间层次。秋谷裕幸考察南方方言的材料，认为闽语和处衡吴语中齐韵端／

精韵母有别的音读层次来自同一个早期方言。陈忠敏则是以闽南厦门为对象，更细腻地离

析出厦门齐韵字的语音层次，他的结论是齐韵在闽南语中共有五个层次。

在这么丰厚的前人研究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讨论相关的问题：第一、齐韵在闽语中

究竟有几个语音层次？第二、哪一个层次可以用来构拟六朝时期的江东方言？以上的问题

涉及语音层次的辨析和方言层次与时间的联系。我们认为，在建构层次关系时，如同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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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出的，应当注意齐韵韵母在闽语内各次方言不同的条件分化。至于在给方言音韵层次

断定时代层次方面，则不妨参考词汇及语法的证据。

1.2 本文的观点与方法

本文采取历史语言学的基本立场。西方历史语言学的经验及研究成果指出，藉由同源

词的寻找与比较，我们可以建立语言间的系谱关系，建立系谱关系后，我们可以由现在存

在的子代语言去建构已经消失的早期祖语。语言构拟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释语音的历时演变，

因此在进行构拟时，对于所构拟的音韵形式的每一个组成部件都必须有所交代，尤其重要

的是，要能从子代语言中看出构拟某个成分的必要性。本文将以闽语为材料，利用切韵提

供的框架，在齐韵（以平贱上去）内部寻找同源词，并运用比较方法来离析层次，建构各

层次的早期形式。

在进入讨论之前，先交代本文的音标标注方式。本文内文同源词例及例句均以国际音

标标注，声调则一律标写调类。对应关系为：阴平－1、阳平，2、阴上，3、阳上4、阴去－5 、
阳去－6、阴入－7、阳入忌。闽北方言有所谓阳平甲与阳平乙的区别，我们将阳平甲视同阳平，

标为 2，将阳平乙标为 9。标注语法例句时也标注调类不标调值，轻声字标为 0。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 1 节前言。第二 3、 4 节分别探讨齐韵字在现代闽南、闽东与闽

北方言的表现，并逐一分析音韵层次。第 5 节根据上述的闽语层次分析结果及相关的方言

构拟南朝江东方言的齐韵字，第 6 节说明闽语齐韵字的一个特殊对应的成因。第 7 节是结

论。

二、齐韵在现代闽南方言中的表现

2.1 闽南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 -ai 

脐
荔②

西

犀

婿

中古齐韵在闽南方言的第一类规则对应是－ai，同源词例请看下表：①

表 1

泉州 永春 东山 漳州 汕头
,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世 Iai6 Iai6 Iai6 

sail sail sail sail sail 

sail sail sail sail sail 

sai5 sai5 sai5 sai5 sai5 

揭阳

tsai2 

sail 

sail 

sai5 

①语料来源说明如下：泉州根据林连通 (1993）、永春根据林连通、陈章太（ 1989）、漳州根据林
宝卿 (1992）、马重奇（2008）、东山根据东山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 1994）及中崎干起（ 1979）、汕头
根据林伦伦、陈小枫 (1996）及 Fielde ( 1883 ）的汕头话音义字典、揭阳根据蔡俊明 0976）。
②荔有力智切与郎计切两个反切，前者为支韵去声，后者为齐韵去声。从音韵对应来看，闽南方言

的荔来自郎计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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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脐、西、犀、婿四个词都是中古齐韵精系字，分布的环境相当有限，不免让人怀疑这

个韵母的性质。底下根据相关学者对齐韵本字的既有研究成果以及我们对齐韵同源词的认

识，补充齐韵其他声母的例证：

一、杨秀芳（2002: 160-161 ）指出，闽南语的疑问方位代词 tai3 ui6，例如：

lw3 b~'l7 khw5 tai3 ui6？汝欲去底位（你要去哪里？）

其中用来表达疑问的 tai3，其语源是“底”。闽南语“底”作为疑问词的用法，在中古

以后的白话文献中时有所见，例如：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白居易《放言》五首）

底处双飞燕，衔泥上药栏。（范成大《双燕》）
从反切来看，底，都礼切，齐韵上声端母字，今闽南语读为 tai3 完全符合音韵规则对应。

二、台湾闽南语口语中表示事先、前头、带头的语词读为 tai6 Sil) 1 ，杨秀芳（ 1991: 

125 ）认为其语源为“第先”。 Douglas ( 1873: 471 ）则有：切i6 thau2, at first, formerly，本

字可写为“第头”。（徐芳敏 1991: 106）第，特计切，定母齐韵去声字，次第也，在闽南

语中读为 tai6 亦完全符合音韵规则。

三、除了以上两个语源，本文根据台湾闽南语增加一个新的例证。在台湾闽南语口语

中，有一个表示“算了”的语词沪剧5，用例如下：

lw3 kam3 ba'l7 khw5? na?8 bo2 tio?8 沪ai5 。

汝敢欲去 若无着［算了］

你要去吗？若不要就算了。

泸ai5 还可以用在动词前，表示对动作的否定，相当于“别”、“不要”。例如：

p1J6 tsw3 ho3 aO, bo2 ai5 tsia?8 tio?8 沪剧5 tsia?8 ! 

饭煮好矣，无爱食着［别］食

饭煮好了，不想吃就别吃！

我们认为台湾闽南i吾中表示“算了”、“

韵》，替，他计切，废也。在上古汉语文献中，替作为废弃或罢黝解释，是最为普遍的用法，
例女口：①

勿替敬典，听肤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尚书·周书·康浩》）

孔惠孔时，维其尽之。子子孙孙，勿替引之。毛传：替，废。 （《诗经·小雅·谷风

之什·楚茨》）

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左传·倍公

七年》）

以上诸例句的“替”都可以“废弃”或“罢黠”来解释。

现在我们回到台湾闽南语例句的词汇语义分析。所谓“na?8 bo2 tio ?8 沪ai5”（若不要

就算了），正是指若对某事没有意愿，就作罢（不作为），这里的沪剧5 居于主要动词的位置。

至于“bo2 ai5 tsia?8 tio?8 沪ai5 tsia?8”（不想吃就别吃〉，沪ai5 后面带着一个主要动词，由
于 thai5 原先的语意是废弃，就语意而言，废弃某个行为便相当于否定某个行为，这时的 thai5

可以分析为一个表否定的副词，动词演变为副词是相当自然且常见的虚化现象。

①本文凡引用古籍文献，皆根据台北中研院《汉籍电子文献：瀚典全文检索系统》，特此说明并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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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切来看，他计切的替为齐韵去声透母字，今闽南语读为 t11ai5 完全符合音韵规则对

应。

由以上的同源词例及齐韵底、第、替三个词的本字考证，我们认为齐韵在闽南语中确

实存在一套读为－ai 的音韵层次，同源词例包括精系与端系。这个层次在共同闽南方言的早

期形式可以构拟为＊－ai 。

2.2 闽南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二：－ue/-e/-oi

闽南方言中齐韵的第二套规则对应有几个不同的语音形式：”ue、－e 与－oi。请看以下同

源词表：

表 2

泉州 永春 东山 漳州 汕头 揭阳

批 phuel phuel phel phel phoil phoil 

蹄 饥ie2 tue2 te2 te2 toi2 toi2 

底 tue3 阳e3 te3 te3 toi3 t5i3 

体 thue3 thue3 the3 the3 thoi3 thoi3 

替 thue5 thue5 the5 the5 thoi5 thoi5 

第 te6 te6 t5i4 韵！ toi4 

犁 lue2 lue2 le2 le2 loi2 loi2 

齐 tsue2 tsue2 tse2 tse2 tsoi2 tsoi2 

洗 sue3 sue3 se3 se3 soi3 soi3 

细 sues sue5 se5 se5 soi5 soi5 

糖 tsue5 tsue6 tse6 tse6 tsoi6 tsoi6 

鸡 kuel kuel kel kel koil koil 

溪 khuel khuel khel khel khoil khoil 

契 khue5 khue5 khe5 khe5 khoi5 khoi5 

以上同海调中需要说明的是底和糖。

一、，一般而言，闽南语中读为 tue3/te3 /toi3 的底，至少有两个主要用法。以台湾闽南语

为例，底阳e3 可以用为：（ 1 ）方位词缀，例如里面 lai6 tue3、下底 e6 tue3、水底 tsui3 阳e3 。

(2）询问词，例如： lw3 b~?7 khw5 阳iO? C汝欲去底，你要去哪）此处的底由于位于句末，

因此读为轻声。比较上二节谈到的底 t出3，我们可以发现，底 tue3 和底 tai3 都可以用作询

问词，但只有底阳e3 能用为方位词缀，底 tai3 没有这个用法。

二、闽南语中表示数量多的形容词是 tsue5/6 、 tse6 与 tsoi6，一般写作稽。①《说文》
载：糖，获刘也。段玉裁注谓：“获刘谓获而变之也。……糖，谓己刘而遗于田未敛者也。”

从段注来看，糖至少有谓词与体词两种释义。其中谓词的用例不见于先秦文献，体词的用

例见于《诗经·小雅·甫田之什·大田》：

·、

①事实上，闽语表示多的词汇基本上是同源的，亦即“横”，详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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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有不获樨，此有不敛糖。孔颖达疏：稿者，禾之铺而未束者。

又，根据《广韵》，糖，在诣切，刘禾把数。《仪礼·聘礼》谓“四秉曰笛”，郑玄注谓：“四

秉为笛，谓一稿也。”今闽南语表“多”的语意，可能来自体词或量词的语意延伸。至于就

音韵规则而言，则是对应相当准确的同源词。

观察以上齐韵在闽南方言第二套规则对应的语音形式，闽南的泉州系方言是介音加上

主要元音的 MV 结构，漳州系方言是单元音的 V 结构，潮汕系方言则是主要元音加上元音

性韵尾的 VE 结构。这个现象说明，齐韵第二套规则对应应当构拟为一个同时具备介音、

主要元音和元音性韵尾的 MVE 结构。关于齐韵这套规则对应的构拟，己经有不少学者（如

洪惟仁 1996、陈忠敏 2006）提出看法，本文将于下文一一检讨，并提出我们的意见，这里

暂时保留。

2.3 闽南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三：－e/-i

闽南方言中齐韵的第三套规则对应是，e 或－i，从各方言既有的文白异读线索来看，读为

-e/-i 的形式属于文读音。请看以下同源词例：

表 3

泉州 永春 东山 漳州 汕头 揭阳

迷谜 be2 be2 (be2) (be2) mi2 mi2 

蹄 te2 thi2 提 thi2 提

底 te3 te3 ti3 ti3 ti3 

体 the3 the3 thi3 thi3 

替 the5 ti5 

涕 the5 the5 thi5 thi5 thi5 

犁伊～ li2 韵！ li2 韵！ li2 li2 

妻 tshel tshel tshil tshil 

齐 tse2 tse2 tshi2 tshi2 

西～瓜 sel sel sil sil sil sil 

洗 se3 se3 

鸡 kel 

溪 khel khel 

启 khe3 khel khi3 khi3 

继 ke5 ke5 ki5 ki5 

计 ke5 ke5 ki5 ki5 

根据上表，齐韵第三套规则对应的表现是：在泉州系方言都读为单元音－e。在潮汕系方言

都读为单元音－i。至于在漳州系方言，则是唇音读为－e，非唇音读为－i，由于唇音的－e 与第

二套规则对应相同，不大容易判断是条件分化或是文白竞争。

从以上闽南各次方言的表现来看，我们接受陈忠敏（2006: 798）对齐韵文读音韵母的

看法，将之拟测为＊吃i。另一个应当说明的是，共同闽南语文读音的＊唱i 是否会与 Norman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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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共同闽语韵母系统造成冲突昵？由于 Norman 所构拟的共同闽语，其性质并不包含
文读音系统①，因此这里给齐韵文读系统拟测的＊ei 基本上与共同闽语的白话音系统不相干

涉。更进一步来看， Norman 所构拟的共同闽语系统中并没有＊－ei 这个韵母，所以不存在与

Norman 系统中的＊－ei 形成冲突的问题。②

2.4 齐韵在闽南方言中的零星对应

除了以上三套规则对应之外，齐韵在闽南各次方言中还有若干常用的同源词有特殊的

对应形式。底下分别说明。

2.4.1 零星对应形式一：国i

在闽南各次方言中，至少有四个齐韵字一致地读为前高元音“i，请看以下同源词例：
表 4

泉州 永春 东山 漳州 汕头 揭阳

米 bi3 bi3 bi3 bi3 bi3 bi3 

啼 thi2 thi2 thi2 thi2 thi2 thi2 

弟。 t11i'n thi'l7 thI5 thi5 thi5 t11i5 

弟 ti4 ti6 ti5 ti5 ti4 ti4 

剃头的剃在泉州系的方言读为带喉塞音的泣，声调是阴入：在漳州系的东山读为鼻化音 I,
我们认为这是后起的音变，漳州和潮汕系的方言保留原来的读法。

2.4.2 零星对应形式二：－ui
现代各闽南语次方言中，属于齐韵端系的梯字都读为，ui。与之可以等同看待的现象是，

蟹摄开口一等见系字的开，在用作开启义的动词时，也读为同一个韵母－ui。同源词例如下：
表 5

泉州 ｜永春 ｜东山 ｜漳州 ｜汕头 ｜揭阳
梯 I t11uil I thuil I t11uil I thuil I thuil I 州1
开 I khuil I khuil I khuil I khuil I khuil I khuil 

由此看来，－ui 属于一四等同形的韵母，但例字不多。目前由于可供建构层次关系的材料太
少，不容易判断该层次确切的时间。从上古音来看，开属之部而梯属脂部，我们暂时认为

这是上古之、脂两部合流之后的某种变体。

2.5 闽南方言齐韵字的层次

归纳以上几节的分析，现代闽南方言齐韵字的层次如下：

①有关共同闽语拟测的性质及其内容，可参看 Norman ( 1979）的说明。
②参看 Norman (1981: 35 ）的韵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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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音韵形式 帮 端 精 见

齐韵 I 白话 -al + + 

齐韵 II 白话 -ue/-e/-oi + + + + 

齐韵III文读 -e/-i + + + 

齐韵零星对应 -1 + + 

从声母分布来看，我们认为齐韵在闽南方言中至少可以离析出三个特别显著的语言层，

其中有两个是自读层，一个是文读层。至于第四栏的零星对应，主要是指“米啼弟剃”等

同源词，从中古音的架构来看，以上四个齐韵的同源词分布在明母和端系，其中“米”字

在闽东各次方言的对应均为 mi3。①从比较拟测的角度来看，显然“米”在闽南及闽东的共
同祖语应当是＊mi3。除去“米”这个词，其他三个同源词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层次实

在不无疑问。（参看秋谷裕幸 1996、杜佳伦 2011 ）对齐韵在闽南语读－i 的音韵层次问题，

我们暂时采取藏拙的办法。

三、齐韵在现代闽东方言中的表现

3.1 闽东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一：－ai

齐韵在闽东方言的第一种规则对应是读为－ai，请看以下同源词表②。
表 7

拓荣 寿宁 宁德 闽清 永泰 福清

脐 tsai2 tsai2 tsai2 sai2 tsai2 tsai2 

婿 sai5 sai5 sai5 sai5 sai5 sai5 

梯 th ail thai l③ thail th ail thail 

根据上表，端母字的“梯”在以上各闽东方言中都读为－ai，与同韵的精系字有相同的韵母，

这个线索说明两件事：第一、齐韵字在闽东方言中也是一个独立的音韵层次。第二、从同

源词的观点而言，闽南方言的梯沪uil 的前身可能与闽东方言相同，正是＊泸州。④

以上三个同源词例都是相当常见的口语词，它们在共同闽东方言中可以构拟为＊－ai 。

①参看林寒生（2002：“，词条 572 “买米”），闽东福州、长乐、福清、永泰、古田、福安、宁德、
寿宁、周宁、福鼎等方言的米均读为 mi3 。
②语料来源如下：拓荣县地方志编寨委员会（ 1995 ）、寿宁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 Cl992）、宁德市

地方志编篡委员会（ 1995）、闽清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 (1993）、永泰县地方志编寨委员会 (1992 ）、

福清根据冯爱珍 Cl993 ）。
③这条材料根据《宁德市志·方言志》同音字表补入。
④张光宇 Cl996: 180）主张闽南语的齐韵音值可以假定为＊吼，闽南语梯的演变是经历了以下过程：

*ai > oi > ue > ui。这个说法等于承认不同的规则对应（亦即不同音韵层次）之间存在演变关系，就方法论
而言，本文的基本立场与张文不同。另外，现有的语言证据也不足以支持梯必然经过张文设定之演变过程。
总之，本文对此存而不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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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闽东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二：”ie/-i

齐韵在闽东方言的第二套规则对应为－ie 及其变体斗，请看以下同源词表：
表 8

拓荣 寿宁 宁德 闽清 永泰 福清

批信 phiel phiel phil phiel phiel phiel 

啼 thie2 thie2 thi2 thie2 thie2 t11ie2 

底 tie3 tie3 tie3 tie3 tie3 

弟。 t11ie5 thie5 this thie5 thie5 t11ie5 

弟 tie6 tie6 ti6 tie6 tie6 tie6 

鸡 kiel kiel kil kiel kiel kiel 

契 khieS khie5 khi5 khie5 khie5 khieS 

以上同源词例中需要说明的是底。闽东方言的底普遍都有三种用法。为减省篇幅，以拓荣
方言为例，这三种用法分别是：

(1 ）底作为主要动词，意为进、入。①
tsia?7 si6 IJUai6 kuo?7 tie3 li2 keO xuo?7 

者是外国底来其货
这是外国进口的货。

(2）底作为方位词缀，意为里面。 siaIJ2 tie3 ，城里。
(3）底作为询问词。 t倪。3，谁。

t叫3 是询问词底 tie3 加上侬 1岱1)2 的合音形式，参看永泰 tie3 rwyt)2 底侬、福清 tie3 n0IJ2 

底侬。
从中古音的框架来看，这类规则对应只出现在帮系、端系与见系之后，不杂一个精系

字与来母字，这个现象相当有启发。我们将于下文指出，闽东方言齐韵字经历过条件分化。
根据上表 8，这些齐韵字多数闽东方言都读为－ie，宁德则读为－i。我们推测宁德发生了

以下的音韵演变：＊－ie > -i 。
这个演变的性质是韵母成分的简化。就闽东方言内部而言，上述音韵变化是个别方言的零
星表现。不过参照上一节闽南方言的讨论，不难发现［ *-ie > -i］这个韵母简化的演变是闽
南方言得以独立为一支大方言的共同创新。这个现象给我们的启发是，相同的音韵变化，
具体落实在语言分化上，会获得不同的诠释。

附带一提，本节讨论的这批同源词，在闽东霞浦方言一律读为 e，例如：②

①某些材料将表示“进入”的 tie3 写为里外的里（里），里是止摄之韵上声来母字。把闽东方言的
tie3 写作“里”所面临的问题是：第一、中古来母字在闽东方言的基本对应是 1－，在声母上不容易解释 l
如何演变为 t－。第二、闽东方言可基本区别中古支韵与脂之两韵，支韵读为－ie，脂之两韵读为－ei C/-D 。
另外，闽东方言的－ie 韵母还有来自蟹摄三四等的字，四等齐韵在上文已经看到不少同源词例，三等字有：
例M、祭 tsie5、世ω、势创等－显然闽东方言的支祭齐三韵与脂之两韵有分别。基于以上的考虑、，
我们认为闽东方言表示“进入”的 tie3，其语源是蟹摄四等齐韵端母上声字的“底”而非“里”， ~T词
显然经历过语义变迁。
②语料根据霞浦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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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浦

批信

phel 
啼

the2 
底

te3 

弟。
the5 

弟

te6 

这个规则对应清楚地显示霞浦发生了以下的音韵演变：＊－ie > -e 

鸡

kel 

从演变的两端来看，霞浦方言是丢失了介音成分干，也是韵母简化的一种。

契

khel 

归纳起来，闽东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二应当拟测为札ie，多数闽东方言今读是保留早期
形式，宁德与霞浦则运用了不同的韵母简化策略。

3.3 闽东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三：－e/-e

闽东方言齐韵的第三套规则对应是吃／ ·ε。请看以下同源词表：
表 9

拓荣 寿宁 宁德 闽清 永泰 福清
西 sε1 sε1 sε1 sel sel sel 
洗 sε3 sε3 sε3 se3 se3 se3 
细 sε5 sε5 sε5 sa5 se5 se5 
糖 sε6 sε6 sε3 调！① sa6 se6 se6 
犁 lε2 lε2 lε2 le2 le2 le2 

从同源词比较的角度来看，以上例宇包括动词洗、表大小的细、表示“多”的横，这些都
是重要的基本词汇。特别有启发的是，“衡”基本上是闽语特有的词汇，不见于其他方言，
在音韵层次上应属同一层次。由此观之，以上这批同源词是与闽南方言－ue/-e/-oi 这类韵母
相应的音韵层次。

再者，从中古声母的框架来看，这类对应只出现在精系声母及来母之后，我们认为－el－ε
这套韵母是与上一节批弟鸡契－ie/-i 互补的形式。以拓荣方言为例，这两类韵母互补的情况
如下：

拓荣 帮 端 精、来 见
齐韵韵母 -1e -1e －ε ” 1e 

整体来看，我们认为共同闽东方言的齐韵字可以构拟为＊－iε 。

3.4 闽东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四： ·ε

齐韵的第四套规则对应是·ε，这类韵母一般都是以文读音的形式出现。请看以下同源
词表：

①沙平（ 1999: 284）已经指出，宁德方言的阴上跟阳去都是降调，前者为 42 后者为 52，部分古全
浊的上声与去声字都读为阴上。根据我们对宁德城关方言的调查，宁德方言有~上与阳去归并为一类的m
象，并且这个归并目前只发生在阴声韵，但不是非常稳定。换言之，从历时的观点来看，这里宁德的稿 s;3
更早之前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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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拓荣 寿宁 宁德 闽清 永泰 福清

弟 tε6 tε6 tε6 te6 te6 te6 

啼 tε2 tε2 thε2 the2 t11e2 the2 

婿 sε5 sε5 sε5 se5 se5 

齐 tsε2 tsε2 tse2 脐 tse2 脐 tse2 月齐 tse2 

溪 khεl khε1 khε1 khel k11el k11el 

倪 qε2 qε2 。ε2 IJe2 。e2 IJe2 

根据上表，我们发现－ai 韵母的脐、婿两字有文读音形式：－ε，这说明－ai 是相对较早的白话

音。同理，”ie 韵母的弟、啼两字也以－ε 作为文读音，这也说明－ie 本身的性质是白话音。这

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西洗细犁”等原先读为－ε 韵母的同源词没有文臼异

读，这里的问题是：“西洗细犁”等词究竟是属于文读音还是白话音？我们的看法是，就吃

这个韵母形式而言，同时兼具文读与白话的性质，“西洗细犁”等词之所以没有文臼异读，

正是因为文读音与白话音已经折合为同一个形式：吧。

3.5 闽东方言齐韵字的层次

归纳以上几节的分析，现代闽东方言齐韵字的层次如下：

表 11

音韵形式 帮 端

齐韵 I 白话 -al ·. + 

齐韵 II 白话 ”ie 非精来1-e 精来 + + 

齐韵III文读 ’ε - 十

精、来 见

+ - 
+ + 

+ +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现代闽东方言也与闽南方言一样，可以离析出三个

显著的音韵层次，其中有两个是白话层，一个是文读层。与闽南方言不同的是，闽东方言

第二层齐韵 II 根据声母的性质，进行了有条件的音韵分化：

＜ε I [+TS,L］一

ie I ［一TS,L］一
也就是说，共同闽东方言的飞iε 韵母在舌尖塞擦音与流音的环境下直接丢失了介音成分［i]'

在非舌尖塞擦音与非流音的环境下则包持介音成分［i］，之后这个前高介音［i］促使元音高化

为［吨。
另外，闽东各次方言也存在齐韵读为 i 韵母的同源词，那就是“米”。从同源词的角度

来看乃是孤例，附记于此。①

①参看第 2.5 节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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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齐韵在现代闽北方言中的表现

4.1 闽北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 －ε／－e/-ie 

闽北方言齐韵的第一套规则对应是，从同源词来看，闽北方言只残余两个同源词例①：
表 12

脚
一
四
向

脚
一
旦
阳

｛
女

出
一
那

研
一
眨
向

U
E眨J
m

闭
一
脐 tshie2 

闽北方言的“闭”用在把火闷熄、关灯等谓词，还有复合词“闭气”，指呼吸不顺畅。〈分
别参看李如龙、潘渭水 1998、李如龙 2001 及秋谷裕幸 2008）从音韵对应来看，这是准确
的同源词例。

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就韵母结构而言，崇安方言（今武夷山市〉以外的闽北方言都是
单元音的 V 结构也1-e，只有崇安方言是 MV 结构－ie，这个现象应当如何解释？底下列出崇
安方言，ie 韵母的几个词例，并同时放入闽北建阪、闽东拓荣、闽南泉州来一起参照z

表 13
菜之： D台 来之：日台 栽之：哈 眉脂：脂 狮脂：脂 脐脂z 齐

崇安 tshie5 lie2 tsiel mie2 siel tsie2 
建E瓦 tshε5 lε5 tsε1 Cmi5) sε1 tshε5 
拓荣 tshai5 (li2) tsail mai2 sail tsai2 
泉州 tshai5 lai2 tsail bai2 sail tsai2 

观察以上同源词表，可以发现崇安方言－ie 韵母就中古音的框架而言，跨越了中古一等、三
等和四等；就上古音格局而言，则是之部与脂部合流。这样的音韵特征，显示这类对应是
上古以后，中古以前的格局。（吴瑞文 2002、陈忠敏 2006）把闽北的现象与闽东拓荣、闽
南泉州联系起来，可以清楚发现以上六个同源词对应的是－ai 韵母。

整体而言，我们将以上同源词例构拟为划，这个韵母在上述四个方言的演变如下：
/ ai 拓荣

..,..........*ai.－：一－ ai 泉州

与i<

". ie 崇安

就共同闽语早期形式与i 而言，这个形式在闽南和闽东保持祖语的 VE 结构，并且主要元音
是 a。至于闽北，大多数的闽北方言没有元音韵尾 i，同时主要元音是 ε 或 e。至于崇安则

①语料来源如下：建阳、崇安根据李如龙（2001 ），建E瓦根据《汉语方音字汇》，石阪、镇前、油
口根据秋谷裕幸（2008 ）。

甲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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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生了成分换位（metathesis ）的特殊变化气形成了目前看到的 MV 结构，但其韵母的

主要元音也是不低的 e。

归纳以上闽北方言的现象，我们将［闭脐j 两字在共同闽北方言中的韵母拟测为＊εi,

理由是根据以上同源词例证，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把它们拟为舌位最低的 a 元音。

从共同闽语的观点来看，闽北崇安方言的变化如下：

共同闽语 共同闽北 崇安

*ai 
-- 

＞民ε1 > ie 

而由共同闽北的＊εi 往下看，建阻、迪口是直接丢失韵尾－i，建阳、石阪、镇前则是使得元

音高化后消失，也就是：气i>e 。

4.2 闽北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二：－ail －ε 

闽北方言齐韵的第二套规则对应绝大多数是“ai，少数为吧。先观察以下同源词表：

表 14

建E瓦 建阳 万层兰飞Z尘＞＜ 石阪 镇前 边口

底 tai3 tai3 tai3 tai3 tai3 tε3 

替 thai5 hai6 hai5 t11ai5 t11ai5 thε5 

肺 tai5 tai2 tai5 tai5 tai2 tε2 

犁 lai5 Cbi2) lai2 lai5 lai2 lε2 

泥 nai5 nai2 nai5 nai2 nε2 

西 sail sail sail sail iail 4ε1 

齐 tsai3 lai9 C lei2) dzai2 (t♀i9) tsε9 

精多 tsai6 lai6 lai6 dzai6 tsai9 tsε6 

洗 sai3 sai3 sai3 sai3 iai3 4ε3 

细 sai5 sai5 sai5 sai5 iai5 4ε5 

鸡 kail kail kail kail kail kε1 

溪 khail khail khail khail khail khε1 

契 khai5 (khie5) khai5 khai5 (khie5) khε5 

观察以上同源词例，这些词在共同闽北方言的形式可以构拟为＊吼，迪口的 E 是后起的演变。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是，比较上一节的同源词例，可以清楚地发现迪口的 ε 其实是两种不同

规则对应韵母合流之后的形式。

建E瓦 崇安 迪口

层次 I *-ai －ε 
层次 II *-ai -ai 

ρ
L
V－
U
H
 

---
AFrt· -- “ε 

－ε 

①根据我们的观察，成分换位（metathesis）这一演变还发生在闽语的山摄开口二、四等字，从这个
演变的早期形式来看，闽语中的成分换位应当是以舌尖音韵尾如－i (<*-d）、－n、－t 为条件。山摄开口字
的情况可参阅吴瑞文（2012）的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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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演变的结果来看，共同闽语中两个不同层次的＊－ai 韵母以上三个方言中其实有两种演变

的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层次 I 的＊也先发生某种演变，层次 II *-ai 的前身才变读为＊钮，于是

形成两类音韵层次的对立。比方建阪与崇安分别发生了以下 RI 与 R2 的变化：

建E瓦 崇安

RI *-ai > －ε ＊－ai >”ie 

R2 X > -ai X > -ai 

就演变的逻辑过程而言，以上两个方言 RI 的演变必然先于 R2。建阪层次 I 的＊－ai 先进行

单元音化，之后某个形式 CX）才变入－ai。同样地，崇安则是先发生成分换位，之后才又

有一个形式变入－ai 。

第二种模式则是，层次 I 与层次 II 发生接触并进行若干演变后，最终都读为＊－ai，之后
便有同步的演变。迪口的情况正是如此：

层次 I *-ai二
－～『哇＞－ε

层次 II*-ai--

迪口的情况清楚地显示，不同层次的读音有可能演变为相同的形式，唯有透过与邻近方言

同源词的比较，并严格地运用比较方法，才能使早先不同的形式获得厘清。

4.3 闽北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三：－ie/-iε／－i

闽北齐韵第三套规则对应是－ie、－iε 及，i，同源词例如下：

表 15

建E瓦 建阳 崇安 石阪

批 phi I phiel 

啼 沪i5 hie2 hi2 thie5 

弟。 this hie5 hi5 

弟 til tie6 ti5 tie I 

契 khie5 

底下补充若干闽北方言中第三套规则的同源词例：

镇前

phiel 

thie2 

thie2 

tie6 

khie5 

石阪：济 t~ie5、计 kie：迪口：沛 tie5、砌 tshie5、计 kie5、系 hie4

迪口

phiε1 

thiε2 

thiε5 

tiε4 

从音韵对应来看，这批同源词可以构拟为＊－iε。从这个形式出发，可以发现勺ε 在建阪、崇

安发生了以下的演变：＊－iε ＞ -i 。

4.4 闽北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四：－i

齐韵在闽北方言的第四类对应属于文读音，同源词例如下：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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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建E瓦 建阳 崇安 石阪 镇前 迪口

米 mi8 mei5 mi5 mi5 mi8 

体 thi3 h。ii 梯 hei3 thi3 thi3 thi3 

弟 ti5 bi5 lei5 di5 ti5 ti8 

齐 l。i2 lei2 t♀i2 t♀i9 

继 ki5 ki5 ki5 ki5 ki5 ki5 

启 khi3 khi5 khi3 khi3 k11i3 khi3 

下面我们补充以上闽北方言的若干文臼异读例证。
建阳：“齐”文读为 loi5，白话为 lai9：“脐”文读为 tsoil ，白话为 the2。“弟”文读为

bi5，白话为 tie6 。
崇安：“底”文读为 tei3，白话为 tai3：“弟”文读为 lei5，白话为 ti5 。
2阪：“底”文读为 ti3，白话为协“弟”文读为 di5，臼话为 tiel 。 6

为 kil ，口语为 kail 。
镇前：“闭”文读为 pi5，臼话为 pe5：“底”文读为 tai3，臼话为 ti3 。“弟”文读为 ti5'

白话为 tie6 。
边口：“闭”文读为 pi5，白话为 pε5：“弟”文读为 ti8，臼话为 tie4 。

以上齐韵文读层基本上可以构拟为叫，这个形式在多数闽北方言保存得很好，不过建阳与
崇安两个方言则发生了条件分化：
”二建阳＊－i > －~i/ -K ; *-i > -i/ +K一 崇安＊－i > -ei/ -K_; *-i > -i/ +K一
换言之，在这两个方言中：位于非舌根音声母之后的＊－i 发生了元音分裂（ vowel breaking) , 

分别变成”。i 和d。至于舌根音声母之后的＊－i 则保持原先的单元音形式。

4.5 闽北方言齐韵的层次

归纳以上几节的分析，现代闽北方言齐韵字的层次如下：
表 17

音韵形式 帮 端 精 见

齐韵 I 白话 ·ε／帽el -ie + - + . 

齐韵 II 白话 -ail ．ε + + + + 

齐韵III文读 . + + + 

齐韵特殊对应 -ie/ -iε／ -i . + + + 

从声母分布来看，我们认为齐韵在闽南方言中至少可以离析出三个特别显著的语言层，其
中有两个是自读层，一个是文读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闽北方言与闽南方言一样，都存在一个齐韵的特殊对应，更重要

的是，闽北与闽南共有“啼弟剃”这三个端系同源词，闽北则还有精系的“济”、见系的“计
和影系的“系”等（关于闽南与闽北的这个特殊现象，我们将另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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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齐韵中属于江东方言的音韵层次及构拟

缀
一

词
←

位
一

方
工
叫
一
3

幻
一
阳
一
出

（
一
底
一
底

入
一
一

进
一
一

词
－0

一

动
一
句
－3

）1
一
入
一
出

（
一
（
一
底

州
一
荣

泉
一
拓

南
一
东

闽
一
闽

(3）询问词

底 tai3／底阳e3

底 tie3

5.1 齐韵字在共同闽语中的拟测

关于齐韵字的拟测，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看法，现在我们分别对他们的说法加以检讨。
在 Norman ( 1981: 38 、 46）的共同闽语韵母中，齐韵有两个形式：
2.5＊－~i 脐（使菜栽来治屎事） 1.3 *-e 细犁（街卖） 2.11 *-ie 鸡啼弟剃

Norman 为齐韵构拟了三种形式：＊”。i、＊－e 与＊－ie。其中礼。i 的脐是精系字，＊－e 的细犁是精
系字与来母字，＊－ie 的鸡啼弟剃则是见系与端系字。

在 Norman 的基础上，梅祖麟（ 1999: 54）扩充了同源词证据，并结合词汇语法的现
象进一步指出飞ie 应当用来构拟支韵。至于齐韵，梅文则接受高本汉的中古音拟音：＊－iei 。
换句话说，梅文认为六朝江东方言支齐两韵的对比是＊－ie: *-iei。这个结论的重要之处在于，

( 1) 在具体的语言证据上，梅文建立了 Norman 共同闽语系统中本来不存在的支：齐之别。
(2）相较于 Norman 原来的＊－e 与＊－ie，梅文为蟹摄四等齐韵字构拟了韵尾－i 。
秋谷裕幸（2002）对闽语和其他南方方言的齐韵字也提出相当重要的观察。在闽语方

面，秋谷敏锐地观察到齐韵在闽语方言中往往受声母影响而产生分化。秋谷首先指出，
Norman 关于共同闽语齐韵字＊－e 与＊－ie 的两类韵母，事实上是有条件的分布，并将之修改
为＊－ei。（秋谷裕幸 2002: 96) 

陈忠敏（2006: 798）对闽南话齐韵字提出相当全面而深入的层次分析，陈文的结论是
闽南话的齐韵字有五个层次，这五个层次可以分别构拟为＊ui 梯、＊ai 脐、＊wei 鸡、＊i 弟、
*ei 西（文读）。从拟音形式而言，陈文最重要的观察是为齐韵第三层构拟了一个后高展唇
介音阻，除了陈文引述的泉州地方戏曲鹏鸪音的 we 音之外，这个介音事实上还保留在台
湾少数的老派安溪腔方言里，如三峡、沙止与南港等。（参看洪惟仁 1996）同时，陈文也
给闽南语齐韵第三层构拟了元音性韵尾－i。

关于闽南语齐韵字的构拟，洪惟仁 (1996）参考早期闽南语韵书《汇音妙悟》及现代
闽南话的材料，将古代泉州音的（鸡）字母韵（底细糖鸡）等字构拟为＊”。i。
对于以上几种不同的拟音，在方法论上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是，这些拟音的性质并不

尽相同。 Norman 构拟的＊唱／＊－ie 和秋谷构拟的＊－ei 是共同闽语（原始闽语）的韵母。梅祖
麟所构拟的飞ie: *-iei 是支齐两韵的南朝层次，也就是所谓江东方言或金陵切韵。从构拟的
层级来看，陈忠敏的构拟是针对闽南语，而不包括其他闽语方言，换言之，陈文根据四个
闽南话小片建构出来的＊Wei，可以理解为共同闽南方言的形式。洪惟仁的＊，但则己经明言是
古代泉州音，基本上不包括漳州系和潮汕系的闽南方言。根据印欧语比较构拟的经验，祖
语的拟测有其操作的方法与程序，简言之是由下而上（bottom up）的建构。同时，唯有在
充分了解上述学者所构拟的语音形式的位阶与性质之后，才不致造成部书燕说的误解：； 观
察以上诸多学者对齐韵字的拟音，大家最重要的共识是：齐韵字都必须构拟出一个元音性
的韵尾叫。在主要元音方面，梅、秋谷、陈都构拟为前高元音＊－e，洪惟仁的古代泉州音则
构拟为央元音－~。介音方面是大家最为分歧的，秋谷、洪都主张没有介音，梅、陈都主张
有介音。即使同是主张齐韵字有介音，具体构拟的音值也不相同。

下面我们采取分别层级构拟的策略，也就是先构拟共同闽南方言、共同闽东方言和共
同闽北方言，之后进一步建构共同闽语。

本文第 2 节到第 4 节分别探讨了现代闽南、闽东与闽北等三个大方言中齐韵字的音韵
层次。就层次分析的观点，我们获得以下的对应关系：

表 18

闽南 闽东 闽北 同源词例
齐韵 I 白话 ai aI ε1 闭替脐西
齐韵 II 白话 -ue/ -el -oi -ie （ ε ） / -i （ ε ） -ail ，ε 批底稿鸡
齐韵III文读 -el -i －ε -1 体弟齐启

以上三个音韵层次中，文读音基本上是晚唐以后的音韵格局，不能用来构拟六朝时期的江
东方言。至于齐韵 I 白话 ai 的音韵层次，上文已经指出这是早于中古的语言层，应当由上
古韵部来说明其演变，不能用来构拟六朝时期的方言。

另一方面，从汉语语法史的观点来看，梅祖麟、杨秀芳（ 1995）指出，闽语中保留了
底作为询问词的用法，而这个用法最早的记录是见于南朝时期的文献。例如：

寒衣尚未了，郎唤侬底为？ （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一·子夜四时歌）
君非角掬鸟，底为守空池？ （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二·欢闲变歌）
敬则至武进陵口，协哭乘肩舆而前。遇兴盛、山阳二辛苦，尽力攻之。兴盛使军人遥
告敬则曰：公儿死已尽，公持许底作？ （南齐书／卷二十六／列传第七／王敬则）

由此看来，“底”是南朝时期留行于江东方言的询问词。

现在我们把上文提到的闽南、闽东的“底”字相关用法罗列出来：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发现闽南与闽东的底都有两种语法功能： (1）作为方位词缀与（2）作为询
问词（传疑成分）的用法。至于闽南的进、入动词用入 lip8 而不用“底“，显示词汇上的
差异。

“底”在闽南方言有较早期的“底” tai3 与相对较晚的“底”阳.e3 两种形式，而且都
能够作为询问词。杨秀芳（2002: 166）指出，闽南语中的询问词如“着时” ti6 si2 （何时）、
“当时” t吨 1 si2 （何时）的 ti6 与 t句 1 都是由表存在的动词虚化而来，“底”的本义为“止
凤”（止居），也有滞留、存在的核心语意。由此看来，底 tai3 之有疑问词用法，是直接由
上古汉语“止凤”意的“底”的虚化而来，同时在音韵上保留了比六朝更早的形式。至于
闽南语另一个询问词底阳e3，则与南朝文献关系较为关切。一般而言，询问词这类的语法
词（虚词）是封闭的类，在经济性的原则下不会有多种形式共存。有意思的是，闽南方言
的底 tai3 与底阳e3 目前仍然呈现互相竞争的态势；闽东方言则是由底 tie3 取得胜利。
归纳上述的讨论，我们认为能够用来构拟六朝江东方言的材料应是齐韵 II 的白话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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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共同闽南方言方面，我们认为齐韵 II 的早期形式可以构拟为：＊－i;)i。拟音是为
了解释演变，＊－i;)i 这个形式可以妥善地说明以下各方言的形式：

_,./ gi > ei > e 漳州

*-foi 逆＝－－ fai ＞田e>ue 泉州、｜

~ ugi> oi 潮汕

从＊－igi 这个形式出发，我们可以发现闽南语的三个次方言尽管演变后的形式殊异，但是基
本的机制是异化（dissimilation）。简言之，＊－igi 韵母中主要元音前后的 i 相互排斥，异化策
略的不同形成目前语音结构的差异。说明如下：

( 1) 漳州系方言是先丢失介音 i，然后主要元音的部位由偏央而成为偏前，舌位不变，
之后是韵尾 i 的失落。

(2）泉州系方言则是主要元音影响了介音 i，使之成为偏央偏高的 ι 随后元音 9 与韵
尾 i 融合为 e，产生了老派安溪腔的 me，最后后高展唇元音 ω 又变为后高圆唇元音 u。

(3 ）潮汕系方言的异化策略是，先让原先齐齿介音 i 变读为合口 u，之后介音 u 与央
元音 9 融合为 0，韵尾 i 得以保留。

从闽南三个次方言的表现来看，泉漳两系方言的主要元音是偏前的－e，潮汕方言的主
要元音是偏后的－0。我们将主要元音构拟为央元音－；），乃是考虑到唱的舌位高度与－e、－0 接
近而较低，比较能够说明何以同一个早期形式会有往前与往后这样相反的两个演变方向。

第二、上文我们已经提到，共同闽东方言的齐韵 II 可以构拟为飞iε，这个韵母在精系与
来母读为－ε，在帮系、端系、见系等声母后读为－ie。从现代闽东方言的表现来看， ·ε 是相
当稳固的韵母。相对地，－ie 则在零星方言有进一步简化的表现，例如宁德的”i 和霞浦的－e 。
第三、关于共同闽北方言的齐韵 II ，比较证据清楚地指出，他们的早期形式是＊－ai 。
现在把三个形式放在一起观察，并进一步构拟共同闽语的形式：

共同闽南 共同闽东

齐韵 II *-i。i *-iε 

共同闽北

*”ai 

共同闽语

*-1gi 

例一鸡一

词一稿一

源一底一
同一批一

从以上三类闽语次方言的早期拟音来看，我们有理由将他们在共同闽语中的形式拟测为三
合元音（MVE）。我们认为，齐韵 II 在共同闽语中的形式就是＊－i剖，共同闽南方言保存了祖
语的形式，共同闽东方言主要元音低化为 ε，之后韵尾由于异化而丢失，共同闽北方言则
是主要元音低化为 a，之后介音因为异化而丢失，只留下韵尾。

根据以上的看法，对于 Norman 共同闽语韵母系统的构拟，我们提出若干变动与增册。：
( 1) 原本 Norman 的＊－ie 韵母仍然保留，不过同源词例证应当是止摄开口三等的支韵及蟹
摄开口三等的祭韵。①（2）原本 Norman 共同闽语韵母系统中拟为＊唱的齐韵字，我们将之
改拟为＊－igi 这个三合元音韵母。 Norman (1981: 38）已经指出，＊－e 这个韵母出现的环境
相当有限制，并且有相当强的复合元音化（diphthongize）倾向。若将之构拟为＊－i缸，便不

①蟹摄开口三等祭韵字与止摄开口三等支韵字在闽东有同读为，ie 的形式，在闽南则有同读为斗的表
现。就绝大多数的闽南方言而言，它们都发生了牢固ie > -i 这项音韵变化，这个变化可以视为共同闽南方言
从共同闽语分化出来的一项共同创新。 （吴瑞文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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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假设＊－e 进一步演变为复合元音。①（3）观察共同闽语韵母的系统，我们发现有＊－gi、

*-ugi 韵母而没有叫。i。在此增加了＊－igi 这个韵母，正可以与原有的礼。i、＊－u。i 韵母相搭配。

换言之，＊－igi 韵母不仅不会造成系统的负担，反而能补足三合元音中有合口的＊－ugi 却没有

齐齿＊－igi 的音韵空缺。

5.2 从共同闽语及相关方言看南朝江东方言的齐韵字

由《切韵》序、《经典释文》序录和《颜氏家训·音辞篇》的记载可知，上古汉语到了

六朝时期，至少已经分裂为南北两个主要的方言群，一是北方的河北方言（邮下音系），一

是南方的江东方言（金陵音系）。（丁邦新 2008: 69）基于类似的想法，梅祖麟（ 1999 、 2001 、

2012）认为，现代汉语六大方言可以按照中古来源分为两组：

导源于中古河北方言的现代方言：粤语、客家话、官话

导源于中古江东方言的现代方言：闽语、吴语、北部赣语

更具体地来说，闽语、吴语、北部赣语各有一个音韵层次是来自中古时期的南朝通语，也

就是当时文献所谓的江东方言。

在这个前提之下，本节利用上述共同闽语韵母的表现，参考浙南吴语既有的研究成果，

综合地来拟测南朝江东方言齐韵字的音值。②

关于浙南吴语的材料及古音的拟测，目前最重要的成果是秋谷裕幸（2003 ）的吴语处

衙方言西北片古音构拟。根据秋谷（2003: 168）的拟测，齐韵字在原始吴语处衡方言西北

片中共有 9 种语音形式。我们参考中古音的框架，将所有的齐韵字同源词例列出：

表 19

帮 端／泥 精 来 见

齐韵 1 *-fo 璧所以理苗杀草 底啼弟泥 荠细 鸡溪

齐韵 2＊唱i 屉第递 西细 契

齐韵沪，i 西 鸡

齐韵 4*-gi 栖鸡所宿也

齐韵 5*-u。i 梯

齐韵 6*-uei 替 犁

齐韵 7*-e 闭

齐韵 8*-ie 剌剥皮

齐韵 9*-g 脐

从上表来看，原始吴语处衡方言西北片齐韵字的主要对应有 2 类，一类是齐韵 1＊－白，另一

类是齐韵 2*-ei，其他 7 种对应出现的环境非常有限，同源词例也不成系统。现在的问题是，

①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Norman 构拟＊－e 这个韵母时的同源词证据包括蟹摄二等字街、卖，而这两个
二等字的音韵行为在闽南与闽北中往往跟齐韵一致。我们将另文讨论这个问题。至于＊－e 这个韵母是否在

共同闽语中占据一个位置，还有待探讨。
②照梅祖麟的假设，可以用来拟测江东方言的材料还包括北部赣语，不过由于北部赣语目前没有见

到相关拟测，这里暂时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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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以齐韵户，i~ 或齐韵 2*-ei 来与共同闽语的＊－i~i 对应？从拟音形式与元音的音值来

看，我们认为齐韵 1 *-i。是与共同闽语凡i~i 相应的一类。至于原始吴语处衡方言中齐韵 2*-ei,

秋谷裕幸认定这是个白话音，我们推测这可能是早期与邻近其他方言接触所带来的影响，

不一定是某个历史时期上的层次。这个想法可以由庆元方言得到支持。庆元方言的齐韵字

的基本对应是－ie，没有－ei 这类对应。①底下列出原始吴语处衡方言西北片与庆元方言的齐
韵宇：②

表 20

批 底 体 替 剃 日帝 蹄 弟

庆元 phiel ?die3 thie3 thie5 thie4 tie2 tie2 tie4 

原始处衡 *tfa3 *thfal *di~2 *di~4 

犁 泥 齐／脐 洗 会因 鸡 溪 契

庆元 lie2 nie2 。ie2 。ie3 <;;ie5 iel t<;;hie 1 t<;;hie5 

原始处衡 *nfa2 ＊♀i~5 *?fal * t<;;hfa 1 

由此看来，考虑上述庆元方言齐韵字的表现，则浙南吴语方言中与共同闽语齐韵＊－i~i 相当

的形式应当就是＊－i~。庆元方言发生了＊－fa> -ie 的元音前化，其中介音成分干起了关键作用。

把浙南吴语的＊－i~ 和共同闽语的＊－igi 放在一起，我们重建出来的南朝江东方言齐韵字

的形式就是判。i。从叫。i 这个形式出发，我们发现：共同闽语保留了江东方言的完整 MVE

三合元音形式：而到了早期的浙南吴语中则丢失了韵尾，只留下 MV札ig 。

六、结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严格的比较方法，由探寻同源词入手，由下而上地分

别进行闽语各大方言齐韵字层次剖析，进而离析出齐韵字在闽语中的三个显著的层次。本

文的层次分析结果如下：

闽南 闽东 闽北 同源词例

齐韵 I 白话 aI ai ε1 闭替脐西

齐韵 II 白话 -ue/-e／”。i ”ie Cε ） I -i Cε ） -ai/ －ε 批底稿鸡

齐韵III文读 -e/-i ”ε ”1 米弟齐启

在给方言区分层次之后，我们可以从中择取不同层次的读音进行不同汉语史阶段的古

音构拟。前贤已经指出，共同闽语本身包含不同的语言层次，其中一个层次可以用来构拟

南朝江东方言。本文认为，南朝江东方言齐韵字的韵母是＊－i剖，这个韵母演变到共同闽语

（及其次方言）与共同吴语处衡片方言（及其次方言）的过程如下：

①另外有些零星的例宇：梯 thail 、婿。ye5、递地 ti6，但看来都不成系统。

②庆元方言的材料根据曹志耘、秋谷裕幸、太回斋、赵日新（2000 ）。

咱「

从比较闽语的观点论南朝江东方言齐韵的拟测 - 79 -

共同闽南方言二－－－me> -ue 泉州i

~~ei>-e 漳州
-oi 汕头

拓荣

二 £• ~ 宁德
飞飞＼『.－e/ －ε 霞浦

江东方言＊－fai ~ "" 共同闽北方言 _-ai 翩
一一户 ，ε 迪口

而 庆元

-i。 江山

最后，建构南朝江东方言齐韵的早期形式叫到，对于汉语音韵史的研究有什么帮助？

这里举一个重要的问题来说明这个构拟的价值。中古《切韵》四等韵是否存在介音成分，

一直是学界热门的焦点。关于这个议题，丁邦新（2008）最近重新加以检讨，并从四等韵

合口音的演变、汉越语重纽四等字的读音、梵文对音中四等字的表现、魏晋南北朝四等字

押韵的趋势等四个方面分别阐述，结论是《切韵》四等韵具有介音干。本文结论指出吴闽

方言共有的南朝江东方言四等齐韵的形式为＊－fai，也带有介音干。在方法论上，本文与丁

文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是由方言内部比较和音韵层次分析来着手，构拟的形式系遵照比较
方法由下而上层层建构。本文拟测的叫到在形式上与高本汉的齐韵拟音飞iei 或许稍有出入，
但更能呈现南朝江东方言的实际面貌，就四等韵有无介音这个论题，则可与丁文就文献资

料所得的结果彼此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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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语支韵的历史层次及其对应＊

华侨大学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袁碧霞

内容提要本文在历史层次与历史比较的视域下，较为详细地分析了福建闽语中的闽南、闽东、闽北、

闽中、甫仙几个次方言中古止摄支韵的读音，借助汉语音韵学及方言学的研究成果，按闽语所反映的不同

时代歌支不分、支与脂之有别、支脂之相混的特点，对支韵读音进行层次分析。通过方言间的比较，剥离

出一些方言内部的音变现象，也为闽语支韵的整体层次对应提供必要的前提。

关键词历史层次支韵闽语层次对应

、前言

中古止摄开口支、脂、之三韵的分合关系，一直是音韵及方言研究的重要课题。董同
稣 0959）曾在《四个闽南方言》中就厦门、晋江、龙溪、揭阳四地方言展开语料的对比，
并特别指出应引起读者注意的现象一一有些切韵里的韵，在其他方言难找到分别的痕迹，
在闽南语中倒可看出一些，如：支一一脂之。而董先生在文中也表示，由于材料的不足，
文中所列的对应关系还留有不少不该有的空当，一些音的对应也有商酌的余地。

下文将以福建省境内的闽语（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闽东方言以福州话为代表，
闽北方言以建阪话为代表，闽中方言以永安话代表，甫仙方言以甫田话为代表）为主，再
参考潮汕片的闽语，比较分析支韵的层次。

二、闽南方言的支韵

2.1 厦门话的支韵

近百年来，厦门成为闽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兼容泉州和漳州的一些特点，
是闽南方言的代表，且语料也最为丰富。我们先以厦门话为例，将支韵字的读音按韵母不
同归纳为以下几类（以下材料主要参考周长棒、欧阳忆耘 1998 ，再参考其他材料补充。
文白分别标出）①：

＊本研究获复旦大学 985 社会科学项目“吴闽语语音层次研究”（项目号： 2011C045）、华侨大学
引进人才科研项目（项目编号： Zl4Y0022）及 2013 年度“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资助
（项目号： JA13386S）的资助，特此感谢。
①对于本字未明的，我们暂不列入。例如：梯堂～（吕东西的器具） hial （白）、 hil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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