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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汉语语音史这门科学在我国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

明、清两代研究这门科学的学者很多，贡献很大。本世纪初

以来，由于材料的扩大，方法的改进，取得了更为优异的成

绩。但是一些专门著作，术语多，符号繁，写法又不通俗，

初学很不容易读懂。再加普及工作又没跟上，因此至今了解

这门科学的人还很少。由于这门科学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

文化教育方面能起很重要的作用，它的普及工作是十分必要

的。为此，我们写了这本《 讲话》。希望通过它能够深入浅

出地把汉语语音史的一些基本知识和研究方法介绍给读者。

为了读者学习汉语语音史的方便，也为了满足有人想在

这方面作深入研究的需要，我们在本书的后面加入一项附

录，对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又多半是难懂的

文献，做了扼要的评介。

邵 荣 芬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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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一）学习和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意义

作为人类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也和世界上一切其它事物

一样，是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的。语言史就是语

言发展、变化的历史。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

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的

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

心的必要条件”。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要清理古代

汉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就必须研究作为汉民族文化形式的

汉语的发展过程。这就是汉语史这门科学的课题。可以设

想，几千年来如果没有大批学者在汉语史研究这方面所作的

不断的努力，我们今天要清理浩瀚无际的古代文献，语言上

的困难就将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但是旧时代的学者由于历史

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成就毕竟是有限的。用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和方法建立科学的汉语史则是今天广大语文工作者的光

荣任务。

但是研究汉语史的作用还不仅仅在于它能为研究文化史

或其它方面的历史服务，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能为了解、掌握

和应用现代汉语服务。恩格斯指出：“ 要了解‘本国语言的

材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国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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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不顾它自身的已经死亡的形成，二不顾同类的活的和

死的语言，那末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可见语言史对现实

语言的了解、掌握和应用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汉语语音史是汉语史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由于语音是

语言的表现形式，汉语语音史比起汉语语法史和汉语词汇史

来，占有更为优先的地位。不了解汉语语音史，要想弄清楚

汉语语法史，特别是汉语词汇史，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清代

人所以在古代汉语词汇和词义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成就，就是因为他们在古代汉语语音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

突破的原故。

除了对研究汉语史本身的作用以外，汉语语音史的研究

对我们当前的语言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所以把

北京语音确定为标淮音，除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因素以

外，北京语音的发展趋势代表着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总趋势

这一点，也是重要的依据。当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制定“ 老

国音”的时候，学者们硬把北京话中早已消失的ｎｇ声母和入

声调强加于北京音系之中，这就是逆汉语语音历史发展趋势

而动的一种做法。其结果只有以失败而告终。

在我们确定北京音中个别字的语音规范的时候，汉语语

音史也为我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依据。例如，北京话的“ 波”

字有ｂō和ｐō两种读法。我们在确定规范的时候，选定了ｂō，

而屏弃了ｐō，就是根据的历史。原来按照语音发展的规律，

“ 波”应该读ｂō，而不应该读ｐō。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好

古，而是因为只有合乎语音发展规律的字音，对全国各个方

言才会具有广泛的对应关系。选择了它们之后，各方言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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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习起来就比较方便。

毛主席早就指示我们要学习普通话。为了充分利用语言

这个最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服务，学习普通话，扫除由于方言纷歧给我们工作

带来的不利影响，确实是一项很重要、很迫切的任务。在解

决这个任务方面，语音史知识也能为我们提供较大的帮助。

例如普通话里没有入声调，古入声调的字分别变成平、上、

去声。但在很多方言里还保存着入声，这些方言区的人学习

普通话时，往往不容易知道自己话里的入声字在普通话里应

该怎么念。如果我们学习了语音历史，我们就能找出大部分

入声字在普通话里的演变规律（ 详本书末章），按照这些规

律去学，那就事半功倍了。

除此之外，语音史同其它一些社会科学也有很密切的关

系。比如拿文学来说，就是如此。不仅在文学史，诸如诗

歌、戏曲以及其它各种韵文历史的研究中，需要语音史知

识，就是在当前的文学实践中，语音史知识也能发挥很重要

的作用。特别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诗词，都是用传统

的诗歌形式写的。毛主席的这些光辉诗篇大家朝夕诵读。它

是我们文学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伟大

的思想是通过伟大的艺术成就表现出来的，我们在学习的时

候，如果能对作为诗词这种艺术形式的主要特点之一的音律

特点，有所了解，必能帮助我们对毛主席诗词的伟大艺术成

就作较深入的领会，从而对诗词中所表现的伟大思想能有更

深刻的认识。由于诗词这种传统诗歌形式的音律特点，都是

在当时的语音基础上形成的，要掌握它，也必须有一定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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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史知识才能办到。

至于属于历史学范围之内的各种学科，如文献学、考古

学、民族史等等，语音史知识对它们来说是必备的知识，就

更加理所当然，这里就不一一详说了。

从上面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出汉语语音史是一门不可缺

少的科学，学习和研究它都是很有必要的。

（ 二）汉语语音发展的几个阶段

通常我们把汉语语音数千年来的历史，划分为下列四个

阶段。

公元四世１．上古期 纪以前，即晋代以前。

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以前，２．中古期 即北宋以

前。

公元十二世纪３．近古期 到十七世纪以前，即清代

以前。

十七世４．现代期 纪到现代。

由于语音的演变是逐渐进行的，很难指出两期之间的截

然界限。上述的划分只是大致情况。精确的分期，还有待于

进一步的研究。

现代汉语语音以北京音系为代表，历史上各个阶段的语

音也都有自己的代表音系。上古音主要以《 诗经》的押韵和

汉字的谐声所反映的音系为代表；中古音以公元６０１年陆法

言所作的《 切韵》一书的音系为代表；近古音以公元１３２４年

周德清所作的《 中原音韵》的音系为代表。一般我们提到

“ 上古音”，“ 中古音”等等，所指的就是上述的那些代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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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三）语音发展的规律性

语音的发展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语音

变化的规律性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无条件的，就是指读

某一个音的字全都变成读另一个音的字，不受任何条件限制。

例如古代是－ｍ韵尾的字，现在北京话都变成了－ｎ尾。例

如“ 甘”读ｇāｎ，不读ｇāｍ，“ 三”读ｓāｎ，不读ｓāｍ等等，

没有一个例外。一种是有条件的，就是指读某一个音的字不

全作某种变化，只有符合某种条件的那些字才起这种变化。

例如古代是－ｍ韵尾的字在现代广州话里大多数仍然是－ｍ

韵尾，只有唇音声母的字才变成－ｎ韵尾。例如“ 三”仍然

读ｓａｍ，而“ 凡”则读ｆａｎ，不读ｆａｍ。

语音发展规律的这种严整性，一方面给语音史这门科学

的建立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也对这门科学提出了比较严格

的要求。任何推论，要是不考虑语音发展的这种规律性，都

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 四）古代汉语语音知识是怎样获得的

古时候的人死了，他们的语音也早已消逝，我们通过什

么手段才能获得有关古人语音的知识呢？

现在传下来的古代文献都是用古代人的语言写的，我们

要了解古代人的语音，这些文献自然就成了十分重要的凭

藉。不过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并非所有的古代文献都可

以提供有关古音的消息。可以提供古音情况的资料，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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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汉字本身、古人所写的别字、韵文、反切、韵书、韵图、

中外对音等几种。

汉字虽然不是拼音文字，可是有些字的结构里头，却含

有指示读音的成分。比如“ 河”字是由“ ”和“ 可”两部

分合成。“ ”就是“ 水”字的变体，表明“ 河”字的意义

和“ 水”有；“ 可”字是指示读音的，表明“ 河”字的读音和

“ 可”字相近。这类字叫谐声字或形声字。谐声字虽然不能告诉

我们一个字的实际读音是什么，但它可以告诉我们某字和某

字在造字的时候读音相同或相近。如果很多字都用同一个字

来指示读音，那就表明这些字的读音当时都相同或相近。比

如“ 河、何、轲、阿”等字都用“ 可”字做音符，就表明这

些字的读音都相同或相近。不过由于基本汉字在汉代以前差

不多都造出来了，谐声字主要就只能用来观察上古音。

别字跟正字之间一般都具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因此古

人所写的别字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有关古音的知识。比如山东

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 孙膑兵法》里把齐国的大将

“ 陈忌”有时写作“ 田忌”，这就告诉我们古代“ 陈”和

“ 田”的读音很相近。

我国古代的韵文非常丰富。通过对韵文押韵情况的观

察， ·北戴可以了解到一些古音。比如毛主席在《 浪淘沙

·观沧海》这河》一词中曾经提到的曹操《 步出夏门行 首诗

的头八句：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

萧瑟，洪茂。秋风 波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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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几句诗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当时的话里，“ 海”、

“ 峙”、“ 茂”、“ 起”四个字的韵母一定比现代相近得

多，否则曹操就不会拿它们来押韵了。不论上古、中古或近

古，韵文都是考求古音韵母的重要根据之一。

汉、魏之间，学者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注音方法，这就是

反切。反切是用两个字注一个字的音。一般地说，反切上

字和被反切的字同声母，反切下字和被切的字同韵母、同声

调。比如，“ 同，徒红反 ”（“ 反”或作“ 切”，“ 徒红反”

和“ 徒红切”意思一样），表示“ 同”的声母和“ 徒”的声母

相同，“ 同”的韵母、声调和“ 红”的韵母、声调相同。所

以古代的反切可以作为考求古音的根据。由于反切上下字和

被切字是同声、同韵的关系，用反切的资料考求古音就比谐

声字、韵文要精确得多。

在反切发明之后不久，就产生了韵书。韵书是专门研究

语音的著作。它把一个语音系统从声、韵、调三方面加以分

析之后，再把汉字按照分析的结果分类编排而成。大多数韵

书还有反切注音。所以韵书不但是比较准确地而且也是比较

有系统地反映古音的著作。

韵图是古代人研究语音所造的图表，大多和现代研究方

言时所造的音节表一样。所以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有关古音的

知识。

以上的几种资料都只能告诉我们字音的异同或远近，而

不能告诉我们字音的实际读法。能提供字音的实际或近于实

际读法的文献，只有中外对音资料。对音资料有两类：一类

是用汉字对译其它语言词汇的资料；一类是用其它语言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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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汇的资料。由于对译语言的文字是拼音文字，通

过它，我们就可以知道相应汉字的读音。比如古代把梵文

（ 印度的一种古文字）的Ｂｕｄｄｈ（ａＢ读Ｂ）翻译成“ 佛陀”，

我们就知道古代“ 佛”字的声母是ｂ”，而不是现代的ｆ；

又比如朝鲜把古代汉语的“ 南”字译成ｎａｍ，就告诉我们

古代汉语“ 南”字的韵尾是－ｍ，而不是现代的－ｎ。不过

由于各个语言的语音都有自己的特点，对音不一定全都很准

确。

考求古音除了依靠古代的文献以外，还可以依靠现代方

言。现代汉语方言都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来的，由于发展的不

平衡，某些方言的某些语音特点往往还和古音相同或相近。

把这些和古音相同或相近的特点拿来和古代文献参照起来

看，我们就不难获得古代语音的准确知识。比如“ 店”和

“ 电”在古代文献里表现为韵尾不相同（ 详见三章）。这从

现代北京话里 广州话“ 店”虽然得不到证明，可是一看现代

读ｄｉｍ，“ 电”读ｄｉｎ，我们就知道，原来古时候这两个字的

韵尾分别为－ｍ和－ｎ。

方言对了解古音的作用还不止此。有时，即使在没有古

代文献作为依据的情形下，方言也能提供有关古音的知识。由

于方言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方言之间的语音有一定的差

别，又都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根据语音发展的规律性，我们

把不同的方言拿来比较，就可以找出它们在没有分化以前的

一些语音特点来。比如我们拿北京话ｚ，　 ｇ，　 ｊ三个声母的字

和山东赣榆话这些字的声母作比较，我们就可以找出下列的

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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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赣榆

ｚ－－ － － －－－－ｚ 两地都不和ｉ，ü拼。（ 汉语拼音

ｉ。）方案ｚì中的ｉ，实际读音不是

－－－－ｚ

ｊ 两地都只和ｉ，ū 拼

－ｇ

ｇ－－－－－－－－ｇ 两 地 都 不 和 ｉ， ü 拼

这里北京话比赣榆话多出一个ｊ声母。于是要问：是北京话

的ｊ较古呢？还是赣榆话和ｊ相对应的ｚ，ｇ较古呢？也就是

，ｇ从ｊ变来的说，是ｊ从ｚ，ｇ变来的，还是Ｚ 呢？这只要看这

些声母和韵母的拼合条件就能作出回答。北京话的ｊ和ｉ，ü相

拼，赣榆话和北京ｊ相对应的ｚ和ｇ也都和ｉ，ü相拼。如果我

们假定赣榆话的ｚ，ｇ是从北京的ｊ分化出来的，那末，不论从

北京话，还是从赣榆话里都找不出分化的条件，也就是找不

出变化的规则来。而我们知道语音的变化都是有规律的，所以

上面这个假定不能成立。赣榆话和北京话ｊ相对应的ｚ，ｇ虽

ü相拼，但不和北京话ｊ相对应的ｚ然和ｉ、 ９ｇ却不和ｉ，ü相拼。

因此我们如果假定北京话的ｊ是从相对应的赣榆话的ｚ，ｇ变

来的，那末变化的条件，不论从赣榆话还是北京话来看，都

十分清楚，就是ｚ、　ｇ和ｉ、ü相拼的变成了ｊ，不和ｉ、ü相拼的，

保持未变。既然这一假定符合语音发展有规律的原则，我们

就可以肯定这一假定是符合事实的。

（ ｄǎｉ）语最后，利用和汉语有同源关系的语言，如傣 、

苗语、藏语等和汉语相比较，也能考知汉语的古音。不过到

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

这里就不谈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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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语音名词解释

为了通俗易读，本书一般不用语音学术语。但也有少数

几个无法避免的最一般的术语，现在解释如下。

１．元音、辅音

发音时气流通过声门（ 两个声带之间的空隙）后，在口

腔不受任何阻碍的音叫元音，如普通话的ａ，ｕ等。发音时气

流通过声门后，在口腔受到阻碍的音叫辅音，如普通话的ｂ，

ｃ，　 ｓ等。

２．口音、鼻音

发音时气流从口腔流出的音叫口音，气流从鼻腔流出的

音叫鼻音。前者如普通话的ａ，ｕ，ｂ，ｋ等，后者如普通话的

ｍ，　 ｎ等。

３．清 音、浊音

清音是发音时声门敞开，让气流通过，声带不颤动的

音。浊音是发音时声带靠拢，气流鼓动声带，声带发生颤动

的音。元音都是浊音，辅音有清有浊。通常说浊音都指辅

音而言。如普通话的ｂ，ｋ等是清辅音，ｍ，ｒ等是浊辅音。

４．塞音

发音时气流完全被阻塞，然后突然打开，让气流爆发出

来所形成的音，例如普通话的ｂ，ｄ，ｔ等。

塞音可分为三个阶段：

（ １）成阻，造成气流通路上的阻碍；

（ ２）持阻，维持这个阻碍；

（ ３）除阻，解除这个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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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擦音

发音时气流通路缩小，并不完全闭塞，让气流挤出来所

形成的音，例如普通话的ｆ，ｓ，ｈ等。

６．塞擦音

发音时气流通路完全阻塞，然后微微打开，让气流挤出

来所形成的音，例如普通话的ｚ，ｃｈ，ｊ等。塞擦音的成阻和

阶段相当于塞音，除阻阶段相当于擦音，所以叫塞擦

音。

７．送气音、不送气音

塞音、塞擦音在除阻时，声门开着，空气压力大，有较

强的气流叫送气音；除阻时声带闭着，空气压力小，气流较

弱，叫不送气音。前者如普通话的ｐ，ｔ，ｃｈ等，后者如普通

话的ｂ，　ｄ，　ｚｈ等。

８．主元音、介音、韵尾

韵母主元音是韵母主要元音的简称。韵母由一个元音构

成，这个元音就是主元音。在多元音的韵母里，较强，较响

亮的元音是主元音，在主元音前面的元音或半元音叫介音，在

主元音后面的元音或辅音叫韵尾。例如普通话ｗｅｉ，ｙａｎｇ两

个韵母中的ｅ，ａ是主元音，ｗ，ｙ是介音，ｉ，ｎｇ是韵尾。

（ 六）音标说明

讨论语音得有一套标明语音的符号。为了便利读者，本书

一般不用国际音标，而用汉语拼音字母。不过古音比今音复杂

得多，拼音字母必得略作补充，才能满足需要。

关于元音方面，我们补充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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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拼音方案的ａ符号所代表的实际读音并不止一个。比

如ｗａ（ 娃）里面的ａ，舌头的位置比较后，而ａｎ（ 安）里面

的ａ，舌头的位置比较前。语音学上把ｗａ里面的ａ叫做后ａ，

ａｎ里面的ａ叫做前ａ。在普通话里，这两个不同的ａ，不区别

字义，不必用不同的符号加以区别。可是在古音里，这两个

ａ区别意义，就必须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本书在标写古音

的时候，用ａ代表后ａ，用ａ代表前ａ。

２．拼音方案的ｅ符号所代表的音也不止一个。根据和上

一条同样的理由，本书在标写古音的时候，用 ｐ代表和普通

话ｅｎ韵里的ｅ相同的音（ 舌头的位置不前不后，不高不低），

用ｅ代表和ｅｉ韵里面的ｅ相同的音（ 比ｉ舌头的位置略低，口腔

略开），用ε代表和ｉｅ韵里面的ｅ相同的音（ 舌头的位置比ｅｉ里

面的ｅ略低），用 γ代表和ｇ（ｅ 歌）里面的ｅ相同的音（ 读ｏ时

嘴唇不圆）。

至于现代汉语，一律照拼音方案拼写，不加改动。

关于辅音方面我们补充四点。

龈颚１．舌面前 音

音（ 国际音标作用舌面前部读ｄ，就成 ，以下括弧

里的符号都是国际音标）。

ｄ的送气音 ）（ す

用舌面前 ）音（部读ｎ，就成

２．舌叶音

ｚ介于ｚ和ｊ之间的音。发音时舌面向上抬，舌尖和舌

面前部接触上齿龈的 隙，放出气流后部，然后稍稍让出空

（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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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的送气音（ ｔ∫）。

和 同部位的擦音（ ∫）。

３．喉塞音

声门紧闭，然后突然打开。

４．浊音

为了简化符号，浊辅音一律在相应的清辅音符号的右上

角“加 ”号表示。

ｂ 一ｂ的浊音（ ｂ） 一ｊ的浊 音（ｄｚ

ｄ 一ｄ的浊音（ ｄ） 一５的浊 音（ｚ）

一－　 ）的浊音（ —ｓ的 （ ξ）浊音

一ｇ的浊音（ ｇ） 一ｘ的浊音（ ｚ）

一ｚ的浊音（ ｄｚ） 一ｈ的 γ ）浊音（

一 的浊 （ ｄ了）音

ｊ ）

ｓ

ｘｇ

ｚ ｈ

其它偶尔一用的音标，随文说明，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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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古汉语语音

（ 一）怎样利用《 诗经》的押韵和汉字的谐声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所谓上古语音通常是指以《 诗经》

的押韵和汉字的谐声所反映的语音系统。这也就是说，我们

考求上古音主要根据两方面的材料。一是《 诗经》的押韵，

一是汉字的谐声。

利用《 诗经》的押韵考求上古的韵母系统照理并不是一

件很复杂的工作。但是由于《 诗经》里面的诗歌都是自由

体，跟唐宋以来的格律诗和词曲等有固定韵律的情况不同，

哪一句押韵，哪一句不押韵，没有统一的、明确的规定，再

加上古音又是个未知数，结果就使确定古诗韵脚的工作变得

不那么简单了。不过由于中古距离上古时间还比较近，语音

的变化也不致达到面目全非的程度，我们可以把中古音作为

出发点，来观察古诗的韵脚，再参考汉字谐声和其它方面的

资料，问题还是可以基本上得到解决的。下面我们不妨举

《 诗经》里《 江有汜（ ｓì） 》这首诗作个例子，来看看韵脚

是怎样确定下来的。这首诗共有三章，每章五句。现在把每

句末尾一字分章列举如下：

汜一章 归以以悔

二章 渚归与与处

三章 沱归过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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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句尾字都是韵脚呢？还是有的是，有的不是呢？一章的

情况稍微复杂一点，我们先看二、三两章。从中古音的角度

看，除去“ 归”字，二章剩下的“ 渚”等四个字韵母相同，

三章剩下的“ 沱”等四个字韵母主元音相同，“ 渚”等可以彼

此押韵，“ 沱”等也可以彼此押韵。这样，我们就不妨先假

定二章的“ 渚”等，三章的“ 沱”等在《 诗经》的这首诗里

也都是韵脚。然后，再遍查整个《 诗经》，结果我们发现，

“ 渚”等或“ 沱”等分别和它们在中古同韵的字在其它诗里

也象在这首诗里一样，经常在句末同时出现。例如

《 旄丘》 处与二章

《 九（罭 ｙù）》二章 渚所处

《 小明》一章 处与女

《 考槃》二章 阿薖（ｋｕō）歌過

《 渐 波沱他渐之石》三章

阿歌《 卷阿》一章

这一类的例子很多。另外，我们又发现“ 渚”类字或

“ 沱”类字和中古某些韵的字在诗句末尾相接触时，其情况

也都一致。例如“ 渚”类：

《 殷其雷》二章 下／处

《 鹤鸣》 野／渚一章

《 十 马／处月之交》四章

《 日月》一章　　　　　　　　　　　　土顾／处

《 小旻（ｍíｎ）》一章　　土／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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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女阅（　ｂì）宫》一章

《 绸 者者／户／楚缪》三章

《 小明》二章 暇／莫顾怒／除庶

《 采 下／股／纾予菽》三章

斜线两边的字在中古不同韵。第一组是“ 渚”类字和“ 下”

类字在句尾接触的例子，“ 下”类字在中古同韵母主元音；

第二组是“ 渚”类字和“ 土”类字在句尾接触的例子，“ 土”

类字在中古同韵母；第三组是“ 渚”类字和“ 下”、“ 土”

两类字在句尾同时接触的例子。又如“ 沱”类：

仪／《 柏舟》一章 河它

陂为《 泽陂》一章 ／荷何沱

《 無羊》二章 池／阿讹

《 鱼丽》四章 嘉／多

嘉／《 颇（ｑī）弁》一章 何他

《 权舆》一章 嗟／我二章

《 东门之池》一章池　　／麻／歌

《 车攻》六章　　　　　　　　　　　　猗驰／驾／破

《 凫鹥（ｆú　Ｙī）》二章　　　　　宜为／沙嘉／多

第一组是“ 沱”类和“ 仪”类在句尾接触的例子，“ 仪”类

字中古同韵母主元音；第二组是“ 沱”类和“ 嘉”类在句尾

接触的例子，“ 嘉”类字中古同韵母主元音；第三组是“ 沱”

类和“ 仪”、“ 嘉”两类字在句尾同时接触的例子。根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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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现的“ 渚”类字和“ 沱”类字的两种情况，我们不仅能够

比较有把握地判定“ 渚”类字或“ 沱”类字在《 江有汜》这首

诗的二章或三章里分别是韵脚，而且也能够判定和它们分别

在句末接触的“ 下”类字、“ 土”类字或“ 仪”类字、“ 嘉”

类字也都是韵脚。

《 江有汜》二章和三章的韵脚解决之后，我们再来看它

的第一章。一章里除开和二、三两章同有的“ 归”字，剩下的

字“ 汜、以”在中古同韵母，而“ 悔”在中古则属于另一韵

母。我们不妨先检查“ 汜”等和它们在中古同韵的字在《 诗

经》里的关系。我们发现它们经常在诗句末尾接触。例如：

《 谷风》三章 沚以

《 菁菁者莪》二章 沚子喜

《 卷阿》七章 止士使子

这一类的例子特别多。同时我们又发现它们在和中古另一韵

的字接触时也是一致的。例如：

《 旄丘》二章 久／以

《 匏有苦叶》 否否友／子四章

右右《 裳裳者华》四章 有有／似

据此我们不仅可以有把握地判定“ 汜”类字在这章诗里是韵

脚，而且也可以判定和它们经常在句末接触的这些“ 久”类

字也都是韵脚。

“ 汜”类字的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再来考察“ 汜”类字

和“ 悔”字在《 诗经》里的关系。我们发现“ 汜”类字和

“ 悔”字在句末接触并不限于《 江有汜》里这一次，它们还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8

有多次接触。例如：

《 皇矣》四章 悔祉子

《 生民》八章 时祀悔

《 抑十》二 子章 止谋悔

而且再进一步检查，发现中古和“ 悔”同韵母主元音的字和

“ 汜”类的接触也是大量的。例如：

海／《 江汉》七章 理

《 荡 晦／式止》五章

《 节 殆／仕子已仕南山》四章

据此，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断定不仅“ 悔”字，而且“ 悔”

类字在这些诗里全都是韵脚。

末了，在《 江有汜》这篇诗里就只剩下三章都出现的

“ 归”字了。在确定了其它各字是韵脚之后，“ 归”字的问

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既然经考察在《 诗经》里，“ 汜”

类、“ 渚”类、“ 沱”类都只在本类之内互相押韵，而彼此

之间互不押韵，那末在这篇诗的三个章里都出现的“ 归”字，

当然不可能同时和三类字都押韵。“ 归”字在这里不是韵脚

就是十分明显的事了。

上面根据《 诗经》本身所确定的在上古可以互相押韵的

字类，我们还可以用汉字的谐声来加以印证。尤其是对那些

中古不相押韵而上古可以押韵的字类，进行这样的印证就更

好。例如我们可以把“ 汜”类和“ 悔”类里的谐声字进行一

次检查，结果我们发现两类字往往具有共同的谐声偏旁。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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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旁 汜 类 悔类

台 治怡始 怠殆胎鲐

寺 持痔歭恃 待等

思 缌 鳃

己 纪起记 改

矣 娭诶 埃唉挨

疑 嶷擬 礙

宰 滓

这种谐声现象也清楚地说明“ 汜”类字和“ 悔”类字的韵母

在上古是比较相近的，否则两类中的大多数字就不会都彼此

用同一个字做声符了。

除谐声字之外，古书上的别字、异文也可以用来作为参

证。例如“ 汜类”和“ 悔类”就有很多互相代替的例子：

汜类　　　　　　　　　　　　　　　　　　　　　　　　悔类

止 公羊传》、《《榖　　梁传》）（《 左传》）　　或写作戴（《

（ 《兹 礼 记 》 ） 或 写 作 栽

釐（《 尔雅》）或写作莱（《 说文》）

持（ 《 仪 礼 》 ） 或 写 作 待

这种现象也是“ 汜”类字和“ 悔”类字在上古读音比较相近

的反映，否则这种互相代替反复出现就不可能。

经过谐声和别字、异 ”类字文的一再印证，我们对“ 汜

和“ 悔”类字在《 诗经》里可以押韵这一 判断，就更可以确

信无疑了。（ 确定《 诗经》韵脚有时较复杂，这里不细说。）

确定了《 诗经》韵脚之后，把韵脚字加以分析、归纳，

我们就不难考求出上古音的韵母系统来。不过《 诗经》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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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三百篇，它用来押韵的字是有限的。有很多当时就已存

在的字，不见于韵脚。要解决这些字在上古的归韵问题，就必

得另想办法。这有两方面的途径。一是利用和《 诗经》大致

同时期的其它一些韵文的韵脚；一是依靠汉字的谐声关系。

前者例如我们在当时的其它文献里发现有下列这样的韵脚：

《 易 经 》 市 贿 事

《 大戴礼记》始釐里

《 楚 辞 》 恃 殆 志 熊

鄙改

阯海士海理

这些韵脚里的“ 市釐熊鄙阯”等字都不见于《 诗经》韵脚。

从和它们相押的字来看，这些字显然是属于“ 汜”类的，

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都归入“ 汜”类。后者例如“ 胎邰鲐

炱诒给怡瓵骀佁枱眙笞 ”等字都不见于《 诗经》韵脚，但

“ 饴贻治始殆怠”等字都见于《 诗经》韵脚。由于“ 胎”等和

“ 饴”等具有共同的谐声偏旁“ 台”，“ 饴”等既然属“ 汜

类，“ 胎”等也就可以归入“ 汜”类。通过上述这种办法加

以补充以后，我们就可以把《 诗经》时代已经存在的字的韵

部基本上都确定下来。

不过还应该附带指出的一点是，谐声字所反映的语音现

象虽然基本上和《 诗经》及其同时代韵文的押韵相符合，但

也有少数不一致的地方。请看下面《 诗经》押韵的例子：

《 燕燕》二章　　　　　　　　　　　　　　　　　　及泣

《 中谷有蓷（ｔｕī）》三章　　　　　　　　　　湿泣泣及

《 假乐》四章 位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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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泣”和“ 位”两字的谐声偏旁都是“ 立”字，从谐声的角

度看，它们应该同属于一个韵部，但在《 诗经》里它们却分

别与两个韵部的字押韵，这就出现了矛盾 一般都把这种矛

盾看成是时间因素造成的。谐声字的形成有些比《 诗经》的

时代早，因此它们所反映的语音现象在个别方面也就比较

古。象上面诗韵中的“ 位”字原来和“ 泣”字大概是同韵部

的，后来到了《 诗经》时代，它的读音起了变化，于是就和

“ 泣”分属两个韵部了。

现在再来谈谈怎样利用谐声字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考求

上古声母的时候，诗韵就不起作用了，最主要的资料就是谐

声字，另外象古人写的别字、异文等也可以作为参证。

利用谐声字考求上古声母，比利用诗韵考求上古韵母困

难要多些。主要原因就在于谐声字通谐的范围太广。有人曾

经从中古声母出发，对《 说文》一书里面的全部谐声字进行

统计，看看中古一个声母的字究竟同其余声母中的多少声母

的字具有谐声关系。结果表明中古的每一声母同其余声母

中的多数声母在谐声上差不多或多或少的都有关系。这样一

来，就不免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几百年来，对上古声母的

研究远不如对上古韵母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这大概是重要原

因之一。

当然，问题也不是完全不可捉摸。至少我们可以采取看

主流的办法，也就是以多数字的谐声现象为依据的办法。下

面我们不妨举中古的唇音声母做例子，通过考察谐声现象，

看看它们在上古的情况。为了方便，我们先从唇塞音ｂ，ｐ，ｂ

说起。请看下面两组谐声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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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一豝把靶
ｐ一皅钯
ｂ— 把

ｂ一 炳 怲 柄
ｂ一 病

（ 即“ 更”）

这两组里面的字都根据《 说文》，所注声母是中古的读法。

有些字在《 广韵》里不止一个读音，但都没有越出我们所要

讨论的声母范围，即唇塞音的范围，所以只录共中的一个

音。“ 巴”组所谐的字没有越出唇塞音范围的，虽然从“ 巴”

得声的“ 皅”又谐“ 葩”。“ 丙”组所谐的字有一个“ 更”

字越出了唇塞音的范围。在我们考察了所有谐声字之后，我

们发现象“ 巴”组那样的情况占绝对的多数，也就是说，唇

塞音只谐唇塞音的占绝大多数，象“ 丙”组那样越出唇塞音

范围和其它声母相谐的只是个别现象。根据谐声的这种情

况，我们不妨提出下列假定， 三个声母在上即中古的ｂ，ｐ，ｂ

，ｂ古仍 ，ｐ然是ｂ ，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或者要问，既然ｂ，ｐ，ｂ三个声母的字可以彼此反复谐

声，数量又极多，我们假定它们在上古只有一个唇音声母，

岂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假定有三个呢？这个问题也不难回

答。我们在第一章第三节里已经提到过，语音的发展是有规

律的，我们的任何假设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假定

上古唇塞音只有一个声母，不论是ｂ，是ｐ，或是ｂ，我们就

得找出这个声母后来根据什么条件变成中古的三个声母的。

我们既然找不出这种变化的相应条件来，就不能作那样的假

设。

解决以后，我 音声唇塞音ｂ，ｐ，ｂ 们再来考察中古的唇鼻

巴ｂ一 皅：ｐ一葩

丙ｂ

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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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ｍ在谐声里的表现。我们发现ｍ声母的字在谐声里有两种

情况。一种是自己和自己谐，一种是和中古ｈ声母的字谐。现

在各举一些例子于下。

：

ｈ

悔晦诲每

薨

無 膴憮

尾 黑

微蒿 徽

毛 耗

勿 曶忽

民 昬

亡　　　　　　巟

冡ｍ－：　ｍ 蒙 朦

蒙：ｍ 濛蠓

ｍ ：　 ｍ

－ｍ ｈ ｍ

滅烕

墨默

ｍ－ｈ－

缗 暋 鍲

肓

第一栏里的“ 冡”　谐“ 蒙”等字，而“ 蒙” 谐“ 矇”又 等

字，但都没有越出ｍ母的范围。“ ” ”等字也没有“谐
越出ｍ母的范围，但“ 再谐的时候，就谐 ”，了 母的“

越出了唇音的范围。不过在冡 ” 组 谐声字里象字 那“ 样 只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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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母之内相谐的占绝大多数，象“ ”组字那样越出本母之

外谐声的只是比较个别的现象。根据谐声的这种情况，我们

也可以假定中古的ｍ声母在上古仍然是ｍ声母。不过值得注

意的是，ｍ母字在谐声里和ｈ母字接触的比较多，这就是上面

所列的第二栏和第三栏的例子。第二栏的例子里既有ｍ谐ｈ

的，也有ｈ谐ｍ的，而且除了个别字组以外，都只在ｍ和ｈ两

个声母的范围之内相谐，也就是说ｍ不谐与ｈ同系的其它声

母，如ｇ，　 ｋ之类，而ｈ也不谐与ｍ同系的其它声母，如ｂ，　 ｐ之

类。不仅如此，ｍ和ｈ还有辗转相谐的情况，就是ｍ谐了ｈ，

ｈ又倒转来谐ｍ，如第三栏的例子所示的那样。这些特点，都

说明ｍ和ｈ相谐的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上古语音情况的一

种反映。我们可以暂时把这些和ｍ相谐的ｈ母字的上古声母

假定为ｍ。　ｍ是双唇清鼻音（ 即读ｍ时声带不振动），在有些

语言里它带有较强的气流。ｍ作为双唇鼻音，当然可以和ｍ谐

声，作为清鼻音，后来变ｈ也没有什么困难。

通过上面所举根据谐声解决唇音声母的例子，我们可以

看到，利用谐声字来考求上古的声母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还

是可以奏效的。

（ 二）上古汉语声母

根据上一节所说的利用谐声字的方法，从中古音出发，

通查全部谐声字，经过排比，分析，确定声母类别之后，再

假定出它们的音值，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这样的一个上古声

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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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帮Ｐ滂ｂ唇音 并 ｍ明 ｍ悔

定 澄 ｎｄ端知ｔ透彻舌尖音 泥 娘

ｚ精庄ｃ清初ｚ从 崇 Ｓ

舌面音 船　　（ ｊ章ｑ昌 ｊ 　　　　　　

舌根音 ｇ见 ｋ溪 ｇ群 ｎｇ 疑 ｈ 晓

喉音 ？影

表中一共２ｇ个声母。声母后边的是例字。为了便于和中古声

母比较，这些例字，除了ｍ后面的“ 悔”字外，采用的都是

中古声母代表字。放在括弧里的是争议较大的。如果把它们

除去，就只有２２个。这２２个也不是完全都没有争议，只是纷

歧不那么大罢了。 ｆ后面的括弧里打了一个问号，说明那个

符号只是暂时那么写，它究竟写个什么符号合适，一时还不

好确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声母的读音必

然和ｄ 类的声母很相近。为什么能够肯定这一点呢？这主要

也是谐声字提供的线索。这个声母的字在中古是半元音性的

ｉ，就是读ｉ时，舌面稍稍上抬，带点摩擦。它和ｄ一类声母的

读音是差得很远的。可是在谐声字里，这个声母的字却经常

和中古ｄ类声母的字互谐，例如：

丫一 ｄ－ 类 ｄ－ 类 ǐ

由 －笛迪伷多ｄ－　 　　　　　移誃迻移

余 捈 兑 ｄ － 锐－途荼涂

－稻舀 蹈它ｔ－　 　　　　　诧铊

（ｌ ？）①来 以

生（心 ｓ邪 ）

邪 ）日ｘ书ｘ

ｈ匣 云

ｔ－韬滔搯

是舌尖闪音，舌尖向着上齿背轻弹一下所得的音。它有点象一个软

①了滑的塞音，但时间极短，闭塞不密。

② 表示。半 元 音 性 的 ，我们用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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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声母的字互谐，例如：

－类 ǎ－类

－由 －宙胄紬 姚珧铫筄

－弋 蟲－忒貣 （ 即“ 虫”） 融

而中古的ǎ类声母在上古也是ｄ类声母。可见ǐ－类字在上古一

定有一个和ｄ类声母很相近的辅音声母。这个辅音声母究竟

是一个什么音呢？由于上古的ｄ类声母是舌尖辅音，我们可以

肯定这个辅音声母也是个舌尖辅音。至于发音方法现在所能

肯定的就只有一点，就是这个舌尖辅音一定是浊的，不是清

的。这有两点根据。第一，中古ǐ－都是浊的；第二，现代

方言ǐ－类的平声字都读阳调，而现代方言阳平调的字都是

从古代的浊声母来的。至于这个浊的舌尖辅音是塞音，塞擦

音，还是闪音，一时还不好确定。

ｆ母）包括中古的声母表里的ｄ（组 除去 组，刚才我ｄ组和

们 组。以上两组声已经指出了。ｚ组包括中古声母的ｚ组和

母，每个声母后边举两个例字，它们各代表中古一个声母。

其它ｂ组（ 除去ｍ母），ｊ组，ｇ组以及？母都是中古原有的声

母。关于中古音声母可以参看第四章第二节。

最后还有一点须要特别指出的就是，即使我们把放在括

弧里的声母都算上，上面的声母表也可能仍然是一个很不完

全的声母表。什么原因呢？因为上古声母还有一个较大的问

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上古到底有没有复辅音声母的问

题。

所谓复辅音声母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辅音联在一起所

又还经常和中古

ǐ－ ǐ －

兆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7

组成的声母。比如ｐｌ，ｓｔ之类。现代汉语只有单辅音声母，

没有复辅音声母（ｚｈ，ｃｈ等虽然用两个拉丁字母来表示，但

它们的实际读法仍然是一个音，而不是两个音）。古代汉语

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从各方面的材料看来，近古和中古汉语

的确也是和现代汉语一样，只有单辅音声母，没有复辅音声

母。可是上古汉语的情况就有点不同了。有很多迹象表明上

古汉语是有复辅音声母的。这首先又是谐声字提供的线索。

试从中古声母出发来看，有如下一类的谐声现象：

ｌ声母的“ 洛路洛烙”等字的声符是ｇ声母的“ 各”字

ｍ声母的“ ｌ声母的“ 貍”字霾”字声符是

ｂ声母的“ 剥”字声符是ｌ声母的“ 录”字

声母的“ 使”字声符是ｌ声母的“ 吏”字

声 母 和 ｇ，ｍ，ｂ， 等声母在语音上相差很大，照理不能互

作声符。可是事实上不但互作声符，而且有时例子还特别多

（ 如ｇ和ｌ）。这似乎只有假定互谐的一方是复辅音才能解

释。比如假定“ 各”和“ 洛”都是ｇｌ，或其中之一是ｇｌ，那

末互作声符就没有困难了。

在古文字和古方言里也可以看到和谐声平行的现象。比

如古代“ 来”字就是“ 麦”字，表明这两个字的声母那时可

能都是ｍｌ；古代浙江话和四川话把“ 笔”叫做“ 不律”，可

能当地“ 笔”的声母就是ｂｌ。

还有，和汉语有共同来源的一些语言，比如苗语、壮

语、藏语等等都有复辅音声母，而且有的还十分丰富。因此

推想古代汉语也有复辅音声母，就未必是不近情理的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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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很多个别词上，这些语言还可以和汉语的谐声

现象互相印证。比如，“ 泣”的声母是ｋ，它的声符“ 立”的

声母是ｌ，表明上古“ 立”和以“ 立”作声符的字，比如“ 泣，

笠”等字的声母都有作ｋｌ，或ｇｌ的可能。在广西武鸣壮语里，

“ 笠”正读ｇｌｏｐ。又如上文所举的“ 剥”字，在龙州壮语里

有两个读法，一读ｂｏｋ，一读ｌｏｋ（ 两音中的ｏ是长的ｏ，意思

是“ 剥皮”）也可以和谐声现象印证。

在现代汉语里，普通话虽然没有复辅音声母，有些方言

里却有复辅音声母。比如西北方言里有ｂｆ，ｐｆ等复辅音声

母，安徽南部的方言里有ｈｆ，ｈｔ等复辅音声母。可见复辅音

声 母 也 并 不 是 汉 语 所 不 能 容

根据上述这些线索，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大概是可能

的。不过仅仅知道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还不够，还必须知

道有些什么样的复辅音声母，以及这些复辅音声母的详细分

布情况才行。可惜这些目前都还不能办到。目前我们不但不

能确知哪些字有复辅音声母，而且纵然知道某些字有复辅音

声母，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复辅音声母。比如拿“ 各”和

“ 洛”来说吧，假定它们有复辅音声母，但究竟“ 各”是ｇ，

““ 洛”是ｇｌ呢？还是“ 各”是ｇｌ，　 洛”是ｌ呢？还是“ 各”

是ｇｌ，“ 洛”是ｇ　ｌ呢？如此等等，都无法确定。所以这个问

题的彻底解决，还有待于今后继续研究。

（ 三）上古汉语韵母

根据本章第一节所说的方法，从中古音出发，把《 诗

经》韵脚确定之后，加以分析、归纳，再参照谐声和异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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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材料，我们可以把上古韵母分为三十一个韵部。现在列

表于下。

韵部 例字

１．之部 台恢骇芝丕久

（ 一） ２．职部 德国革聝直阈福

３．蒸 登弘橙宏仍弓部

４．幽 曹包酋纠雕部
（ 二）

５．觉部 鹄学菊笛

６． 宗降中冬部

高交７．宵部 宵要辽
（ 三）

８．药部 翯鹤卓勺翟

９ 头俞．侯部

１０．屋部 读角蜀
（ 四）

１１．东部 工邦重

１２．鱼部 模家瓜者居瞿

（ 五） １３． 各郭宅获脚攫席铎部

唐光杨匡更横１４．阳部 京永

街蛙１５．支部 此规鸡奎

（ 六） １６ 责划辟役滴 （ ｊú）．锡部 鸣

争轰清顷１７．耕部 惊荣青扃

（ 七） １ 多果沙瓦奇吹８．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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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祭部 泰会蠆夬介拜刘 制赘 蓟慧

（ 八） ２０．月部 曷活辖刮察刷歇厥舌雪孑缺挈决

２１．元部 丹桓颜关间幻言原仙泉遣捐前犬

２２．脂部 阶资伊癸尔妻惠

（ 九） ２３．质部 栉黠劀（ｇｕā）即吉橘结血

２４．真部 申紧均坚玄

２５．微部 愷回火乖冀佳机归毁

（ 十） ２６．物部 纥骨轧貀　（ｎà）乙术乞屈

２７．文部 根魂洗巾谆斤君典荐

２８．葉部 盍币狎夹业法摺擪（ｙè）帖

甘函衔斩严凡佥厌（ 十一）２９．谈部

３０．缉部 答袷習疉邑

（ 十二）３１．侵部 耽减今愔黍

这些韵部可以按韵尾的不同分成阴阳入三类。有鼻音韵

尾的叫阳声韵，有清塞音韵尾的叫入声韵，其余的叫阴声

韵。我们把三十一个韵部分成十二组。一组有三个韵部的，

第一部是阴声韵，第二部是入 韵，第三部是阳声韵。第三

组只有两个韵部，前一部是阴声韵，后一部是入声韵。第十

一，十二两组也只有两个韵部，前一部是入声韵，后一部是

阳声韵。唯有第七组只有一个歌部，是阴声韵，没有入声韵

或阳声韵和它相配。在阳声韵中，蒸、冬、东、阳、耕五部

收ｎｇ尾；元、真、文三部收ｎ尾；谈、侵两部收ｍ尾。在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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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部中，聀、觉、药、屋、铎、锡六部收ｇ尾；月、质、物三部收

ｄ尾；葉、缉两部收ｂ尾。阴声韵有没有韵尾，如果有韵尾，

是元音韵尾还是辅音韵尾，学者们还有不同的意见。

上古有三十一个韵部，并不是只有三十一个韵母。每个

韵部都包含很多韵母。表中每个韵部的后面我们都举了很多

例字。每个例字基本上代表中古的一个韵类。可以看出，一

个韵部最少的也包含中古两个韵类，多的甚至达到十几个。

这些中古韵类虽然不能说在上古各个韵部里都必须仍然是个

独立的韵类，但由于要考虑到语音发展变化的条件，对它们的

归并就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既然上古的每个韵部都有很

多韵母，那末对这些韵母读音的构拟困难就比较多，分歧也

比较大。到目前为止，甚至对每个韵部究竟是一个韵母主元

音，还是不止一个，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大家所能统一

的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对阳声韵和入声韵韵尾的看法，再有

就是对同一组的韵部也都一致认为应该具有相同的韵母主元

音。我们上面的表中所以没有附注各部的韵母读音，原因就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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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古汉语语音

（ 一）怎样分析和利用反切

所谓中古时期的语音系统就是指陆法言《 切韵》所代表

的语音系统。《 切韵》这部韵书是一部集体创作。一块参加

讨论的有八九个人，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陆法言记下了讨

论的要点。若干年后，他参考“ 诸家音韵，古今字书”，独

力编成了《 切韵》。由于这部书所反映的音系是当时的标准

音系，同时在语音分析上在当时来说又达到了最科学，最精

密的程度，因此它不仅在当时就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往后也

一直受到文化界的重视。诗文押韵奉它为标准，语音史的研

究更把它作为不可缺少的依据。

《 切韵》由于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增订本特别多。这

样一来，原本反而失传了。目前存在的最完整的增订本只有

两个。一是故宫博物院藏宋濂跋本唐写本《 王仁昫刊谬补缺

切韵》，一是陈彭年等的《 大宋重修广韵》。增订本所收字

数虽然增多，注解也更详细，甚至韵数也有所增加（ 详见本

书附录《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 广韵》两节），但反切

系统，也就是语音系统和《 切韵》并没有什么不同。下面我

们就以《 广韵》为依据来讨论《 切韵》的语音系统。

《 广韵》按声调分韵。一个韵母声调不同，就认为是不

同的韵，并给以不同的名称。这是为了适应当时诗文押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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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因为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是不能互相押韵的。当时有

四个声调，即平、上、去、入，于是每个韵也就分为四个：

平　　　　上　　　　去入

东　　　　董　　　　送屋

“ 东”等是一韵的代表字，用作韵的名称，叫做韵目。每一声

调之内的韵都按一定的次序排列，如东第一，冬第二；董第

一，肿第二，等等。每个韵内部的字按同音关系放在一块编

成字组，叫做小韵。小韵之间用圆圈互相隔开。在每个小韵

的第一个字下，用反切注上这组同音字的读音。这就是《 广

韵》一书的编排方式。

如果《 广韵》或《 切韵》的编者在用反切注音的时候，

同声母的字都用同一个反切上字，同韵母的字都用同一个反

切下字，那末它们的声韵类别可以一望而知，就用不着后代

人来考证了。可惜不论《 切韵》还是《 广韵》在注音的时

候，都采取一种自由方式，随便取字。拿反切上字来说吧，

不论《 广韵》还是《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都用了四百多

个，比《 切韵》的声母数目多十倍还有余。再加上一个韵并

不一定就是一个韵母，有时包含好几个韵母。这就给我们考

求《 切韵》的声韵类别造成了困难。

清末人陈澧根据反切的原理，创造了反切系联法，对考求

《 广韵》的声韵母作出了重要贡献。反切的构成从原则说，

反切上字和被切字同声母，反切下字和被切字同韵母。陈澧

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发明了用系联反切上下字的办法来考求

《 广韵》的声韵母。他订下了下面三条基本原则。

１．反切上字或反切下字同用的，被切字的声母或韵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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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同类。如“ 冬，都宗切”，“ 当，都郎切”，同用反切上

字“ 都”字，则“ 冬”与“ 当”声母必然同类；“ 东，德红

切”，“ 公，古红切”，同用反切下字“ 红”字，则“ 东”

和“ 公”韵母必然同类。

２．反切上字或反切下字互用的，被切字的声母或韵母

必然同类。如“ 当，都郎切”，“ 都，当孤切”，“ 都”做

“ 当”的反切上字，“ 当”做“ 都”的反切上字，“ 都”和

“ 当”的声母必然同类；“ 公，古红切”，“ 红，户公切”，

“ 红”做“ 公”的反切下字，“ 公”做“ 红”的反切下字，

则“ 公”和“ 红”的韵母必然同类。

３．反切上字或反切下字递用的，声母或韵母必然同类。

如“ 冬，都宗切”，“ 都，当孤切”，“ 冬”字用“ 都”字

做切上字，“ 都”字又用“ 当”字做切上字，依次递用，则

“ 冬、都、当”三字的声母必然同类；“ 东，德红切”，

“ 红，户公切”，“ 东”字用“ 红”字做切下字，“ 红”字

又用“ 公”字做切下字，依次递用，则“ 东、红、公”三字

的韵母必然同类。

如果《 广韵》的反切确实都是按照反切的原理造的，没

有其它复杂情况，那末陈澧的这三条基本原则也就够了，利

用它们就可以准确地考求出《 广韵》的声韵母类别来。但事

实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简单。这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方

面，利用汉字拼音本来就不容易，反切说是 上字取声，下

字取韵，但上字的韵和下字的声终不免夹在中间，拼不准确

的现象固然在所难免，上下字互相影响的现象也经常出现。

另一方面，《 广韵》的作者在造反切的时候，选字基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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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的，并没有想到系联的问题，因而难免有实同类而不能

系联的情况。

面对上述的两种情况，陈澧又规定了几条补充条例。他

写道：

《 广韵》同 ，此必陆氏旧例也。其两切音之字不分两切语

语下字同类者，则上字必不同类。如“ 红，户公切”，“ 烘，呼

东切”，“ 公、东”韵同类，则“ 户、呼”声不同类。今分析切语

上字不同类者，据此定之也。上字同类者，下字必不同类。如

“ 公，古红切”，“ 弓，居戎切”，“ 古、居”声同类，则“ 红、

戎”韵不同类。今分析每韵二类，三类，四类者，据此定之也。

这是针对上述第一种情况制订出来的条例 。想用这个条例把

本来不应该系联而系联的类别分析开来。另外陈澧又写道：

切语上字既系联为同类矣，然有实同类而不能系联者，以其

切语上字两两互用故也。如“ 多、得、都、当”四字，声本同类；

“ 多，得何切”，“ 得，多则切”，“ 都，当孤切”，“ 当，都

郎切”；“ 多”与“ 得”，“ 当”与“ 都”两两互用，遂不能四

字系联矣。今考《 广韵》一字两音者互注切语，其同一音之两切

语上字，声必同类。如一东“ 冻，德红切，又都贡切”，一送

“ 冻，多贡切”；“ 都贡”，“ 多贡”同一音，则“ 都、多”二

字实同一类也。今于切语上字不系联而实同类者，据此以定之。

切语下字既系联为同类矣，然亦有实同类而不能系联者，以

切语下字两两互用故也。如“ 朱、俱、无、夫”四字韵本同类，

“ 朱，章俱切”，“ 俱，举朱切”，“ 无，武夫切”，“ 夫，甫

无切”，“ 朱”与“ 俱”，“ 无”与“ 夫”两两互用，遂不能四

“ 切语”就是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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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系联矣。今考平、上、去、入四韵相承者，其每韵分类亦多相

承。切语下字既不系联而相承之韵又分类，乃据以定其分类，否

则虽不系联实同类耳。

这是陈澧针对上述第二种情况制订出来的条例。想用这个条

例把应该系联而没能系联的声韵类别系联起来。

就利用《 广韵》反切本身来考证《 广韵》的声韵类来

说，陈澧制订的这些条例算是很细致的了。但是它们仍然对

付不了复杂的反切。例如，他利用“ 声同韵必不同”或“ 韵

同声必不同”的原则来分开那些不应该系联而系联的声韵类

别，有时候就无法办到。原来利用这个原则得有个条件。什

么条件呢？就是在要分开的两类中，必得有两个小韵，它们

的反切上字同类，或反切下字同类。否则就没法进行对比。

例如，耕韵的反切下字本来系联为一类：

宏（ 户萌切）萌（ 莫耕切）耕（ 古茎切）茎（ 户耕切）

因为这个韵里有“ 宏，户萌切”与“ 茎，户耕切”两个小韵

的反切可以对 切 ”同用反切上字比，“ 户萌切”与“ 户耕

“ 户”字，声母当然同类，那末反切下字“ 萌”与“ 耕”必

不同类，陈澧就用他的分析条例，正确地把“ 宏”小韵与其

它小 韵，陈澧的韵分开，成为两类。可是到了耕韵的去声

办法就用不上了。 韵共有六个小韵，即六个反切：

迸（ 北诤切）併（ 蒲迸切）诤（ 侧迸切）

轰（ 呼迸切）鞭（ 五诤切）樱（ 鹥迸切）

它们的反切下字也系联为一类：

诤（ 侧迸切）迸（ 北诤切）

但是“ 轰”字实际上另为一类，虽然它用了“ 迸”字做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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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由于在其余的五个反切里没有一个反切是和它同声母

的，所以就无从比较。这样，陈澧的分析条例就发挥不了作用

韵的韵类错误地定了。结果他把 为一类。

有时候即使有两个可以比较的反切，但有关的字究竟应

该如何归类，陈澧的条例也不起作用。例如铎韵的反切下字

本应分为两类，但系联成了一类：

郭（ 古博切）博（ 补各切）各（ 古落切）落（ 卢各切）

这里“ 郭，古博切”，“ 各，古落切”，反切上字同用“ 古”

字，当然同类，那末反切下字“ 博”与“ 落”必不同类。又

“ 各，古落切”，用“ 落”字做切下字，那末“ 各”与

“ 博”也必不同类。据此，陈澧认为“ 博”用“ 各”做切下

字错了。也就是说，“ 博”该与“ 郭”划归一类，其余的是

另一类。两类所以系联成一类，问题就出在“ 博”字用“ 各”

字做反切下字上。但是我们也可以根据“ 博”与“ 落”必不

同类，认为“ 郭”用“ 博”做反切下字错了。也就是说“ 郭”

字是一类，“ 博”以下的字是另一类。这种结论上的两可，

说明方法的无效。

至于用《 广韵》的又音来归并应该系联而不能系联的声

韵类，那更是不足取的。因为《 广韵》的又音很多是抄录前

人的反切，往往与正切相矛盾。这一点陈澧心里可能也明

白，因为他自己也并没有完全贯彻这个办法。

可见，完全依靠反切的系联，而不参考其它材料，不利

用其它知识，是不能准确地考求出《 广韵》的声韵类别来

的。陈澧强调“ 惟以考据为准，不以口耳为凭”，是他未能

取得更大成功的重要原因。我们说，考据固然十分重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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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是口耳之学，怎么能完全不以口耳为凭呢？实际上我们

要想正确地把《 广韵》的声韵类别考求出来，有时候就是要以

口耳为凭。我们在第一章第四节里提到现代方言，认为它是

考求古音的一项重要依据，就是对“ 以口耳为凭”的一种肯定。

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参考其它各种材料，如《 切韵》的各

韵的“ 轰”字，我们种残卷，等韵图，等等。例如上面 所

以知道它应该另立一类，就不是完全根据的反切，而是参考

其它知识定的。一方面就《 广韵》本身来说，平声耕韵有个

“ 轰”字“ 呼宏切”，去 韵的这个“ 轰”字和它四声相声

承，是一音的平去两读。平声“ 轰”字和“ 宏”字现代方言

大多读成有ｕ介音或ｕ作主要元音的韵母，去声当不例外。平

声“ 轰”属于合口（ 即有ｕ介音）的一类，去声“ 轰”也应

属于合口的一类。另一方面，早期等韵图，例如《 韵镜》和

《 七音略》都把这个“ 轰”字和平声的“ 轰”字或“ 宏”字

放在同一个图内，而和放在另一图内的平声“ 耕”等字和去声

“ 　 韵“”等字分别开。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 轰”字应该

另立一类的有力证据。

总而言之，我们考求《 广韵》的声韵类，系联法可以作

个基础，但不能单纯地依靠系联，必须广泛地应用其它知识

和其它材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正确的结论。

（ 二）中古汉语声母

上一节我们讨论了如何利用《 广韵》的反切来考求《 广

韵》的声韵类别。掌握了研究反切的方法之后，再参照其它

知识，《 广韵》的声母类别就不难得到正确的解决。由于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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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上都拿传统的三十六字母略加修改来标注《 广韵》的声

母，因此在讨论《 广韵》的声母之前，先简略地介绍一下三

十六字母。

三十六字母是我国唐宋间研究汉语音韵的学者对汉语声

母归纳的结果。它们通常被按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分类，但

使用的部位和方法的名称很不相同，后来大致统一起来，现

列表于下。

全清　　次清　　全浊　　次浊

重唇　唇 　音 　　帮 并滂 明

轻唇　　　 奉　非敷 微

舌头　 定舌音 　　　端透 泥

舌上　 澄　　　知彻 娘

齿齿音 头　 从　　　精清

邪心

正 床齿　　　　照穿

审 禅

群见牙音 疑溪

匣 喻喉音 影 晓

半舌 来

日半齿

这里发音部位分七项就是所谓“ 七音”，如果把“ 半舌”、

“ 半齿”分别并入“ 舌音”和“ 齿音”里去，就是所谓“ 五

音”。用现代名词可以大致解释如下：

重唇：双唇音　　　　　　　　　　舌上：舌尖面塞音

轻唇：唇齿音　　　　　　　　　　齿头：舌尖塞擦音和擦音

舌头：舌尖塞音　　　　　　　　正齿：舌尖面或舌面塞擦音、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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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音：舌根音　　　　　　　　　　半舌：舌尖边音①

喉音：喉音　　　　　　　　　　　　半齿：舌面鼻擦音

清浊的概念除了带音不带音的区别以外，还夹杂着其它发音

方法上的特点。具体地说：

全清：不送气的清音和清擦音

次清：送气的清音和清擦音

全浊：浊的塞音、塞擦音、擦音

次浊：鼻音、边音等

有的韵图，如《 韵镜》把晓母列入全清一类，要合理一点。

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 广韵》的声母了。《 广韵》的声母

共有三十七个。它和三十六字母略有不同。通常都拿三十六

字母加以增删来做《 广韵》声母的代表字。有了代表字，也

就用不着再举例子了。现列表于下。

帮 ｂ滂 Ｐ唇音 并 ｂ 明 ｍ

端 ｄ透 ｔ舌头 定 ｄ 泥ｎ

彻知 澄 娘舌上

精 ｚ清 Ｃ从 ｚ 心 Ｓ齿头 邪 ｓ

初正 ě崇 生Ｓ　　齿 庄 侯

Ｘｊ昌ｑ船 ｊ 日 书Ｘ章 常Ｘ　

溪ｋ群９　 疑 ｎｇ见ｇ　牙音

喉 影？ 晓ｈ匣（ 云）ｈ音

来

＇以○

我们从表中可以看出《 广韵》声母和三十六声母不同的有下

龈或硬颚舌尖和上齿、齿 接触，让气流从舌头旁边的空隙流出所发的

，叫边音咅　 。如北京话的ｌ。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41

列几点。一是《 广韵》没有轻唇音非敷奉微四母；二是照穿

床审禅五母《 广韵》各分为二；三是喻母《 广韵》分而为

二，一（ 即云类）和匣母合并，一仍独立为以母。

知组的读音由于符号不便，写的是舌面前龈颚音 等，实

际上应该是舌叶音。这个声母表就声母类别来说，争论不

大。只有俟母、娘母还有人不承认。就所拟读音来说，分歧

要大一些。例如 等有人就认为是舌面音，莊组有人认为是

卷舌音，“ 船”和“ 常”有人认为前者是擦音，后者是塞擦音。

但总的说，比对上古音声母的看法要一致得多了。

（ 三）中古汉语韵母

中古韵母也和声母一样，用系联法，再参考其它材料，

就可以如实地考求出来。《 广韵》的韵母由于按四声划分，

数目较多，有三百多个。如果把平上去算一个韵母，入声算

一个韵母，就只有一百五十多个。现在把《 广韵》的韵母按后

一种办法列表如下。各韵的次序没有按照《 广韵》，而是大

致按韵尾重新排列，顺序是：无韵尾韵，元音韵尾韵，ｎ／ｄ

尾韵，ｎｇ／ｇ尾韵，ｍ／ｂ尾韵。

歌 哿 箇（ａ）

戈果（过ｕａ，　ǐａ，　ǐｕａǐ）

假摄 麻马祃（ａ，　ǐａ，　ｕａ）

鱼语御遇摄 （ǐＯ）

虞麌遇（ ǐｏ）

模 姥 暮（ｏ）

果摄

ǐ是半元音性的，读ｉ时舌面稍稍上抬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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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摄 支 纸 寞（ ｌｅ，ｉｅ，Ｔｕｅ，ｉｕｅ）

脂 旨 至（ ＴＩ，ｉｌｌＴｕＩ，ｉｕＩ）①

之止 志（ Ｔｅ）

微 尾 未（ Ｔａｉ，ｉｕａｉ）

蟹摄 齐 莽 鼻 （ｉ，ｆＰｉ，ｕａｉ）

００ 祭 （Ｔａｅ；Ｔｍｉ，Ｔｕａｅｉ） ②

００ 泰 （ａｉｕａｉ）

佳 蟹 卦（Ｂｅｉｕ３３ｉ）

皆 骇 怪（ ｖｉ，ｕｖｉ）③

○ ○ 央（０ｉ，ｕａｉ）

哈海代（ ，ｏｉｌＴｉ０ｉ）④

灰贿队（ ｕｚ０ｉ）

○○废（ｌｖｉ，Ｔｕｖｊ）

萧篠嘨效摄 　（ｅｕ）

宵 小 笑（ １Ｒｕ，ｉｕ）

肴巧 效（ ａｕ）

豪皓 号（ ａｕ）

尤流摄 有 宥（Ｔａｕ）

侯厚候（ ａｕ）

幽盈幼（ ｆｅｕ）

真 转 震 ／ 质（ Ｔｅｎ，ｉｅｎｅｄ，臻摄 ｉｅｄ）⑤

谆 準 称 ／ 衍（Ｔｅｅｎ，ｉｅｎ／Ｔｕｅｄ，ｉｕｅｄ）

①Ｉ读音比嘴略开，舌头略移后一点儿。

②③④　　是和ａ之问的音，ｂ是央元音，读时，嘴唇变成自然状态，舌

头退后一点，叩得ｅ音。ｂ是圆唇的ａ，即读ａ时，嘴唇略变圆。

⑤《 广韵》真、谆两韵系（ 指平上去人）开、合口字（ 合口有ｕ介音，开口

没有）收乱了，表中把真韵系全作开口，谆韵系全作合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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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栉（ Ｔｅｎ／ｅｄ）①

文吻问／物（ Ｔｕａｎ／Ｔｕａｄ）

欣 隐 掀 ／ 迄（ ａｎａｄ）

魂 混 感 ／ 没（ ｕａｎ／ｕａｄ）

痕 很 恨 ／（ 绝 ）（ａｎ／ａｄ）②

山摄 元 阮 愿 ／ 月（ Ｔｒｎ，Ｔｕｒｎｒｄ，Ｔｕｒｄ）

寒 旱 翰 ／ 易（ａｎ／ａｄ）

桓 缓 换 ／ 末（ ｕａｎ／ｕａｄ）

删 潜 谏 ／ 铬（ｆｉｎ，ｕａｎ／ｂｄ，ｕ｝！ｄ）③

山 产 桐 ／ 黠 ＱＰｎ，ｕｄｅｎｄ，ｕｂｅｄ）

先 铣 霰 ／ 屑（ｅｎ，ｕｓｎ／ｅｄ，ｕｅｄ）

仙狝线／薛

通摄 东 董 送 ／ 屋（ｕｎｇ，Ｔｕｎｇ／ｕｇ，Ｔｕｇ）

冬（ 湩）宋／沃（ ｏｎｇ／ｏｇ）④

锺腫用／烛（ Ｔｏｎｇ０ｇ）

江讲绛／江摄 觉（ ｄｎｇ／ｏｇ）⑤

宕摄 阳 养 漾 ／ 藥（ｌａｎｇ，Ｔｕａｇ／Ｔａｇ，Ｔｕａｇ）

①臻韵系只有庄组声母平入声，和真韵系不衔突，可以合并，所以拟音

不作区别。

②痕韵人声《 广韵》无韵目，没韵“ 麦”下没切”—音，早期韵图作痕

韵入声，今补人表中。

③侬《 广韵》原来韵目次序，删韵人声误为黜韵，山韵人声误为铭韵。表

中改为删配鎋，山配黠。

④冬韵上声《 广韵》无韵目，只有“ 懂、鹅”二字并入了锤韵上声肿

韵，但注明是冬韵上声字。表中把二字移作冬上声。

⑤ｏ是后圆唇元音。读ｏ时、嘴略张开一点，成长圆形，舌位略低一点

儿，即得ｏ音。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44

唐荡宕／（铎 ａｎｇ，　 ｕａｎｇ／ａｇ，　 ｕａｇ）

梗摄 庚梗映／陌ａｎｇ，，　Ｔａｎｇｎｇ　　　　　ａｇ，，　　ｌａｇｕａｎｇ，　Ｔｕａｎｇ／ｕａｇ，　Ｔｕａｇ）

耕 耿 挣 ／ 麦（ ｂｎｇ，ｕｂｎｇ／ｅｇ，ｎｅｇ）

清 静 劲 ／ 昔 （ Ｗｎｇ，Ｔｕｎｇ＊ｇ，ＴｕＲｇ）

青 迥 径 ／ 锡（ｅｎｇ，ｕｅｒｇ／ｅｇ，ｕｅｇ）

曾摄　　　　　　蒸拯遗／联（Ｔｅｎｇ／Ｔｅｇ，Ｔｕｅｇ）

登 等 橙 ／ 德（ ａｎｇ，ｕａｎｇ／ａｇ，ｕａｇ）

深摄　　　　　　侵寝沁／缉（Ｔｅｍ，ｉｅｍ／Ｔｅｂ，ｉｅｂ）

咸摄　　　　覃感勘／合（ ｎｎ，／ｂｂ）

谈 敢 阔 ／ 盍（ａｍ／ａｂ）

盐 玫 艳 ／ 叶（ ＴａＤｍ，ｉａｖｍａｅｂ，ｉｘｂ）

添黍添／帖（ ｅｍ／ｅｂ）

咸赚陷／洽（ ｂｍ／＇ｅｂ）②

街 槛 端 ／ 押（ａｍ／ａｂ）

严俨酥／业（ Ｔｂｍ／ＴＬｂ）

凡范梵／乏（ Ｔｔ＇ｍ／Ｔ＇ｅｂ）③

由于中古韵母比较复杂，对它们的拟音纷歧还相当大。表中

的注音是作者所定，放在括弧里头，以供参考。

等韵学家把《 切韵》的韵归纳成十六摄，标准主要是韵

尾。果、假、遇三摄是无韵尾韵，止蟹两摄多数是ｉ尾韵，

效、流两摄是ｕ尾韵，臻、山两摄是ｎ／ｄ尾韵，通、江、宕、

梗、曾五摄是ｎｇ／ｇ尾韵，深、咸两摄是ｍ／ｂ尾韵。

等韵学家又把《 切韵》的韵归纳为四个等。其分法如

①咸衔严三韵的上去声次序原误从《 集韵》作“ 俨赚槛”。“ 醉陷镬”，

与平人声不相配，表中作了改正（ 详情请参附录）。

②　　　　凡韵系和严韵系的字《 切韵》也不冲突，可以合并，所以拟音不作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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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举平声包括上去入声。

一等韵：歌模泰咍① 谈灰豪侯魂痕寒桓冬唐登覃　

一、三等韵：戈东

二等韵：佳皆夬肴臻删山江耕咸衔

二、三等韵：麻庚

三等韵：鱼虞支脂之微祭废宵尤幽真谆文欣元仙锺阳清蒸侵盐严

凡

四等韵：齐①萧先青添

分等的标准主要是韵母主元音的高低或前后。一等的元

音偏低偏后，二、三、四等依次偏高偏前。就是清朝人江永所

说的：“ 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

试以效摄的四个韵为例：

一 二等肴 三等宵 四等萧等豪
ａ ａ ε

有时也以介音丫的有无作为标准，例如：

一等唐　　　　　　　　二等阳
ａｎｇ　 　　　　　　　ǐａｎｇ

这种情况一般都发生在一摄之内只有一等韵和三等韵，或

一、三等韵同韵，二、三等韵同韵的场合。

把《 切韵》的韵分摄，分等是等韵学家研究《 切韵》的

一个重要贡献。我们在拟定《 切韵》的音读时，摄和等是重

要的依据之一。我们在学习中古音时，利用摄和等的概念，

对认识和记忆中古音的特点，也很为方便。

①咍韵和齐韵都有三等字，但字数很少，一般不把它们作合韵看。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46

四、近古汉语语音

（ 一）怎样分析《 中原音韵》的声韵类

我们已经说过，所谓近古音系统就是指元代周德清《 中

原音韵》一书所代表的语音系统。

《 中原音韵》是一部专供北曲作家作曲押韵，审音辨字

用的书。北曲用的基本上是当时北方的活语言，因此《 中原

音韵》所反映的语音系统也就是当时北方话的语音系统。

《 中原音韵》和它以前的韵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以

前的韵书都是按声调分韵的，不同的声调就算不同的韵，

《 中原音韵》分韵则不算声调，一个韵内包括当时各声调的

字。这个办法大概也是为了适应曲韵四声通押的情况采取

的。《 中原音韵》时代汉语的韵本来就比《 切韵》时代要简

化得多，分韵再不计声调，就更显得少了。《 中原音韵》一

共就分十九个韵，每韵用两个字标目。现开列于下。

１．东锺２．江阳３．支思４．齐微５．鱼模６．皆来７．真文

８．寒山９．桓欢１０．先天１１．萧豪１２．歌戈１３．家麻

侵寻１８１４．车遮１５．庚青１６．尤侯１７ ．监咸１９．廉纤

《 中原音韵》对当时声调的反映有明确的一面，也有不

明确的一面。它对当时平、上、去声的反映是明确的，尤其是

把平声明白地分为阴平和阳平，使我们知道当时平声调已和

现代普通话一样，有阴、阳之别。这不能不说是《 中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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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的一大贡献。但是对入声的处理就不明确了。它把入声

字分别放在阴声韵（ 即非鼻音尾的韵）的平、上、去三声的后

面，写上“ 人声作某声”。这样一来，就可以有两种不同的

理解。一种认为当时已经没有入声了，否则入声为什么不单

独作一类，而要分别派作平声、上声、去声呢？另一种认为

当时还有入声，因为入声虽然写上“ 作某声”，但并未和某

声的字并在一起，而仍然单独放着。这个问题要彻底解决，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暂时我们不妨先相信周德清本人的

话。周在《 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里有这样一段话：

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者，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然呼

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

这也就是说我们暂时假定当时还有入声。

《 中原音韵》每个韵内的字都按声调分类，每个声调内

的字，同音的归为一个小韵，两个小韵之间用圆圈隔开。

由于各个小韵没有象《 广韵》那样用反切注音，考求《 中

原音韵》的声韵类别，就出现了新的困难。

不过那些用圆圈隔开的一个个同音字组，也就是小韵，

还是很有价值的。利用这些小韵之内各字的同音关系，我们

就能比较有把握地考求出《 中原音韵》的声韵类别来。

我们先从考求声母说起。在声母问题上，我们还得借助

于中古音。也就是说，我们得从中古声母出发，看看《 中原

音 母的字进行了合并韵》的同音字组都把中古的一些什么声

和离析，然后我们就能考求出《 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来。

例如，通过遍查所有同音字组，我们发现中古匣母里的云类

母的字，和影字和以母字，也就是后来等韵图合并为喻 、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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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字共居于一个同音字组的现象相当普遍。现把每小韵内

中古各母摘录一字，列表于下。

齐微○移（ 喻）鹥（ 影）倪（ 疑）

○倚（ 影）矣（ 喻）锜（ 疑）

○委（ 影）唯（ 喻）隗（ 疑）

○胃（ 喻）尉（ 影）魏（ 疑）

○异（ 喻）懿（ 影）义（ 疑）

○逸（ 喻）益（ 影）逆（ 疑）

鱼模○御（ 疑）妪（ 影）裕（ 喻）

先天○延（ 喻）焉（ 影）妍（ 疑）

○远（ 喻）阮（ 疑）苑（ 影）

○院（ 喻）怨（ 影）愿（ 疑）

○砚（ 疑）燕（ 影）缘（ 喻）

歌戈○岳（ 疑）藥（ 喻）约（ 影）

廉纤○艳（ 喻）厌（ 影）验（ 疑）

除此之外，喻、影两母同组的见于１７个小韵，喻、疑两母同组

的见于１３个小韵，影、疑两母同组的见于１８个小韵。连上表

全部加起来，共见于６１个小韵，涉及到《 中原音韵》全部十

九个韵中的十七个韵。据此，我们可以断定中古这三个声母

在《 中原音韵》里至少大部分字已经合并了。然后我们再检

查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看看这三个声母的字还有没有在同一

个声调之内并存于两个小韵的情况。结果我们发现，在下列

几个韵内有并存的情况。

江阳　　　　　　上声仰（ 疑）：养痒（ 喻）鞅（ 影）

炀养样漾恙去 声 仰（ 疑 ） ： （ 喻）

（ 影）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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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豪　　　　去声　　　　　　　　傲奡　鏊（疑）：粤懊澳（ 影）

歌 戈 　　　　上 声 我（ 疑 ） ： 妸（ 影 ）

车遮　　　　入作去　　　　　　业邺额（ 疑）：拽葉烨（ 喻）噎谒（ 影）

这里车遮韵的两个小韵在书中是紧挨着的，它们中间的隔离

圆圈有可能是出于误衍，因此它们的对立是不可靠的。其余各

韵的对立应该得到承认。这些对立的小韵在中古都是同韵母

的，它们的对立不可能是由于韵母的不同。因为如果那样，

就应该有分化条件，可是不存在这样的条件。因此它们的对

立只能是由于声母的不同。右边各组都是中古的影母和喻母。

这两母的字在《 中原音韵》里都合并起来变成了零声母。左

边各组都是中古的疑母字。它们和零声母字对立，说明它们

的声母还没有失去，还是中古的ｎｇ。到此我们把问题就全弄

清楚了。即中古疑母字在《 中原音韵》的大部分韵里把声母

失去，和影喻两母字一起变成了零声母，在江阳、萧豪、歌

戈几韵里保持没有变，仍然是ｎｇｏ

应用上述方法，我们就能把《 中原音韵》的声母一个一

个地考求出来。

声母全部弄清楚之后，再来考求韵母，就好办多了。考求

韵母主要依据的就是那些并立的小韵。既然每个小韵的字是

同音的，那末在同一声调之内，两个小韵如果声母相同，韵

母就必然不同。根据这个尺度，我们把一个韵内同声调的小

韵统统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同一个声母的字而占据两个或

两个以上小韵的。如果有，就说明在这个声调内至少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韵母。例如检查一下江阳韵，我们发现每个声

调内都有一个声母的字组成三个小韵的现象。试看下表。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0

阴 ○ 冈 ○ 姜 ○ 光

○康○腔○匡

阳 ○ 杭 ○ 降 ○ 黄

上 ○ 沆○响○谎

去 ○ 行 ○ 巷 ○ 晃

○钢○绛○诳

根据四个声调的这种一致对立，我们可以断定江阳韵有三个

韵母。参照中古音和现代方言，我们可以假定，第一行

“ 冈”至“ 钢”韵母是ａｎｇ，第二行“ 姜”至“ 绛”韵母是

ｉａｎｇ，第三行“ 光“ 至“ 诳”韵母是ｕａｎｇ。

应用上述办法，我们就可以考 音求出《 中原 韵》的全部

韵母来。

（ 二）近古汉语声母

关于《 中原音韵》究竟有多少个声母，也存在种种看

法。有人主张２０个，有人主张２４个，有人主张２１个。主张２０

个的认为不存在上面我们所讨论的那个疑母。主张２４个的认

为应该增加一套卷舌音声母，即ｚｈ，ｃｈ，ｓｈ。我们认为疑母

的存在似乎不容否定 ，增加ｚｈ等至少从音位的观点，也就

是从辨别不辨别词义的观点看，不是那么必要。我们比较倾

向２１个的说法。现在把这２１个声母列表于下。

ｂ　 　　　　ｐ　 　　　ｍ　 　　　ｆ　 　ｆ

ｄ　 　　　　ｔ　 　　　ｎ　 　　　　　　　　　　　　　　　　　　　ｌ

①《 中原音韵》疑母与零声母有对立的几处，在稍后卓从之的《 中州乐府音

韵类编》里依然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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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ｓ

ｇ　　　　ｋ　　　　ｎｇ　　　　ｈ

○

这个声母表和现代普通话的声母表相差已经很小，所以表中

我们也没有列举例字。这个声母表和现代普通话的声母表一

共就只有三点不同。

１．　ｆ母是普通话所没有的。ｆ母的前身是ｍ，　 ｍ轻唇化

了以后，先变成（ｍ 上齿接触下唇读ｍ），然后就变成ｆ　

ｆ 失去就变成了现代普通话的ｗ，成了零声母的一部分。周德

清讥笑有的人把“ 网”读成了“ 往”，一方面说明《 中原音

声母，“ 网”读ｆａｎｇ， 和 读韵》有ｆ ｗａｎｇ的“ 往 ” 不 同

音，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周德清的时候，已有一些方言失去了

ｆ 声母，和现代普通话一样。

２．　ｎｇ母也是普通话所没有的。前面我们已经详细说

过，《 中原音韵》读ｎｇ声母的字已经很少。它们是中古疑母

的残存部分，一百年以后就完全消失了（ 参看本书附录《 韵

略易通》一节）。《 中原音韵》的少数ｎｇ母字正好让我们清

楚地看到了这个声母发展的具体过程。

３。　 ， ，　　ｃ，　 普通话变成了ｚｈ，　ｃｈ，　ｓｈ，　ｒ。它们和韵

母的拼合关系也有所改变。 等可 以和ｉ或ü《 中原音韵》的

拼，例如“ ｓ烧”读 ｉａｕ，“ 专”读 üεｎ，而普通话则不和ｉ或

ü拼，例如“ ｓｈｏｕ，烧 ”读 　“　专 ”读ｚｈｕａｎ

除此之外，《 中原音韵》和现代普通话还有些从声母表

中看不出来的区别，也就 。例如不论《 中原是个别字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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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还是现代普通话都把中古 等声母的很小一部分读成ｚ

等声母。例 母的“ 淄、邹”两字分别读同ｚ母的如两者都把

ｓ母的“ 馊、谡”两字分别“ 资、诹”两字；把 读同ｓ母的

“ 溲、速”两字。但也有 等声母的字，普通话读一些中古

成ｚ等声母而《 中原音韵》没有读成ｚ等声母的。例如“ 所”

字普通话读ｓｕǒ，而《 中原音韵》与“ 数（ 动词）”同音，

，不是ｓ；“ 侧”字普通话读ｚè声母是 （ 平侧），而《 中原

音韵》与“ 摘”同音，声母是 ，不是ｚ。再有，不论《 中原

音韵》还是普通话，都有把中古的ｎｇ母读成ｎ的。但《 中原音

韵》只有极个别的字，如把ｎｇ母的“ 蘖”读与ｎ母的“ 捏”

同音。普通话把ｎｇ读成ｎ的就比较多，如“ 牛”读ｎｉú，“ 倪”

读ｎí，“ 拟”读ｎí，“ 逆”读ｎí，“ 凝”读ｎíｎｇ等，而《 中

原音韵》的这些字都读成零声母，“ 牛”与“ 尤”同音，“ 倪”

与“ 移”同音，“ 拟”与“ 以”同音，“ 逆”与“ 逸”同音，

“ 凝”与“ 盈”同音。这种个别字的声母不同，并不影响

《 中原音韵》和现代普通话整个声母系统的基本对应关系。

另外还有些个别字的声母不同，那是几百年来普通话发

展的结果。例如“ 容溶融荣”等字《 中原音韵》读零声母，

而普通话读ｒ声母，那是后起的变化。“ 铅”《 中原音韵》

读零声母，而普通话读ｑ声母，那也是后起的变化。从这类

个别字的差别上可以看出《 中原音韵》对研究现代普通话历

史的重要性。

（ 三）近古汉语韵母

根据本章第一节所说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 中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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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如下的一个韵母表。

Ｉ．东锺　　　　ｕｎｇ　 　　　蓬功（翁崩）

ｌｕｎｇ　 　　　浓龙从中（囟永）

２．江阳　　　　ａｎｇ　 　　　刚庞忘

ｌａｎｇ　　　　江姜张

ｕａｎｇ　　　　光往庄桩

３．支思　　　１①　　　　脂子儿塞

４．齐微　　　　　　　　　　知世日鸡衣十

ｅｉ　 　　笔微劫勒

ｕｅｉ　　　　雷归堆惟国

５．鱼楼　　　　　　ｕ　 　　苏做斧阻不

ｉｕ　 　　居诸枢乳女局

６．皆来　　　　ａｉ　 　　　　该盖宅

ｉａｉ　 　街崖客

ｕａｉ　　　　乖画外捆

７．真文　　　　 　 　　　　问ａｎ 吞萃

ｉｏｎ　 　隐申人

ｕａｎ 温坤

ｕｏｎ　　　　　云均遵春

８． ａｎ寒山　　　　 　 　　　　　　千番删安

ｉａｎ　 　艰雁

ｕａｎ　　　　　　幻关弯

９．桓欢　　　　 　ｏ　　　　　半端玩ｎ

１０．先天　　　 　 ｅｎ　　　　　仙然禅

ｕｓｎ　　　　川宣玄元恋软

１Ｉ ａｕ．萧豪　　　 　 　　　　　　高褒包梢铎阁

①ｉ代表舌尖前元音和近于舌尖后元音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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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 交

εｕ 娇 尧 宵

（ａｕ 郭 镬 ）

１２． 歌 戈 ｏ何 波 落 抹

ｏ学 若 著

ｕｏ多 火 阔 镬

１３． 家 麻 ａ沙 马 八

ａ 雅 家 塔

ｕａ 瓜 滑

１４．车遮 ε 斜 野 舍 协 舌

üε靴血月

１５．庚青 ｎｇ争 登 崩 孟

ｎｇ京 征 并 应

ｕｎｇ 轰 薨

üｎｇ 兄 顷

１６．龙侯　　　　 ｕ　　　　　　头欧

ｕ　　　　　　幽周矛竹六

１７．侵寻 ｍ 簪 森 怎

ｉａｍ 今 针 品

１８． 监 咸 ａｍ谈 蚕 衫

ａｍ 減 鑑 岩

１９．廉纤 ε ｍ店 剑 淹

表中共４７个韵母。不过萧豪韵“ 外来”的入声字有合口“ 郭、

镬 面萧豪韵读合口”两小韵，表中作ｕａｕ的，很不可靠。一方

的现代方言还没有发现。另一方面这一韵派入的入声字大部

分又见于歌戈韵。这种两收的情况还有庚青和东锺，显然是

周德清综合方言的结果。我们给单一的音系定音，综合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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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完全可以抛开不管它。何况这种综合，如果对综合的方言

不十分熟习，往往容易出错。所以严格讲起来，《 中原音

韵》应该只有４６个韵母。

《 中原音韵》的韵母和现代普通话相比，也和两者的声

母一样，已经相当接近了。它们之间的差别，就较大的来说

有下列几点。

１ 锺韵的唇音字如“ 风、逢、蒙、梦、蓬、捧”．中古东

等等《 中原音韵》都读ｕｎｇ，而现代普通话都读ｅｎｇ。

２．《 中原音韵》东锺韵的“ 浓”等与“ 脓”等，“ 龙”

等与“ 笼”等，“ 踪”等与“ 宗”等，“ 从”等与“ 丛”等，

“ 松”等与“ 鬆”等分别不同韵，前者韵母读ｉｕｎｇ，而后者

韵母是ｕｎｇ，普通话这些字的韵母全是ｕｎｇ。

３．现代普通话读ｚｈｉ，　ｃｈｉ，　ｓｈｉ，　ｒｉ的字有很大一部分，

如“ 知、池、世、日”等，《 中原音韵》都归入齐微韵，韵

母是ｉ。

４．《 中原音韵》鱼模韵的ｉｕ，现代普通话读ü。　ü作为

韵母主元音，《 中原音韵》时代还没有出现。

５．皆来韵里面ｉａｉ韵的字，现代普通话有些读ｉｅ，如“ 皆、

蟹、鞋”等，有些读ａｉ，如“ 揩、挨、矮”等。

６．歌戈韵里面ｉｏ韵的字，现代普通话有些读ｉａｏ，如

“ 瘧”　　（ 瘧子）等，有些读 ūｉｅ，如“ 岳”等，有些读ａｏ，如

“ 杓”等，有些读ｕｏ，如“ 若”等。

７．现代普通话读ｕａｎ的字，《 中原音韵》有很大一部分

读成了ｏｎ，并独立成桓欢韵。又有很大一部分读成了üεｎ，

归入了先天韵，如“ 恋、专、川、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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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寒山韵的ｉａｎ，先天韵的ｉεｎ，监咸韵的ｉａｍ，廉纤韵

的ｉ　εｍ，现代普通话都合并成一个ｉａｎ韵。这种合并也说明《 中

原音韵》的ｍ韵尾，普通话都并入了ｎ韵尾（ 只有“ 凡、帆”

等少数字例外）。

ｇ．萧豪 一系 ｉｕ韵，现代声母的字和韵ｉａｕ中的ｇ，ｋ，ｈ

ｉａｏ韵普通话都合并成一个 。

１０．现代普通话ｚｈ，ｃｈ，ｓｈ，ｒ声母的字，在东锺、江阳、

萧豪、车遮、庚鱼模、真文（“ 臻棒”两字例外）、先天、

青、尤侯、侵寻、廉纤等韵里大多数都读有 ｉ介音的韵母。

如东锺韵的“ 锺”，韵母是ｉｕｎｇ；江阳韵的“ 张”，韵母是

ｉａｎｇ；鱼模韵的“ 诸”，韵母是ｊｕ；真文韵的“ 真”，韵母

是ｉｎ；先天韵的“ 战”，韵母是ｉεｎ；萧豪韵的“ 昭”，韵

：ｉεｕ；车遮韵的母是 “ 蛇”，韵母是 ｌε；庚青韵的“ 呈”，

ｎｇ；尤侯韵的韵母是ｉ “ 首”，韵母是ｉｏｕ；侵寻韵的“ 审”，

ｉ韵母是 ａｍ；廉纤韵的“ 蟾”，韵母是ｉεｍ，等等。

记住以上十点，对《 中原音韵》和普通话韵母的异同也

就基本上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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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汉语声母系统的发展

（ 一）浊声母的清化

现代汉语ｂ声母的字，在古代一部分读ｂ，另一部分读浊

声母ｂ；现代汉语Ｐ声母的字，在古代一部分读Ｐ，另一部分

。这就也读浊声母ｂ 是说，现代汉语的ｂ和Ｐ都有一部分是从

变来的。这一部分ｂ，　 ｐ和古代ｂ的关系古代的ｂ 如下式：

古代　　　　　　现代

ｂ Ｐ（ 平声）

ｂ（ 仄声）

ｂ　在什么情况下变括弧里面附注的是变化的条件。古代的 ｂ，

什么情况下变Ｐ，由这些字的声调而定：平声调的变Ｐ，仄声

调（ 平声以外各声调的总称）的变ｂ。比如：“ 蒲、部”两个

，“ 蒲字古代的声母都是ｂ ”是平声调，结果声母变成了Ｐ，

念ｐú，“ 部”是仄声调，结果声母变成了ｂ，念ｂù。　ｂ，ｐ都是

清声母，差别只在于Ｐ送气，ｂ不送气。

；现代汉语ｄ，ｔ两声母的字有一部分来自古代的浊声母ｄ

ｇ，ｋ 。不仅如此，两声母的字有一部分来自古代的浊声母ｇ

ｄ 变ｄ，ｔ，以及ｇ变ｇ，ｋ的那些字，什么情况下变ｔ，ｋ，什

么情况下 变ｐ，ｂ的那些字一样，由这些字的变ｄ，ｇ，也和ｂ

声调来决定，即平声变ｔ，　ｋ，仄声变ｄ，　ｇ。比如：“ 桃、悼”

，“ 桃”是平声，结果两个字古代的声母都是ｄ 声母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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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念ｔáｏ，“ 悼”是仄声，结果声母变成了ｄ，念ｄàｏ；“ 逵、

柜”两个字古代的声母都是，ｇｇ “ 逵”是平声，结果声母变

成了ｋ，念ｋｕí，“ 柜”是仄声，结果声母变成了ｇ，念ｇｕì。

不但现代汉语中的塞音ｂ，　ｐ，　ｄ，　ｔ，　ｇ，　ｋ各有一部分来

自古代的浊声母，现代汉语中的塞擦音声母也各有一部分字

来自古代的浊声母。ｚ，ｃ的一部分 ；　 ｚｈ，来自中古的浊声母ｚ

ｃｈ的一部分来自中古的浊声母 ”和ｊ。中 变ｚ，　 ｃ，以及古ｚ

ｚ”和ｊ变ｚｈ，　 ｃｈ的规律也和上述塞音的变化一样，就是平声

送气，仄声不送气。比如：“ 才、在”两个字中古的声母都

是ｚ　“， 才”是平声，声母变成了ｃ，念ｃáｉ，“ 在”是仄声，

，声母变成了ｚ，念ｚàｉ；“ 锄、助”两字的中古声母都是

“ 锄”是平声，声母变成了ｃｈ，念ｃｈú，“ 助”是仄声，声母

变成了ｚｈ，念ｚｈù。

不但现代汉语中的塞音、塞擦音声母各有一部分字来

自古代的浊声母，擦音声母也有一部分来自古代的浊声母。

；　 ｓｈ有一部分来自中古的ｘ；　ｈ有ｓ有一部分来自古代的ｓ 一

部分 。比如：“ 寺”字古代声母是ｓ，现代读来自中古的ｈ

ｓì，声 变成 ，现代读ｓｈù，了ｓ；“ 树”字中古声母是ｘ母由ｓ

声母由ｘ”变成了ｓｈ；“ 何” ，现代读ｈé，声母字中古声母是ｈ

由ｈ变成了ｈ。

母在现代汉语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古代的全浊声

里完全变成了清音声母（ 为了便于了解以及不和下文重复起

见，上文我们没有叙述古全浊声母在现代汉语里的全部变

化）。这就是汉语语音史上有名的浊音清化现象。

汉语浊声母的清化过程早在近古汉语中期就完成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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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近古汉语语音代表的《 中原音韵》音系里，已经完全失去

了全浊声母。在这本书里，把当时同韵母的中古全浊声母的

字和清声母的字并入一个小韵，作为同音字，就充分证明了

这一点。比如它把“ 渡妬”作为同音字，但“ 渡”中古声母

是ｄ，而“ 妬”中古声母是ｄ， 已变成了ｄ。说明当时ｄ

我们知道语音的变化是逐渐进行的。既然浊音清化过程

在近古中期已经完成，它的开始一定远在近古中期之前。在

敦煌发现的俗文学抄本里，我们发现很多这样的别字：

辈（ 古 声 母 是 ｂ）误 作 倍（ 古 声 母 是 ｂ）

）到（ 古 声 是 母 ｄ） 误 作 道（ 古 声 母 是 ｄ

尽（ 古声是母ｚ） 误 作 进（ 古 声 母 是 ｚ）

既 ）（ 古 声 是 母 ｇ）误 作 及（ 古 声 母 是 ｇ

泻（ ）古 声 是 母 ｓ） 误 作 谢（ 古 声 母 是 ｓ

华（ 古声是母ｈ）误 作 化（ 古 声 母 是 ｈ）

“ 辈”错成“ 倍”，说明在抄写人的语言里，“ 辈”和“ 倍”

不分。其余各例的道同声母，那也就是说，ｂ和ｂ 理也一样。

可见那时敦煌一带已经有了浊音清化的现象。敦煌俗文学抄

本大多是十世纪中后期写的，比《 中原音韵》（ 成书于１３２４

年）早出了四百多年。这是浊音清化较早的资料。从这以后

浊音清化现象在不断扩展。十二世纪中叶，福建人张麟之在

他附在《 韵镜》前面的《 释例》里指出“ 上”和“ 赏”，“ 道”

和“ 祷”只是声调不相同，声母、韵母都相同。这就使我们

知道浊音清化现象已经扩大到了南方。中古“ 上”的声母是

ｘ ，“ 赏”的 ，“ 祷”的声母声母是ｘ，“ 道”的声母是ｄ

是ｄ，清浊有别。张麟之说它们的声母相同，证明浊声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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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变成了清声母。从现代方言来看，南方方言浊音清化得比

较晚，张麟之下距《 中原音韵》又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那时

汉语方言里浊音清化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就是可以想见的了。

（ 二）从ｂ类声母到ｆ声母

古代汉语的唇音声母 ，没有ｆ。现代汉语的ｆ有ｂ，　Ｐ，　ｂ

是从古代的ｂ等里头分化出来的。古代ｂ等声母的一部分字经

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变化过程，才变成了现代汉语的ｆ。这个

过程可以约略概括为下列几个阶段。

ｂ ｆｆ ｆ

ｆＰ Ｐｆ ｆ

ｆ ｂ

最初发现古代汉语没有ｆ声母的是清朝人钱大昕（ 公元

１７２８ １８０４年）。他的主要根据，就是古代人所写的别字。

比如他发现古代人有时把“ 汾水”写成“ 盆水”，把“ 阿房

宫”写成“ 阿旁宫”等等，从而推论，古代“ 汾、房”等字的

声母必定和“ 盆、旁”等字的声母都是双唇音，而不象现代那

样，“ 汾”等读ｆ而“ 旁”等读Ｐ，因为要是那样，就不会一

个错成另一个了。钱大昕的这个推论，为后来的研究从各方

面所证实（ 不过钱认为中古初期ｂ等已变ｆ，不符合事实）。

比如：在《 切韵》的增订本《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里，“ 悲，

府眉反”，“ 醅 相同，“ 醅，匹尤反”表明“ 悲、府”声母

（ｆū）、匹”声母相同。又如古代对梵文的译音也反映了这

一事实：

ｂ

ｆ ｂ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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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ｎ　ｄａｒｉ（ｋａ白莲花）译“成 分陀利迦”

ｋｕｍāｒａ－ｂｈū（ｔａ童子）译“成 鸠磨罗浮多”

梵文ｐ读ｂ， 加送气。用“ 分”对ｂ　ｂｈ读ｂ ｕｎ，说明“ 分”的

声母是ｂ而 ，不是ｆ；用“ 浮”对ｂｈū，说明“ 浮”的声母是ｂ

而不是ｆ。再有现代有些方言把普通话读ｆ声母的一部分字仍

然读作ｂ。比如：厦门话把“ 房”读作ｂａｎｇ，“ 分”读作ｂｕｎ，

等等。这些都充分地证明了古代只有ｂ等声母，没有ｆ声母。

中古的ｂ等声母什么时候才变成ｂｆ等的呢？到目前为止

我们发现的最早资料是在八世纪中后期。张参于公元７７６年写

成了《 五经文字》一书。在这本书里他使用了反切注音。在

全书二百九十多个唇音反切中，ｂ类声母的字和ｆ类声母的

字，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没有象上举《 切韵》那样，互相用作

反切上字的。这个事实说明在张参那时的语言里，ｆ类的字和

ｂ类的字在声母上已经有所不同。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在张参

的反切里，由ｂ分出的那些字和由 分出的那些字，彼此ｐ或ｂ

之间又都是截然分开的。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又知道在张参

分出来的那些字的声母，那时的语言里，由ｂ，ｐ，ｂ 彼此也不

同音，也就是说，还不是都读ｆ，而是一个读ｂｆ，一个读ｐｆ，一

ｆ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那时唇音声个读ｂ 母正处在上表所列

变化的第一阶段。

往后，在一则故事里，我们发现了ｂｆ和ｐｆ合并的事实。

这则故事记载的是九世纪中期一个著名演员李可及所表演的

一出滑稽戏。故事说，当李可及在舞台上宣称他是精通儒、

释、道三教的专家以后，另一个演员就和他开始了下面的一

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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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①？”对曰“：是妇人”。

。问者惊曰“：何也？”对曰“：《 金刚经》云：‘敷座而坐，

或非妇人③，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④

这里李可及是利用“ 敷”字和“ 夫”字同音，“ 而”字和

“ 儿”字同音来说笑话。可见当时“ 敷”和“ 夫”的声母相

同。“ 敷”是从ｐ声母分化出来的，“ 夫”是从ｂ声母分化出

来的，“ 敷”与“ 夫”声母相同，说明它们已经不是一个读

ｆ－ｂｆ，一个读ｐｆ，而是都读ｆ了。既然ｂｆｆ变成了ｆ，那么ｂ

定也变成了纯擦音。不过浊音清化最早既然是在十世纪（ 参

上 ｆ节 变成的擦音 ，大 而不是清的概还是浊的），这里ｂ ｆ

ｆ。可见在李可及的话里，唇音声母正处在上表所列变化的第

二阶段。

往后，在敦煌俗文学的抄本里，我们发现了下列一类的

别字：

泛　　　　　　　　误作梵

妃　　　　　　误作肥

泛　　　　　　　　误作饭

如果从ｂ等变化的第二阶段来看，“ 泛、妃”的声母是ｆ，“ 梵

肥、饭”的声母是 。“ 泛”等误 已作“ 梵”等，说明ｆ和ｆ

已经变成了ｆ。从ｂ，ｐ，ｂ 三个经不分，也就是说明ｆ 声母分

化出来的三个声母都变成了ｆ之后，就都不再有区别了。这时

就发展到了上表所列变化的第三阶段。不过在十世纪的时

“ 释 迦如来”指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

“ 敷座”就是“ 设座”。

“ 或非”是“ 假若不是”。

“ 儿”这里是古代妇女的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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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唇音声母发展到第三阶段的方言还不很多，因为在十一

１０７７年世纪中叶的时候，在邵雍（ 公元１０１１ ）的话里，ｆ和ｆ

还有区别。试看邵雍《 皇极经世》十二音图的第四图里，

非、敷、奉三母字的排法。

清　　　　夫法○飞

浊　　　　　　父凡○吠

第一行虽然都是非母字，不过既然标明是清音，当然包括敷

母字。第二 还行是奉母字。非、敷与奉清浊对立，说明ｆ和ｆ

没有合并。邵雍是河南人，在地区上很有代表性。浊音 在ｆ

较多方言里消失，最早恐怕也得到十二世纪中叶，即在浊音

在大多数方言里失去的时候。十二世纪已经进入了语音史的

近古时期。所以单以中古唇音的ｂ，ｐ，ｂ 三个声母的发展

来说，它们的近古阶段和现代阶段没有什么区别。

（ 三）ｊ，ｑ，ｘ的两个来源

现代汉语的ｊ，ｑ，ｘ是从古代的两套声母 演变来的。一套是

，ｚ，ｃ，ｚ ｓ，　 ｓ ，ｈ，，一套是ｇ，ｋ，ｇ ｈ 。不过古代这两套声母的

字在现代汉语里并没有完全变成ｊ，ｑ，ｘ，变ｊ，ｑ，ｘ的只是其中

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字在现代汉语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都和ｉ或ü相拼。现 在把变化公式列在下面，并附上例字。

先列清声母：

中古　　　　　　今　　　　　　例字　　　　　　中古音　　　　　　今音

ｊ 俊 Ｚｉｕｅｎ

今 ｇｉｅｍ Ｔ

ｑｉā ｎｑ 枪 ｃｉａｎｇ ｇ

ｑū区 ｋｉｏ

ｚ， ｊùｉｎ　ｇ　

ｎＴＴＴＴＴＴＴＴＴＴＴＴｊ

ｃ，　　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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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ｓ， ｈ— — ｘ写 ｉａ— — ｘ１６

ｈｉｕｎｇ— — ｘｉｏｎ胸 ｇ

独声母ｚ，　 Ｓ，ｇ，ｈ按照本章第一节所说浊音清化的规律，

先变成相应的清声母，然后再变成ｊ，ｑ，　 ｘ：

ｚ——ｚ（ 仄声）——Ｊ 匠 ｚｉａｎｇ——ｚｉａｎ９——ｊｉａｎｇ

ｚ＂ｉａｎｃ——ｒｉａｎｏ（ 墙ｃ平声）——ｑ　 ——ｇｉａｎｇ

旧 ｇ＂ｉａｕ— — ｇｉａｕ— — ｊｇ——ｇ（ 仄 ｉ声）——ｊ ｕ

ｋ（ 平声）——ｑ 群 ｇｉｕｅｒ——ｇｕａｒ——ｑｕｎ

ｓ — — ｓ — — ｘ 寻 ｓｉｅｍ——ｓｉａｍ——ｘｉｎ

ｈａ— — ｈｉｔ — — ｈ — — ｘ 霞 ａ— — ｘｉａ

ｚ，ｇ等变ｊ等只限于和ｉ，ｕ相拼的那一部分，说明这种变化是

受ｉ，ｕ的影响产生的。ｚ等发音时，舌尖抵齿背，舌的部位最

前，ｉ，ｕ发音时，舌面前部对颚，舌约部位较后，ｇ等发音

时，舌而后部接触软颚，舌的部位最后。ｉ等发音时，舌而前部

接触齿龈和硬颚，舌的部位和ｉ，ｕ相同。ｚ等受ｉ，ｕ的影响，舌

的部位往后移，ｇ等受ｉ，ｕ的影响，舌的部位往前移，结果都变

成了和ｉ，ｕ同部位的ｊ等。这就是语音学上的所谓同化作用。

ｚ，ｇ等变ｊ等是语音史上比较晚近的事。在近代汉语的代

表音系，即《 中原音韵》音系里都还没有变，只不过浊声母已

经变成清声母而处在表上的第一阶段罢了。那时用蒙古八思

巴文字母对译的汉字的语音系统，也和《 中原音韵》一致。

比如把“ 津”译作ｚｉｎ，而“ 巾”译作ｇｉｎ，“ 清”译作ｃｉｎｇ，

而“ 卿”译作ｋｉｎｇ，等等。

清朝乾隆八年，就是公元１７４３年，有人（ 失名）写了一

本叫《 圆音正考》的书。在这本书里，把后来变ｊ等的ｚ等声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65

母叫做尖音，把后来 ｊ等变 的ｇ等声母叫圆音（ 现代京剧界有

时还用到这两个名称，只是“ 圆音”改成了“ 团音”）。这

本 书的目的就是叫人分辨尖音和圆音。在序言里，作者对那

些自称有学问而又不能分尖、圆音的人进行了嘲笑，可见当

时ｚ，ｇ等很多人已经不能分辨，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说，ｚ，

ｇ等已经变成了ｊ等。这 书内又用满文字母本书在北京流行，

注音，所说的大概是北京话的情况。果真如此，那它就是北

ｇ等变ｊ等的最早记录京话ｚ，　 。

在官话区方言中倒有ｚ，ｇ等变 ｊ等的更早记录。这就是云

南人本悟的《 韵略易通》。在这本书前面《 取字相互之例》

的歌诀里，直接谈到ｚ等和ｇ等已经不再有区别，那也就是说

都已经变成了ｊ等。本悟是十五到十六世纪之间的人，比《 圆

音正考》早出了两个世纪。

现代北方方言，尤其是河北方言，凡是能分尖团的，大

都是ｇ等变ｊ，而ｚ等不变。比如：河北赞皇话，“ 结”（ 中古

声 母ｇ）读ｊｉｅ，而“ 节”（ 中古声母ｚ）读ｚｉｅ，“ 血”（ 中古

声母ｈ）读ｘｉｅ，而“ 雪”（ 中古声母ｓ）读ｓｉｅ，等等。据此

可以推知北京话ｇ等变ｊ等大概也比ｚ等变ｊ等要早。

（ 四 ）ｚｈ，ｃｈ，　ｓｈ的三个来源

现代汉语的ｚｈ，　 ｃｈ，　 ｓｈ三个声母是从中古的三套声母来

的 这三套声母是：

ｄ àｔ

ｚＺ　　　　　ｏ　

ｊ　　　　 ｘ　　　　ｘ　　ｑ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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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声母中的清声母和ｚｈ，　 ｃｈ，　 ｓｈ的变化对应关系如下：

ｄｉａｕ — —昼　 ｚｈｏｕ

ｚｉａｕ — — ｚｈｏｕｒ９ｒ

ｊｉａｕ — — ｚｈｏｕ咒

ｂ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畅

ｃｉａｎｇ — — ｃｈｕｄｎｇ创

ｑｉａｎｇ — — 　 ｃｈａｎｇ唱

ｓａｕ — — ｓｈｏｏ梢

ｘｉｅ — — ｓｈｅｎ深

不送气的ｄ等变不送气的ｚｈ，送气的ｔ等变送气的ｃｈ，擦音变

ｓｈ，对应相当整齐。不过Ｉｚ有少数字变ｚ．ｃ有少数字变ｃ，ｓ有

少数字变ｓ，是应该指出的。比如，“ 仄”ｚｉｅｋ—ｚｅ，“ 测”

ｃｉｅｋ—ｃ６，“ 搜”ｓｉａｕ—ｓ８ｕ，等等。

浊音变ｚｈ，ｃｈ，ｓｈ的情况就比较复杂。除ｄ的变化规律

和上文所说的浊塞擦音的变化规律一样，即仄声不送气，平

声送气以外，ｚ，ｊ，ｘ三个声母的变化都略有不同。现在

把这四个浊音声母变ｚｈ，ｃｈ，ｓｈ的公式列在一下面。

ｄ— — ｚｈ（ 仄 ） 宙 ｄｉａｕ— — ｚｈｏｕ

ｃｈ（ 平 ） 绸 、 ｉａｕ— — ｃｈｏｕ

ｚ— — ｚｈ（ 仄 ） 奖 　　ｚｉａｎｇ— — ｚｈｕａｎｇ

ｃｈ（ 平 ） 牀 　　ｚｉａｎ９— — ｃｈｕａｎｇ

ｓｈ（　 ｉ韵）士 ｚｉｅ——ｓｈｔ

ｉＡ — — ｓｈ（ 仄 ） 剩 　 　 ｊｌｉｅｎｇ － 一 ｓｈｅｎｇ

ｃｈ（ 平 ） 乘 　　ｊｉｅｎｇ— — ｃｈｅｎｇ

ｘ— — ｓｈ（ 仄 ） 慎 　　ｘｉｅｎ— — ｓｈｅｎ

ｃｈ（ 平 ） 巨 　　ｘ１ｉｅｎ— — ｃｈｅｎ

Ｚ的变化和白ｄ大致相同，只是在１韵前面的变成了ｓｈ。ｊ平声

变ｃｈ，和其它独塞擦音的变化一样，但仄声却不变ｚｈ而变成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67

了ｓｈ。　ｘ是浊擦音，仄声变ｓｈ，和其它浊擦音一样，但平声

却不变ｓｈ，而变成了ｃｈ。

中古的这三套声母合并成现代汉语的一套声母，大概是

分两 等和ｊ等合并，然后步实现的。第一步 等再合并进去。

等和ｊ等的合并在唐五代的西北方言里就已经出现。敦

煌俗文学抄本中，等声母的字和ｊ等声母的字往往互为别字。

知（ 中古声母 ）　　　　　　写成支（ 中古声母ｊ）

诸（ 中古声音ｊ）写成诛（ 中古声母

鸱（ 中古声音ｑ）写成痴（ 中古声母ｔ）

说明当时敦煌一带 等和ｊ等已经没有分别。

等到了南宋时代，出现了 和 ｊ等合并的证据。１２０３年

印行的《 切韵指掌图》是一部想表现中古语音的声韵调表，

可是往往把中古ｚ等声母的字排在ｊ等声母的地位，或者把ｊ

等声母的字排在 等声母的地位，特别是在止摄的韵里比较集

中。例如“ 推”，“ 毳”都是Ｃ母字，却排在ｑ母的地位；

和ｚ的“ 吹”，“ 惴”依次是ｑ母和ｊ母字，却排在 地位。这

说明当时的实际语 ｚ等和ｊ等至少在有些韵里已经不能分音

辨，作者受当时语音的影响，以致把这些字的地位排错了。

到了元代，不论《 中原音韵》，还是蒙古八思巴字对音都

，
，ｊ三套声母并成了一套。表明当时这三套声母把中古的

的合并已经遍及大多数方言。不过由于汉语方言特别复杂，

这三套声母虽然从宋代就开始合并，直到现在也没有普及到

所有方言。有些方言仍然保持唐五代西北方言的那种类型，

和ｊ合就是 还独立。例如，安徽歙（ 　ｓｈè）县“话 昼，并了，但

ｕ，就是一咒”都读ｊｉｕ，“ 邹”则读ｚ 例。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68

作为现代汉语ｚｈ，ｃｈ，ｓｈ来源的三套中古声母在上古又

各有它们的不同来源。

ａ等是从 等，部分变上古的ｄ等来的。上古ｄ等到中古

一部分仍然读ｄ等。即：

ｄ ｔ　 à ｄ ｄ

ｄ

我们 所以知道中古的 等是从上古的ｄ等变来的。不仅因为这

种变化是有规律的，而且有四方面比较有力的根据。

１． 谐声字。比如：

）的声符“ 橙”（ 中古声母 是“ 登”（ 中古声母ｄ）

“ 笃”（ 中古声母ｄ）的声符是“ 竹”（ 中古声母

这类例子非常多，表 等和ｄ等不分。明上古

２。反 类里，　ｄ类字和切。《 切韵》以前的反切注音资料

字往往互作 ４—３９７年）所切上字。比如东晋时徐邈（ 公元３４

造的反切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椽 徒缘反（“ 椽”的声母 ，“ 徒”的声是

，“ 丁”的琢 丁角反（“ 琢”的声母是 声

母 ）是ｄ

母 是 ｄ）

，这说明徐邈那时的话里“ 椽”的声母还是ｄ，而不是

。可见“ 椽”的声母中古读“ 琢”的声母还是ｄ，而不是

，是从上 ，　ｄ演变来的。，“ 琢”的声母中古读 古的ｄ

３．梵文对音。汉代把Ηｉｎｄｕ译成“ 天竺”，可见那时

。“ 竺”的声母是ｄ而不是

等的字，仍４．现代方言。现代福州话有好多中古读 然

“ 知”读ｄ读ｄ等，比如 ｉ，”“ 筹读ｔｉｏｕ，等等。福州话的这

种读法显然是古音的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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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三、四世纪的时候就上古ｄ等分化成中古的ｄ等和

开始了。这从梵文对音里可以看出。那时用ｄ类字对译梵文

类字对译梵文的另一类声母的ｄ等声母，而用 。比如拿“ 多”

（ 中古声母ｄ） （ 中古声母ｄ）对译ｔａ（ 读ｄａ），而用“ 吒”

字对译ｔａ，等等。

中古的 等是从上古的ｚ等来的。上古ｚ等到中古一部分

变ｚ等，一部分仍然读ｚ等。就是：

ｓｚ ｚ ｓ　 ｃ　 　　　　 ｚ ｚ　　ｃ

ｚ

上古的Ｚ等来源于 等也有两方面的重要证据。一方面是谐声

字，一方面是 。等常常和Ｚ等互作声反切。在谐声字中中古的

符。例如：

“ 创（”中古声母 的声符是“ 仓”（ 中古声母是ｃ）ｅ）

“ 侧”（ 中古声母 ）的声符是“ 则”（ 中古声母是ｚ）

“ 缩”（ 中古声母 ）的声符是“ 宿”（ 中古声母是ｓ）

在《 切韵》以前的反切资料中，ｚ等和Ｚ等互作切上字的也很

多。例如上文曾经提到过的东晋时代徐邈的反切就有很多这

样的例子。

），“ 在”是ｚ栈　　　　　　在间（反“ 栈”中古声母是

涑　　　　色遘（反“ 涑”中古声母是“ｓ，色”是ｓ）

这都说明 等本来是Ｚ等，后来才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声母。

中古的ｊ等在上古是不是也基本上并入ｄ等，还是一套独

立的声母，以及如果是独立的声母，是一套还是两套，学者

们意见还很分歧。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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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汉语韵母系统的发展

（ 一）介音的发展

现代汉语有ｊ，ｕ，三个介音，中古汉语有三个介音

（ 　上　介音情况目前还难确定，一般认为和中古介音相同，

故我们略去不谈）。丫和ｉ中古后不久就合并成ｉ。现在把ｉ，。

两个介音和现代汉语ｉ，ｕ，ｕ三个介音的变化关系列表对照于

下。没有介音的韵母表中作为零介音韵母。

中古　　　　　　现代　　　　　　例字

Ｏ 　—　　　　　Ｏ　 包　　　ｂａｕ－ｂａｏ

— 家　 　　ｇａｉ —ｌｉｄ

ｉ —　　　　ｉ　　　　　　津　ｚｉｅｎ　－ｊＴｎ

— 　Ｇ　　　　　　拘　　ｇｉｏ－　ｊｕ

ｕ —　 ｕ　　　　　　　　　　　　　瓜　　ｇｕａ　　－９ｕ５

ｉｕ — ｕ　　　　　　　　　　　　　　　　　　君　　ｇｉｕａｎ　－　ｊＧｎ

— ｕ　 　归　　ｇｉｕａｉ－ｇｕＴ

这种变化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音值的变化，比如ｉｕ变成了ｕ；

一是分配的变化，就是古代原来没有介音的字，现在往往有

了介音，比如“ 家”字，或是有两个介音的字，现代失去了

一个，比如“ 归”字。应该注意的是，中古有介音的字，现

代一般都仍然有介音，中古没有介音的字，有一部分现代也

有了介音。现代汉语有介音的字比中古多。

中古汉语的介音比较简单，音韵学家按照有没有ｕ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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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韵母分成两类。有介音的韵叫合口韵，没有ｕ介音的韵叫

开口 ｎ，“ 机”读ｇ韵。比如，“ 痕”读ｈ ｉ都没有ｕ介音，

ｕ都是开口韵；“ 魂 “ｎ，归”读ｇǐ”读ｈ ａｏｉ，都有ｕ介音，都是

合口韵。现代汉语多了一个ü介音，中古韵母的那种分类就显

得不适用了。明代和清代的学者们面对语音发展的新情况，

提出了新的韵母分类法。它们把韵母按照介音的情况分成四

　母叫开口呼；ｉ类。凡ｉ ，ｕ，ü三个韵母以外的零介音韵 韵或有

ｉ介音的韵叫齐 韵齿呼； 或有ｕ介音的韵叫合口呼；ü韵或有

ü介音的韵叫撮口呼。比如“ 泰”ｔàｉ是开 Ｔ１呼；“ 鸡”ｊī，

”ｎｉú是“ 牛 齐齿呼；“ 苦”ｋｕ，“ 端”ｄｕｄｎ是合口呼；“ 居”

ｕ“，均”ｊūｎ是撮口呼。这就是所谓开、齐、合、撮四呼。

最初创立四呼分类的是明末（ １６１２年）无名氏所作的

《 韵法 的　《《 类音》（１７１２年）直图》一书后来在清初潘耒所作

一书里，对四呼作了更为准确的描写。他说：

凡音皆自内而外，初出于喉，平舌舒唇，谓之开口：举舌对

齿，声在舌、腭之间，谓之齐齿；敛唇而蓄之，声满颐辅之间，

谓之合口； 蹙　（ｃù）唇而成声，谓之撮口。

四呼分类法很切合现代汉语的实际，所以现代语言学者们在

描写现代汉语时往往仍然沿用。明清学者创立了这种韵母分

类法，不但表明当时学者们分析语音的能力很高，而且也告

ｊ介音在那诉我们汉语 个时候已经产生了。

韵母主元音的发展

韵母的合并

“ 敛”就是“ 聚” “ 颐辅”是嘴旁肌肉，“ 颐辅之 间”就是指“ 口

“ 撮”。腔”；“ 蹙”就是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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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汉语韵母系统的发展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

就是渐趋于简化。从中古到近古是汉语韵母简化得最明显的

时期。这个时期汉语韵母从三百二十五个（ 声调的不同计算在

内，比如ａ有平、上、去三个声调，算三个韵）合并到二百个

左右减少了三分 的继续合并，之一还要多。再加上近古以后

到了现代汉语就只有一百四五 。由于篇幅的限十个韵母了

下面只举两个制，我们当然不能介绍全部韵母的合并情况，

例子来谈谈。

１．“ 居”和“ 驹”

“ 居”和“ 驹”的韵母现代汉语都读ü，可是在古代，它们

代表两个不同的韵母。在《 诗经》里，“ 居”类字和一群字

押韵，“ 驹”类字和另一群字押韵，而这两群字彼此不押

韵。试以“ 居、驹”两字为例：

“ 居 ” 押“ 故 、 蒲 、 ”等

“ 驹 ” 押“ 侯 、 后 、

但“ 居、故、蒲、塗”等不 ”等。同时押“ 驹、侯、后、

和“ ，和“ 驹”押居”押韵的“ 故、蒲、塗”等现代韵母是

”等韵的“ 侯、后、 现代韵母是ｏｕ，也不相同。可见上古

“ 居”和“ 驹”韵母一定有区别。

谐声字里也有和《在 诗经》押韵相同的现象。比如以

“ 居”，“ 驹”两字为例，“ 居”字的声符和“ 故、枯、固”

等字的声符相同，都是“ 古”字，“ 驹”字的声符和“ 鉤、

苟、狗”等字的声符相同，都是“ 句”字“。故、枯、固”等字现代

的韵母是ｕ，“ ｕ。和上述《 诗鉤、苟、狗”等字现代的韵母是ｏ

经》押韵的情形完全一致。可见根据《 诗经》押韵的情形所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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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论是十分可靠的。“ 居”类字就是上古的鱼部，“ 驹”

类字就是上古的侯部。

“ 居”类字和“ 驹”类字不但上古有区别，中古也有区

别，因为在《 切韵》里，“ 居”类字和“ 驹”类字分属于不

同的韵，“ 居”类字分属鱼、模、麻等韵（ 包括平、上、去

声，下同），“ 驹”类字分属于虞、侯等韵（ 只是虞韵中一

小部分字上古属“ 居”类）。

如果单就《 切韵》属于鱼韵的“ 居”类字和属于虞韵的

“ 驹”类字来说，后来就慢慢地合并，不能区分了。它们的

合并现象甚至在《 切韵》以前的很多北方方言里就已经开

始。北齐时颜之推在评论当时南北语音的时候，曾经提到北

方人读“ 庶”如“ 戍”，读“ 如”如“ 儒”。“ 庶、如”是

“ 居”类字，“ 戍、儒”是“ 驹”类字。“ 庶、戍”同音，

“ 如、儒”同音，表明“ 居”类和“ 驹”类已经不分。不过《 切

韵》“ 居”类和“ 驹”类仍然分属两韵。《 切韵》音系是当

时学者认为的标准音系，它的“ 居”类和“ 驹”类分韵，说

明当时还有很多方言，包括北方方言，两类仍然分而不混。

占有重要地位的长安话就是其中的一例　　长安话在唐代初年

“ 居”与“ 驹”两类仍然有区别。这可以从《 大唐新语》里

的一则故事得到证实。故事说的是武则天的亲信侯思止说话

满口土音，有一次政府禁止屠宰，他说了几句土话，引起了

他的同僚的大笑。这几句话是：

今断屠宰，圭（ 鸡）、诛（ 猪）、虞（ 鱼）、缕（ 驴），居（ 俱）

不得诘（ 喫，即吃），空结（ 喫）　弭（ 米）泥（ 面（）按“ 泥”

或为“ 沔”之误）去，儒（ 如）何得不饥！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74

意思是：“ 现在禁止屠宰，鸡、猪、鱼、驴等都吃不上，光

吃米、面，怎么能吃得饱！”这几句话本来没有什么可笑，

可是因为他把“ 鸡”、“ 猪”等字都分别说成为“ 圭”、“ 诛”

等字的音，就引起了别人的大笑。“ 猪、鱼、驴、居、如”是

“ 居”类字，“ 诛、虞、缕、俱、儒”是“ 驹”类字（ 这是就

中古来说，上古“ 虞”不属于“ 驹”类），“ 猪”等和“ 诛”

等分别同音，说明侯思止的话里，“ 居”类和“ 驹”类已经

不分，可是当时和他同朝作官的人笑他的话是土话，正说明

当时至少长安话“ 居”类和“ 驹”类仍然是不同音的。

“ 居”类和“ 驹”类不分的方言在唐末五代的时候，大

概已经相当广泛。当时用藏文对译的西北话，“ 居”类字和

“ 驹”类字的韵母往往都译作ｕ，比如“ 居”类的“ 虚”译作ｈｕ，

“ 驹”类的“ 须”译作ｓｕ等等。说明当时西北方言“ 居”类和

“ 驹”类也已经开始合并。十一世纪时邵雍在他的《 声音图》

里，拿“ 居”类字代表“ 驹”类字，说明当时中原地区“ 居”

和“ 驹”类也已经不分。往后一些反映真实语音的语音学类

著作里，“ 居”类和“ 驹”类就再也没有分为两韵的了。

２ “ 间、谏”和“ 件、建、见”

现代汉语“ 间（ 去声）、谏、件、建、见”五个字同音，

韵母都是ｉｏｎ。 于裥、谏、缐，可是在《 切韵》里，它们分属

愿、霰五个不同的韵，各有各的韵母。

这五个字所代表的中古五个韵中现代韵母变ｉｏｎ的那些

字，差不多从《 切韵》以后就开始向合并的路上走了。合

并大致是分三步实现的。第一步“ 间、谏”两类合并，第二

步，“ 件、建、见”三类合并，最后“ 间、谏”和“ 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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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合并。

“ 间、谏”两类合并最早见于七世纪中叶。那时有个佛

教徒玄应写了一部给佛经上的字注音和释义的书，叫《 一切

经音义》。在这部书注音所用的反切里，“ 间、谏”两类字往

往互作反切下字，说明那时玄应所根据的语言里（ 很可能是

长安话），“ 间、谏”两类字已经开始混并。后来到八、九

世纪之间，用藏文字母对译的汉字音，有的把“ 间”类字和

“ 谏”类字的韵母都译成同一个韵母，比如“ 间”类的“ 闲”

字，韵母译成ａｎ，“ 谏”类的“ 雁”字，韵母也译成ａｎ。

这是当时西北某些方言“ 间、谏”两类已经合并的确切证

据。

在玄应的反切里，“ 间、谏”两类虽然已经开始混淆，

可是“ 件、建、见”三类仍然严格地分开。“ 件、建、见”

三类的混淆，最早见于张参《 五经文字》（ 公元７７６年）的

反切。稍后，在佛教徒慧琳所著的《 一切经音义》（ 公元

７８３ ８１０年）一书的反切里，这三类的合并得到了更全面的

证实。比如：

线　　仙练反“ 线”属“ 件”类，“ 练”属“ 见”类

健　　渠彦反“ 健”属“ 建”类，“ 彦”属“ 件”类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不论《 五经文字》的反切，或是慧琳

《 一切经音义》的反切，“ 件”类和“ 建”类混，也和“ 见”

类混，但“ 建”和“ 见”两类不混；也就是说，“ 件”类一

部分字和“ 建”类混，另一部分字和“ 见”类混，而“ 见”

类和“ 建”类仍然是两个不同的韵母。

“ 见、建”两类的合并，在敦煌俗文学抄本的别字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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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例如：

先（ 见类）错成仙（ 件类）

迁（ 件类）错成千（ 见类）

建（ 建类）错成见（ 见类）

说明唐、五代时，敦煌一带的方言“ 件、建、见”三类都已

经合并了。往后只要是反映真实语音的材料，这三类都不再

见到有分别。

但是直到《 中原音韵》，“ 间、谏”和“ 件、建、见”

都还没有合并。不过由于语音上起了变化，为两类的合并创

造了条件。就是这时，“ 间、谏”从中古没有介音的韵母变

成了有ｉ介音的韵母，不读近于ａｎ的音，而读近于ｉａｎ的音。那

时“ 件、建、见”的韵母是ｉεｎ，ｉａｎ和ｉεｎ读音很相近。

“ 间、谏”和“ 件、建、见”的合并最早见于徐孝（ 北

京人）的《 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在这本书的韵表里，

十分显明地 “ 间、谏”和“ 件、建、见”当作同韵母的把

字。这书作于１６０６年，正好是现代汉语语音的开始阶段。

韵母的分化

在汉语韵母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合并的现象之外，还有

分化现象。就中古的韵母来说，发展到现在，大多数都发生

了分化。有分化成三个韵母的。比如，“ 篷”、“ 东”、

“ 翁”三个字中古都属于东韵，韵母都是ｕｎｇ，可是现在分

“ 翁”　；ｗēｎｇ。化成三个不同的韵母“。篷”∶ｐéｎ“ｇ，东” ｄōｎｇ，　

不过中古一个韵现在分化成三个韵母的不多，一般都分化成

两个韵母。比如“ 津、真”两个字中古都属于真韵，韵母都

是ｉｅｎ，现在“ 津”读ｊīｎ，而“ 真”读ｚｈēｎ，分化成两个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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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韵母的分化也象声母的分化一样，规律是十分严整的。

大多数都是以声母作为条件，也就是说，按照声母的不同而

变为不同的韵母。比如上面所说的东韵字（ 包括平、上、去

三声，又中古东韵包括两个韵母，这里指当中的一个）如果

按照现代声母条件来看，是这样分化的。

声 母 　　　　　　　　韵 母 例 字

Ｐｅ蓬 ｎｇｈ

Ｐ
蒙 ｍｅｎｇ

ｄ６。进行的从一个韵的角度看是分化从另一些韵的角度 东 ｎｇ

ｔｏｎｇｄ 通

ｎｄｔ 乳 ｎｇ

ｎ 笼 Ｉｂｎｇ

ｌ　 橙 ｚｏｎｇ

— — ｏｎｇ

ｚ 葱 ｃｌｉｎｇ

送ｃ
ｓａｎｇ

ｇｏｎｇ
Ｓ 公

ｋ５空９ ｎｇ

ｋ 红 ｈｂｎｇ

Ｏ — — ｗｅｎｇ

翁

读者或许要问，既然中古的韵母发展到现代大部分都发

生了分化，即使一个韵母分化成两个，也要增加一倍，为什

么还说现代韵母比中古的少得多呢？原来分化并不一定就能

增加韵母的数目，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分化都是和合并同时

ｅｎ９

Ｗ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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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等声 ａｎｇ 邦 ｂ ā ｎｇ母

ｕａｚｈ等声母 ｎｇ 桩 ｚｈｕ ā ｎｇ

ｉａｎｇ 江 ｊｉ ā ｎｇ等声母

ｕａｎｇ，ｉａｎ可是现代汉语里原来就存在着ａｎｇ， ｇ三个 韵母 ，

从这些韵母的角度看，江韵的这种分化只不过是分头合并罢

了，就是ｂ等声母的字并入ａｎｇ，ｚｈ等声母的字并入ｕａｎｇ，

ｊ等声母的字并入ｉａｎｇ。结果江韵虽然分化成三个韵母，可是

韵母的数目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当然，有些韵的分化是能增加韵的数目的。比如上面所

举东韵分化出来的ｗｅｎｇ韵，如果从中古汉语的角度来说，就

是个新韵。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分化的韵总是没有合并的

韵多。就拿东韵来说吧，它本身在中古包括两个韵母，一个

韵母如上所说的，分化成ｅ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ｇ三个韵母，另一

个分化成ｅｎｇ，ｏｎｇ，ｊｏｎｇ三个韵母。另外中古的冬韵（ 限

平、上、去三声）分化成ｅｎｇ，ｏｎｇ两个韵母，锺韵（ 平、上、

去三声）分化成ｅｎｇ，ｏｎｇ，ｉｏｎｇ三个韵母。就分化的数目来

说，中古的这四个韵母共分化成十一个 。 可 是 由 于韵母

出来的韵母大多数都相同，合并之后就还是只有ｅｎｇ，ｗｅｎｇ，

ｏｎｇ，ｉｏｎｇ四个韵母，而ｅｎｇ又是从中古以来所固有的韵母，

所以东韵等分化出来的ｅｎｇ只不过是向原来ｅｎｇ韵的合并。这

样中古的四个韵到了现代就只剩下了三个。虽然它们都发生

了分化，可是由于分化的没有合并的那么多，结果韵母的数

目仍然是减少了。当然，这一事实并不能否定分化对简化的

却又是合并。比如中古的江韵（ 平、上、去三声），宋元

以后分化成三个韵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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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消作用，否则现代汉语韵母的数目就会比现有的更要少得

多了。

韵母主元音的巨变

汉语韵母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韵母主元音差不多都

发生了变化。以上两项所说的合并和分化大都是韵母主元音

发生变化的结果。不过从语音上来看，在发生变化的韵母中，

有些韵母主元音的变化并不太大。比如“ 津”中古读ｚｉｅｎ，

韵母主元音是ｅ，现代读ｊīｎ，韵母主元音是ｉ，从ｅ到ｉ，语音

上的变化就不太大。可是有些韵母主元音的变化却特别厉

害，往往从最低舌位，变到最高舌位。因而这些韵母在古音

中最有代表性。我们学习古代汉语语音，对这些韵母应该特

别注意。下面我们就来举两个这样的韵母作例子，谈谈它们

的演变情况。

ｕ１．从ａ

现 。比如代汉语读ｕ韵母的字，上古很多都读ａ韵母

“ 蒲”，现代读ｐú，上古读ｂ　 ａ，“ 图”，现代读ｔú，上古

读ｄ　ａ，“ 古”，现代读ｇǔ，上古读ｇａ，等等。读ａ时舌位最

低，不圆唇，读ｕ时，舌位最高，圆唇。ａ和ｕ在语音上的差

别很大。所以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看，上古的ａ是带有浓厚

古音色彩的韵母之一。“ 蒲”等字《 切韵》都属于一个韵，

叫模韵（ 包括平、上、去三个声调）。

我们所以知道《 切韵》模韵字的韵母上古读ａ，一方面是

出于上古语音系统的要求，例如唐韵的上古韵母是一ａｎｇ，与

我们这里暂时假定上古阴声韵没有辅音韵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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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例如梵文ｕｐａｓａｋａ汉代译作“ 伊蒲塞”（ 佛教指受五戒的

男子），用“ 蒲”字对译ｐａ音节，证明“ 蒲”字的韵母也是

音。

知道模韵字古代读ａ，我们就能体会到用模韵字构成的古

代人的叹词“ 乌呼”原来是读？ａｈａ，而不是象现代那样读成

ｗｕｈｕ。这样我们在阅读古文的时候，就能比较真切地接触到

古代人的声音。

上古的ａ汉魏以后大概就渐渐地向ｕ的方向变化。到五

世纪初的时候，它已经达到ｏ的阶段。请看下面的梵文对

翻译人 译年 译用字

法 ４１７ ｏ显 乌

（ｔáｎ ４） 无 １４ ４谶（ ３２ ０ｃｈè 乌ｎ）

僧伽（ ｑｉｅ ５１８） ０婆罗 乌

５９阇（ １ｓｈé）那 崛（ｊｕé）多 ０呜

６４９玄应 ｕ乌

６ｅ地 ８） ３罗 乌婆 诃（ｈ ū

６９０ ６９义净 ２ 汙 ｕ

７７１ 污不空 ｕ

从五世纪初到六世纪末，各家全用模韵字对译梵文字母ｏ，

没有例外。六世纪末正好是《 切韵》一书写成的时候，可见

到《 切韵》时为止，模韵的韵母都是ｏ。从玄应起，各家都

改用模韵字 七世纪中叶起，模韵的韵对译梵文的ｕ，说明从

母已从ｏ变成了ｕ。据此模韵字的韵母读ｕ已经有一千多年的

相对应的模韵的韵母当然就是ａ，另一方面是根据梵文的对

梵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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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了。

２． 从 ａ　— γ

上古的ａ韵母（ 包括唇音声母的字）到现代汉语里分化

成三个不同的韵母。

ｍ ｂōｂ，　　Ｐ，　　　　　　　　 ０ 　 波　　　　 ａ　　　　　　

ｄ，　 ｔ， ｄ　 ｎ，　 　 　 ｕō　ｌｕｏ多 　ｄ　 ａ

ｇ，　ｋ，　ｈ，　ｏ （ｅ 实际读γ ）） 哥ｇａ ｇｅ　（γ

这三个韵母不论哪一个，和ａ的差别都相当大。所以ａ也是带

有浓厚古音色彩的韵母之一。上古ａ韵母的字，《 切韵》归

为一个韵，即“ 歌”韵的开口（ 包括平、上、去三声）。

歌韵开口字上古韵母读ａ也可以从梵文对音里得到证明

东汉人把梵文的ｕｐāｓａｋａ译作“ 优婆塞”，“ 婆”是歌韵字，

用“ 婆”对译Ｐａ音节，证明“ 婆”的韵母是ａ。梵文的ā是ａ，

我们所以知道上古歌韵开口字韵母是ａ，面不是ａ，是凭中古

音的系统推测出来的，这里不去详谈。

汉魏以后一直到唐代末年翻译佛经的人都还是用歌韵开

口字对译梵文的ａ，比如以“ 罗”译ｌａ，以“ 多”译ｔａ，等等。

不过根据《 切韵》语音的整个系统来看，我们知道中古时期，

歌韵开口字的韵母已经不 ａ而是ａ了。是

中古的ａ，甚至到宋代变化还不大，因为宋代仍然用歌

韵开口字对译梵文的ａ，比如惟净和尚的《 景祐天竺字源》

（ 公元１０３４ １０３８年）仍然用“ 罗”字对译梵文字母ｌａ，

“ 婆”字对译梵文字母ｂａ，就是个证明。不过根据语音渐

变的原则，这时ａ也许已经圆唇化了（ 即读ａ时嘴唇形状略圆）。

到了元代歌韵开口字的韵母都由ａ变成了ｏ。这可以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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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八思巴字母对译的汉字音里得到证明。在这个对音系统

里把“ 歌”译作ｇｏ，“ 多”译作ｄｏ，等等。

至于现代汉语歌韵开口字的ｅ　（γ）韵母直到十七世纪下

半世纪才见于记录。这就是１６７７年朝鲜学者边暹、朴正华等所

编的华语课本《 朴通事谚解》。在这本书里汉字都用朝鲜谚文

γ。字母注音。而歌韵开口ｇ等声母的字注的都是 比如“ 哥”

γ，注作ｇ “ 可”注作ｋγ，等等。说明当时（ 也许更早些）

汉语歌韵开口ｇ等声母字的韵母已经和现在完全一样，全读

γ 了。作

（ 三）韵尾的发展

鼻音韵尾的合并

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都有三个鼻音韵尾，就是－ｍ，

ｌｉ－ｎ，－ｎｇ。比如“ 林 ”字古代收－ｍ尾，中古读 ｅｍ；“ 邻”

ｌｉｅｎ；字古代收－ｎ尾，中古读 “ 陵”字古代收－ｎｇ尾，中

古读ｌｉｅｎｇ。现代汉语－ｍ尾并入了－ｎ尾，结果就只剩下

了－ｎ和一ｎｇ两个鼻音韵尾。鼻音韵尾的合并，也是造成韵

母简化的原因之一。比如“ 林”字的韵尾由－ｍ变成－ｎ，

“ 林”和“ 邻”的韵母就变得没有区别了。

我们所以知道现代读－ｎ尾的字，在古代一部分是－ｎ尾，

一部分是－ｍ尾，是根据多方面的证据，而域外译音和现代

方言则最为有力。收－ｎ尾和收－ｍ尾的字在《 切韵》里分

属于两群不同的韵。我们把这两群韵里的字和域外译音，

例如高丽译音和越南译音一对照，问题就十分清楚了。在这

两种译音里把《 切韵》的那两群韵的字，一群的韵尾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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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另一群的韵尾译作－ｍ。在其它一些古代的译音里，也

有同样的证据。比如印度古城ｋａｍｐｉｙａ，古书上译成“ 甘比

利”，苏门答腊古名ｋａｎｄａｒｉ，古代译成“ 干陀利”。以

“ 甘”译ｋａｍ音节，以“ 干”译ｋａｎ音节，而“ 甘”《 切韵》

属“ 谈”韵，“ 干”属“ 寒”韵，证明“ 谈”韵字收－ｍ尾，

“ 寒”韵字收－ｎ尾。其次就是现代方言也能证明这个问题。

拿广州话来说吧，凡是《 切韵》“ 谈”韵等那一群的字大都

读－ｍ尾，凡是《 切韵》“ 寒”韵等那一群的字都读－ｎ尾。

比如“ 谈”群的“ 三”读ｓａｍ，“ 寒”群的“ 山”读ｓａｎ，等

等。

－ｍ尾和－ｎ尾的合并在北京话里是很晚近的事，但是

在方言里却相当早。唐朝末年人胡曾有一首嘲笑他的妻子语

音不正的诗。诗的全文如下：

呼“ 十”却为“ 石”，唤“ 针”将作“ 真”。忽然云雨至，

总道是“天 因”。

“ 针、阴”是收－ｍ尾的字，“ 真、因”是收－ｎ尾的字，他

的妻子把“ 针”说成“ 真”，把“ 天阴”说成“ 天因”，说明

－ｍ尾已经并入了－ｎ尾。胡曾是湖南邵阳人，咸通中（ 公

元８６０ ８７０年）曾在西川任职，他的妻子不是湖南人，便有

可能是四川人。这说明西南方言鼻音韵尾混得比较早。现代

西南方言甚至连－ｎ，－ｎｇ尾有些也分不清了。

直到十四世纪初年，标准语里－ｍ，－ｎ尾仍然是分而

不混的，因为在《 中原音韵》里，古代－ｍ尾的字和－ｎ尾的

字仍然分属不同的韵。不过作者特别提 醒人不要把“ 针”说

成“ 真”，把“ 金”（ －ｍ）说成“ 斤”（ －ｎ），把“ 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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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说成“ 亲”（－ｎ），等等，表明当时－ｍ尾并入

－ｎ尾的方言已经占有相当大的势力，否则他就用不着那样来

叮咛了。

北京话的－ｍ尾并入－ｎ尾直到十七世纪初年才见于文

献。这就是徐孝的《 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在这本书的韵

表里把－ｍ尾和－ｎ尾的字都作为同韵而混排在一起，可见当

时－ｍ尾已经不存在了。

塞音韵尾的消失

古代汉语有一个声调是现代汉语里所没有的。这个声调

就是入声调。上古或中古汉语入声调的字都带有塞音韵尾。

这种塞音韵尾共有三个，就是：－ｂ，－ｄ，－ｇ。比如“ 塔、

铁、德”三个字都是入声字，中古“ 塔”读ｔａｂ，“ 铁”

读ｔｄｅ，“ 德”读ｄａｇ，分别带有－ｂ，－ｄ，－ｇ尾。现代汉

语入声字都分别变为平、上、去声，原来的尾巴当然早也

，“ 铁”读ｔｉě　就不存在了，结果，“ 塔”读 ，“ 德”读

ｄé　．

上古汉语入声字的塞音尾是从中古音推论出来的。中古汉

语入声字的塞音尾在当时汉译的外国人名、地名或外国人翻

译的汉字音里都十分清楚地反映了出来。比如波斯语Ｔａｊｉｋｓ，

唐代译成“ 大食”，中世纪波斯语Ｄａｋｒａｔ，唐代译成“ 达曷

ｐｈｔｈ ｌｉｔｅｓ（ 欧洲人转写水”，五六世纪时亚洲西部的古国 ａ

如此），隋代译为“ 挹怛”（ｙｉｄａ）。“ 食”，“ 曷”，“ 挹”

都是入声字，以“ 食”译ｊｉｋｓ，表明“ 食”有－ｇ尾，以“ 曷”

译ｋｒａｔ，表明“ 曷”有－ｄ尾，以“ 挹”译ｅｐ（ｈｈ表示送气），

表明“ 挹”有－ｂ尾。又比如朝鲜把“ 合”字译成ｈａｂ，“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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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译成ｓａｇ，日本古代把“ 舌”字译成ｓｅｄｕ ，都表明“ 合、

石、舌”等字古代分别带有－ｂ，－ｇ，－ｄ尾，而“ 合、石、

舌”等字都是入声字。

除了古代的文献以外，还有现代方言也可以充分地证明

古入声字有－ｂ，－ｄ，－ｇ韵尾。比如广州话就相当完整地

保留了古代的这些韵尾：“ 答”读ｄａｂ，“ 没”读ｍｕｄ，“ 力”

ｌ读 ｅｇ，等等。

古入声韵尾的失去，最早见于邵雍的《 声音图》。在这

个图里把收－ｄ，－ｇ尾的字和原来没有韵尾的字放在一块，

四声相配，比如：

平　　　　上　　　　去入

妻　　　　　　子　　　　　　四日

龟　　　　水　　　　　　贵北

意思是同一行的字，韵母相同或相近。“ 日”字和“ 妻”等字，

“ 北”字和“ 龟”等字韵母相同或相近，说明“ 日”字已经

“ 北”字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失去了原来的－ｄ尾， ｇ尾。不

过－ｂ尾的字，《 声音图》没有和原来没有辅音韵尾的字相

配，而独立成一行，说明在邵雍的话里，－ｂ尾还没有消失。

稍晚在《 四声等子》和《 切韵指掌图》两部书里，把－ｂ尾的

字也和原来没有辅音韵尾的字放在一块，四声相配，说明那

时－ｂ尾已经失去了。

不过入声－ｂ，－ｄ，－ｇ尾的失去并不意味着入声就不

①日语辅音除－ｎ外，后面都得和元音相拼，不能单独出现。ｄ后面的ｕ

是译音时日语化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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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辅音韵尾。根据现代方言，入声在失去－ｂ等韵尾的时

候，一般都代之以喉塞音？韵尾，就是原来收－ｂ，－ｄ，－ｇ

的字，一律收？。比如福州话入声韵尾已经并成一个－ｇ尾，

而且这个－ｇ已有失去的趋势，因为有时已经不读它了。可是

不读它的时候也并不读成没有辅音韵尾的韵，而拿喉塞？来

代替。比如“ 答”有时不读ｄａｇ，但也不读ｄａ，而读成ｄａ？。

因此我们可以推知在宋代入声韵尾－ｂ等刚刚失去的时候，

入声大概也都收？尾。

到了元代用蒙古八思巴字母对译的汉字把入声和与之相

配的平、上、去声都译成相同的音，比如把平声“ 姑”，上

声“ 古”，去声“ 故”，入声“ 谷”都译成ｇｕ，把平声“ 肌”，

上声“ 己”，去声“ 寄”，入声“ 急”都译成ｇｉ，等等。这

表明当时的入声虽然仍然是个独立的声调，但入声字？尾确

实已经消失，变成了真正没有辅音韵尾的字。从那时到现在

差不多已经有七百年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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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汉语声调系统的发展

（ 一）中古声调和上古声调

中古汉语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这就是所谓四

声。这我们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了。

汉魏以后，由于反切的应用，学者们渐渐意识到汉语的

语音构成中有声调这一因素。不过把中古汉语声调正确地归

为四类，是到了齐、梁的时候才完成的。当时由于四声初发

现，了解的人还很少。梁武帝（ 萧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还问周捨什么是四声，就是一个证明。直到陆法言《 切韵》

一书出来，把比较重要的汉字的声调全部确定之后，四声的

知识才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

中古汉语有四个声调，因为史有明文，而《 切韵》一书

又为我们提供了完整而确切的资料，所以是十分可靠的。至

于上古汉语有没有声调，如果有的话，有几个声调，由于文

献不足，比较难以确定。自清初以来几百年间学者们有种种

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上古声调不太固定；有人认为上古声

调的类别比中古的要少，比如有平、上、入，而无去，或有

平、上、去而无入，等等；有人认为上古声调和中古声调基

本上相同，只是在个别字上有差别。在这些意见中，我们觉

得最后一种意见根据比较充分，因为它和上古韵文的押韵情

况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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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诗经》和《 楚辞》的押韵情况来看，在中古属于某

一声调的字老是在一块儿押韵，而不掺杂中古其它声调的

字。这在那些用韵多的长诗章里，尤为明显。比如有连押七

字乃至十字而不改调的：

《 诗经·公刘·一章》押：康疆仓粮囊光张扬行

《 诗经·七月·五章》押：股羽野宇户下鼠户子处

《 楚辞·九辩》押：带介慨迈秽败昧

） （ｂ Ｘì）硕奕作宫 硕·九章》押：柏 若度尺《 舄诗经·閟（

第一例全押中古平声，第二例全押中古上声，第三例全押中

古去声，第四例全押中古入声。上古调类如果不是和中古的

相同，似乎不能出现这类押韵现象。另外，《 诗经》里有些

诗每章一韵，而一韵一个声调。比如《 召南·摽（ｂｉàｏ）有

梅》：

一章押：七吉（ 人声）

二章押：三今（ 平声）

ｌì）谓（ 去声）三章押：塈（

这也清楚地表明上古有和中古相同的四个调类。

至于每个声调里的字上古和中古有个别的不同，也可以

从《 诗经》的押韵里得到证明。比如“ 庆”字中古在去声一

类，可是在《 诗经》押韵里它出现七次全都和平声字相押，

说明它在上古属于平声一类；“ 享”字中古在上声一类，可

是在《 诗经》押韵里它出现六次，全都和平声字相押，说明

它在上古也属于平声一类；等等。

可见从上古韵文的押韵情况来看，说上古和中古一样，

也有四个声调，只是在个别字的归类上与中古有所不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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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一定的可信程度的。

（ 二）从中古的四声到现代汉语的四声

平分阴阳

中古的平声调，现代汉语分化成两个调，即阴平和阳平。

这种分化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凡中古的清声母平声字，现

代读阴平，即第一声，比如“ 公”中古声母是ｇ，现代读ｇōｎｇ，

“ 多”中古声母是ｄ，现代读ｄｕō；凡中古次浊声母（ 指ｍ，ｍ，

ｎｇ，ｌ等声母）和全浊声母平声字，现代读阳平，即第二声，

，比如“ 明”中古声母是ｍ，现代读ｍíｎｇ，“ 驼”中古声母是ｄ

现代读ｔｕó。

平声分化成阴阳两调在现代方言里非常普遍，说明这一

音变的发生一定不会太晚。日本和尚安然在他所著的《 悉

（ｔáｎ）藏》（ 公元８８０年）一书里曾经提到日本所借的汉字

音平声读起来“ 有轻有重”，显然那时平声已有分化为阴阳

两调的方言。和安然 ８９８年）差不多同时的段安节（ 公元８９４

在他的《 乐府杂录》一书里有“ 平声羽，上声角，去声宫，

人声商，上平声调为徵（ｚǐ）”的说法。段安节把平声分为

“ 平声”和“ 上平声调”，又拿它们分配于不同的乐调，也

说明当时他的话里平声已经分化成两调。

宋代也有关于平声分化的记录。比如南宋的张炎，在他

的《 词源》一书里，谈到他父亲填词十分讲究音律的时候，

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他父亲作《 惜花春早起》一

词，其中有一句是“ 琐窗深”，唱起来声音不和协，把“ 深”

字改为“ 幽”字，仍然不和协，又把“ 幽”字改为“ 明”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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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觉得和协了。“ 深”、“ 幽”两字都是阴平调，“ 明”字是

阳平调。“ 深”、“ 幽”不和协，而“ 明”和协，显然是因

为声调不同的原故。可见在张炎那时的话里，平声也是两个

调。

《 中原音韵》是第一部把平声字分为阴、阳两调的韵书。

阴、阳的名称就是周德清创造的。他的这种做法使我们清楚

地知道平分阴、阳在他那个时候的方言里已经取得了统治地

位。

浊上变去

中古的上声字，凡是属于全浊声母的，在现代汉语里都

变成了去声。比如“ 杜”和“ 赌”中古都是上声字，可是

，现代就变成了去“ 杜”的声母是浊音ｄ 声。而“ 赌”的声

母是清音ｄ，现代就没有变，仍然读上声。

浊上变去开始的也很早，到了唐代末年，已经不止一个

方言有这种现象。那时有个李涪（ ｆú）在他所作的《 刊误》

一书里，批评《 切韵》把一些去声字错误地归为上声字。他

举了很多他读着是去声而《 切韵》归入上声的例子，比如

“ 舅、辩、皓”等等。而这些字正好都是全浊声母的字，比

，“ 辩”的声母是如 ｂ，“ 皓”的声母“ 舅”的声母是ｇ 是

ｈ ，等等。可见在李涪那时的语言里，浊上都已经变成去

声。他因为不了解《 切韵》的语音是古音，他的语音是音变

的结果，因而就站在他自己语音的立场上去批评《 切韵》，

认为《 切韵》把这些字的声调归错了，那当然是不对的。

在和李涪差不多同时的敦煌俗文学抄本里，浊上的字大

量地和去声字互为错别字，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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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 　　　　错 成 事

被 　　　　错 成 备

“ 仕、被”都是中古浊声母上声字，“ 事、备”都是中古浊声

。
母去声字。“ 仕、事”的声母是 “ 被、备”的声母是ｂ　

“ 仕、事”同音，“ 被、备”同音，说明当时西北方言浊声母

上声也已经变为去声。

浊上变去估计到南宋就已遍及全国大多数方言，因为南

宋以下，各种反映当时语音情况的材料，都显示了浊上变去

的事实。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人声变入阴、阳、上、去四声

中古的入声在现代汉语里分别变入阴、阳、上、去四声。

变化的情形大致如下：

全浊声 ｅ　ｐ阳 平 蝶 ｄ母字

ｉ直 　ｅｇ

次浊声母 去声　　　力　　　　　ｌｉｅｇ—ｌì字

密 ｍｉｅｄ

阴 平 督清声母字 ｄｏｇ

阳 平 烛 ｊｉｏｇ

上 声 笃 ｄｏｇ

去 声 粟 ｓｉｏｇ

除了中古清声母字的变化看不出明显的条件以外，全浊和次

浊声母的字变化都很有规律。

我们上一章曾经指出入声韵尾的失去是在元初，那末，入

声的失去当然要在入声韵尾失去之后。十五世纪中叶嘉定人

章黼（ｆǔ）著《 韵学集成》一书，在这本书里仍然有入声。

ｄ　ｉ　é

ｚ　ｈí

ｍ　ì

ｄū

ｚｈú

ｄǔ

ｓ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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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有些入声字后面往往注明“ 中原雅音”读什么，比如

“ 榖”字是入声字，但附注 古’“”哭”说：“ 中原雅音音‘

字也是入声字，但附注说：“ 中原雅音音‘苦’”，等等。“ 中

原雅音”是一部韵书的名称。这部书既然叫做《 中原雅音》，

当然是反映北方通行语音的著作。它把入声字“ 榖、哭”等

分别读同上声字“ 古、苦”等，说明当时或早些时候北方已

有很多失去入声的方言。

至于北京话入声的失去比这可能要晚些，直到十七世纪

初年，才在徐考的《 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一书里有所反

映。在这本书的韵表里把中古的全浊入声归为阳平，次浊入

声归入去声， 虽然作者对他清入声归入阴、阳、上、去四声。

归入去声的清入声是否失去，表示了模棱的态度，但至少当

时北京话入声的大多数已经并入其它三声则是毫无疑问的。

后来到了清初，我们从顺治帝“ 北京说话独遗入声韵”的话

里，才获得了北京话入声完全失去的明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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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汉语语音史重要文献评介

〔 说明〕为了读者进一步学习汉语语音史的方便，这

里我们准备对若干语音史文献作简略的评介。所谓汉语语音

史文献，广泛的说，是指与研究汉语语音史有关的一切专著

和资料，诸如古人关于汉语语音的著作，古书音注，诗文韵

语，语音对译，等等，都包括在内。对于初学者来说，重在抓住

要领。所以这里我们只准备对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两项，

即韵书和韵图，选其有代表性的加以评介。评介的内容大致

包括作者、年代、体制和性质、内容、优缺点、版本等几项。

韵 书

宋濂跋本唐写本《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

从唐到宋《 切韵》的增订本很多，已经发现的不下数十

种，可惜大都是零章片羽，不能一窥《 切韵》全貌。直到１９４７

年才发现了一个全本，这就是宋濂跋本唐写本《 王仁昫刊谬

补缺切韵》。这部书写成于唐中宗神龙二年，即公元７０６年。

它的发现，给我们研究《 切韵》提供了一部比《 广韵》早三

百年的《 切韵》修订本。

王仁昫在本书卷首书名下自注说：

刊谬者谓正讹谬，补缺者谓加字及训。

说明他的增订有两方面，一是补缺，一是刊谬。关于补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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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昫又为自己规定了两项内容，一是增加字，一是增加义

训。增加义训不过是让韵书兼起字典的作用，与研究语音关系

不是很直接。增加字对研究语音却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从王

仁昫自序里知道他所增加的字都在小韵第一字下注明数目。

可是现在发现的这个写本没有这样办，而是把增加字的数目

合并到小韵总字数里去了。只是每卷卷首还注有该卷增加字

的总数。由于抄写的人把平声两卷并为一卷，卷二原来所注

增加字的数目就被略去了。不过由四卷增加字的平均数来推

算，全书五卷大概增加六千字左右。

我们所以说这些增加字对研究语音史有关，是因为这些

字往往能帮助我们考知现代口语里一些话在古代的音韵地

位，也就是说考知它是从古代的什么音发展来的。例如，现

代很多地方把臀部叫“ ｄｕ子”，这个ｄｕ究竟来源于古代的什

么声，什么韵呢？我们就到王书有关的韵里去查。查模韵，

没有；查没韵，又没有；最后查到屋韵，在“ 丁木反”小韵

里找到一个“ 豛”字，注云：“ 臀”。这样，我们就知道ｄｕ这

个音来源于中古的端母，屋韵，也就是来自于中古的ｄｕｇ这个

音。可是根据一个《 切韵》较早增订本的残卷，即所谓《 切

三》的，我们知道这个“ 豛”字《 切韵》原来没有收，是王仁

昫增加进去的。这就是增加字在语音史研究方面的作用。

其实王书在补缺方面不仅增加字和义训，还增补了一些

反切。例如：

范　　　　　　符回反。隆无反，取凡之上声，失。（ 上声韵目五十二）

ｒ鞋，无反语。火戈反，又希波反。睦无反语，何口诬于

古今。（ 平声三十三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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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增加了韵。例如：

广　　　　　　虞掩反。隆无此韵目，失。（ 上声韵目五十一）

严　　　　　　鱼淹反。隆无此韵目，失。（ 去声韵目五十六）

这些王仁昫都没有把它们包括在补缺里头，也许他是把这都

算作刊谬了。就后两个例子来说，说是刊谬，也的确是可以

的。而且这种刊谬还多少影响到了《 切韵》的语音系统。因

为原来《 切韵》严（ 平声）韵就只有平、入两韵，王仁昫给

增加了上、去两韵，结果就使严韵变成了一个四声具足的韵

系。这个问题就《 切韵》来说，未必就是错误。所谓“ 刊

谬”，只不过从王仁昫的角度看来是如此罢了。此外，王书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刊谬例子，见于上声二腫：

湩　　　　都陇反，浊多。是此冬字之上声。陸云，冬无上声，何失

甚。

腫韵是三等韵。三等韵一般没有端母字。王仁昫指出“ 湩是

冬韵上声，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就使我们知道冬韵部原来

也和大多数其它韵部一样，是一个四声具足的韵系。王书再

剩下的一些刊谬例子，就都是比较次要的了。如平声二十一

元“ 蕃，草盛。陆以为蕃屏，失。”这是对《 切韵》义训的纠

正；上声四纸“ 輢，於绮反，车輢。陆于倚韵（ 按指小韵）

作於绮反之，于此輢韵又於绮反之，音既同反，不合两处出

韵，失何伤甚。”这是对《 切韵》一切两出的批评。如此等等。

除了对《 切韵》进行刊谬和补缺之外，王书还有一个很

独特的贡献。这就是它在每卷韵目之下，注上了《 切韵》分

韵和陸法言所参考的以前五家韵书的异同。这五家韵书就是

《 切韵》序里所提到的那五家。它们是：吕静《 韵集》，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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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詠《 韵略》、阳休之《 韵略》，李季节《 音谱》和杜台卿

《 韵略》。我们下面不妨举个例子，看看它是怎么注的。

六脂吕、夏侯与之、微大乱杂，阳、李、杜别，今依阳、李、

杜。

五旨　　　　　　夏侯与止为疑，吕、阳、李、杜别，今依吕、阳、李、

杜。

六至　　　　　　夏侯与志同，阳、李、杜别，今依阳、李、杜。

这些附注显然是照录陸法言的原注。它们对我们研究汉语语

音史来说，至少有三方面的作用。第一，它能使我们知道

《 切韵》以前这几家主要韵书分韵的概略和它们在分韵上的

一些特点。第二，它能使我们知道《 切韵》以前这几家主要

韵书在语音分析上的水平。第三，它能使我们知道《 切韵》

和这几家韵书的关系。因此这些附注确实是十分可贵的。

末了简单地谈一谈王书各韵排列的次序问题。王书的韵

次和一些比较接近《 切韵》原本的残卷完全一致。说明王书

的韵次是《 切韵》原来的韵次，没有加以改动。不过有一点

是应该特别指出的，就是不论《 切韵》还是王书，入声各韵

的次序从十五薛以下都完全乱了，和平、上、去声不相配。

下面我们不妨把十五薛以下的韵目列出来看－看　。韵目上面

的数字是《 切韵》或王书原次，韵目下面的数字是调整了的

和平、上、去声相配的次序。把上下两个数字加以比较，就

可以看出原来的韵次乱到了什么程度。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昔 麦薛 锡 陌 合 盍 洽 狎 叶 帖 缉 药 铎 职 德 业 乏

８　　７　　６　　５　　１　　２　　１４　１５　１０　１１　　９　　３　４　　１２　１３　２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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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很显然是《 切韵》欠精密的地方。王仁昫对这一点没

有进行刊谬，也是一种不应有的疏忽。

末了还应该补充说明的一点是，王书还有另外两个残缺

不十分厉害的本子。一是刘复《 敦煌掇琐》本《 王仁昫刊谬

补缺切韵》，一是内府藏唐写本《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

掇琐本多数韵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缺。内府本去、入两声基本

完好，平声缺九之至三十三肴，共二十五韵，上声缺十八隐

至四十三厚，共二十六韵。掇琐本与全本王书比较相近，韵

次则完全一样。内府本与全本王书差别略大，而韵次变化更

大。例如，它把三十七阳，三十八唐两韵提前，放到四江的后

面，把十三佳调后，放到四十一麻的前面，等等。另外韵的

毫韵，名称，改变的也很多。例如把咍韵改为 把殷韵改为斤

韵，把青韵改为冥韵，等等。这种改变，特别是韵次的改变，

对保存《 切韵》原貌来说，当然不好，但就研究语音史来

说，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从这种改动里，我们可以窥见一

点当时的语音消息。例如阳、唐和江为伍，说明当时有的地

区可能已经把江读得和阳、唐相同或相近了。佳放在麻的前

面，道理也一样。

不论掇琐本，还是内府本，在我们研究全本王书的时候，

都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全本《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只有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掇琐本《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还有姜亮夫《 瀛涯敦煌

韵辑》本。内府本《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有延光室影印本

和唐兰仿写石印本。掇琐本和内府本都被收入罗常培先生等

的《 十韵汇编》中，所谓《 王一》就是掇琐本，《 王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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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府本《。《 瀛涯》本错字较少，《 汇编》本有索引，使用方

便。

《 广韵》

关于《 广韵》的情况我们在本书第三章里已经谈到一

些。由于它在语音史研究上的重要地位，这里再作一些补

充。

《 广韵》成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即公元１００８年。

它的著者是陈彭年、邱雍。《 广韵》的全名叫《 大宋重修广

韵》。由于唐代就有《 切韵》的增订本叫《 广韵》的，所以

前面加上“ 大宋重修”几个字。

《 广韵》对《 切韵》的增订主要集中在增加字和注释上

面。在卷首有这样的记录：

长孙讷言笺注

郭知玄拾遗绪正，朱笺三百字

关亮增加字　　　　　　　　薛峋增加字

王仁昫增加字　　　　　　祝尚邱增加字

增加字孙 　　　　　　　　严宝文增加字

裴务齐增加字　　　　　　陈道固增加字

更有诸家增字，及义理释训，悉纂略备载卷中，勒成一部。

在增加字和注释方面，《 广韵》可以说是它以前《 切韵》各

种增订本的集大成者。据卷首所记，《 广韵》共收字２６，１９４

个（ 今本实际字数略少于此），注释用字１９１，６９２个。《 切

韵》收字约一万一二千字，《 广韵》增加了一倍还有余。就

这一点来说，《 广韵》也比它以前的各种《 切韵》增订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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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更有用。所以《 广韵》出来以后，《 切韵》的各种增

订本就渐渐地失传了。

除增加字以外，《 广韵》对《 切韵》的韵也有所增加。

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吸收《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创举，

增加上声广韵和去声严韵，只是把这两韵的名称依次改成了

俨和酽。一是吸收了孙愐《 唐韵》（ 也是《 切韵》的增订

本）的办法，把一些合口韵分立出来，请看下表。

歌《 切韵》 寒真平声
《 广韵》 歌戈真 寒桓谆

《 切韵》 旱 哿轸上声
《 广韵》 轸準 哿果旱缓

《 切韵》 箇翰震去声
《 广韵》 翰震稕 换 箇过

《 切韵》 质 末
入声

《 广韵》 质 曷末

不过这种分立并不影响语音系统，因为各韵的反切并没有改

动。而且《 切韵》另外还有很多韵，如支、脂、阳、唐等

等都包括开合口，但不论是《 唐韵》还是《 广韵》都没有加

以分立。这说明上列各韵的分立是任意的，最多也不过是因

为这几韵的合口字较多罢了。

《 广韵》在语音上最大的贡献是把《 切韵》一些韵的次序

加以合理的调整。请看下面《 广韵》和《 切韵》部分韵目的

三个比较表，除去声外，举平声赅括上去入声。

１．《 切韵》 歌麻覃谈阳唐

《 广韵》 幽侵覃谈盐添

２．《 切韵》 盐添蒸登咸衔

《 广韵》 清青蒸登尤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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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切韵》 暮泰霁祭卦

《 广韵》 暮霁祭泰卦

我们先看表１。覃、谈两韵是收ｍ尾的。《 切韵》不把它们

和收ｍ尾的盐、添等放在一块，而把它们夹在没有韵尾的

歌，麻和收ｎｇ尾的阳、唐之间，显然是不合适的。《 广韵》

把它们和盐、添放到一起，就是物从其类了。再看表２。蒸、

登两韵是收ｎｇ的，《 切韵》把他们插入收ｍ尾的各韵中间，

也同样是不合适的。《 广韵》把它们调到收ｎｇ尾的清、青之

后，也就顺理成章了。只有表３，《 广韵》的调整看不出多

大的优越性来。

除了上述三项以外，还有入声韵的次序问题　。《 切韵》

入声各韵的混乱次序，到了《 广韵》也完全纠正了过来，

平、上、去、入四声依次相承。请参看上一节谈到王仁昫书

的入声韵次时所列的那个表，韵目下面的合理次序就是《 广

韵》的次序。当然《 广韵》的韵次有的也可能是前有所承

的。不过它能吸取前人的合理成果，也是它的编者们的卓越

之处。

至于今本《 广韵》把上声俨韵放到豏韵的前而，把去声酽

韵放到陷韵的前面，以致和平入两声不相配，那是后人根据

《 集韵》妄改的结果，《 广韵》原来的韵次没有这样的错

误。关于这一点读者可参看下一节《 集韵》。

在反切上《 广韵》对《 切韵》也有所改动。例如有好多

唇音字唐代的一些《 切韵》增订本用唇齿音做反切上字的，

《 广韵》则改成了双唇音。请看下表，《 王三》指全本王仁

昫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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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韵 字 代增订本反切 《 广韵》反切

《 王二》董 琫 方孔反（《 切三》、 边孔切

齐 豍 方兮反（《 切三》 《 王一》）、 边兮切

真 缤 敷宾反（《 切三》） 匹宾切

问 湓 纷问反（《 王二》） 匹问切

桓 母官切瞒 武安反（《 王三》）

狝 缅 無兖反（《 切三》 弥兖切）

弥殄亡典反（《 王三》） 切

弥宵 無遥反（《 切三》）蜱 遥切

《 王方小小 一》） 陂娇表 反（《 切三》、 切

普驾祃 怕 芳霸反（《 王三》） 切

宕 漭 莫浪切無浪反（《 王三》）

甫耕 绷 萌反 北萌切（《 切三》）

扶萌 《 王二反（《 切三》 》 薄萌切、輣

武 《 王二》 弥正切劲 聘反（《 王一》、

也有相反的情况，即《 切韵》双唇切双唇，而《 广韵》改

《 王三》“ 莫见反”，为唇齿切双唇的。如裥韵“ 英” 而

《 广韵》作“ 亡苋切”；脂韵“ 丕”《 切三》“ 普悲反”，

而《 广韵》改“为 敷悲切”。但这种情形较少。上表所列的那些

改动，可能是受当时语音的影响，感到用唇齿切双唇有点别

扭的原故。不过《 广韵》的这种改动总的来说，还是少数，

并没有影响到语音系统的改变。当然也有个别地方，由于改

动了反切，以致把《 切韵》原来很清楚的语音分别给搞模糊

了的。例如“ 漦　、侯”两字《 切三》、《 王三》反切上字都

互用，可以系联，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声母，即侯母。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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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韵》却作如下的反切：

漦 侯甾切

牀史切

“ 牀”字是崇母字。这样就使侯母和崇母的界限变得模糊起

来。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就是《 广韵》韵目下有一些“ 同

用”，“ 独用”的附注。例如，东韵韵目下注云：“ 独用”，

冬韵韵目下注云：“ 锺同用”，等等。唐代封演《 封氏闻见

记》曾经提到唐初文人认为《 切韵》分韵太细，押韵不方

便，许敬宗等人曾奏请把一些窄韵合起来用。这些附注也说

不定就是唐初的遗制。即使不然，它至少也是北宋初年用韵

制度的记录。这对我们研究唐宋诗文用韵的情况，都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 广韵》有繁本和简本两种。简本是繁本的删节本，所

删的只是注释，所收的字没有删。现在流行较广的本子有下

列几种：

１．古逸丛书覆宋本《 重修广韵》（ 此本有中华书局四部

备要影印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丛书集成影印本）

２．张氏泽存堂重刊宋本《 广韵》（ 此本有小学汇函本，

新化邓氏重刊本，来熏阁影印本）

３．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巾箱本

４．古逸丛书覆元泰定本（ 简本）（ 此本有丛书集成影印

本）

５．小学汇函内府本（ 简本）

几种本子互有得失。商务印有周祖模先生《 广韵校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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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考。

《 集韵》

《 集韵》也和《 广韵》一样，是一部官修的韵书。它的

总编辑是丁度和李淑。于宋仁宗景祐四年，即公元１０３７年开

始编写，于宝元二年，即公元１０３９年编成。比《 广韵》晚三

十一年。

《 集韵》是在《 广韵》的基础上编成的。作者一方面不

满意《 广韵》，认为它“ 多用旧文，繁略失当”，一方面又

“ 临文用字，不给所求”的问题。针对前者，《要解决 集韵》

删去《 广韵》的一些过分罗嗦的注释；针对后者，《 集韵》

增收了大量的字。

就注解来说，《 广韵》有些地方确实罗嗦，特别是关于

姓氏方面的注解。例如，一东“ 公”字下，注解词义的只有

两三句话，下面全是讲姓氏的，竟长达七八百字。这不仅没

有必要，而且与一些只有一两个字的注解，也很不均衡，确

实是“ 繁略失当”。《 集韵》于“ 公”字下，只注了一二

十个字，都是讲字义的。这比起《 广韵》来，确实有所改

进。

在收字方面，根据《 集韵》卷首所注明的，比《 广韵》

多收了２７，３３１个字，全书共收５３，５２５个字，比《 康熙字典》

还多五六千字。虽然这个字数不尽准确，但它确实是我国收

字较多的一部韵书。关于收字多的好处，我们在第一节介绍

王仁昫韵的时候已经说过。《 集韵》既然收字较多，它在这

方面的作用当然也就较为突出。例如普通话把衣服的一种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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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叫ｑｉāｏ，它究竟来自于古代的一个什么音呢？查《 广韵》，

查不出来，但是从《 集韵》宵韵“ 千遥切”小韵下我们查到

了一个“ 缲”字，注云：“ 以箴紩（ ｚｈī，缝）衣”。这样，我

们就知道这个ｑｉāｏ来自中古的清母，宵韵。《 集韵》这一类

的例子是比较多的。

不仅是字，字音《 集韵》也比《 广韵》收得多。卷首

《 韵例》里明白指出：“ 凡经典字有数读，先儒传授，各欲

名家，今并论著，以稡群说”。《 集韵》这样做，对我们了

解现代一些语音的来源也很有好处。例如，“ 贿”字现代读

ｈｕì，是第四声，而《 广韵》只收灰韵上声“ 呼罪切”一读，

声调和现代的读法不相应。可是一查《 集韵》，灰韵去声又收

了“ 呼内切”一音，和现代的读法正好相合，说明现代的读

法确实来自古代的去声，并不是什么不规则的音变。《 集

韵》这一类的例子也很多。

总之，《 集韵》收的字多，音多是它的一个很突出的优

点。

《 集韵》对《 广韵》的反切系统也有所改变。最明显的

是它把《 广韵》里双唇音和唇齿音互作反切上字的反切一律

改成双唇切双唇，唇齿切唇齿。例如脂韵唇音字：

《 广 韵 》《 集 韵 》

悲　　　　　　府眉切　　　　　　　　　　　　　　通眉切

丕　　　　　　敷悲切　　　　　　　　　　　　　　攀悲切

邳　　　　　　符悲切　　　　　　　　　　　　　　贫悲切

眉　　　　　　武悲切　　　　　　　　　　　　　　旻悲切

这就是卷首《 韵例》里所声明的“ 凡字之翻切，旧以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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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以亡代茫，谓之类隔，今皆用本字。”这种有系统的改

动，显然是受当时语音变化影响的结果。到北宋时期，轻重

唇的分化早已完成。这我们在第五章第二节里已经详细地说

过了。

其次，《 集韵》把《 切韵》禅、船两母的界限也弄得有

点模糊了。例如“ 乘”本来是船母 證切”，字，《 集韵》“ 石

“ 石”却是禅母字。甚至在有些韵里，《 集韵》干脆把船、

禅两母的字并成一个小韵。例如《 广韵》麻韵的两个小韵：

○蛇虵茶　　　　　　　　　　　　　　食遮切　　　　　　　　　　船母

阇○　 余铊 视遮切　　　　　　　　　　禅母

《 集韵》把这两个小韵的字合并起来，注上一个反切：“ 时

遮切”。这种做法说明当时船、禅两母有些字已经分辨不清

了。所以严格地说《 集韵》已经不能说是《 切韵》系韵书

了。

《 集韵》不仅改动《 广韵》反切的音值，而且还改《 广

韵》反切的方式。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二、四等韵的开口喉

牙音字上面。这些字就《 切韵》来说是没有ǐ介音的，可是

《 集韵》都把它们的反切上字改成三等字或四等字。下面试

举删、先两韵系的字为例：

《 广 韵 》《 集 韵 》

删韵　　　　　　姦　　　　古颜切　　　　　　　　　　　　　　居颜切

古晏切　　　　　　　　　　　　　　居晏切

劼　　　　恪八切　　　　　　　　　　　　　　丘八切

颜　　　　五姦切　　　　　　　　　　　　　　牛姦切

五晏切　　　　　　　　　　　　　　鱼涧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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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韵 坚 古贤切 经天切

茧 古典切 吉典切

见 古电切 经电切

结 古屑切 吉屑切

牵 苦坚切 轻煙切

《 集韵》改用的反切上字在删韵系里都是三等字。在先韵系

里“ 经”是四等字，其余的也都是三等字。《 切韵》的三等

字是有ｉ类介音的。因此这种改动显然是表明当时不仅二等

喉牙音字已经产生ｉ类介音，四等喉牙也是如此。因为只有

下字有了介音，为了使反切和协，才有把上字也改为有介音

的字的必要。

《 集韵》韵目下也和《 广韵》一样，有“ 同用”和“ 与

某通用”的附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附注有几处却与

《 广韵》不同。现把不同的地方列表于下。《 广韵》的同

用、独用据戴东原的考订。各韵除去声废韵外，举平以赅上

去入。

《 广韵》废独用　　　　　　　　　　　　文独用

《 集韵》废与代队通　　　　　　文与欣通

《 广韵》盐添同用　　　　　　添咸衔同用衔严凡同用凡

《 集韵》盐与沾严通沾严　　　　　　咸与衔凡通衔凡

《 集韵》的沾韵就是《 广韵》的添韵。把声调计算在内，

《 集韵》改并的韵数共十三个，和王应麟《 玉海》所记宋初

改并的韵数正好相合。这种改并一方面是为了押韵的方便，

因为废、文、严、凡几韵字数都很少，都属于窄韵的范围；

另一方面也与语音演变有关。像废韵的唇音和合口字大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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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队韵相同，而以唇音占绝大多数的凡韵大概也变得与咸衔

接近。

另外《 集韵》改变了《 广韵》的同用、通用关系以后，

有的地方就不能不调整韵的次序。例如由于把严改并于盐、

添，凡改并于咸、衔，就不得不把严调到咸的前面，因为这

样一来，严与盐、添，凡与咸、衔就都各从其类了。后来有

人不了解《 集韵》所以改变严、咸、衔几韵次序的原因，竟

据《 集韵》来改《 广韵》的韵次，可是改了上、去，又不改

平、入，遂使《 广韵》这几韵的次序乱了，四声不相承。

《 集韵》这书虽然有不少优点，但缺点也不少。至少有

下列三方面。

１．《 广韵》一字收有几个音的，一般在几个音下都互

注出来。例如东韵“ 德红切”下的“ 冻”字注明“ 又都贡

切”，送韵“ 多贡切”下的“ 冻”字注明“ 又音东”。由于

《 广韵》贯彻这个体例不够谨严，互注往往有脱漏或互相矛

盾的，《 集韵》的编者对此很不满意。它在“ 韵例”里批评

道：

凡一字之左，旧注兼载它切，既不该尽，徒酿细文。况字各有训，

不烦悉著。

所以《 集韵》收的字音虽然很多，但一概不加互注。这样编

者固然省了很多麻烦，但对使用的人来说，查考起来就很不

方便。

２．《 集韵》在很多韵里都有同音的小韵存在。例如：

路磊 罪鲁猥切贿韵 切累

貙鱼韵 摅 抽居切 敕居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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夬韵　　　　　　毳　　　　充芮切　　　　　　啜　　　　称芮切

“ 鲁猥切”与“ 路罪切”同音，“ 抽居切”与“ 敕居切”同

音，“ 充芮切”与“ 称芮切”同音。这类例子还很多。这些

同音小韵不加合并，大概是出于疏忽。

３．《 集韵》收字、注音方面也存在不少错误。例如，

《 方言》卷九说，赵魏之间把“ 辖 ”　（ｊｉàｎｄｕò），《 集”叫“ 鍊

韵》把“ 鍊”误作“ 鍊”，收入东韵“ 德红切”小韵。又如

宵韵“ 燋，慈焦切”，注里说是李轨给《 周礼》注的音。实

际上《 周礼·春官》的“ 燋”字，陆德明《 经典释文》说李

轨音“ 粗尧反”（ 有的本子作“ 祖尧反”）。“ 慈”是从母

字，“ 粗”字是清母字，“ 焦”是宵韵字，“ 尧”是萧韵

字，声和韵都不同。《 集韵》显然是弄错了。《 集韵》这一

类的错误很多，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特别谨慎。

《 集韵》的本子较少，现在流行的只有下列几种：

１．曹寅《 栋亭五种》本

２．嘉庆十九年（ １８１４）顾广圻补刻本

３．归安姚觐元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刻本

４．商务万有文库影印本

５．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本

这几种本子错字都很多。商务影印本附有方成珪《 集韵考证》，

参考方便。

《 古今韵会举要》

《 古今韵会举要》是熊忠根据黄公绍的《 古今韵会》改

编而成。书成于元成宗元贞三年，即公元１２９７年，比《 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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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早二十七年。

在《 韵会举要》之前，即公元１２５２年，平水人刘渊编了

一部《 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根据《 集韵》韵目下通用的附

注，把《 广韵》的韵加以合并。另外又把蒸、登两韵的去声

证，嶝两韵并入青韵的去声径韵。这样一来，《 广韵》的２０６

韵就变成了１０７韵。《 韵会举要》的分韵完全本于刘氏《 韵

略》，也分１０７韵。不过《 举要》的作者并不满意这种机械的

合并，因为这样合并以后，仍然和实际语音不相合。于是他

就采取了一种补救措施。他把所有的字都按照他所谓的雅

音，重新分韵。每个韵定个名称。然后在书中的每个韵内

把字按照他新分的韵归类。试以第一韵（ 即东韵）和第二韵

（ 即冬锺韵）为例。他把这两韵重新分为公、弓、雄三个韵

类，韵内的字就按照这三个韵类排列，并在每一韵类最末一

字的后面注明以上的字属于什么韵类。例如在第一韵公韵类

最末一字“ 拢”的后面注云“：已上案七音属公字母韵”；在第

”的后面二韵公韵类最末一字“ 注云：“ 已上属公字母

韵”，等等。这样一来，《 举要》表面上虽然也分为１０７韵，

但实际内容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如表面上也分为第一韵

和第二韵，实际上是把这两韵的字合起来分为公、弓、雄三

个韵。《 举要》还生怕读者对分散到不同韵里的同音字认不

出来，于是在后一韵出现的与前一韵同音的字，也特别一一注

出。例如“ 风”在第一东韵，“ 封”在第二冬锺韵，但两字

同音，《 举要》就在“ 封”小韵注明“ 音与风同”。这样就

更周到，更明确了。

《 举要》卷首附有一张列举每韵中各小韵的总表，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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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母和新分的韵类，叫做《 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

实际 上这是一份声韵调配合表，也是全书的纲目。有了这个

表，我们对全书的音韵内容，可以一目了然。只是一时还不

能确定这个表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后人附上去的。

《 举要》各韵类的字都按一定的声母次序排列。据卷首

《 通考》所列，共三十七个。现按《 举要》韵内排列的次序

列表如下。

见溪群疑鱼　　　　　　　　端透定泥

帮滂并明　　　　　　　　　　非敷奉微

精清从心邪　　　　　　　　知彻澄娘　　审禅

影幺　　晓呼　　匣合　　喻　　来日

这个次序基本上是《 切韵指掌图》的次序，只是《 举要》

知、彻、澄与照、穿、床合并，端等后面没有了知、彻、澄，

而娘也随着知等移入照等的地位罢了。

表中一共３７个声母。《 通考》里还有个“ 引”母，见于

第十蒸登表中京字母韵的膺小韵。但是书内膺小韵下注云：

“ 音与英同”，而英小韵（ 在第八庚耕清韵表中）注明是影

母。可见“ 引”是影的错字，所以表中没有列。这三十七母

中比较特别的是疑、影、晓、匣四母又各分出一母，即鱼、

么、呼、合。不过这四对声母里面，除影和么两母有对立以

外，其余三对基本上不对立，也就是说基本不在同一韵类里

并存。我们先看疑与鱼。这两母在《 通考》里有下列三处有

对立。

轨韵　　　　讦韵　　　　　　　　靳韵

疑 孽业　　慭　　　　　　　　　　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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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頠　　　　 垽

这些对立在书中差不多都是不存在的。“ 隗”字见于书中上

声第十贿韵，注云：“ 音与纸韵洧同”，而“ 洧”字《 通考》

注明是鱼母，可见“ 隗”与“ 頠”的对立是《 通考》误注的

”字见结果。“ 于书中第八黠辖韵，注云：“ 音与月韵

同”，“ 孽”字见于书中第九屑薛韵中，注云：“ 音与

”）”有的本子误“作 鐡同”（“ 钀”有的本子误“作 “。 业 ”

字见于书中入声十六葉， 孽注云：“ 音与孽同”。可见“

业”与“ 钀”的对立也是不存在的。这样疑鱼两母对立的就

只有“ 慭”与“ 垽”一处了。

匣合两母的情形也一样。根据《 通考》所列有下列几处

对立。

公韵　　　　惯韵　　　　榖韵

匣　　　　 患　　　　　　　　鹄

合　　　　　　洚洪横　　幻　　　　　　　　糓搰

一查书内的注音，这些对立也是大 ”字见部分都有问题，“ 　

于平声第二冬锺韵，注云：“ 音与 ”与“ 洚洪同”，可见“

洪横”的对立也是出于《 通考》的误列。“ 幻”字见于去声

十六谏裥韵，注云：“ 音与患同”，可见“ 患”与“ 幻”的

对立也是不存 、搰”二字见于入声第六月没韵，在的。“

“ ”注云：“ 音与榖同”，“ 搰”注云：“ 音与榖同”

（“ 有榖的”子误作 ”与“ 糓、搰”的对立“ 榖”）。所以“

也不存在。最后也就只有“ 鹄”与“ 榖”一处对立。总之，

疑与鱼，匣与合的对立是十分靠不住的。至于呼母就只出现

一次，即平声第七阳唐韵：“ 荒，呼光切”。这个“ 呼”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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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是因为“ 荒”的反切上字而误列的。所以呼母不但不

与晓母对立，它的存在也是大大值得怀疑的。因此如果我们

大胆一点，可以把疑与鱼，晓与呼，匣与合合并起来。这样

《 举要》的声母就只有３４个了。

《 举要》的三十四个声母和《 中原音韵》相比，相同的

有两点。一是知、庄、章三组声母合并，一是疑、喻两母相

混，只不过《 中原》相混得更彻底一点。两书不相同之处则

更多。《 中原》无浊声母，而《 举要》还全部保留浊声母；

《 中原》非敷奉不分，泥娘不分，而《 举要》都仍然有区别。

《 举要》所附《 通考》前有小序说：

韵书始于江左，本是吴音，今以七音韵母通考韵字之序，惟

以雅音求之，无不谐叶。

《 举要》下距《 中原》不过二十七年，如果《 举要》确如《 通

考 》小序所说，也是根据的中原雅音，为什么两书声母差

别这么大呢？原来《 举要》根据的基本上是《 蒙古字韵》。

《 蒙古字韵》的年代虽不能确知，但它决不能早于巴思八字

正式颁行的公元１２６９年。这时距《 中原》也不过五十多年。

半个世纪语音的变化也不一定有这样大。这可能有两方面的

原因。一方面两书的语音基础未必是同一个方言，因为中原

雅音并无特别明确的范围；一方面《 举要》和《 蒙古字韵》

可能受传统韵书或韵图的影响。例如非、敷两母虽《 蒙古字

》也韵 不作区别，而《 举要》仍然各自独立，这与当时的语

音不一定相符合。

《 举要》的韵母系统更为复杂。平上去三声不计声调，

共有６６个韵母，入声２９个韵母。现在分别列表于下。平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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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举要 原》 《 中原》《举》 要》

平上去 平上去

公孔云 涓畎睊

弓拱 东握 趣寋建

雄顷 坚 先夭茧见

江讲绛 贤岘现

罔吭钢 卷卷

光广诳 江 干苛旰阳

黄晃况 间简谏 寒山

庄物壮 关撰惯
支思 桓欢背紫患 官管贯

羁己寄 骁皎叫

妫轨婢 骄矫桥
萧豪

齐微惟唯患 交绞教

魔毁讳 高呆诰

规癸季 筒歌 歌戈

鸡启计 戈果过

乖挂卦 迎灺藉
皆来佳解懈 瘸

该改盖 家麻嘉贾驾

居举据 瓜寡跨
鱼模

孤古顾 牙雅讶

钧捆扩 车遮暖且借

巾谨靳 京景敬

欣紧焮 行杏行

庚青药陨运 兄

根恳艮

昆衮喘

声附列《 中原音韵》的韵，以资对照。

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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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原》 《 《 中原》举要：举要》

甘感经列劲 组
监咸

粗肯 缄减鳃亘

泓 兼歉歉①

鸠九救 箝检剑

樛纠 嫌 险５７９

鉤考薄
尤侯

哀捂戊

浮妇模

金锦禁

散 侵寻

替 潜

入 声 韵

毅匊觉郭各吉讫幸栉国橘厥许但结块葛括戛刮脚爵矍格貌额恤黑

克

从表面上看，《 中原》的一个韵大多数相当于《 举要》的好

几个韵。不过《 中原》的一个韵一般都包括好几个韵母，而

《 举要》的一个韵就只有一个韵母，所以两书韵母相同之点

还是相当多的。例如《 举要》的“ 居、孤”两韵分别相当于

《 中原》鱼模韵中的两个韵类，《 举要》的“ 乖、佳、该”

三韵分别相当于《 中原》皆来韵中的三个韵类，《 举要》

“ 干、间、关”三韵分别相当于《 中原》寒山韵中的三个韵

类，《 举要》的“ 甘、缄”两韵分别相当于《 中原》监咸韵

①卷首《 通考》里平声八庚耕清韵“ 泓”字注明为“ 弘”字母韵。“ 弘”

当为“ 泓”字之误。书内“ 泓”后注云：“ 已上属泓字母韵”（ 淮南

书局本“ 泓”误作“ 弘”），可证。

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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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两个韵类，《 举要》的“ 官”韵相当于《 中原》的桓欢

韵，《 举要》的“ 赀”韵相当于《 中原》的支思韵。至于两书

的近似之点就更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 举要》和《 中原》两书在声韵上的一些相同或相似之

点，都是汉语语音发展到近古阶段的一些重要特点。《 举要》

的时代处在《 切韵》系韵书和《 中原音韵》之间，它发挥了承

上启下的作用，在汉语语音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 举要》的版本不多，有下列几种：

１．元刊明代补刻本

２．明嘉靖六年（ １５２７）刻本

３．明嘉靖十七年（ １５３８）刻本

４．清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淮南书局重刊本

其中淮南书局本较易得。

《 韵略易通》

《 韵略易通》成书于明英宗正统７年，即公元１４４２年。

它的作者是兰茂。

兰茂，字廷秀，是云南嵩明人。可是《 韵略易通》并不是

根据云南方言写的。这从比兰茂小４３岁的本悟对《 韵略易通》

所进行的改编可以得到证明。本悟也是云南人。他的改编本

《 韵略易通》根据的是云南方言，而语音系统却和兰书差别

很大。可见兰书的语音根据与云南方言关系不大。从兰书的

韵目名称和音韵体系来看，它大概是以《 中原音韵》一类的

韵书做兰本的。所以它后来很受北方人，特别是山东人的欢

迎。此书几种较早的版本都是山东人刻的，以致弄得那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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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误以为是山东人的著作，干脆就叫它《 山东韵略》。

《 韵略易通》是一部以通俗易懂为主旨的普及性韵书。

这从书的名称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根据这个主旨，著者在选

字、定形、注音等方面无不注意通俗化。

著者深感日常生活用字的重要，他认为这些字往往使人

“ 挥笔临书，罔知所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决定，

“ 凡篇韵所不载，俗用之不可无者，旁采百家之异同，择善

而从之”。这是在选字方面的通俗化。

著者特别不满意《 玉篇》、《 广韵》等书字体庞杂的现

象，他在书的凡例里批评说：

其间有古文、籀（ｚｈòｕ）文、通用等字，又有形同音异，形异音

同，数十万言，难于周览。

所以他决定对于“ 其音义同而字形异者，止用其一”。这是

在字体方面的简化和通俗化。

《 中原音韵》每个韵之内的字按四声分列，同声母和韵

母的小韵都分散在四个声调之内，不相连续，而《 韵略易通》

则把声母和韵母相同的小韵按声调依次排列，成为下式：

东 懂 洞 督

风○ 凤捧 福冯

这样读准了平声，顺着声调拼读下去，各声调的字就都念出来

了。正如兰氏在凡例里说的：“ 得一字之平声，其上声、去声、

入声字，一以贯之，故曰易通”。这是在注音方面的通俗化。

所以《 韵略易通》虽说是韵书，实际上是一部通俗的注

音识字课本。这一特点是值得特别赞许的。

兰氏把《 韵略易通》里面的二十个声母用一首通俗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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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诗来表示。这样既有趣，又好记，也是他通俗化工作的一

个方面。这首诗是：

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

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

我们如果用音标把每个字所代表的声母写下来，就得出下面

的 这 个 声 母 表 。

冰 ｂ 破 ｐ 梅 ｍ 风 无

东 ｄ天 ｔ暖 ｎ

早 ｚ 从 ｃ 雪 ｓ

枝 上春 人

见 ｇ开 ｋ 向ｈ

一○

这个声母表比《 中原音韵》只少一个声母，就是ｎｇ。在声韵

配合上也一样，ｚ等， 等，ｇ等都可以和ｉ，ü相并。

《 韵略易通》共分二十个韵，请看下表：

１． 东 洪 ２． 江 阳 ３． 真 文 ４． 山 寒

５． 端 桓 ６． 先 全 ７． 庚 晴 ８． 侵 寻

９．缄咸１０．廉纤

此为前十韵，四声全者

１１． 支 辞 １２． 西 微 １３． 居 鱼 １４． 呼 模

１５． 皆 来 １６． 萧 豪 １７． 戈 何 １８． 家 麻

１９．遮蛇２０．幽楼

此为后十韵，皆无入声

这个韵母表与《 中原音韵》的韵母表有三点不同。

１．韵目有所改变。虽然也和《 中原音韵》一样，各韵用两

个字标目，但两字都改为一阴一阳。只有第十部廉纤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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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例外。但这个例外并不能否定韵目的改变是有规则的，

是有用意的这一事实。原来这样改变以后，一阴一阳的规

律，便于读者的记忆。这也是兰书通俗化的一个方面。

２．《 韵略易通》比《 中原音韵》多出一个居鱼韵来。

《 中原音韵》鱼模韵中现在读ü韵的那些字韵母读ｉｕ。《 韵

略易通》从鱼模韵中把读ｉｕ的字分出来，独立成个居鱼韵，

说明那时这些字的韵母已经不读ｉｕ而读ü了，因为ü和ｕ一般不

能押韵，所以有必要把它分出来。

３．两书对入声的处理不同。《 中原音韵》把入声派入三

声，和阴声韵相配，而《 韵略易通》把入声改配阳声。兰氏

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受传统韵书影响的结果，并不表明当时官

话语音入声还保有原来的辅音收尾。

不过，从各韵内部字的归类看，《 韵略易通》与《 中原

音韵》还有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东洪和庚晴两韵的

字，《 韵略易通》没有两收，而且东洪韵中“ 龙”与“ 笼”，

“ 从”与“ 丛”等字《 韵略易通》已无区别。二是萧豪韵中

二、三等字如“ 交”与 ”《 韵略易“ 娇”，“ 敲”与“

通》也已合并。

总的看来，《 韵略易通》和《 中原音韵》所反映的语音系

统相差不远。但ｎｇ母的消失，ü母的出现，东洪韵某些二、三等

字之间以及萧豪韵某些二、三等字之间的区别的消失，都说明

《 韵略易通》比起《 中原音韵》来又向现代汉语迈进了一步。

《 韵略易通》的版本流行的有下列几种：

１．明万历己酉（ １６０９）吴允中刻本

２．明万历癸丑（ １６１３）高举《 古今韵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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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明东海宿度校刻本

４．清康熙二年（ １６６３）李棠馥刻本

吴本错字较多，高、李本缺兰氏自序，宿度本较完善。

韵 图

《 韵 镜 》

《 韵镜》是现存的最早韵图之一。作者是谁已经无考，

因而成书的年代也不能确定。卷首有南宋绍兴辛巳（ １１６１）

张麟之识语，和他的嘉泰三年（ １２０３）序。张序说，他年轻

的时候得到《 韵镜》，研究了五十年，“ 竟莫知原于谁”。

他的结论是：“ 此书其用也博，其来也远，不可得而指名其

人。”这说明《 韵镜》的来源远在南宋以前。现在据一般推

测，大概唐末就有这一类的韵图存在了。不过其完善程度不

一定就已达到现存《 韵镜》的这个样子。

《 韵镜》实际上就是根据《 切韵》一系韵书所编制的声、

韵、调配合表。用表格的方式来表现一个语音系统的内部关

系，是一种非常经济、非常明确，因而也是非常有效的办法。

我们现在研究任何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往往都离不开这种

办法。我国的语音学家在一千多年前就发明了这种办法，不

能不说是一种卓越的创造。尽管这种创造可能受到梵文字母

输入的影响，但把这种方法应用到方块字上来，仍然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情。

《 韵镜》既然是研究《 切韵》系韵书的音节表，那末它

对《 切韵》的声母和韵母究竟是怎样进行分析的呢？

对《 切韵》声母的分我们先看《 韵镜》 析。《 韵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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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表里没有标注三十六字母名目，只标注声母的发音部位

唇、舌、牙、齿、喉等和发音方法清、次清、浊、清浊等。但

卷首列有三十六字母，并把它们和正表中标注的发音部位和

发音方法一一相配合。所以实际上《 韵镜》还是利用三十六

字母来列表的。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 韵镜》虽然利用三十六字母列表，

但这并不表明它认为《 切韵》的声母就是这三十六个。实际

上从它列图的情况看，它根据《 切韵》声母的实际情况对三

十六字母进行了必要的分析。这有两点。一是它把三十六字

母的照组声母按照《 切韵》的反切各分为两类。一类固定地

排在二等，这就是《 切韵》的庄组声母，一类固定地排在三

等，这就是《 切韵》的章组声母。一是它把三十六字母的喻

母也按照《 切韵》的反切分为两类。一类固定地排在三等，

这就是《 切韵》的云类，一类固定地排在四等，这就是《 切

韵》的以类。可见《 韵镜》所表现的《 切韵》声母并不是三

十六个，而是四十二个。轻唇音非、敷、奉、微四母是唐末

以来语音的反映，《 切韵》这四母字都读重唇。《 韵镜》要

不用这四母列表，它所反映《 切韵》的声母就比较正确了。

用现代音位学的观点，把云母至于 并入匣母，那是另一回事，

我们不能以此来要求《 韵镜》。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 韵镜》对《 切韵》韵母的分析。关

于《 切韵》的韵母《 韵镜》作了转、开合和等三方面的分

析。下面我们先从等谈起，然后再谈开合和转。

《 韵镜》把《 切韵》的韵一共分成四个等。关于等的语

音性质我们在本书第三章里已经说明过了。这里再就各个等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21

在《 韵镜》里面的排列法加以说明。

《 韵镜》的列图方法是：三十六字母横列成二十三行。

韵母按声调直排，每个声调一大格，四个声调四大格。每个

大格又各分四小格，第一小格为一等，其余三格依次为二、

三、四等。一等韵放在第一小格子里，二、三、四等韵依次

放在第二、三、四小格子内。为了便于了解，下面各等举一个

例子。每例以平声为限，其余可以类推。每图内只列作为例子

的那个韵，其它等的韵省略，其字的地位以圆圈代替。作为例

子的那个韵缺字的地方也以圆圈表示。原书错字都已校正。

（ 图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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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韵是一等，江韵是二等，微韵是三等，先韵是四等。这些

韵的排列是比较简而易明的。《 韵镜》虽然把端、知两组声

母，邦、非两组声母分别排在同一栏内，但由于端组只出现

于一、四等韵，知组只出现于二、三等韵，邦组和非组在同

一韵内也不同时出现，都不会造成冲突，所以不发生问题。

只有它把精、照两组声母放在同一栏内，就制造出一些麻烦

来了。我们知道有一类三等韵既有精组声母，也有照组声

母，而且有照组里面的庄、章两组声母。三组声母同时在一

个栏内出现，而划归三等韵的又只有第三小格一格，排起来

就困难了。碰到这种情况，《 韵镜》只有采取一种权宜措

施。既然精组声母在四等韵里占据着四等的位置（ 看上表先

韵），那末这里也就还是让它们排在四等，庄组声母在二等韵

里占据着二等的位置（ 看上表江韵），那末这里也就还是让

它们排在二等，剩下三等的位置就留给章组声母。现在我们

把三十一图的平声转录于下。图里面的阳韵就是具有精、

庄、章三组声母的韵。（ 图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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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齿音一栏，一等的一行是一等唐韵字，二等的一行是阳

韵庄组字，三等的一行是阳韵章组字，四等的一行是阳韵精

组字。

其次谈到开合问题。《 韵镜》是最早提出开合这个术语

的书。它共分“ 开”，“ 开合”，“ 合”三类。开和合大多

是有没有ｕ介音的分别。例如二十三图寒韵开，二十四图桓韵

合，十三图咍韵开，十四图灰韵合，等等。但也有和这个不合

的。例如三十八图侵，四十图谈、衔、严、盐都作合，说它

是指ｍ尾吧，可其它ｍ尾的韵又作开。还有二十六图宵，二

十七图歌都作合，也说不出道理。至于“ 开合”一类，共有

三图，即第二图冬、锺，第三图江，第十二图模、虞。这些韵的

元音是ｏ和ｏ，也许认为它们是介乎开合之间的吧！

最后说到转。转有内外之别。为了说明方便，先把《 韵

镜》各图转和韵的关系，开列于下，并注上后来的摄名。韵

举平以赅上去入。

通摄 内转第一东 遇摄　　内转第十一鱼

内转第二冬锺 内转第十二模虞

江摄 外转第三江 蟹摄　　外转第十三咍皆齐祭夬

内转第止摄 四支 外转第十四灰皆齐祭夬

内转第五支 外转第十五佳泰祭废

内转第六脂 外转第十六佳泰祭废

内转第七脂 臻摄　　外转第十七痕臻

内转第八之 外转第十八魂谆

内转第九微 外转第十九欣

外转第二内转第十微 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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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山摄　　外转第二十一山元仙 摄 外转第三十三庚清

外转第二十二寒删仙先 外转第三十四庚清

外转第二十四桓删仙先 外转第三十五耕清青

效摄　　外转第二十五豪爻霄萧 外转第三十六耕青

外转第二十六霄 内转第三流摄 十七侯尤幽

果摄　　内转第二十七歌 深摄 内转第三十八侵

内转第二十八戈 咸摄 外转第三十九覃咸盐添

假摄　　外转第二十九麻 外转第四十谈衔严盐

外转第三十麻 外转第四十一凡

宕摄　　内转第三十一唐阳 曾摄 内转第四十二登蒸

内转第三十二唐阳 内转第四十三登蒸

废韵《 韵镜》原寄于第九、十图微韵下面，今表中从《 通志

七音略》改于佳韵下。第二十九图麻原作内转，表中从《 通

志七音略》改为外转。

《 韵镜》虽然还没有摄的名称，但它的各转次序和后来

的摄完全一致。可以说摄的实质已经具有，只是还未提出名

目罢了。

内外转的区别究竟何在？从摄的角度看，有一点区别是

很明显的，就是凡是有独立二等韵的摄都是外转，否则是内

转。这一点在《 四声等子》、《 切韵指掌图》等书所附的门

法一类的说明里都曾指出过。如上表江摄的江韵，蟹摄的

皆、佳、夬韵，臻摄的臻韵，山摄 韵的删、山韵，效摄的肴（韵《

镜》作爻韵），假摄的麻韵，梗摄的耕、庚韵，咸摄的衔、咸韵，

都是独立二等韵。而这些摄都是外转，其余各摄没有独立二

等韵，都是内转。至于内外转还有没有其它区别，尚待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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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研究。

《 韵镜》列图的次序基本上与《 广韵》的韵次相同，只

是把蒸登两韵放在最后，还留有《 切韵》原来韵次的痕迹。

《 韵镜》流行的版本只有下列几种：

１．古逸丛书覆刻日本永禄七年（ １５６４）本（ 此本有丛书

集成影印本，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５年影印本）

２．北京大学影印日本宽永十八年（ １６４１）本

《 通志七音略》

《 通志七音略》是宋郑樵《 通志》二十略之一。这书的

作者也已经无考。郑氏在书的序言里说：

七音之韵，起自西域，流入诸夏，梵僧欲以其教传之天下，故为

此书。⋯⋯华僧从而定之。以三十六为之母，重轻清浊，不失其

伦，天地万物之音备于此矣。

表明这书是华僧在梵僧的启发和影响下编成的，在郑樵之前

就流行开了。郑樵能够重视这书，把它收在《 通志略》里，

也算是他的卓见。

《 七音略》和《 韵镜》是现在留存下来的两部最早的韵

图。两书的性质完全一样，都是研究《 切韵》的著作，形式

和内容也都基本相同。所以凡是在前篇已经讨论过的问题，

这里都不用重复了。下面只把《 七音略》跟《 韵镜》不同的

地方略加说明。

《 七音略》跟《 韵镜》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下列几点。

１．排列法略有不同。《 韵镜》一个声调之内包括四个

等，《 七音略》一个等之内包括四个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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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韵镜》声母部分实质上虽然也是用的三十六字母，

但只标明了唇、舌等发音部位和清、浊等发音方法，没有直

接标上三十六字母，而《 七音略》则把三十六字母全部标

出，并把唇、舌、牙、齿、喉、舌音齿等名称依次叫做羽、徵、

角、商、宫、半徵半商。标注三十六字母比不标注明确，但

宫、商等名称实不如唇、舌等名称易懂。

３．《 韵镜》列图的次序基本上按照《 广韵》的韵次，

而《 七音略》则基本上和《 切韵》的韵次相同。前者把覃、

谈、凡等韵放在侵韵之后，而后者把它们放在阳唐之前。

４．两书所标的内外转略有不同。现列表对照如下。转次

用《 七音略》。

《 七音略》《 韵镜》

十三转　　　　　　咍皆齐祭夬　　　　　　　　内外

二十九转　　　　麻　　　　　　　　　　　　　　　　外内

三十七转　　　　　　庚青　　　　　　　　　　　　　　内外

两书的这些不同，互有正误。二十九转麻《 韵镜》作内转是

错误的，前篇已经指出。十三转，三十七转《 七音略》作内

转是错误的。后来的韵图，如《 四声等子》都作外转，可以

为证。

５．《 七音略》各图未标开合，而标明轻重等字眼。从

现代的观点看，大致是这样：凡标“ 重中重”．“ 重中重内

重”，“ 重中重内轻”，“ 重中轻内重”和“ 重中轻”的为

开口；凡标“ 轻中轻”，“ 轻中轻内轻”“ 轻中重”和“ 轻

中重内轻”的为合口。现各举一例如下：

江　　　　重中重　　　　　　　　　　文　　　　　　轻中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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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重中重内重　　　　　　微合　　　　轻中轻内轻

微开　　　　重中重内轻　　　　　　灰　　　　　　轻中重

支开　　　　重中轻内重　　　　　　脂合　　　　轻中重内轻

欣　　　　　　重中轻

除东韵作“ 重中重”与通例不合，别无例外。

６．《 韵镜》把废韵寄在第九、十图微韵下面，《 七音略》

把它寄在第十五、六图佳、泰、卦、祭下面。从《 切韵》韵目

次序和摄的观点看，《 七音略》安排的地方是比较正确的。

不过《 七音略》十五图有废韵韵目，却没有字。那个唯一的

“ 刘”字仍然放在微韵之下。也许是改动时漏移的结果。

７．《 韵镜》入声都承阳声韵，《 七音略》也是如此。不

过入声铎、藥两韵《 七音略》既承阳声韵，见于三十四图唐

阳，又承阴声韵，见于二十五图豪、肴、霄、萧。这是后来

韵图以入声兼承阴阳的开端。

《 韵镜》和《 七音略》既然是同性质的书，不仅如上述

的某些重大问题可以互相比较，彼此校正，而且对一些个别

的错字或放错地位的字都可以从互校中得到纠正。例如第十

”二图模韵清母上声“ 字，《 韵镜》误作“ ”字，可

以据《 七音略》改正；第七图脂韵群母上声“ 揆癸”两字

《 七音略》误排在一等，可据《 韵镜》改排为四等。可见两

书的并存，能够使彼此都完善起来。

《 七音略》流行的本子有下列几种：

１．清乾隆间武英殿《 通志》本。此本有商务影印本

２．清咸丰九年（ １８５９）崇仁谢氏刻《 通志》本

３．清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浙江书局刻《 通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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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清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上海图书集成局铅印《 通

志》本

５．清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上海鸿宝书局石印《 通志》本

６．清乾隆十三年（ １７４８）金匮山房刻《 通志二十略》本

７．清嘉庆十一年（ １８０６）长洲彭氏刻《 通志略》本

８．中华书局四部备要《 通志略》本

９．北京大学１９３５年影印《 元至治本通志》本

北大本是《 六书略》和《 七音略》合印单行本。其它都在《 通

志》或《 通志略》内。

《 四声等子》

《 四声等子》的作者和年代也都无考。熊泽民在为刘鑑

《 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一书写的序上说：“ 古有《 四声等

子》，为流传之正宗。”熊序写于元至元丙子，即公元１３３６

年，称《 四声等子》为“ 古有”，说明它的产生可能早在元

代以前。从反映的语音情况看，它有可能早于《 切韵指掌图》，

但又晚于《 韵镜》和《 七音略》。所以它大概是南宋早期或

南北宋之间的产物。

《 四声等子》在图式上沿袭了《 韵镜》和《 七音略》的

很多特点，但在内容上有不小的变动。它和《 韵镜》、《 七

音略》的关系，很象《 韵会举要》和《 切韵》系韵书《 广

韵》的关系。如果说《 韵会举要》在语音系统上由于受当时

实际语音的影响，有脱离《 切韵》系韵书的强烈倾向，那

末，《 四声等子》在语音系统上也有脱离《 切韵》系韵图的

强烈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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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声母方面，《 等子》和《 韵镜》、《 七音略》没有什

么不同，也是用三十六字母，排成二十三行。只是在次序方

面略加更动。一是把影母调到匣母后面，喻母前面；一是把

唇音和牙音的位置对调了一下。这些都无关弘旨。最突出的

是两书在韵母处理上的重大差别。《 韵镜》等都是四十三

图，而《 等子》只有二十图，减少了一半还多。这表明《 等

子》对《 切韵》的韵进行了较大的合并。为了便于了解，现

把《 等子》十六摄二十图与韵等的关系列一全表于下。《 等

子》的排列法与《 七音略》一样，即每等之内包括四声。表

中韵目只列平入两声。图中未标韵目的等，表中以圆圈表

示。从左到右依次为一、二、三、四等。

１．通摄内一　　重少轻多韵

东 屋 ○ ○ 锺 烛 ○ ○

冬沃　　　　　　东冬锺相助

２．效摄外五　　全重无轻韵

豪铎　　　　　　肴觉　　　　宵藥○○

本无入声　　　　　　　　萧并入宵

３．宕摄内五　　阳唐重多轻少韵　　江全重　　开口呼

唐铎　　　　　　江觉　　　　　　阳藥○○

内外混等　　　　　　　　江阳借形

４．宕摄内五　　重少轻多韵

唐铎　　　　江觉　　　　　　阳藥○○

内外混等

５．遇摄内三　　重少轻多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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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沃　　　　　　鱼屋 虞 烛 ○ ○

本无入声 鱼虞相助

６．流摄内六

侯 屋 ○ ○ 尤 屋 ○ ○

本无入声 幽并入尤韵

７蟹摄 外 轻重俱等 开口呼二
齐

咍
祭曷 皆黠 薛 齐屑泰

本无入声 佳并入皆韵

８． 合口呼蟹摄外二　　轻重俱等韵

废屑 齐
灰末　 齐　 屑　　皆黠 祭月 祭

本无入声 祭废借用

９．止摄内二　　重少轻多韵　　　　　　　　开口呼

○ ○ 　　　○ ○ 脂 质 ○ ○

本无入声

１０．止摄内二　　重少轻多韵

○○脂质 脂质　　　　微物

本无入声

１１．臻摄外三 轻重俱等韵 开口呼
隐

痕 栉臻 真没 质 真质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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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臻摄外三 轻重俱等韵

魂没 ○ ○ 文 物

文谆相助

１３．山摄外四　　轻重俱等韵　　　　　　　　开口呼

寒曷　　　　　　山鎋　　仙薛○○

删并山　　先并入仙韵

１４．山摄外四　　轻重俱等韵

桓末　　　　　　山鎋　　　　　　元月　　　　　　仙薛

删并山　　仙元相助

１５果摄内四　　重多轻少韵　　　　　　　　开口呼

歌 铎 ○ ○ 麻 鎋 ○ ○

本无入声　　　　　　内外混等　　　　假韵外六

１６果 摄 内 四 重多轻少韵 合口呼

○○ 麻辖　　　　　　戈铎 ○○

内外混等

１７．曾摄内八 重多轻少韵 做口呼　　梗摄外八

登德 庚陌 蒸职　　　　青锡

内外混等 邻韵借用

１８． 合口呼　　　　　　梗摄外八曾摄内八　　重多轻少

有助借用

合口呼

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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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德 ○ ○ 庚陌　　　　清昔

内外混等 邻韵借用

１９．咸摄外八　　重轻俱等韵

覃合　　　　咸洽　　　　凡乏　　　　盐叶

四等合并一十六韵

２０．全重无轻韵　　　　　　　　深摄内七

○ ○ 　○ ○ 侵 缉 ○ ○

独用孤单韵

这二十图和《 韵镜》、《 七音略》的差别是很显著的。下面

谈一谈《 等子》的几个主要特点。

１．《 等子》是明确标出摄名的现存最早韵图。但摄名

并不是《 等子》创立的。这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摄是从

归纳转来的，它的概念比图要大，至少不能小于图。而《 等

子》往往一个图包括两个摄，如３、　４两图包括江、宕两摄，

十五、十六图都包括果、假两摄，十七、十八图都包括曾、

梗两摄。尤其曾、梗两摄的字都混排在一个图内，说明摄的

划分对《 等子》时的语音情况已经不适用了。要是《 等子》

自己才开始创立摄名，当然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另一方

面《 等子》图的次序与摄的次序不相应，如第二图而标效摄

外五之类，说明它的摄次确有所承，变更了列图次序而没有

改动原来的标目。《 切韵指掌图》检例有《 辨内外转例》一

条说：

旧图以通、止、遇、果、宕、流、深、曾八字括内转六十七韵，

、臻、山、效江、蟹 、假、咸、梗八字括外转一百三十九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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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所谓“ 旧图”大概就是《 等子》的根据，因为《 等

子》所标的摄次正好与“ 旧图”的一致。

２．《 等子》既注上了《 韵镜》的开合字样，又注上了

《 七音略》的重轻字样。开合字样这里用不着再作解释。重

轻字样《 等子》的注法和《 七音略》不同。计有五种注法：

“ 重少轻多韵”，“ 轻少重多韵”，“ 全重无轻韵”，“ 轻

重俱等韵”，“ 重轻俱等韵”。“ 重”和“ 轻”的含义大概

和《 七音略》相同，指的主要就是开合。所谓“ 多”或“ 少”

大概是指字数说的。

３．《 等子》对《 切韵》韵部的合并用下列几种方式表

现出来。

ａ．注明合并，如第三图注“ 萧并入宵韵”，第十三图注：

“ 删并山”之类。

ｂ．注明相助，如第一图注：“ 东冬锺相助”，第十三图

注：“ 仙元相助”之类。

ｃ．注明相借，如第三图注：“ 江阳借用”，第十一图

注：（ 臻隐）有助借用。

ｄ．两韵韵目并列，不再加注。如第七图“ 代泰”并列。

ｅ．标注一韵，但图内混列数韵之字，如第九图标注脂

韵，但图内脂、支、之三韵字混列。

凡注明相并的，是指两韵的字完全合并。ｄ、ｅ两项，也

同此例。凡注明相助的，有些读音可能有参差。如东和冬一

等韵合并，而东三等和冬不能说合并；仙元也是如此，至少

唇音和仙韵不能合并。注明借用的，或是音节可以互相补

充，如臻隐两韵；或是异摄同音，如江和阳，蒸和清、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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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唯废与祭既并列，又注借用，不知有什么特殊含义。

现把《 等子》合并或大致合并的韵列一总表于下。每韵

系举平声作代表。

一等韵 东冬　　咍泰　　覃谈

二等韵 删山　　　　佳皆夬　　耕庚二　　咸衔

二三等韵 江阳　　臻真（ 谆）殷（ 文）

三等韵 东三锺　　鱼虞　　尤幽

脂支之徵 ）　　　　　　戈三麻三（　　？

三四等韵 宵萧　　仙元先　　蒸庚三清青

祭废齐　　盐严添凡

５．《 等子》把入声韵既承阳声韵，又承阴声韵。这是

《 七音略》以藥、铎兼承阴阳的扩大化。这种做法大概意味

着当时入声已失去韵尾－ｂ，－ｄ，－ｇ，而一律变成了喉塞尾。

《 等子》的版本较少，流行的有下列几种。

１．粤雅堂丛书本

２．咫进斋丛书本（ 此本有丛书集成影印本）

咫进斋本据文澜阁本加以校订，字大清晰，比粤雅堂本好。

《 切韵指掌图》

《 切韵指掌图》卷首有署名为司马光的序言，过去都以

为这书的作者是司马光。经近代人的考证，知道这篇序言是伪

造的，《 指掌图》的作者并不是司马光。但它的作者究竟是

谁，现在还不知道。卷首有最初刊刻时董南一的序文，所署

年代为嘉泰癸亥，即公元１２０３年。也许这书就是在这之前不

久写成的。因为从它所反映的语音来看，它不仅不能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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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韵镜》和《 七音略》，而且还有可能晚于《 四声等子》。

《 指掌图》和《 等子》在主要问题上都相同，如都用三

十六字母，都列二十个图之类。所以了解了《 等子》之后，

《 指掌图》就无须细说了。下面只把两书的主要不同点略加

说明。

１．《 指掌图》的排法与《 等子》主要有两点不同。一

是把三十六字母排成三十六行，每母一行，改变了《 韵镜》

到《 等子》排成二十三行的旧规。一是沿用《 韵镜》的办

法，一声包四等，不象《 等子》以一等包四声。

２．《 指掌图》把没有开合对立的韵，即通摄、效摄、

遇摄、流摄、咸摄、深摄等六摄的韵叫做独韵。独韵的概念

是《 指掌图》的首创。在列图的时候，《 指掌图》把六摄独

韵都提到前面先列，这样就使它的图次与《 等子》的有较大

的不同。

３．《 指掌图》对《 切韵》的韵的合并和《 等子》大多

数都相同，不同的地方主要只有下列几点：

ａ．对江韵的处理不同。《 等子》把江韵邦、见组字和阳

韵的庄组字排在一起，作为开口二等，把江韵其它声母字，

即知组、庄组和来母字另排一图，作为合口二等。《 指掌

图》则把江韵字不论开合，一律都作合口，和阳唐韵的合口

字排在一起。《 等子》的排法，表明江韵一部分字变同阳韵

口开 ，另一部分变同唐韵合口，和《 中原音韵》的格局有点

类似。《 指掌图》的排法就不太好解释了，因为在现代方言

里，江韵字完全读合口的还没有发现。

ｂ．《 指掌图》对支、之两韵的开口精组字的处理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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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等子》对这些字的排法和《 韵镜》、《 七音略》一

样，都放在三等的地位，而《 指掌图》则例外地把它们排在一

等。这种做法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表明这些字的韵母已经变

得比同韵其它声母的字要洪一些，也就是近于 ｉ的音了。这是

此后《 中原音韵》分出支思韵的先导。

ｃ．《 指掌图》把蟹摄齐、祭两韵的开口字和支、脂、

之、微四韵的开口字排在一起，打破了摄的界限。这也是

《 等子》所没有的。说明《 指掌图》齐、祭开口字的韵母可

能是ｉ。

ｄ．《 指掌图》把止摄支、脂、微几韵的合口字和蟹摄

一等合口灰韵和四等齐韵合口相配，列成一图，又打破摄的

界限。这也是《 等子》所没有的。《 指掌图》的做法说明当

时支等韵的合口已和灰韵及齐韵合口相近了。

总之，在韵母的改变方面，《 指掌图》比《 等子》走得

更远一点，也更接近现代语音一点。它所以删去摄的名称，显

然是因为摄对它所要反映的语音已经不太适用了的原故。单

从语音改变较多这一点看，说《 指掌图》的时代比《 等子》

要晚，是有可能的。

另外《 指掌图》有些地方把知、庄、章三组字的相互地

位排错，说明当时这三母的读法有些可能已经相混。这在本书

第五章第四节里已经说过了。

《 指掌图》比较流行的版本有下列几种：

１．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影写宋绍定本

２．同文书局石印本

３．十万卷楼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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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张氏墨海金壶重刻四库全书本（ 此本有丛书集成影

印本）

５．　 渭南严氏音韵学丛书本

６．中华书局影印音韵学丛书本

同文本缺《 指掌图》末页。其它都是完本。

《 经史正音切韵指南》

《 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写成于元惠宗至元二年，即公元

１３３６年。比《 中原音韵》晚１２年。它的作者是刘鑑。

刘氏在本书序言里说，他的书“ 与韩氏 五音集韵》互《

为体用”。韩道昭的《 五音集韵》写于金章宗泰和戊辰，即

公元１２０８年。它把《 切韵》的韵部合并了１４韵，虽然不多，

早把《 切韵》韵部进却是最 行合并的韵书。《 指南》作于韩

书后一百多年，却要和韩书“ 互为体用”，当然就不可能完

全反映十四世纪三十年代的语音面貌。

《 指南》在声母方面也是用的三十六字母，与以前的韵

图没有什么不同。在韵母方面它列了二十四个图，比《 等

子》、《 指掌图》多了四个图。这主要由于它把江、宕两

摄，曾、梗两摄都分开，又把咸摄的严、凡两韵另立一图的

原故。它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在《 五音集韵》的影响下采取

的。

不过从《 指南》对《 切韵》的韵的归并来看，它并没有

完全执行它的声明。实际上它所归并的韵类超过了《 五音集

韵》很多。这又很可能是接受了《 等子》和《 指掌图》的影

响。下面我们把《 等子》、《 指南》和《 五音集韵》对《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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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的韵的归并情形列一对照表于下。没有进行合并的用圆

圈表示。

《 等 《 指南》子》 《 五音集韵》

东 同左一冬 同左

同覃谈 左 同左

佳 同左皆夬 同左

同左 同左删山

同耕庚二 左 同左

同咸衔 左 同左

同左尤 同左幽

宵 同左 同左萧

同咍 左 ○泰

同左东三锺 ○

鱼 同虞 左 ○

祭 同左 ○废齐

歌三 ○麻（三 同左？）

庚三清 ○蒸庚三清青 青

支支脂之 同左徵 脂之

臻 臻真同左真谆殷文

仙元 仙先同左先

盐 严凡添 同左严凡

江 ○ ○阳

除三书共同的以外，有六处，如咍、泰等，《 指南》和《 等

子》一样进行了合并，而《 五音集韵》未并；有三处，如支、

脂、之、微等，《 指南》和《 等子》一样，并得比《 五音集

韵》彻底；有一处，即庚等，《 指南》也并了，但没有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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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那样突破摄的界限，而《 五音集韵》则未并；只有一

处，即江阳，是《 指南》和《 五音集韵》都未并的。总起来

看，《 指南》受《 五音集韵》的影响还没有受《 等子》的影响

大 。大概因为两者都是韵图而语音根据又较接近的关系吧。

《 指南》的开合除指有没有ｕ介音以外，还指收ｍ尾的

韵。它也注有独韵，但只注遇、效、流、深四摄，通、咸两

摄未注，实不及《 指掌图》的一致。

另外《 指南》有些图上标有“ 广”，“ 通”，“ 侷”，

“ 狭”等名目。这是以前的韵图所没有的。不过《 等子》和

《 指掌图》里所附的门法一类的东西里，有“ 辨广通侷狭

，说明这种名目早就有了。所谓门例 法就是告诉人按照反

切去查韵图的方法。“ 广通”和“ 侷狭”就是两条门法。什

么是“ 广通”呢？在支、脂、真、谆、仙、祭、清宵等韵

里，有些排在四等的字却用三等字做反切下字。碰到这种情

况，得到同声母的四等里去找，才能找到。如“ 移，弋支

切”，“ 支”《 指南》第三图排在三等，但“ 移”得到喻母

四等里去找。这是“ 第三等字通及第四等”，所以叫“ 广通”。

相反，在东、锺、阳、鱼、蒸、尤、盐、侵等韵里，有些字

排在三等，却用四等字做反切下字。这样就得到三等里去

，才能找到。如“ 恭找 ，居容切”，“ 容”是四等，但“ 恭”

字得到三等里去找。这些韵“ 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

所以叫“ 侷狭”。

《 指南》有些本子的前面附有类似门法的东西，其中有

《 交互音》一条：

知照非敷递互通，泥孃穿彻用时同。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43

澄床疑喻相连属，六母交参一处穹。

从这里可以看出知、照两组声母合并，泥、娘不分，非、敷

不分，疑、喻不分。刘鉴在序言里提到他附带写的检韵之

法，玄关六段，字音动静等等，就没有提到书前的这些东

西。不知道是不是刘氏的作品。不过刘氏在序言里也透露了

当时的一些语音情况。例如他提到“ 时忍切肾字，时掌切上

字，同是浊音，皆当呼如去声”，说明当时浊上已经变去。

他又提到“ 士鱼切如殊字，本是锄字，详里切如洗字，本是

似字”，表明当时“ 士”与“ 锄”的声母已经不同，“ 士”

可能读 － Ｃ，而“ 锄”可能读 ；“ 里”和“ 似”的韵母也已

经不同，“ 里”可能读－ｉ，而“ 似”可能读－ｉ。这种透露虽

然很少，很零碎，但都可以和《 中原音韵》相印证，也还是

很可贵的。

《 指南》的版本流行的有下列几种：

１．明正德间金台衍法寺重刻本

２．明嘉靖四十三年（ １５６４）刻本

３．明万历三十五年（ １６０７）海阳建初寺重刻本

４．明万历三十七年（ １６０９）山西长治县宝云寺刻本

５．明万历四十一年（ １６１３）高举《 古今韵撮》本

６．清康熙二十一年（ １６８２）山东东阳居士重刊本

７．清康熙二十五年（ １６８６）京都（ 北京）隆安禅寺刻本

正德本和《 韵撮》本的附录大概为刘氏原作，其它本附录为

真空《 直指玉钥匙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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