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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异读、音韵层次与历史语言学
王洪君
( 北京大学 中文系, 教授)

历史语言学中, / 层次0指一个语言( 或方言, 下同) 中成系统地存在外语言的成分, 外来层次是语言
接触的产物。
19 世纪的历史比较法建立了一整套重建一个语言语音系统自身演变而分化的程序, 并提出在运用
历史比较法的各步程序之前, 必须先/ 剔除借用0( 也即剔除外来层次) 和/ 剔除语法层面类推0。20 世纪
的内部拟测法则在如何鉴别语法层类推( 特别是词法) 对音变的影响方面, 给出了具体的词形归一程序。
汉语方言的字音多有文白异读, 其文读音大多反映了历代权威方言对地方方言的影响, 属于/ 外来
层次0。需要认真考虑的是, 文白异读所反映的/ 层次0, 与印欧语中历史比较法所剔除的/ 借用层次0相
比是否有自己的特点; 从历时的角度运用文白异读的材料来重建汉语音韵史, 历史语言学现有方法是否
足够, 是否还需要一些补充。此外, 如何鉴别与外来层次有关的文白异读、扩散式音变导致的异读、
过气
词法造成的异读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11 汉语文读所反映的/ 外来层次0也需要重建
欧洲语言中的/ 外来层次0, 其外部影响源是已分裂为不同国家、使用不同文字的另一种语言( 尽管
它们也大多有同源关系) 。这种影响大多是短时期, 文献有明确记载的。特别是, 欧洲文字是表音的, 各
大支语言有较丰富表音文字的文献, 从而原始语分化成哪些后代语, 各级分化( 特别是中古以来) 有什么
样的创新变化, 在地理上的分布如何, 表音文献大多可以提供较确切的证据, 无须依赖另一语言的外来
借用层来拟测, 如中古罗曼语无须借助英语中的罗曼语借词层重建。
汉语的情况有所不同。汉语( 含各个方言) 的历史变化, 由于社会形态、
语言、
文字性质的独特性, 不
同历史时期权威通语对地方方言的影响与方言自身的演变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文白异读就是这种复杂
交织的直接体现。汉语方言文读的/ 外来源头0, 一般是历代权威通语或高阶层移民的方言, 它们与地方
方言是已分化的同源方言的关系。在政治文化上同属一个中央政权统治、同用一套书面语语音标准使
得权威方言对地方方言的影响长期而持续。而同用一套不直接表音的汉字, 又使得历代方言和历代通
语的语音系统都没有直接表音的文献。这样, 汉语在各个时期分为哪些大方言, 它们有哪些独特的创新
并形成什么样的对应规则, 历代通语的基础方言在哪里; 在文献上保留的证据不多, 直接表音的证据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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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方言中不同层次的文白异读就成为厘清这些问题的弥足珍贵的资料。也就是说, 对于汉语来说, 既
需要通过白读音来重建各地方言早期的共同创新( 特有的音类分合关系) 及其地理分布, 也需要通过文
读音来窥视各个时期的权威方言及其地理分布。只有充分利用文白异读的材料才能尽可能地逼近汉语
历史上/ 演变分化与接触趋同0这纵横两向立体式变化的原貌。

21 汉语文白异读反映的是音韵层次
通过对山西闻喜、
祁县方言的社团变异的调查, 我们发现汉语文白异读所反映的/ 层次0与印欧语中
的/ 外来层次0有所不同, 前者的性质是/ 音韵层次0, 而后者是词汇层次。音韵层次与词汇层次的差别在
于, 音韵层次的基本单位是小于语素音形的语音单位, 而词汇层次的基本单位则是词或语素。
印欧语言之间彼此的接触借用, 也有不同来源的成分彼此杂配的现象, 但根据已有的研究, 除重音
模式外, 它们的杂配只是不同来源的词根与词缀之间的杂配, 词根内部更小语音成分的杂配( 如词根中
元音是本地的, 词首辅音是外来的) 还未见报道。因此, 印欧学者可以根据根词元音或辅音中某一项的
对应, 来判定整个词根是否属于外来层次, 是否应该剔除。
汉语方言的文白异读则小于词根音形的声韵文白杂配相当常见。比如山西闻喜郊县方言中/ 明0的
语音形式有 4 个: A mi( 声文韵文) , A mi
( 声文韵白) , A li
( 声白韵文) , A li
( 声白韵白) , 中间两种形式属
文白杂配。在这四种形式中, m~ l 的交替是闻喜一个县特有的, 但仍出现了 A li这一其他方言从未有
过、
但白读声母与文读韵母杂配的形式。我们在闻喜调查时还发现, 中青年人群的单字音中, 文读声母、
文读声调对白读声母、
白读声调的替换并不是连锁的, 中青年人新出现的字音中不乏/ 声文调白0或/ 声
白调文0杂配的实例( 徐通锵、王洪君, 1986; 王洪君 1992) 。当然, 由于文白读在语用色彩上的差异, 文白杂配
的比例要小于文配文或白配白。实际观察到的、
进行中音变中出现的文白杂配实例, 鲜活地表明了汉语
方言中文白异读的竞争替代是以小于词根音形的语音单位 ) ) ) 声母、
韵母、
声调为单位的。类似的现象
王士元、
连金发也多有发现并从理论上总结为/ 双向扩散0。
总之, 我们认为, 汉语的文白异读虽然与词汇层次有密切的关系, 但从根本性质来看, 是属于音韵层
次的。

31 文白杂配、音韵层次的离析、原始音类的拟测
历史比较法重建原始音类的原则是, 后代语在相同语音条件下对立分布的最小对应组一定是原始
语中对立音类的遗留。这一原则必须保证所比较的材料是同一层次的, 如果不同层次的字音放在一起
拟测原始语, 所拟测的原始语音类就会多于历史事实。
文白杂配给历史比较法/ 剔除借用0这一步骤带来的问题是, 既不能根据是否早期日常生活词汇、
是
否当地口语特有词汇来离析层次, 也不能根据字音中某一语音项来确定其他语音项的层次。这使得汉
语离析层次的程序必须与印欧语剔除外来层次的程序有所不同。汉语方言必须以声韵调为单位离析音
韵层次, 这一点在国内汉语学界可以说已经达到共识。
此外, 文白异读只在部分音类的部分字音中出现, 也即仅从当前状况看, 文读或白读都不构成一个
完整的字音系统。但地方音系在接受外来影响之前一定是个有完整字音的系统, 而外来权威方言音系
就其自身而言也是个有完整字音的系统。只有根据部分音类部分字音中遗留的文白异读重建出完整字
音的系统, 才能确定汉语各个时期各大方言的特点及地理分布上的消长。历史比较法仅用/ 剔除借用0
来区分层次则明显无力应对这样的任务。下面简单介绍笔者在汉语方言研究中所用的/ 析层拟测法0
( 王洪君, 2006) 。

析层拟测分为三大五小步骤, 与历史比较法不同的程序只在第一大步骤/ 离析并重建单点方言的层
次0。它分为两个小步骤: ( 1) 确定/ 有( 文白) 异读音类0的古音条件和有异读音类所有字音的文白层次;
( 2) 整合有异读和无异读音类配整各层音系。
( 1) 确定/ 有异读音类0及其古音条件, 也就是要找出本地音系与外源音系这两个姊妹方言因各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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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而造成的音类分合关系的不同。两方言的分化可能在上古、
中古、近古等不同时期, 因此我们采用与
历代通语的音类分合关系进行对比来确定不同方言中有异读音类的古音条件。如闽语止开三支韵字主
元音为 a 韵的白读字基本都在上古歌开三而不在上古支开三; 绍兴话鱼韵字主元音为不圆唇元音( iP] P
E) 的白读字只限于中古的鱼韵而无一在虞韵; 山西闻喜方言有 iE 韵的白读字只限于宋代的梗摄( 但中古
的二等或三等重韵耕庚清中都有分布) 而无一在曾摄; 从白读字音只落在某一时期的某一音类之中, 可
以确定这些白读与相应文读音系分歧演变的音类条件。
以下两点在国内汉语学界已成共识: a1 根据部分字音的异读离析出来的层次适用于整个/ 有异读
音类0所有的字, 也即有异读音类中只有一读的字要比照与有异读字的对应关系而归入相应的层次。b1
文白音韵层次不是以词汇判定, 而是以字音声韵调的对应判定。
( 2) 整合有异读音类和无异读音类, 配整各层音系。这一步骤的主要精神是强调音类分合关系对于
判定层次、
配整层次的重要性。一个方言的文白异读只出现在部分古音类中, 其他的古音类则整类没有
文白异读出现, 笔者称之为/ 无异读音类0。无异读音类是配整各层完整音系的关键。从历时的角度看,
/ 无异读音类0是本地音系和外来音系音类分合关系相同且音值大致匹配的部分, 也即无异读音类在文
读传入之前就在本地存在, 在文读替换白读后也依然在本地存在。所以在析层拟测中, 无异读音类既应
该算白读层, 也应该算文读层, 一身二用: 无异读音类加上白读音类, 一套白读字音完整了, 本地方言创
新或守旧的音类分合关系也显出来了; 无异读音类加上文读音类, 另一套文读字音也完整了, 外地权威
特殊的音类分合关系也显示出来了。
分层重建的公式可归纳为如下, 请注意其中的/ 音类0均指/ 语音形式及其所辖字0。
有异读白读音类+ ( 有同音关系的) 无异读音类= 白读层音类
有异读文读音类+ ( 有同音关系的) 无异读音类= 文读层音类

以上两个小步骤离析出一个方言中叠置的不同层次的音类分合关系( 不仅可以两层也可以三层或
四层) 。不仅观察某个古音类在不同层次上的不同音值, 而且观察它在不同层次上与无异读音的音类合
流关系, 是我们工作程序的最大特点。
我们希望以上工作程序能对历史比较法有所补充, 但目前来看它们还不够成熟。比如: 如果一个语
言没有5诗经6、
5切韵6等早期的历史文献, 如何确定/ 有异读音类0的辖字范围? 按声韵调和不同古音条
件分别离析出几个层次后, 如何判断哪几项在同一层次上? 等等。其他学者处理层次使用的另外一些
方法也很值得注意。比如, 丁邦新先生( 2002) 是分别各项文白异读确定每种异读形式的源头及其相对
年代, 并不配整白读或文读音系; 陈忠敏提出必须根据一片地域多点方言的文白异读来确定某个点方言
各项异读的层次关系。此外, 换用扩散波模型来观察汉语方言的层次也许会有新的突破。
以上三节说明, 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的材料的确为历史语言学提出了一些有待解决的新问题, 但解决
这些问题的方案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41 文白异读、音韵层次与扩散式音变
汉语方言中的一些异读, 表面看很像是方言接触带来的文白异读( 也即前面说的音韵层次) , 实际上
却是词汇扩散式音变( Wang, 1969) 的结果。
扩散式音变给历史比较法拟测原始语音类和离析层次的程序提出了新的问题。
( 1) 扩散式音变可以造成原始语音类在后代语中无语音条件的分化, 就这一点看, 与接触造成的层
次叠置的结果相同, 而与历史比较法的理论预设( / 语音只依据语音的条件而分化0/ 同一语音条件的词
要变一起变0) 不同。如果把扩散式音变两个阶段的语音形式放在一起施用历史比较法的程序, 与把本
地层形式和外来层形式放在一起的后果相同 ) ) ) 所拟测的原始语的音类将多于历史事实。比如,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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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话中 / 他大0( a 韵) 和/ 拖舵0( uo 韵) 同为舌尖声母而韵母不同, 根据历史比较法它们在中古将被拟
测为不同的韵类, 但中古韵书和诗歌押韵的历史文献都证明它们原来同是歌韵字。
( 2) 扩散式音变是自源性的演变, 这一点又与外来层次有本质性的区别: 因扩散式音变无条件分化
而共存的新旧形式只对本地音系的历史重建有价值; 而外来层次的形式在历史重建中却主要是对外方
言音系的历史重建有价值。是扩散式音变还是接触带来的音韵层次, 所重建的历史进程是完全不同的。
国内学者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了以上两点。王福堂( 2003) 用/ 同源层次0和/ 异源层次0 来区分两
者; 潘悟云( 2004) 则用/ 音变滞后层次0和/ 外来借用层次0 来区分。王洪君则主张还是沿用历史语言学
原来的术语定义, / 层次0限指/ 外来层次0, 但在自源性演变中进一步区分有条件音变和扩散式音变。
名称的差异并不是重要的, 上述学者都从术语上严格区分了外来的音韵层次、
扩散式音变与新语法
学派式有条件音变。下一步的任务是如何区分扩散式音变的前后阶段与文白异读的本地外来层次, 如
前所述, 这对于正确地重建汉语方言演化的整体图景是至关重要的。
在如何判别扩散式音变与外来音韵层次方面, 我所了解的探讨有如下这些:
( 1) 潘悟云( 2004) 强调普遍音理的判别作用。以潘所分析的吴语歌韵为例: 上海话的歌韵字大多是
u 韵, 但有个别口语常用字的口语音是 a 韵( / 破0、
/ 拖~ 鼻涕0) ; 潘判这一演变属于扩散式音变。理由
之一是异读的两种形式能够排到符合音理的一条演变链 a> > > 
> o> u 之中, 这无疑是判定为单系
统内某个音类自身发生音值漂移的必要条件。理由之二是外来层次的假设从音理上不通。根据扩散式
音变的假设, 吴语歌韵自身发生了元音分阶段高化的进程, 而根据外来层次的假设, 则吴语早期没有元
音高化以致需要引进北方的歌韵 o, 但引进 o 之后却突然转向急速高化。比较两者, 无疑前一种假设更
加符合普遍音理。
音变应该符合普遍音理, 是历史比较法十分重视的观念, 但由于汉字不表音, 音理在汉语史的研究
中常常被忽视。仔细梳理汉语方言的各项主要音变, 总结汉语中最常见语音变化的普遍音理, 并以此判
定一些异读是扩散式音变还是本地外地系统的叠置, 无疑很有价值。
( 2) 王洪君( 2006) 强调风格色彩、
音类匹配关系的判别作用。属于音类合流的音变很难排得出一个
连续的音变链, 如吴语绍兴方言中曾经发生的蟹摄开口一等 韵( E韵) 并入同摄二等( a 韵) 的音变。王
根据 ¹ 这些 E~ a 异读没有明显的文白风格差异, º新读 a 韵匹配到现代权威方言( 北方话) 是麻韵 a 字
而不是蟹摄一二等合流的 ai 韵字, »吴语的其他一二等韵普遍有一等并入二等的音变; 判定新读 a 不
是从北方方言借来的, 而是本地方言自生的。
音值及演变音理、
音类分合或匹配关系、风格色彩和各大方言的现状和历史记录, 对于判别外来层
次或扩散式音变而言, 都是需要利用的。
明确了外来层次与扩散式音变的性质, 我们至少可以做到: ( 1) 对于有文献记载的古音类在方言中
无条件地分化为两类或多类的情况, 特别是如果只有不足 5% 的个例, 千万不要轻率地上推为原始语音
类的遗留; ( 2) 判定为外来音韵层次, 除了风格色彩外, 其外来影响源还应该有音类分合关系方面的证
据; ( 3) 判定为扩散式音变的中断( 新形式占 20% ~ 80% ) , 最好能找到干扰它未能完成的另一音变。如
绍兴方言蟹摄一等

韵 E> a 扩散式音变的中断, 是由于该方言蟹摄开口二等出现了相反方向的 a> E

的文白替代音变。对于扩散式音变基本完成遗留下来的滞古形式( 少于 5% ) , 则不需要找到另一干扰
音变。
无可否认, 我们仍然会无力判定一些年代久远的音变究竟是扩散式的还是外来式的。如果没有证
据, 就不应该硬加辨别。

51 文白异读、音韵层次与词法遗留现象
汉语方言中还有一些看上去很像文白异读的一字两读, 其实是已过气的语音词法规则的遗留, 与外
来音韵层次没有任何关系。准确地鉴别这些成分, 是离析层次并施用历史比较法的前提。内部拟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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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鉴别词法语音规则提供了很好的工作程序。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汉语的词根( 单字) 具有 / 一音节一
义0的特点, 其过气语音词法的残留可总结为少数常见的类型。
这一方面最早的成功范例当属徐通锵的5宁波方言的/ 鸭0[ E] 类词和儿化的残迹6( 虽然作者似乎并
未意识到自己运用了内部拟测法) 。徐判定宁波方言的/ 鸭0类词的[ E] 类异读并不是本地白读, 而是儿
化合音词法规则的遗留, 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 1) 不同的古音类, 无论来源于阴声韵、
阳声韵还是入声韵,
它们的[ E] 类异读都只相当于中古阳声韵在当地的反映形式, 也即都可以用曾经后加鼻尾来解释; ( 2) 该
类异读基本都只用在指称名物时的后字位置并且有若隐若现的小称义。( 1) ( 2) 两个特点与语言接触引
发的文白异读完全不同。综合语音、
语义和语法出现位置的限制, 徐提出, 这些被专家和当地人都看作
白读音的形式, 其实是单字词根与后加- n 的合音形式; 而这个- n 是高于语音层面的、
有名物化和小称
作用的语法成分/ - 儿0( 根据方言对比可知它的语音原型是[ n| ] ) 。这篇文章以强有力的证据鉴别出宁
波方言中过气语音词法的遗留, 指出它对语音音变的干扰, 结论得到学界一致的肯定。
这个例子在汉语中有普遍价值。汉语的词根有/ 一音节一义0强势关联, 词法层面后缀弱化而造成
的/ 词根+ 词缀0的合音形式最容易被误判为接触层次中的白读。
内部拟测法就是要像徐所做的那样仔细地分析各种异读形式的语音交替规则和语法功能, 如果异
读形式有统一的音值走向且有固定的语法功能, 就说明这是历史上后加词缀引发的词法音变( 与欧洲的
umlaut 类似) 的遗留, 就需要根据汉语音节弱化合音的规律来重建原来的词根、后缀和词法音变规则, 这
之后才能对经过重建而归一的词根、
词缀、
词法音变规则分别进行一片地域多点方言的历史比较。如果
不能正确鉴别词法对语音的影响, 预先归一词形, 会给 方言层次的离析和 原始语的重建 带来致命的
错误。
综合以上五点, 语言的历史变化是多种不同性质的音变同时行进的立体化进程: 有单系统自发的新
语法学派式规则音变、
扩散式音变, 有不同系统接触引发的层次叠置式音变, 也有词法引发的音变; 它们
的音变方式各不相同, 对音系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历史语言学一直在丰富、
完善自己的理论方法, 以区
分不同性质的音变、更准确地重建语言立体演化的复杂图景。汉语文白异读是语言史研究尚未充分利
用资料, 我们感到, 历史语言学已有的理论方法, 对于重建汉语音韵历史变化的复杂图景同样有普遍价
值, 但在如何离析外来层次、
确定扩散式音变等方面还需要根据汉语文白异读材料的特点有所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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