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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有诰之古音学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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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以来，江有诰的古音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其不足主要表现在四

个方面：宏观评论较多，微观、系统研究不够；大都集中讨论古韵分部和阴入相配等问题，对其他问题关注不

多；局限于以江氏的理论谈其理论，历时和共时地比较研究不够；对原材料挖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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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有诰(?一1851)，字晋三，号古愚，清徽州歙

县(今安徽歙县)人。有关江氏的生平事迹．史料中

记载不多。江氏卒于咸丰辛亥年(公元1851)。其生

年，向来诸书均缺。<清史稿>、<清儒学案>、《：清代朴

学大师列传>、《歙县志>等文献，虽载江氏小传但缺

其生年。专述江氏其人之文，如葛其仁撰《江晋三先

生传>等文亦缺其生年。【l】1椰但是，自20世纪40年

代日本学者神田一郎撰《江晋三先生年谱妒推定江

氏的生年为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以来，关于江

氏生年问题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意见还认为“生年不

详”，另一种则依神田一郎之说，认为是1773年。裴

银汉先生研究神田一郎的《江晋三先生年谱>后，认

为神田一郎之说仅仅是一种推论，不足为信。四诚然，

神田一郎的推论或许与事实相差不多．但毕竟只是

一种推论。江氏生年至今尚无确切之考证．所以暂

且以问号(“?”)代替其生年。

江有诰生性狷介，无意举业，年二十二为学官

弟子，“壹志古学，杜门著述，无寒暑间”。【1】14他一生

的著述很多，除<音学十书>外，还有l：唐韵再正>、

<唐韵更定部分>、<说文六书录)、<说文分韵谱>等。

晚年肘，他家中失火，所藏书版和未付梓的书稿全

部被烧毁，此时他已双目失明，不能重新整理旧业。

其著述流行于世的只有<音学十书)中的七种，即

《诗经韵读)、<群经韵读>、<楚辞韵读>(附<宋赋韵

读>)、<先秦韵读)、<唐韵四声正)、(廿一部谐声

表>、<入声表)，另有<等韵丛说>附于十书之后，这

些还不到他著作目录的一半。

江有诰精研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与江永的(吉

韵标准>。在顾、江分部基础上，分古韵为二十部，后

接受孔广森的东、冬分部说。共分为二十一部。江有

诰的分部对顾、江、段、戴、孔五家有证实、匡补之

功。江有诰审音之精，胜于江永一筹，其考古之功不

让于段、孔。清入段玉裁对江有诰的学识推崇备至。

誉其书“精深邃密”。称其入“集音学之成”。啊·王力

先生更称江有诰是“清代古音学的巨星”。鹏

一、江有诰之古音学研究现状

清代学者对先秦古韵分部的研究。到了江有诰

可以说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境地。夏忻在<诗古韵

表廿二部集说)中对清代的古韵分部做了这样的总

结：

自宋郑庠分<唐韵)为<诗>六部。粗具梗概而

已。顾氏博考群缟，厘正<唐韵>，撰<音学五书>，遂

为言音韵者之大宗。嗣后江氏、段氏精益求精．并补

顾说之所未备。至于王、江(有诰)先生出。集韵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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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矣。刚3

夏氏所言甚是。而关于江有诰之吉音学的研究

直到目前为止还比较薄弱。

(一)20世纪以来．研究江氏的古音学著作

主要有：王力先生的《清代古音学>之《江有诰

的古音学>、陈瑶玲博士的《江有诰音学研究>、郭锡

良、耿振生二先生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家评传》中为

江氏撰写的评传及乔秋颖博士的《江有诰古音学研

究>。

王力先生的《江有诰的古音学)中分五个部分

来讨论江氏的古音学。第一部分是江氏的古韵二

十一部。王先生认为江氏分部比段氏分得较细，也

较合于实际情况，并对江氏所谓某韵之半，某韵三

分之一，没有举出例字的，均补列例字。同时。他指

出江氏韵部的次序．较有条理。第二部分探讨了江

氏的成就。他认为江氏审音之精．还胜于江永一

筹，考古之功又不让于段、孔。江氏的《入声表>之

所以精密。是由于其精通字母等呼之学。第三部分

讨论了江氏的音论．并对其音论做了精要的评述。

第四部分研究了江氏的<入声表>。王先生认为<人

声表)是江氏古音学最精彩的部分。原因是江氏精

于字母等呼之学，对于人声和阴声的对立了如指

掌。第五部分指出江氏音学的缺点。王先生认为江

氏音学的主要缺点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四声论的

缺点：第二是注音的缺点。王先生以“古无去声”理

论审视江氏的注音，因此他认为江氏《唐韵四声正>

是不可取的。脚王先生研究江氏的古音学创获颇
多，其观点对后来研究古音学者影响甚大，但王先

生的某些观点仍有可商榷之处。

中国文化大学陈瑶玲的博士论文《江有诰音学

研究>，是目前见到系统研究江氏音学的著作。论文

分为七章，分别论述了江氏的学术渊源、古韵论、古

声调论和等韵学等内容。陈文认为上古韵部体系的

建构，是江氏古韵分部研究上最大的成就，并就江

氏古音学其他方面的成就做了较详尽的讨论。另外

还指出了江氏古音学的缺失。闷陈文材料翔实，论证

有力，评价中肯、公允。但陈文对江氏的《诗经韵

读>、《：群经韵读>等具体问题讨论不多，例如江氏研

究《：诗经>韵例的得失、《诗经韵读>中叶音的本意、

江氏对<诗经：》合韵处理的得失以及江氏韵字注音

的性质等问题，陈文均无具体阐释，而这些问题都

关系到江氏古音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否。

‘郭锡良、耿振生二先生在《江有诰》中介绍了江

氏的生平、音韵学著作和古韵二十一部。并对江氏

的《人声表》、《谐声表》和《唐韵四声正》等作了简要

评述。文章指出江氏的古音学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贡

献：一是祭、缉、蕖部的独立。二是重新划分了各个

阴声韵部里的人声字。特别是对段玉裁的入声分配

多所纠正。同时，又指出江氏二十一部排列的次序

也比段玉裁、孔广森更加合理．能够更精确地体现

“音近为邻”的原则。此外．郭文还指出江氏古音学

的局限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音中存

在的问题，二是有关四声的认识、论断。愀限于
篇幅和体例，文章未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和细致地

分析。

乔秋颖的《江有诰古音学研究>是在其博士论

文《江有诰<人声表>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全

文分八章分别介绍了江有诰的生平及著述、研究江

有诰吉音学的方法、江有诰吉韵的分部、江有诰对

平入关系的研究、江有诰古音学理分析、江有诰古

音学与其他学者古音学的对比和江有诰古音学的

地位、影响及其不足。啊1锄

(二)关于江氏吉音学的研究，近年来发表的一

些单篇论文

主要有：许世瑛先生的《辑江有诰通韵谱合韵

谱借韵谱>、陈瑶玲博士的《江有诰等韵学述评)、乔

秋颖博士的<论江有诰<人声表凡例>研究入声及平

人关系的方法>、<江有诰、王念孙关于至部的讨论

及对脂微分部的作用>、彭静博士的<江有诰<谐声

表>中的“古某某切”和“改某某切”>、王怀中博士的

<江有诰吉韵二十一部得失谈>、崔彦博士的<江有

诰<诗经韵读>的古韵分部及影响>、沈昌明先生的

l：论江有诰在音韵学上的成就>、江举谦先生的《江

有诰唐韵四声正平声字订补>、<江有诰唐韵四声正

上声字订补>、<江有诰唐韵四声正去声字订补)、

<江有诰唐韵四声正人声字订补>以及拙文《江有

诰<诗经韵读>与王力<诗经韵读>用韵之比较>和

<江有诰<诗经韵读>叶音本意考>等。

许世瑛先生的《辑江有诰通韵谱合韵谱借韵

谱>，辑录了江有诰通韵、合韵、借韵谱．并阐释了江

氏所谓通韵、合韵和借韵的内涵。此外。许先生还校

勘出江氏<音学十书>中二十一处讹误。期对研究江

氏之吉音学具有重要的价值。

陈瑶玲博士的《：江有诰等韵学述评>是在其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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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文章以江氏《等韵丛说>，

中有关字母的论说和吉韵研究中等韵知识的运用

情况为对象。分析江氏等韵学内容与审音能力。文

章认为江氏等韵学成就有四方面：一是能掌握声母

发音的生理机制．也能注意到韵母洪细对声母发音

部位的影响，并对七音的发音状态能加以细致的描

写；二是能据七音、清浊及发送收分析声母，以声母

的发音特征排列出五十母位图，按类定音，揭示了

三十六字母的聚合关系；三是以时音说明古音，认

为方言中保有吉音成分。同时也认识到方言的城乡

差异是受官音影响程度不同所致；四是吸取了等韵

学自语音系统观察汉语各种语音现象的研究方法，

并运用于古音分合的研究，重视系统结构的整齐

性。留心字母等呼的不同，据此定出平人的分配关

系。架构出上古韵母系统。【10谬坳文章材料丰富，论
证有力。

乔秋颖博士的《论江有诰<入声表凡例>研究入

声及平人关系的方法>探讨了江氏研究上古人声时

运用的方法。作者认为江氏的方法主要有三：一是

比较众家。择善而从；二是以考据方法离析中古人

声韵；兰是根据等韵审定吉音中的平人关系。11l】其

后，乔氏又作《江有诰、王念孙关于至部的讨论及对

脂微分部的作用>一文，从王氏、江氏二人对至部是

否独立的分歧人手。讨论了二人争论的意义，认为

这种讨论启迪了王力先生等后来的学者，最终将阴

声的脂、微分立。完成了脂质真、微物文、阴阳入三

分的格局。f叼乔氏的两篇文章对江氏古音学理论做

了有意义的探索。但对江氏的《诗经韵读》及其他方

面的内容讨论不多。

彭静博士的《江有诰<谐声表>中的“吉某某切”

和“改某某切”>以之部为例，认为两种改音方式虽

然都把不同部的切下字改为同部的切下字，但它们

有自己的特点。。古某某切”唐韵切下字与改读后的

字中古韵母的读音相差很远，“改某某切”唐韵切下

字与改读的字中古韵母主元音的读音相同或相近，

并尝试性地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嗍可惜限

于篇幅。作者未能对此展开深入地讨论。

王怀中博士的<江有诰古韵二十一部得失谈>

从江氏古韵二十一部人手。结合段玉裁、王力先生

的古韵分部来讨论江氏分部之得失。认为屋烛分

立、药部分立、祭部独立是江氏所得，质物不分、脂

微不分等是江氏所失。【Ⅶ

沈昌明先生的<论江有诰在音韵学上的成就>

一文，从宏观上阐述了江氏对古音整理、古韵分部

及入声分配等方面的贡献。【均

崔彦博士的《江有诰<诗经韵读>的古韵分部及

影响》一文，分五个部分探讨了江氏《诗经韵读》的古

韵分部、祭部独立、蕖部和缉部独立、江氏的韵部次

序和阴入相配等问题。崔文较全面讨论了江氏的古

韵分部及对王力先生、李方桂先生等后代学者的影

响。【1q但是，崔文的材料和有些数据并非据江氏的

《诗经韵读>统计．而是取自王力先生的《诗经韵

读》。以非直接的材料来讨论江氏古韵分部的成就。

说服力自然较低。

江举谦《江有诰唐韵四声正平声字订补>等系

列论文，对《唐韵四声正》做了详细订补，【17l尽管其中

有订补失误之处。但对研究江有诰古音学具有重要

的价值。

拙文《江有诰<诗经韵读>与王力<诗经韵读>用

韵之比较》，采用统计法，全面统计了江有诰《诗经

韵读》与王力《诗经韵读》的差异，发现两部《诗经韵

读》在韵例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韵脚字、入韵字理解不同；第二，非韵脚字是否入韵

处理不同；第三，韵脚与非韵脚是否押韵理解不一。

通过分析发现，王力先生纠正了江有诰诸多纰缪，

可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但是，亦有个别篇章的

韵例，江有诰分析是正确的，而王先生的分析尚有

商榷之处。【1羽《江有诰<诗经韵读>叶音本意考》一文，

统计了江有诰《诗经韵读》中全部的叶音，共有58

处。通过全面考察这些叶音．发现江氏的叶音并不

是乱改字音。他的叶音标准是他确定的古音．他的

叶音本意是多音中选择一个音读。嗍系统考察江氏

的叶音，不仅对重新认识叶音说具有重要意义，而

且有助于全面准确评价江氏古音学的成就。

(三)研究江有诰古音学的硕博论文

主要有：裴银汉先生的《江有诰古音学探微>、田

乔秋颖的博士论文《江有诰<入声表>研究>、刚崔在

秀的博士论文《江有诰<唐韵四声正>研究》阎以及拙

文《江有诰<诗经韵读>研究>等等。嘲这些文章或概

述性地介绍或对某个方面深入地研究，而未对江氏

《音学十书》作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

另外，何九盈先生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对

江有诰及其古音学的成就做了简要评述。梆一
些音韵学著作和教材也对江氏的古音学成就做了

概括性地介绍。此外。有些学者的文章中零星提及

江氏吉音学的某些论点，例如陈新雄先生的<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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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算是古音上的审音派>，通过理论分析，认为江氏

应当归入考古派。啤开先生的《论江永的审音方法
及其在古韵分部中的应用：》，论及江永的审音方法

在古韵分部中的应用时，提及江有诰区分侯、幽，以

宵和萧三韵半属本部(江有诰第三部宵部)，以萧三

韵另半属幽部。以及江有诰解决了侯、幽分立和萧

三韵半问题。∞李先生指出了江有诰古音学研究的

成就所在。

近年来。研究江有诰之古音学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在此胪列管见，尚乞

海内外方家哂正。

二、江有诰之古音学研究存在的不足

归纳总结20世纪以来江有诰之古音学研究。

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宏观评论较多，微观、系统研究不够。多

数学者仅从宏观上对江氏的古音学予以评述．微

观、系统的研究仍不够，与研究顾炎武、江永、戴震、

段玉裁、孔广森等吉音学取得的成果相比。江有诰

之古音学的研究仍比较薄弱。

第二．大都集中讨论吉韵分部和阴入相配等问

题．对其他问题关注不多。目前学者大都集中讨论

江氏的古韵分部和阴入相配格局等问题。未对江氏

的《群经韵读>、《楚辞韵读》、<先秦韵读>、《廿一部

谐声表)等著作进行全面深入分析。目前也尚未见

到学者深入探讨江氏研究《诗经：》用韵体例的得失、

江氏对《诗经>合韵处理的情况及江氏韵字注音的

性质等。王力先生在<诗经韵读>中指出：“韵例的研

究很重要；只有了解了<诗经>的韵例，才能更好地

了解《诗经>时代的韵部”。哪!绕开江氏对《诗经》韵
例的研究和其对《诗经>合韵处理之得失，而谈江氏

的古韵分部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全面的。此外，江氏

的<诗经韵读>、《群经韵读>、《楚辞韵读>、<先秦韵

读>等著作中有大量的音注材料，是其分部理论的

实践。不分析江氏的理论实践。只谈其理论．那样得

到的大都是空洞的理论。

第三，局限于以江氏的理论谈其理论。历时和

共时地比较研究不够。周祖谟先生在江氏《音学十

书：》①前言中指出：“江有诰的《：音学十书>是研究吉

韵的必读之作。学者宜与段氏<六书音韵表>和王

念孙<古韵谱>参照来读”。哪而目前大多学者局
限于以江氏的吉音理论谈其理论，而将江氏的《诗

经韵读》与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王念孙的《古

韵谱》、王力先生的《诗经韵读》等著作进行历时和

共时地比较研究不多。不注重历时和共时地比较．

不利于总结江氏古音学的成就．也不利于探讨吉

音学的发展演变轨迹。乔秋颖博士的新作《江有诰

古音学研究》设专章将江有诰的古音学与江永、戴

震、王念孙及段玉裁等人的古音学进行了比较，梳

理了江有诰古音学的成就．对研究江有诰的古音

学具有重要价值。除了共时层面比较外．还可从历

时角度比较，例如同王力先生的《诗经韵读>、《楚

辞韵读>和陆志韦先生的《诗韵谱》等比较，从中反

观江有诰古音学的成就与不足。只有全面、系统比

较，才能更清晰地认识江氏古音学的成就和不足。

进而丰富江氏的古音学理论．而且对清代古音学

的研究也将大有裨益。

第四。对原材料挖掘不够。多数学者从宏观上

讨论江氏古音学的得失，所举材料，大多相同，难免

出现以偏概全的缺憾。客观上降低了所持结论的说

服力。

综上所述，20世纪以来，江有诰之古音学研究

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与研究顾炎武、江永、段玉裁、

戴震等吉音学取得的成果相比。江有诰之古音学研

究显得比较薄弱，同时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江有诰

之古音学研究依旧任重道远，尚需学者不断努力，

以期丰富江氏之吉音学理论．从而将江有诰的古音

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注释：

(D江有诰．音学十书嗍．中华书局，1993年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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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位论文 陈芳 姚文田古音学研究 2004
    姚文田(1756-1827),浙江归安人,字秋农.嘉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著述颇丰.作者着力研究姚氏《古音谐》、《说文声系》等著作,为清代古音学史

填充新的内容.《古音谐》等成书于古音学的鼎盛期,是清代中期不应被忽视的古音学著作.然而后人对它们关注甚少,目前尚未见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姚

氏定古韵为8类26部(平上去7类17部,入声9部单立一类).与同时代的段玉裁、戴震、江有诰诸家的古韵分部可谓大同小异.该文在全面对比姚氏与各家的

古韵分部之后,详细评判姚氏的古韵分部分类及其离析唐韵的具体结果,并讨论了姚氏"古有去声韵部"、"入声单列一类"的主张.通转、谐声说是姚氏古音

学思想中最值关注的两个问题.姚氏反对段玉裁的"合韵说"、孔广森的"对转说",主张严格把握通转的界限,与江有诰的观点相互呼应,形成较具特色的通

转理论.其《古音谐》归纳了姚氏对各部通转关系的研究成果,是其通转理论的实践.姚氏长于说文之学,形成了科学的谐声观.他一方面尊崇《说文》谐声

,将"同谐声必同部"的理论应用于古韵分部的实践,另一方面不回避谐声原则的例外,总结"同谐声不同部"的许多韵字,为进一步分析、探讨谐声积累了宝

贵的材料.

3.期刊论文 乔秋颖.QIAO Qiu-ying 略论江有诰《入声表》在古音学史上的地位 -河池学院学报2007,27(6)
    <入声表>在古音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入声表>在古音学史上的地位:1、时人及后代学者的评价.段玉裁、方东树、姜亮夫、王

力、唐作藩等的评论较有代表性,他们认为<入声表>对入声与平声关系的处理超过前代学者,体现了江有诰具备极深的审音之功等;2、<入声表>对后代古

音学的影响.<入声表>是制作韵表的典范,给先秦语音尤其是韵部系统作了韵图,使后人据此可以看到当时语音系统的面貌,对规范上古韵表的制作、明确

古韵构成及古音拟测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3、<入声表>的失误及其不足,主要体现在古韵系统不尽完善,韵字选择上有时过于相信前人而于自身系统

不相合.

4.期刊论文 沈昌明.Shen Changming 论江有诰在音韵学上的成就 -黄山学院学报2005,7(5)
    阐述了江有诰对古音的整理、对古韵的分部和对入声的分配等方面的学术成就和贡献.

5.期刊论文 曹强.Cao Qiang 江有诰《诗经韵读》叶音本意考 -语言科学2009,8(5)
    系统地考察江有浩的叶音,不仅对重新认识叶音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全面准确评价江氏古音学的成就.王力等先生认为江氏的叶音和朱熹的叶

音无异,是乱改字音.文章统计了江氏<诗经韵渎>中全部的叶音,共有58处.通过全面考察这些叶音,发现江氏的叶音并不是乱改字音.他的叶音标准是他确

定的古音,他的叶音本意是多音定一音.

6.学位论文 曾玉立 段玉裁古音学研究 2009
    段玉裁是乾嘉时期著名学者，在经学和小学等各个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和重要

的建树，是杰出的音韵学家和文字训诂学家，与同时代的学者王念孙并称“段王”。

段玉裁的古音学方面造诣颇深，他所提出的支脂之三分、真文分部、侯部独立、“同

谐声者必同部”说、合韵说等在学界广受赞叹，他的古音学著作《六书音均表》在

清代古音学研究中有划时代之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由于研究的深入，以及其他

学者的启发，段玉裁逐步认识到了书中理论的一些错误和不足，并在与戴震、孔广

森、江有诰等人的通信中明确提出修正。《六书音均表》最终没有修订，所以段玉裁

修正的观点只能散见于一些信件中，其中较为主要的信件有《答江晋三论韵》等。

段玉裁后期修正的观点主要包括：（1 ），东、冬分立；（2 ），尤、侯入声分立；（3 ），

物、月分立。通过修订，段氏古韵体系更加完善，平入分配更加合理，与后来学者

的研究结论也更为接近。可以说晚年的段玉裁在古音学研究的认识上向前迈进了一

大步。相关的书信材料由于较为分散，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大多数的研究者在

分析、评价段玉裁时，还是以《六书音均表》为依据，所以难免有失偏颇。本文认

为，涉及段氏观点修正的书信材料虽比较分散，但仍有迹可循，既然段玉裁已经明

确作出了改正，我们就应该弄清其真实面貌，还原其修正后的理论体系，在研究与

评价段玉裁时，以他晚年最后定论为准。

近年来由于新材料的发现，一些学者指出支、脂、之三分、凡同声者必同部等

理论早在段玉裁之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已经有人发现，应重新审视段氏的首创之功。

本文通过各方面比较与阐述，证明段玉裁古音研究成果的价值不会因此折损，段氏

对于古音学的贡献和他所带来的影响，都使得他的学术地位不可动摇。

7.期刊论文 乔秋颖.QIAO Qiu-ying 江有诰、王念孙关于至部的讨论及对脂微分部的作用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6,32(3)
    在清代著名古音学家中,王念孙和江有诰的学说极为相似,但二人在至部独立与否的问题上曾有过讨论,王念孙认为至部应当从脂部中独立出来,江有

诰认为不应独立,双方虽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理由,却未能令对方信服.这种讨论启迪了王力等后来学者,最终将阴声的脂部和微部分离,完成了脂质真、微物

文阴阳入三分相配的完善格局.

8.期刊论文 王怀中 江有诰古韵二十一部得失谈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3,20(1)
    本文从清代著名古音学家江有诰的古韵二十一部入手,结合段玉裁、王力的古韵分部来讨论江有诰古韵分部的得失.其古韵二十一部(如屋觉的分立、

药部的分立、祭部的独立等)有很大的创造性,但同时又存着一些缺点,如质、物两部没有分立、脂微两部分立不够精确以及缺乏语音学的系统性观点等.

9.期刊论文 李开.LI Kai 围绕脂、微分部的古音学史演进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9(5)
    如果我们以王力古韵分部"脂--质--真"和"微--物--文"六部为基础来考察古音学史的演进,就会看到,清代戴震是3∶6,王念孙是4∶6,江有诰是

3∶6,晚近章炳麟是5∶6,黄侃是5∶6,曾运乾是6∶6.王力的6∶6是有优点的,最大的优点是以古音构拟深化了脂、微分部.

10.学位论文 郝晨 姚文田《说文声系》研究——与大徐本《说文解字》谐声系统之对照研究 2006
    姚文田，清浙江归安(今浙江吴兴县)人，字秋农。年十六入湖州府学，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举于乡，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成进士，授翰林

院编修，累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僖”。姚文田“于书无所不读，尤究心汉学，于《说文》用工尤勤”。

    本题研究的《说文声系》是姚文田所作的一部《说文》谐声谱。大多数古音学家认为《说文声系》在古音学史上具有一定价值，有值得关注和利用

的地方，是清代中期不应被忽视的古音学著作；然而对《说文声系》研究者甚少，本题正是试图研究这部不被大多数人关注的关于《说文》谐声系统的

古音学著作，期望进行较为全面的探索，对此书进行客观的介绍与评价，进一步了解姚文田的古音学思想。

    《说文声系》依大徐本以求《说文》的谐声系统，根据《说文》十四篇次第，依次取其谐声偏旁，以得声之字相系，得声之字又为声母的，第次缀

连于后；重文相从；每字下注明原书卷次。姚氏编著此书的目的，是要以《说文》谐声，参证经籍以求古音，由此再比较谐声与古用韵，以见古韵部的

相通关系。本题采取与大徐本《说文》谐声系统对比研究的方法，对《说文声系》中的形声字资料进行穷尽性的测查，以期得出各项结论。

    主要内容分为五章：

    “引言”一章中，先后介绍了《说文解字》小篆谐声字谐声系统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研究概况。

    第二章介绍姚文田生平及其著作《说文声系》。

    第三章是对《说文声系》与大徐《说文》谐声字的差异考察。另外，《说文声系》移字、补字、处理重出之字的情况也一并在本章中呈现。

    第四章考察《说文声系》与大徐《说文》谐声系统的差异并进行一定的分析和研究，其中探讨了特殊声符问题，议论了《说文声系》对姚氏古音学

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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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简要介绍了姚文田的古音26部，并对照段玉裁、江有诰、王力等多家观点，研究姚氏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的声符归部问题。

    第六章，从成就和局限两方面对姚文田《说文声系》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另外，“附录”列出了姚文田《说文声系》中对‘《说文》未收字作声符

”的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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