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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箬坑方言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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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祁门箬坑方言，位于赣语与徽语的交界地带，语音特点十分突出，到目前为止尚无人涉足，因而

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箬坑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梳理．并简单归纳分析了音韵特

点，为徽州方言研究补充一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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箬坑乡位于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西部，东连彭龙乡，东南接历口乡，西北交石台县，西南邻闪里镇。地处

东经117。17’一117。29’，北纬29055’一30。02’。含82个自然村，12个片村，面积130平方公里。1512户，6789

入，均汉族。主产林茶。

2005年10月、2006年8月以及2007年7月．分三次调查了祁门箬坑方言，经分析研究归纳其语音特

点如下：

1．声母23个，包括零声母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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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箬坑方言的声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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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1)泥来母今大多相混，【n】和【l】自由变读，但在鼻尾韵和鼻化韵前都读【n】，在细音前实际音值为【琅】，文中

统一处理为【n】。

(2)日母、影母、云母、以母、疑母在细音前读嘲声母，但在长元音韵母前，声母的实际音值为【n嘲，而且

【n瑚声母前重届轻，在非长元音韵母前是单纯的舌面鼻音嘲，【嘲和【n】是两个不同的音位，如：年【ni：嗍≠盐
蛳：嗍，甜n．：胡≠验畸：妇，女良【ni51≠羊【礓i卿。
来稿日期：2009卸蝴
作者简介：王琳(1981一)，山东潘博人，黄山学院文学虎助教，研究方向为数州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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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声母【v】前有协同发音的【习】，并且【v】的摩擦程度较轻。

m们组声母与【u】相拼时有轻微的卷舌色彩。
2．韵母36个，包括自成音节的【叫、【n】、【D】在内，不包括儿化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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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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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旅类卒徐朱鱼

ye摔

u：℃河瓜颗阔话 y：芑堆抬代罪决税

ui规亏鬼逵辉慧

u^跟昆杆文婚混

i5央娘阳养映

i：B边辨箭健善 豇：B翻房管贯换

iEn音迎人忍印认

i硼荣容勇用

(1)韵母【0：啪、【e：它】、【i：它】、【u：℃】、br：℃】、【5：B】、【否：它】、旺

：嘲、陋：明、眵：B】中前面的元音[o】、【e】、刚、【u】、D】、【5】、

同、啊、网、嗣是主要元音(韵腹)而不是介音，读得长

而强，音色清楚；后面的央元音M是韵尾，读得短而

弱，音色模糊。其中【i：明、F：司、【)r：明、眵：B】中的嗍实际

舌位偏前。

(2)【i】韵母拼唇音声母时实际音值为【Ii】。

(3耵u】韵母中的【u】舌位略低，近于【U】。

“b：明和陌：B】中的【e】实际舌位略高，但不到【I】。

(5)【o：叼韵母与舌尖、舌根声母相拼时实际读音

为【uo：B】，但圆唇动作主要是声母的伴随发音特征，

因此记为【o：明。

(6)王受益的网韵母舌位偏前，接近同；王受益的

【五】、【吐】两个韵母，王玉滋读为【^】和【l川。

(7淞：嘲、【u：明、br：明韵母的实际音值为【i：嘲、【u：嘲、

br：嘲；F：可韵母的实际发音为F：嘲或F：咆】；陋：q韵母

与唇齿音声母【v】相拼时，实际读音为【矗：嘲，与唇齿

音声母田相拼时，实际音值为瞄：吲，而与舌根声母

哟、皿h】、【x】相拼时，实际读音为面：咆】；醪：B】韵母实际

发音为薛：聊明。

一箩：B尊宣券弦原

y饥均裙顷永晕

(8)【E-l】韵母实际音值为【E州，但brEn】中的【n】是

舌尖前鼻音【n】，而且【yEn】与鼻音声母相拼时实际音

值为醪En】，b，】有鼻化色彩。

(9)【碉】实际读音为瞳蜘，主元音有鼻化色彩。

0嘶丁】韵母实际发音比【a】略低。

仰p：B】与【5】在箬坑方言中是自由变读，两者在

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相混，只在山摄合口一等的少数

字中保留明显的区分，如：“短、团、鸾、酸”只读【5：明，

不读[5】，文中统一处理为【5：它】。

n糖￡】韵母只有两个字，拽【㈣和摔U如1，都
是读字音。不收入字表。

凹自称音节的【m】韵母只有一个字“姆”，其实际

音值为【m第：n哟。
3．单字调6个，不包括轻声。

阴平【11】东该灯风通开天春 阳平【554】

门龙牛油铜皮糖红

上声【35】懂九统草买有动后 阴去【212】

冻怪半四痛快寸去

阳去【33】卖乱洞树六月毒罚 入声p24】

八百搭急哭拍塔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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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阴平的实际读音开头略降，也可记为【211】，

但开头不到【2】。

(2)阴去的实际调值为【21712】，从开始发音降到

最低后有轻微的紧喉色彩造成的停顿，然后继续上

升，但没有上升到2度，这种现象在单字调慢读时

尤为明显。

(3)在有长元音韵母的音节里，慢读时一个音节

读得像两个“音节”。其中前一个“音节”读本调，后

一个“音节”的声调由前一“音节”调尾蔓延而来，例

如“反”晦：珈胡、“闩”噼：11傀1】、“惯”出a：21吨12】。

二、箬坑方言的音韵特点

l声母的特点

(1)吉全浊声母字今读清音，今塞音和塞擦音不

论平仄大多数读送气清音，如：婆旺山31、第曲i：蝴、
坐【tsh31、住【lJll朔、舅[够hiul，但也有部分仄声字
读不送气清音，如：笨【p五2l刁、队【ty：胡、赠陋五2’、掷
【t9i1、闸【玎o：B1、俭【tpi：B1，此外还有少数字读擦

音，如：字【s133】、柴∽。以“蓝、定、从、澄、崇、船、
群”7个全浊声母为例，今塞音和塞擦音读送气音的

占86．2％，读不送气音的占n．2％，读擦音的仅占

2．6％。

(2)古微母字大多读唇齿音声母【v】，少数字有文

白异读，白读声母为【m】，如：网【m5：蝴、物【m￡3刁；臻摄
合口三等少数字读舌根音声母【D】，如：文纹闻【Du天1、

问两u天1。

(3)古泥母和来母今大多相混，文中统一记为

【n】，但泥母也有部分字读零声母，如：匿诺【io妇、捏
聂镊蹑【i：B1、纽扭【iul、女b固。

(4汾尖团，古精组字在细音前读舌尖前音嗍、舾h】、

【s】，如：姐【tsi：啪、就【tshiu3a】、孙【s夕：B11】。见组字在今撮
口呼前读舌叶音【t盯、【岫】、叽，如：举【盯5】、权【心箩
：峭、兄LryEnll】；在齐齿呼前读舌面前音【嘲、m】、
【G】，女口：鸡【t9i：℃11】、口【t够hiu35】、形【简：t产1。

(5)部分见晓组字声母颚化。如：桂蟹合四，白诫

【tb：谚12】、柜止合三【小)，33】、狗流开一【t9iu勺。
(6)吉知、庄、章组声母今音在开口、合口、撮口

呼韵母前读舌叶音【们、【帕】、啪，如：桌【们11】、楚
Nhu3，l、税西：谆12】；在齐齿呼韵母前读舌面前音嘲、
【t够h】、嘲，如：知【t西11】、齿【t9h闩、事瞄i1。庄组和知组

二等韵的字，今音多读舌叶音【t门、【删、们，如：茶知二
茬庄【帕o：B1、摘知二责庄【tnl；章组和知组三等韵
的字，今音在齐齿呼前读舌面前音【t9】、昨h】、K】，如：

耻知三齿章【tGh鞠、绸知三酬禅【t曲iu印。

(7)章组和见组三四等声母相同，如：煮章举见

【t，)鞠、始书喜晓＆i35】、仇禅球群【t曲iul。

(8)古日母字在开尾韵和元音尾韵前今读零声

母，如：如嗍、二∽、柔【iul；鼻化韵和鼻尾韵前
今读【I明，如：忍【呖Enl、仍【畸：峭、绒嘶硼1。

(9)古疑母字今洪音开口呼前读【日】，如：我【D01、

牙【Do：峭；合口呼前读M，如：五【vu翻、玩【v豇：硝；细
音开尾韵和元音尾韵前读零声母，如：鱼嗍、宜
【i1、牛【iul，但蟹摄合口一等、止摄合口三等读【v】，

如：桅【vil、魏M1；鼻化韵和鼻尾韵前读【嘲，如：验

畸：蝴、元M：蝴、仰嗡硝。
∞古晓匣母字今洪音前一般读【x】，但晓母部分

字读L仃，如：胸凶遇合三叶日1l】、馨梗开四L陋11】、香乡宕开三Lr
5：留11】、欣臻开三LrEnll】、晓效开四队1、枵效开三LrAll】，匣母
部分字白读【v】，如：狐白【Ⅶ551、滑白【、m：一I】；细音齐齿呼

韵母前一般读嘲，如：希瞳i像显瞵：蝴、厚瞳iul；撮口
呼韵母前一般读L仃，如：许西刁、玄噼：蝴。

鲫古影母字在今开口呼前读【D】，如：亚【Do：哟、
埃【D醐、案【D5：妫、稳内u硝；在今合口呼前读【v】，
如：乌【、m11】、碗【vd：B1、爱[v￡2121、委【v鞠；在非鼻化韵

和鼻尾韵的齐齿呼、撮口呼韵母前读零声母，如：一

【i1、迂b，·-】；在鼻化韵和鼻尾韵的齐齿呼、撮口呼韵

母前读D妇，如：音【lⅡEnll】、怨陬夕：伊1刁。

蚴古云、以母字。在鼻化韵和鼻尾韵的齐齿呼、

撮口呼韵母前读M，如：羊蛳51、院m萝：哟；在菲
鼻化韵和鼻尾韵的韵母前读零声母，如：羽∽、油
【iul，但在止摄合口三等和宕摄合口三等韵母前读

M，如：位【vil、维【、ril、往【、血：B1。

2．韵母的特点

(1)古阳声韵．咸山宕江曾梗摄今多读为鼻化

韵。且成山开一二、宕开一、江开二同韵，曾梗摄同韵，如：

甘=干=刚=江【k5：B11】，证=政时r’。

(2)古果摄、蟹摄、效摄、流摄中，今普通话读元

音韵尾的字．在箬坑方言中读非长元音韵母的，韵

尾大部分脱落，如：开【l【hu￡11】、杯【p￡11】、美【IIlil、吹

【咖y11】、刀【t3¨】、快【khuA212】，读长元音韵母的，则有

弱化的韵尾M，如：果肚u：℃35】、胎曲y：它11】、票

bhe：矿12】，但流摄字为【u]韵尾，如：头【tlli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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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分古合口一三等字今读开口呼，如：破果合

一bh。?12】、杯蟹合一陌￡¨】、算山合一【s5：萨12】、本臻合一【p五1、

粉臻台兰【fx35】、冻通台一【哪212】、众通合三【tJj碉212】。
(4)部分古开口字今读合口呼，如：河果开一

【xu：矿1、开蟹开一【khu￡¨】、赶山开一【k矗：分勺、根臻开一

皿u五11】。

(5)有成系统的长元音韵母。以半高、高元音或

其鼻化音为韵腹，以央元音嗍为韵尾，并且受声母

影响伴随加音现象，如：瞎【xo：川、庙【me：胡、写
【si：蝴、科【“u：龟1l】、退【tlly：憎球蚕陋h5：B55．】、展【t豇
：蝴、饭瞄：mB33】、圆【I坷：％55．】。

(6)蟹摄一二等字今读有别，如：凯一【l(huel、楷二

∽，开口一等与合口一等今读同音，如：胎开一=
推合一【thy：F1】、开开一=盔台一【khu￡¨】。

(7)流摄一三等见组字今读同音，如：狗一=九三

【堆iul。

(8)山摄合口一二等与宕摄合口一等今读同音，

如：官山一=关山二=光宕一【kd：谚1】。

(9)山摄开口一等和合口一等(端系)今读同音，

如：烂开一=乱合一读【的：B33】。

∞梗摄开口三四等与深臻摄开口三等今读音

有别，如：星【s五n】、新【sEnll】、心【sEnll】。

曲通摄字今不读【旧】韵，读【Y刁】，如：痛【thⅦ21刁、

冬【咖¨】、弓【t如Dn】，通摄合口三等人声泥精组和见
系同韵，如：六【niul、足陋iul、菊【t9iul。

蚴入声韵无喉塞尾，如：答【to：川、吸盼i1、节
陋：川、出【岫)即、学【x31、黑【x￡1、摘【tnl、福
【ful。

旧山摄开合口一等入声同韵，如：渴=阔

【l【hu：硝。
㈣深摄、曾摄、梗摄开口三四等入声精组同韵．

如：缉【tsh￡1、息【sel、积【ts￡1，章组、见组同韵，汁

急=织=只击[t9i1。

旧臻摄合口三等人声章组读M，如：出【tJllyl、

述术(算一)咿’。
3声调的特点

(1)古平声去声字按古声母清浊各分阴阳，如：

飞【fill】、肥匝1、四【s1212】、字【s11。

(2)全浊上声字今多读上声．部分读阳去，如：弟

【thi：蝴、是陋1、簿bhul、动【tllⅦ1、倍【ph￡1、士

K鞠、稻【th胡、件吟h．：它33】。
(3)阴去[212】是中折调，在鼻化长元音韵母中具

有明显的嘎裂色彩，但在其他韵母中，或者变为单

纯的低降调【2l】，或者在低降调后带有轻微的紧喉

色彩。阴去调在两字组前字位置时都变调，变为

【21】，但强调时仍有紧喉色彩。

(4)古清入字今自成一调，无喉塞，如：答【to：硝、
接【tsi：B1、室kil，浊人字今大多并人阳去【33】，如：

列【ni：哟、玉嗍、碟汕i：蝴、石吣刁，也有部分浊人
字读阴人【324】，如：聂【i：铲．】、育【iul、捷【tshi：B1、疾

【t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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