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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歙县北乡话，使用人口大约2万人。其代词系统可分为指示代词、人称代词和疑问代词。指示代

词一般二分，用词比较复杂。在具体的形式以及在语言运用上显示出很强的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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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北乡大体上是以县城北门(以万年桥为标

志)以外的狭窄区域，此门以外的区域都可以叫北

乡。事实上真正操北乡话的地域要小得多。主要集

中在塔山、许村、上丰、岩源4个乡镇。据《歙县志》

载，上述四个乡镇的总人口为22479人(1987年)。

其代表方言是许村话。

许村是歙县西北部的山区乡镇，地处箬岭关南

麓，富资水上游，城许公路的终点。总面积43万平

方公里，辖5个行政村．，46个村民小组，30个自然

村，共1488户，6173人。歙县北乡话中的代词跟普

通话一样，可以分为指示代词、人称代词和疑问代

词。但在具体的形式以及在语言运用上又显示出很

强的地域性。【11

一、指示代词

歙北方言中的指示代词属于“二分”代词。即区

别近指和远指。【习近指用Ntn33】①表示，远指用“那”

【11355】。请看下表：

指示代词用法 近指 远指
N个时间(时候、钟

表时间 那个时闻(时候、钟)
[tsurj21·】)②

表处所 N坨③N个路地 那坨那个路地

表人物 N个人 那个人

表方式 N样N个(样)式 那样那个(样)式

袁类别 N种 那种

袁位置 N头 N(个)百④ 那头 那(个)百

表方位 N边 那边

袁动物 N只 那只

(一)N个时间，那个时间；N钟、那钟

1．叫你勃[piouo】(不要的合音，下同)N个时间

来，你就要来。(叫你不要这个时候来，你就要来。)

2．那个时间，刚好岸上有⑤人，但⑥只有等死了。

(那时，刚好岸上没有人，他只有等死了)。

在说话比较快的时候．“那个”的“个”可以省

略。例如：

3．我那时间年轻，有力气，不管MNif)(音，即什

么)都不怕。(我那时年轻，有力气，不管什么都不

怕。)

4．f巨那时间有把死力气，跟牛一样。(他那时力

气大，跟牛一样。)

5．僵N种嬉(是，下同)N个式，等下，又嬉那个

式。(他这时是这个样子，等下，又是那个样子)

6．但那钟偶(还，下同)不曾死。(他那时还没有

死。)

(二)N坨，那坨

7．N坨有个人，快来看。(这里有个人，快来看。)

8．那坨原来嬉个塘，后来填塌【t，335】⑨啦。(那里

原来是个水塘，后来填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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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N坨嬉堂(量词)屋，那坨嬉个仓库，再过去嬉

个猪栏。(这里是座房子，那里是个仓库，再过去是

个猪圈。)

(三)N个人，那个人

10．N个人嬉我村里哩，那个人认不着。(这个人

是我们村子的，那个人不认识。)

11．那个人真好嬉啦。冬天不着棉袄，打赤管里。

(那个人真好玩，冬天不穿棉袄，打赤膊。)

12．N个人跟那个人打了一架，结果N个人哈

(音，“给”的意思)@那个人砍⑩了两个昏脑。⑨(这个

人跟那个人打了义架，结果这个人给那个人打了两

个“昏脑”。)

(四)N样，那样，N个式，那个式

13．勤N样那样哩，我火起来，一样MN(东西)

都不哈N(你)。@(不要这样那样啦，我生气起来，一

样东西都不给你。)

14．N(你)想想，N(你)N个样子待我，偶@要叫我

哈你饭吃。做梦!(你想想，你这样子对待我，还要叫

我给你饭吃，做梦!)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N样可以扩展为N个样

子，同理那样也可扩展成那个样子。甚至可以在“那

个”和“样子”中间插入其它有效成分。快速说话时，

“个”可以省略。

15．N(你)看但那个懒不依依的样子，可恶死啦。

(你看他那个懒惰的样子，恶心死了)

16．看但N个老态龙钟的样子。我就晓得但起码

有90岁啦。(看他那个老态龙钟的样子，我知道他

起码有90岁了。)

17．但N样子下开。@不嬉个办法，要跟但家老

子讲。(他这样子下去，不是办法，要跟他父亲说。)

18．f巨N个式下开，迟早要出问题。(他这样子下

去，迟早要出问题。)

19．N勃N个式，好不好?(你不要这样子，好不

好?)

20．“铁但”@那个式．我懒里管哩。(随他那个样

子。我懒得管呢。)

(五)N种，那种

21．f巨家种的嬉N种樽栌(音，玉米，下同)，我家

种的嬉那种樽栌。(他家种的是这种玉米，我家种的

是那种玉米。)

22．N种事只有偃家人做得出来。(这种事情，只

有他家人做得出来。)

23．那种黝脸的事，我不做，要做N(你)开做。

(那种不要脸的事，我不做，要做你去做。)

(六)N头，那头

24．N堂屋，N头大，那头小。(这房子，这头大，

那头小。)

25．但家家里，开大(音，窗子)N头嬉锅灶后，那

头嬉堂前。(他家，窗子这头是厨房，那头是堂前。唐

诗有“崔九堂前几度闻”之句。)

(七)N边，那边

26．我家N边凉，但家那边热。(我家这边凉快，

他家那边炎热。)

27．我坐N边，N(你)坐那边，中间哈但坐。(我

坐这边。你坐那边，中间给他坐。)

(八)N只，那只

在歙北方言中的量词用得最多的是“只”，大概

所有的动物都可以用“只”描述，连“山”也可以说

“一只山”。

28．N只猪嬉我家哩，那只嬉佰家哩。(这头猪是

我家的，那头是他家的。)

29．N只山有厥，那只山满屯屯都嬉。(这座山没

有厥菜，那座山上到处都是。)

30．N只鱼是红色哩，那只鱼是黄色哩，过去那

只是黑色哩。(这条鱼是红色的，那条鱼是黄色的，

过去那条是黑色的。)

二、人称代词

在歙北方言中人称代词与普通话大致差不多，

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有单数形式和

复数形式之别；在表示强调时可以加反身代词。见

下表：

＼＼形式 反身代词分八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第一人称 我 我呢(音【m￡1@ 我洒家⑩ 我呢洒家

N(音，自
第二人称 N呢 N洒家 N呢洒家

成音节)

第三人称 但 但呢 但洒家 但呢洒家

(一)我、我呢、我洒家、我呢洒家

歙北方言中第～人称没有性别的变化。无论男

女老少都可以用．只不过“我”有文读和白读的区

别。文读为【Oau35】，白读为【335】(吸气音)。

31．我胆小，勤吓我。(我胆子小，不要吓我。)

32．我呢一起开进学堂。一起开洗右。(我们一起

去上学．一起去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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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N个MN我洒家都不够吃，不哈N啦。(这个

东西我自己都不够吃．不给你拉)

34．N呢勤我呢跟哩开，我呢洒家开。(你们不要

我们跟着去，我们自己去)

35．N嬉跟我开，偶嬉跟但开。(你是跟我去，还

是跟他去)

(二)N、N呢、N洒家、N呢洒家

第二人称也没有性别的变化，也没有尊称一

说，如果一定要区别性别，则在人称代词后加“男人

家”或“女人家”。其它人称也一样。

36．N呢男人家可以企到N坨拆西，我呢女人家

只有总到N坨。(你们男人可以站着小便，我们女人

只能蹲在那里)

37．N嬉N哩，我嬉我哩，凡人不跟仙人讲话。

(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凡人不足NtlJ人说话。)

38．店(到夜的合音【tiae】)我请客，N呢洒家开。

(晚上我请客，你们自己去。)

39．勃讲了，再讲哈N个巴掌吃吃。(别讲了，再

讲给你个巴掌吃吃)

(三)但、但呢、但洒家、但呢洒家

第三人称代词与其他人称代词一样．没有性的

区别。但第三人称只用于人，二不能用于物，包括动

物。不像普通话中有表物的“它”．方言没有。方言中

用“那”或“那些”代替。

40．f巨嬉我家老婆。(他是我家老婆。)

41．N今朝开，偃呢明朝开。(你今天去，他们明

天去。)

42．f巨忘记了但洒家嬉个人，不嬉畜生。(他忘记

了他自己是个人，不是畜生。)

43．f巨呢哈我但呢吃山芋，但呢洒家吃米饭。(他

们给我们吃山芋，他们自己吃米饭。)

44．我看着僵呢到屯溪开哩。(我看到他们到屯

溪去了。)

(四)表示所有关系时，人称代词的具体用法

歙北方言中每一人称在表示所有关系时。单数

与复数形式有差异。单数所有格。是在人称代词后

加上“家的”；@在复数形式后只加“的”。但有时“的”

可以省略(例46、47)。

45．N只猪嬉我家的，不嬉N呢的。(这只猪是我

家的，不是你们的)

46．我呢的钱都哈但骗塌了，呢的钱偶好存在银

行里，不曾哈但骗塌。(我们的钱给他骗掉了，他们的

还好存在银行里，没有给他骗掉。)

47．N呢洒家(的)事洒家做，勃来烦我。(你们自

己的事自己做，不要来烦我。)

48．我家母嬉城里哩，我家老子嬉浙江哩。f我妈

妈是城里的(指歙县县城)，我父亲是浙江人l

49．我家田里种的嬉芦稷，但家种的嬉礴栌。(我

家田里种的是高粱，他家种的是玉米)

50．f巨家丈人和丈母都死了。(他家岳父和岳母

都死了)

三、疑问代词

歙北方言中的疑问代词和普通话相比，要简单

些。先看表再举例说明。

分项说明 具体例句

问时间 MN时间啦?哪一钟?

问地点 在哪里?

问人物 哪一个?

问原因 做MN?

问方式 何样的?

(一)f司D,-f间，在歙北方言中问时间有两种表达

法，要看怎么问。如果问时刻，如问现在时几点几

刻，或者问年、月、日、天、上午、下午等，问法不一

样。

45．N钟MN时间啦?N钟哪一钟啦?(这时什么

时间了)

6点10分啦。(6点10分了。)

51．N哪年到屯溪了晗?(你哪年到屯溪的?)

52．我MN时间开映?@(我什么时间去呀?)

53．是哪日到哩映?(他是哪天到的呀?)

(二)问地点，问地点在方言中有两种用法，一

是问到什么地方，二是问到那里。

方言中的疑问代词也有虚指用法。

54．N坨嬉个MN地方映?(这里是个什么地方

呀?)

55．N到哪里开映?(你到哪里去呀?)

56．f巨老木丁通哩。根本搞不清楚到了哪里哩?

(他年纪很大，根本搞不清到了哪里?)

57．N不管到MN地方，都要听老师哩。(你不管

到什么地方，都要听老师的)【虚指用法】

58．N是个MN路地啥。国一户人家都有?。(这是

个什么地方，一户人家都没有?)

(三)问人物

问人或问动物以及其他东西。方言中大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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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企在那坨的是哪一个(“一”也可省略)?(站

在那里的是谁?)

60．我不晓得但呢派哪个来?(我不晓得他们派

谁来?)

61．哪一个但都认得着。(哪一个他都认识)【虚

指用法】

(四)问原因

在问原因时。歙北方言比较特殊，用“做MN”或

“MN”来提问。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做什么”，有时听

年纪比较大的入说话时。也有用“为何”的，但现在

年轻人已不用了。

62．N做MN要开哇?(你为什么要去?)@

63．{巨N样老早开，做MN映?(他这么早去，为

什么呀?)

64．佰家到底是个MN人家哇?做盟都不讲
理。(他家是个什么人家，做什么事都不讲理。)(划

线部分虚指用法)

(五)问方式

在问方式时．方言中保留有中古汉语的味道，

用“何样”来提问，和普通话完全不同。

年纪大的人有“何如”的用法。但年轻人大都消

失了。

65．N何样搞的哈?天光早偶是好好哩。(你是怎

么搞的?早上还是好好的。)

66．f巨何样死了晗?(他怎么死了呀?)

67．N何样哭起来了哈，我又不曾打N?(你怎么

哭起来了，我又不曾打你?)

68．N何样N个式哇，连我的话都不听啦?(你怎

么这样子呢。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69．我哈N5万，何如映?(我给你5万，怎么样?)

注音方式来的，因为其音节只有一个音，即自成音

节。二是注音时不是自成音节，一时找不到本字的，就

用同音字替代。如“还是”方言中读“偶是”就用“偶”代

替“还”等。敬请原谅。同时欢迎行家批评指正。

注释：

①始终没有确切证据写出本字，故本文以音代字。

(D钟：音【tsurj!“】。意思是“时”，“N钟”意思相当于“这时”。

③坨：音【t’Qu!“】。用同音字代替。
④百：音【bai2“】。同音字代替，意恩是“某个处所或位置”。

⑤有：音【miau35】，没有的合音。意思是“没有”。

⑥但：音【kai51】，第三人称代词，相当与他，不分性别，只能用
于人．不用于物。

⑦MN：在歙北方言里有两个意思，一是指东西，一是什么。

如，那是个MN映【jarj5517(那是个什么东西呀?)N摘MN

映?(你搞什么呀?)

⑧塌：音【t’3351，意思相当于补语的“掉”。填塌：就是填掉了。

⑨咱，音【xai剪】，实际意思是给(介词)。

⑩砍，音【k’A35】，意思是“打”但比打严重得多。

⑩昏脑：音【fan％o”】：用拳头重打别人的头，一次叫“一个昏

脑”。

⑩N：第二人称代词，意思是“你”，有人说是“尔”，没有确证，
又找不到本字。故以音代字。

⑩偶：音【OU33】，意思是“还”。下同。

⑩开：音【k’ai55】，意思是“去”。下同。
⑩铁但：音同，意思是“随他”，铁但开，就是“随他去”。

⑩呢：音【nie33】，用音代字。相当于普通话的“们”。

⑩洒家：借用其音，一直在考证，是否是其本字，在发音上看

很像，凡普通话中的韵母是【A】的，在方言中对应的是【3】。

此问将在另文论述。

⑩的：读音为【ti岛】。

⑩映：音【j0055】，语-5．词，表疑问。

①啥：音【x锄55】，语气词。

◎用做mn来提问，总觉得在表达语气上比普通话的“为什
／z,”要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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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会话中,很少出现「私」、「南あなに」等人称代词,特则是第三人称「彼/彼女」、使用的频率刖更少.本文就日语对话中的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及「

コソア」系列代词之间的联系,来探讨日语中较少直接使用第三人称代词的原因.

2.期刊论文 李丹蕊 从"彼"与指示代词的对应关系角度解析中日第三人称代词的差异 -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2)
    日语的第三人称用语主要由"彼""彼女"等人称代词和"コ·ソ·ア"系列的指示代词构成.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对应关系,致使第三人称代词在

具体运用上受到诸多限制,而这些又直接关系到广大日语学习者能否准确地加以运用.本文通过梳理日语第三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之间的制约关系,探讨日

语第三人称代词的特性,从而解析中日第三人称代词的不同.

3.学位论文 鲁艳霞 《盐铁论》代词研究 2005
    《盐铁论》是汉宣帝时庐江太守丞汝南人桓宽就有关盐铁会议的“议文”，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会议记录整理编次而成的一本专书。《盐铁论》成书

大约在西汉末年。当时辩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是：一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当局，一边是民间选拔出来的儒生代表贤良文学等。他们都是当

时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能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语言富有文采。文章一方面受到当时文坛影响而带有骈偶色彩，另一方面它又因是宫廷会议辩论对话

文体而基本保留了当时的口语特色。因而，它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古汉语词汇和语法的发展概况有很大的帮助。本文就《盐铁论》中的所有代词进行穷

尽性研究，以期了解《盐铁论》时代代词用法及它们发展变化的脉络。代词研究一直是一项比较复杂不易解决的问题，学术界对代词是否能够独成一类

及其分类都曾进行过长期的争论，现已有定论。当今对《盐铁论》的研究一直集中在《盐铁论》所反映的政治、经济、国防、思想道德方面，特别关注

《盐铁论》所反映的经济观，这种经济观在当今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很少有人关注对《盐铁论》语法、词汇方面的研究，更不用说对代词的研究

。本文仅就《盐铁论》四类代词进行了定量、定性的研究，从而使我们了解从上古到中古过渡时期四类代词的用法及发展和变化的情况。这个研究一是

为了进一步认识西汉末年汉语的代词发展面貌；二是为汉语代词的全面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三是为了更准确地阅读《盐铁论》这部古代文献。      本

文包括五章：      第一章为绪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盐铁论》这部文献的概述；二是代词研究的发展概况；三是版本依据和本文的写作动机。

  第二章是对《盐铁论》中的第一人称代词、第二人称代词和第三人称代词的功能进行穷尽性研究，以便了解这三类人称代词的用法及它们在上古向中

古过渡时期发展演变的情况。      第三章是对《盐铁论》中的近指代词和远指代词这两类指示代词的功能、用法进行穷尽性研究，以便了解这两类指

示代词的用法及它们在上古向中古过渡时期发展演变的情况。      第四章是对《盐铁论》中的疑问代词进行穷尽性的研究，特别是疑问代词“何”进

行了详细地研究，从而了解疑问代词的用法及它们在上古到中古时期发展演变的情况。      第五章是对《盐铁论》中的无定代词“或”和“莫”进行

了研究，以了解上古到中古时期两个无定代词的用法及它们发展演变的情况。      基于以上所论，可对这四类代词的用法及它们从上古到中古时期发

展脉络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

4.期刊论文 林素娥.Lin Su'e 汉语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同形类型及其动因初探 -语言科学2006,5(5)
    汉语方言及其他语言共时平面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形态相同或近似反映其历时同源关系,主要有两类:第三人称代词与远指代词同形类,第二人称代词

与指示代词同形类,它们体现了人类"自我中心"的交际功能对代词系统内部彼此渗透的作用.

5.学位论文 赵凌云 辉县方言的代词系统 2006
    语言的发展经过了长远的历史进程，由于地理环境、人口迁移、民族间的交融等影响，官话方言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差异。代词虽是词汇中的小类

，但由于经常使用，在交流中更容易受到其它方言的影响，从而变得复杂。本文从辉县话的代词入手，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收集语料，运用共时比较的

方法和共同语进行比较，从而寻找它们之间的差异。      第一部分是前言。主要交待了辉县方言的归属问题和境内语言的差异。对语言学界目前对方

言代词的研究情况作了简单叙述，阐明了研究辉县方言代词的意义。      第二部分对辉县方言的人称代词做了描写。运用共时比较的方法把它和共同

语作了比较，找到了之间的差异。对辉县方言主要的人称代词的来源做了简要的说明。      第三部分对辉县方言的指示代词做了描写。并运用共时比

较的方法把它和共同语作了比较，找到了之间的差异。对辉县方言主要指示代词的来源作了简要说明。      第四部分对辉县方言的疑问代词做了描写

。运用共时比较的方法把它和共同语作了比较，找到了之间的差异。对辉县方言中主要疑问代词的来源做了简要的说明。      第五部分是结论。对上

面三个主要部分的内容做了归纳，从而得出论文结论：辉县方言中的代词带有显著的地方特色。

6.期刊论文 李丹蕊 论"彼"的非人称代词的特性--以中日第三人称代词的差异比较为中心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5(3)
    在<日本语国语辞典>的例句中,半数以上的主语都被以"彼"为代表的第三人称代词所占据,但值得注意的是,日语的第三人称代词有着许多用"人称代

词"的概念所无法解释的特性,在具体运用上也有诸多限制,而这些又直接影响到广大日语学习者是否能够准确地加以运用.本文仅以谈话中中日第三人称

代词的差异比较为中心,从①"彼"与指示代词的关联;②"彼"与固有名词的关联;③"彼"的"零代名词化"等方面,试就"彼"并非一般概念的人称代词的特性

做一探讨.

7.期刊论文 薛宏武.XUE Hong-wu 内蒙丰镇话人称与指示代词功能变读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24(6)
    内蒙丰镇话人称与指示代词的变读是综合应用变韵与变调来实现的.人称代词变读主要反映对指代对象的亲切、近昵或人际评价等功能;指示代词变

读是体现其句法或人际功能方面的不同.

8.期刊论文 刘文正 宁乡方言代词"[n']"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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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乡方言的代词"[n']"可分为人称代词"你[n41']和指示代词"口[n'24]",后者和表远指的"那",表近指的"咯"在认知视角上有差别."[n'24]"和"你

"的对立源于上古的"若"和"尔"的对立,"[n'24]"本字应为"若".文章从认知视角的差别上推测了上古"若"分化为"那"和"[n'24]"的原因.

9.期刊论文 张佩霞.ZHANG Pei-xia 从视点看中日文代词使用之异同 -外语研究2006(4)
    本文结合视点理论,对中日文人称代词及指示代词的使用进行了分析.关于中日文的视点,首先提出日语的视点是固定的、一元的;中文的视点是可移

动的、多元的.并在此基础之上解析了中日文人称代词在数量、使用频率、转用方面的不同,剖析了中日文指示代词与人称代词呼应使用的内部机制.

10.学位论文 李蓓 《元刊杂剧三十种》语法研究---代词研究 1999
    该文考察的内容有三项:一、人称代词.二、指示代词.三、疑问代词.利用计算机检索手段对三类代词的全部成员作穷尽考察,描写其用法,分析其句

法特点,整理出《元刊杂剧三十种》里面三类代词的系统,以求全面反映元代北方话代词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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