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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方言词缀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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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位置，绩溪方言词缀分为前缀、中缀、后缀。前缀主要提及了“老、阿、第”等，中缀主要论述

了“当、溜、鸣”等的用法；后缀主要述及人称代词后缀、表示名词的后缀、形容词后缀等。词缀在绩溪方言中

的作用有三：一是凑足音节，二是利用词缀构成新词，三是可以表达特定的感情色彩和语法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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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号称“东南邹鲁”。而“邑小士多。绩溪为

最”，绩溪境内以翠岭为界，境内方言大致可分为岭

南、岭北两大片。县城比较通行的是以华阳镇为中

心的岭南话。与其他地域方言相比，绩溪方言除在

声、韵、调方面独树一帜外。词汇和语法也自成一

家，尤以词汇为最。赵日新先生在《绩溪方言词典》

中对这些均有论述。在前贤时哲的基础上。主要从

构词的角度，对绩溪方言词缀作一些粗浅的论述，

以求教于方家。

现代汉语一般把不自由的定位语素称为词缀，

按照位置来划分，可分为前缀、中缀和后缀。依此分

类。对绩溪方言词缀逐一进行分析。

一、前缀

绩溪方言前缀不多，常见的前缀是“老”，用于

亲属名称、某些动物名。如：“老官(老公)”、“老妪

(老婆)”、“老妪家(妇女)”、“老师”、“老鸦(乌鸦)”、

“老鼠”等。“老师”、“老虎”、“老鼠”的用法与普通话

相同。

男一个前缀“滥”(音)，多见于“滥短(短)”、“滥

稀(稀)”、“滥细(小)”、“滥低(低)”等等，本身无实

义，只是为了凑足音节而用。这类词还可以进行扩

展，如：“滥短”、“滥骨短”、“滥骨溜短”，意思是

“短”、“很短”、“太短”，语气逐渐增强，程度逐渐加

深。同样，“滥稀”、“滥低”也可进行扩展．这类词在

句中可以做谓语，但“滥细”不能扩展，在句中通常

做定语，如：“滥细仂时候(小的时候)”。

普通话常见的前缀如“阿、第”在绩溪方言中也

存在，“阿”仅限于“阿姨”，“第”可用于序数。

二、中缀

绩溪方言中的状态形容词。如：“鲜红、雪白、焦

干、毛软、笔直、横苦、滚壮、锃光、碧绿”等等，这些

词与单音节的形容词“红、白、干、软、苦、壮、光、绿”

等等并无程度上的差别，所以可以受程度副词的修

饰，如：“好点雪白、好点毛软”等等，这里的“好点”

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很”。但这类形容词可以进行扩

展，加人中缀“当、溜、呜”等，派生出“一当一”“一当

溜一”等形式，表示程度逐渐加深。【1如：

鲜红 鲜当红 鲜当溜红；

喷香喷叮香喷叮溜香；

生成 生叮成 生叮溜成；

烟酸烟咕酸烟咕溜酸：

横苦横之苦横之溜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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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壮滚叮壮滚叮溜壮：

透流透呜流透呜滥流：

干巴 干呜巴 干呜溜巴：

喷松喷叮松喷叮溜松：

塌扁塌呜扁塌呜溜扁：

笔尖 笔呜尖 笔呜溜尖：

锃光 锃同光 锃同溜光：

簇新簇骨新簇骨溜新：

枵薄枵呜薄 枵当溜薄；

碧绿碧当绿 碧当溜绿

这类形容词扩展以后．因为本身已经带有程度

加强的语法意义。所以不能再受程度副词的修饰。

三、后缀

(一)人称代词后缀

1．单数通常在人称代词后加“仂”。如“我仂”、

“渠仂”、“尔仂”。例句：

渠打我仂。(他打我。)

尔去算了，我仂不去。(你去算了，我不去。)

这个“仂”不同于助词“仂”．这里的“仂”没有实

在意义，只是为了凑足音节而用。助词“仂”相当于

普通话的结构助词“的”，可构成的字短语，意为

“⋯⋯的人”。如“看相仂”(以看相为职业的人)、“当

兵仂”(当兵的人)、“搞来吃仂”(指厨艺一般的厨

9币)、“痴仂”(痴呆的人)等等。

2．人称代词复数由单数形式加“人”构成，“人”

读轻声。如“我人”(我们)、“尔人”(你们)、“渠人”

(他们)。“人”还可以加在人名或一些指人名词后

面，相当于“那一类人”、“之流”或“他们”的意义。如

“老师人”(老师们)、“姑姑人”(姑姑他们)、冬冬人

(冬冬他们)。例句：

我人来了，姑姑人呢?(我们来了，姑姑他们

呢?)

(--)表示名词的后缀

1．子

(1)绩溪方言“子”可以用在某些名词的后面构

成方位词，整个结构相当于“⋯⋯里”。如“家子”(家

里)、“房子”(房里)、“电视子”(电视里)、“锅子”(锅

里)。Ill

(2)“子”用在形容词之后，表示具有该种状态的

人。如：“矮子”、“瞎子”、“痴子(痴呆的人)”、“聋

子”、“条子瘸子(都指瘸腿的人)”。

(3)“子”用在动词性词语之后构成名词，如：“挂

花子(叫花子)”、“讨饭子(乞丐)”。

普通话中“子”是一个典型的后缀，构成“桌

子”、“椅子”、“凳子”等双音节词，这是词汇双音节

化的一个途径——在单音节语素的后面添加没有

意义的附加成分，但普通话的“子”不能表示方位：’

方言“子”的第二种用法与普通话相同，部分惯用语

如“二流子”、“叫花子”普通话与方言是一致的。

2．头

绩溪方言脱胎于原始吴语。吴方言以上海话为

代表，有学者指出，上海方言中有丰富的词缀“头”

存在。121绩溪方言也不例外。并且呈现出独特之

处。

(1)方位名词单说时必须加“头”，如“上头”、“里

头”、“外头”、“前头”、“边头”等。这些方位词可以以

第一个音节重叠，构成“上上头”、“里里头”、“外外

头”、“前前头”、“边边头”等形式。重叠后相当于

“更+原型”，表示程度加深。11】如“上上头”指比“上

头”更“上”的部位。同样．“里里头”也表示比“里头”

更“里”的部位，“外外头”指更外面的地方。

(2)“头”还可以放在处所名词后面，仍构成处所

名词。如“门口头”、“角落头”等，表示对处所有所强

调，犹说“X那个地方”。

(3)绩溪方言中还有“X头Y”的形式，该形式表

示具有“X头”属性的物体或人。如“地头蛇”(地面上

的蛇，比喻当地一霸)、“墙头草”(墙头上的草，比喻

立场不稳定的人)、“花头精”(名堂特别多的人)、

“草头王”(某一区域内的头面人物或有影响的人

物)等．其中“头”仍然是后缀，而不是中缀，结构分

析为“X头+Y”，而不是“X+头+Y”。

在普通话中。“头”作为词缀构成了“骨头”、“木

头”、“石头”等许多双音节词，这一点在绩溪方言中

也同样存在，但方言中的词缀“头”还有另外的用

法。它可以与动词、形容词结合构成一个新的词语。

如：“浇头(放在面条上的菜肴)”、“想头(想法)”、

“派头(气势、架势)”、“老实头(老实人)”、“瘦头(吝

啬)”、“花头(名堂)”等等。131从这一点上又可看出绩

溪方言与吴语的渊源。

3．家

“家”通常放在名词的后面，仍然构成一个名

词，这里的“家”读轻声，没有实义，只是为了凑足音

节而用。如：“老妪家”(指妇女)、“小官家”(小伙

子)、“细人家”(小孩)、“老人家”(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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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中“家”也可作为词缀使用，如：“老人

家”、“姑娘家”，这里的“家”也读轻声，无实义。

(三)形容词后缀

1．绩溪方言中有一部分叠音后缀，相当于普通

话中的副词“很”或“有点”．如：厚得得(形容很厚)，

潮努努(形容有点潮湿)、抖本本(形容很慌忙、急

忙)、抖嗦嗦(哆哆嗦嗦或小心翼翼)、抖淋淋(哆哆

嗦嗉)、冻嘶嘶(形容有点冷)；另有一个叠音后缀

“式式”(音)，如：流氓式式(形容一个人不务正业，

或象流氓的样子)、老头式式(形容一个人不平易近

人、摆架子)，这两个词多为贬义词。

2．由表示生理或心理感觉的形容词加上由代词

虚化而来的“人家”构成，表示“有点儿⋯⋯”或“比

较⋯⋯”。这里“人家”读轻声。如：“冻人家”、“冰人

家”、“热人家”、“酸人家”、“甜人家”、“苦人家”、“痛

人家”o 111

综上所述，绩溪方言中词缀的作用表现为以下

几方面：第一，凑足音节，保持说话的节奏和韵律。汉

语发展的趋势是词语逐渐趋向双音节化。方言也不

例外。第二，利用词缀构成新词。第三，表达特定的感

情色彩和语体色彩。在凑足音节的作用方面，方言

与共同语是一致的，侧面证明了方言是共同语的地

域变体。而不是独立于共同语之外的第二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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