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唐话纂要》[1]由冈岛冠山编写，初刊于日本江

户时代的享保元年（1716），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汉

语“俗语”（即口语），被日本著名汉语研究学者六

角恒广先生认为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

的汉语教科书。该书为刻本，在日本江户时代流

行甚广。

冈岛冠山，名璞，字玉成，又字援之，号冠山，

日本长崎人，延宝二年（1674）生于长崎，享保十三

年（1728）死于京都。由于“世家长崎，少交华客，

习熟其语”（《唐话纂要》白樫仲凯希八甫跋），冈岛

拥有十分高超的汉语水平。[2]

《唐话纂要》是冈岛编纂出版的第一部唐话教

材，首次刊刻于江户，共五卷。[3]卷一至卷四按照

词句的字数依次收录二字话、三字话、四字话、五

字话、六字话、常言、长短话。卷五则按义类收词，

还收入了若干“小曲”。各个词句均在汉字右侧使

用日语片假名标注了“唐音”，除极个别字外，汉字

未标注声调；除“小曲”部分外，各词句还都在其下

方给出了日语翻译。

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汉语教

科书，《唐话纂要》使用日语片假名给书中的每个

汉字标注了唐音，即当时的汉语实际口语音。这

些唐音标音无论对于日本汉语教育史、对于汉语

语音史，还是对于日语语音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

的学术价值。假名与汉字不同，是一种表音的文

字符号。若能根据这些假名转写出其准确读音，

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将大有裨益。

1 问题的提出

乍看起来，确定《唐话纂要》中唐音片假名的

音值似乎并不困难，只须按照日语假名的读音进

行理解即可。如ア读 a，イ读 i，エ读 e，セ读 se等。

不少学者也是这样做的。但是，由于该书成书于

三百多年前，所以必须考虑日语语音演变的问题；

又由于该书的作者冈岛冠山是“世家长崎”的长崎

人，谨慎起见还应考虑作者的日语方言问题。

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在对《唐话纂

要》片假名标音音值的理解方面，还存在不少有待

解决的问题。

日本的国语学者研究江户时代日语语音，主

要是依据《日葡辞书》等西洋传教士使用罗马字记

录的日语语音材料，对《唐话纂要》一类的唐音资

论论《《唐 话 纂 要唐 话 纂 要》》中 相 关 假 名 的 音 值中 相 关 假 名 的 音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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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8世纪初问世的《唐话纂要》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汉语教科书。编者冈岛冠

山使用日语片假名为书中每个汉字标注了唐音。这些唐音片假名标音反映了当时汉语的实际口语读

音。对于书中出现的相关片假名的读音，学界尚未给出准确音值。本文综合运用日语语音史、日语方

言学和汉语音韵学的相关知识，推断书中相关片假名（如ジ、ヂ、ズ、ヅ等）的准确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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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关注较少。笔者目力所及，尚未见有针对《唐话

纂要》唐音的专论研究。

对《唐话纂要》片假名标音关注最多的是汉语

语音史领域的学者，主要有日本学者林武实、中国

学者张昇余、杨春宇、谢育新、陈辉等几家。

林武实（1988）详细整理、注解了《唐话纂要》

第六卷的片假名标音。他虽然给出了《唐话纂要》

的音系，但未指出各日语假名的音值为何。

张昇余《日本唐音与明清官话研究》（1998）在

转写片假名音值时考虑到了日语语音演变的问

题，但主要只是论及了ヱ、ヲ等假名的音值，而对

其他假名（如“四假名”等）未有涉及。

杨春宇《社会语言学视点下的清代汉语和其

他言语的对音研究——以日本近世唐音资料、满

语资料、罗马字资料为中心》（2007）一书虽然给出

了片假名的国际音标转写，但似乎并未考虑日语

语音演变及日语方言问题。染

陈辉《从泰西、海东文献看明清官话之嬗

变——以语音为中心》（2015）虽然给出了《唐话纂

要》的音系，但并未详细论及各日语假名的音值

为何。

谢育新《日本唐通事唐音与十八世纪的杭州

话、南京官话》（2016）依据江户时代日语语音特点

给出了《唐话纂要》片假名的音值，但未考虑长崎

方言对《唐话纂要》标音的影响，故而对部分关键

假名（如ジ、ヂ、ズ、ヅ、ゼ等）音值的理解并不准确。

总之，对于《唐话纂要》中相关假名的音值，出

于种种原因，上述学者或者未有专论，或者语焉不

详，或者未考虑全面，都尚未给出令人满意的

回答。

2 江户时代日语语音与现代长崎方音的特点

2.1 江户时代的日语假名读音

由于日语使用假名这一拼音文字，所以研究

日语语音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日语假名读音。日

本国语学界研究江户时代日语语音均从《日葡辞

书》开始。《日葡辞书》由欧洲天主教耶稣会于1603

年到 1604年在长崎出版。中田祝夫（1972）在其

著书中给出了根据《日葡辞书》的罗马字注音整理

出来的日语音系表。从该表可以看出，与现代日

语标准语相比，这一时期的日语标准语（京都语）

语音有以下几个特点：

（1）ア行的エ不读e，读为i̯e；オ不读o，读为u̯o。

（2）サ行的セ不读 se，读为ʃe。

（3）ザ行各假名读音与现在全不相同，分别读

为ザza、ジʒi、ズzu、ゼʒe、ゾzo。

（4）ダ行的ヂ、ヅ读音与现代相同，但与ジ、ズ

不同。

（5）ハ行音的辅音全部为ɸ，而现代日语只有

フ读ɸu。

（6）存在现代所没有的クァ、グァ两个合

拗音。

（7）没有ア、イ、エ段长音，有ウ、オ段长音，其

中オ段长音有开（-ɔ:）、合（-o:）两种。

室町时代结束后，日本历史进入德川幕府统

治的江户时代。江户时代从 1603年一直到 1867

年，历时两个半世纪还多。在这264年的时间中，

日语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最显著的变化就是

幕府所在地江户的地方语言逐渐崛起，日语的重

心逐渐由京都、大阪为中心的“中央语”向“江户

语”转变。但这一重心的转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江户时代前期京都语仍然占据核心地位，而江户

语成为标准语是在江户时代后期才慢慢完成的。

进入江户时代后，日语音韵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几

个变化：

（1）エ由i̯e 变为单元音 e；オ由u̯o 变为单元

音o。

但这一变化是缓慢的，这两个变化的完成大

约在18世纪中叶。

（2）セ由ʃe变为 se，ゼ由ʒe变为ze。

这一变化在江户和京都进行的速度有很大不

同。在江户，该变化室町时代末期就已完成。而在

京都，很可能直到幕末甚至明治初期才最后完成。

（3）ジ和ヂ读音开始相混、ズ和ヅ读音开始

相混。

ジ和ヂ、ズ和ヅ这两对假名在日语音韵史上

被称为“四假名”，是日语音韵变迁史的重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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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在《日葡辞书》中，它们的读音各自不同。进

入江户时代，它们的读音逐渐混同。

在以江户为代表的关东地区，早在镰仓时代

（1185～1333）“四假名”读音就已开始相混。而在

京都，则是进入江户时代之后才开始相混。元禄

八年（1695年）鸭东蔌父《假名文字蚬缩凉鼓集》

“凡例”中说：

京都中国坂東北国等の人に逢て其音韻を聞

に総て四音の分弁なきがごとし唯筑紫方の辞

を聞に大形明に言分る也[4]

这里的“四音”即“四假名”。根据鸭东蔌父的

观察，除了筑紫（今九州）一带，日本各地基本上都

已无法分辨ジ和ヂ、ズ和ヅ两对假名的读音了。

至于混同之后的读音，在京都，一般是变成摩

擦音，即：

ジ[ʒi]、ヂ[ʤi] → ジ[ʒi]

ズ[zu]、ヅ[ʣu] → ズ[zu]

而在拨音之后时，情况则正好相反，即分别合

并为塞擦音ヂ[ʤi]和ヅ[ʣu]。

（4）ハ行音除フ仍读[ɸu]外，其余四个分别变

为ハ[ha]、ヒ[çi]、ヘ[he]、ホ[ho]。

在前一时期，ハ行音的辅音均为双唇摩擦音

[ɸ]，进入江户时代，发生了所谓“唇音退化”现

象。从《和字正滥抄》（1693）、《假名文字蚬缩凉鼓

集》（1695）等文献的记述来看，在江户时代前期的

京都，这一变化就已完成。[5]

2.2 现代日语长崎方言的语音特点

同现代汉语一样，现代日语也存在方言的差

别，平山辉男在『日本の方言』（1985）和『新日本語

講座 3―現代日本語の音声と方言』（1975）等书

中，将日语划分为琉球方言和本土方言两大种，其

中本土方言又分为四大方言区，包括：

八丈方言：八丈岛方言、青岛方言、小岛方言

东部方言：北海道方言、奥羽方言、关东方言、越

后方言、东海东山道方言、北部伊豆

诸岛方言

西部方言：北陆方言、近畿方言、四国方言、中国

方言、云伯方言

九州方言：九州东部（丰前、丰后、日向）方言、九

州西部（肥前、肥后、筑前、筑后）方

言、九州南部（萨摩、大隅、诸县）方言

现代日本的长崎县位于九州岛西北角，古属

肥前国。长崎方言在上述平山辉男的方言区划中

属于“九州方言”中的“九州西部”方言。平山辉

男、大岛一郎主编的『新日本語講座 3―現代日本

語の音声と方言』（1975）中“丰日、肥筑方言”一节

由丝井宽一执笔，丝井宽一将包括长崎在内的大

分、福冈、佐贺、长崎、熊本、宫崎等六县方言统一

称为“九州中北部方言”，认为这些方言或多或少

地具有以下17项语音特点。这些特点如下：

（1）オ读为[wo]，尤其是在词中和词尾。

（2）存在[kwa]、[gwa]音。

（3）存在[ɸa][ɸe]音。

（4）无ガ行鼻音，即无[ŋa][ŋi]之类的以[ŋ]开头

的音。

（5）エ[e]读为イェ[ie]，セ[se]读为シェ[ʃe]，ゼ

[ʣe]读为ジェ[ʤe]，テ[te]读为チェ[ʧe]。且其他

エ段音（如ヘ[he]、ケ[ke]、ネ[ne]等）一般也多少带

有一定的腭化色彩。

（6）ツ[tsu]读为トゥ[tu]。

（7）ジ和ヂ读音有别，分别为[ʒi]和[ʤi]；ズ和

ヅ读音有别，分别为[zu]和[ʣu]。

（8）有ナ行连声现象。

（9）ザ行音和ダ行音混同。

（10）ダ行音和ラ行音混同。

（11）连母音ai、ei、oi等读为长元音。

（12）有オ段长音的开合之别。

（13）长音短呼现象。

（14）短音长呼现象。

（15）词中、词尾的イ段音和ウ段音的元音存

在弱化现象。

（16）词中、词尾的カ行音、タ行音等读为

浊音。

（17）直音的拗音化现象。

丝井还指出，这些特点只见于老年人，青少年

的语音情况有很大不同。另外，以上这些特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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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1）（2）（3）（5）（6）（7）（8）（12）等实际上是存

古现象，保留了江户时代“中央语”（即 16世纪末

前后的京都方言）的语音特征。

综上所述，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当时的日语标

准音（京都音）和长崎方音的语音特点，但仍然无

法据此断定《唐话纂要》的片假名读音一定是京都

音，或者一定是长崎音。作为一部一位日本长崎

人在三百年多前编写的汉语教科书，它的片假名

标音到底是依据当时的日语标准音还是编者的日

语方音，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另外，书中出现

的サ、テ、モ、ス、ケ等现代日语不用的假名，它们

的实际读音是什么？这也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3 本文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要给出《唐话纂要》中唐音片假名标音的音

值，必须参考江户时代日语语音和编者的长崎方

音，但仅仅依据这两方面的知识仍然无法精准推

断其音值。比如江户时代日语标准音京都音ジ和

ヂ读音无别、ズ和ヅ读音无别，而长崎音音值却各

自有别。再比如ハ、ヘ两个假名的音值，前者读h，

后者读ɸ。更不用说书中还出现了一些现代日语

不用的特殊假名符号（如サ、テ、モ、ス、ケ等）。

由于《唐话纂要》是给当时的一种汉语标注的

读音，因此可以根据汉语的音韵特点来帮助推断

其准确音值。这是因为汉语，无论是古代的还是

现代的，无论是共同语还是方言，其字音都有着非

常严整的内部规律。汉语从上古到中古，再到近

代，最后到现代各方言，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

这一过程尽管复杂，但绝非杂乱无章。某一类字

往往经历相同或相似的演变过程，即便有分化或

例外，但也往往有据可依。自从上世纪初高本汉

的汉语音韵研究以来，学者们基本都相信这一点，

那就是，无论哪种汉语语音体系，都可以从以《切

韵》音系为代表的汉语古音中找到明确的对应规

律。即对某种汉语来说，其在汉语中古音中音韵

地位相同的字，读音往往经历相同的语音演变；在

中古音中声母（或韵母、或声调）相同的字往往也

自成一类。这一认识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汉语音

韵学、汉语方言学研究的理论前提。

《唐话纂要》的唐音所依据的到底是一种什么

样的汉语？换句话说，其依据是我国当时的何种

汉语方言？目前学界对此仍未有定论，但基本都

承认其中含有吴语和南京官话的语音成分。对

《唐话纂要》语音性质的探讨还有待于日、汉语学

界的进一步研究。本文即是该问题研究方面的

基础工作之一。

无论《唐话纂要》所依据的是何种汉语方言，

都可以根据汉语的音韵系统进行研究和推断。我

们完全可以基于汉语语音系统的上述特点，通过

考察某一假名所标汉字在汉语中古音中的音韵地

位来确定相关假名（如ジ和ヂ、ズ和ヅ）的对立关

系。另外，还可以根据汉语读音，尤其是共同语、

官话、吴语的一些共同特点来合理推断相关假名

的音值。

由于《唐话纂要》中的某一字（尤其是常用字）

往往多次出现，且并非只有一种读音，所以有必要

使用统计的方法整理字音。我们将《唐话纂要》一

至五卷中所有汉字及其片假名标音录入Excel表

格，使用Excel程序的“数据透视表”功能整理出同

一汉字的标音，共录入《唐话纂要》卷一至五15271

字，经 Excel程序“透视”，合并相同字，排除无标

音、异体字、印刷不清等情况，共得到2546个字的

标音。这2500多个字中，绝大多数字只有一种标

音，少数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标音。

4 《唐话纂要》相关假名的音值

4.1 ジ和ヂ、ズ和ヅ的音值

ジ和ヂ、ズ和ヅ两对假名在《日葡辞书》中分

别读为ジ[ʒi]、ヂ[ʤi]；ズ[zu]、ヅ[ʣu]，读音各自有

别。17世纪末的京都音中，两对假名读音各自相

混。在《唐话纂要》中它们是否也相混了呢？下面

通过整理标音中带有这些假名的汉字在汉语中的

音韵地位来考察它们是否对立。

4.1.1ジ和ヂ的音值

先看标为ジ的有哪些字，见下页表1。（本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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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表 8均为笔者依据各汉字唐音片假名标音从

《唐话纂要》（卷一至五）中抽取制成，特此说明。）

表1 《唐话纂要》标音ジ的汉字

古声母

日母

禅母

船母

来母

清母

书母

章母

其他

标为ジ的汉字

然瓤嚷讓饒擾惹人仁忍荏任恁認日絨冗柔肉如儒

孺乳辱入褥軟蕋若弱蒻

睡樹蜀熟壽受授拾石十盛慎甚尚上晨

順贖實食神

賃

匆

室手首

蠋跖

楯

来母的“赁”标为ジン（1次），当为受声旁“任”

字影响导致的误读。参考：“任”，ジン（1次）。

清母的“匆”，标为ジヨン（4次），清母字《纂

要》均标为ツ开头的音，此字或为误读。

书母的“室手首”三个字，除各有 1次标为ジ

外，另有标为シ的，且标为シ的次数远多于标为ジ

的。如“手”，23次标为シウ，1次标为ジウ。当为

误标，可以排除。

“蠋”字出现1次，标为ジヨ。“蠋”今音 zhú，在

《广韵》有章母、澄母两个反切。标为ジヨ，或为受

右边声旁误导所致的误读。参考：“蜀”，ジヨ

（3次）。

章母的“跖”（zhí）字出现1次，标为ジ，当为受

右边声旁误导所致的误读。参考：“石”，シ（8次），

ジ（5次）。

“楯”字在《广韵》有三个反切，丑伦切，木名；

详遵切，阑槛也；食尹切，阑槛。在现代汉语有两

个读音，shǔn，意为栏杆；dùn，意为盾。此字在《纂

要》出现两次，第一，铁楯，标音为ジヱン，释义为

タテ；第二，楯牌，标音为ジユン，释义为タテ。这

两个词项均在卷五“器用”栏目之下，且其日语释

义都为盾牌。可见其读音应为 dùn，《纂要》标音

错误。

这样，标为ジ的汉字均来自日、禅、船三母。

再看标为ヂ的有哪些字，见表2。

表2 《唐话纂要》标音ヂ的汉字

古声母

澄母

崇母

禅母

船母

知母

日母

标为ヂ的汉字

茶纏長場腸朝沉陳塵程遲蟲綢儔躊除厨躇传丈仗

杖直姪值重住著濁

柴狀撞

蟬常嘗償臣成承城诚讐床鱓

乘舩繩剩

嘲

仍

“嘲”字在《广韵》陟交切，知母，但在现代汉语

各方言一般读为阳平，其来源应为浊音声母，《纂

要》出现两次，标音分别为チヤ◦ウ和ヂヤ◦ウ。

“仍”字《广韵》如乘切，日母。《纂要》出现两

次，均标为ヂン。

这样，除“仍”字来自日母外，标为ヂ的字均来

自澄、崇、船、禅四母。

综上，通过考察《纂要》中ジ和ヂ两个假名所

对应汉字的中古声母地位，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第一，没有哪个汉字是既标为ジ，又标为ヂ的。第

二，标为ジ的，均来自古代的日、禅、船三母；标为

ヂ的，均来自澄、崇、船、禅四母。具体而言，日母

字除“仍”一字外，没有标为ヂ的；澄、崇两母字，没

有标为ジ的；船、禅二母的字，尽管有的标为ジ，有

的标为ヂ，但同一字却不存在ジヂ两种标音的

情况。

考虑到汉语（汉字）读音的稳固性和规律性，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纂要》中ジ和ヂ

两个假名的读音仍然存在对立。ジ读为[ʒi]，ヂ读

为[ʤi]。ジ和ヂ读音有异，与 17世纪末鸭东蔌父

对九州方言的记载和现代长崎方言的语音特点也

是相吻合的，可以相互印证的。

4.1.2ズ和ヅ的音值

标音ズ的字见下页表3。其中，群母的“鰭”标

为ズウ，出现1次，或为误读；日母的“蚋”，标为ズ

イ，出现1次；邪母的“似”，标为ズウ，出现9次。

标音ヅ的字见下页表4。其中，禅母的“常”有

三种标音，ヂヤン10次，チヤン5次，仅1次标为ヅ

ヤン，属非主流标音，很可能是误读；日母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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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标音，ジユイ54次，シユイ5次，仅1次标为

ヅユイ，当为误读；精母的“鏃”，出现1次，标为ヅ

ヲ，或为受右边声旁影响导致的误读。

综上，ズ假名主要用来标注禅、崇母两母止摄

字，ヅ假名主要用来标注從、邪、澄、崇四个声母的

字，且不存在同一汉字既有ズ标音又有ヅ标音的

情况。ズヅ两个假名存在对立，并未相混。结合

《日葡辞书》、现代长崎方言和日语语音发展史，我

们将ズ拟音[zu]，ヅ拟音[dzu]。

4.2 セ和ゼ的音值

セ假名在现代日语读[se]，在《日葡辞书》中读

[ʃe]。下面我们考察它在《纂要》中的情况，见表

5。セ假名《纂要》中出现的次数很少，共出现 11

次，涉及11个汉字。

日母的“軟”字，1 次标为セン，3 次标为ゼ

ン。日母的“然”字，1次标为ジヱン，2次标为セ

ン，27次标为ゼン。船母的“蛇”字1次标为セヱ，

9次标为ゼヱ、。禅母的“善”字，5次标为セン，19

次标为ゼン。可见这四个字均不止有一个读音，

且标为清音セ的次数均在少数，当属于“浊点标记

的非积极性”现象，应该排除。

而书母的“扇”，标为セン（2次）；“奢”，シヱ、

（2次），セヱ、（1次）；“舍”，セヱ、（3次）；“捨”，シ

ヱ、（1次），セヱ、（2次）；“設”，セ（2次）；“說”，セ

（44 次）。生母的“閂”，セン（2 次）。其中“奢舍

捨”三字，除了有标为セ的，还有标为シ的。

考虑到书母字在《纂要》中一般标为シ开头的

读音，我们有理由相信，《纂要》中的セ读音应为

[ʃe]，而非[se]。而这与现代长崎方言セ的读音是

完全一致的。

再来看ゼ假名，见表6。ゼ假名在《纂要》中出

现12次，涉及12个汉字。

“鴰”字今读guā，古属见母，《纂要》标为ゼ，出

现1次，应为受左边声旁影响导致的误读。

“折”字在《纂要》中本作“拆”，出现3次，分别

为“拆本”（モトデヲソンシタ）、“消拆”（ソンヲシ

タ）、“拆本钱”（モトデヲソンスル），标音均为

ゼ。从其日语注释（意为“折本”）来看，这三个

“拆”字应为“折”shé。“折本”的“折”对应《广韵》的

反切应为“常列切，断而尤连也”，属船母。

这样，ゼ假名就只来自日、船、禅三母，考虑到

日母字标音中ジ读为[ʒi]，且《纂要》中的セ读为

[ʃe]，则ゼ的读音当为[ʒe]，而非现代日语的[dze]。

4.3 ハヒフヘホ的音值

前文已经提及，室町时代末期的日语京都音

表3 《唐话纂要》标音ズ的汉字

古声母

禅母

崇母

群母

日母

邪母

标为ズ的汉字

豉時鰣市是匙

士仕柿事

鰭

蚋

似

表4 《唐话纂要》标音ヅ的汉字

古声母

從母

邪母

澄母

崇母

禅母

日母

精母

标为ヅ的汉字

才材財纔慚残蠶藏曾慈磁糍鹚從叢存疾嫉寂賤盡靜

就鷲聚絕齊前錢薔薔檣情晴全集杂在鑿造自字族罪

昨坐

辭誦俗隨遂夕席習羨詳祥象像斜謝敘續尋

茶池遲錘擇贼綻棹治賺椎

讒愁锄驟助撰

瑞常

如

鏃

表5 《唐话纂要》标音セ的汉字

古声母

书母

生母

日母

船母

禅母

标为セ的汉字

扇奢舍捨設說

閂

軟然

蛇

善

表6 《唐话纂要》标音ゼ的汉字

古声母

日母

船母

禅母

见母

标为ゼ的汉字

軟然苒惹熱染

舌蛇射

折善

鴰

45



日语语言研究 2019年 第6期 总205号

中，ハ行五个假名的辅音均为ɸ。而进入江户时

代，ハ行音除フ仍读[ɸu]外，其余四个分别变为ハ

[ha]、ヒ[çi]、ヘ[he]、ホ[ho]，与现代日语标准语东

京音一致。由此看来，フ的音值一直到现在都保

持了不变，无需特别讨论。而ハヒヘホ四个假名

的音值在《纂要》中如何呢？我们将标音中使用了

ハ、ヒ、フ、ヘ、ホ五个假名的汉字抽出，然后按照

它们的中古音声母地位列成表7。

非敷奉三母自中古以来，到现代各汉语方言，

尤其是官话方言和吴语，绝大多数都读唇齿摩擦

音，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和一致性。而晓匣二母

基本上都读[x][h]之类的摩擦音（现代有的方言中

细音字向前腭化），帮滂並三母基本上都读双唇塞

音。根据汉语的这一特点，我们可以借此探讨ハ、

ヒ、ヘ、ホ的实际音值特点。

观察表 7，我们发现，ハ、ヒ、フ、ヘ、ホ五个假

名都有用来给帮滂並三母字标音的情况，这显然

是无法成立的。这应该理解为“浊点或半浊点表

记的非积极性现象”。现代日语中的パピプペポ

右上角带有“半浊点”，（“半浊”的说法是日语学术

语，实为清音）用来标示清塞音[p]；バビブベボ右

上角带有浊点，用来标示浊塞音[b]。但这只是现

代日语的情况，在江户时代，浊点和半浊点的表记

规范还不十分成熟，许多文献中对浊音并不标注

浊点，对“半浊音”并不标注半浊点。这一方面是

因为这两个符号尚在初创阶段，另一方面也是因

为对于日语母语者来说，很多时候根据上下文的

文意可以基本判断是浊音还是清音。《唐话纂要》

也是如此。（不只是汉字的标音，《唐话纂要》的日

语注释部分也存在浊音不加浊点的情况。）以此观

之，ハ、ヒ、フ、ヘ、ホ五个假名用来给帮滂並三母

字标音的情况应该属于表记不规范带来的结果，

应该排除。

另外，日语史上还有“ハ行转呼音”的规则，即

ハ音出现在词中或词尾时，其读音变为相应的ワ

行音，如ハ变读为ワ，ヘ变读为エ。表 7中的“短

瓜……”和“摳鷗嘔”等字，即属于这种情况，这些

字标音中出现的ハ和ヘ，不在字音开头，故而读音

发生变化。如：短トハン（10次），实际读音为 to-

ua-ɴ；瓜クハア（11次），实际读音为 ku-ua。因为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声母问题，此种情况也应排除

在外。至于“其他”中“鳃莖蚪”等字，大多属于例

外或者误读，此处不细说。

观察表7，我们可以发现ヒ假名没有用来给非

敷奉三母字标音，只用来给晓匣母字标音，可见它

的音值已经不再是唇音，很可能已经演变为了[çi]，

与现代日语同。而ハヘホ则与フ的表现相似，都是

既用来给非敷母又用来给晓母标音。要知道，现

表7 《唐话纂要》标音ハヒフヘホ的汉字

古声母

非敷

奉

晓

匣

帮滂並

其他

标为ハ的字

發法髪番幡翻方坊

紡訪放

帆飯防妨

海害罕喊汉蒿好耗

花化歡喚荒慌謊

孩還含凾寒汗旱捍

翰行毫豪號曷華撶

畫話樺

霸敗板伴幫棒飽暴

盤潑

鏖襖拗（影母）；冇；

短瓜……

标为ヒ的字

（无）

（无）

畜许吸希稀嘻喜戲

蝦鰕掀險顯香鄉享

響向囂曉孝歇欣兄

凶兇休虛噓萱喧

骇行繫遐暇下夏絃

閑賢限莧現協鞋蟹

杏幸倖興玄懸泫學

血訓

必比避表冰餅病票

平評憑

鳃（心母）；梟（见

母）；雄（云母）

标为フ的字

废妃非飞榧誹費分紛粉

糞封風楓夫筟拂福斧府

腐付赴副復富

逢奉伏芙枎服父駙

虎滸

（无）

不布

（无）

标为ヘ的字

否覆

（无）

黑

狠恨猴后厚後候

白本萹便辨

莖（见母）；硬（疑母）；

摳鷗嘔

标为ホ的字

蜂豐弗福蝠腹覆

狒逢鳳復

烘轟忽灰輝悔喙賄誨

諱昏婚葷火伙貨禍嚇

合何河和荷盒鶴橫红

洪鸿蕙

蚌備破

蚪（端母）；蛤（见母）；

勿（微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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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日本人编写的汉语入门书中，只有フ（[ɸu]）是

既给汉语的 f声母又给汉语的h声母标音的。

假名是日语的文字标记符号，已有一千多年

的历史。日本人在学习外语时，尤其是在入门阶

段，有使用片假名给所学语言标注读音的传统和

习惯。江户时代是如此，现在也不例外。现代日

本人编写的不少汉语入门书，都给汉字标注了片

假名读音。这些书中的汉字片假名标音，对我们

研究《唐话纂要》的唐音有启发性意义。

上述讨论说明，在《唐话纂要》的编者冈岛冠

山的口中，ハ、ヘ、ホ三个假名的辅音部分的发音

应该都还是ɸ，没有演变为，或者至少是没有完全

演变为现代日语的样子。实际上，ハ、フ、ヘ三个

假名读为ɸ开头这一特点，与现代长崎方言也是吻

合的；并且，不只是ハ、フ、ヘ，《纂要》的ホ假名也

读唇音。

综上，《纂要》中ハ、ヒ、フ、ヘ、ホ五个假名的

音值分别应为[ɸa][çi][ɸu][ɸe][ɸo]。

4.4 ツア和サ、ヅア和ザ的音值

ツア，照其假名来转写应为 tsua，但日本人往

往用这两个假名来标记其音系中没有的 tsa 音。

比如现代日本人编写的汉语入门书中就均用ツア

来标注汉语的 tsa 或 tsha 音。考

察《纂要》中的ツア标音，该标音

共出现 17次，所注的字在汉语中

古音和今普通话，基本上都是开

口字，只有“攛竄”两个合口字标

为ツアン各 1 次。故我们将ツア

拟音为 tsa基本上是合适的。サ假

名，在现代日语并不使用，学界一

般认为它是 tsa音，即与ツア所标

记的音是相同的。统计它在《纂

要》中给汉字标音出现的次数，共

48次，远多于ツア。有的字的标

音既有ツア又有サ，如“草在”

等。可见《纂要》给汉语的 tsa音

进行标音时，首选的是サ，这或许

是因为ツア可能带来 tsua 的误

解，故而使用全新的サ假名进行更为准确的标音。

与ツア和サ都读为 tsa相对应，它们的浊音ヅ

ア和ザ读为dza。

4.5 右上角带有圆圈符号的テ、モ、ス、ケ、ペ等

现代日语只有パ、ピ、プ、ペ、ポ五个假名带有

右上角的圆圈符号，分别读为 pa、pi、pu、pe、po。

而《纂要》中却出现了テ、モ、ス、ケ等特殊假名符

号。它们的音值值得探讨。

从表 8可以看出，《纂要》中带有右上角特殊

符号的标音的字基本上都是中古曾、梗、臻三摄开

口一二等的字，有入声韵也有阳声韵。少数字只

有带特殊符号的标音，多数字除了带特殊符号的

标音，还有另外一种不带特殊符号的标音，即标为

テ、モ、ス、ケ。而这些不带有圆圈符号的基本上

都是日语エ段音，即其元音部分都为e。ス假名虽

然不是エ段，但其后续ヱ，スヱ连读为 se。

使用日语中本来没有的假名符号为某字标

音，很可能说明该字的读音使用日语原有假名无

法准确标音。它提示读者，这些字不应用日语テ、

モ、スヱ、ケ假名的读音去发音，而是另有发音。

那么，这个发音是什么呢？这个音在日本人听上

去应该接近于他们音系中的 e元音。结合现代汉

表8 《唐话纂要》特殊标音符号字表

中古音韵地位

曾

梗

臻

摄

入

声

梗

臻

摄

舒

声

端母开口一等曾摄德韵

晓母开口一等曾摄德韵

溪母开口一等曾摄德韵

溪母开口二等梗摄陌韵

见母开口二等梗摄陌韵

明母开口二等梗摄麦韵

明母开口二等梗摄麦韵

明母开口一等曾摄德韵

明母开口一等曾摄德韵

明母合口一等臻摄没韵

溪母开口一等曾摄登韵

生母开口二等梗摄庚韵

见母开口二等梗摄庚韵

溪母开口二等梗摄庚韵

见母开口一等臻摄痕韵

明母合口一等臻摄魂韵

明母合口一等臻摄魂韵

（无）

汉字

得

黑

克

客

格

麦

脉

墨

默

没

肯

生

更

坑

根

門

悶

們

不带特殊符号的标音

テ（89）

ヘヱ（1）

（无）

ケ（9）

（无）

モ（1）

（无）

モ（1）

（无）

モ（3）

ケン（12）/ヴン（1）

スヱン（29）

ケン（14）

（无）

ケン（3）

モン（1）

（无）

（无）

带有特殊符号的标音

テ（1）

ペ（6）

ケ（1）

ケ（11）

ケ（1）

モ（5）

モ（2）

モ（2）

モ（3）

モ（73）

ケン（11）

スヱン（62）

ケン（4）

ケン（1）

ケン（1）

モン（19）

モン（8）

モ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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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官话、吴语曾、梗、臻三摄开口字的读音，笔者认

为，这个音很可能是汉语的ə或ɤ 之类的音。因此，

我们将这些特殊假名分别拟音为テ tə、モmə、ス
ヱsə、ケkə。

ペ假名读为 pe，但书中“黑”字也标为了ペ。

“黑”字读pe在汉语难以成立，或许是误标。但《纂

要》的标音中误标的，基本上都是省略浊点或半浊

点，而没有添加多余符号所导致。结合前面我们

对テ、モ、ス、ケ的分析，这个符号很可能也是起同

样的作用，即提示“黑”字的读音为[hə]，而非[he]。

4.6 ヱ、オ的音值

现代日语的エ在《纂要》中均写作ヱ。前文已

经提到，エ/ヱ在《日葡辞书》中的读音为 i̯e，进入江

户时代之后逐渐变为单元音e，但这一变化的完成

大约是在18世纪中叶。《纂要》成书于1716年，其读

音应该还是 i̯e。如“也”（39次）、“夜”（10次）、“野”

（3次）等字均标音为ヱ、，从汉语的角度来讲，这三

个字读为单元音 e的可能性极低，只能是读为 i̯ e。

另外，现代日本出版的汉语入门书中均将“野”等

字标为イエ，以 i音开头，未有直接标为エ的。

《纂要》使用ヲ假名，仅出现两次オ假名，即

“回”字两次标为オイ，而“回”字的另外21次均标

为ヲイ。可见其オ假名使用频率极低，且其读音

仍为u̯o，还未演变为单元音o。

5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推断《唐话纂要》中相关片假

名标音的音值如下：

ジ[ʒi]、ヂ[ʤi]；

ズ[zu]、ヅ[dzu]；

セ[ʃe]、ゼ[ʒe]；

ハ[ɸa]、ヒ[çi]、フ[ɸu]、ヘ[ɸe]、ホ[ɸo]；

ツア/サ [tsa]、ヅア/ザ[dza]；

テ [tə]、モ [mə]、スヱ[sə]、ケ [kə]、ペ[hə]；

ヱ[i̯e]、オ[u̯o]。

其中，ジ、ヂ、ズ、ヅ、セ、ゼ、ハ、ヒ、ヘ、ホ几个

假名的音值体现了《唐话纂要》编者冈岛冠山的日

语长崎方言的语音特色；ツア、サ、ヅア、テ、モ、ス

ヱ、ケ、ペ等是编者为汉语特色语音而采用的特殊

假名符号。

已故著名汉语语言学家李小凡先生曾指出：

“研究日本汉字音必须精通日汉双语，同时要有深

厚的音韵学功底，将唐音和明清汉语方言作比较

需要熟稔汉语方言。这些不同学科之间的巨大跨

度，导致很少有研究者能将它们集于一身。”[6]

不管是出于怎样的研究目的和角度，对《唐话

纂要》中的唐音片假名标音进行研究，本质上都是

一种对音研究。对音资料区别于纯汉字文献资料

的便利之处首先是它有实际可读的声音，而非只

有音类。利用对音资料进行研究的第一步首先是

要读出所涉拼音文字的音值。本文所做的即是这

一工作。

[本文为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珍藏汉语文献与南

方明清汉语研究”（12&ZD178）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林

华勇）；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末以来西方人创制的

汉语罗马字拼音方案研究”（13BYY103）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

主持人：庄初升）；2019年度暨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日本江户时代华裔唐通事家传汉语教材研

究”（19JNQN03）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李宁）]

注

[ 1 ]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德川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开放长崎一地允许对外贸易往来。明末清初，汉语随着躲避战乱的中国移

民、东渡传灯的中国禅僧及前往长崎进行唐船贸易的清朝商人传入日本。当时的日本人将当时的汉语口语称为“唐话”。

[ 2 ] 对于冈岛的汉语水平，同时代的日本学者无不给予称赞。高濑学山称其“一坐一笑，无不肖唐。尝在崎阳，与诸唐人相聚谭论，其调戏谩

骂，与彼丝发不差”；白樫仲凯希八甫赞其“声音之正，与词言之繁，颇究其阃奥”。另外，除陆续编纂了一批唐话教材（如《唐话纂要》《唐译

便览》《唐音雅俗语类》《唐语便用》等），冈岛还翻译了一些中国的白话小说，如《通俗皇明英烈传》《忠义水浒传》《通俗忠义水浒传》等，直

接开启、推动了中国白话小说在日本的流传。

[ 3 ] 享保三年（1718）《唐话纂要》再版，共六卷，增加了第六卷《和汉奇谈》。本文讨论使用的原始材料是六角恒广编辑、解说的《中国语教本类

集成 补集 江户时代唐话篇 第一卷 一 唐话纂要》。该套书只收录《唐话纂要》卷一至五，未收卷六。本文从之，不论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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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中田祝夫.講座国語史第2巻―音韻史・文字史[M].東京：大修館書店，1972：249.

[ 5 ] 大野晋，柴田武.岩波講座日本語5音韻[M].東京：岩波書店，1977：265.

[ 6 ] 谢育新.近世唐音：与十八世纪杭州话和南京官话对比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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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Some Kana's Sound Value in Tōwasanyō

Abstract: The book Tōwasanyō, which was publish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8th century, is regarded as the first Chinese

textbook in Japan's history. The writer Okajima Kanzan gives a Tōon to each Chinese character by using Japanese katagana,

which reflects the real oral pronunci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that time. However, the accurate sound value of some rele-

vant kana in the book has not been given. Using the knowledge of Japanese phonology history, Japanese dialectology and Chi-

nese phonology history, this paper gives the accurate sound value of some relevant kana (ji,di,zu,du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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