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所谓近世唐音是指，日本江户时代由中国东

南沿海传入日本的汉语语音，其语音母体主要为

明清时期的南京官话与杭州音[1]。杭州话是一种

比较特殊的吴语次方言，宋室南迁对其发展产生

了决定性影响，大量北方人口带来的汴洛口音使

其在语音系统上带有显著的官话方言色彩[2]。因

此，在近世唐音资料中，南京官话与杭州音常被统

称为“南京口”即广义的“南京话”[3]。对于这两种

音质较为接近的语音系统，究竟存在何等的语音

差异，其假名标注形态具有怎样的特点，是一个值

得研究的课题。

1 文献综述

近世唐音资料存世数量相对丰富，然而严格

区分杭州音和南京官话的文献并不多见。例如冈

岛冠山《唐话纂要》，其唐音标注的语音母体虽以

杭州音为主，但也混杂了若干南京官话要素。在

目前已知文献中，唯有文雄《三音正讹》和朝冈春

睡《四书唐音辨》等个别资料明确区分了两者。

1.1 文雄《三音正讹》及其相关研究

文雄（1700-1763），净土宗僧侣，近世著名音

韵学者，师从太宰春台，精通吴音、汉音和唐音的

语音构造，所著《三音正讹》和《磨光韵镜》等论著

在《韵镜》研究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4]。其中《三

音正讹》对杭州音和南京官话作了如下描述：

華音者俗所謂唐音也。其音多品。今長崎

舌人家所學有官話杭州福州漳州不同。彼邦輿

地廣大。四方中國音不齊。中原為正音。亦謂

之雅音。四邊為俗音。亦謂之鄉音。其中原所

用之音有二類。官話之輿俗話也。俗話者平常

言語也。官話者讀書音此之用。其官話亦有

二。一立四聲、唯更全濁為清音者是也。一不

立入聲不立濁聲、唯平上去唯清音者謂之中州

韻。用為歌曲音。二種通稱中原雅音。支那人

以為正音。其俗話者杭州音也。亦曰浙江音。

（中略）其浙江音也，以予觀之，皦如正音哉。以

符合唐宋正韻書也。[5]
（标点符号笔者注）

从上文所述可知：近世唐音有“官话杭州福州

漳州”的不同；官话与杭州音（浙江音）皆为“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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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音）”且官话为“读书音”，杭州音为“平常言语

音”；官话下分有二，均无全浊声母；杭州音“符合

唐宋正律韵书”，即保留了中古全浊声母。

有坂秀世（1938）则基于上述文雄的共时性描

述对近世唐音中的杭州音和南京官话进行了初步

分类，即如若“并、定、澄、从、邪、床、禅、群”8个全

浊声母的唐音形态为浊音假名则为杭州音，反之

则为南京官话。此后，冈岛昭浩（1992）同样基于《三

音正讹》，在有坂秀世（1938）观点的基础上，增添了

对“奉、匣”两个全浊声母的解释，并认为“奉、匣”两

母在杭州音中的唐音形态为「アヤワ行」假名。

1.2 朝冈春睡《四书唐音辨》及其相关研究

《四书唐音辨》是由朝冈春睡编撰，享保 7年

（1724）刊行的字音书。全书共分上下两卷，共计

收录2421个汉字，上卷1015个汉字取自《大学》和

《中庸》，下卷 1406个汉字取自《论语》和《孟子》。

该书使用片假名标注唐音，当南京官话与杭州音

一致时则只在汉字右侧标注片假名，当读音不同

时则在汉字左右两侧分别注音，左侧为杭州音，右

侧为南京官话。

该书作者朝冈春睡，师从近世汉学泰斗——

冈岛冠山，这点可从冈岛冠山为该书所作序言中

获知。又据石崎又造（1967），古文辞学派的荻生

徂徕和太宰春台也师从冈岛冠山学习唐音。因

此，从师承系谱上看，朝冈春睡《四书唐音辨》和文

雄《三音正讹》为同一系统的唐音资料，根源于冈

岛冠山的汉语。

高松政雄（1985）正是基于《四书唐音辨》并记

南京官话和杭州音的个性以及冈岛冠山系唐音资

料的可信度，从音韵学的角度实际分析了该书的

部分用例，并指出了南京官话与杭州音的4点区别：

①继承了有坂秀世（1938）关于“并、定”等 8个全

浊声母的认识；②全浊匣母的唐音形态若为「アヤ

ワ行」假名则为杭州音，若为「ハ行」假名则为南京

官话；③止摄开口舌齿音，无论精组还是知照组杭

州音皆为「-ウ」假名，而南京官话中的精组为「-ウ」，

知照组为「-イ」；④入声字药韵，杭州音为「-ヤ

ツ」，而南京官话为「-ヨツ」。

综上所述，先行研究虽然从整体上把握了南

京官话和杭州音的区别，但仍存以下两点问题：①
有坂秀世（1938）和冈岛昭浩（1992）主要依据文雄

《三音正讹》的文字性描述，而并未从音韵学的角

度具体分析实际用例，因此所得结论仅限于中古

全浊声母保留与否的主要特征上；②高松政雄

（1985）虽然对《四书唐音辨》进行了音韵学分析，

但并不彻底，所得结论未免有所遗漏。因此，本文

将在前辈先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彻底分析《四书

唐音辨》中的全部用例，以期全面、具体揭示近世

唐音中的南京官话与杭州音的差异。

2 特殊假名和多音字

2.1 近世唐音中的特殊假名

由于汉语的音素数量远超日语，所以在假名

注音时，通常使用一些辅助符号，以增添假名的功

能，使其尽可能地接近汉字的真实发音。根据沼

本克明（1997），近世唐音资料通常使用以下辅助

符号，其意义如下所示：

（1）辅助符号「○」。该符号等同于现代 IPA

中的辅助符号[.]，其作用在于提示前后两个元音

分属不同音节，不能融合为双元音。例如，假名

「あう」常在日语中融合为「オ段長音」，而「あ○う」

则表示「あ」和「う」分别为独立音节，读作[a.u]。

本文为行文方便，在举例唐音标注时，将省略该

符号。

（2）不浊点「゜」。该符号又被称为「注意記

号」，常标在假名的右肩，其作用在于提示所标假

名的发音有变，不能按原假名读音去读，其具体意

义又可下分以下四点：

①标在「ハ行」假名右肩表示[p-]音，例如「把

パア」「柄ピン」「不プ」。

②标在假名「サ」的右肩表示[ts-]音，例如「再

サ゜イ」「早サ゜ウ」「草サ゜ウ」。

③标在假名「モ・ケ」的右肩表示[-ə]音，例如

「没モ゜」「根ケ゜ン」「客ケ゜」。

④标在假名「テ」的右肩读作[ti]，例如「地テ゜イ」

「定テ゜ン」「亭テ゜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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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符号「ヽ」表示长音，例如「エヽ」读作[e:]。

2.2 《四书唐音辨》中的多音字

《四书唐音辨》共有 481个汉字的左右两侧均

标注了不同的唐音假名。然而，从卷头割注“右注

为南京音左注为浙江音又有训异者”可知：这 481

个汉字并不全是南京官话与杭州音的对立者，里

面还含有多音字。因此，在探讨南京官话和杭州

音的区别之前，首先要从中甄别多音字。通过查

阅《广韵》《通假大字典》《古代汉语通假字大字典》

和《古代汉语大词典》（辞海版）等工具书，共计确

认 59个多音字。这些多音字根据其类型的不同

又可下分为“双切”字和通假字等。

（1）双切

“邪”字有“似嗟切”和“以遮切”两个反切，分

别属于“假摄开口三等麻韵平声邪母”和“假摄开

口三等麻韵平声以母”，两者只存在声母上的差

异，一个是“邪母”，一个是“以母”。而“邪”字左右

两侧唐音标注「スヱヽ」和「ヱヽ」同样提示两者的

区别在于声母，且一个读若舌齿摩擦音[s-]，一个

读若零声母。因此，可以断定「スヱヽ」和「ヱヽ」

表示的是“邪”字的不同读音。

同理可证，射（羊谢切又神夜切）、賈（公户切

又古疋切）、車（九鱼切又尺遮切）、於（央居切又哀

都切）、数（色句切又所角切）、蓋（古太切又古盍

切）、易（以豉切又羊益切）、積（子智切又资昔切）、

戲（荒乌切又香义切）、刺（七赐切又七迹切）、否

（符鄙切又方久切）、陶（余昭切又徒刀切）、句（九

遇切又古候切）、復（房六切又扶富切）、覆（房六切

又扶富切）、参（楚簪切又仓含切）、歃（山辄切又山

洽切）、葉（与涉切又书涉切）、沈（式任切又直深

切）、泄（余制切又私列切）、見（古电切胡甸切）、説

（弋雪切又失爇切）、質（陟利切又之日切）、率（所

类切又所律切）、術（食聿切又直律切）、悪（乌路切

又乌各切）、省（所景切又息井切）、馮（房戎切又扶

冰切）、足（子句切又即玉切）等29个例字。

（2）通假字

“女”字古通“汝”，“女”和“汝”的中古音所属

分别是“遇摄合口三等语韵上声娘母”和“遇摄合

口三等语韵上声日母”，两者只存在声母上的差

异，一个是“娘母”，一个是“日母”。而“女”字左右

两侧唐音标注「ニユイ」和「ジユイ」同样提示两者

的区别在于声母，且一个读若鼻音[n-]，一个读若

塞擦音[dz-]。因此，可以断定「ニユイ」和「ジユ

イ」表示的是多音字的读音。

同理可证，汚（窪、括号内为通假字）、裕（猷）、

个（介）、斉（貲）、施（迤）、尼（昵）、耆（嗜）、危（跪）、

魏（巋）、告（鞠）、繆（穆）、鄒（邾）、禁（紟）、譖（讒）、

斬（慚）、盼（非）、間（閑）、宜（義）、関（擐）、卒（猝）、

杌（扤）、亡（無）、罔（無）、食（寺）、翼（异）、肱（宏）、

衡（橫）等27个例字。

此外，“丘”字也拥有两个唐音标注，分别是

「キウ」和「メウ」。这是由于古代读书人为避孔子

名讳，常将“丘”字读作“某”[6]。

3 《四书唐音辨》的音韵学分析

声韵调分析法是音韵学研究的传统分析方

法。正如用例「兆ヂヤウ、チヤウ」（前者为杭州

音，后者为南京官话，下同）所示，虽然片假名无法

提供所标汉字的调值，但仍可从中获取“声、韵”信

息。因此，本节将遵循该分析法以声母、韵母为基

本分析单位，在中古音的框架体系内逐一探讨《四

书唐音辨》中的422个有效用例。

3.1 声母

3.1.1全浊声母

杭州音作为吴语次方言，其最大特点是保留

了中古全浊声母。在总计 422个有效用例中，共

有 322个例字反映了这一根本属性，其具体表现

可分为以下两种形式：

（1）清音假名与浊音假名的对立

如「盤（並）バアン、パアン」所示，杭州音和南

京官话分别使用「バ行」假名和「パ行」假名标注并

母，形成了清音假名和浊音假名的对立。这种唐

音形态上的清浊对立，同样表现在“并、定、澄、从、

邪、床、禅、群”8个全浊声母上（见下页表1）。

对于下页表 1所示唐音假名形态上的清浊对

立，可从“参考音值”栏中获知缘由。即“并、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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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中古全浊声母在杭州话中读作浊辅音，而在南

京官话中读作与之相对的清辅音。

（2）「ハ行」假名和「アヤワ行」假名的对立

在探讨匣母和奉母之前，首先需要确认「ハ

行」的音值。由于唇音退化，「ハ行」辅音经历了由

双唇塞音[p-]向双唇擦音[ɸ-]再向喉头擦音[h-]的

演变过程，而江户中前期正好处于[ɸ-]＞[h-]的转

变期 [7]。因此，用例中的「ハ行」假名对应[ɸ-]和

[h-]两个音值。

匣母在杭州音中读作喉头浊擦音[ɦ-]，在南京

官话中读作喉头清擦音[h-]，两者同样只存在声带

振动与否的区别。对于音素[ɦ-]而言，它的音质极

其微弱，其作用在于使声带产生振动，并不与后续

元音拼合，故可以将其视为零声母。因此，如「含

アン、ハン」「械ヤイ、ヒヤイ」「回ヲイ、ホイ」所

示，57个匣母字的杭州音标注为「アヤワ行」假名，

而南京官话标注为「ハ行」假名。

对于19个奉母例字，如「凡ワン、ハン」和「夫

ウヽ、フウ」所示，其杭州音标注为「ワ行」假名，南

京官话标注为「ハ行」假名。这是由于奉母在杭州

音中读作[v-]，而在南京官话中读作[f-]的缘故。

3.1.2次浊日母

日母等次浊鼻音声母非鼻音化是中古音向近

代音演变的重要特征，早在唐末五代时期的“长

安”方言中，日母便遗失了鼻音要素，由[nʑ-]音素

演变为[ʑ-]音素[8]。正如“日母在古音是鼻音加摩

擦音，吴语文言中取它的摩擦成分，拿它当庄禅看

待”[9]所述，日母由于鼻音要素的脱落，其性质已由

次浊鼻音声母转化为全浊擦音声母。

具体到本小节，共有相关例字 10例。如「濡

ジユイ、シユイ」所示，“濡、孺、蕘、柔、冉、牣、攘、

譲、仍、戎”10个日母字的杭州音标注为「ザ行」假

名，而南京官话标注为「サ行」假名。这

表现了日母已由次浊鼻音声母转化为全

浊擦音声母，读若“庄、禅”两母的语音

特征。

3.1.3喉音影、喻母

在中古音系中，影母属于零声母，喻

母属于半元音，均可归为广义的零声

母。在“零声母＋元音”的音节构造中，虽然没有

名义上的声母，但当元音气流经过喉头、舌根等部

位时不可避免地与这些器官产生摩擦，进而形成

辅音性要素，即与喉头摩擦时产生[h-][ɦ-]等音素，

与舌根摩擦时产生[ŋ-][g-][x-][ɣ-]等音素。因此，

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影、喻两母的开口一二等字在

陕西话中读作[ŋ-]，在凤台话中读作[ɣ-]，在汕头和

厦门话中读作[h-][10]。

具体到本小节，共有相关影母字 7 例（“隘、

奥、温、韞、薀、愠、縕”）、喻母字 3 例（“祐、熊、

頤”）。如「頤イヽ、ヒイ」「奥アウ、ハウ」所示，例

字的杭州音标注为「アヤワ行」假名，而南京官话

标注为「ハ行」假名。这说明了当时的南京官话中

的影、喻两母在发音时，喉头出现了无声摩擦，产

生了类似于[h-]的音素。

3.1.4审母

审母在向近代音的演变过程中，其音值由舌

面音[ɕ-]逐渐变为舌尖音[s-]或[ʂ-]。然而，在现代

吴语中，仍有部分地区保留了舌面音[ɕ-]的读法。

例如，审母二等字在今溧阳、金坛西岗、丹阳、温州

等地，审母三等字在今靖江、黄岩、永康等地仍读

作舌面音[ɕ-]。

具体到本小节，共有相关审母二等字 4 例

（“灑、山、産、刪”）、审母三等字 3 例（“衰、榱、

水”）。如「灑シヤイ、サイ」所示，例字的杭州音标

注为「サ行イ段」假名「シ」，而南京官话标注为「サ

行」非「イ段」假名。这体现了当时杭州话保留了

审母读作舌面音[ɕ-]的语音特征。

3.2 韵母

3.2.1平舌韵母[-ɿ]和卷舌韵母[-ʅ]

中古止摄“支、脂、之”三韵以及之后转入止摄

表1 “并定澄从邪床禅群”8个全浊声母的唐音形态

唐音假名

参考音值

并（34例）

杭州

バ行

[b-]

南京

パ行

[p-][ph-]

定（51例）

杭州

ダ行

[d-]

南京

タ行

[t-][th-]

澄从邪床禅（131例）

杭州

ジヂズヅ

[dz-][z-]

南京

シチスツ

[ts-][tʂ-][s-][ʂ-]

群（30例）

杭州

ガ行

[g-]

南京

カ行

[k-][kh-]

注：本表为笔者所作，本表及下文的中古音分类基于《方言调查字表》（修订版），中古

音拟音取自王力《汉语史稿》（第三版），南京官话的音值取自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

究》，吴语和杭州音的音值取自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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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齐、祭”两韵在向近代音演变的过程中，官话方

言和吴语产生了分歧。根据王力（2015）可知：在

官话方言中，精组声母的音值为舌尖前音[ts-][tsh-]

[s-]，知照组声母的音值为舌尖后音[tʂ-][tʂh-][ʂ-]，

当“支、脂、之、齐、祭”五韵与精组相拼时，受舌尖

前音的影响其音值由[-i]变为平舌音[-ɿ]，当与知

照组声母相拼合时，受舌尖后音的影响其音值由[-i]

变为卷舌音[-ʅ]；而在吴语中，由于精组、知组和照

组均读作舌尖前音[ts-][tsh-][s-]，故“支、脂”等五韵

的音值为平舌音[-ɿ]。具体到本小节，共有相关例

字56例，其唐音标注的具体形态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杭州音的唐音标注，无论精组还

是知组和照组均为「ウウ」；南京官话的唐音标注，

精组为「ウウ」，知组为「イイ」，照组内部存有分

歧；就南京官话的照组而言，其清声母（照穿审）为

「イイ」，全浊声母（床禅）为「ウウ」。这提示了以

下两点语音事实：①“支、脂”等五韵在杭州音中演

变为平舌韵[-ɿ]，而在南京官话中，因声母拼合条

件的不同演变为平舌韵[-ɿ]和卷舌韵[-ʅ]；②虽然

在现代官话方言中，“支、脂”等五韵在与照组全浊

声母（床禅）相拼时已经演变为卷舌韵[-ʅ]，但在

《四书唐音辨》的时代仍为平舌韵[-ɿ]。

3.2.2入声觉、药、月、屑、曷、洽、德、陌韵

“入派三声”是中古音向近代音演变的重要规

律，然而汉语诸方言对该演变的进度把控却各不

相同。如表 3所示，共有 24个相关入声字的唐音

标注，体现了这一差异性。

以药韵非知照系字和觉韵见系字为例，由于

相关例字的唐音形态分别为「ア」和「オ」（前者为

杭州音，后者为南京官话），故可推测当时的杭州

音处于“[- iak]”阶段，而南京官话处于“[- iɔ]”阶

段。同理可证：①月韵见系字和屑韵字的杭州音处

于“[-Ǐɐt]”阶段（音素[ɐ]与音素[A]相近，同为低舌

央元音），而南京官话至少处于“[-iɛt]”阶段；②曷韵

见系字的杭州音处于“[-ɑt]”阶段，而南京官话处于

“[-ɛt]”阶段；③合、洽两韵见系字的杭州音处于

“[-ɑp]”阶段，而南京官话至少处于“[-ɔp]”阶段；④
德韵帮组字的杭州音处于“[-ək]”或“[-e]”阶段，而

南京官话处于“[-uo]”阶段；⑤陌韵非帮组字的杭州

音处于“[-æk]”阶段，而南京官话至少处于“[-ɒk]”

（音素[ɒ]与音素[ɔ]相近，同为低舌后元音）阶段。

表2 “支脂之齐祭”5韵的唐音形态

条件

例字

区分

唐音假名

参考音值

精组（例数）

精清心从邪（10）

字

杭州

ツウ

ウウ

[-ɿ]

南京

ツウ

ウウ

[-ɿ]

知组（例数）

知彻澄（14）

知

杭州

ツウ

ウウ

[-ɿ]

南京

チイ

イイ

[-ʅ]

照组（例数）

照穿审（21）

只

杭州

ツウ

ウウ

[-ɿ]

南京

チイ

イイ

[-ʅ]

床禅（11）

事

杭州

ズウ

ウウ

[-ɿ]

南京

ツウ

ウウ

[-ʅ]

注：本表为笔者所作。

表3 “觉药月屑曷洽德陌”8韵的唐音形态

摄、开合、等

宕开三

江开二

山开三

山开四

山开一

咸开一

咸开二

曾开一

梗开二

韵（例数）

药韵（11）

觉韵（5）

月韵（1）

屑韵（1）

曷韵（2）

合韵（1）

洽韵（1）

德韵（1）

陌韵（1）

条件

非知照系

见系

见系

无

见系

见系

见系

帮组

非帮组

演变规律

[-iak]>[-iɔ]>[-ie]/[-ye]

[-Ǐɐt]>[-iɛt]>[-iɛ]>[-ie]/[-ye]

[-ɑt]>[-ɛt]>[-ɔ]>[-ə]

[-ɑp]>[-ɔp]>[-ɔ]>[-ə]

[-ək]>[-e]>[-uo]

[-æk]>[-ɒk]>[-ɒ]>[-ə]

用例

却キヤツ、キヨツ

覚キヤツ、キヨツ

掲カツ、ケツ

屑スヤツ、スヱツ

割カツ、ケツ

合ハツ、ホツ

跲ハツ、ホツ

北ペツ、ポツ

赫ヘヱツ、ホツ

唐音形态

杭

ア

ア

ア

ア

エ

エ

南

オ

エ

エ

オ

オ

オ

注：本表为笔者所作，“条件”栏中的“见系”指“见溪疑影喻晓匣”七母；“知照系”指“知彻澄娘照穿床审禅”九母；“帮组”指“帮滂并明”四

母。“演变规律”栏中各韵的音值演变取自王力《汉语史稿》（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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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杭州音的演化过程总是慢于南京

官话，处于其前一阶段，这符合入声韵在吴语和官

话方言中的整体演变规律。以最显著的标志——

入声韵尾为例，在现代官话方言中，入声韵尾已消

失，入声韵已全部转为了阳声韵，而在吴语中，虽

然入声韵尾已合三为一且入声音素[-ʡ]的响度极

其微弱，但入声韵尾仍得到了广泛保留，并未全面

转入阳声韵。

3.3 其他

在上述两个小节中共计分析了 412个用例的

唐音形态，仍有“愧、逞、創、農、滋、鎡、蚳、俗、隨、

竊”10个例字需要探讨。

（1）个别读音差异

全清见母字「愧グイ、クイ」和次清彻母字「逞

ヂン、チン」，虽然均为清声母，但在具体读音上却

出现了特例。由于“愧”字在杭州等大部分吴语区

读作浊音[g-]，“逞”字在杭州、宜兴、溧阳、绍兴、嵊

县崇仁、宁波、黄岩等地读作浊音[dz-]，故这两个

字的杭州音标注使用了浊音假名。

宕摄开口三等荡韵穿母字「創チヤン、サ゜ン」

的唐音标注提示，杭州音中含有齐齿介音[-i-]或撮

口介音[-y-]。这与“創”字在今杭州、常州、衢州、

金华等地含有撮口介音[-ʯ-]，在金坛西岗、靖江等

地含有撮口介音[-y-]相符。

同理，通摄合口一等冬韵泥母字「農ニヨン、

ノン」，同样提示杭州音中含有齐齿介音[-i-]或撮

口介音[-y-]。这与“農”字在今杭州、宜兴、溧阳、

金坛西岗、丹阳、常州、无锡等吴语地区读作齐齿

呼[ȵioŋ]相吻合。

（2）误记

用例「滋ヅウ、ツウ」和「鎡ヅウ、ツウ」虽为全

清精母字，但其杭州音标注却为浊音假名。同样，

用例「蚳ツウ、チイ」虽为全浊澄母字，但其杭州音

标注却为清音假名。这是由于杭州音标注受所标

例字的声旁影响而产生的误记。具体而言：“兹”

为形声字“滋、鎡”的声旁，且“兹”为全浊从母字，

故“滋、鎡”两字使用了浊音假名；“氐”为形声字

“蚳”的声旁，且“氐”为全清知母字，故“蚳”字使用

了清音假名。

此外，用例「俗ツヲツ、ソツ」和「隨ツイ、スイ」

作为全浊邪母字，其杭州音标注理应为浊音假名，

用例「竊ヅヱツ、ツヱツ」作为次清清母字，其杭州

音标注理应为清音假名。对于这3个用例，目前暂

无合理解释，姑且将其归为笔误或印刷错误。

4 结 语

本文基于朝冈春睡《四书唐音辨》的音韵学分

析，分别从声母和韵母两个方面探讨了近世唐音中

的杭州音和南京官话，所得结论如表4所示。

由于本文对《四书唐音辨》中的 422个有效用

例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调查，故表4中的研究结论

较之先行研究多有创新，仅为抛砖引玉，有待进一

步深入研究与考证。对于这些研究结论，不仅可

以作为近世唐音研究的重要补充，而且势必能为

明清官话的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日本

明治期中国语教科书语言研究”（批准号16YJC740095）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张照旭]

表4 杭州音与南京官话的区别

类

声
母

韵
母

特
例

所属

全并（並定澄

从邪床禅群）

全浊（奉匣）

次浊（日）

喉音（影喻）

照组（审）

止蟹摄

（支脂之齐祭）

入声字

清声母（愧、逞）

宕摄开口三等

荡韵穿母字（創）

通摄合口一等

冬韵泥母字（農）

药

觉

合洽

月曷

屑

德

陌

条件

精组声母

知组声母

照组清声母

照组全浊声母

非知照系声母

见系声母

见系声母

见系声母

帮组声母

非帮组声母

杭州音

浊音假名

アヤワ行

ザ行

アヤワ行

シ

ウウ

ウウ

ウウ

ウウ

ア

ア

ア

ア

ア

エ

エ

浊音假名

チヤン

ニヨン

南京官话

清音假名

ハ行

サ行

ハ行

サスセソ

ウウ

イイ

イイ

ウウ

オ

オ

オ

エ

エ

オ

オ

清音假名

サ゜ン

ノン

文献综述

言及

言及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言及

言及

言及

修正

言及

言及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注：本表为笔者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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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zhou Dialect and Nanjing Mandarin in Kinsei Tō-in: An Analysis of Chinese Histor⁃
ical Phonology Based on Shishotōinben

Abstract: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Hangzhou dialect was close to Nanjing Mandarin in terms of its phonetic system, and both

were collectively often called Nanjing dialect in a broad sense for that reason. Hangzhou dialect and Nanjing Mandarin are re-

corded in Shishotōinben, which provides good material for this study. The paper analyzes examples using methods inherited

from traditional analysis methods of phonology in studies of the Middle Chinese sound system. Through the study, we find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angzhou dialect and Nanjing Mandarin are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 of initials and finals.

Keywords: Kinsei Tō-in; Mandarin at Nanjing; Hangzhou dialect; Shishotōin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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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领 域（古代部分）

日 文

口承文学

和漢混交文

天孫降臨

祝詞

宣命

高天原

葦原中國

八岐大蛇

草薙剣

八咫鏡

八尺瓊勾玉

かぐや姫

色好み

昔話

草枕

記紀歌謡

仏足石歌

片歌

旋頭歌

長歌

短歌

中 文

口传文学、口头文学

日汉混合文言体

天孙降临

祝词、祝祷文

宣命

高天原

人间社会、日本的古称

八岐大蛇

草薙剑

八尺镜

八尺琼曲玉

赫夜姬、辉夜姬

风流、风流韵事

故事、传说

野宿、旅行

记纪歌谣、记纪民歌

佛足迹歌

片歌（5・7・7格律的古歌谣）

旋头歌

长歌

短歌（三十一字歌）

英 文

oral literature

A passage written in a mixture of Japanese and classical Chinese

the descent to earth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sun-goddess

A Norito.A ritual Shinto prayer

an Imperial edict written in Japanese

the plain of high heaven

Ashihara no Nakatsukuni( the world between heaven and hell)

Yamata no Orochi(8-branched giant snake)

Kusanagi no Tsurugi(one of the Imperial regalia)

Yata no Kagami(one of the Imperial regalia)

Yasakani no Magatama(one of the Imperial regalia)

the moon princess

sensuality

folklore

a travelling

a ballad of ancient matters and chronicles of Japan

poems inscribed beside the stone Buddha Foot monument

ancient Japanese poetry form with three verses in a 5-7-7 moraic
pattern

sedouka (traditional Japanese poem with six verses in a 5-7-7-5-7-
7 moraic pattern)

a long poem

a Japanese verse(of thirty-one syllables)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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