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古代日本在借用中国汉字的过程中也大量使

用了当时汉字的读音，即今天所说的日语中的吴

音、汉音及唐音等。但是由于古代日语和古代汉语

本身的语音系统不同，导致当时日本人在引进汉字

读音时，对于大部分的音只能是模仿接近而不能完

全准确地把握。特别由于日语是开音节系统，即/

CV/（C=辅音；V=元音）形式，对于古代汉语中的入声

韵尾/p、t、k/难以模仿，转读（用假名标记）时不得不

选择插入元音的做法，即将中古代汉语的/cvc/结构

变成了/cvcv/的结构。并于插入的元音的选择，是

随意为之，还是有特定的规律呢？带着这个疑问，

笔者阅读了相关文献并且对《改定常用汉字表》中

的喉内入声字读音做了简单考察后，发现这种元音

的插入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一定规律的。例如，

插入的只能是/u/和/i/两个元音，且不管在吴音还是

汉音当中，两种插入都是成互补状态等。如果能将

其中的规律阐明，将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日语语

音系统的了解，对于入声字在日语中读音的学习与

指导也可以起到促进作用。这是本文的出发点。

本文首先在《改定常用汉字表》的范围内，对

喉内入声音的日语转读情况进行整理并作详细描

述。在此基础上结合其转读的母本——中古汉语

的读音，按照转读之后的前元音与入声韵部的对

应情况进行分类，再进一步考察转读时的元音插

入规则。

1 研究现状

关于日语对入声字的转读情况，成春有（2000）

和林端（2003）以及薛育宁（2010）等国内学者已经

进行了相关探讨，成果显著且非常具有启发性。

成春有（2000）以《常用汉字表》（1981）为依

据，对包括喉内入声音在内的所有入声音，按照类

别分别对对应的日语转读作了详细的描述。林端

（2003）对于各入声韵，则从汉语中古音的韵部入

手，探讨日语对各类入声韵的详细转读情况，描述

也较为全面。薛育宁（2010）将问题具体化，就入

声字キ尾表记，他认为是吴音/-iki/以闽语文读/ik/

韵为母本转写而来，汉音/-eki/则是吴音的保留。

该观点新颖，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但另一方面，成春有（2000）以及林端（2003）

等人的研究仅描述了对喉内入声音的转读情况，

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也没有给出相应的规律

性结论。而薛育宁（2010）的结论，笔者认为并不

全面，其文中也提到/ik/韵是西晋至唐北方人移民

到漳州后形成的一个方言音，似乎并不能成为日

语转读的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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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对日

语喉内入声字的转读考察依然应该参照以《切韵》（陆

法言601）为代表的中古音系，即在中古音系的范围

内探讨日语对于入声字音的转读。另外，除了描述

之外，也对其背后的规律作进一步地探讨。

2 喉内入声音的转读形式

2.1 关于喉内入声音的转读形式的统计描述

笔者首先参照《学研汉和大字典》（藤堂明保，

1978）以及《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丁树声，1981），

从《改定常用汉字表》逐一筛选后，共得到 235个

喉内入声字，然后对照《学研汉和大字典》标注的

吴音以及汉音，根据其尾音表记形式（キ或者ク）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日语在转读喉内入声字音时，不

管是汉音还是吴音，选择插入的元音，绝大多数是/u/

（占汉音和吴音的比例分别为80.9%和91.5%），少

数情况下选择的是/i/（占汉音和吴音的比例分别

为 19.1%和 8.5%）。即日语在选择插入元音时更

加倾向于/u/，尤其吴音的倾向情况相对更为显

著。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并非偶然。更多地选择/u/

而较少选择/i/，这不是单纯的倾向问题，其背后必

定有语音学的相关规律在支配着（虽然当时的日

本人在转读时未必有意识到）。

2.2 为什么插入元音/u/和/i/

事实上日语转读入声字音选择插入/u/和/i/这两

个元音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例如近现代日语在转读

外来语时，插入的元音有/u/、/i/和/o/（只在/t、d/后面

出现）三个，而且以/u/为最多[1]。另外根据田端敏幸

（1999）所述，之所以还会有/o/，是因为在/t、d/后面如

果加上/u/的话，按照现代日语的发音就会破坏原有

的/t、d/的音价，所以只能放弃/u/而选择跟/u/比较接

近的/o/。可以说日语在转读外来语时原则上也是选

择插入/u/或/i/。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个元音呢？笔者

认为要从此二元音语音性质上寻求解释。

首先来看响度（sonority），有坂秀世曾如此描

述「sonoritätの大小は，大體に於て咽頭以上の通

路の開閉の度に比例するものである。」[2]由于/u/

和/i/是开口度较小的高元音，响度（sonority）自然

较之于其开口度较大的元音/a/、/o/以及/e/低。

其次来看下元音的绝对长度。同样我们可以

参考日本学者的描述「今短くなる傾向のある母

音から長くなる母音への順序を列挙してみると、

次のやうになる。イ、ウ、エ、オ、ア｣[3]。由此可见

元音/u/和/i/的长度也比其他元音要短。

对于说话人来说这两个响度、长度均相对较

小的元音发音比较容易，符合语言学中省力原则；

对于听话人来说，由于这两个元音响度小且短，听

起来不会突显，因而整体上也就相对接近原来的

喉内入声音（/-ku，-ki/比/-ka，-ko，-ke/更接近于/-

k/）。这也符合转读外来语时最小突出原则

（Principle of Minimal Saliency）。

由此可见，选择插入元音/u/和/i/，而不是其他元

音也就可以理解了。但是，为何选择两个不同元音

而不是其中一个，这就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了。

3 关于喉内入声音两种转读共存的解释

单纯从发音位置来看，当在辅音/k/（+back）后

面选择插入元音[i]（+ high，-back）或/u/（+ high，+

back）其中之一时，发音部位更接近于/k/的/u/似乎

更容易胜出，此种现象从数量上面（见表1）也可以

得到印证。对此，林史典（1974）也提出了吴音对

喉内入声音的转读从数量上来看，原则上是用ク

（-ku），因为/u/的发音位置靠后[4]。但这些并不能直

接解释/i/类转读的存在。

笔者认为若要解释/u/和/i/的共存，除了考察/k/

的发音特点之外，还必须考察/k/之前的元音（以下称

前元音，即C1V1C2V2中的V1）的特征。我们来具

体看下汉音和吴音中不同前元音（V1）和插入元音（V2）

的对应情况的统计。

由下页表2可见：（1）当V1是/a/、/o/或/u/时，不

管是汉音还是吴音中，其后对应的V2只有/u/，而且

汉音和吴音的字例所在的韵部也基本一致。（2）当V1

表1 日语对喉内入声音/k/的转读分类统计

音类

汉音

吴音

日语表记

ク/ku/

キ/ki/

ク/ku/

キ/ki/

入声字数

190

45

215

20

各占比例

80.9%

19.1%

91.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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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时（仅限于汉音中，吴音中无此音），对应的

V2 只有/i/。（3）当 V1是/i/时，汉音对应的 V2是/u/，

而吴音对应的V2则或是/i/或者/u/，即图1所示。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各个不同前元音

（V1）和插入元音（V2）的对应情况。

3.1 前元音（V1）是/a/的情况

当 V1是/a/时，汉音及吴音对应的韵如表 3。

从表 3中三位学者的拟音来看，覚（二）、鐸（一）、

陌（二）、麥（二）以及薬（三）等这些韵部的主元音

大多是舌位靠前的低元音，再从“等”来看这些韵

部又大多是开口度大的洪音。汉音及吴音均用/a/

来转读这些韵的主元音是非常自然的。

至于日语在转读这些韵时，在主元音/a/后面

插入的元音为什么是/u/而不是/i/，这可以从元音

和谐的角度去解释。即因为相对于/i/而言，/u/与/a/

之间的关系更为“亲近”。关于/a/和/u/的关系，城

生佰太郎（2001）曾描述「日本人幼児の言語習得

に際して、もっとも早い時期に獲得する母音が

この/a/であることからも、無理のない調音姿態

という意味が理解できよう。次に、/a/に近似し

た調音姿態を有する母音として/u/があった。/u/

は/a/の調音姿態から、顎角を狭めることでその

音が得られた母音である」。也就是说在日语中

元音/u/和/a/是有着非常相似的发音姿态的，所以

在与/i/的竞争过程中也就自然而然获胜。

3.2 前元音（V1）是/o/的情况

当 V1是/o/时，汉音及吴音对应的韵如表 4。

从表 4的拟音来看，这些韵部的汉语中古音主元

音大体都是偏后，再从它们的“等”来看开口度都

较大，因此可以说日语的汉音和吴音均用/o/来转

读这些韵的主元音是比较贴切的。如此一来，在

主元音/o/的后面插入元音时，也就自然会遵循元

音和谐的原则，选择发音位置跟/o/一样靠后的/u/，

而不是发音位置靠前的/i/了。

3.3 前元音（V1）是/e/的情况

当V1是/e/时，汉音及吴音对应的韵如下页表

5。这两类韵的中古拟音[ɛ]和[e]发音位置均靠前，

汉音在转读时采用了/e/转读这两类韵的主元音是

V1

/a/

汉音对应

韵部

覚（二）

鐸（一）

陌（二）

麥（二）

薬（三）

吴音对应

韵部

覚（二）

鐸（一）

陌（二）

麥（二）

薬（三）

昔（三）

錫（四）

主元音的中古拟音

高本汉

ɔ
ɑ

ɐ
æ

a

ɛ
e

唐作藩

ɔ
ɑ

ɐ
æ

a

ɛ
e

刘晓南

ɔ
ɑ

ɐ
ɛ
ɑ

ɛ
e

表3 V1＝/a/对应的韵部及主元音的中古拟音

V1

/o/

汉音对应

韵部

屋（一）

沃（一）

燭（三）

徳（一）

職（三）

吴音对应

韵部

屋（一）

沃（一）

燭（三）

徳（一）

職（三）

主元音的中古拟音

高本汉

u

o

o

ə
ə

唐作藩

u

o

o

ə
ə

刘晓南

u

o

o

ə
ə

表4 V1＝/o/对应的韵部及主元音的中古拟音

表2 V1和V2的对应情况统计

音类

汉音

吴音

V1

/a/

/i/

/u/

/e/

/o/

/a/

/i/

/u/

/e/

/o/

V2

/i/

/u/

/i/

/u/

/i/

/u/

/i/

/u/

/i/

/u/

/i/

/u/

/i/

/u/

/i/

/u/

/i/

/u/

/i/

/u/

字数

0

87

0

11

0

18

39

0

0

80

0

124

20

10

0

18

0

0

0

63

字例所在主要韵部

¢

覚（二）、鐸（一）、陌（二）、麥（二）、

薬（三）

¢

屋（三）

¢

屋（三）

昔（三）、錫（四）

¢

¢

屋（一）、沃（一）、燭（三）、徳（一）、

職（三）

¢

覚（二）、薬（三）、鐸（一）、陌（二）、

麥（二）、昔（三）、錫（四）

職（三）

屋（三）

¢

屋（三）

¢

¢

¢

屋（一）、沃（一）、燭（三）、徳（一）、

職（三）

汉音 吴音

图1 汉音以及吴音中的V1和V2的对应关系

a
o
u
i
e

u

i

a
o
u
i
e

u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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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合理的（至于为何吴音将此二韵主元音转读

为/a/则超出本文范围，不作讨论）。由于主元音

（前元音）是/e/，所以在选择后插元音时，由于元音

和谐的要求，自然会选择发音位置同样靠前的/i/，

而不是发音位置靠后的/u/。

这类元音和谐现象在日语其他场合也是成立

的。高松政雄（1982）作如此叙述｢ごく大雑把に

は、呉音チ、漢音ツとは云える。これは否定する

必要はない。…ここで、この入声韻尾仮名の前

に立つ母音に注目する。何時でも具体的音声に

は一種の発音経済性がある。その観点から見れ

ば…、i· eという前舌母音の後に立つtは、チとなり、

u· oという後舌母音の後では、ツとなる｣[6]。即在转

读舌内入声字时也存在这样的元音和谐现象（/-

et/→/-eti/）。另外日语在转读外来语时，同样存在这

一现象。小泉保（1978）认为｢（外来語の場合）[-k]の

後では普通添え母音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が、[-eik]の

場合だけは/-eek-i/というように/i/を添え母音とし

ている。｣（小泉保，1978：304）

3.4 前元音（V1）是/u/的情况

当 V1是/u/时，汉音及吴音对应的韵如表 6。

从各位学者对该类韵的中古拟音来看，日语的汉

音和吴音均用/u/来转读此韵的主元音是比较合理

的（详见“3.5前元音（V1）是/i/的情况”）。这样一

来，在/u/后插入元音时，自然也就遵循元音和谐的

原则，抛弃/i/而选择相同的/u/。

3.5 前元音（V1）是/i/的情况

当V1是/i/时，汉音及吴音对应的韵如表7。关

于汉音及吴音对屋（三）的转读，前面3.4小节中已

经出现过一次。在回答为什么同一韵类字存在两

种主元音转读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此韵

类字的声母类别与最终的转读是否有关。

屋（三）的中古拟音为带有介音的[iuk][7]，经考

察发现：①跟唇音（帮滂并明）相拼的字，日语在转

读时舍弃了介音而保留主元音，如副（ふく）、幅

（ふく）、腹（ふく）等。②跟齿音（精清从心邪、照穿

床审禅）相拼的字，则都是以拗音的形式进行转读，

如宿（しゅく）、縮（しゅく）、塾（じゅく）等。③跟

舌音（端透定泥、知彻澄娘）、牙音（见溪群疑）、喉音

（影晓匣喻）以及半舌音（来）和半齿音（日）相拼的

字，日语在转读时则舍弃主元音而保留介音的成

分，如竹（ちく）、菊（きく）、育（いく）、肉（にく）等。

由上可见，情况①和②正好是3.4小节的一个

补充说明，而情况③才属于本小节的讨论范围。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回答上面的问题了，即由于不

同类别的首辅音（C1）对于主元音及介音取舍产生

了不同的选择，从而产生了两类不同的转读。

也许有人会质疑既然前元音是/i/，为什么后

插入元音不遵循元音和谐原则选择/i/而选择/u/，

笔者认为是因为当时日本在转读这类音时顾及到

汉语中古音的实际发音（主元音拟音为/u/）而选择

插入/u/的，这并不违反元音和谐原则。

另外关于吴音对于職（三）的转读，采用了舍

弃主元音而保留介音的形式即/-ik/。从其母本汉

语中古音的拟音[iək、iuək]（刘晓南，2007：121）来

看，其主元音并无偏后倾向，因而在选择插入元音

时不会产生像前文③那样顾及中古汉语音，而是

直接受到前元音/i/的影响而选择插入/i/。

4 结 语

综上所述，日语在转读喉内入声字时，不管吴

音还是汉音，仍然是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作

为母本，在充分遵循元音和谐原则的前提下进行

插音转读的。即前元音（V1）是/a，o，u/时，后元音

（V2）一定是/u/；而当前元音（V1）是/e/时，后元音

V1

/e/

汉音对应

韵部

昔（三）

錫（四）

吴音对应

韵部

¢

¢

主元音的中古拟音

高本汉

ɛ
e

唐作藩

ɛ
e

刘晓南

ɛ
e

表5 V1＝/e/对应的韵部及主元音的中古拟音

V1

/u/

汉音对应

韵部

屋（三）

吴音对应

韵部

屋（三）

主元音的中古拟音

高本汉

u

唐作藩

u

刘晓南

u

表6 V1＝/u/对应的韵部及主元音的中古拟音

V1

/i/

汉音对应

韵部

屋（三）

¢

吴音对应

韵部

屋（三）

職（三）

主元音的中古拟音

高本汉

u

ə

唐作藩

u

ə

刘晓南

u

ə

表7 V1＝/i/对应的韵部及主元音的中古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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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一定是/i/；当前元音（V1）是/i/时，屋（三）类字

的后元音（V2）由于顾及中古音（主元音拟音为/u/）

而插入/u/，職（三）类字的后元音（V2）直接受前元

音影响而插入/i/。其中前元音为/i/的情况虽然比

较特殊，但其数量比较少，所以学习掌握此类字并

不会太难。

本文仅仅是以《改定常用汉字表》中的喉内入

声字为文本，对日语喉内入声音的转读进行了考

察，因此结论难免有所局限，还需要更大文本的检

验。另外关于吴音汉音对屋（三），以及吴音对職（三）

的转读截然分成两类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再者，众所周知，元音和谐乃阿尔泰语系的重要

的特征。在日语中，这种元音和谐现象只有在转读

外来语音时比较明显，呈现出一定的系统性，而在其

他地方则是零星出现，例：酒（sake）+屋（ya）=酒屋

（sakaya），今后就此笔者将作进一步研究。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日语汉字教育及日语汉字教

材开发的研究”（项目编号：14YYV007）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持

人：薛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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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the On-read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the Entering Tone of [k]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On-reading of all the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an entering tone of [k]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some rules when a vowel is inserted after the consonant [k]. In most cases, the vowel inserted is /u/ (Kan On- reading's

80.9% and Go On-reading's 91.5%), and in other cases, the vowel inserted is /i/ (Kan On-reading's 19.1% and Go On-reading's

8.5%) (in the range of the Revised Joyo Kanji Tabl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se rules by investigating the classifications in

ancient rhyming dictionaries and the imitated ancient pronunciations of all the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the entering tone of [k].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vowel-harmony is still a dominant principle when inserting vow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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