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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藏語言研究對漢語研究的啓示

①

———音類、音值及演化生態
汪 鋒
【摘 要】本文基於筆者對漢藏語言（尤其是白語）的研究，對
漢語的研究提供一些參考意見。漢藏語言的譜系結構是大的研究
背景，無論是漢藏比較還是漢語研究，都需要考慮將所探討的問題
建立在更可靠的前提假設之下，同源抑或借用的判斷都應有切實的
證據。語言中的音類，尤其是原始語言中的音類，應根據語音對應
（如：漢語去聲和入聲在白語中對應）；音值方面的擬測可根據語音學
的進展而更新完善，比如，現在對聲調的理解已經遠不限於基頻的變
化了（如：白語中的發聲類型）；語言隨着言者的變化而變化，而言
者在不同情形下的交際狀况就構成了演化生態，可以從大的生態角
度出發，來理解一些複雜的變異（如：白語中的否定）。白語是漢語
的姐妹語言，白語研究中的這些方面或許能拓寬漢語研究的視野。
【關鍵詞】漢藏比較 白語 音類 音值 語言生態

一、漢藏語言的譜系結構與漢藏比較
廣義的漢藏語譜系結構是由李方桂 （１９３７ ）提出來的，包括 “一語三
①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 “語言變異和接觸機制研究
（１９ＪＪＤ７４０００１）”和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多語接觸與中介語演化機制”（２０ＺＤＡ２０）資
助。相關内容在嶺南大學中文系主辦的“早期中國的經典與語言”學術研討會（２０２０ ）上報告
過，蒙與會學者提出諸多有益意見，後又承匿名審稿人及秋谷裕幸、李子鶴、鍾蔚蘋、趙小保諸位
指正，謹此一併致謝。所餘錯漏，概由筆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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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即，漢語、藏緬語族、苗瑶語族、侗台語族。狹義的漢藏語則只包括漢
語和藏緬語，白保羅（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１９４２；１９７５）認爲苗瑶語族和侗台語族與漢語
之間只有接觸關係，没有親緣聯繫。陳保亞（１９９６）提出詞階法來論證侗台
語與漢語之間是深度接觸造成的語言聯盟關係，而侗台語與南島語則有親
緣關係。許家平（Ｏｓｔａｐｉｒａｔ １９９９）基於 ＰｒｏｔｏＫｒａ 的重構及比較，也支持侗台
語與南島語的親緣關係。不過丁邦新（２０２０）重申“只憑核心詞或者同源詞
並不能準確地判斷親緣關係，必須要結合語音對當跟同源詞同時觀察，纔
能證明漢語跟台語很可能具有親緣關係。”這其實是對詞階法 （陳保亞
１９９６）的誤解。詞階法的關鍵是“階”，
即，若越核心的詞中所比較的兩語言
的關係詞（有語音對應的詞）占比越高，則兩語言應爲同源分化關係；反之，
則爲接觸關係。僅觀察核心詞，而不考慮核心程度不同的詞群之間的比率
對比，則無法判定語源關係。
至於苗瑶語與漢語的關係，我們（Ｗａｎｇ ２０１５ａ；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ｕ ２０１７）基
於完全對應、普遍對應和詞階法以及不可釋原則（Ｗａｎｇ ２００６），認爲就目前
的證據而言，二者有親緣關係。許家平（Ｏｓｔａｐｉｒａｔ ２０１８）運用詞階法提出苗
瑶語與南亞語有親緣關係，而與漢語之間是接觸關係。檢視其論證，我們
認爲這些關係詞的基礎可能不够牢靠，一是聲調數量少，構成偶然對應的
可能性大；二是聲母和韻母的對應似乎只是相似關係，並不是嚴格的語音
對應關係。
由此可見，苗瑶語和漢語的比較仍待進一步探討。然而，在探討上古
音的新構擬時，白一平和沙加爾直接假定苗瑶語和漢語之間的關係詞爲借
詞（Ｂａｘ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ｇａｒｔ ２０１４）。在音韻重構時，借詞和同源詞的效用是不一樣
的。例如，我們在漢白比較中發現了如下的語音對應（Ｗａｎｇ ２００６ａ）：
Ｉｎｄｅｘ
１４９３
７９８

漢字
上古漢語
ｏｌｄ
ｋｕ２
ｒｇｗｘ
老
ｔｗｏ
ｋｏ２
兩（兩個） ｒａｘ
表 １：原始白語 ｋ〈〉 上古漢語 ｒ（＞中古漢語 ｌ）
Ｇｌｏｓｓ

原始白語



①

中古漢語
ｌｗ２
ｌｊ２

①

本文採用 Ｂａｘｔｅｒ（１９９２）的中古漢語構擬系統，但平、上、去三聲分别以數目字 １、２ 和 ３ 標示，入聲
已經由ｐ、ｔ 或ｋ 韻尾標出。本文主要採用李方桂（１９７１）的上古構擬系統，並輔以龔煌城的修
訂（龔煌城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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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兩例是同源詞，據之可以重構二者共同的祖語中存在 ｋｒ，在原始
白語中變爲 ｋ，而在上古漢語中變爲 ｒ；如果二者都是白語從漢語借貸的，
則可以推測在上古漢語中曾經是 ｋｒ，否則借貸的音理就無法解釋，難以接
受了。
白一平和沙加爾（Ｂａｘ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ｇａｒｔ ２０１４：１７７ ８）認爲以下三例都是
苗瑶語的漢語借詞：
（７３２）拍 ｍｐ ｒａｋ＞ｐｈａｅｋ＞ｐｉ ‘ｔｏ ｓｔｒｉｋｅ’；ｐＨＭ ｍｐｊｋ ‘ｃｌａｐ’（王
輔世、毛宗武 １９９５）
（７３３） 唱 ｍｔ ａｓ ＞ ｔｓｙｈａｎｇＨ ＞ ｃｈｎｇ ‘ｔｏ ｌｅａｄ （ｉｎ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ｐＨＭ
?ｔｗｊ?： Ａ‘ｔｏ ｓｉｎｇ’（王輔世、毛宗武 １９９５：２５２，５６３，僅見
於勉語）
（７３４） 稱 ｍｔ ｓ ＞ ｔｓｙｈｉｎｇＨ ＞ ｃｈèｎｇ ‘ｓｔｅｅｌｙａｒｄ ’；ｐＨＭ ｎｔｈｊｕＨ
‘ｂａｌａｎｃｅ’
據此總結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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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借詞，苗瑶語中的鼻音成分應該來自於其漢語借源，就需要爲上古
漢語重構出聲母前置音 ｍ。但如果這些不是借詞，而是同源詞，來源於二
者的共同祖先原始漢藏語，則没有必要爲上古漢語重構此前置音。
可見，區分借詞和同源詞非常重要，但用什麽標準來區分卻是歷史語
言學中的大難題。需要注意的是，語言上的同源並不意味著這些語言中所
有的關係詞都是同源詞，比如，漢語方言中很多關係詞都是從權威方言借
入的，不同階段借入的在方言中還可能疊置形成不同的層次。（王洪君
１９８６［１９９２］）
即使在狹義的漢藏語研究中，對於其譜系結構的認識也一直在發展變
化，從早期的漢語與藏緬語的二分，轉變爲現在的中性的地理名稱“泛喜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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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雅語系”（ＴｒａｎｓＨｙｍａｌａｙｉａｎ）（ｖａｎ Ｄｒｉｅｍ ２０１１），其基本理念與 ｖａｎ Ｄｒｉｅｍ
（２００１）提出的“落葉模型”一致。歷史語言學中通常用來衡量同源語言親
緣遠近的標準是獨特的共享創新，而目前這樣的標準在漢藏比較中很少，
因此，目前的狀況是一些小的語群研究基礎比較好，比如，彝緬語、Ｔａｎｉ 語、
嘉戎語等，儘管它們都源自原始漢藏語，但再往上的分支結構就不清楚了。
約 ２０ 年前，我開始研究白語的時候，也面臨這樣的狀況，“最終揭開白
語系屬地位這個謎至少需要具備兩個前提：一是原始白語的重建，不僅是
音韻系統，還應包括詞彙和句法系統；二是一個更爲合理的漢藏語言的親
緣分類框架。這就要求我們對數百個藏緬語言有更廣泛而深刻的瞭解 ”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６ａ）。因此，我當時覺得：“或許扎實的關於具體某個漢藏語言的
研究纔能爲這個領域真正注入更多活力。”
經過這些年以白語爲中心的比較研究，我們認爲白語和漢語是姐妹語
言（Ｗａｎｇ ２００６ａ；汪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從中也可以總結一些對研究漢語早期歷
史的啓示，本文主要從音類、音值和演化生態三方面考慮。

二、音

類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 （Ｆｏｘ １９９５ ），我們認爲 “需要嚴格區分構擬的兩
個步驟：音類擬測和音類賦值。音類擬測解釋對應和音變規律，是第一步，
也是音類賦值的基礎。也就是説，構擬首先必須解釋對應和音變規律，然
後盡可能給出合理的音值，進一步解釋演變的具體機制。不過，目前在具
體的構擬中比較突出的問題是，音類構擬還没有解決，就進入到了語音賦
值階段”（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１）。
在上古漢語的研究中，各家都强調對韻部、聲母以及聲調等的重構首
先是歸類。但歸類的基礎並不是語音對應，而主要是漢語的内部材料，例
如：押韻、諧聲等。著名的口號 “同聲必同部”，就是説 “同一個聲符的字，
韻部一定相同”。這樣的原則就涉及歸類的基礎了。如果從這個角度來回
顧上古音研究的歷程，或許會有啓發。下面我們以上古漢語去聲的 ｓ 尾
起源假説爲例，來説明這一思路。
我曾比較全面地檢討了支持和反對漢語中古去聲來源於上古漢語
的 ｓ 尾起源假説的證據（Ｗａｎｇ ２００６ｂ），從來自各方面的一致性證據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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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合理的假説是承認上古漢語的去聲分爲兩類，一類有ｓ 尾，另一類没有ｓ
尾。至於去聲的起源問題，目前的研究尚不足以做出確定的回答。
先撇開外部證據（梵漢對音、漢日詞、漢韓詞），集中來看内部證據， ｓ
尾假説的主要證據就是中古的去聲和入聲在上古押韻材料中表現爲可以
通押。例如：《詩經·唐風·揚之水》中的通押：


揚之水，白石皓皓。
素衣朱繡，從子於鵠。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在張日昇（１９６８）的研究中，中古漢語的四個調類在《詩經》中通押的情況如下：
平
上
去
入
２１８６
２０３
１５９
５
平
１５８
８８２
９９
１８
上
１３４
６７
３１６
６４
去
５
２１
９７
７３２
入
根據上述計算，他支持董同龢 （１９４４ ）的説法：上古漢語有三個調，因爲中
古去聲和入聲在上古相同。
唐作藩（２００６）重新檢討了《詩經》押韻情況，認爲存在獨立的去聲，因
此，在王力四聲説（平聲、上聲、長入、短入）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五聲説，並
認爲上古的長入（與中古去聲在上古通押）在中古變爲去聲。
我（Ｗａｎｇ ２００６ｂ）提出有兩類去聲，一類帶ｓ 尾，另一類不帶ｓ 尾；前者
可以與入聲通押，原因就在於都有清輔音韻尾。除了内外一致性的證據，
我們引入了原始白語的材料。根據白語方言的比較，原始白語可以重構出
四個聲調（Ｗａｎｇ ２００６ａ），其與中古漢語在最早時間層次上的對應如下：
原始白語
１
２
３ ／ ４
４

中古漢語
平
上
去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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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詞

項

原始白語

上古漢語＞中古漢語

ｄａｎ３
ｄｚｊｉｈ＞ｄｚｊｅ３
淨‘ｓｈａｖｅ（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ｄｒ３
ｄｊｕｇｈ＞ｄｚｙｊｕ３
樹‘ｔｒｅｅ’
ｐ ３
ｐ ａｒｈ＞ｐ ａ３
破‘ｓｐｌｉｔ ｕｐ’
ｓ ３
ｓｊａｇｗｈ＞ｓｊｅｗ３
笑‘ｌａｕｇｈ’
ｔ ｒｕ３
臭‘ｓｔｉｎｋｉｎｇ’
ｋ ｒｊｇｗｈ＞ｔｓｙ ｊｕｗ３
菜‘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ｔｓ ３
ｔｓ ｇｈ＞ｔｓ ｏｊ３
ｄｉ３
ｄｉａｒｈ＞ｄｉｊ３
地‘ｅａｒｔｈ’
表 ２：原始白語調 ３ 對應漢語去聲



ｈ



ｈ



ｈ

ｈ

ｈ

ｈ

ｈ



ｈ

ｈ

ｈ





詞 項
吠‘ｔｏ ｂａｒｋ’
二‘ｔｗｅｌｖｅ’
肺‘ｌｕｎｇ’
四‘ｆｏｕｒ’
歲‘ａ ｙｅａｒ ｏｌｄ’
外‘ｏｕｔｓｉｄｅ’

原始白語

上古漢語＞ 中古漢語

ｂｒ４



ｂｊａｄｈ＞ｂｊｗｏｊ３

ｎｅ４



ｎｊｉｄｈ＞ｎｙｉｊ３

ｐｒ ｈ ａ４



ｐ ｈ ｊａｄｈ＞ｐ ｈ ｊｗｏｊ３

ｓｊｉ４



ｓｊｉｄｈ＞ｓｉｊ３

ｈ

ｓ ｕａ４



ｓｋｗｊａｄｈ＞ｓｊｗｅｊ３

ｕａ４



ｗａｄｈ＞ｗａｊ３

表 ３：原始白語調 ４ 對應漢語去聲


詞 項
腹‘ｂｅｌｌｙ’
角‘ｈｏｒｎ’
虱‘ｌｏｕｓｅ’
月‘ｍｏｏｎ’
石‘ｓｔｏｎｅ’
舌‘ｔｏｎｇｕｅ’
織‘ｗｅａｖｅ；ｋｎｉｔ’
白‘ｗｈｉｔｅ’

原始白語

上古漢語＞ 中古漢語

ｐｊｕ４



ｐｊｋｗ＞ｐｊｕｗｋ

ｑ４



ｋｒｕｋ＞ｋｗｋ

ｉ４



ｓｒｊｉｔ＞ｓｒｉｔ

ｕａ４



ｗｊａｔ＞ｊｗｏｔ

ｄｒｏ４



ｄｊａｋ＞ｄｚｙｊｅｋ

ｄｒ４



ｄｊａｔ＞ｚｙｊｅｔ

ｔｒ４



ｔｊｋ＞ｔｓｙｉｋ

ｂ４



ｂｒａｋ＞ｂｋ

表 ４：原始白語調 ４ 對應漢語入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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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原始白語角度來看，其 ４ 調對應於中古漢語的去聲和入聲；如
果從中古漢語來看，其去聲對應於原始白語的 ３ 調和 ４ 調。無論是原始
白語的一對二，還是中古漢語的一對二，都看不出其中的語音條件，因此，
根據歷史比較的差異原則（陳保亞 １９９９），最好假設早期有 ５ 類聲調，纔能
解釋目前的對應情況。
早期 Ｓｔａｒｏｓｔｉｎ（１９９４）和鄭張尚芳（１９９８）均認爲白語的情況反映了漢語
中的去入通押情況。但現在看來，其實二者並不類似。首先，因爲 《詩經》
押韻的原則是否與中古詩歌押韻一樣要求聲調相同是值得懷疑的，從中古
漢語的角度看，《詩經》中異調相押的並不限於去聲和入聲；其次，在原始白
語和中古漢語對應的最早層次上，所謂異調相押（一對多的聲調對應）只限
於中古漢語的去聲和入聲。
關鍵在於，原始白語和漢語聲調上的對應是直接體現聲調的類别，而
押韻是間接或者近似地反映聲調類别。也就是，根據原始白語和漢語聲調
的對應可以直接確定早期聲調的類别，幾乎没有爭議。因此，我們在研究
漢語早期音韻時，可以多注意從這個方向來確定音類。




三、音



值

中國境内漢藏語言的發聲類型問題引人注目，孔江平（２００１）明確提出
了聲調的發聲模型，將生理、聲學和語音學三個方面統一起來，第一層級就
是發聲，對應於聲調；第二層次區分調時發聲和調聲發聲。調時發聲定義
爲聲帶振動的快慢，聲學上對應爲基頻的高低，表現爲音調的變化，這也是
常見的聲調表現；調聲發聲是指聲帶振動的方式，聲學上對應爲頻率域的
不同，不同的方式會造成不同的發聲類型。
漢藏語中的鬆緊元音就是由於聲帶振動方式不同造成的區分，早期以
爲是元音的性質，但馬學良（１９４８）最初的描述“喉頭緊縮”其實已經暗示了
這是聲源部分的變化造成的。如果按照孔江平（２００１）的模型，漢藏語的這
些鬆緊元音現象都可以歸屬於發聲類型研究，也就是聲調系統的一方面。
徐琳、趙衍蓀（１９８４：１２）已經觀察到了白語中鬆緊元音與聲調的關聯：
“白語音節的聲韻調相互依存制約的關係非常密切，音節發音有鬆有緊的
區别，不僅表現在元音上，而且表現在聲調上。”因此，他們採用了跟其他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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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語不同的處理方式，把鬆緊元音與聲調（在《白語簡志》中僅指調時發聲）
結合起來，指出劍川白語中有 ８ 個調，如下：
調名

調值

１

３３

２

４２

３

３１

４

５５

５

３５

６

４４

７

２１

８

５５

調號

元音鬆緊
鬆
緊
鬆
鬆
鬆
緊
緊
緊

例

泡沫
ｐ２ 奶
ｐ３ 鬧
ｐｈ４ 扒
ｐ５ 八（哥鳥）
ｐ６ 倒
～
ｐ
７蹄
ｐ８（水）壩
ｐ１

字

拉
ｔｉ２ 追
ｔｉ３ 田
ｔｉ４ 多
ｔｉ５ 急
ｔｉ６ 螞蟥
ｔｉ７ 手鐲
ｔｉ８ 寄（宿）
ｔｉ１

這一處理方式符合孔江平 （２００１）的聲調模型。我們進一步研究了劍川白
語的聲調系統（Ｗａｎｇ ２０１５ｂ），尤其是關注其調聲發聲方面，發現發聲類型
存在人際變異，甚至同一調類也並不一定實現爲同樣的發聲類型，例如，發
音人 Ｍ１ 用糙音來實現 ７ 調，而發音人 Ｍ２ 用緊喉音，但都能與 ３ 調的正常
嗓音區分開。也就是，爲了實現音類上的分别，不同的發音人可能採用不
同的音值。（Ｔ７ ３１ 表示緊音第 ７ 調的調值爲 ３１；Ｌ３ ３１ 表示鬆音第 ３ 調
的調值爲 ３１。）
Ｔ７ ３１

組１

Ｌ３ ３１
Ｔ２ ４１

組２
組３

Ｌ１ ３３
Ｔ６ ４３３
Ｌ４ ５５
Ｔ８ ５４

Ｍ１

Ｍ２

Ｆ１

Ｆ２

糙音
正常
緊喉
正常
糙音
正常
緊喉

緊喉
正常
緊喉
正常
緊喉
正常
緊喉

糙音
正常
緊喉
正常
糙音
正常
緊喉

緊喉
正常
緊喉
正常
緊喉
正常
糙音

戴慶厦（１９７９）認爲：“從來源上看，藏緬語族諸語言的鬆緊元音存在多
源性的特點，有的來自聲母的清濁，有的來自韻母的舒促，由不同的渠道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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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今日相同的鬆緊特徵。”在歷史比較的視野下，探討鬆緊元音來源的研究
其實主要是關注音類上的聯繫，鬆緊的對立或者來自聲母的清濁對立的轉
化，或者是韻母舒促的替代。這樣的轉化機制與早期提出的聲調分化機制
（指調時），所謂清高濁低以及舒促之分，完全一樣。這也再次説明應該將
發聲類型置於統一的聲調模型之下。
總體來説，就聲調而言，藏緬語言在調聲發聲方面表現突出，而漢語則
在調時發聲方面表現豐富，二者結合起來，纔能呈現出同一音類 （聲調）的
音值的多樣性表現（調時 ＋調聲）。但是從語言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漢語
聲調的演化有漫長的歷史，涉及衆多的人群，討論中，涉及到調聲的並不
多，在今後的研究可以多加關注，多借鑒藏緬語中調聲的發展模式，或許能
重新發現之前忽略的材料或因素。

四、演 化 生 態
（ ）倡導語言演化生態學，明確提出所有語言都有共同
的重新結構（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機制，只是由於各個語言的生態因素不一樣 ，從
而造成了不同的結果 。這種研究思路將語言看作物種 ，語言的演化就
是生態中的複雜適應過程 。我們在漢藏語言比較中觀察到豐富的語言
接觸現象 ，它們與語言的縱向傳遞交織在一起 ，形成了今天多樣的漢藏
語言 。
在研究白語方言的否定形式時，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否定結構，龔希
劼（２０１７）總結了 １２ 個方言的否定類型，這 １２ 方言可分爲五大類（Ａ、Ｂ、Ｃ、
Ｄ、
Ｅ ）。如果按類型分别呈現在地圖上（見下頁），
則如下所示：
可以比較直觀地看到：地理上相近則否定結構類型相近，除了 Ａ 類的
奔幹方言在玉溪市元江，離怒江的其他的 Ａ 類方言點很遠。
如果進一步觀察與漢語否定形式差異較大的形式 ａ，可以看到白語方
言和彝語方言否定形式的地理分佈情況（見下頁）：
這樣的生態狀況暗示白語中否定形式 ａ 來自周邊彝語（ ｍａ＞ａ）。不
過，也有不少侗台語中“ａ”是否定形式（梁敏、張均如 １９９６）。我曾猜測 ａ
作爲否定形式可能是一個地域詞，在相鄰的語言（無論是否有親緣關係）中
傳播。（汪鋒 ２０１２：８０）
Ｍｕｆｗｅｎｅ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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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語中的情態否定後置的結構則爲該地區否定結構的發展提供
了更有啓發的細節。（徐琳、趙衍蓀 １９８４：４０）
ａ． ｎ５５

ｌｉ４２

ｔｓｕ５５

ｘ３３．

你們 這 做 不該
你們不應該這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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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 ３３．

ｂ． ｎ５５

ｌｉ４２

ｔｓｕ５５

ａ． ｏ２２

ｔ ｈ ｉ２２ｘｏ２２

ｋ ｈ ２２

ｄ２２．

ｂ． ｏ２２

ｔ ｈ ｉ２２ｘｏ２２

ｋ ｈ ２２

ｍａ２１

你們 這 做 不敢
你們不敢這麽做。
這樣的情態結構跟漢語和侗台語等都不同，而跟彝語相同，例如：（禄勸
彝語）
我 狗肉
我能吃狗肉。

吃

能

ｓｏ２２．

我 狗肉
吃 不 願意
我不願意吃狗肉。
但如果細究其中的細節，大理白語否定詞後置 （ＳＶＯＮｅｇ ）這樣的結構
與早期侗台語相合（參見梁敏、張均如 １９９６），而侗台語民族與白族的接觸
從唐代就開始了（江應樑 １９８３），既然大理白語的否定詞後置結構與其他
白語的都不同，其變異很可能源自與侗台語民族的接觸，侗台民族轉用白
語時把該結構帶入了白語。
至於大理白語中情態否定的變韻形式，我們曾論證其派生模式是：Ｖ
（肯定）→ｕＶ（否定），其中的ｕ來源於否定詞 ｍｕ３３，（汪鋒、龔希劼 ２０１６）
可能進一步追溯到彝語中的否定形式 ｍａ＞ ｍｕ。
白語否定形式演化中這些生態因素的考慮，可以更合理地解釋其方言
多樣性的來源，當然，其中的變異及選擇機制尚待進一步發掘。類似的，漢
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其經歷的語言生態的豐富性不亞於白語。研究不同
歷史階段的漢語以及不同地域的方言時，如果能同時觀察其時其地周邊的
語言情況，或許能更進一步加深對於其結構及形式的理解。




五、餘



論

中國是漢藏語的故鄉，不管漢藏語的内涵與外延怎麽變化，這一點從
來没有變過。漢語穿越數千上萬年在中國大地鋪開，與之同源的語言、與
之接觸過的語言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歷史印記，可以借助這些印記來重構
漢語的早期歷史面貌。

·１４· 早期中國的經典與語言———《嶺南學報》復刊第十五輯

本文僅從音類的獲取、音值的推測以及演化生態的適應等幾個方面簡
單概括了漢藏語的眼光對漢語研究可資借鑒的部分思路。李方桂曾指出：
“漢語與别的藏漢語系的語言的比較研究，這是將來發展漢語上古音系的
一條大路。”（１９７１：５）漢藏語研究發展到今天，其比較研究不只包括歷史
比較（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還包括類型學意義上的比較。不僅是發展
漢語上古音系的大路，還是發展漢語早期詞句法演化研究的大路。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Ｓｏ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

：

，

Ｗａｎｇ Ｆｅ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

，

（ｍｏｓｔｌｙ，ｔｈｅ Ｂａｉ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ｂ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ｃｕ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ｏｆｆｅｒ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Ｅｉｔｈｅｒ 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ａｙ ｎｅｅｄ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Ｅｉｔｈｅｒ ｃｏｇｎａｔｅｓ ｏｒ ｌｏａｎｗｏｒｄ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ｏ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ｉ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ｏ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ｍａｙ ｕｐｄ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ｏｆ

，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ｎｅ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Ｆ０． Ｐｈｏｎ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ｉ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ｌｏ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ｓｏ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

，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ｉ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ｉ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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