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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原音韻》的語音基礎是元朝的北方官話，周德清 (1277-1365) 特別將桓歡韻從

寒山韻中獨立出來，是為了矯正當時的南方口音。元朝的南方官話或東南方言保留不少

古音特色，現代江淮官話泰如片寒韻舌根、零聲母字讀 -�� 韻母顯示了中古《切韻》

寒、桓不分的語音特徵，吳語、贛語也有平行表現。而山攝合口二等的「慣刪」、

「環刪」、「篡刪」、「患刪」、「幻山」等字在江淮官話、吳語、贛語都有讀同桓韻的現

象，這是早於《切韻》的語音層次。上述兩者不是元朝北方官話的音韻特徵，因此在

《中原音韻》桓歡韻裡看不見這類的字音。總結來說，《中原音韻》桓歡韻在南方官話

的演變途徑為：*u�n > uo� > o � > ��。 

關鍵詞：桓歡韻，寒山韻，江淮官話，《中原音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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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原音韻》桓歡韻的變化涉及了：(1) 中古《切韻》音系山攝字與漢語近代

音系間的承繼問題，以及 (2) 桓歡韻如何演變成明清官話 -an、-uan 兩韻母之音

韻發展問題。《中原音韻》桓歡韻顯示了中古音至現代漢語的音變樞紐，而江淮官

話是釐清這兩大問題的核心方言。 

元朝周德清 (1277-1365)《中原音韻》之桓歡韻來自《廣韻》之桓韻，屬中古

山攝合口一等韻。與桓歡韻最相關的是寒山韻，寒山韻來自《廣韻》的寒韻、山

韻、刪韻，屬中古山攝開口一、二等韻及合口二等韻。 

根據王力 (2008: 358, 394, 447) 的研究，《中原音韻》寒山韻應擬作 *an，桓

歡韻則擬作 *u�n，桓歡韻由宋至元的語音變化是 *uan > *u�n，到了明清時期，這

組韻又變回了 *uan。王力 (2008: 441, 447, 452) 提出明清音系「桓歡部消失了，

轉入寒山」，這是認為桓歡韻的主要元音變化是 a > � > a，元代的桓歡韻到了明清

時期又回頭與寒山韻合流，但這樣的元音演變規律不合邏輯，兩次音變的變化條件

以及明清發生「回頭演變」的原因也不明確。 

楊耐思 (1981: 40) 指出桓歡韻是個險韻，元曲裡一般並不獨用，通常是與寒

山韻共同押韻，因此桓歡韻與寒山韻的韻母讀音應當相似，否則兩韻部不可能時常

混同押韻。然周德清特地獨立桓歡韻於寒山韻之外，並於〈正語作詞起例〉二十一

條中列出桓歡韻與寒山韻中容易混淆的字組，可見在周德清的理解中，桓歡韻與寒

山韻是有區別的。1 

馮蒸 (2013: 20, 30) 發現絕大多數的近代韻書或韻圖都反映了桓歡韻類的存

在，提出《中原音韻》的桓歡韻是近代漢語北方方言的普遍特徵，並指出目前桓歡

與寒山分韻的音類架構還保留在江淮官話洪巢片、泰如片和山西晉語區部分方言點

                                                 

1 周德清〈正語作詞起例〉二十一條列舉《中原音韻》十九韻部之中，可以對比且顯示其特點的例

字共 241 組，以辨別各韻部或易混淆之字群的發音（周德清 2016：80-87）。馮蒸 (1997) 指出

「周德清是『最小對立』理論的創始人」，運用現代語言學最小對比詞 (minimal pair) 的概念，

周德清詳列十九韻部中容易弄錯的組合，其差別可能是聲母、介音、主要元音或韻尾。周德清於

此條例中列出與桓歡韻相關的組合共有五組：完有岏、官有關、慢有幔、患有緩、慣有貫

（「貫」字根據李惠綿 (2016: 446) 之考訂），所舉例字皆是對比桓歡韻與寒山韻字的差別，可見

周德清是刻意獨立出桓歡韻字，並強調作曲者需辨別桓歡韻與寒山韻之音近字。由此可見，當時

桓歡與寒山的分立當有實際的語音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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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江淮官話保存了《中原音韻》桓歡韻的音韻系統，而安徽安慶一帶的方言最

接近《中原音韻》桓歡韻的架構。 

目前多數的官話方言，山攝合口一等（桓韻）、二等（山、刪韻）早已合流，

但江淮官話洪巢片、泰如片「官桓見」、「關刪見」讀音不同，合口一等與合口二等有

別，這種對比很少見於其他官話方言區。大體可說，江淮官話體現了《中原音韻》

桓歡韻與寒山韻區別的音韻結構。 

不過，若從近期江淮官話泰如片之泰興話及洪巢片之鎮江話的語言調查結果來

看，2 桓歡韻字在今日江淮官話區中常見的韻母形式是 -��，來自中古山攝二等合

口的寒山韻字一般讀作 -u��，但「慣刪」、「環刪」、「篡刪」、「患刪」、「幻山」

等五字卻讀同桓韻，讀音是 -�� 韻母而非 -u��，出現了二等字反與一等字混同的現

象。 

因此，江淮官話區桓韻字的讀音與元代桓歡韻的關連究竟是古語的保留，還是

後起的韻母類化？是否存有地理特性？與宋元官話的音變脈絡是什麼？都需要再次

釐清。 

此外，江淮官話泰如片裡，寒韻牙喉音字也讀 -�� 一類的韻母，與桓韻相同。

因此，目前江淮官話洪巢片、泰如片出現的 -�� 韻母，實際上既出現在桓歡韻中，

也出現在寒山韻裡，寒山韻主要是中古寒韻來源的字，另有少數山、刪韻的合口

字。 

江淮官話泰如片與吳語關係密切，泰如片又常被稱為通泰方言。張光宇 

(2019: 387) 指出，泰州話裡桓歡韻有文白異讀，白讀層裡一、二等有別，泰州話

的音韻格局是：「間山開」k��1、「關刪合」ku��1、「乾寒開」k��1、「官桓合」k��1，這個

白讀音讀模式與吳語如出一轍，如無錫方言：「間山開」k�1、「關刪合」ku�1、

「乾寒開」ko1、「官桓合」ko1。鄭偉 (2018: 187) 也指出「通泰方言具有吳語成分已

經得到方言學界的普遍認同」。因此，探討江淮官話桓歡韻、寒山韻分合問題，不

可少了與吳語的比較。 

亦有學者討論周德清區分桓歡韻與寒山韻的語音根據。有些學者認為這個根據

是南方方言而非官話，如蔣冀騁 (2003) 認為「《中原音韻》『寒山』『桓歡』分

立是周德清方音的反映」，也就是贛方言，因桓歡韻在元曲裡獨用的例證非常少，

                                                 

2 語言調查時間為 2019 年 10-12 月，泰興話的發音人約 30 歲，鎮江話的發音人約 26 歲。此次語言

調查並一同觀察江蘇北部的徐州方言，發音人約 30 歲。徐州話屬中原官話，高元音的語音特色與

江蘇南部的江淮官話有明顯差異，兩大區域彼此無法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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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桓歡獨用的作品多出自南方的贛語及吳語區的作家。因此，贛語在桓歡韻上的讀

音及音類表現，也需一併注意。 

底下先討論桓歡韻與寒山韻在江淮官話各方言片中的音類分合，再比較相關層

次與吳語、贛語音類表現的異同，最後討論《中原音韻》桓歡韻的語音根據及其與

《切韻》音系、宋元明音系之間的演變脈絡。 

二、桓歡韻在江淮官話中的音類表現 

(一)桓歡韻與寒山韻的比較：合口一等（桓）、二等（山、刪）有別 

底下先比較江淮官話在桓歡韻字（中古桓韻字）與部分寒山韻字（中古山、刪

韻合口字）的讀音格局，如表一所示：3 

表一：江淮官話山攝合口一、二等字讀音比較表 

 洪巢片4 泰如片 方言點 

例字 安徽桐城 安徽合肥 江蘇鎮江 江蘇泰興 

官山合一桓見 桓歡 kuon1 k��1 k��1 k��1 

款山合一桓溪 桓歡 khuon3 kh��3 kh��3 
kh��3 

khu��3 

碗山合一桓影 桓歡 uan3 ��3 
��3 

u��3 
��3 

算山合一桓心 桓歡 son5 s��5 s��5 s��5 

端山合一桓端 桓歡 ton1 t��1 t��1 t��1 

半山合一桓幫 桓歡 
pon5 

pan5 
p��5 p��5 p��5 

盤山合一桓並 桓歡 phon2 ph��2 
ph��2 

ph��2 
ph��2 

關山合二刪見 寒山 kuan1 kuæ�1 ku��1 ku��1 

                                                 

3 本論文聲調調號標示為：1 陰平、2 陽平、3 陰上、4 陽上、5 陰去、6 陽去、7 陰入、8 陽入。江

蘇鎮江（京口區）、江蘇泰興（蔣華鎮）語料來自 2019 年田野調查結果，安徽合肥話語料出自北

大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223-224, 263-271)，安徽桐城話語料出自孫宜志 (2006: 246-249)。 
4 洪巢片橫跨江蘇南部及安徽中部，但安徽桐城一帶的方言讀音與附近的安徽合肥等地有明顯差

異，可將桐城話獨立出來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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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江淮官話山攝合口一、二等字讀音比較表（續） 

 洪巢片 泰如片 方言點 

例字 安徽桐城 安徽合肥 江蘇鎮江 江蘇泰興 

環山合二刪匣 寒山 xuan2 xuæ�2 
xu��2 

x��2 

khu��2 

xu��2 

幻山合二山匣 寒山 xuan5 x��5 x��5 x��5 

慣山合二刪見 寒山 -- k��5 
ku��5 

k��5 
ku��5 

 

桓歡韻字在安徽合肥、江蘇鎮江、江蘇泰興主要讀 -�� 韻母，安慶小片（桐

城）舌根聲母字讀 -uon，其他聲母字讀 -on。而寒山韻中，來自中古合口二等的

字，在江淮官話洪巢片、泰如片中主要讀 -uæ� 或 -u��，安慶小片則讀 -uan。安慶

小片山攝合口一、二等字今讀都沒有鼻化，仍具舌尖鼻音韻尾 -n，是最接近中古

語音形式的方言區。 

中古合口一等桓韻的字，在上述四個方言中都有與合口二等山、刪韻字同讀的

現象，但又分成兩種情況。 

第一，一等字讀二等字的韻母形式。如：(1) 桐城「碗桓」讀 -uan 韻母，

「半桓」則有 -on、-an 二讀，而 -an 讀法（唇音聲母字丟失 -u- 介音）同二等韻

母形式。(2) 鎮江「碗桓」有 -��、-u�� 二讀，而 -u�� 韻母讀法同二等韻母形式，

「盤桓」則有 -��、-�� 二讀，-�� 韻母讀法（唇音聲母字丟失 -u- 介音）同二等韻母

形式。(3) 泰興「款桓」有 -��、-u�� 二讀，-u�� 韻母讀法同二等韻母形式。 

張光宇 (2019: 387) 指出，桓歡韻、寒山韻的分野在一般的江淮官話裡並無文

白異讀的差異，但在通泰方言有文白異讀，文讀與一般江淮官話無異，白讀的分野

是一、二等有別。以泰州話為例，泰州話一等白讀是 -�� 韻母，二等白讀則是 

-u��。張光宇的研究與表一例字所示相同，中古山攝合口一等字，不只在泰如片中

有完整的文白層次，文讀讀同二等合口字，白讀自成一類，這種層次異讀在鎮江話

中也可看見。江淮官話裡一等字讀同二等字的現象，與多數官話方言一等韻混入二

等韻的演變相同。 

第二，少數幾個特定二等合口字，讀同一等合口韻母，如表一之「慣刪」、

「幻山」、「環刪」。(1) 合肥「慣刪」、「幻山」讀 -��。(2) 鎮江「慣刪」、「環刪」

有 -u��、-�� 二讀，「幻山」則是讀 -��。(3) 泰興「幻山」讀 -�� 韻母。合肥、泰興話

除了「慣刪」、「幻山」兩字外，還有「篡刪」、「患刪」等二等合口字讀 -�� 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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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的讀音是「篡刪」tsh��5、「患刪」x��5，泰興則是「篡刪」tsh��5、「患刪」x��1。5 

揚州話也有這類現象，但例字只有「篡刪」，讀音是 tshuo �5。6 這種現象，在蘇北

的淮陰（南陳集鎮）方言也有相同的表現。根據 2020 年的調查資料，淮陰方言

「篡刪」、「患刪」、「幻山」等字讀 -o � 韻母，7 與蘇南、安徽等地的江淮官話有

平行表現。這幾個二等合口字，江淮官話讀同一等的桓韻字，應為一獨立層次，在

江蘇、安徽的江淮官話區內皆有分布。 

《中原音韻》桓歡韻絕不雜染山攝合口二等字，但江淮官話卻出現屬寒山韻的

「慣刪」、「環刪」、「篡刪」、「患刪」、「幻山」等中古二等合口來源字讀入桓歡

韻的現象，且分布的方言集中在泰如片及洪巢片之中。8 

寒山韻裡的「慣刪」、「環刪」、「篡刪」、「患刪」、「幻山」，在江淮官話區

內另有讀同一等白讀的語言層次絕非偶然。這個層次究竟是古語的保留，還是後起

的韻母類化？經過通盤考察江淮官話內部的音韻表現，再與鄰近的吳語、贛語相互

比較後，答案才會明確。詳細討論請見下文。  

此外，從表一的比較可以發現，安徽桐城的語音形式與安徽合肥以及江蘇南部

明顯不同。依據孫宜志 (2006: 126-127) 對安徽江淮官話的研究，安慶一帶的方言

讀音與合肥等地有明顯差異，孫宜志認為，如果注重語言特徵，安慶小片應當劃入

黃孝片；如果考慮安慶小片與黃孝片地理上不相鄰，安慶小片應當獨立。安慶小片

與黃孝片地理分裂的情況，主要是受到元末明初江西贛方言區移民的影響。安慶小

片包含了桐城、樅陽、安慶、池州等地。 

錢曾怡 (2010: 289) 也有相似意見，認為桐城市、安慶市、樅陽縣這三個地點

的口音在分區特徵上與江淮官話黃孝片更接近，因此應改將之歸入黃孝片。以下論

述將桐城、安慶一帶的方言列入江淮官話黃孝片之中討論。 

(二)桓歡韻與寒山韻的比較：合口一等（桓）、開口一等（寒）不分 

中古《切韻》的桓韻字與寒韻字，在江淮官話裡有韻母同讀的現象。一種是舌

                                                 

5 泰興話古陽去字有讀陰平調的現象，這是江淮官話泰如片方言裡常見的聲調特徵。 
6 本文的揚州話語料出自北大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264, 268-270)。 
7 語言調查地點為蘇北淮安市淮陰區南陳集鎮，調查時間為 2020 年 4-5月。發音人約 35歲。 
8 顧黔 (2001: 315-317) 針對南通、如東、如皋、海安、東臺、大豐、興化、泰興、姜堰、泰州等十

個泰如片方言田野調查，山攝二等合口字沒有讀同一等韻母（-�� 韻母）的記錄，該資料收入的

「幻山」、「慣刪」、「環刪」都讀二等字的規律音讀，不讀 -�� 韻母。不過顧黔 (2015: 125) 記錄

泰興東部的古溪鎮方言，「篡刪」讀 tsh��5，與西部的泰興蔣華鎮有相同的語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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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零聲母字桓、寒同讀，出現在泰如片中；一種是舌根、零聲母以外的字桓、寒

同讀，出現在黃孝片裡。二地相混的字群正好顛倒。例字請見表二：9 

表二：江淮官話山攝一等合、開口字讀音比較表 

泰如片 黃孝片 洪巢片 方言點 

例字 江蘇泰興 湖北紅安 安徽桐城 安徽合肥 江蘇鎮江 

官山合一桓見 桓歡 k��1 kuan1 kuon1 k��1 k��1 

管山合一桓見 桓歡 k��3 kuan3 kuon3 k��3 k��3 

歡山合一桓曉 桓歡 x��1 xan1 xon1 x��1 x��1 

算山合一桓心 桓歡 s��5 san5 son5 s��5 s��5 

端山合一桓端 桓歡 t��1 tan1 ton1 t��1 t��1 

盤山合一桓並 桓歡 ph��2 phan2 phon2 ph��2 
ph��2 

ph��2 

肝山開一寒見 寒山 k��1 kan1 
kan1 

kon1 
kæ�1 k��1 

趕山開一寒見 寒山 k��3 kan3 kon3 kæ�3 k��3 

岸山開一寒疑 寒山 ��1 �an6 
�an5 

�on5 
�æ�1 ��5 

汗山開一寒匣 寒山 x��1 xan6 
xan5 

xon5 
xæ�5 x��5 

安山開一寒影 寒山 
��1 

i��1 
�an1 

�an1 

�on1 
�æ�1 ��1 

漢山開一寒曉 寒山 xi��5 xan5 
xan5 

xon5 
xæ�5 x��5 

單山開一寒端 寒山 ti��1 tan1 tan1 tæ�1 t��1 

炭山開一寒透 寒山 thi��5 than5 than5 thæ�5 th��5 

傘山開一寒心 寒山 �i��5 san3 san3 sæ�3 s��3 

 

先討論泰如片的音韻表現。泰如片裡，中古桓韻字（《中原音韻》歸入桓歡

韻）一律讀 -��，而中古寒韻（《中原音韻》歸入寒山韻）的舌根、零聲母字有兩

種韻母形式，分別是 -�� 及 -i��。依據顧黔 (2001: 281-285) 的分析，寒韻字讀 -�� 

的層次是白讀層，讀 -i�� 的層次是文讀層。文讀形式 -i�� 與山攝二等開口的山、

刪韻字合流，如泰興話「山山」讀 �i��1，「顏刪」讀 �i��2。 

中古寒韻在泰如片方言中讀 -�� 韻母的現象只出現在舌根、零聲母字上，這個

                                                 

9 紅安話語料出自錢曾怡 (2010: 45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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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音與合口的桓韻完全合流，因此造成「肝寒」＝「官桓」讀 k��1 的音韻格局。泰

如片寒韻舌根、零聲母字的韻母形式具有合口特徵，與多數官話方言寒韻讀開口的

語音特性大不相同。 

泰如片方言寒韻讀同桓韻，這種音韻格局與隋朝陸法言《切韻》不分寒、桓的

現象有些相似，可能反映中古音的音韻訊息。目前中古時期寒、桓之分有介音之

別，或主要元音之別兩種看法，前者如董同龢 (1989: 83)、竺家寧 (2005: 183-

184)，後者則如羅季光 (1986) 等。 

陸法言《切韻》韻目為何不分寒、桓？各有解釋：寒、桓合韻或可能是南方方

言的特徵。江淮官話區原通行吳語，而泰如片離吳語最近，許多語音現象仍近似吳

語，很可能保留了不少「早期吳語」的音韻特徵。一般認為陸法言《切韻》韻目的

分韻依據，參考了當時已「南染吳越」的金陵之音，則本處所論江淮官話寒、桓不

分的語音層次可以作為證據。 

黃孝片中，雖然一樣體現桓、寒相混的現象，但這卻是桓韻字開口化造成的結

果。表二可見，黃孝片方言中，桓韻字僅有舌根、零聲母字有合口介音，其他聲母

字都沒有合口介音，這個特徵與江淮官話洪巢片、泰如片或其他官話方言明顯不

同。漢語方言裡，舌根聲母通常是 -u- 介音保留最完整的語音環境，黃孝片方言

僅在牙喉音字中保留了中古桓韻的合口特性，其他語音環境都丟失了合口介音，這

個特點正好說明了該處方言經歷了桓韻開口化的演變。10 

總而言之，黃孝片方言桓韻字開口化演變的結果是：非舌根、零聲母字桓韻讀

同寒韻，因此紅安話「端桓」＝「單寒」讀 tan1，中古桓韻字的韻母形式已不具合

口特徵。根據馮法強 (2017: 177-178) 的研究，這種開口化變化還出現在孝感、黃

岡、麻城、英山等黃孝片方言中，而安徽的舒城方言，目前亦有部分舌尖聲母字開

口化，讀同寒韻。 

桐城方言保有一、二等韻母主要元音的區別，桓韻的主要元音是 -o，寒韻則

是 -a、-o 兼具，但寒韻 -o 元音只出現在舌根、零聲母字上，因此桓韻開口化音

變以後，寒、桓兩韻在舌根、零聲母以外的字時，以 an：on 的形式區別。張光宇 

(2019: 387) 指出，桐城方言是安徽江淮官話裡最為保守的方言，不但山攝合口

一、二等有別，開口一、二等也有區別。 

                                                 

10 紅安話桓韻的合口成分只保留在 k-、kh- 聲母之後，舌根擦音 x- 後並未保留合口成分。如表二

所示的例字「歡桓曉」，紅安話讀 -an，沒有合口介音，但在桐城話裡，「換桓匣」有 xuon5、xuan5 

二讀，不論主要元音是否往二等韻母（-a 韻母）變化，桐城話「換桓匣」字都還帶有 -u- 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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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泰如片、黃孝片寒、桓的同讀現象，洪巢片方言寒韻字絕對不與桓韻字

合流，如上舉之安徽合肥及江蘇鎮江話，「肝寒」≠「官桓」，「單寒」≠「端桓」，

這兩類字絕不相混，這也是多數官話方言的音韻格局。要注意的是，泰如片方言與

黃孝片方言，寒、桓相混的性質是不同的。 

三、江淮官話與吳贛方言的比較 

前文表一、表二比較了《中原音韻》桓歡韻（中古桓韻）與寒山韻（中古寒

韻、山韻、刪韻）在江淮官話各方言片中的語音表現，以下再比較相關字群在吳

語、贛語中的音韻分合。 

(一)桓歡韻與寒山韻的比較：合口一等（桓）、二等（山、刪）有別 

先看中古山攝合口一等字（桓韻）與合口二等字（山韻、刪韻）的音韻表現。

表三列出了江淮官話洪巢片、泰如片以及吳語蘇州話、贛語南昌話等不同方言中，

山攝合口一、二等字的讀音。例字請見表三：11 

表三：江淮、吳、贛方言山攝合口一、二等字讀音比較表 

江淮官話 吳語 贛語 方言點 

例字 江蘇鎮江 江蘇泰興 江蘇蘇州 江西南昌 

官山合一桓見 桓歡 k��1 k��1 kuø1 ku�n1 

款山合一桓溪 桓歡 kh��3 
kh��3 

khu��3 
khuø3 khu�n3 

碗山合一桓影 桓歡 
��3 

u��3 
��3 uø3 u�n3 

算山合一桓心 桓歡 s��5 s��5 sø5 s�n5 

端山合一桓端 桓歡 t��1 t��1 tø1 t�n1 

半山合一桓幫 桓歡 p��5 p��5 pø5 p�n5 

盤山合一桓並 桓歡 
ph��2 

ph��2 
ph��2 bø2 ph�n2 

關山合二刪見 寒山 ku��1 ku��1 ku	1 kuan1 

 

                                                 

11 本文的蘇州話、南昌話語料出自北大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223-224, 26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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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江淮、吳、贛方言山攝合口一、二等字讀音比較表（續） 

江淮官話 吳語 贛語 方言點 

例字 江蘇鎮江 江蘇泰興 江蘇蘇州 江西南昌 

環山合二刪匣 寒山 
xu��2 

x��2 

khu��2 

xu��2 
gu	2 

fan5 

uan5 

慣山合二刪見 寒山 
ku��5 

k��5 
ku��5 ku	5 kuan5 

頑山合二山疑 寒山 u��2 u��2 
uø2 uan5 

     

表三顯示，吳語蘇州話、贛語南昌話的音韻格局與江淮官話洪巢片（鎮江）、

泰如片（泰興）相同，這些方言的山攝合口一等韻母與合口二等韻母都有明顯的區

別，分別是：(1) 鎮江、泰興是  ��：u��，(2) 蘇州話是  uø：u�，(3) 南昌話是 

u�n：uan。12 

多數官話方言山攝合口一等與二等沒有區別，江淮官話洪巢片、泰如片一、二

等有別的音韻特色與吳語、贛語等東南漢語方言相似，卻與以北京音系為代表的近

代官話音系大相徑庭。 

洪巢片、泰如片山攝合口一、二等有別的音韻格局可能是受到古代非官話方言

的底層結構影響，因而「頑強地」保留了中古音山攝合口一等與二等有別的格局。 

對比江淮官話黃孝片方言，黃孝片方言山攝合口一等與合口二等韻大多合流為

一類，一等韻母讀同二等韻母，彼此沒有差異，這個特性就與大多數的官話方言一

致。 

吳語蘇州話與贛語南昌話中，中古桓韻字另有一個特色是：合口 -u- 介音消

失，目前僅舌根、零聲母字仍有合口成分，其他聲母環境下，原先的合口介音已經

消失了，蘇州話的對比是 uø舌根、零聲母：ø其他聲母，南昌話則是 u�n 舌根、零聲母：�n 其他聲母。蘇

州話、南昌話桓韻合口介音消失的方式與江淮官話黃孝片方言竟有些類似。 

(二)桓歡韻與寒山韻的比較：合口一等（桓）、開口一等（寒）不分 

江淮官話另一個顯著的特色是，在泰如片當中，桓歡韻與寒山韻相混，這些與

桓歡韻相混的寒山韻字，主要是中古的寒韻舌根、零聲母字。這類音韻格局未見於

                                                 

12 蘇州話山韻「頑」字的韻母形式與桓韻字相同，此現象與下文討論之江淮官話「慣刪」、

「環刪」、「篡刪」、「患刪」、「幻山」等山攝合口二等字韻母讀同桓韻字的音韻表現相似，但

「頑」字在江淮官話中沒有例外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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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江淮官話中，卻出現在吳語、贛語之中。例字請見表四： 

表四：江淮、吳、贛方言山攝一等合、開口字讀音比較表 

江淮官話 吳語 贛語 方言點

例字 江蘇泰興 安徽合肥 江蘇鎮江 江蘇蘇州 江西南昌 

官山合一桓見 桓歡 k��1 k��1 k��1 kuø1 ku�n1 

管山合一桓見 桓歡 k��3 k��3 k��3 kuø3 ku�n3 

歡山合一桓曉 桓歡 x��1 x��1 x��1 huø1 f�n1 

算山合一桓心 桓歡 s��5 s��5 s��5 sø5 s�n5 

端山合一桓端 桓歡 t��1 t��1 t��1 tø1 t�n1 

肝山開一寒見 寒山 k��1 kæ�1 k��1 kø1 k�n1 

趕山開一寒見 寒山 k��3 kæ�3 k��3 kø3 k�n3 

岸山開一寒疑 寒山 ��1 �æ�1 ��5 �ø6 ��n6 

汗山開一寒匣 寒山 x��1 xæ�5 x��5 
ø6 h�n6 

安山開一寒影 寒山 
��1 

i��1 
�æ�1 ��1 ø1 ��n1 

漢山開一寒曉 寒山 xi��5 xæ�5 x��5 hø5 h�n3 

單山開一寒端 寒山 ti��1 tæ�1 t��1 t	1 tan1 

炭山開一寒透 寒山 thi��5 thæ�5 th��5 th	5 than3 

傘山開一寒心 寒山 �i��5 sæ�3 s��3 s	5 san3 

 

前文已有討論，泰興話中古寒韻字，有與開口二等的山、刪韻字合流的層次，

讀法是 -i��，這是後起的文讀層次。江淮官話泰如片方言裡，寒韻舌齒音聲母字大

多只有這個層次，但舌根、零聲母字則有 -i�� 層次（文讀）和 -�� 層次（白讀），

形成明顯的層次異讀。這種現象在蘇州話、南昌話有平行表現，開口一等寒韻的舌

齒音聲母字韻母形式與山攝開口二等字合流，舌根、零聲母字的韻母形式則與合口

一等的桓韻字接近。 

蘇州話寒韻的讀音對比是 �舌齒音聲母：ø舌根、零聲母，南昌話則是 an 舌齒音聲母：�n 舌根、零聲母。

不過蘇州話與南昌話中，桓韻字僅舌根、零聲母字有合口成分，蘇州話讀 -uø，南

昌話讀 -u�n。蘇州話、南昌話桓韻的音韻格局仍然與泰如片不完全相同。 

表四的方音比較可濃縮為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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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江淮、吳、贛方言山攝字讀音比較表 

江淮官話 吳語 贛語 
方言點 

古音來源 
江蘇 

泰興 

安徽 

合肥 

江蘇 

鎮江 

江蘇 

蘇州 

江西 

南昌 

《切韻》 

桓韻舌根、零聲母字 
uø u�n 

《切韻》 

桓韻其他聲母字 

桓歡 �� 

ø �n 

《切韻》 

寒韻舌根、零聲母字 

��白 

i��文 
ø白 �n 白 

《切韻》 

寒韻舌齒音聲母字 

《切韻》 

山、刪韻開口字 

寒山 

i��文 

æ� �� 

	文 an 文 

 

江淮官話多數地區寒、桓不混，只有泰如片表現不同。泰如片舌根、零聲母字

寒、桓相混的現象是陸法言《切韻》寒、桓不分的古音反映，這種音類格局在吳

語、贛語中有相似的表現，但蘇州吳語、南昌贛語寒、桓不分的特徵是寒韻舌根、

零聲母字主要元音與桓韻相同。蘇州吳語、南昌贛語寒韻的其他聲母字則已與開口

二等的山、刪韻字合流，這個特色與多數的官話方言相同。 

附帶一提，蘇州吳語寒韻的「餐寒清」讀 tshø1，算是舌齒音聲母字裡例外還沒

有被新文讀層 -� 取代的一個例子，其他精系字如「殘寒從」z�2、「燦寒清」tsh�5、

「傘寒心」s�5、「散寒心」s�5 等，都讀同二等韻母。蘇州話寒韻的「餐寒清」讀 tshø1 

顯示了蘇州話寒韻與桓韻讀音不分的狀態，早期應不限於舌根、零聲母字。 

(三)山攝合口二等特殊字所反映的語音層次 

前文討論，中古山攝合口二等山、刪韻字，在江淮官話內另有讀同合口一等桓

韻字的現象，這些字分別是：「慣刪」、「環刪」、「篡刪」、「患刪」、「幻山」，

泰興、鎮江、合肥的讀音是 -�� 韻母，揚州話是 -uo � 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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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音韻》的桓歡韻字絕不雜染中古山攝合口二等字，而 -�� 韻母是江淮官

話中很常見的桓歡韻現代語音形式，因此江淮官話「慣刪」、「環刪」、「篡刪」、

「患刪」、「幻山」等字讀 -�� 韻母的現象有必要再擴大與鄰近的吳語、贛語比較，

以釐清這些字讀同桓歡韻的原因。 

請見以下比較。例字請見表六： 

表六：江淮、吳、贛方言山攝特殊層次讀音比較表 

江淮官話 吳語 贛語 方言點 

例字 江蘇泰興 安徽合肥 江蘇鎮江 江蘇蘇州 江西南昌 

慣山合二刪見 寒山 ku��5 k��5 
k��5 

ku��5 
ku	5 kuan5 

環山合二刪匣 寒山 xu��2 xuæ�2 
x��2 

xu��2 
gu	5 

fan5 

uan5 

篡山合二刪初 寒山 tsh��5 tsh��5 tsh��5 tshø5 tsh�n3 

患山合二刪匣 寒山 x��1 x��5 x��5 
u	6 f�n6 

幻山合二山匣 寒山 x��5 x��5 x��5 u	5 fan6 

官山合一桓見 桓歡 k��1 k��1 k��1 kuø1 ku�n1 

由表六可知，吳語、贛語和江淮官話一樣，也有寒山（中古山、刪合口韻來源

字）讀同桓歡（中古桓韻字）的現象，但例字比江淮官話少。蘇州話只有「篡刪」

一例，13 南昌話有「篡刪」、「患刪」兩例。蘇州話「篡刪」讀 -ø 韻母，與其他的

合口二等山、刪韻字韻母形式大不相同，但卻與一等的桓韻字「官桓」-ø 的韻母

讀音相同。蘇州話「篡刪」的前一階段是  *uø，其後丟失了合口介音。南昌話

「篡刪」、「患刪」讀 -�n 韻母，也與一等的「官桓」-�n 韻母形式相同，但與其他

合口二等字的主要元音不同，其他二等字讀 -a 元音。南昌話「篡刪」、「患刪」的

前一階段是 *u�n，後也丟失了合口介音。 

「慣刪」、「環刪」、「篡刪」、「患刪」、「幻山」在江淮官話、吳語、贛語讀

同桓韻的音讀當是「前《切韻》」時期的語音痕跡，反映了中古以前的語音層次。

這些字大多為牙喉音字，僅「篡刪」字不是，但「篡刪」卻是江淮官話、吳語、贛語

當中，一律讀同桓韻的例字，相當特殊。這幾個字與桓韻在上古時期都是元部字，

雖然彼此分屬不同小類，但目前卻在江淮官話與幾個不同的東南漢語方言中表現了

                                                 

13 蘇州話「頑山」讀 �uø2，韻母形式同桓韻，但江淮官話及南昌話「頑山」字不讀同桓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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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語音現象，看起來是早期層次的痕跡，而非後起的語音類化，因為難以說明

合口二等的山、刪韻字「慣刪」、「環刪」、「篡刪」、「患刪」、「幻山」等，同時

在幾個大方言中韻母類化成桓韻的音變條件或音變原因。 

目前「慣刪」、「環刪」、「篡刪」、「患刪」、「幻山」等字讀同桓韻的現象，

江淮官話集中在洪巢片、泰如片之中，且例字比吳語、贛語多，很可能是因為這個

語音層次本來是古代北方官話系統的語言層次，因此非官話系統的吳語、贛語等東

南漢語方言僅有一兩個零星例子。而江淮官話黃孝片因長期受到中原官話與西南官

話的衝擊，整體的音韻格局更接近近代的北方官話系統，因此這個早於中古《切

韻》的語音層次並不明顯。 

江淮官話泰如片及吳語、贛語的音韻表現，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陸法言寒、桓不

分作法的音韻格局，而江淮官話「慣刪」、「環刪」、「篡刪」、「患刪」、「幻山」

等字讀 -�� 韻母的現象則反映了前《切韻》時期北方官話的現象。14 這兩個音韻層

次造成江淮官話、吳語、贛語「寒山韻」與「桓歡韻」相混，但這兩個層次都不是

出自元朝的大都官話，因此《中原音韻》裡並沒有這些中古寒韻、山韻、刪韻字混

入後來的桓歡韻的情況。這也說明，江淮官話若經過更仔細的音韻分析，可以發現

其音韻表現並不完全等於元代《中原音韻》「寒山：桓歡」的音韻架構，江淮官話

與《中原音韻》仍有些許差別。 

四、《中原音韻》桓歡韻的歷史音變 

綜合前文所有文獻及方言現象的討論，若就元朝《中原音韻》的桓歡韻而言，

其中古音、近代至現代江淮官話的語音變化途徑當是： 

                                                 

14 江淮官話山攝開口一等（寒韻）和合口二等（山、刪韻）的「慣、環、篡、患、幻」等字讀同合

口一等（桓韻）的現象，或有可能源於近代桓韻的類化。桓韻在江淮官話的勢力較強，存在類化

其他音類的可能性。寒韻讀同桓韻主要是牙喉音字，山、刪韻的「慣、環、篡、患、幻」等字除

「篡」字外，其他也都為牙喉音字，似乎也能以桓韻韻母類化其他音類來理解，但這些現象在吳

語、贛語有平行表現，而吳語、贛語的桓韻韻母並不是 -��，且吳、贛方言山攝的演變方式又與江

淮官話有所分別，如吳、贛方言桓韻內部依照聲母條件，分為兩類韻母，但江淮官話泰如片、洪

巢片卻沒有這種現象。況且桓韻讀音擴散類化了其他音類的變化條件不甚明確，若說是牙喉音聲

母使然，則無法解釋「篡」字，但「篡」字卻是江淮官話、吳語、贛語中讀同桓韻現象表現最一

致的例字。此外，江淮官話除桓韻字有自成一類的特徵外，同時也存在一等往二等合流的文讀現

象，這也是多數官話方言山攝字的演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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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	n > uan（多數官話方言）> an（江淮官話黃孝片） 

(2) *u	n > uo �（揚州）> o �（鎮江老派）15 > ��（鎮江新派、泰興） 

第一條音變是目前多數官話方言的走向，一等元音由 	 > a，與二等韻字合流。而

黃孝片裡，中古桓韻字開口化，丟失合口介音，最後與中古寒韻字合流。第二條音

變保留一等韻主要元音 -	 是後元音的特徵，但鼻音韻尾弱化為鼻化徵性。 

至於與桓歡韻密切相關的寒山韻裡，中古寒韻字來源的字，從中古音、近代至

現代江淮官話的演變途徑應是： 

(1) *	n > on > an（多數官話方言）> a � > æ�/��（江淮官話洪巢片） 

(2) *	n > on > o � > ��（泰如片舌根、零聲母字） 

第一條音變裡，中古後期 on > an 是漢語一等韻與二等韻合流的演變，這種情況是

目前各大漢語方言的主要特徵。第二條音變在江淮官話中主要出現在泰如片裡，泰

如片舌根、零聲母字與二等字有別，且與合口的桓韻字同讀，與六朝時期寒、桓不

分的架構平行。 

泰如片的音韻格局可能是受吳語底層的影響。吳語寒韻牙喉音字的韻母具有圓

唇特質，與非牙喉音字的韻母形式不同，而江淮官話泰如片寒韻牙喉音字的韻母形

式保有圓唇特性，且與非牙喉音字的韻母形式有明顯區別，這種特質與吳語近似。

甚至連鄰近的贛方言，寒韻牙喉音字的韻母也有圓唇的特質。16 

依照王力 (2008: 358, 394, 447) 的研究，《中原音韻》之桓歡韻字在近代音的

歷史變化是 *uan > *u�n > *uan，但這個推論不是很合理。陸法言作《切韻》時不

分寒、桓，北宋《廣韻》註明寒、桓「同用」，金、元時期大量的詩詞押韻也很少

有桓韻獨用的情況，17 可見寒、桓兩韻的分別到了宋元時仍不是很明顯。這種混

用的現象，很可能是寒、桓兩韻的主要元音具圓唇特徵，是 -	 或 -o/-� 等造成

的，因此 -u- 介音的有無，在音感上並未造成太大區別，寒、桓兩韻的讀音，在

當時文人的理解中仍然是很相近的。 

                                                 

15 向然 (2011) 調查了鎮江方言，其發音人以鎮江潤州區 60 歲上下的長者為主。 
16 詳細比較請見表四、表五的例字。 
17 魯國堯 (2003) 考察兩宋、金元詞人的押韻狀況，兩宋詞不僅寒山、桓歡不分，先天亦可與寒山、

桓歡同押；金元詞大多寒山、桓歡不分，但與先天有別。由此可見，宋金元時期，桓歡韻、寒山

韻的區別在可押韻的範圍內，這是絕大多數文人沒有異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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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以大都為核心的北方官話口音，寒韻字與桓韻字的讀音應該是可區別的，

所以周德清《中原音韻》特別「獨排眾議」，另外獨立出桓歡韻，與寒山韻字區別

開來，希望能以此矯正當時文人曲韻中寒、桓不分的押韻現象。 

不少學者爭論《中原音韻》桓歡韻的語音基礎是北方官話或東南漢語方言。首

先，依照周德清 (2016) 的自序及〈正語作詞起例〉之說明，元朝桓歡韻的語音基

礎當是北方官話。李惠綿 (2016: 3-4) 指出，《中原音韻》首行「中原音韻」四字

下有周德清自注：「正語之本，變雅之端。」意謂中原之音是辨正《廣韻》之標

準，亦是矯正方音之病的根本，也是辨別北曲樂府與宋元戲文等其他腔調劇種戲曲

語音差異的依據。周德清 (2016: 7-8)〈中原音韻自序〉：「言語一科，欲作樂府，

必正言語；欲正言語，必宗中原之音。」周德清明言編撰《中原音韻》之核心宗旨

為「正語」，創作北曲樂府必須以中原之音為標準。 

根據周德清的自述，桓歡韻分立的語音基礎應當在「中原之音」，也就是官話

方言區之內。周德清的家鄉話贛語或是南曲戲文使用的吳方言，是需要被「中原之

音」「矯正」的口音，不可能是周德清所倚賴，又特別強調需要分韻的語音根據。 

寒、桓不分的現象正是周德清想要「釐清」並「矯正」的語音特質。周德清特

意獨立出桓歡韻，並作〈正語作詞起例〉二十一條，列舉《中原音韻》十九韻部之

中可以對比且顯示其特點的例字共 241組，以辨別各韻部或易混淆之字群的發音，

以釐清元朝北方官話寒、桓有別，桓歡不同於寒山等音韻特徵（周德清 2016：80-

87）。 

根據趙變親 (2014: 267-268) 的研究，現存元雜劇裡沒有桓歡韻獨用的現象，18 

元雜劇屬桓歡韻的字都與寒山、先天韻字一同押韻，元人散曲雖有桓歡韻獨用的現

象，但若和其他韻部比較，使用的次數卻是最少的。 

李蕊 (2015: 137-144) 分析寒山、桓歡、先天三部之間的通押用例。這種通押

現象廣泛分布在南北各地區的曲家作品中，而這三部通押的頻率，桓歡與寒山關係

更為緊密，且多為桓歡韻字押入寒山。根據李蕊的研究，桓歡押入寒山有 31 個韻

段共 19首小令，其中牙音字，如「官見」、「寬溪」、「觀曉」等字，通押的次數多

達 10 次左右，與押入本部的次數已十分接近。這段材料說明，元曲南北都有寒、

桓通押的現象，且在舌根聲母字最明顯，這與江淮官話泰如片、吳語、贛語僅舌

                                                 

18 因元雜劇有不少已經佚失，趙變親 (2014: 240) 也提到，或許有元人雜劇獨立使用桓歡韻，只是目

前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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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零聲母字寒、桓同讀的音韻現象是一致的。19 

周德清 (2016: 7-8) 說：「欲正言語，必宗中原之音。」宋元多數文人，桓歡

韻不獨用，大多與寒山韻合用，這個現象與吳語、贛語等東南漢語方言的音韻特質

相符，卻與官話體系寒、桓有別的格局抵觸，正是周德清想矯正的語音現象。周德

清希望能以《中原音韻》一書改變當時文人的詞曲押韻習慣，讓桓歡韻獨立於寒山

韻之外，不和寒山韻字一同押韻。 

張光宇 (2019: 386-387) 指出，江淮官話是所有漢語方言中保持「寒山：桓

歡」區別的最佳方言。就文獻材料來說，這個分野是元代的；就文獻的音系基礎來

說，其背景應是宋金中原方言。20 

此外，馮法強 (2017: 212) 依據現代江淮官話的音韻比較結果，構擬明代的南

方官話音系。根據馮法強的觀察，區別山攝合口一等與二等的方言分布範圍很廣，

擴及皖中、揚淮、蘇南、泰如各地，馮法強認為桓歡韻在明代的南方官話裡，應讀 

*o� 韻母，既有別於寒山韻裡中古寒韻來源的 *a �，也與中古合口的山、刪韻來源的 

*ua � 有區別。明代的南方官話承繼自《切韻》的桓韻，也體現了《中原音韻》桓歡

韻獨立的特點。 

馮法強的看法與前文桓韻字的音變途徑第二條一致，-o � 韻母的語音形式可在

鎮江潤州區老派口音裡發現，是 -�� 讀音的前一階段。元音高化是吳方言常見的語

音變化之一，江蘇的江淮官話亦常見這種演變。 

五、結語 

江淮官話的 -�� 韻母是目前《中原音韻》桓歡韻常見的語音形式，但根據上述

分析，-�� 韻母除了出現在中古合口一等桓韻字外，也出現在中古的開口一等寒韻

                                                 

19 江淮官話、吳語及贛語裡，寒、桓同讀的現象出現在牙喉音字上，保留了中古音一等韻主要元音

具有圓唇特性的現象，可見一等牙喉音字的韻母特性暗示了更多的古音訊息。 
20 張光宇 (2019: 387-388) 認為，「寒山：桓歡」的分野在一般江淮官話裡無所謂文白異讀的差異，

但在通泰方言（泰如片）裡卻存在文白差別。通泰方言文讀與其他江淮官話無異，白讀則一、二

等有別，白讀音的音類分合與吳語相當近似。就性質來說，通泰方言文讀音起源於宋金元中原官

話的推廣；白讀音韻母的音讀模式與吳語相近，聲母與相關的聲調歸併行為則近似客語。例如泰

興話古全濁聲母清化後一律送氣，以及古濁上字今讀陰平調等語音特點。通泰地區的先民是永嘉

之亂司豫移民的一支，這一點與客家先民是一致的。移民南下到了通泰地區習染當地吳語，而又

沒有完全放棄原鄉的語言習慣，經過長期融合才演變成今日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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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甚至是中古合口二等山、刪韻字之上。 

江淮官話泰如片寒韻舌根、零聲母字讀 -�� 韻母顯示了中古《切韻》時期寒、

桓不分的語音特徵，在吳語、贛語也有平行表現。而二等的「慣刪」、「環刪」、

「篡刪」、「患刪」、「幻山」等字讀 -�� 韻母，則顯示桓韻、山韻、刪韻不分的語

音特性，應是早於《切韻》的語音層次。這兩者都不是元朝北方官話的音韻特色，

是早於元朝的音韻層次，並非《中原音韻》劃分桓歡韻時的語音根據，因此《中原

音韻》桓歡韻裡沒有中古寒韻來源字或合口二等山、刪韻字。 

《中原音韻》獨立桓歡韻於寒山韻之外，所根據的是當時的北方官話，現代江

淮官話寒、桓不分的痕跡或「慣刪」、「環刪」、「篡刪」、「患刪」、「幻山」等二

等合口字讀同桓韻，是目前南方官話及東南漢語方言才可看見的語音現象。由此可

見，元朝時期，官話應已形成明顯的南北區域差異，南方官話帶有更多的中古音特

色。這也說明，明朝官話分南、北方兩派早有淵源。 

現代官話方言桓歡、寒山區別的結構主要保留在江淮官話中，少見於北方官話

區，應與地理位置有關。明代的《洪武正韻》系統顯示了當時的官話至少有南、北

兩大派別存在，江淮官話位於南方官話區域，或許因為地理位置以及東南方言──

尤其是吳方言──的影響，使得具有中古音一、二等有別特徵的「桓歡韻」在江淮

官話中得以保留。此外，江淮官話桓歡韻的格局與讀音大多保留在泰如片及洪巢片

中，少見於西側的黃孝片裡，這也顯示了吳語對南方官話的影響力。 

 

（責任校對：吳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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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hyme huan-huan  

in Lower Yangtze Mandarin 

Chen Hsiao-ch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hcchen@thu.edu.tw 

ABSTRACT 

The phonetic basis of Zhongyuan yinyun中原音韻 is the northern Mandarin of 

the Yuan Dynasty. Zhou Deqing 周德清 (1277-1365) specially separated rhyme 

huan-huan 桓歡韻 from rhyme han-shan 寒山韻 in order to correct the Southern 

accent of the time. The Southern dialects of the Yuan Dynasty still retained many 

ancient phonetic features; for example, in the Lower Yangtze Mandarin Tai-Ru 泰如 

region, words with velar and zero initials of the han rhyme are pronounced with -�� 

rhyme which shows that the han rhyme and huan rhyme are phonetically the same in 

Qieyun 切韻. Wu and Gan dialects also exhibit the same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The 

pronunciations of the words guan 慣, huan 環, cuan 篡, huan 患, and huan 幻 

show that this feature existed earlier than Qieyun. Neither of these exists in northern 

Mandarin in the Yuan Dynasty. Therefore, such a phonological pattern is not visible in 

Zhongyuan yinyun. To sum up, the evolution of the rhyme huan-huan in southern 

Mandarin should be *u�n > uo � > o � > ��. 

Key words: rhyme huan-huan 桓歡韻, rhyme han-shan 寒山韻, Lower Yangtze 

Mandarin, Zhongyuan yinyun 中原音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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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tude de la rime huan-huan 

dans le mandarin du bas-Yangzi 

La base phonétique du Zhongyuan yinyun 中原音韻 est le mandarin du Nord 

sous les Yuan. Zhou Deqing 周德清 (1277-1365) sépara spécialement la rime huan-

huan 桓歡韻 de celle du han-shan 寒山韻 afin de corriger l’accent du Sud de 

l’époque. Le mandarin du Sud et les dialectes du Sud-Est de la dynastie Yuan gardent 

ainsi pas mal de caractéristiques des phonétiques anciens. Dans le mandarin moderne 

Tai-Ru 泰如 du bas-Yangzi, les mots vélaires et ceux de zéro consonne de la rime 

han qui se prononcent avec la rime -�� témoignent que les rimes han et huan étaient les 

mêmes phonétiquement dans le Qieyun 切韻. En somme, l’évolution de la rime huan-

huan dans le mandarin du Sud doit être : *u�n > uo � > o � > ��. 

Mots clés : rime huan-huan 桓歡韻, rime han-shan 寒山韻, mandarin du bas-

Yangzi, Zhongyuan yinyun 中原音韻 

『中原音韻』桓歡韻の江淮官話に於ける音類の 

分合と比較 

『中原音韻』の音声基礎は元朝の北方官話である。周徳清 (1277-1365) 

は寒山韻から桓歡韻を特別に区別し、南方の訛りを矯正しようとした。元朝

の南方官話或いは東南方言には、多くの古音が残されている。現代の江淮官

話である泰如片寒韻舌根、零声母字は �� と読まれ、韻母には、中古の『切

韻』寒、桓を区別しない音声特徴が示されている。また、呉語と贛語にも平

行性が見られる。つまり、『中原音韻』桓歡韻の南方官話における変化のプ

ロセスは「*u�n > uo � > o � > ��」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桓歡韻、寒山韻、江淮官話、『中原音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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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ersuchungen zum Reim huan-huan  

im Mandarin des Unteren Yangtze 

Die phonetische Basis des Zhongyuan yinyun 中原音韻  ist das nördliche 

Mandarin der Yuanzeit; südliche dialektale Einflüsse wurden von Zhou Deqing 周德

清 (1277-1365) durch Trennung des huan-huan 桓歡 vom han-shan 寒山 Reim 

korrigiert. Die südlichen Dialekte wiesen ältere phonetische Merkmale auf; so folgte 

die Aussprache von Wörtern mit velarer oder zero Initiale des han Reims in der 

Region Tai-Ru 泰如 dem -�� Reim, was zeigt, dass die han und huan Reime im 

Qieyun 切韻 identisch waren. Wu und Gan Dialekte zeigen dieselben Merkmale; von 

ihnen sind keine im nördlichen Mandarin der Yuanzeit belegt. Demgemäß sind 

entsprechende phonologische Muster im Zhongyuan yinyun nicht sichtbar; die 

Evolution des Reims huan-huan im südlichen Mandarin sollte also als *u�n > uo � > o � > 

�� rekonstruiert werden. 

Key Wörter: Reim huan-huan 桓歡韻, Reim han-shan 寒山韻, Unterer Yangtze 

Mandarin, Zhongyuan yinyun 中原音韻 

（收稿日期：2020. 3. 2；修正稿日期：2020. 6. 22；通過刊登日期：2020. 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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