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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du dialect in Gan language belongs to Jicha area. After a long period of evolution, there are not only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Badu dialect and Gan language, but also many differences with the dialect of its county town (Wenfeng
town). The affixes are rich in Badu dialect and their ideographic functions are also varied with distinctive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show its features, here some common affixes of several kinds of words are selected in the research and make some
preliminary analysis, which aims to reveal their colorful ideographic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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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赣语中的八都话属于吉茶片。经过长期的嬗变之后，八都话不仅与赣语存有许多不同之处，就是与县城（文峰
镇）话也有不少差异。在八都话中，语缀成分特别丰富，其表意功能也多种多样，独具鲜明的地方特色。为了展示其
特色，这里撷择几类词中的一些常用语缀，作些初浅的分析，旨在揭示其多姿多彩的表意功能。
关键词：
关键词：赣语，八都话，语缀，表意功能

1．
．引言
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祖籍地——吉水县八都是一座历
史名镇，史称“龙城”，还在明朝永乐元年间就是一个经济、
文化十分发达的重要市镇。它位于江西吉水县城东北部，
地处吉（水）、永（丰）、峡（江）三县交汇点，离省会

城市——南昌162公里，京九铁路纵贯全境，交通十分便
利。
八都镇管辖22个行政村（共128个自然村），总人口
达40500多人（据2017年统计）。就镇政府所在地而言，
它是一个人居交杂的城镇，除本地居民外，还有来自本省
南昌、樟树、丰城、兴国及外省如广东、广西、浙江、湖
南、贵州、四川、江苏、安徽、河南、福建等地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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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语言品种复杂多样，但是八都话始终是当地居民交际
的主要工具。
八都话属于赣语吉茶片。历经千百年嬗变之后，八都
话不仅与赣语有许多不同之处，就是与县城（文峰镇）话
也有不少差异，无论语音、词汇还是语法方面，都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而其中尤显多姿多彩的是其语缀的语法表意
功能。
二十一世纪以来，方言语缀研究方兴未艾，发表了不
少颇具份量的论文，诸如汤志祥（2000）[1]、孙玉卿（2002）
[2]、曾毅平（2003）[3]、吴继章（2005）[4]、郭辉（2007）
[5]、侯超（2012）[6]、王曦（2014）[7]、马若宏（2015）
[8]、刘楚群（2016）[9]、何亮（2017）[10]等，还出版了
国家社科项目方面的学术专著，如蒋宗许（2009）等[11]①
（p304-310）。此外，一些研究生也以方言语缀问题作为
学位论文选题，如付婷（2006）[12]、王立群（2008）[13]、
郝滢（2009）[14]等。不过，虽然方言语缀研究成果不少，
然而赣语八都话的语缀问题迄今尚未涉猎，尽管其语缀的
表意功能丰富多样。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就其几类词的
语缀问题作些描写，旨在探讨其丰富的语法功能和语体色
彩。
文中的符号“□”指代有音无形的字词或语素。

2．
．前加语缀的语法功用
前加语缀的语法功用
1．名词前缀
在赣语八都话中，常作名词前缀的有“老”、“毛”等。
（1）老
“老”用作名词前缀最常见，它附在亲属名词前，表示
一种亲密的情感，如丈夫、妻子可引称“老公、老婆”。此
外，还有如：老爹[tia44]、老娘（可自称，也可引称）、
老兄[ɕiaŋ44]（可面称哥哥，也可引称）、老弟（弟弟的引
称）、老大[t‘ai31]、老三、老六（有时面称，但多数是引
称）、老外[ŋai53]婆、老舅[tɕhiu213]、老姑婆（面称、引称
均可）。有时用“老”表示排行最末的，父母一般偏爱小儿
子，把他视作掌上明珠，常称之“老崽”；或者把晚年（四
十岁之后）才得的娇子叫做“老崽”，即使独苗也如此称呼。
“老”还可以放在其他名词前面，表示尊称或昵称，如对年
龄大的称“老人家”、“老婆婆”等，对陌生男子友好地称“老
表”，把与自己同年生日且友好相交的称之为“老庚”（不
论性别），有些老年夫妻还会昵称自己的老伴为“我该老
个”。不过，有些词带上“老”字还有厌恶、讽刺、咒骂的
意味，如：老头或老子（“老头子”的省称）、老童生（讽
刺、挖苦那些年纪较大而学业上不思进取的男学生）、老
后生（讥讽那些整日平平庸庸地打发日子的男青年）、老
相娘（取笑那些过了该出嫁的年龄却还找不着对象的姑
娘）、老贼[tshɛ31]牯（骂惯于偷窃的男子）、老贼婆（骂
惯于偷窃的女子）、老嫖客、老偷人婆（骂常与男人搞不
正当关系的女子）、老单身（指年龄大却还未结婚的男子）、
老寡妇、老绝[tɕhyə31]户（骂人没有儿子传宗接代）、老
□[tɕiɛn44]棺材个（骂年老的人应该死去）。

①蒋宗许的《汉语词缀研究》第五章第二节（p304-310）就专论汉语方
言中缀“里”“不”的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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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
“毛”也是口头上一个常用的名词前加成分，它具有描
写性质，有“小”的意思。用它指称人，一般只用来称呼小
孩，表示一种特别珍视、喜爱的情感，如当地大人或长辈
常昵称小孩为“毛牙[ŋa44]仔”、“毛岁[ɕy53]仔”，甚至对十
来岁的孩子也这样称呼。倘若称“老毛岁”，就带有厌恶、
讽刺的意味了。家里长辈还喜欢把刚出生或出生不久的婴
儿称为“毛牦[mau31]仔”，这可谓是非常亲切的爱称了。当
然，称人带“毛”的并不都有“喜爱”的色彩，有时还表示一
种厌恶的情绪，称“毛女仔”、“毛崽仔”等就意味着“个头小，
不中看”，如“该毛女仔是个辣[læ31]椒婆，骂煞[sæ44]人
[ȵin53]。”“渠（他）闱里（家里）该毛崽仔死懒，吃哩饭
啥个事总冒做[tsɿ53]。”不过，“毛”作动物名词前缀就更常
见，一般用于家畜家禽，表示幼小、喜爱的感情，如：毛
鸡仔、毛鸭[ŋæ44]仔、毛鹅[ŋo53]仔、毛狗仔、毛猪[ty44]仔、
毛牛仔……而鸽、猫、羊、马称“毛”的不多，大多是前面
加个“小”字，称“小鸽”、“小猫”等，野生动物也没有“毛-”
的叫法。有时侯，“毛”还可以用于天气，虽带有描写性质，
却无所谓感情色彩了，如把“下小雨”说成“落毛雨仔”，“下
雪”说成“落毛雪（不论大小）”。
2．动词前缀
八都话中，常作动词前缀的有“紧”，用在动词前表示
动作的持续或反复，而且含有长时间不断地持续某种动作
的意味，它的出现率很高。如：老师□[tɕhiɛ53]哩讲[koŋ213]
课，该崽还紧话[ua31]事（老师正在上课，那小孩还在不
停地说话）。渠爹[tia44]仔喊门，紧冒哪个开门（他爸爸
叫门，没有哪个人开门）。该花勒衣裳紧浸，啥个烂□[pho44]
哩（那些衣服长时间地浸，什么东西都会烂掉）。该隻[ta44]
老天公公紧落[lo31]雨，舞得我做事总做不□[taŋ53]（那老
天爷长久下雨，弄得我做事也做不成）。
为了强调动作的反复和持续，“紧+V（动）”可以重叠
为“紧V紧V”。如：该隻老子紧咳紧咳，□[ia31]□[pɛu53]
是得哩啥个病（那老头老是咳嗽，说不定是得了什么病）。
气煞人，该隻崽紧哭紧哭，俺话总话不当（气死人，那男
孩老是哭，我说都说得没用）。
“紧V总V不”表示动作无论如何怎么持续进行，总不
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如：紧教[kau53]总教不熟（怎么教也
教不会）。紧行[haŋ53]总行不到（怎么走也走不到）。紧
灌总灌不醉（怎么灌也灌不醉）。紧洗总洗不光（怎么洗
也洗不干净）。
3．形容词前缀
八都话中，常作形容词前缀的有“真”、“死”、“忒”、“几”
等，都是表示性状程度的。
（1）真
“真[tin44]”作形容词的前加成分出现的频率很高，它
相当于一个副词，有“非常”之意，如“真热”。为了进一步
加强语气程度，它往往与“个”结合使用，“真个-”有普通话
后加成分“-极了”或“-得很”之意。它既可用于褒义方面，
如：真个好（好极了、好得很）、真个甜（甜极了、甜得
很）、真个红、真个绿、真个舒服、真个高兴、真个好过、
真个富裕、真个能干、真个热闹、真个光亮、真个溜滑[uæ31]；
也可用于贬义方面，如：真个热（热极了、热得很）、真
个冷[liaŋ31]（冷极了、冷得很）、真个慢、真个慌、真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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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ŋo44]、真个头痛、真个烦躁、真个狠、真个毒、真个
黑；也有贬词褒用的，如“真个奸[kan44]”一语，在当地一
般不作“阴险奸诈”义，而是崇尚某人足智多谋，如“该隻
后生真个奸，啥个事总晓得做”。
（2）死
“死”作形容词前加成分出现的频率也高，它相当于普
通话的“过于、太”之意。在语气上，其程度似乎比“真”还
要重些，大概等于“真个”的程度，如“死不要面（脸）”。
不过，与“真个”用法不同的是它一般只用在不好的方面，
带有埋怨、不满的意味，如：死热、死冷、死慢、死蠢、
死重、死懒、死不愿意、死强、死胖、死蛮……如果“死”
带上单音节形容词的重叠式及中缀成分，它的语意程度又
有所加强，如：死慢哩慢、死重哩重、死奸哩奸……颜色
词“红”、“绿”等不能带“死”这个前加成分，而“黑”、“黄
[uaŋ53]”、“白[pha31]”等却又能带，还能带重叠式及中加成
分，如不能说“死红”、“死绿”，却能说“死黑”、“死黄”、“死
白”或者“死黑哩黑”、“死黄哩黄”诸如此类。
（3）忒
“忒”也是形容词用得较多的一个前加成分，它表示程
度过分，相当于普通话“太”义。不过，普通话“太”除表示
程度过分外，还有不表示过分的用法，如“太好了”、“太
妙了”、“太美了”等，
而八都话“忒”却没有后一种用法，如：
渠闱里细人忒多哩（他家小孩太多了）。该相人忒厉害哩
（该妇女太厉害了）。一个人忒精哩也不好（一个人太精
明了也不好）。
（4）几
“几”本来是个表数字的疑问词，但它附在形容词前表
示程度高或深，其作用相当于一个程度副词，有“多么”、
“很”之意，如：几白、几规矩、几闹热、几跑火（行业或
生意等非常受人欢迎）、几行[haŋ53]时（很走运）、几聱
[ŋau53]气（很横暴）、几撇[phiɛ44]得（很爽快）、几抛轻
（很轻）……还可以在“几+A（形）”后加上语气词表示一
种强烈的语气，如“你□[piau53]惹[ȵia213]渠（你不要惹他），
该隻（个）后生几聱气呀！”“昨日当新街（当地人把五月
初四赶集叫做“当新街”），街上几多人啦！”
除此之外，具有地方特色的形容词前加成分还有一些，
只是它们与别的前加成分有些不同而已。它们是一种固定
的习惯搭配，不是自由组合的，常活跃在人们的口头上，
如：□[taŋ44]光（很光亮）、溜滑（很光滑）、津甜（很
甜）、揪酸（很酸）、寡淡（味道很淡）、抛轻[tɕhiaŋ44]
（重量很轻）。它们还可以重叠并附上后缀，极言程度之
强或弱，如：□[taŋ44]光□[taŋ44]光哩、溜滑溜滑哩、揪酸
揪酸哩、寡淡寡淡哩、抛轻抛轻哩。

3．
．后加语缀的语法功用
后加语缀的语法功用
1．名词后缀
在八都话中，名、动、形容词的后缀十分丰富。这里
仅举最为常见的几例以略加说明。
（1）哩
“哩”能作各类词的后加成分，最为常用的是作名词、
动词、形容词的后加成分。

“哩”作名词的后加成分，出现在部分名词词素后面构
成名词，如：裤哩（裤子）、麻哩（麻子）、粉哩（粉丝）、
舌哩（舌头）、眼哩（眼睛）、帐哩（蚊帐）、瘌哩（秃
头）、点界哩（中午）、夜布星哩（夜晚）、竹叶哩（竹
叶）、短脚裤哩（短裤）、锯屑哩（锯末）……甚至有些
非名词语言单位（个别动词词素）之后加上“哩”，也能构
成名词，如：嵌哩（戒指）、磨哩（磨盘）。
（2）个
“个”字一般是作量词，但在八都话中却有许多其他用
法，尤其作词的后加成分最为常见，相当于普通话“的”字
结构。如：我个（我的或我们的）、你个（你的或你们的）、
渠个（他的或他们）、重个（重的）、短个（短的）、吃
个（吃的）、穿个（穿的）。
下面分几方面说明其用法：
①“个”在形容词后既可指人，也可指物，这使整个短
语变成了名词性的，“个”就成了一个构词语素。如：高个
（指高的人或物）、矮个（指矮的人或物）、轻个（指轻
的人或物）、大个（指个头大或年龄大的人，大物件）、
细个（指个头小或年龄小的人，小物件）、瘦个（指瘦的
人或动物）。
②“个”在动词后只能指物，不能指人，这也使整个短
语变成名词性的了，“个”也是一个构词语素。如：看个（指
看的东西）、卖个（指卖的东西）、买个（指买的东西）、
做个（指做的东西）、哇个（指说的事情，“该只事是人
家哇个”）、读个（指读物）。
③“个”在带有动词词组后既可指人，也可指物，整个
短语也变成了名词性的，“个”仍是名词的构词语素。如：
冒屋住个（指没有住房的人或户）、冒田个（指无地农民
或农户）、接生个（指接生婆或接生工具）、作田个（指
农民、农户或农具）、担担个（指挑担者或挑具）、赚钱
个（指赚钱的人或赚钱的买卖）、剃脑个（指理发师或理
发工具）、派出所个（指警察或派出所的东西）、唱戏个
（演戏的人或演戏的导具）。
（3）仔
“仔”在当地一般读tɛ这个音，它作名词后缀的使用范
围较广，既可用于有生命性的东西，又可用于无生命性的；
既可带感情色彩，又可不带感情色彩。一般地说，“仔”用
于表示人的名词后，有些带有小而爱怜的意味，如：脚崽
仔（称小儿子）、脚女仔（称小女儿）、孙仔（称男孙）、
孙女仔、妹仔（妹妹）、老弟仔、后生仔。
有些则表示一种尊敬、亲热的感情，如：爹仔（父亲）、
娘仔（母亲）。但如是“老师仔（自嘲或讥讽做老师的无
权无势又无钱，没有能力办成什么大事）”、“六只仔（六
个指头的人）”、“拐脚仔（拐腿的人）”、“缺子仔（口缺
的人）”等，则明显含有轻蔑、讽刺意味。
“仔”用于表示动物名词后，多数情况下也带有一种主
观意念上认为小而喜爱的语意色彩，如：毛鸡仔（小鸡）、
毛鸭仔、毛鹅仔、毛猪仔、毛狗仔、毛牛仔、马仔、羊仔、
鸽仔、猴仔、蚕仔、兔仔……而有时却不一定含有这样的
意思，如“豹虎仔（豹子）”、“蛛蛛仔（蜘蛛）”、“泥蛇仔
（蚯蚓）”等，这实际上带有一种厌恶的感情。
“仔”还大量地用于其它没有生命的事物名词后，它无
所谓带有何种感情，仅是一种习惯用法而已，如：椅仔（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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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钉仔（钉子）、褂仔（上衣）、帽仔（帽子）、鞋
仔（鞋子）、笔盖仔（笔帽）、茄仔（茄子）……这样的
例子举不胜举。
（4）子
作为名词后缀，“子”的应用范围也很广。“子”附在一
些名词性词根后构成名词，如：筷子、底子、银子、饺子、
星子、毯子、狮子、土车子、料子（好布料）、面子、法
子、皮子、腰子、架子（作具体名词或抽象名词）……“子”
附在一些谓词性词根后也能构成名词，如：瞎子、蠢子、
夹子、拐子（拐骗钱财的人）、矮子、老子（骄傲的人自
称）、勾鼻子（具有鹰勾鼻特性的男人，含讽刺意）、□
[ma44]鼻子（塌鼻子的男人，有轻视意味）。不过，有些
名词只能带“子”尾，而不能带其它别的什么，如“聋子”、
“哑巴子”等。
（5）头
“头”是当地口语里用得较多的一个后加成分，它作后
缀构成名词的方式多种多样。或在单音名词语素后加上
“头”尾，构成双音化名词，如：肩头（肩膀）、症头（病
症）、日头（太阳）、石头、砖头；或在单音动词语素后
加上“头”尾，构成双音化名词，如：吃头、看头、奔头、
做头、想头、结头（结子）；或在单音形容词语素后加上
“头”尾，构成双音化名词，如：苦头、甜头、光头（秃头）；
或在单音方位词后加上“头”尾，构成双音化名词，如：上
头（指方位上面或上级领导机构）、下头（指方位下面或
下级部属）、里头（里面）、外头（外面）、前头（前面）。
（6）佬
“佬”也可作名词后加成分，它一般用来表示某一地域
或某一行业的人，大多含有不敬或蔑视的意味，如：乡下
佬、外地佬、篾佬（篾匠）、铁佬（铁匠）。当然，它出
现的频率不是很高。
2．动词、形容词后缀
（1）哩
“哩”作动词后加成分，表示某种动作已经完成的语法
意义，相当于普通话的“了”，如：风停哩（风已经停了）、
雨醒哩（雨已经停了）、雪融哩（雪已经化了）、水浸哩
（水已经淹了）、呕哩（已经吐了）、死哩（已经死了）、
做哩（已经做了）、吃哩（已经吃了）。
作形容词后加成分，它表示已经出现了某种状态，而
且某种状态还有持续下去的可能，如：枣红哩（枣红了）、
天暗哩（天黑了）、叶青哩（叶绿了）、脚肿哩（脚肿了）、
水热哩（两层含义：一指水过于热烫，二指水的热度恰好
适合使用）。
有一种情况值得一提，“哩”还常附在动词或形容词补
语后表示某种情状已经出现，并带有一种肯定的语气，如：
做好哩、出去哩、转来哩（回来了）、碰倒哩（一是遇见
了，另一是碰撞倒了）、跌倒哩（摔倒了）、塞倒哩（哽
住了）、将杀哩（下象棋语，将死了）、热熟哩（热透了）、
冷坏哩（病了）、痛死哩、胀破哩（指肚子发胀，而且很
厉害）。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也值得一提，就是说“哩”还可作副
词性词尾，出现在部分双音词素后构成副词，如：“我硬
要好好哩话渠一餐（我一定要好好地说他一顿）。”“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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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死哩□k‘a44 住该隻ta44 贼牯（我们要死死地抓住那个
贼）。”“洞要深深哩挖。”
（2）要死 要命 不得了
“要死”、“要命”、“不得了”作动词、形容词后加成分
意义大体相当，完全可以相互替换，都是用来表示动作、
状态的程度，如：热得要死（要命、不得了）、想得要死
（要命、不得了）、怕得要死（要命、不得了）。诚然，
它们各自出现的频率是不同的，一般说来，“要死”、“要
命”在口语里更为常用。这种后加成分大多用于不好的方
面，如：闷得要死（要命、不得了）、冷得要死（要命、
不得了）、痛得要死（要命、不得了）、蠢得要死、气得
要死（要命、不得了）、哭得要死（要命）、打得要死（要
命）。不过，也可用于好的方面，只是要少些，如：兴得
要死（要命、不得了）、香得要死（要命、不得了）、笑
得要死（要命、不得了）。
除了上述常见的后加成分外，还有“死哩”和“煞哩”。
它们也作动词、形容词后加成分，意义几乎相等，可以互
换用来表示动作、状态的程度，只是后者在口语中用得更
多，如：兴煞哩（死哩）、热煞哩（死哩）、笑煞哩（死
哩）……一般说来，只要去掉例中的“得”字，其用法与“要
死”或“要命”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4．结论
以上分析的仅是其中最常见的几类词的语缀所表现
出来的语法功能。从这几类词的语缀所表现出来的语法功
能看，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语缀的前加成分，多是与名词性、动词性和形
容词性等词根语素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各自表现出不同的
语法功能。名词性语缀一般具有描写的性质，用于称谓时
大都表示亲切、喜爱之类的思想情感；而动词性语缀，则
一般表示某种行为动作长时间而又不间断的反复进行；最
为丰富的是形容词语缀，其语法功能虽各不相同，然却表
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均表示事物在某种程度上加
强之意味。
第二，语缀的后加成分也如前加成分一样，大多附于
名、动、形三类词根语素之上，表示各种复杂多样的语法
意义。有的语缀，可以同时作几类词的后加成分，不仅表
现出不同的语法意义，而且往往还具有构成新词或改变词
性的语法作用；有的语缀则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也有不
带任何情感色彩的，只是人们习惯如此使用而已。
第三，有的后加语缀与同一词类中的单音词素组合时，
只能指称物而不能指称人；但与同一词类的双音或多音词
素组合时，则可兼而称之。还有一类后加语缀，无论与动
词、形容词、方位词等中的那一类单音词素进行组合，都
将毫无例外地成为名词的构词语素。
一言以蔽之，赣语八都话中的语缀现象十分丰富，其
表现出来的语法功能以及色彩意义摇曳多姿，真正彰显出
其所独具的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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