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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nnan Yongren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Chuxiong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Yunnan Province. It
guards the key point of Yunnan and Sichuan, and is the key to the north gate of the province.It ha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Yunnan dialect, as a part of the southwestern Mandarin, ha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thwestern Mandarin, but there
are many phonetic phenomena with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its phonology system, and its form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surrounding southwest Mandarin. The Yongren dialect belongs to the dian-zhong dialect of the southwestern official dialect,
which ha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an-zhong dialect, as well as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 and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However, as far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concerned, the study of Yongren dialect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with few achievem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n in-depth study of Yongren dialect, which can not only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linguistics and folklore, but also help the local people learn Mandarin. Taking the spoken language of
Yongren dialect as the object, this paper object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describes its its square sound phenomenon on the basi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summarizes the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alect system, and reveals the law of the coordination of
phonological rhyme and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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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云南永仁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北部，扼守滇川之要冲，乃滇省北大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云南方言
作为西南官话的一部分，虽有西南官话的一般特点，但其音系还存有不少独具地域特色的语音现象，其形成与周边的
西南官话也存有一定的差异。永仁方言隶属西南官话中的滇中方言片，其既有滇省方言片的共同特点，还兼有本域和
少数民族所具的个性特点。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永仁方言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成果极少。因此，对永仁方言作
一深入研究很有必要，这不仅可以为语言学和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还对当地人学习普通话也有一定的帮助。
论文以永仁方言口语为对象，在对其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客观而系统地描写了其方音现象，归纳了其音系特点，
揭示了其声韵调配合规律。
关键词：
关键词：永仁方言，声韵调系统，音韵特点，配合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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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云南永仁县地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北部，扼守滇
川要冲，是滇省北大门，位于东经101°14′-101°49′、北纬
25°51′-26°30′之间。永仁东临金沙江，与川省会理隔江相
望；东南与元谋为邻，西南与大姚接壤，西北与华坪一江
相对。[1](第1页)永仁东西相距约53千米，南北约74千米，
全县总面积为2189平方公里。其地形呈现出西北高、东南
低态势：西北部群山逶迤，山高谷深，地形错综复杂，形
成深层切割地貌；东南则地势平缓，内有四个约4万亩耕
地的小坝子，为浅层切割平原地貌。永仁山地占有96％，
丘陵坝子、水面4％，[1](第1页)成为楚雄州内彝族人口比
例最大的山区县，其别名又谓日光城。截止2014年，永仁
辖4乡3镇，即莲池乡、维的乡、猛虎乡、永兴傣族乡、永
定镇、宜就镇、中和镇，总计63个村委。
永仁既受金沙江、滇池以及洱海文化的影响，同时也
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永仁既保持了
其地方特色，又兼具少数民族的特点。永仁境内民间艺术
丰富多彩，如直苴地区是彝剧的主要发源地，流传于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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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居区的《梅葛》为祖国文学遗产宝库增添了永恒的光彩，
还有苴却砚也驰名中外。[1](第5页)永仁是各乡镇的经济
文化中心，语言品种也复杂多样。永仁是一个多民族的城
镇，除汉族外，尚有彝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语
言对永仁方言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不同的民族语言对
于永仁方言内部各小片语言特点的形成，又都起着各自的
作用。[2](93页)但是,永仁方言始终是当地居民交际的主要
工具,对与永仁有经贸往来的外来人口也有一定的辐射作
用。永仁方言属于滇省方言区，却有它自身独具的特点。
不过，迄今为止，永仁方言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其研究
领域还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本文就是对永仁方言的
一个调查，其主要发音人为何祖友，男，57岁，大专学历，
高中数学教师，能说地道的永仁方言。
本调查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调查字
表》(2004年商务印书馆)为材料,选取常用字调查,一一记下
方音,并归纳其音系特点。为方便起见,本文标音采用国际
音标，声调调值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2．
．声韵调系统
2.1．
．声母系统
永仁方言声母21个，零声1个，共22个：
声母
例字
声母
例字
p
Pʰ
八比爸病布
爬派旁
t
tʰ
低多当
讨汤天
ts
tsʰ
砸字早作最
草楚词仓
tʂ
tʂʰ
知周张主
茶车鼠
tɕ
tɕʰ
舅九家酒交
期权切枪
k
kʰ
哥高瓜该刚
夸开康
ø
尾药王用闻
说明：
(1)永仁方言送气清塞音[pʰ]、[tʰ]、[kʰ]，比普通话清
塞音送气程度略微强些。
(2)在与韵母[u]相拼时，舌根擦音[x]大多读作唇齿擦
音[f]，如“忽”读作[fu55]、“虎”[fu53]。
(3)清擦音[f]唇齿摩擦强烈，听感明显。[3](第11页)
(4)合口呼零声母字，如“王、尾”摩擦不明显；而单音
仅[u]韵母少数例字，如“午、武”唇齿摩擦较重，故不单列
声母[v]。[3](第11页)

声母
m
n
s
ʂ
ɕ
x

例字
麦妈摸明忙
脑南泥拿女虐
山思三色
水烧手山
瞎响相学县
黑花灰杭好活

声母
f
l

例字
傅福胡
蓝老驴罗来

ʐ

日肉热然

(5)鼻音声母[n]和边音声母[l]不相淆。
(6)舌尖前塞擦音[ʦ]、[ʦʰ]、[s]与舌尖后塞擦音[tʂ]、
[tʂʰ]、[ʂ]，一般情况下是不混同的。不过，其混同的条件
是：在与韵母[ɿ]和[u]相拼时，塞擦音舌尖后[tʂ]、[tʂʰ]、[ʂ]
混作舌尖前[ʦ]、[ʦʰ]、[s]，如“师、狮”都读[sɿ55]、“数 数
213
]、“助”[ʦu213]。有的字较特殊，把[ʂ]读作[tʂʰ]，如
学”[su
“鼠”读[tʂʰu53]。

2.2．
．韵母系统
ɿ
ʅ
a
o
e
ɛ
ei
au

永仁方言共有29个韵母：
词思柿
只支尺诗日
八茶爬拉
歌活波说可罗
克北飞窄
排开鞋代派
费倍杯
高保袄熬敲

i

衣鱼雨医

ia
io
ie
iɛ

鸦架加夹嫁
脚药虐悄
别灭业野月绝
边年全元愿

iau

腰消焦桥

u

六古木苦粗布

ua
uae

瓦瓜抓夸
国怀怪快乖

uei

对会谁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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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谋口奏

iəu
iu
iãŋ
iẽ
ioŋ

牛流求有酒
育曲局屈
ãŋ
uãŋ
三桑班帮党糖
相讲枪
关官床短汪王
ẽ
uẽ
根恩奔整争
殡病敏音
问屯纯魂温
oŋ
崩朋冬丰翁
兄容穷荣用永
(5)疑母开口一、二等字读零声母，不读[ŋ]声母。如：
说明：
我[o53]、讹[o31]、牙[ia31]、雅[ia53]。疑母开口三、四等字
(1)永仁方言韵母系统没有撮口呼，撮口呼大多并入齐
齿呼中。
大部分读零声母，如：研[iɛ31]、言[iɛ31]、银[iɛ31]；疑母开
(2)前后鼻音韵尾都不分，一般是前鼻音混同为后鼻
口三、四等字，还有个别的读舌尖前鼻音[n]，如：牛[niəu31]、
55
音，如“金、经”不分，都读[ʨiẽ ]；“班、帮”不分，都读
泥[ni31]、宜宜就(地名)[ni31]、疑[ni31]。
[pãŋ55]；“官、光”同音，都读[kuãŋ55]。
(6)古影母、喻母今皆读为零声母，如：鸦[ia55]、哑
53
(3)永仁方言低元音[a]发音部位靠后，在单独作韵腹
[ia ]、蛙[ua55]、玉[i213]、愉[i31]。
时，记音时可以记为[a]。
(7)古日母字在永仁方言中除止摄开口三等字读零声
(4)韵母[ɛ]舌位较高，舌头靠前。
母外，[7](第2页)其它均读声母[ʐ]。如：肉[ʐu31]、如[ʐu31]。
(5)普通话有卷舌音、撮口音，而永仁方言没有撮口音，
3.2．
．韵母特点
儿化音不明显，[4](第11页)甚至可以没有儿化音。没有卷
舌韵母，与普通话[ɚ]韵母对应的字读[e]，如“二而耳尔儿”
(1)通摄合口一等屋韵、沃韵读韵母[u]，如：扑[pʰu55]、
均读[e]。
木[mu31]、秃[tʰu55]、毒[tu31]、酷[kʰu213]、：幅[fu31]、陆[lu31]、
(6)有i、ie韵，没有y、ye韵。[5](第80页)
畜[tʂʰu31]；合口三等屋韵除庄组字今读韵母[o]，如：缩
2.3．
．声调系统

永仁方言共有 4 个单字调：
55
阴平
开通思批巴波哥车租丰
31
阳平
糍吃笔灭惜急爸六骨法麦挪皮牛油
53
上声
路酒洒躲锁可祖鼠苦
213
去声
世硬怕晒钓瘤样
说明：
(1) 阴平调[55]，与普通话的阴平调没有多大的区别，调
型是属于高平调。[6](第55页)
(2) 阳平调[31]，低降调，起点较低。
(3) 上声调[53]，高降调，四个声调中，它的起点最高。
(4) 去声调[213]，降升调，其动程较短。
(5) 永仁方言没有轻声。
永仁方言调类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古入声
归为阳平调中。

3．
．音韵特点
3.1．
．声母特点
(1)帮、端、精、知、章、庄、见组全浊音声母，按平
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的规律已经全部清化。
(2)古泥来母字今读音不相混。例如：年[niɛ31]≠连
[liɛ31]，脑[nao53]≠老[lao53]。
(3)不分尖团。例如：酒=九[ʨiəu53]，清=轻[ʨʰiẽ55]，
想=响[ɕiãŋ53]。古精组声母洪音今读[ts]、[tsʰ]、[s]，细音
今读[tɕ]、[tɕʰ]、[ɕ]。
(4)蟹摄、梗摄开口一、二等字和通摄、止摄、蟹摄和
宕摄合口一、二、三等字与声母见、晓相拼，读舌根音[k]、
[kʰ]、[x]，如：皆[kɛ55]、街[kɛ55]、解解放[kɛ53]、孩[xɛ31]、
蟹[xɛ53]，其他读音与精组细音相混，都读作舌面前音[ʨ]、
[ʨʰ]、[ɕ]，如：祭[ʨi213]、砌[ʨʰi55]、细[ɕi213]、精[ʨiẽ55]、
请[ʨʰiẽ53]、姓[ɕiẽ213]。

[so31]；合口三等屋韵、烛韵除见晓影组字今读韵母[iu](如
“菊[ʨiu31]、局[ʨiu31]、曲歌曲[ʨʰiu31]”等)，其他合口一等东
韵、董韵、送韵、冬韵、宋韵和合口三等东韵、送韵、钟
韵、肿韵和用韵声母字均读韵母[oŋ]，如：东[toŋ55]、孔
[kʰoŋ53]、风[foŋ55]、终[tʂoŋ55]。合口三等群母字和影组字
今读韵母[ioŋ](如“穹[ʨʰioŋ31]、熊[ɕioŋ31]”等)。
(2)江摄帮组字读韵母[ãŋ]，如：帮[pãŋ55]、棒[pãŋ213]；
个别帮组字读韵母[o]和[ao]，如：剥[po31]、雹[pao31]。知
组、庄组字今读韵母[uãŋ]，如：撞[tʂuãŋ213]、窗[tʂʰuãŋ55]。
江摄觉韵除见组、晓组字今读韵母[io](如“角一角钱[ʨio31]、
乐[io31]、学[ɕio31]”)外，其它声母字均读[o]韵母，如：桌
[tʂo31]、捉[tʂo31]、握[o31]。
(3)止摄帮组个别字读韵母[ei](如“碑[pei55]、被[pei213]”)
外，其他开口字读韵母[i]、[ɿ]、[ʅ]，如：彼[pi53]、此[tsʰɿ53]、
蜘[tʂʰʅ55]。日母字读韵母[e]，如：儿[e31]。合口字三等见
晓组读韵母[uei]，如：累累积[luei53]、窥[kʰuei55]、追[tʂuei55]。
合口字三等庄组字读韵母[uae]，如：帅[ʂuae213]、摔[ʂuae55]。
(4)遇摄合口一等字均读[u]韵母，如：铺[pu55]、徒
31
[tʰu ]、努[nu53]、租[ʦu55]、呼[fu55]；合口三等除泥组、
精组、见组、晓组、影组声母字读[i]韵母(如“驴[li55]、女
[ni53]、蛆[tɕʰi55]、居[ʨi55]、虚[ɕi55]、余[i31]”)之外，其它
声母字读[u]韵母，如：猪[tʂu55]、楚[ʦʰu53]。
(5)蟹摄开口一等除帮组读韵母[ei](如“贝[pei213]、沛
213
[pʰei ]”)之外，其它声母字均读韵母[ɛ]，如：台[tʰɛ31]、
来[lɛ31]、再[ʦɛ213]、丐[kɛ213]、爱[ɛ213]；开口二等声母字
均读韵母[ɛ]，如：皆[kɛ55]、楷[kʰɛ53]、街[kɛ55]；开口二等
疑母字读韵母[ia]，如崖[ia31]；开口三等和四等字除知组、
章组读韵母[ʅ](如“制[tʂʅ213]、滞[tʂʅ213]、誓[ʂʅ213]”)之外，
其它均读韵母[i]，如：批[pʰi55]、妻[tɕi55]。
(6)蟹摄合口一二等和三等字除帮组字读韵母[ei](如
“杯[pei55]、妹[mei213]”)外，其它声母字均读韵母[uei]，如：
内[nuei213]、最[ʦuei213]、灰[xuei55]；合口二等见组声母字
读韵母[uae]，如：乖[kuae55]、怪[kuae55]；晓组字读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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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e]和[ua]，如：歪[uae55]、话[xua213]；影组声母字读韵
母[ua]，如：蛙[ua55]。
(7)臻摄开口一等字见组、晓组和影组字今读韵母[ẽ]，
如：跟[kẽ55]、恨[xẽ213]、恩[ẽ55]；开口三等除知组、庄组、
章组、日母字今读韵母[ẽ](如“珍[tʂẽ55]、陈[tʂʰẽ55]、臻[tʂẽ55]、
真[tʂẽ55]、人[ʐẽ31]”)外，其它今读韵母[iẽ]，如：频[pʰiẽ31]、
贫[pʰiẽ31]、敏[miẽ53]、民[miẽ31]、印[iẽ213]。质韵除庄组字
外，其它今读韵母[i],如：必[pi213]、漆[tɕʰi31]、七[tɕʰi31]、
逸[i31]。
(8)臻摄合口一等除帮组字今读韵母[ẽ](如“奔[pẽ55]、
本[pẽ53]、闷[mẽ213]”)外，其它字今均读韵母[uẽ]，如：敦
[tuẽ55]、尊[ʦuẽ55]、困[kʰuẽ213]；合口一等没韵今读韵母[u]，
如：突[tʰu55]、卒[ʦu31]、骨[ku31]、忽[fu55]。合口三等字
今均读韵母[uẽ]，如：顺[ʂuẽ213]、春[tʂʰuẽ55]、纯[ʂuẽ31]，
其中部分帮组字今读韵母[ẽ]，如：分[fẽ55]、粪[fẽ213]、粉
[fẽ53]。臻摄开口三等质韵和迄韵字今读韵母[i]，如：七
[tɕʰi31]、逸[i31]、乞[tɕʰi53]。
(9)山摄开口一等字均读韵母[ãŋ]，如：单[tãŋ55]、餐
[tsʰãŋ55]、散散文[sʰãŋ53]、干[kʰãŋ55]、旱[xʰãŋ213]；山摄开口一
等曷韵字除了见组、晓组字今读韵母[o](如“割[ko31]、渴
[kʰo31]、喝[xo55]”)外，其它声母字今读韵母[ãŋ]，如：赞
[ʦãŋ213]、散散开[sãŋ213]、看看见[kʰãŋ213]；开口二等除见组、晓
组声母字今读韵母[iɛ](如“艰[ʨiɛ55]、间空间[ʨiɛ55]、闲[ɕiɛ31]、
限[ɕiɛ213]”)外，其它声母字读韵母[ãŋ]和[a]，如：扮[pãŋ213]、
八[pa55]、班[pãŋ55]、删[ʂãŋ55]；开口三等除知组、章组、日
母字读韵母[ãŋ](如“缠[tʂãŋ31]、展[tʂãŋ53]、善[ʂãŋ213]、然
[ʐãŋ31]”)外，其它声母字今读韵母[iɛ]和[ie]，如：鞭[piɛ55]、
便便宜[pʰiɛ31]、辨[piɛ213]、演[iɛ53]、别[pie31]、烈[lie31]。
(10) 山 摄 合 口 一 等 字 和 二 等 字 除 帮 组 字 今 读 韵 母
[ãŋ](如“般[pãŋ55]、搬[pãŋ55]”)外，其它声母字今均读韵母
[uãŋ]，如：短[tuãŋ53]，端[tuãŋ55]，碗[uãŋ53]；合口一等末
韵字今读[o]韵母，如：活[xo31]；合口三等帮组字今读韵
母[ãŋ]，如：翻[fãŋ55]、烦[fãŋ31]、反[fãŋ53]、饭[fãŋ213]。
(11)效摄开口一等字均读韵母[ao]，如：毛[mao31]、
保[pao53]、捞[lao55]、奥[ao213]；开口二等字见组、晓母字
读韵母[iao]之外，其它帮组、泥组、庄组字今读韵母[ao]，
如：包[pao55]、闹[nao213]、抄[tʂʰao55]；开口三等字除知组、
章组、日母字今读韵母[ao](如“朝朝代[tʂʰao31]、烧[ʂao55]、
绕 围 绕 [ʐao53]”)外，其它声母字今均读韵母[iao]，如：票
[pʰiao213]、轿[ʨiao213]、要需要[iao213]、叫[ʨiao213]。
(12)果摄开口一等端母、泥母部分字读韵母[a]外，如：
他[tʰa55]、那[na213]；其他读韵母[o]，如：多[to55]、挪[no31]；
开口一等影母字读韵母[a]，如：阿[a55]；开口一等晓母字
读韵母[o]，如：荷[xo31]、贺[xo213]。合口一等韵均读韵母
[o]，如：和和气[xo31]、火[xo53]；合口三等戈韵读韵母[ie]，
如：茄[ʨʰie31]、靴[ɕie55]。
(13)假摄开口二等见组、晓组、影组声母字读韵母[ia]，
如：家[ʨia55]、牙[ia31]、霞[ɕia31]、鸦[ia55]；非牙喉音声
母开口二等字读韵母[a]，如：巴[pa55]、爬[pʰa31]、傻[ʂa53]。
合口二等字皆读韵母[ua]如：瓜[kua55]、花[xua55]、瓦[ua53]；
假摄开口三等字精组和知组字读韵母[ie]，如：些[ɕie55]、
爹[tie55]；章组字和日母字读韵母[e]，如：车[tʂʰe55]、惹
[ʐe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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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宕 摄 开 口 一 等 字 读 韵 母 [ãŋ] 如 ： 帮 [pãŋ55] 、 旁
[pʰãŋ31]、滂[pʰãŋ31]、仓[tsʰãŋ55]、葬[tsãŋ213]；开口一等铎韵
读韵母[o]，如：博[po31]、落[lo31]、各[ko31]、恶善恶[o31]；开
口三等阳韵和养韵知组、章组和日母字今读韵母[ãŋ]，如：
张[tʂãŋ55]、章[tʂãŋ55]、壤[ʐãŋ53]；开口三等阳韵和养韵庄组
字今读韵母[uãŋ]，如：装[tʂuãŋ55]、闯[tʂʰuãŋ53]；其它字今
读韵母[iãŋ]，如：将将来[ʨiãŋ55]、相[ɕiãŋ55]、香[ɕiãŋ55]、强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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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ʨʰiãŋ ]。宕摄合口一等字和合口三等字见晓组读韵母
[uãŋ]韵母，如：光[kuãŋ55]、广[kʰuãŋ53]、狂[kʰuãŋ31]，其中
帮组字有部分读韵母[ãŋ]，如：方[fãŋ55]、芳[fãŋ55]、房[fãŋ31]、
放[fãŋ213]；合口三等药韵今读韵母[u],如：缚[fu213]。
(15)梗摄开口二等帮组字今读韵母[ẽ]，如：烹[pʰẽ55]、
膨[pʰẽ31]；晓组和影组字今读韵母[iẽ]，如：行行为[ɕiẽ31]、
杏[ɕiẽ213]；陌韵字和麦韵字今均读韵母[e]，如：百[pe31]、
白[pe31]、窄[ʦe31]；开口三等字除知组和章组今读韵母[ẽ]
外，如：贞[tʂẽ55]、正正月[tʂẽ55]、郑[tʂẽ213]、政[tʂẽ213]、盛盛
213
]；其他读韵母[iẽ]，如：京[ʨiẽ55]、影[iẽ53]、精[ʨiẽ55]、
开[ʂẽ
轻[ʨʰiẽ55]。昔韵字不论开合今均读韵母[i]，如：璧[pi213]、
亦[i213]。合口二等麦韵字今读韵母[ua]、[o]，如：划[xua213]、
获[xo213]；晓匣母字现在读韵母[oŋ]和[ẽ]，如：横[xẽ31]、
宏[xoŋ31]、轰[xoŋ55]；合口三等除见组部分字现在读韵母
[iẽ]外，如：倾[ʨiẽ55]、顷[ʨiẽ53]；其他声母字今均读韵母
[ioŋ]，如：兄[ɕioŋ55]、荣[ioŋ31]、永[ioŋ53]。
(16) 曾 摄 开 口 一 等 字 除 帮 组 今 读 韵 母 [oŋ]( 如 “ 崩
[poŋ55]、朋[pʰoŋ31]”)外，其均读韵母[ẽ]，如：等[tẽ53]、登
[tẽ55]、增[ʦẽ55]；开口一等德韵字今读[e]韵母，如：北[pe31]、
墨[me31]、黑[xe31]，其中精组部分字今读韵母[ei]，如：则
[ʦei31]、贼[ʦei31]]。德韵合口字今读韵母[o]，如：或[xo31]、
惑[xo213]。开口三等字除知组、章组和日母字今读韵母
[ẽ](如“橙[tʂʰẽ31]、瞪[tẽ213]、蒸[tʂẽ55]、仍[ʐẽ55]”)外，其它
声母字今读韵母[iẽ]，如：冰[piẽ55]、凌[liẽ31]；合口一等
字今读韵母[oŋ]，如：弘[xoŋ31]；三等职韵论开合今均读
韵母[i]，如：力[li31]、极[ʨi31]。
(17)流摄开口一等字除帮组字读韵母[u]、[əu]、[ao]
外，如：母[mu53]、某[məu53]、剖[pʰao55]、茂[mao213]；其
他均读韵母[əu]，如：偷[tʰəu55]、搂[ləu53]、嗽[səu213]、候
[xəu213]；开口三等帮组字今读韵母[əu]、[iao]，如：浮[fəu31]、
否[fəu53]、彪[piao55]；知组、庄组、章组和日母字今读韵
母[əu]，如：抽[tʂʰəu55]、愁[tsʰəu31]、周[tʂəu55]、揉[ʐəu31]，
开口三等端组、精组、知组、见晓组和影组今均读韵母
[iəu]，如：流[liəu31]、酒[ʨiəu53]、舅[ʨiəu213]、丢[tiəu55]。
(18) 咸 摄 开 口 一 等 字 读 韵 母 [ãŋ] 如 ： 担 [tãŋ55] 、 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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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ãŋ ]、三[sãŋ55]，咸摄开口一等合韵和盍韵读韵母[a]，
如：答[ta31]、搭[ta31]、塔[tʰa53]、邋[la55]；见晓组字今读
韵母[o]，如：合[xo31]、喝喝酒[xo55]、盒烟盒[xo31]；盍韵见组
字今读韵母[o]，如：磕[kʰo31]；开口二等除见组、晓组声
母字今读韵母[iɛ]和[ia]外，如：减[ʨiɛ53]、咸[ɕiɛ31]、恰
[ʨʰia31]、狭[ɕia31]；开口二等洽韵庄组字读韵母[a]，如：
眨[tʂa31]、插[tʂʰa31]，其他声母字读韵母[ãŋ]，如：站[tʂãŋ213]、
蘸[ʦãŋ213]；三等字除知组、章组、日母字今读韵母[ãŋ](如
“沾[tʂãŋ55]、占[tʂãŋ213]、冉[ʐãŋ53]”)之外，其它读韵母[iɛ]、
[ie]和[e]，如：黏[niɛ31]、脸[liɛ53]、接[ʨie55]、涉[ʂe213]；
开口四等字均读韵母[iɛ]，如：添[tʰiɛ55]、舔[tʰiɛ53]、店[tiɛ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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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ʨʰiɛ55]；开口四等帖韵字读韵母[ie]，如跌[tie31]、协
[ɕie31]。合口三等乏韵字读韵母[a]，如：法[fa31]、乏[fa31]。
(19)古入声字塞音韵尾[p]、[t]、[k]消失，只有鼻音韵
尾[n]、[ŋ]，且对永仁人来说，鼻音韵尾不分前后鼻音，
例如：真=征，都读[tʂẽ55]、根=更，都读[kẽ55]。
(20)永仁方言缺少撮口呼，与普通话相对应的撮口呼
韵母今皆读为齐齿呼韵母。
3.3．
．声调特点
(1)古平声字今按声母清浊分别归入阴平和阳平。清声
母在永仁方言中今读阴平，如：东[toŋ55]、风[foŋ55]、开
[kʰɛ55]、天[tʰiɛ55]；浊声母今读阳平，如：门[mẽ31]、牛
[niəu31]、皮[pʰi31]、糖[tʰãŋ31]。
(2)古清声母、次浊声母上声字在永仁方言中今读上
声，如：鬼[kuei53]、九[ʨiəu53]、草[ʦʰao53]、买[mɛ53]、有
[iəu53]；古全浊声母上声字今一般读去声，[8](第52页)如：
动[toŋ213]、罪[ʦuei213]、后[xəu213]。
(3)去声字在永仁方言中今仍读去声。如：冻[toŋ213]、
痛[tʰoŋ213]、卖[mɛ213]、洞[toŋ213]。
(4)入声韵尾在永仁方言中消失，读音却不短促，不论
清浊今读均归入阳平调。如：谷[ku31]、刻[kʰe31]、六[lu31]、
盒[xo31]。

人口的 1/3。[11](196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云南传播的官
话逐渐发生变化，最终变成了一种新的地域变体——云南方
言。[12](55页)永仁方言是在云南方言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
作为西南官话的一部分——永仁方言，对其研究不单有方言
学上的意义，而且还有语言学乃至民俗学等方面的价值。但
是，我们对之作穷尽式的搜集，其研究成果却极为罕见。为
此，我们对永仁方音作了为期一个月余的调查，并对之进行
了整理与分析。通过调查发现，永仁方言不仅具有普通话的
特点，还具有自身地域的语言特点。本文就是在对永仁方言
进行详细调查的基础上所作的描写分析，通过描写分析其语
音系统，力求全面展示永仁方言的语音特点，从而为云南方
言乃至整个西南官话语音作进一步研究提供可资参考。诚
然，本文的方言调查点较少，如有更多点的调查材料作比较，
视野会更开阔一些，分析也会更全面深入一些。例如，方言
自身特殊语音现象的形成原因、方言内部语音差异、方言片
的分区等问题，还需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方能从根本上得
以解决；还有一些语音现象，譬如永仁方言是否存在连读变
调的问题，本文也未涉及。一句话，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这只能有待以后再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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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
+

+
0
0
+
0
+
0

只与u相拼
只与u相拼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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