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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njian District locates in the north of central Jiangxi Province,which belongs to Nanchang Dialect,and it is the 
representative point of Gan Dialect. Due to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Nanchang Dialect retains the 
phonetic features of ancient Chinese relatively completely. However, influenced by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ndarin in recent 
decades,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find the authentic Nanchang Dialect. What’s more, some variations in the dialect have arisen. 
Although the Shigang town(Shangping) Dialect discussed here belongs to the Chang-du group of Gan Dialect and ha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ngdu group, it also has it’s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For example, all voiced initial 
consonants are pronounced as aspirated stop or affricates, regardless of the level and oblique level; the Secondary voiced 
consonants [n], [l] are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ndarin, with plum rhyme missed, and with the high and level tone (the 
first tone of the four Chinese tones) va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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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建区位于赣省中部偏北，属于赣方言代表点——南昌方言内。由于其地理位置和人口迁徙等原因，南昌方言

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古汉语的语音特点。不过，最近几十年受普通话推广的影响，地道的南昌方言已经越来越难寻了，

且其方言内部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此处讨论的石岗（上坪）方言虽属赣方言昌都片分区，有着昌都方言区的共性，

但也具自身的个性特点，如全浊声母不论平仄均读送气塞音、塞擦音，次浊声母[n]、[l]与普通话不对应，无撮口韵，

阴平有分调等现象，均显示出其独具的鲜明特点。 

关键词：赣方言，石岗（上坪）方言，方音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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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根据赣省境内的内部差别，学者将赣方言分为南部方

言和北部方言。这两大方言区域的分野，主要以两个原则

为依据：一是覃谈非见系分韵，二是端系合口韵分化成合

口、撮口韵，或主要元音为圆唇元音。其中，北部赣方言

分为昌都、乐平、奉新三个片，南部赣方言分为崇仁、泰

和、分宜、铅山四个片。[1]（第17页）有的学者还将新建

区方言归为北部昌都片；[2]而新建方言又以望城为界一分

为二——上新建话、下新建话。望城以南的上新建话，其

代表是松湖、后田、生米和石岗（上坪）方言，具有高安

话的一些特色，如知彻澄章昌念[t]、[tʰ]等；望城以北的下

新建话，其代表有望城、大塘、乐化、樵舍和象山，与永

修、安义话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如声母送气、不送气影响

调类分化等。[3]属于上新建的石岗镇位于新建西南方，是

南昌、丰城、高安三市交汇点，锦江河穿镇而过。据2017
年统计，居民人口约6.2万，面积133.2平方公里，辖24个
村委和1个居委会，其地交通密集，是全镇政治文化的中

心。作为曾经盛极一时的老卫星城，很多学校、工厂现己

迁回南昌。[4]（第4页）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石岗人大

多渐向南昌市新建区政府所在地聚集。受此影响，石岗（上

坪）方言也渗透着一定的南昌方言成分，一定程度上还受

到普通话的同化，这使其处于一个颇具特色的过渡期。 
下面是以《方言调查字表》为蓝本[5](第1-80页）对

石岗（上坪）方言所作的田野调查，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其

音系特点。 

2．石岗（上坪）方言的语音系统 

2.1．声母系统：包括零声母在内，共有20个 

p 布八兵 pʰ 步别怕平 m 门麦明 v 飞符回2 
t 到道夺招蒸 tʰ 太同处虫昌2 n 你2 l 难兰怒路连昌1 绕脑若然吕 
ts 糟祖增争主 tsʰ 仓曹巢潮醋 从粗初除锄  s 散伞苏书 僧生师诗 
ʨ 杰精经节结焦举 ʨʰ 秋丘齐旗全权 趣去枪桥穷 ȵ 女年认软1 ɕ 想手谢响县修 休旋玄线虚系2 
k 贵系1高 kʰ 跪开葵 ŋ 岸案硬奥 h 好汗黑 

Ǿ 胡严化话围微午武约言缘元远回1   

（声母系统中，下标1表白读音，下标2表文读音）。 

声母说明： 
1) 有唇齿浊擦音[v]，发音气流较弱，上齿与下唇有轻微接触，只有摩擦受阻，无送气除阻动作，如：付[vu33]、飞[vi45]、

副[vu33]。 
2) [ȵ]的发音舌位靠前。 
3) 泥来日母今在洪细音前保持对立。细音前大部分读[ȵ],只有“你2”读[n]，如：年[ȵiɛn453]、泥[ȵi453]；洪音前读[l]，

如：脑[lau213]、老[lau213]、热[lɛt5]。 

2.2．韵母系统：共62个，包括自成音节的m̩，n̩，ŋ̍̍ 

ɿ 资知私 i 第地以雨虚欲倍 u 故鹿赌母 
a 爬蛇架 ia 姐野 ua 袜花 
ɛ 试许那 iɛ 靴鱼 uɛ 果阔 
o 河我坐  uo 过禾 
ə 耳二   
 iu 流收咒  
ai 盖介妹  uai 怪帅 
ei �(应答声)  uei 碎 
  ui 鬼桂贵 
au 饱保桃斗烧 iau 条桥  
an 胆三间含减  uan 关万 
ɛn 根庚 iɛn 检连廉权圆 uɛn 官管 
on 酸短 in 紧林心新星2云群  
ən 深争2横2春寸  uən 魂温 
aŋ 硬争1 iaŋ 星1兄1 uaŋ 横1梗 
ɔŋ 党桑行讲船床光 iɔŋ 良样 uɔŋ 翁黄 
əŋ 彭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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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uŋ 龙1兄2穷琼胸 uŋ 东动龙2 
ɿt 质室 it 急七一吉 ut 突 
at 八鸭夹法辣塔 iat 洽喫 uat 滑刮 
ɛt 不折舌 iɛt 月接铁缺 uɛt 活 
ot 合割葛   
 iʔ 踢局 uʔ 哭木 
aʔ 百白只尺 iaʔ 壁 uaʔ 划画 
ɛʔ 北色直  uɛʔ 国 
oʔ 托落各确 ioʔ 药削 uoʔ 郭或 
 iuʔ 六绿  
m̩ 姆姆妈   
n̩ 你1   
ŋ̍̍ 五瓦熬   

（韵母系统中，符号“□”表示有音无字，下标1代表白读音，2代表文读音）。 

韵母说明： 
1) 自成音节有：[m̩]、[n̩]、[ŋ̍̍]。 
2) 入声共有两个韵尾：[ʔ]、[t]，[t]韵尾发音较弱。 
3) 没有卷舌元音和儿化音，与普通话卷舌元音对应的字

读[ə]，[ə]发音开口度稍大，接近[ɛ]。 
4) 普通话的[iŋ]韵在石岗（上坪）方言中读[in]，如：“斤、

精”不分，都读作[ʨin45]。 

2.3．声调系统：除轻声外，有7个调类、8个调值 

表1 声调类型。 

调类 调值 例字 

阴平 
甲类 45 高猪专尊低边安秃 

乙类 
445 

开抽初粗天偏婚伤三飞 

阳平 453 穷陈床才唐平寒神徐扶鹅娘人龙难麻文云曲 

上声 213 
古展纸走短比碗口丑楚草体普好手死粉五女染

老暖买网有匹 

阴去 33 
盖账正醉对变爱抗唱菜怕汉世送放岸让漏怒帽

望用 

阳去 11 
近柱是坐淡抱厚社似父共阵助贱大病害树谢饭

局 

阴入 5 
急竹织积得笔一出七黑湿锡福割桌窄接搭百约

缺尺切铁拍歇说削发 

阳入 1 宅食杂读白合舌俗服 

声调说明： 
1) 古全清平和次清平由声母是否送气而分调，[6](第

188-211页）将其分为阴平甲、乙二类，且属高升调，

阴平乙类调值前半段平调动程较长，后半段上升。 
2) 古全浊上声今归为阳去。 
3) 入声分阴阳，阴入调值高，阳入调值低。[7] 
4) 去声多为平调，阴去为中平调，阳去为低平调。 

3．石岗（上坪）方言音韵特点 

3.1．声母特点 

1) 石岗（上坪）方言晓匣母合口字和非组大部分字读唇

齿浊擦音[v]，[8]（第22-27页）如：火[vo213]、花[va45]、

飞[vi45]、万[van33]，但发音气流较弱，微母字部分

读零声母或自称音节[ŋ̍̍]，如：万[Ǿuan11]、舞[Ǿu213]、
冯[ŋ̍̍453]、蜂[ŋ̍̍45]。 

2) 古全浊声母今不论平仄一律读送气的塞音、塞擦音，

[9]如：步[pʰu11]、菩[pʰu453]、赔[pʰai453]。 
3) 古知章庄组今不论开合大部分合流，只有一组舌尖音，

[tʂ]、[tʂʰ]、[ʂ]一律读作[ts]、[tsʰ]、[s]，如：争1[ʦaŋ45]、
巢[ʦʰau453]、生2[sən45]；少部分对立，表现在开口三

等知章组字保留古端组音的特征，如：招[tau45]、车

[tʰa445]。 
4) 古精见组今洪音前对立，尖团不合流，精组洪音前读

[ts]、[tsʰ]、[s]，如：资[tsɿ45]、坐[ʦʰo11]、三[san45], 见
组洪音前读[k]、[kʰ]，如：高[kau45]、开[kʰai445]；细

音前尖团合流腭化为[ʨ]、[ʨʰ]、[ɕ]，如：酒[ʨiu213]、
九[ʨiu213]、就[ʨʰiu11]、旧[ʨʰiu11]、洗[ɕi213]、溪[ɕi45]。 

5) 古疑母与一、二等韵相拼，今大部分读[ŋ]，如：我[ŋo45]、
牙[ŋa453]；与三、四等韵相拼，大部分读[ȵ]，少数读

[Ǿ ]，如：语[ȵi213]、艺[ȵi33]、蚁[Ǿ in33]。 
6) 古晓匣母与开口一、二等韵相拼，今大部分读[h]，

如：虾[ha445]、河[ho453]；与三、四等韵相拼，大部

分读[ɕ]，如：休[ɕiu45]、歇[ɕiɛʔ5]。古晓匣母与合口

一、二等韵相拼，读零声母，如：灰[Ǿ uai45]、坏[Ǿ 
uai11]；与合口三、四等韵相拼，大部分读[ɕ]，如：

兄2[ɕiuŋ45]、熏[ɕin45]。 

3.2．韵母特点 

1) 石岗（上坪）方言无撮口呼，遇摄合口三等泥精组字

韵母读[i]，见组字韵母读[i]或[iɛ]，如：女[ȵi213]、语

[ȵi213]、鱼[ȵiɛ453]。 
2) 只有舌尖前元音[ɿ]，无舌尖后元音[ʅ]。 
3) 通摄合口一、三等舒声韵，大部分读[uŋ]或[iuŋ]，如：

东[tuŋ45]、送[suŋ33]、熊[ɕiuŋ453]、嗅[ɕiuŋ33]，合口三

等舒声韵非敷奉母字自成音节[ŋ̍]，如：风[ŋ̍̍45]、冯

[ŋ̍̍453]、奉[ŋ̍̍33]；通摄合口一、三等入声韵大部分读[uʔ]，
如：毒[tʰuʔ1]、竹[tuʔ5]，合口三等入声韵泥日见组部

分字读[iʔ]或[iuʔ]，如：菊[ʨiʔ5]、局[ʨiʔ5]、肉[ȵiuʔ5]、
绿[liu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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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摄开口二等舒声韵读[ɔŋ]，如：胖[pʰɔŋ33]、撞[ʦʰɔŋ11]，
除疑母字读[iɛʔ]外，其它入声韵读[oʔ]，如：剥[poʔ5]、

桌[ʦoʔ5]、乐音乐[Ǿiɛʔ5]。 
5) 止摄三等韵不论开合，大部分读[i]，如：被[pʰi11]、

支[ti45]，止摄开口三等韵精知庄章组部分读[ɛ]、[ɿ]、
[u]或[ai]，如：齿[lɛ33]、撕[sɛ45]、师[sɿ45]、四2[sɿ45]、
事[su11]、紫[ʦu213]、筛[sai45]；止摄合口三等韵知庄

章泥组部分读[u]、[ui]或[ai]，如：吹[tʰu445]、喂[Ǿui33]、
跪[kʰui453]、累[lai11]。 

6) 遇摄合口一、三等韵大部分读[u]，如：普[pʰu213]、
路[lu11]、猪[tu45]，合口三等鱼虞韵精影组读[i]，合

口三等韵见组个别字读[iɛ]或[ui]，如：蛆[ʨʰi445]、语

[ȵi213]、鱼[ȵiɛ453]、句[kui33]。 
7) 蟹摄开口一、二等韵大部分读[ai]，如：带[tai33]、来

[lai453]、埋[mai453]、界[kai33]、鞋[hai453]，一等泰韵

帮组字读[i]，如：贝[pi33]、沛[pʰi33]，二等韵见组部

分读[a]，如：佳[ka45]、涯[ŋa453]；开口三、四等韵大

部分读[i]，三等韵章组个别读[ɛ]，四等韵匣母字读如

[iɛ]，如：米[mi213]、艺[ȵi33]、世[sɛ33]、系[kiɛ45]；蟹

摄合口一等韵大部分读[i]或[ai]，个别读[uei]或[uai]，
如：最[ʨi33]、队[ti33]、背[pai33]、外[ŋai11]、碎[suei33]、
块[kuai33]；合口二等韵读[uai]，如：乖[kuai45]、怪

[kuai33]，佳韵和夬韵匣母字读[ua]，如：话[Ǿua11]、

画[Ǿua11]。 
8) 臻摄开口一等韵读[ɛn]，如：跟[kɛn45]、恩[ŋɛn45]；臻

摄开口三等舒声韵读[in]或[ən]，如：宾[pin45]、亲

[ʨʰin445]、真[tən45]、诊[tən213]，入声韵读[it]或[ɛʔ]，
如：笔[pit5]、七[ʨʰit5]、实[sɛʔ1]、侄[tʰɛʔ1]；臻摄合

口一等舒声韵大部分读[ən]，见晓组个别字读[un]，

如：本[pən213]、门[mən453]、昆[kʰun445]、魂[Ǿun453]，

入声韵读[ut]、[ɛt]或[uɛt]，如：突[tʰut1]、忽[Ǿut5]、
不[pɛt5]、骨[kuɛt5]；合口三等舒声韵大部分读[ən]或
[in]，如：轮[lən453]、分[vən45]、菌[ʨin45]、军[ʨin45]、
春[tʰən445]，合口三等入声韵读[uʔ]、[oʔ]或[iʔ]，如：

物[Ǿuʔ5]、佛[voʔ1]、屈[Ǿiʔ5]。 
9) 山摄开口一、二等舒声韵大部分读[an]，一等韵见晓

组读[on]，二等韵明母字读[ən]，如：丹[tan45]、盼

[pʰan33]、干[kon45]、看[kʰon33]、慢[mən11]；开口一、

二等入声韵大部分读[at]，一等韵见晓组读[ot]，二等

韵明母字读[ɛʔ]，如：达[tat5]、辣[lat1]、杀[sat5]、渴

[kʰot5]、抹[mɛʔ5]；开口、三四等舒声韵除知章组、

日母字读[an]外，其它舒声韵读[iɛn]，如：缠[ʦʰan453]、
然[lan453]、面[miɛn11]、片[pʰiɛn33]；开口三、四等入

声韵除知章组、日母字读[ɛt]外，其它入声韵读[iɛt]，
如：撤[ʦʰɛt5]、舌[sɛt5]、别[pʰiɛt1]、切[ʨʰiɛt5]；山摄

合口一等舒声韵大部分读[on]，帮组读[ɛn]，见晓组

读[uɛn]，如：端[ton45]、短[ton213]、半[pɛn33]、满[mɛn213]、

官[kuɛn45]、欢[Ǿuɛn45]；合口一等入声末韵大部分读

[ot]或[ɛʔ]，见晓组个别字读[uɛt]，如：脱[tʰot5]、沫

[mɛʔ5]、括[kʰuɛt5]、活[Ǿuɛt1]；合口二等舒声韵见组

读[uan]，庄组读[on]，如：鳏[kuan45]、幻[Ǿuan11]、

闩[son45]、篡[ʦʰon33]，合口二等入声韵读[uat]，如：

滑[Ǿuat1]、挖[Ǿuat5]；合口三、四等舒声韵大部分读

[iɛn]，三等非组读[uan]，三等仙韵知章组读[ɔŋ ]，如：

恋[ȵiɛn11]、县[ɕiɛn33]、反[Ǿuan213]、烦[Ǿuan453]、转

[tɔŋ33]、船[sɔŋ453]；山合口三、四等入声韵大部分读

[iɛt]，月韵非组读[at]，如：劣[liɛt5]、血[ɕiɛt5]、发[vat5]、
罚[vat1]。 

10) 效摄开口一等韵读[au]，如：宝[pau213]、扫[sau213]，
二、三、四等韵读[iau]或[au]，如：挑[tʰiau445]、闹[lau11]、
烧[sau45]、浇[kau45]。 

11) 果摄开口一等韵端精组读[uo]，见组读[o]，泥组部

分读[a]或[ɛ]，如：多[tuo45]、左[ʦuo213]、挪[lo453]、
鹅[ŋo453]、阿[ŋa45]、那[hɛ445]；开、合口三等戈韵读

[iɛ]，如：茄[ʨʰiɛ453]、靴[ɕiɛ45]；合口一等戈韵大部

分读[o]，精晓组部分读[uo]，见组少数读[uɛ]，如：

波[po45]、椭[tʰo213]、锁[suo213]、过[kuo33]、果[kuɛ33]。 
12) 假摄开口二、三等韵读[a]或[ia]，三等韵章组部分读

[ɛ]，如：巴[pa45]、拿[la453]；姐[ʨia213]、遮[ta45]、蛇

[sa453]、者[ʦɛ213]；合口二等韵大部分读[a]，见晓组

部分读[ua]，如：傻[sa213]、瓜[kua45]、剐[kua213]、
瓦[ŋa213]。 

13) 宕摄开口一等舒声唐韵大部分读[ɔŋ]，入声铎韵读

[oʔ]，如：帮[pɔŋ45]、当[tɔŋ45]、薄[pʰoʔ1]、膜[moʔ5]；
宕摄开口三等舒声阳韵大部分读[iɔŋ ]，知庄章组和

日母字部分读[ɔŋ ]，如：娘[ȵiɔŋ453]、让[ȵiɔŋ11]、张

[tɔŋ45]、账[tɔŋ33]；开口三等入声药韵读[iɛʔ]、[ioʔ]
或[oʔ]，如：掠[liɛʔ5]、虐[ȵiɛʔ5]、雀1[ʨioʔ5]、削[ɕioʔ5]、
勺[soʔ1]。 

14) 梗摄开口二等舒声韵读[əŋ]、[aŋ]、[ɛn]或[in]，如：

彭[pʰəŋ453]、棚[pʰəŋ453]、冷[laŋ213]、撑[ʦʰaŋ445]、更

[kɛn33]、幸[ɕin33]、行[ɕin453]；开口二等入声韵读[aʔ]、
[oʔ]或[ɛʔ]，如：百[paʔ5]、麦[maʔ1]、额[ŋoʔ1]、核[hoʔ1]、
册[ʦʰɛʔ5]、革[kɛʔ5]；开口三、四等舒声韵读[in]或[iaŋ]，

如：兵[pin45]、挺[tʰin213]、影1[Ǿiaŋ213]、钉[tiaŋ45]，
三等韵知章组读[ən]或[aŋ]，如：贞[tən45]、正[taŋ45]、
声[saŋ45]；开口三、四等入声韵读[iaʔ]、[iʔ]和[aʔ]，
如：迹[ʨiaʔ5]、壁[piaʔ5]、惜[ɕiʔ5]、敌[tiʔ5]、只[taʔ5]、
石[saʔ1]；梗摄合口二等舒声韵见晓组读[uaŋ]，如：

矿[kʰuaŋ33]、横1[Ǿuaŋ453]；合口二等入声韵匣母字读

[uaʔ]，如：画[Ǿuaʔ5]、划[Ǿuaʔ5]；合口三等庚韵读

[iaŋ]或[iɔŋ ]，如：兄2[ɕiaŋ45]、永[Ǿiɔŋ213]、泳[Ǿiɔŋ213]；
合口三等清韵、四等舒声韵读[in]或[iɔŋ ]，如：倾

[ʨʰin445]、萤[Ǿin453]、迥[ʨiɔŋ213]；合口三等昔韵以

母入声读[iʔ]，如：疫[Ǿiʔ1]。 
15) 曾摄开口一等舒声韵大部分读[ən]或[ɛn]，帮组字读

[əŋ]，如：崩[pəŋ45]、朋[pʰəŋ453]、曾[ʦən45]、僧[sən45]、
等[tɛn213]、誊[tʰɛn453]；开口一等入声韵读[ɛʔ]，如：

刻[kʰɛʔ5]、北[pɛʔ5]；开口三等舒声韵大部分读[in]，
知章组和日母字读[ən]，如：冰[pin45]、兴[ɕin33]、瞪

[tən33]、升[sən45]；开口三等入声韵大部分读[iʔ]，知

庄章组读[ɛʔ]，如：逼[piʔ5]、力[liʔ5]、直[tʰɛʔ1]、色

[sɛʔ5]；合口一等舒声韵读[uŋ]，如：弘[xuŋ453]；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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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一等入声韵读[uɛʔ]或[uoʔ]，如：国[kuɛʔ5]、或

[Ǿuoʔ1]；合口三等入声韵读[iʔ]，如：域[Ǿiʔ1]。 
16) 流摄开口一等韵大部分读[au]或[u]，见影组读[iau]，

如：剖[pʰau445]、母[mu213]、贸[mau11]、狗[kiau213]、
藕[ŋiau213]；开口三等韵大部分读[iu]，尤韵非庄组读

[au]或[u]，幽韵帮端组读[iau]，如：浮[pʰau453]、谋

[mau453]、富[vu33]、妇[vu33]、刘[liu453]、纠[ʨiu45]、
扭[niu213]、彪[piau45]。 

17) 深摄开口三等舒声韵大部分读[in]，知庄章组和日母

字读[ən]或[an]，如：品[pʰin213]、林[lin453]、沉[tʰən453]、
枕[tən213]、簪[ʦan45]、婶[sən453]；开口三等入声韵大

部分读[it]，知庄章组读[ɛt]，日母字读[ut]，如：立

[lit1]、习[ɕit1]、涩[sɛt5]、蛰[ʦɛt5]、入[lut1]。 
18) 咸摄开口一、二等和合口三等舒声韵大部分读[an]，

一等韵见晓组读[on]，二等韵匣母字读[iɛn]，如：贪

[tʰan45]、咸[han453]、凡[van453]、甘[kon45]、敢[kon213]、

岩[Ǿiɛn453]、衔[ɕiɛn453]；开口一、二等和合口三等

入声韵大部分读[at]，一等韵见晓组读[ot]，如：答

[tat5]、插[ʦʰat5]、法[vat5]、盒[hot1]、磕[kʰot5]；开口

三、四等舒声韵大部分读[iɛn]，三等韵章日组读[an]，
如：镰[liɛn453]、店[tiɛn45]、占[ʦan33]、闪[san213]；开

口三、四等入声韵大部分读[iɛt]，三等入声韵章组读

[ɛt]，如：镊[ȵiɛt5]、跌[tiɛt5]、折[tɛt5]、摄[sɛt5]。 

3.3．石岗（上坪）方言的文白异读 

文白异读是指同一个字在不同场域存在的不同读

音，白读音代表某方言的土语，而文读音则是方言吸收

的某一标准语成分，从而向这一标准语靠拢。[10](第349
页)方言中，文白异读现象表现在韵母、声母和声调上。

一般地认为，它是语言(方言)接触的结果，体现了方言

语音的不同层次；是一种竞争关系，而不是演变关系。
[11] 

据统计，南昌方言梗摄字、日母字和匣母字文白

读音数量较多。[12]（第154-216页）石岗（上坪）方

言文白异读情况类似，其部分字的白读音受普通话影

响，呈式微之势；[13](第34页)文读音与普通话声韵相

同，仅声调有所差异，但总体上还处于“白强文弱”的
阶段。此处对石岗（上坪）方言文白异读规律作些归

纳： 

3.3.1．梗摄开口字的文白异读 

梗摄开口文白异读字数较多，且其古今对应规律也较

整齐，表现出较为完整的规律特点，详见下表。 

表2 梗摄开口字文白异读。 

 二等 
三四等 

知章组 其他 

白读 aŋ/aʔ aŋ/aʔ iaŋ/iaʔ 
文读 ɛn/ɛt ən/ɛt in/it 

表中表明，梗摄开口保留了入声[t]尾和喉塞韵尾，入

声文读以[t]收尾，白读以喉塞音[ʔ]收尾；开口舒声文读以

[n]收尾，白读以[ŋ]收尾。[14]下面列举其文白异读例字，

一个字有两读的，先列白读，再列文读，文读置于“||”之
后。例如： 

坑：[kʰaŋ445] 挖 ~ || [kʰɛn445] ~人 
硬：[ŋaŋ33] 饭好~，~座 
生：[saŋ45] ~饭，认~ || [sən45] ~日，~活 
争：[ʦaŋ45] ~气，莫~|| [ʦən45] 战~，为国~光 
省：[saŋ213] ~钱，~心 ，~事 || [sən213] 江西~ 
病：[pʰiaŋ11] ~人，得~，~情 
正：[taŋ45] ~月里，话~了说好了 || [tən33] ~反，~事，公~ 
命：[miaŋ11] 算~ ，~大，救~ || [min11] ~案，~令 

影：[Ǿiaŋ213] ~子 || [Ǿin213] 电~，~响 
姓：[ɕiaŋ33] ~张，~李 || [ɕin33] 贵~，~名 
石：[saʔ1] ~头，~灰 || [sɛt1] ~榴 
百：[paʔ5] 一~ || [pɛt5] ~姓，~货 
格：[kaʔ5] ~子 || [kɛt5] 及~ 
客：[kʰaʔ5] ~人，做~ || [kʰɛt5] ~气漂亮 
滴：[tiaʔ5] 一~子 || [tit5] ~水，~眼药水 

3.3.2．日母字的文白异读 

假摄和止摄日母字，读零声母的字没有文白之分，如：

二、耳、儿、惹等；其它摄的日母字，文读音受今北方方

言影响，声母读[l]，[15]白读音是古音遗留[ȵ]。日母字读

[ȵ]与细音[i]相拼，白读[l]与洪音相拼，因此其文白异读现

象主要表现在声母和韵母上面。下面列举日母字文白异读

的例字，一个字有两读的，先列白读音，再列文读音，文

读音列于“||”之后。例如： 
染：[lan213]|| ~色，~布，传~ 
人：[ȵin453] 大~，老~家，犯~，~家 || [lən453] ~参，~

格，~品 
热：||[ləʔ5] ~人，闹~，~水瓶 
软：[ȵiɛn213] ~骨头，心~，些~很软 || [luan213] ~弱，柔~ 
忍：[ȵin213] ~住，~到 || [lən213] ~心，~受 
认：[ȵin11] ~得，~生，~账 || [lən11] 承~ 
日：[ȵit5] ~头，明~ || [lət5] 生~，~记，~厉 
让：[ȵiɔŋ11] ~一下 || [lɔŋ11] 迁~，~路 
弱：||[luoʔ5] 虚~，~小 
肉：[ȵiuʔ5] 长~，猪~ 
闰：||[lən11] ~月里 
仁：|| [lən453] ~慈，~义道德 

3.3.3．匣母字的文白异读 

匣母一、二等韵中，声母今一律读[h],韵母为洪音；

其它四等字（除蟹摄合口四等霁韵中的“惠、慧”读零声母、

合口韵外）不论开合声母一律读[ɕ]，韵母为细音。本文选

取匣母字文白现象较多的合口一、二等韵为例，白读音声

母为零声母[Ǿ]或[ŋ]，文读音声母为[v]或[h]。下面列举的

匣母字文白异读，一个字两读的，先列白读音，再列文读

音，文读音放在“||”后，如： 
和：||[ho33] ~尚，~气 [vo33] 暖~，热~ 

划：[Ǿua453] ~算，~船，~线||[Ǿua33]~线 

胡：[Ǿu453] ~子，~老师 

回：[Ǿuai11] ~得回了礼 || [vi453] ~来，~家，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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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Ǿuai11] ~不~，不~ || [vi11] 开~，机~，~见 

坏：[Ǿuai11] ~的 ， 好~，~人 

话：[Ǿua11] ~事，~媒，~一句 || [va11] ~剧 

丸：[Ǿuan453] 肉~子 

活：[Ǿuɛt5] ~的，~宝 || [vɛt5] 生~ 

换：[Ǿuan11] ~成，~一下 

还：[Ǿuan453] ~得回去回礼，~价，~魂，借了要~ 

环：[Ǿuan453] 耳~子 || [van453] ~境，门~ 
魂：||[van453] 叫~，灵~ 

黄：[Ǿuɔŋ453]|| ~色，~昏，生~很黄 

横：[Ǿuaŋ453] ~的，打~ || [həŋ453] ~竖，~符 
红：[ŋ̍̍453] ~色，鲜~，~领巾 || [hɔŋ 453] ~军 

4．声韵配合规律 

石岗（上坪）方言声韵配合除部分不循规蹈矩外，大

部分还是有着十分严整的规律性，这在以下声韵配合表中

有所体现。 

表3 声韵配合规律。 

韵呼 

声母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双唇音 p，pʰ，m + + 只拼u 
唇齿音 v + 只拼i + 
舌尖前音 ʦ，ʦʰ，s +  + 

舌尖中音 
t，tʰ，l + + 只拼u 
n  只拼i  

舌面音 ʨ，ʨʰ，ɕ  +  

舌根音 
k，kʰ，ȵ + 只拼iɛ + 
ŋ +   

喉音 h +   

零声母 Ǿ + + + 

声韵配合规律说明： 

1) 石岗（上坪）方言中无撮口呼，双唇音可与开口呼、

齐齿呼和合口呼韵母相拼，如：宝[pau213]、笔[pit5]、
布[pu33]、爬[pʰa453]、皮[pʰi453]、普[pʰu213]、马[ma213]。 

2) 唇齿浊擦音[v]与齐齿呼韵母[i]相拼，大部分是与三

等韵非组字组合，如：肥[vi453]、非[vi45]、味[vi11]。 
3) [h]不与合口呼相拼，若与之组合则多变为零声母，

大部分来源于古匣母，如：会[Ǿuai11]、胡[Ǿu453]。 
4) [ʨ]、[ʨʰ]、[ɕ]、[n]、[ȵ]只与齐齿呼韵母相拼，不

拼开口呼和合口呼，如：精2[ʨin45]、青[ʨiaŋ445]、
想[ɕiɔŋ213]、年[ȵiɛn453]。 

5) [k]、[kʰ]可与齐齿呼韵母相拼，只是字数较少而已，

如：锯[kiɛ33]、�掰断[kʰiɛ453]。 
6) 零声母可与齐齿呼、合口呼和开口呼[ə]韵母组合，

如：话[Ǿua11]、水[Ǿui213]、音[Ǿin45]、二[Ǿə11]。 

5．结语 

概而言之，以上对石岗（上坪）方言音系及其特点作

了较为全面而系统地分析阐述，由此可见石岗（上坪）方

言既有赣方言音韵的共同特征，又有自身独具的特点，它

保留了入声[t]尾和喉塞韵尾，仅是分化条件有所不同而已。

就其分化条件而言，咸、深、山、臻几摄韵母存有[t]尾，

宕、江、曾、梗、通则留有喉塞韵尾，不过由于它们还处

在不断演变过程之中，[t]尾已有向喉塞韵尾变化的趋势。

另外，石岗（上坪）方言的文白异读特点鲜明，而且还有

文白混读的情况，当然其文白音正处于一个逐渐消退的过

程之中。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的交际语呈现出这样一大演

变趋势：语言交际由原来的单言（方言）现象变为双言并

存（方言与共同语），继而又朝着单言（共同语)方向发

展，即使一个家庭也是如此。[16]毫无疑问，石岗（上坪）

方言如同其它方言或南昌方言一样，也渐渐朝着趋普变异

的方向变化。[17]（第137页）一句话，石岗（上坪）方言

在其音系或音韵相配规律上有其独特之处，但随着社会的

发展，它也在发生着变化，其原有的特点正渐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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