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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漢語動詞清濁位移現象可提供 s-詞頭內部證據

2019/01/02 顧國林（2022/06/17修改）

[摘要] 揭示一個規律：上古漢語動詞的數量比例，在濁聲母上比正常值低，在清送氣聲母、清不

送氣聲母上比正常值高，在幫類、端類（含中古端組、知組、章組）、精類（含中古精組、莊組）、

見類上都是如此。它顯示上古動詞有一個使輔音清化的功能詞頭，使動詞的清濁分佈產生整齊位移，

這是清化詞頭（比如 s-）存在的內部證據（間接的）。

一 、清濁位移現象

下面先列結果，再介紹統計原則和數據細節，最後是分析和探討。

下文對《廣韻》全部 850 個扌動詞（以扌做一級部件的漢字）進行聲類統計，結論見圖 1。動

詞在濁聲類上（並、定、從、群）比例總是比正常值低，在清送氣聲類（滂、透、清、溪）、清不

送氣聲類（幫、端、精、見）上比例總是比正常值高。

從常識來看，偶然的動詞清濁比例浮動不算異常，但同時發生在幫類、端類（含中古端組、知

組、章組）、精類（含中古精組、莊組）、見類中，而且現象一致，那就不是巧合了，應存在深層

原因。

圖 1：《廣韻》850個扌動詞在清濁聲母中的比例分佈

（紅色是廣韻全部字的數量分佈、藍色是扌動詞的數量分佈）

梅祖麟《上古漢語動詞清濁別義的來源》說漢語動詞清濁別義來自更早的 s-形態詞頭
①
，機理

是詞頭 s-對濁輔音產生清化，在 s-詞頭消失後形成清濁別義，認為是漢藏語同源的一個重要證據
②
。

這個觀點很簡潔明快，但論證邏輯有一個缺環：這個結論是與藏緬語類比得出的（有些藏緬語的動

詞清濁別義來自於 s-詞頭），而不是從漢語內部證據推導出來。圖 1數據可以補上這個缺環，它顯

示上古動詞從比例上存在濁音到清音的流動，這種流動很難用清、濁輔音自發音變來解釋，而用「詞

頭使主輔音清化」就比較輕鬆了。圖中動詞對語音產生選擇性，表明這個詞頭具有形態、功能性質，

① 本中「詞頭」指複輔音、多音節的頭部，如果和形態（構詞、構形）有關，文中則稱「形態詞頭」。

② 梅祖麟《上古漢語動詞清濁別義的來源》，《民族語文》 2008 年第 3期，吸收了戴慶夏、龔煌城、康拉迪等學者的漢藏語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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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普通的語音性前綴。

二 、統計原則

（一） 如果識別動詞？

如何識別上古漢語的動詞？這是一件很頭痛的事，因為漢語動詞常又做形容詞、名詞，一字多

性，古今不定。下面使用一種直接方法：造字部件扌。帶扌旁的絕大部分字，在造字時應是動詞，

可反映最初面目，《廣韻》一共有 850字（扌含手，比如擎，異讀算多個字），錄用原則是只要一

級部件擁有扌。

（二）如何選擇聲類？

統計目標是計算動詞在同部位濁、清送氣、清不送氣三類聲母上的數量分佈，有四大組為：幫

類、端類（含中古端組、知組、章組）、精類（含中古精組、莊組）、見類。注意，這裏只是反映，

上古有複輔音和未知的聲類，不能完全對應。

（三）如何計算數值？

統計的是字數，對比的是比例。扌動詞比例：比如全部扌旁字有 850個，其中見母有 78 個，見

母的扌動詞比例為 78/850=9.18%。正常比例：比如《廣韻》共 25332 字（異讀字算多個字），其中

見母字有 2029 個，那麼見母的正常比例為 2029/25332=8.01%。

三 、數據詳情

下面列出四大聲類下扌動詞的分佈數據，即圖 1 中的 12 對數據，聲類對中古聲母的歸併是追求

簡潔、便於統計，並非嚴格的語音追求。文後附有全部轄字，便於驗證。

（一）幫類

上古聲類裏，這組最單純，與其他組的諧聲接觸最少。扌動詞在幫、滂類中比例較正常值高

17.6%、23.3%，在並類中較正常值低 12.0%。

上古聲類 幫類 滂類 並類

中古聲母 幫 滂 並

字數
全部字 861 653 1118

扌 34 27 33

字數比例
全部字(A) 3.40% 2.58% 4.41%

扌(B) 4.01% 3.18% 3.88%

比例比較 (B-A)/A +17.6% +23.3% -12.0%

表 1：扌動詞語音的幫類分佈

（二）端類

知組上古歸端類沒什麼爭議，章組相對複雜一點，諧聲與端知組、見組都有接觸，與知組更多

一些，這裏姑且將章組歸入本類。扌動詞在端類（端知章）、透類（透徹昌）中比例比正常值高 11.2%、
17.9%，在定類（定澄禪）中比正常值低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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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聲類 端類 透類 定類

中古聲母 端、知、章透、徹、昌定、澄、禪

字數
全部字 1609 1089 1866

扌 60 43 55

字數比例
全部字(A) 6.35% 4.29% 7.37%

扌(B) 7.06% 5.06% 6.47%

比例比較 (B-A)/A +11.2% +17.9% -12.2%

表 2：扌動詞語音的端類分佈

（三）精類

精、莊兩組諧聲很相似，這裏作為一個大類來統計。扌動詞在精類（精莊）、清類（清初）中

比例比正常值高 47.7%、15.6%，在從類（從崇）中比正常值低 20.1%。

上古聲類 精類 清類 從類

中古聲母 精、莊 清、初 從、崇

字數
全部字 1009 827 783

扌 50 32 21

字數比例
全部字(A) 3.98% 3.26% 3.09%

扌(B) 5.88% 3.77% 2.47%

比例比較 (B-A)/A 47.7% 15.6% -20.1%

表 3：扌動詞語音的精類分佈

（四）見類

見組聲母取見、溪、群（含匣）三類，扌動詞在見類、溪類中比例比正常值高 14.6%、11.6%，
在群類中比正常值低 18.2%。

上古聲類 見類 溪類 群類

中古聲母 見 溪 群、匣

字數
全部字 2029 1070 2041

扌 78 40 58

字數比例
全部字(A) 8.01% 4.22% 8.06%

扌(B) 9.18% 4.71% 6.82%

比例比較 (B-A)/A 14.6% 11.6% -15.4%

表 4：扌動詞語音的見類分佈

四、成因分析

（一）功能詞頭的判斷

四組數據無一例外都是濁音比例偏低、清音比例偏高，看上去像「濁音比例被裁掉一段，粘貼

到清音上」，即兩者存在轉移關係，動詞從濁音轉移到清音。

從中，我們能看到動詞對語音較明顯的選擇性，即濁聲類數量比例低，清聲類數量比例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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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詞性對語音有選擇性，那麼應當考慮功能性（構形或構詞），如英語的 re（如 retell、repeat、review）
是一種構詞功能，一般用於動詞前，re 這個音對動詞就形成選擇性。

（二）音變的可能性篩選

在猜測了功能性原因後，再猜測一下這個丟失的元素到底是什麼：

（a）它是個前綴，使主輔音清化（會造成濁音動詞流向清音動詞）。

（b）它是個前綴，使主輔音濁化（會造成清音動詞流向濁音動詞）。

（c）它是個介音，使主輔音濁化（原理同詞頭，介音一般都是濁的，它使主輔音發生濁化）。

（d）它是聲調，使主輔音清化或濁化（調值高低改變聲母性質）。

（e）清濁輔音部分轉化（部分濁音動詞變成了清音動詞，但必須有一個轉化條件）。

下面根據常理對這五個可能的原因進行篩選：

（1）觀察事實是動詞從濁音流向清音，體現的是清化，所以（b）和（c）兩種濁化可以排除，

尤其是可以排除介音的可能性，漢語介音通常都是濁的。

（2）一般認為上古漢語沒有聲調，所以（d）排除。

（3）清濁輔音部分轉化，必須有語音條件，這個條件可能是詞頭、介音、聲調裏的一種或多種，

所以（e）實質上就是（a）-（d）。

這五個可能性裏，剩下的只有（a），即前綴使主輔音清化：上古動詞應擁有一個具有構詞功能

的清化型詞頭。

（三）詞頭的音值估測

清化詞頭的音值並不重要了，上古漢語的詞頭最有可能是弱音。按複輔音一般發展規律，強音

詞頭（p-、t-、k-等）早於弱音詞頭（s-、h-、m-等），雙強音複輔音很難長久，其中一個輔音容易

弱化，到詞頭消失前的階段，一般都為弱音詞頭。今現象是清化作用，n-、m-、r-、l-等濁音詞頭大

概可以排除掉，從最平庸的角度看，可推測為 s-（這只是記號，也可能是 h-或ʔ-，s- > h- > ʔ-持續弱

化的某個階段）。

不能強求漢語動詞擁有像印歐語那樣功能豐富的形態，但上古漢語很可能存在具有構詞、區別

語義的功能詞頭。

五、結語

最後再解釋一下上古漢語動詞的 s-詞頭為什麼必須是功能詞頭。如果 s-是普通的語音性複輔音，

那麼動詞將和名詞、形容詞等無別，對主輔音的清化，所有詞性都一視同仁，圖 1 中動詞的比例就

不會有特殊性。如果是功能詞頭或形態，那麼就不一樣了，因為他只針對動詞，當歷史上發生 s-對
主輔音清化時，動詞的音變分佈出就會出現特殊性。

目前已有很多諧聲證據可推測上古有 s-複輔音，但這個 s-是否可以是功能詞頭，證據並不多，

潘悟雲在《上古漢語使動詞的屈折形式》共舉出十多個實例
③
，上文為 s-詞頭假說提供統計上的有利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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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統計涉字明細

幫:扶抪扮扳揙㨍拼掤 擺捭扮把㨐掊搏抪 拜扒擯拚扮播搒摒 撥捌扒捌扒搏擘

滂:披㩤批抔拌攀扳摽拋抨捧披撫拊摽拋撲撲㩧拂 㧊撆搏拍 揊

並:捀扶排 搫掊捊搫搒掊捊抔掊奉 扮拌摽 抱捀捕拚抃 㩧拔挬拔拔 擗

端:揥搥擔抵擔 扚擣㨶挆揣打抖抌摕 扽挆擋擔掇扚撘搨㩉

透:捈推擹攤㨏挑搯挑拕探撢捅挮攩揥拖撢 撻挩 拓摘㧹搭摥

定:挏捈提擡撣摶搷掏搪挺投揄挏掉挑拕挺揄 摕撣掉掟揬挩 摕㧺揲㩹

知:㨖㨖㨖拄搌打扭 㨖揕㧻挃掇擆摘

徹:摛攄摴扠搋抽 㨨搌揥抶撤

澄:撞持掁挰揨㧳摶撞 㨁擢撤擇擲擿擖

章:振招扺抧捶指掌拯抍撜摯振挋拙摭拓摺

昌:推㨋撦掣掣

禪:提撣承撏擅 授㨁拾

精:掫擠 揂揫掫撍摠 㧗㧗撙揃㨵抯撍擠㨹捘搢捘攢挫撍摵 拶撮攥 㩱揤接

清:摐捘拴操搓搶採 搶摤措摖操 掅 攃撮

從:摧拵撨撏㨻㧘攢 揤捽捽㩵 捷

莊:搊搸抓摷抯撍㧗拃抓掫搊抓捉擳紮㩇

初:摐抄 搊 攙揣搶抄摲擉拺插扱

崇:㧘 攙撰撰捔

見:扛掎摫據拘捄箍㨟擐 撟摎㧓掆揯拱拲 㧬庪掎舉揵揀 挸 搴 捲撟攪 挭據 掛掛㧔

摡㧉攈捃㧆㨷摜捲掆揯搆 掬挶拲捔搉拮扢撅揭 扢括扴擖拮抉揭攫撠挌摑 搹擊押

溪:控抾抾 摳扝挎㨒㨤揩攑看掔掔攐㧶摼摳撖㩩扣撖㧄控掎揭揩看 抗扣搉㧾擖挈揭揢 掐抾

羣:㨷揵拳捲擎 扏捄㩒捦擒拑技揆拒拐㧘掘撅掘 揭揭搩

匣:攜攜㨙㨟㨡拫捖 抗㧡掍捍攩撼撖擭㨙㩨捍扞換擐摦攩擴搰扢 㨡 擷 擭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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