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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走廊及其语言:  

背景与挑战 



背景 
•  地理: 北起甘肃、青海南部，中经四川西北，南至云南西北，延伸至
印度、缅甸的北部 

•  文化: 藏族传统文化圈 

•  社会: 自上古以来，西北、西南地区民族的大迁徙，多经由这一地区；
曾经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 

•  语言：多样性和异质性 

§  谱系次分类问题复杂 





民族走廊语言 

藏语  
汉语 

彝缅语、彝语  
纳西语 

羌语支 



挑战 
•  谱系次分类：语音和词汇、构拟、共同创新演变 

§  几个语言共有的，而其他语言都不具备的独特语音、词汇或语法
层面上的演变。这些创新演变可以比较可靠地证明该几个语言或
方言曾经有过独特的共同发展史，因此而溯于一源，在进行谱系
次分类可以划入同支 

•  藏语：语音、词汇或语法层面上的共同创新演变 
§  *ty, *ly, *sy, *tsy 的腭化 
§  bdun ‘七’ 
§  及物动词分四个时态（现在、过去、未来、命令） 

•  彝缅语： 语音层面的共同创新演变 
§  同源词带鼻冠塞音和塞擦音 *mb *nd *nts *ɲc *ŋg，如 ndaŋ1
 ‘喝’ （*daŋ Matisoff 2003） 

•  羌语支：尚未找出共同创新演变 
•  藏语康方言：康方言内部差异较大，有独特的创新音变，与藏文的语
音对应关系复杂，缺乏共同创新演变：在藏语方言中之地位尚待确定 



语言接触 
•  语言接触之有利条件，语言接触亦为影响本区语言发展和演变之制
约因素 

•  要比较系统地运用语言接触诠释民族走廊语言演变的产生与发展，
必须克服以下两个方面的障碍 
1.  确定某个语言受到另外一个语言的影响，应该知道有关的历史  
2.  制约语言接触的因素颇多，可预测性很低 
 

•  对走廊地带的语言情况进行研究有两个有利条件 
1.  接触环境的大致的一致性　 
2.  语言多样性 



接触环境的一致性 
•  决定语言接触结果的主要因素是外在的（社会）因素 

•  从外在的（社会）因素可以推断出总体可能的语言接触结果 

•  接触强度的等级：接触的程度与所呈现的影响的深度成正比：接触强
度越高，接触所引发的语言影响越广泛、越深刻 

•  民族走廊的共同的外在的社会文化背景 
§  政治非统一性，战争、贸易、迁徙、混居、文化交流 
§  历来民族和语言的多样性 

•  接触类型：影响到语言各个层面的强烈接触（heavy borrowing 
and heavy structural interference, penetrating into all 
subsystems of the recipient language） 



语言多样性	  
1.  语言接触情况清楚：所有的参与接触的语言都有历史记载（汉语和
藏语接触） 

2.  参与接触的语言当中只有一种有历史记载（藏语） 
3.  语言接触情况不清楚（羌语支） 

•  用清楚的接触情况解释不清楚的接触情况 

•  民族走廊：语言接触的“实验室” 

•  从经验上可检验、可证伪、可重复实验 

•  交往的密切程度和双语化程度皆深的使用人口较少的语言社团 

•  语音 



 
民族走廊的汉语:  
五屯话和倒话	



五屯话：青海省黄南 rma lho 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使用人口大约4000人 
接触对象（源语）：当地的安多方言 

倒话：四川省甘孜dkar mdzes藏族自治州 雅江县nyag chu kha ；使用人口大约2700人 
接触对象（源语）：当地的康方言，程章话 



五屯话 
•  受藏语强烈影响的汉语方言，带有些阿尔泰语言的特色 

§  基本分类：西北官话 
§  在词汇上绝大部分词由汉语语素构成，比较严整的语音对应关系　 

•  语音、词汇和句法上有独特的语言特征 
§  创新  
§  官话典型特征 
1.  中古汉语浊音（塞音、塞擦音、擦音）清化 
2.  中古汉语辅音韵尾 -p, -t, -k 消失 
3.  入声的消失，四个声调的系统 



语言接触机制 
1.  在发音位置与方式上，五屯话接近当地安多藏语 

§  w > /ɣ/ 或 /ʁ/，如 ɣua ‘挖’; ɣõ ‘网’ （类似于 WT w, db > 安多 /ɣ/） 
2.  音素借用：不同化借用和同化借用 

§  限制于藏语借词  
•  z、ʑ < 安多带喉塞擦音声母，如 zɛ̃ɧɛ̃ ‘袈裟’，WT gzan sham; 
ʑɛ̃mpa ‘别、彼、他’，WT gzhan pa 

§  渗透到汉语词汇 
•  sh 、ʂh 、ɧ （与ɕ 对应的送气音） ：sh = SM s，如 shɛ̃ ‘三’; ʂh = 
SM ʂ, 如 ʂha ‘杀’； ɧ = SM 有介音音节的ʂ 和 x，如 ɧui ‘睡’ 

3.  韵律系统的（按照当地安多藏语模式的）深层调整 
§  五屯话没有声调：在早期的发展阶段就失去了原有的声调；没有
证据可以证明原有的声调被其他任何超音段特征所代替 

§  五屯话有与安多方言相同的韵律模式，即一个音节以上的词有
重音，重音的位置在第二个音节上 



4. 语音系统的重新组织导致一些继承的音素被借用的音素替换
（Reorganization of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resulting in the substitution 
of some inherited phonemes by borrowed phonemes） 
 



韵尾系统的调整 
•  中古汉语辅音韵尾 -p, -t, -k 消失 

•  藏文共有6个韵尾-b, -d, -g, -s, -l, -r；安多藏语：-k  

•  五屯话-k: ok ak ek  
§  ok, ak：只出现在藏语借词中 
§  ek  ：渗透到汉语词汇，代替相当于普通话的 ou ，如 ʂhɘɣ ‘手’; 
kuthjɘɣ ‘骨头’ 

§  ou：唯一的在藏语没有相对应的，才被藏语的 ‒ek 所代替 

5.  五屯话没有的音素在当地安多藏语被换成该方言相近的音素 
§  藏语所没有的er 被-ek 所代替，如 ɘɣtõɣɘto ‘耳朵’ 



倒话 
•  受藏语强烈影响的汉语方言 

§  基本分类：西南官话 
§  在词汇上绝大部分词由汉语语素构成，比较严整的语音对应关系 

•  音位不同化借用 
§  浊音声母 （b, d, g, dz, dʐ, dʑ）和鼻冠音声母（mb, nd, ŋg, ndz, 
ndʐ, ndʑ） 

•  在发音位置与方式上，倒话接近程章话 
§  -ang > -ɔ̃，如 tʂhɔ̃2 ‘长’ 

•  程章藏语所没有的音素在倒话中被程章藏语中相近的音素所代替 
§  藏语没有的er 被创新元音ɛ代替，如 ʔɛ3to1 ‘耳朵’ 



倒话特征 
•  韵律系统的（按照程章话模式的）深层调整	

§  有声调（4个声调）	
§  一个音节以上的词，只有一个词汇声调（高和低）	
§  词汇声调的插入点在首音节上，第二个音节的声调一律为降调	

thiɛ5̃54 ‘天’ + tɕhĩ332 ‘晴’ > thiɛ5̃5tɕhĩ31 ‘天晴’	
tso51 ‘左’ + ʂəu51 ‘手’ > tso44ʂəu51 ‘左手’	
jiɛ̃̃332 ‘颜’ + se324 ‘色’ > xõ33tɕhi31 ‘颜色’	
jiu324 ‘右’ + ʂəu51 ‘手’ > jiu33ʂəu51 ‘右手’	

•  倒话是否有语音系统重新组织现象？ 
§  对语音对应关系没有系统的讨论 
§  对倒话的讨论限制于汉语词汇与汉语词汇有关的语音 

gɔ4̃ ‘虹’，中古汉语 huwng  
bi2khõ3 ‘鼻孔’、bi2liɔ2̃ku3 ‘鼻梁骨’，中古汉语 bjijH 



总结 
•  相同的语言接触机制 
1.  在发音位置与方式上，接受语接近源语；音素的不同化借用和同
化借用；源语没有的音素在接受语中被源语相近的音素所代替 

2.  语音系统的重新组织导致一些继承的音素被借用的音素替换 
3.  韵律系统的深层调整 

•  语言接触具体结果不同，由源语不同所决定的 
§  五屯话和当地的安多方言都无声调，有韵尾；倒话和当地的康方
言有声调，没有韵尾 

•  谱系次分类 
§  语音和词汇：基本分类 
§  共同创新演变：韵律层面 
§  构拟：语音系统的重新组织 

 



 
 

民族走廊的藏语： 
色尔坝话和嘎米话 

	  



色尔坝话：甘孜州色达县；接
触的对象当地的嘉戎语
（Showu rGyalrong） 

嘎米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接
触对象：当地的史兴语、普米语、尔
苏语、诺苏语 



色尔坝话和嘎米话 
•  民族走廊的藏语特点包括：内部差异显著，有独特的创新音变，与藏
文的语音对应关系复杂，谱系次分类问题复杂	

•  色尔坝话 
§  创新的双元音ɯa 和 ɯo  
§  古藏语 *ak(s) 和 *ok(s)的合并 
§  创新的 -ɛ- 韵尾，渊源于有*i、 *u 和 *e韵母的有韵尾的音节 
§  中国境内其它方言中已消失的古藏文的 *-l 韵尾 
§  丰富的元音交替现象 

•  嘎米话 
§  创新的双元音 ua，只出现在非藏语词汇中，如 Lgua-Hʃu ‘牦牛’, 
Lkhua-Hla ‘盆子’ （史兴语 qhua33-la55、普米语 khua35la35） 

•  谱系次分类与汉语官话方言相同 



总结与讨论 
•  挑战：语言异质性和多样性，谱系次分类问题复杂 
•  方法论：用清楚的事实/现象说明不清楚的事实/现象 
•  共同的接触环境（接触环境的一致性），共同的接触类型（影响到语言
各个层面的强烈接触） 

•  无关的个案：相同的语言接触趋势 
•  谱系次分类依据 

§  语音和词汇：基本分类	
§  构拟：因为有语音系统的重新组织的可能性，研究对应和音变规律 
§  共同创新演变：韵律层面	

•  共同的机制：描述和解释观察到的现象，需要新的理论 
•  从具体的语言出发，尽量与相邻的语言做比较研究 
•  结合语言接触、类型学、比较历史语言学的新理论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