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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研究中幾個問題的思考

會伯慧、

藍唱大學中文系

粵語的研究近幾年來有了很大的發廳，大家做了很多工作，似j如:

一、完成了一批有相當的蠢的著述，在學衛界引人曬路。如韓伯慧、張民昇主編

的三三程本〈珠江三角湘方設調查報告}、李新組主編的〈廣州方言誌) (編印中)、

聽無忌、饒秉才緝的{廣州、i話嫖準蕾寧灌}、醬港語文教督學院中文系緝的〈常用字

廳外l諾言翼苦衷〉、萬本集中反映第一、第工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成果的〈論文集}

(編印中) .以及一批發表在語文是警告!可刊物和大學舉報上的轉方言研究論文等等;

一、組織了闊際粵11雷研討會，使之發展成為定期檢閱粵語研究成果、交謊粵語

研究心得、通報粵語研究信息的學備活動。第一屆 1987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第

二屆 198θ 年在廣州燕嶺大獲學千子，第三三屆 1991 年在澳門中華教幫會學行，第四屆、

第五屑........還將接連不離學辦下去;

了工、慵襲了廣州、|話響音工作，組戚了廣外i話審苦苦委員會。經講完分盟員寞，出省、

港、續三地諾言專家二十多人組成的廣州話響音委員會於 1990 年正式成立，委鼠會

下縷的著手普編輯組現正根據審管委真會的決定，遵持著緊張的製作卡丹、灌集資制等

工作，計劃在 1992 年完成緝轟出版〈聾子特話標準讀音〉的任務。

牽無疑問，目前粵語研究正是現一條蓬勃發展，與影緝旱的局面。不過我們還有

幾個模得關心的問題，掃雪通過大家的討論，使之得苦IJ滿意的解決。

一是粵語的歸屬問聽。

粵語是橫語方囂的一種，肉來學諧界均持此論，草無多大異績。可是，近年來有

學者提出了粵語到鹿憊不懸著作是獲話方言的問題來，遠在善黨話方言學界等 1起了不小

的襲酷。這一新的觀點集中反映在李敏忠先生〈粵語是漢語挨整中的鑄立語言) Q)一

文中。事先生認為粵語是一種在「古華褒諾J (古澳語)和「古蠻真話J (古瑤語和

古壯摘語)棺互「混合」的基體上發展擴變形嫂的語言.fEj而，粵語應是一種攝取於

真話方言立外的語言;換雷之，粵語是與漢語平行的喝完語言，罷不是漢語大家體中

將一員。率先生這一見解無鍵是非常大膽的、具有創新意諧的。我鋼人讚賞他這種敢

於揖出問題的精神。自龍的這種見解，當先是形成飽的道種昆解的理論基體以及由這

種見解而引發的一系列關於漢語、漢語方當系統的大調擊，在語言學界能熱帶到多少

人的支持，能鶴說服多少人，我是有點懷疑的。有必要在理論上弄清整甚麼樣的情況

下說可以說某種話不是方當前是觀立的語言，方設和獨立語雷的界繞在哪兒?彼rtt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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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顯著標誰是畫室麼?如果像李敬忠先生蟬樣認露一個問挾本身可以有多鶴不同於其他

民族的語言，不必掏混於一體成旗「品讀者統一的民接語當作為高級形式，作為低級

形式的方言服極於轟錯形式J @ ，那嘍，對盟主E民放語言之外輝有沒有作為民棋語言

的「聽體J '高又能夠在社會交額的數陳明能上?巖從於全民語會j 的地方方設?如

果按李敬，忠先生的說法，總辛辛以「譜法結構和基本詞j懷與全畏語當大體一致j 東確規

一種話是喜鸝於jj霞，地方方設和共同器之闊無需今考黨謊言是關係，統…的員接共陶

器fW，乎也就沒有感饗採取各種草草殼的講施來加以權廣了。 j鑫棟的思路費於我閻長期以

來所貫徹的推廣攬誨閃胺共同諾(轉站話)白等政黨又該作何理解?說得明確…點:鼓

然、承認粵語是獨立的語言言，甚至掛承認聽話、吳語等啦都是獨立於棋擂立外的語言亨，

我們在粵、閥、吳等方言盤是否還要大力推行誓通話?或者乾脆從理論上對這些地方

推行普通話作另外的解釋:如向我聽非摸甜地藍的人員也聽學普通話，非英語盟家的

人問也要學葵譚一樣，完全只是為了興本地盤、本民控以外的聽會進行空蝶的需要，

根本不帶及「方會服從於共同語J 、 「共詩話是三位蟬，方言和其間語旺直在存頭又有主

次的觀係」道:樣→類的認識了。個人聽聽:這樣的問題要更是話當理論上品讀解決的問

題，也是語言玄黨議中不能間蠶的實際問閥，我{丹語言?研究者是不能不加以通盤考癱

的。推廣普蘊話是我國寫進憲法中的語言政麓，我想這一政策的制定是配有一定的諾

言理論露依據，加文符合我盟諾諾佳話的實際幣嘴，符合建設現代化觀家的需要，也

符合世界人民與中器人民按住的需艷的，如果說攘攘單也有政治的聽素的話，那也是

報務於國家提籃發展需蟹的政治，我們決本撞擊率地用「屈撮於政論語言學無形的心

現壓力J ci寄來抹殺民接共!寄語雷和方言立體客觀存在的瓷磚與餐廳的關謀，用?解放

後…系詞不斷的政捨運動，語言言科學研究也被過分地鼓治化了J @來蛤迄今為止仍認

第粵語是一種漢語方言的眾多學者插上「明知粵語餵普通話的最距遠遠錯過方霄的罪

陵，但卻本敢大擔說它不覺漢語的方會J @的轉子。事實上，聽聽蹲語是漢語方霉的

舉者，如李先生所知，誰事jj桂先生艙竟在先生開始，灑蟑各地，漏護海內外許多知

名的漢語學者，能們中不少人提踢不在中國大陸居住，主豈不存在「不敢大聽說它不是

的問題。

我在輯商揖出必須奔清方言和獨立語言的界隙，看來如果舉制從語法輯構和基本

認tllt異同的情況來種立，是不容易賽矮的。李敬忠究生說. r明知粵語竄普通緝的差

距讓連超過15密的昇喂，卻......J '額然班他的心告中，是有一罷葬攘的，在他列舉

了粵語與普通話在語音、詩韓、語法三方麗的還真，統計出宿舍先以後，露露粵語跟

普通話的競異率巳大大超過了作為方首詩苦奮準'聽應是鑄寫的語言。在這錯諾(諧的基

礎上，他列出了一館「澳話語接」釁鸝關部衰，從擬中我們讀出漢語、真譜、閑話、

粵語是平行的的種語言，鵑花方方吉、湘方吉、讀方會和客家方言才是橫語下麗的的

種模語方言。的這襄富有一聽問題值得體權:最如說只要是最北方方曾與諧、頓方

、客家方言之間那樣的差別，就可u說是方宮之閩台每差別，我們又如夠理解法語和

西班牙錯、意大祠器之闊的差別不是15害的聲粥，攪克語和波蘭語之盟的聲別t且不是

方言差別體?眾所周知，還是語言之間釐別是讓徵小的，捷免人和設蘭人各說自己的

中體蠶艾通訊 1991 年7見 第15蝴

語丈夫地

25 



語文天地

26 

母語都不難相玄理解，謹種「聽懂度J是不會íf至於我們的北方人聽客家入說家鄉話的。

可免語言之鵲在藍本說i臣和譜法結構之間蠱剔的程度，兩端人民相互聽懂對方母語的

程度，麗然是對懂詩一種話是否屬於1í宮的言重要標準，但就不是唯一的標準，在某種情

提下(組語雷兌較接近) ，是否!可~í攝氏脹，無輯也是董事的參考標準。我麓，法語

和意大利詣，捷克語和投輔語，誰就沒想到他們會不是獨立的民族語霞，這按法閣部

民接、意大利民筷都是獨立的民族，而且是獨立的盟家是不無關保鈞。

;二是粵語的地位問題。

粵語的影響近年來有思益增畏的鱷勢，這一點去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這種影響的擴

大是否意噪聲粵語的地位有所上升? í屆人認為，我們有品要西醫現實，認真地郎以分

析。如果粵語在社會語言生活中所麓的作用種東輯大，因而在人們的心目中確實具有

很大的擁壞力，這最殊意去甚麼?還會不會導致粵語實際上向著「搗立語言」的方向發

展?或者說，向者與民族共間諾「分瞎說禮」的方向發展?如果真是這樣，粵語的地

位問題交跟有意商所談響語的歸羈問題扭到一境兒來了。

j是語言生蓓的現實出發，粵語長頭以來一直是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的一大丹經濟

發展地區通厲的語言，也是香港、澳門地隘的 600 萬市民以及海外華人社罷常用的安

。粵語地區經濟地位越來趟額簣，借閱倪進了園內外人跟粵語區人是之間的各

種交流活動，特別是質唇上經濟上的往來輔來聽頻繁，粵語地麗近幾年來可說是里現

一眼客似雲束的動人景象。這種交往頭繁的思醋，一方面促使粵語麗人民更加努力是麥

當掌握本方言以外共同熟悉的交際工具一-瞥通話， L:J i建少交流上的語言歸時; i謂男

一方面，外地人為了對粵語區來的需要，也深態有品要學會學在粵語。近年來~t京、

海等地舉辦過不少粵語控器!班，到中間來留學戒工作的外籍人士，有不少人表示希

望學點粵語，董11~贊賞者角非蹲語盔的人，特別是那些常鶴省城出差或從事盤棋活動

的人，學習蹲語的願宰殺更加強到了。電雙向的互相學習討酷了我們一貫主張的單冉學

習普通話的烏誦，這也就在客觀上造成了蹲語影響擴大、積聚力增強的現實。

田家，雙手語學竟只是地方性的交際工具，部令是粵語的影響擴大，粵語的地

位提高，立始終是不可能發展成為觀民族共同語平程平聾的交際工具的。民族共聞語

襯很快整個時按億萬人民中間，是長期壁見發展的結果。雖然、民族共同語t往是在一個

方諒的基體上串成的，但道種方言品讀「經邊經濟集中和敵治書長中有百集中為→鋪統一

的畏按語言J 。其擴壤中罵統一提族語苦的基礎言，品頭是這體民族的政治、經

j霞、文化中心，品項楚地域最嚴、人口最多的方言，還品須在話會本身能夠代表畏族

語言發展的基本方向。粵語的影當怎樣，擴大，也不可龍具備(蒙社方方言那樣的接件，

因此，以北方方設為基礎研形盾的漢民族共同語始將將是在全關範囂內處於主導地位

的女際工具。對於這一點，我們，早在讀有明確的認識。基於這種認識，也就不會為當前

某些問草地區前蝕起的「粵語熟j 所聞慧，間對民族共詞語在方諱地藍藍的推廣和普及

畏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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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在社會語諮生活中地位有所上升， 1:恤金我們一爾重要的啟示:在某控方言地

，特別是像鰻濟比較發逸的粵語地罷，撤鐘聲共開譜的工作是不可能導致方當ffi薩達

出社會交際舞台的。語言依存於社會，方曾用標盒飯存於社會。社會輯發展，人們對

其間語的重要求就都迫切，這無提是主流;個是男…方詣，喙粵語這樣有著悠久豎史而

又作為輕撫發展較快地區的地方方霄，它的影響逐步撞大是很自然的，不容晃問為共

同諱的大力雄廣肅省所削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貫徹執行國家推廣共詞語的政黨

疇，就得做更多切合實際、困地制3史的工作，據販賣多讀雖有效的措施，使共詩話的

推理實不致因為粵語的擴大影響前安街j臨時。我們一方雷聲推黨共同詣，一方龍也得讓

:語言薄舟的多完化在現代經濟發誨的社會中， t且是難以避兒的現象。草草些國家頭

對現實，路瑕「警語i!JtJJ 的語言政策;有些關家思路語言言問題沒有處理好高論咬了種

種矛盾，以3至於釀成斑血憨髓。我們在全闊範盟內推廣共同語言是符合人民的利盤、

符合盟家民族發展的利益的，即使在甫JjJj言礎瓏的地區，我們也聽堅持做好「推普J

工作。但「推普j 工作千萬不能被誤解為要消擴方蓄，要禁止人們用方會安隙。我們

只是要雙方言藍藍人民從只能說方雷的單一語言我活狀態過渡到觀能說方言，文能說共

同諧的體語生活狀態。我們要使方苦地區蓋有一個健康的合理的雙語欒境，每{器人都忽

覺地學會共問話，把共同譯作為社會上共持交險的語詣，位括學校賽的教學，單位闊

的公務往來，不同方言薩人民之闊的各種交往，都盡量費用共詞語。這樣，在雙語陳

曉中，共同器設能是於主導的地位了。至於雙語中的機方方霄，那是擺個方當軍人民

習慣使用的「母語J '我們的然保留它作為日常的互之際工具，誰也不能干涉。形接這

樣一個雙語的局韻，將是面對現寞而又切實可行的。只省議樣，才能正確處理野方言

地隘的語言問題，聽才能夠正磁理解語言在社會生活中擴大影響、聽嵩地位的問題。

正是粵語的規範問題。

語當規輕化是任何一種發達謂當都不能不重視的陪題。民族共向語要有興確的纜

範，地方方富是不是就可以不講纜範'馬駕車虎，任其自覺自城呢?我看不行。至少

i象粵語講樣數千萬人民在搜用的地方交際工具，我們不能聽之任之，品濃重視它的韓伯

範間攏，採眠者激措施，使之能夠在有明碼撓範的前提下買好地發揮作用。

在聽江主角洲等粵語通行的地區，特別是在聽村地蜓， E位較共時語譯遠握不能夠

普及，中小學中的教學，很多還是tJ粵語來進行的。廣東的廣播、電視之用以謂不能

「普通話{缸，也是基於曾聽話尚未普及的現實。現在樹用粵語作海大眾傳播臨

分工具的讀很多，而粵語的某學不夠規範的現象，就使聽眾、觀眾態勢不滿，以致我

們常常可以聽到一盤「馮粵語正音J 的呼聲。只要我們留意一下，就會發現某些粵語

的音讀，甚至在本(詞)典中也出現分歧。播音踐念錯字的現象我屢見不鮮，以至在報

于Ij上出現了「聽外!人不會念、厚實HI音」的評論。頭對提些，我們進事語言研究的人，

聽能無動於中呢?香梅語文教育舉陸的「常稱字鑽井i話讀音委員會J 在本主IJ鶴年的時

間襲就完建立了 4761 擱常用字苦讀的審訂工作，自飯了{當用字廣州話讓發表〉。廣

東語言畢鼻的問仁，扭過充分種釀，也終於在去年發起組織了包括港、續學者在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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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委N話議會委員會J 。這種委員會?聽一種審音麗輯趣，近一年來也散了不少工

作，主賽是輾作卡丹、種賽資料，攝下一層審訂粵語音謹，闊巖屆學語芷苦工作創造接

件，希掌大家都來關注這項粵語研究中的讓大工作，使我們的粵掰汪會、粵語規範化

工作開展得更快、更好。

粵語的灣應該提取怎樣的京皆、原則，要要求達到甚麼樣的的機?經過近一年來

的討論，大家已逐漸得到比較明確的共識。就宗旨而言，我想可以觀指為:曉確現

麗、減少分殼、鶴立標準、以幸自黨蹄。接接連→宗豈，粵語鏡範化黨議主要先眾正苦

工作，近期的自樣說是通遍認真的議議輯究麓粵語審訂出黨準的發讀，續集出該能體

現響音競範的〈躍升'1話譚準讀音字典) Q r撩準J 怎麼定?用甚麒擦貝丘吉拉審訂每爾字

的苦讀?沒去是我們首先碰到的問題，也是多年來語丈學界常常討論、爭議的問題。粵

語審昔的原則，我認為有幾點應該注意:

d) ff聲繪眼於無J]J]義作用的異議，即冉一整謹向一語境下督續有與者，如「援」

wun4 好還是念 jyn4 好。這三於有點義作用的典禮，河邊拿循「音種義轉」

的數聽來處理。

@ 賽前粵語音護要再詩兼顧語督演播競棒和人員大眾的讀諱，誼尊重歷更會變

規律，又不要過於拘泥，有峰已鐘聲逆謊訝的讀音，即便木會現穗，也不要輕

易夠為「誤讀J ·不的暫作絡會處瓏。

@ 人名地名讀音宜貫徹「名從女人J 的原則，以主人習慣的管攤為主要依據，

點「鑑J 讀 !)EU 1 ，性「解J 舖 hai6 ·東亮的「竟J 讚們n2 ，番爵的「番」

pun1 ，實際上都是黨儼「名捷生人J 的原則。

@ 蟬「破讓J 、 f通竄」導敢一季數雪的現象，直接?會報攤轉J 原則將不i可

發讓部實乎自由。

@ 備著何一聽字在粵語和苦連話中都存在難讀要象，草草訂轉發草率不錯適當參照、

管攝話來考!章取捨，這個原則胡培周先生前年在廣州的獨立鵑粵語研討會上

就提出蝠，我個人非常實戚。例如「嶼」在普通話中訂會為州，舊讀泊，

dz但y6 、 jy6 兩瓏，不掛訂音為 jy6 .把 dzrey6 作為叉音。這個問

題之所以說只能「適當參考J '就是不能強不同以為祠，不能削足適履 Q f711 
如?鋼鐵J 的?擷J ·普議話蔚為臨卒，粵語說不要跟著也許為陰平，高聲

鼓撥單警告的習費訂爵去聲。

@ 對於僻的字，華訂苦讀詩可根接吉普及切和粵昔典音脅的對態規律如以新

，經過審音委員會討論定奪，這顛字「吾幫數人，荒則定矣J ·不會

有各大問題。

(j) 審盯粵管苦讀時，對於口語中常用而未見諸字(詞)典的俗芋，也要從口語

實鑽出發，加以審訂，是頗竿如禮、腎、姐、曬、觀、明等等，揖數是不少

的。

t:þ釀語文通訊 1991 年7月 第15嚮



以上誤的只是轉語驚範化中的主音躊躇，暫不涉及其它方麗的攪範'如品麗的提

籃化，也有許今間聽f贏得探討。此外，粵語的分藍問題，蓋不是已經妥善解揍了;粵

語的代表點問戀，位讓有討論的餘拙。如此等等，歸根結匠，還是要能有多做調查、多

做研究入手。目荊粵語區的方言調查工作，黨在還做得不夠，廣東的聞部、北部就還

沒有認真調查過。曠凹的粵語，雖然已發表滿一些著述，但離全面摸清廣西粵語面貌

的要求龍還相當攏。這些工作都需要投入大麓的人力和物力才能賽妓，有賴於大家一

起共同替力。

。 全女子1]於〈語文發言是通訊) 27 巔，

@ 斯大林: (.馬克，戀、支接與語言學問題) , 

Q)@@ 昆等女，向往φ第 41 頁。

, 1990 年。

9 、 11 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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