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媽媽j考〉補說

張接江*

{J:þ轍語文還語)2000年9丹號(第岱期)和j登了語語文先生的緝毒媽帶》一文。該文發

「螞姆J端個輯是其常用的詞語入芋，發掘出許多新的、高且肯定可以成立的見解，饒有遲

昧 e

，漢語及其方吉複賺多纜，一篇文章實在難以論矗 o 智者千慮，或有一

矢，茲耀就該文所及，略補愚見，以就教作者及其7家。

1.該文第三館 (1從『搗3 、?主閉關辛辛漢民族文化{.'理J '真是4) 中說: 1如上表所示;

, r妨1 、『聽聽i表示母觀、說房乳汁這幫種不時義項時 p 發音音揮各不棺

悶。……合與周重疊、兒龍、器站接議會改變整嶺等方式將嚮聽不闊的義項靈JjIJ 聽

來﹒.. ...j 

職該文所舉證的方吉間宮，境個說法無疑是正確的，現代議精方宮中確實常見這種

、兒化、變調等改變靜、形以別義的現象。但是，;(E現代漢語方苦中，我們也

確實可以看到相反的情車，即: f乳房」、「母親j 、「乳汁J 的投無區別，口語中完全

、書面上完全闊形，是間一韻鍋，那詞音多義詣。按筆者所知多至少中原官話的相

當謬的故芳言或土語能 f聽j說起如鈍。試以筆者招第安教會嚷嚷縣的土話(屬安全北方方宮

中原諒話鄭曹土語片)為詢 1

獨立(母親) ma1 如{祖母) nan1 

媽(乳房) ma1 奶(乳房) nai 1 

媽(乳汁) ma1 奶(乳汁) nai 1 

* 香港大學語言學系博士研究殼。
: 為方便計要本文所是售額j子，除非特別禽贅，否則不出聲漓。

2 以 fmaJ、 fma 泣起或者總廷的著手指母親，全世界絕大多數言語言都如此密的權可以看成語言的一種灣獨繞

象，如說文房述。但是，蠶豆全被界所有語言都如此 2 繁華等孤織寡筒，獲知在德魯吉亞書畫、

山館、滿語等中，顯似的著手卻指f父親卜剛好相反。現在充斥影視的清朝麓，不跨可聽到稱呼f父親j 吾吾

fa ma.:(字形作「阿媽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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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祖母j與「乳房J 、「乳汁j 的「奶J '識裔的雄本悶，而且可以請經地看到諧音上

的屆主持變化 (ai~州)演變鸚傑 2 可以看踐是聽個詞，著真實上當地人也的雄主主語言畫是兩個不

同的、除字車輯同外彼i跎毫無鑽探的詞語。但主義言表示「母親卜「乳房J 、 f乳rtJ 的

情點，員自完全同音、時形，立史無重蠱、兒化、變摘等改欒會、形以別義的現象 p 只般同

…個詣。沒有具體措境的{姆J '當地人搞不清楚到睛是指「母親J '還是「乳房心[乳

汁扒在必須軍分訴兔混糟的時候，表示「母恥、 f享L鐸」、「乳汁」的「媽J '分別可以說成

「自閩、 f媽頭子J (í頭子心輕聲卜「螞水手J (1子J '輕聲) , t往不是城過重蠱、兒化、變

議等改變音、影以期藉。

指持、「乳汁j的 I~制不能重壁壘。指 f母親J 的「媽j一飯也不能重疊，無果蠶蠱為

「媽媽山姆是表示輕視、都棍等，用於辱罵對立于讓所擺及的第三三方的母親得場合多音變

為[m呵 mang] (ng代表復與音，後會館響聲) ，與胡文所舉的蠶蠱復表示f乳房」、「乳制

完全不同。問樣， í奶J (龍母}也可以蠶蠱， {且是諱:苦無變化 3 也是表示輕棍、聽棍等，

用於辱罵對方的種母。

2. 該文第三節 (1籠 f聽j 、 f媽媽1種農民簇文化心理J '真善心中說: 1在漢民主集文化

?尤其是社會轉語中， w為』往在主義雌性的數徵…...女姓生聽總稱嘉軒罵j ... ...明清以來

江湖社會稱婦女為『罵客j ... ...J 

女性被稱為?馬卜朦史文獻和現代用樹都可以濫調(周蘭星1994文給出了較多的古今

用伊拉，國此，該文的上述說法是正確倍。但是，女性為主喜慶會接稱為「馬卜該文並無論

，似乎是據研引用的「女性生建器稱為『馬jJ等韓語。但這f僅解釋位于立在無文獻F替換j或

者實體用側的體蹺，當非。臺灣學者戴汀坐在《畫筆語書雷化研究》中指品多女性稱為

「馬j 、 IJ罵子J (本文作者按，不詞雌區、不問詩代又有 íJ馬子j 、 íJ鳥兒小「馬J馬j等變構，

如輯文所舉) ，是聽譜，來自性生活:在進行，性生活待多 EÌI於兩性盤盤構造上的差異，通

常採取男上女下的體位 2 狀如騎馬，放稱女，能為 f馬」。謊稱解釋比較可取，琨代漢語方

，頗多實會馬耕j證明。叉，今天的北方話中多草草擎女性「人聽可夫j持，常常咒罵該

女佐為 f千人輸，萬人聽扣亦可為旁鞋。

3. 該文第2節 (í能 f螞J 、 f螞螞J看2藥品接文化公理J '豆豆43) 中說: í漢語方吉搭話

中的 f駕』、問馬媽Jtl!.措乳房、乳汁. . . . ~ .第一個呼母詞『妨j ，也用於稱呼祖母?並用來指

乳房。 J

現代漢語方宮中， 1.媽J 、「媽媽小「揖J 、「奶奶j都可以用來指乳房、乳汁、母親，

以聲母為準多可以大另IJ丟進聲母為m圓的m喃系鞘聲母為n- (包括其變化略武1-) 的恥菜幫個系

鏡。 訊，系的來鏢，魏文巴經譜明，高且其精甚確汀，系胡文則未及籲及，筆者試補督告

提理代漢語方會的地理分佈上觀棋?大致上說，花方方吉3 中，母親、乳房、乳汁

3. 南方方潔、北方方言、中部穹的概念，阿羅杰綸Norm部長的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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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問謂多華本上都屬齡m﹒系，南方主宙中，母親、乳房、說什幕本問詢，但是多數囑

於D-系，告中原一帶的官話和中部方宮中， m-系、 n-系多並存五見。 5 挖種分綿的差異不

是偶然的，提示我們必﹒系的鞠掘。

輯、粵、客方古今稱「母親J '亦可見至Um關系詞語，當源自「母J '源自古代議器(f'ang

Kuei Li，的77; 那企瞬， 1999 。本文作者按:偶畫畫譜鹿三悟語文表示 f母親j的詞語雙臺

韶文革本主~m-' f同水語文主義本為心雪黎語文為p- 0 石、那二氏根據的是盡語文。偶聾語

族現在表豆豆「母親J 的詞語，可能只是語支同源而非語族問源)。但是在古代?龍些方喜可

能是多使用n義詞語。如，清代同治年間《廣東道志~ : í廣州謂母日揮自J ' (I礦在志，) : r母

B彌J ，(梧州府志:) : í請母臼墉J )廣州、鷗在等地今已經普鱷改為m-系的「母去「立即。

現代方吉、土語中今仍可見到多有舊詞語 p 試如閩、粵、客1î官麗部分芳:言，點(廣;悶、陽

証，專方言;蓋章腸、建廳、海外1 、抽頭，聞方言。吉普科蝦據:北京大學中文系 1995 ;鶴

商、黨泣，客1î宮。語料根據:李如龍1999) : 

鹿鼎鶴江建路建握真禪州站頭陽西廉江

母親 nai (a) nai nai nai k 閑 nai (劫 nâ.l

我蹲 nin ni n neing naing . - ntm ntm 

遠與個華語族尤其禍水語文語畜的詞語有明顯島一致性(語料根據:梁敏、張均如

1996) : 

銷商 HJ老水語毛甫佯黃鶴輯

母親 aai ni d d mi zlai 

草種一致性可能立豈非偶然。閩、粵、客方言區指母親的詞語，俗字多寫作「繡J (今多

簡化成「蟀J) 麥克字於吉漢語原無來廳。《廣雅﹒釋親:> : í嚼，母也。 此搏釋手(轉引自用

提鶴、游故杰， 1998 ' (方育與中盟文f吟，頁243) : r欄，母啦，故解皮，驚人呼母臼

贈。 H廣告費〉作「驚人時母。 j 閩、單學方古屋豆正是楚撞故地，看來1î育的這種稱呼是古楚趣

語苦的盤盤。罰一般認為學現代餌畫畫諾蜈正是古楚趣語苦的復代子諦，因此，我們認為

閩、粵、客方育處輯時母親能研系名詞，種其可能是惜自古難趙語宮，是聽厲措苦殘酷

而非本有。 6

閩、粵、客立于古表示 f乳房J 的詢苦苦 9 由與古代漢語、現代漢語北芳方古有明額的不

4. 南方方言中，也不乏maZ晨 2 它與北方的m-系問普車(潔白「母J) ，看來是表瘤。而且，這一系論語與當地方

、乳汁的詞語，辛苦來也無關。叉，北方、中都方富的輸系又有「貼等雯胡文未及，本文亦不渝。

5. 具體倒竅，請參見:北京大學中文系:(獲諾方言詢齡，許賢慧、曾問一郎主編:(漢語方百大諸如，

本文不具錄。

6. ;釘人解釋成古漢語方玄做成分而非借用或底層。按，古代漢語確實有方蓄存在 2 但是，我們對古1J吉斯

知道的太少， !1!J重要的 2 是迄今為止投無確黨的變據證明其11方官來源。根據設們今天JiJT己知的設據多

我們認為借用的解釋是最合理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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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

閥、粵、客五大方富在許多方面有讓大的差翼，但是，在表示「乳房j 的詞語方圈，

禪有明顯的一致性的?這種一張性，表現在: (1) 三大芳苦使用共罰的、古代漢語中並無

來麗的詞語; (2) 三大方宮的內部的諸土詣，各自使用藥餌共悶的、古代灑語中並無來厲

的詞語。

三大方吉使用造個共同的、育代漢語中並無來歷8月j詞語，韶文已經舉制。大方宮內

部的情說，以粵立于吉為{聽聽各說明。粵方宮內部其會相差很大，不同土語區之闊，甚至在

相互不能通詣的情彤(廳外;與東凳，相距只有問十餘兮蹺，個廣州人聽地瓏的東提詣，大

約只可以聽懂一半) ，但是表示 f乳房J 的詞，吾吾梧當一弦(語料根據:憊的肇事張白昇

1988) : 

廣州 發化 二水 東聲 鶴山 山 恩平 斗門

乳房 run run mn nen nden 可ien ndin 

院奶 sek nai sek nin iam nin sek nin jam nen hiak"den hiak ndien hi為口枷

閩、 、客方育中的表示「乳鐸J的詞語 3 從漢語中也找不到來歷，而與稿聲語族語

宮的詞語有明顯的一致位(語料根擴:梁敏、張均如1996) : 

泰語老攝版納攏:1+1 龍寧柳、江布依鋼南 f么佬黎語

乳騁的m nom num num m凱 ne ru: mi r法 nen 

鋼畫詣接聽言許多問題權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在自諧的階竄，我們可以鎮定這聲語

言中表示「乳揖J 的詩錯，原來啦是收引路，主要根據是三:黎語收公路，而一般的看法，

舉語間為很早就隨黎族離間大陸「落戶土海繭，與大權上的語當較少接觸多安大龍語吉影

響小因浦較多存古;飼臺諦按語言表示「乳房J的詞語常常有4罵、 -m尾的異讀，倒如壯

:鯽 'mn 多 n凹，我們可以擺棋m解釋成龍鐘-ll受聲也.影響斑異化的結果。這

樣，閩、粵、客方古典稱華語族語吉表示哼L興j的詞語的關揮更加清楚，也是極其可能

是借自飼還是語族語言卸古楚鸝語膏。

中闊的中部及以1驀地區，聽史上是楚越苦奮地。漢族遷入、 2英語播散，只是較近的攝

多歷史上楚攏的分禱，比我粥以前所鹽、主義的要廣話，聲輯語宮對漢語的影響，能發們

以萬所認纜的要深得多， 8 楚蘊錯育進入漢語中部和南部方宮中的處分，比我們以前所

備對的，要多得多。

7. 三三大方商表示{乳房j 的n系詞譜，與其表示「母親」的詞語之筒，是墓潑鞠餘，值得廣能收集吉普料實深入

分析。

8. 參考:游汝杰， 1982 :鄭張海芳， 1990 多歐陽覺謹， 1993 。文章楚、越灣言究竟是甚麼掰係，亦迄今沒

有定論，本文只是據族各相提並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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