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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魁先生認為，自宋至清口語的標準音一直以中原地區的河洛語音為標準[1] 。在

中國古代很長的一度時間內，中原地區方盲是通語的基礎音系。通過文獻材料考求古代

中原地區語吉的面貌，在近代過語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1942 年，周祖誰先生首先以

邵雍韻園和中原詩韻考訂了宋代沖洛地區的音系間，影響深遠。時隔三十七年後，魯國

堯教授發表辛棄疾等山東詞人用韻研究的論文，創立分地區研究詞韻的方法[呵。局司後，

朱曉農先生使用數理統計方法處理北宋中原地區詞人用韻，結論為十七轍間。近年來，

朱先生的方法很受學界的關注，筆者也對該方法中的鏡計單位和計算公式有所討論悶。

然而傳統的詩詞用韻研究方法也有自身的特點，不能完全用數理統計法代替。朱曉農先

生的研究拘於北宋一代，魯國堯教授則限於山東一地，無法反映宋代中原詞韻的全貌。

為了和其它地區詞韻相互參照，筆者認為有必要全面、窮盡式考察中原地區詞人的用

韻。

我們主要依照現代漢語方吉的分佈，結合傳統的地理概念來確定本文中原地區範

圈，大致是宋代京議路、京西北路、京西南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等轄區，今歸屬河

南、河北、山東三省 l 。材料來源主要依據唐圭璋先生是全宋郁悶，並吸收近年來詞籍研

究的新成果2 。詞人籍貫大體參照唐圭璋先生〈兩宋詞人古籍考〉悶，但宋朝宗室列入河南

省 3 。共輯得 118 家中原地區詞人的詞入 3237 首，摘錄出韻段 4230 個。其中影響較大

或詞作數量較多的詞人有:

l 筆者最初也把安徽詞人列入中原範圈，結果表明安徽詞韻通押現象很豐富，與其它三省差距較大，宜作

另文討論。

2 主要有朱德才等主編的《增訂注釋全宋詞:> (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7 ，第 1 版) ，以及其它散見於期

刊的論文。限於篇幅，不一一列舉。

3 北宋定都開封，宗室多生活於河南，故將宗室列入河南省，朱曉農先生做法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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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震台 (10的心 17吾) ，髒華夏人，今河南萬螺 p 詞作 184

賀鑄(10弦-1125) ，故縣人，今河悔沒穗，認作 218首

奈之犧( ?) ，無棟人多今河花滄劑，詞作的

史建瓶(?)， rt人，今河南鬧聲，詞作 112 首

李瞥倍 (1198- ?) ，草鞋壞人，今河萬武偉長 2 詞作 202 首

朱敦懦 (108卜1159) ，路歸入，請作 150

辛棄疾 (1140-1207) ，濟南鹽城人，令山東濟繭，詞作 629 當

李清照 (1 總是-?) ，濟南人，調作 50

晃端權 (104心 1113) ，任織人，今山東濟嘍，詞作1的

見輔之 (1053帽 1110) ，濟輔臣跨入，今JlJ東巨野，歸作 168

27 

經窮矗式繫聯和排陀兮軒，我們器為中原詞人用韻可甘為口音ß4 。陰聲頭有歌戈音ß

(廣韻歌戈罷，要學平販上去，下向)、麻那部(J蘇韻，佳韻部分字)、魚模都(魚虞模卜支

徽部(齊祭廳、文路之微卜灰啥都(灰暗皆f圭央卜尤侯都(尤侯齣卜肅還是部~ (蕭曾看

豪)、陽聲輯有寒單部(肉、成攝揚聲鵲卜真文部(臻攝陽聲韻)、鏡等部(侵韻)、 E超聲部

(}3實耕請干警藥費)、東鑑部(東冬鐘)、拉揚部(江楊麗) ，入聾輯有單獨部(通攝入聲韻)、

藥鐸部(江、看攝入聾輯)、韓質都(臻授曾深四攝入聲輯)、月帖部(山、成攝入聲韻)。

以下討論中原鵲人用龍中的過持現象。

2.1 豔廳通押

共 16 餌，其中辛棄義有 10倒。如《玉麟蝶﹒貴賤偶然} (三 1的6) 時:在遮班主轎家

tP些扭扭佳5 實《江神乎﹒ -)11給竹:>> (三 1877) 昕:斜家建花主蜍控他車握自。此并李韓伯

納倒， 1 倒是麻那部宇押入數戈部， (1j(調歌頭﹒千一載那個 2796) 河戈和何處娥

d載歌;另 2倒是歌交部字押入麻邪蟬，為李韓伯的兩賞自步韻輯:緝令聞春﹒一種孤家》

(四 2821) ，給公園春﹒晚出于林}> (組 282 1) ，韻設都是:蓋起藍藍議室受益餒。娑， {廣

韻》歌韻平、上釁爾讀;(說文﹒女龍)}:龍女更多、聲學孫鱷音素f可切，已經變入歌韻。李曾

伯可能用的正是涉聾的古議。李清賄、蘊曬老、可妥各有 1 側。

4 揚聲韻山、成之攝雪夜者認為應合併去過一部，秘魯留堯教授、朱曉農先生意兒不同。詳細斑白可參考奇拙文

〈宋詞揚聲韻數主運統計分析) (參考文獻 5) 。

5 議例說明:嘗到詞人數名，書名號肉是詞牌及當旬，首句超出 4字者只敢肯官尋字以箭發篇憾。括號內;大

寫數字為《今*詩寫》毒害號， rFJ表示韻例來自於在凡禮先生是全宋詞補輯:) (北京:中華養鳥， 1980 年，第 1

飯) ，小寫阿拉伯數字為真瀉。實號後為音量毀。

6 該總設中「他j量最為《康韻〉散盡量字，但宋代已押入麻邪部，不算過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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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Ytl過押中， 13 倒均為個別歌戈韻平聲一等宇押入麻邪郁，其中「多」、「那j 、

「波J 、門圳等字最為常見。魯國礎教校轉蹦出歌麻合韻現象「或許是仿古j7。根據我們的

，歌蹄合韻廣泛分捕於宋代枉過芳、江醋、福建等地多不是方裔的反映，而是一種較

古的期籠現象。早在魏晉甫北朝詩文韻設中說黨沒存在:會攝《聽聽驗黨「援華過J '張

黎《連字如詩〉黨?主þ波J 0 串

2.2 魚義道持

生例。尤韻唇音字丹:入魚棋部都超宋奇的普遍現象。在中探詢人昆輯中，還出現

了魚棋部與尤侯部非唇音字的過押的朋例。于說總遍歌頭﹒雪轉輪胎(一 274) :盟五

。史連祖《去;囑新﹒疏雪贊碧} (四 2346) :雌皺蔥縷種瞬酒就又舊瘦

舖 e 績，塵器麗韻力主切全《攏文﹒余部發:線也多能象囊聲。舔緬反切弗吉苦力主切。史

建擺渡許罵吉音入韻。

2.3 魚玄還捍

17 飼，河南諸人玉炎最為多退出 2 息。 11 倒。〈←算子﹒散黨悶芳:> (三 1854) :主盤

。《青玉案﹒深紅數點} 1853): 蜜語暮宜雨緒盔處。《灑美人﹒鏡中央晝》

1855) :語盤。《朝中描﹒齊觀籍船(三 1858) :膚主臨泉是轉過。個位月﹒較嚴落的

1858) :蛛膚住盤墨盤。娜梢背﹒觀管風船已 1858) :雖雛混樹鐘都。《踏莎行﹒木落

- 1858) :暮護聽誰都筒。帶出溪﹒鷺暗花謝") (主 1859) :去住處主度重。機戀

﹒梅路西湖} (三 1852) :暮住緒罷星星路監去。《甫幫子，天來家何判之 1858) :盤盤盤

。好寄予樂﹒一辛辛叡鸝} 1 859} :聽藍藍藍。

其舊金?可甫詩人中，只有緊接說有 i 例， (花心動﹒風約續被以四 2333) :南舞去否處

山東詞人辛棄疾有 2 倒?辛棄疾《驀山摸一畫堂簾巷} (肘。)卅:語星監戌雨鑄。辛

《祝英台近﹒綠楊君卸任 19刊)肘:渡去監雨苦說處句。另外做賞、見補之、五千秋

1 俱J 0 侯真〈青玉案﹒年年寫歷) (王 l生33) 時:處舞本路付步杏趣。見捕之《千秋歲

﹒葉舟容粉 (~572) !t十;益蹺翠處聽黨華主事醉起戶聽去攏。玉于教倍江另﹒單碟離奮發

1477) 詩:書繞輯醫護戶。

魚支通押也是請韻比較瞥見的現象。是全宋言司》韻設中有 14û{Ytll兌鱉通持，廣泛分佈

於江斯、江西、福建等地隘。攝種特點仍然保留在現代的一蜂芳宮中，倒女日會語有「文微

? 幸事國堯 〈論宋詞韻及其與合元絢織的比勒 9 載劉曉南、張令苦苦三位編:{宋遼金用韻研究> '哥哥浴:可靠港

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2 年。頁 56 0

8 劉綸鑫‘/纜晉南北教詩文富農藥與研究> (韻集部分) (北京:呼嘯社會科學出級社 '2∞i 年，第 11被1 ' Jl{ 

1 ' 豆豆 35 Q 

9 主軍虎﹒〈晉咬甘芳草言的 議象和廣五代西北方，著手) ，仲鐵語文主第 3期 (200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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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魚J琨象9 0 

2.4 盔文通押

灰韻系、泰韻部分合口字當押文徵部，是宋代用韻的普遍特點。受挖苦ß分竿的影

響，其懿盤攝灰略部字與支繳部的過押也較多。

共仿制。出東請人生鉤，其中辛棄疾 Z 倒台個江月﹒!武月亭起草(三 1944) 肘:聳

聽醉東鑽竄，(西証丹﹒且對東君) (主 1965) 咐:盤盤醉車底盒。河南詞λ19倒 2 其中

以朱敦儒為嚴，有 7 倒多如鋼§歸梁﹒輾掩秋凰;} (二 867) 的‘:閻吹雷合備來徊。

灰支爐持反映了灰韻、春語等蟹攝字向《中聽音鵲》齊徵部變化的過程。

2.5 尤聾海押

兌換吾吾與幫至整部通押的現象在位商調入中特尉突出lO，江觀調人也較多。中單詞人

較夕，只有 3飼:辛棄疾《賀新館﹒瑞氣籠清} 1977) 葉:鹽琴手島到窕雖裊少少貌耀好

笨之華議。曾觀〈叡頭廳﹒華:廢鬧'} (二 1316) :單盟遠。曹巔〈宴清都﹒鑫幕騎車哥'} (二

1209) :聽柳擇就有精繡黨潛攝疇。

2.6 憲章要部

出攝字和咸攝字存在較多的通押現象。下表是各詞人也成合用的統計:

表 1
曹

鑄賀 f李曾自 朱鵲敦 連串史里 儀李之 辛疾棄 李清 見 捕之見觀 禮端
照

山獨用 21 55 16 46 14 17 81 5 24 2生

成講用 。 10 。 。 2 2 。 。 。
ÙJ戚合用 4 。 4 15 4 。 II 2 6 

河南詞人朱敦館的山成合用現象特朗突出 3 達 15倒之多。朱曉農先生指出可龍與其

在甫漸東路的宜連生i僅有纜 11 。期質鑄成獨用韻說 10 闕，無一棋是ÙJ戚攝押。曹勛、

李曾的、史建摺具有山成合冊，無成獨用韻段。山東詞人辛棄疾、李清照等合用比率與

河南詞人相差不大。東代威攝-m韻尾競漸消失，向 ÙJ攝靠攏 3 不問時代不同總值的演

變情說有所差異。總體來雖非原地區的變化宴上七位漸地區支慢。

2.7寒童裝部與翼文器、庚聲器、建押

寒軍部與翼文部的還押多牽涉到元韻典魂、接韻的時題':TG建痕合用是一種的古現

象。辛棄學長詞中比較多，共6例，如編遙控þ .對2乎都奮發- 1968) 時:轍聾控育軒，卻

的發割堯: (宋先江商詞人用韻研究h 皺紋!曉南、張令事寄:拉姆心宋海金用讀研究)，香港:香港文化教育

tf:.!版社有限公誨，鉤的年。真 431 ' 

11 兒參考文獻唔， .:g 99峭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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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近﹒和驢略暢) (三 1905) D十:聾晚裂主題。其它詞人馬側有:曹融《二色蓮﹒鳳沼湛碧》

1218) 肘:面淺盟黨育曬岸者佯曉。候真《朝中措﹒故徽春輩份(王 i 生35) 咐:千寒看盤

白。使真走多聽﹒帝繞春:> (三 l位7) 肘:煙賞鵲橡年舉鐘鮮育然盟。題文璜《一幫梅﹒ 5延續

蕭疏:} (四2478) 時:關養高簡體強黨山 G 朱軟髏《望海潮﹒嵩高雄岳) (二三 839) 肘 : J JI 山盟

天閑千然爐前聽年。趨于發《滾淘抄﹒的家IJ、跨學(之九1)咐:身春新軍醫嗔護車處。

嚷， (說文﹒口部:):盛氣也，九九日其聲。孤體告待年切，廣韻接年切，均為先韻

。但宋詞用韻中，噴皆與其文部宇間舟，如趨于發《浪淘掛﹒的黨IJ\髏) (二月1):身

春新雲啟壟津輸。現代漢語靜插話也讀如豆豆 3 宋代此字應有真聾…議，或許是韻審央牧

之故。

2.8 江揚館與東鐘都還押

只有辛棄疾有3側， (一剪梅﹒龍對中秩) (三 1957) 時:叢中中向竄蠹工攝攝紅容容。

〈醉擒攘﹒長松) (三 1939) 咐:松嵐公從中間延楓東重容封章諧攏，伸進鐘。〈聲聲慢﹒停

鑫竊喜萬) (王 1912) 時:蒙主麗從風容同詣。

:魯國堯教授指指《詞譜》云:~忘詢J;，(東冬江三三韻問舟，猶蘊古韻 12 0 

2.9 稜尋郎、盧登盤、產主聾攝持

中原代表詞人三部通押的次數。

表 2
曹

鑄黨 李 朱檔敦 連史 寸7乙全k 品 主疾 卒讀 晃 補見
勛 f曾a 禮端

提 犧 照 之

使釋、庚登、翼文 2 7 12 8 

廣娃、真文 2 12 13 10 15 2 6 

侵尋都與庚至是部、真文部的磁神，反映了探攝竿m議尾巴鐘時始消聲。如朱敦儒〈商

江月﹒擔體黨癌主(二 856} :林聾豔心麗麗。李曾f自《給盟春﹒彤髒風流) (四 2790) :草盟

今盎本主主臨畫畫。辛棄疾《黨新自ß .軍臥衣裳) (之 1873) 咐:冷影慎室設陣粉恨品葉鐘單

盤。

E楚聲部與翼文部通押反映了何處閱始向 a尾轉變。如朱敦儒〈風流子﹒吳鸝東風3

839) :春明津云神離現昏。李之議《萬年歡﹒暖律才中) (一 351) :成塵藥費令員會情者

盤。黨鑄《小梅花﹒思插聆(一 541) :誰盟衷。李曾f自{l1<調歌頭﹒久欲乘船(包 2799} : 

塵神入春清簣更醋。史鐘祖總鋒啟﹒山月損人:> (四 2337) :影盡姐冷定鬢鏡。見稽之緒

平樂，寒聽腫度) (一切1) 時;讀蠶鐘。辛棄接使風波﹒昨夜lLJ份(三 1900) 咐:醒躍。

從個人惜現來看，朱敦儒的三三部通押，情況特別突出多其狀是李韓伯、史建棍和辛棄

12 見參考文獻 3 '買 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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瘓。

2.10 入聲連押

中原官司人的入聲道押中，德質部和月帖部的過押最多。如曹勛C菩薩欒﹒琴堂會戶》

1228) :葉藥客筒。朱敦儒借口夢令﹒好個中華。(二 868) :節罵月月客陷客飯客筒說蓋率。

史達祖總搭饒﹒江痕妥粉(明 2347) :貼帖葉繁接畫畫樹葉切病期舊事客t交關丹。李瞥伯也念奴

攝﹒賞梅攝雨) (閻 280份:聾發窩吾吾發月轍辭別哥華拉苦奮策麥餾籠。賀鑄《木蘭花﹒釋襟輯汗》

(- 529) :混總書意帖黨黨桔業接碧藍結結。辛棄接〈捕証紅﹒噶道整天:> (主 186吩咐:客lIã持IJ 哥華

擻紛笨蛋電攜童聲說薛色驗丹丹嗜殺。

其會主入聾各部之闊的過押Lt較零星，具體，清洗兒下表

表 3

曹豔 鑄賀 李 敦儷朱 祖史建 疾棄辛f嘻告
樁質、月帖 4 3 6 ::J 32 

梅賞、藥鐸 3 2 

體質草屋:獨 3 

藥鐸、犀燭 2 2 

藥彈、體質、丹帖 6 

黨鐸、丹帖 6 
, -…一-一

李清1m 
見 見捕之禮端

。

L 一一…

不同韻尾入聲韻的大最混押多反映中原地隘的入聲韻尾進入了?再變狀態。其中尤以

吾吾論為最多鑼鼓艱辛棄疾在南方的長期生活鱷歷有轍。

跟江觀、、江西、楊支重等南方地區調韻相比，中原媲區詞韻相對比較保守，存在較多

的的古現象，如歌蘇通押、江東通抑、黨真遇押等 'm韻尾的指變，續攝揚聲韻單向臻

攝的靠攏，入聲韻陸的融合等方面都比南方地睡慢。

這種現象的形成應該與方苦的影響有關。中原地區的底層語苦是一古代的北方話，唐

以後長期以來充當過語的角色多受官府挂令及文章麗的制約很多，由此詞韻中{jj古現象較

多，變化較慢;而江離等南方地甚至容屬受到吳語、聞語等地方方苦的影響，變化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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