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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夏八坊回民話的語音特點

張建軍

蘭州城市學院

臨夏市古稱河州，位於甘肅省中部西南面，是臨夏回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現有

漢族、回族、東鄉族、保安族、撒拉族、藏族、土族等 7個民族。6種語言，分屬漢
藏語系和阿勒泰語系。八坊地處臨夏市區西南隅，人口 14384。

八坊名稱源於伊斯蘭教八座清真寺及八個教坊，是臨夏市南關一帶地域的總稱，

也是臨夏市回民主要聚居地。八坊話屬中原官話隴中片。從解放前到現在，描寫臨夏

方言漢民話的著述不少，但對其郊區回民話的研究幾乎無人問津。本文先介紹八坊話

的音系，然後指出其和普通話的語音差別，以彌補這方面的研究。

本人於 2007年 9月第一次赴甘肅臨夏市調查，初步整理出聲韻調及連讀調。2008
年 4月再次赴該地做了第二次調查核對工作。

主要發音合作人蕭聰義，男，回族，1942年出生，教師，臨夏八坊人。

1. 聲韻調

八坊話有 24個聲母，31個韻母，3個單字調，茲分述如下：

（一）聲母：24個，包括零聲母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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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韻母：31個。

（三）聲調：3個。

平聲  13  高開飛   窮寒鵝   得七黑   月六藥   局白熟
上聲  33 ˧ 古水好，五老有

去聲  53  蓋大病，抱近厚

2. 變調和變韻

2.1. 二字組連讀變調

臨夏八坊話二字組連讀變調分為“重重型”和“重輕型”兩種類型。前者指的是

後字不出現輕聲的連讀變調，後者指的是後字出現輕聲的連讀變調。為敍述方便，下文

除照稱“平聲、上聲、去聲”三個單字調名稱外，把平聲中的古平聲清音字和古入聲清

音字、次濁字稱為“陰平”，把平聲中的古平聲濁音字和古入聲全濁字稱為“陽平”。

（一）“重重型”變調發生在如下 4類組合中：

1. “平聲 +去聲”。這類組合中，前字不變調，後字由 53變為 21。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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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陰平 +陽平”。這類組合中，前字不變調，後字由 13變為 21。例如：

3. “陰平 +上聲”。這類組合中，後字不變調，前字由 13變為 21。例如：

4. “上聲 +上聲”。後字不變調，前字由 33變為 13。例如：

本組合中個別主謂結構的詞語不變調。例如：

（二）“重輕型”連讀變調發生在如下 4類組合中： 

1. “陰平 +輕聲”。典型的輕聲詞語，如後字為“子、頭”等後綴和“裏、

上、下”等方位詞（或語素）的詞語，有兩種變調類型：一是前字由 13變
為 33，後字輕聲調值接近 21，例如：

一是前字不變調，後字輕聲調值接近 21，例如：

有一部分輕聲詞語前字不變調，後字調值接近 21。這一類輕聲詞的後字為陰平
字。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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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陽平 +輕聲”。這類組合有兩種變調表現。典型的輕聲詞語，如後字為“子、

頭”等和“裏、上、下”等方位詞（或語素）的詞語，前字不變調，後字調值

接近 21。例如：

有一部分輕聲詞語前字不變調，後字輕聲調值接近 21。這一類輕聲詞語的後字多
為陰平字。例如：  

少數後字為陽平字的詞語也發生此類變調。例如：

3. “上聲 +輕聲”。這類組合中，前字不變調，後字輕聲調值接近 21。例如：

4. “去聲 +輕聲”。這類組合中前字不變調，後字輕聲調值接近 21。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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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臨夏八坊方言中，有部分意義比較實在的詞語也按輕聲詞語變調，不管前
字調值，後字調值一律變為輕短的 21調。例如：

2.2. 變韻 

與普通話不同的，臨夏八坊話一些疊音雙音節詞或雙音節詞的後一音節，韻母發

生變韻。這種變韻主要出現在 [ə̃]組和 [æ̃]組鼻韻母的字中，另外一些開尾韻母 [i]、[ɛ]
也發生這種變韻現象。例如：

3. 與普通話的語音差異

（一）聲母方面：

1. 八坊話多出了 ŋ、v兩個聲母。ŋ是舌根濁鼻音，其屬字絕大部分為普通話 e
韻母零聲母字，例如：俄 [ŋ]、鵝 [ŋ]、蛾 [ŋ]、訛 [ŋ]，惡 [ŋ]。v是
齒唇濁擦音，其屬字為普通話 u韻頭零聲母字。例如：蛙 [va]、窩 [v]、
歪 [vɛ]、威 [vei]、彎 [væ̃]、温 [və̃]、汪 [vɑ̃]。 

2. 漢語中古端組聲母與單韻母或介音 [i]拼合時，八坊話讀 ʨ、ʨʰ。例如：地
[ʨi]、題 [ʨʰi]、店 [ʨiæ̃]。與此兩母相配套，雖然八坊話和普通話都有 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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ʨʰ，但前者的屬字比後者多，因為八坊話 ʨ、ʨʰ聲母字有兩部分，一部分是
普通話 ʨ、ʨʰ聲母字，另一部分是普通話 t、tʰ聲母的齊齒呼字。

3. 八坊話零聲母齊撮呼字實際上也是以半元音 j和 ʮ打頭，開口度很小，其摩
擦比普通話重些。

4. tʂ、tʂʰ與合口呼（uaŋ韻例外，下文將涉及到）相拼時，舌尖位置略前，帶
有輕微的唇齒摩擦現象。

（二）韻母方面：

1. 普通話 zh、ch、sh三聲母拼 uang韻的字，八坊話讀開口呼。例如：莊 [tʂɑ̃]、
床 [tʂʰɑ̃]、雙 [ʂɑ̃]。

2. 普通話拼 k、kʰ、x三聲母拼 uang韻的字，八坊話讀開口呼。例如：光 [kɑ̃]、
狂 [kʰɑ̃]、黃 [xɑ̃]。

3. 八坊話的單韻母較多。普通 ai、au二韻母在八坊話中幾乎無動程，一般作單
元音 ɛ、 ɔ。八坊話中雖然也有複韻母 ei，但其動程比普通話要小。

4. 與普通話鼻韻母相比，八坊話全是鼻化元音。n、ŋ尾鼻化使兩類不同的韻母
合二為一。但是 an、aŋ有區別，an是 [æ]的鼻化；aŋ是 [ɑ]的鼻化。

（三）聲調方面：

1. 八坊話的平聲是低升調、上聲是平調、去聲是降調，沒有普通話那樣的降
升調。

2. 古入聲字基本歸平聲，比較整齊，不像普通話那樣歸入陰陽上去四聲。

（四）字音方面：

1. 少數見系開口二等字聲母尚未舌面化，韻母作洪音：街 [kɛ]、芥 [kɛ]、鞋
[xɛ]、瞎 [xa]、巷 [xɑ̃]。部分見系二等字有文白異讀：白讀聲母舌根音，韻
母洪音；文讀聲母舌面音，韻母細音。

2. 云母字“榮”、以母字“融、容熔溶蓉榕”普通話竄為 ʐ聲母，八坊話未發
生這種變化：榮 [yə̃]、融 [yə̃]、容熔溶蓉榕 [yə̃]。

3. 有些莊組字普通話聲母為ʦ組，八坊話作 tʂ組：森 [ʂə̃]、澀瑟嗇 [ʂ]、色 [ʂɛ]、
側測策册 [tʂʰ]、責 [tʂ]、所 [ʂu˧]；相反，有些莊組字（流攝）普通話聲
母為 tʂ，八坊話作 ʦ組：驟 [ʦəu]、漱 [sə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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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唇音聲母不能和 əu、iu二韻母相拼。普通話可相拼的這些字屬流攝開口三等
唇音字。八坊話中或韻母相異，或聲母有別：剖 [pʰ˧]、謀牟眸侔 [mu]、某
[mu˧]、否缶 [fu˧]、謬 [niu]。

5. 果蟹止三攝一些非唇音合口字，普通話不讀合口呼而讀開口呼，八坊話讀合
口呼：科窠棵 [kʰu]、顆 [kʰu˧]、課 [kʰu]、和～氣禾 [xu]、雷 [lui]、儡
[lui]、内 [nui]、累類淚 [lui]。

6. 蟹止二攝一些唇音字普通話為開口呼，八坊話作齊齒呼；普通話為齊齒呼，
八坊話作開口呼：卑碑 [pi]、被 [pi]、眉楣 [mi]、媚 [mi]、備 [pi]，丕坯
[pʰei]、彼 [pei˧]。

7. 臻攝合口來母字普通話為合口呼，八坊話都作撮口呼：論 [lyə̃]、侖倫淪輪 [lyə̃]。

8. 一些零星字的讀音有差異。有的聲母參差：“暖”（山合一上桓泥）、“農”

（通合一平冬泥）普通話聲母為 n，八坊話作 l，分別讀 [luæ̃˧]、[luə̃]。“舵”

（果開一上哿定）、“避”（止開三去寘並）、“鄙”（止開三上旨幫）普

通話聲母為不送氣音，八坊話作送氣音，分别讀 [tʰu]、[pʰi]、[pʰi˧]。“虐

瘧”（宕開三入藥疑）普通話聲母為 n，八坊話作零聲母，讀 [y]。“業”（咸

開三入業疑）、“硬”（梗開二去映疑）、“眼”（山開二上產疑）、“咬”

（效開二上巧疑）、“額”（梗開二入陌疑）普通話聲母為零，八坊話作 n，
分别讀 [ni]、[niə̃]、[niæ̃˧]、[niɔ˧]、[nɛ]。“女”（遇合三上魚泥）普通話

聲母為 n ，八坊話聲母作 m，讀 [mi˧] 。“觸”（通合三入燭昌）普通話為送

氣音，八坊話作不送氣音，讀 [tʂu] 、“綻”（山開二去山澄）普通話為不送

氣音，八坊話作送氣音，讀 [tʂʰæ̃]。

 有的韻母參差：“橫”（梗合二去映匣）普通話韻母為開口呼，八坊話作合

口呼，讀 [xuɛ] 。“綠”（通合三入燭來）普通話韻母為撮口呼，八坊話作

合口呼，讀 [lu] 。“我”（果開一上哿疑）普通話為合口呼，八坊話作開口

呼，讀 [ŋ˧]。

9. 宕梗曾通四攝部分入聲字普通話有文白異讀，白讀有韻尾 u和 i ，文讀無
韻尾，八坊話無文白異讀，讀音跟普通話文讀走。例如：薄 [p]、落烙
[lu]、嚼 [ʨy]、削 [ɕy]、鑰 [y]、擇 [tʂ]。這四攝入聲字普通話無
文白之分，而讀音跟白讀走的，八坊話仍跟文讀走。例如：郝 [x˧]、勺芍
[ʂu]、藥 [y]、腳 [ʨy]、拆 [tʂɛ]、宅 [tʂɛ]、窄 [tʂɛ]、粥 [tʂu]。

10. 八坊話有些字有文白兩讀，慣用的有（斜線前的注音為文讀，斜線後的注音
為白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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