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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河北方 和普通话、北京话、晋语都有着特

殊关系，河北的许多方 又具有显著的过渡性，这使得河北方 的研究具有独特的

意义和必要性。青县方 属于冀鲁官话的沧惠片，长期以来，没有受到方 学家的

关注，因此关于青县方 的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 查和描写都显得较为薄弱，
尤其是词汇方面，至今鲜有深入系统的描写。本论文立足于真实可靠的田野 查资

料，对青县方 词汇进行系统全面的描写。通过青县方 与普通话的比较，突出方

词汇的特点，希望为青县方 词汇研究积累一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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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绪论

青县是河北省沧州 的一個 辖县，北 天津 静海县相连，南接沧州 ，西

廊坊 大城县为鄰，东和黃驊 交界。全县面积968平方千米，人口40萬。
青县历史悠久，今青县境，自汉高帝时期置参户县，先後稱长芦县、芦台军、

乾宁军、永安县、乾宁县、会川县。明洪武八年(1375)始稱青县。民国十七年

(1928)道制废，青县直属河北省。1937～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青县日伪政权稱

青县公署，1943年改稱县政府，隸伪河北省公署津海道。1945～1947年国民党青

县政府隸河北省沧州专属。1949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後，青县属河北省人民政

府沧县督察专员公署。1952年，青县劃归天津专区。1958年，天津 归属河北省

後，沧县专区 天津专区合並，稱天津专区，专署驻天津 。1958年，並入静海

县，属天津专区。1961年，恢復沧州专区，同时恢復青县建置，改属沧州专区。
1986年青县改属沧州 。1993年7月，沧州地、 合並，稱沧州 ，青县隸属沧州

。
由於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河北方 和普通话、北京话、晋语、近代汉

语等都有著不同於其他方 的特殊关係，河北的许多方 又具有显著的过渡性，这

使得河北方 的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必要性。青县方 在《河北省志》方 卷的方

分区中属于冀鲁官话的沧惠片，黄乐 片。其语音既具备冀鲁官话的特色：古清

音入声今读阴平，古次浊入声今读去声；又有其自身特有的方面： 类三個，这在

冀鲁官话大多是四個 类的语音特點中较为突出。
青县方 以清州镇为中心(清州镇是县城所在地)，其他乡镇的方 清州话存

在著微 的差異，因此，清州话基本上能夠代表青县方 的概況，反映青县方 的

词语特色。本人参 和利用了一些基本的相关资料，主要有《沧县志》中的方 词彙

部分，李行健主编的《河北方 词彙编》等，另外本人于2018年7月 始正式对青县

方 进行田野 查，由於本人是青县清州镇人，可以充分发挥母语優勢，本次 查

基本由本人独立完成，另外选取了幾名发音合作人，他们都是地道的青县清州镇本

地人，没有长期外出的经历，受普通话或其他方 影响较 ，具有一定的文化水

平。下面是发音合作人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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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合作人概況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文化水平 职业

祝艳霞 女 1982年1月27日 大专 学教师

周秀荣 女 1954年10月14 学 农民

陈凤杰 男 1986年12月28 初中 個體经营

韩树民 男 1968年2月24日 高中 個體经营

Ⅱ. 青县方 音係

(1) 声母

青县方 有24個声母，包括零声母在内，如下：
p 八被白 p' 怕陪铺坡 m木马没买 f 副发非分 v 危無我外

t 到大代德 t' 天摊他太 n 男拿恩熬 l 路拉来嫩

ts 在争炸抓 ts' 草蟲茶擦 s 赛三渗水

tʂ 张真住周 tʂ' 缠陈车出 ʂ 上傻说受 ʐ 认扔嚷如

tɕ 晶家借江 tɕ' 七掐钱强 ɕ 秀下想

k 贵幹哥共 k' 壳哭裤 ȵ 娘泥女年 x 孩河虎户

ø 烟云昂软

说明：
① 泥母有兩個音位：n、ȵ。在開口呼和合口呼韻母前讀[n]，在齊齒呼和撮

口呼韻母前讀為[ȵ]。如普通話“男”字發音為[nan35]，在青縣方 中讀作[nan55]，
普通話“你”字發音為[ni214]，在青縣方 中讀作[ȵi55]。另有一個例外，“嫩”字，普

通話讀作[nən51]，而在方 中讀作[lən31]。古影疑開口一二等字讀[n]，如“襖

[nau55]”，藕[nou55]，礙[nai31]等，有兩個字例外，餓[uo31]，蛾[uo55]。
② tʂ、ts、ts'、tʂ'、ʂ、s的读音变化是青县方 普通话声母的 主要差

别。青縣方 中的知莊章組聲母分為[tʂ]組和[ts]組，知組二等聲母 莊組聲母均

讀為[ts]，知三 章組聲母又因開合口的不同而有[tʂ]和[ts]兩種讀音：知三 章

組開口字讀為[tʂ](除止攝部分字)；合口字則按照古韻攝的不同而不同，遇山臻三

攝讀為[tʂ]，蟹止通三攝讀為[ts]。普通话[ʂ]声母在青县方 中也有分化，一部分



146  《中國文學硏究》⋅제76집

读[s]声母，如“沙，数”，一部分读[ʂ]声母，如“赊，树”。普通话[tʂ']声母在青县方

中也有分化，一部分读[ts']声母，如“蟲，茶”，一部分读[tʂ']声母，如“缠，陈”。
③ ʐ an、uan、uən相拼後，整個音节发音为[ian](染)、[iuan](软)、[in]

(润)。
④ 声母为tɕ的“俊”字普通话发音为[tɕyn51]，在青县方 中发音为[tsuən31]；

声母为tʂ的“这”字普通话发音为[tʂə51]，青县方 发音为[tɕiɛ31]。

(2) 韵母

青县方 有37個韵母(儿化韵除外)，基本 普通话一致，無o和ɛ韵，下面说明

一下特殊情況。
① 普通话中的韵母o 雙唇音声母相拼时发音为[o]，而在青县方 中发音为[ɤ]。
② ai、an、ən、ao、ou自成音节时，发音前带鼻音n，例如“矮、按、摁、

熬、欧”的发音分别为[nai55]、[nan31]、[nən31]、[nau55]、[nou214]；aŋ自成音节

时，发音前带i介音，如“昂头”的“昂”说成[iaŋ55]；uan n相拼，普通话读作

[nuan], 在青县方 中发音有两種：[nan]和[naŋ]，如“暖壶”的“暖”读作[nan214]，
“暖和”的“暖”读作[naŋ214]。

③ ɤ：存在两個变體，即ɤ和ə，除 中音， 面後音相拼时音值为[ə]以
外，其余音值为[ɤ]；自成音节时，发音有两種，一是前带鼻音n，如“恶[nə31]、俄

[nə55]、讹[nə55]、鹅[nə55]”等，一是发生韵变，如“饿[uo31]，蛾[uo55]”。

(3) 声

青县方 的單字調有三個，不包括轻声。如下表：
类 值 例字

阴平 214 天、初、昏、胸

阳平 55 穷、陈、古、纸

去声 31 蓋、正、醉、对

说明：
(1) 青县方 的 值有三個，平声分阴阳，阴平 型为降昇 ，阳平的 型为

高平 ，去声 型为低降 。
(2) 阳平和上声合並为一类，实际 型都是一個高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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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县方 中没有入声。
另外，青县方 中的轻声不多，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幾类：阳平和阴平的组合的

轻声情況，如“铃铛[liŋ55taŋ]，行家[xaŋ55tɕia]”，阳平和去声组合的轻声情況，如

“嫌棄[ɕian55tɕ'i]、文化[vən55xua]”；去声和去声组合的轻声情況，如“坐下

[tsuo31ɕia]，螞蚱[ma31tsa]”。

Ⅲ. 河北青县方 词彙的特點

1. 词形的特點

“方 词彙之所以被稱为方 词彙，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词彙 普通

话不同，两 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著或大或 的差異。这些差異既可以體现在词形

上，也可以體现在词义及词的構造等方面。”1) “任何一個词都是意义 形式的结合

體……形式又可以分为内部形式和外部形式。”2) 本章 具體通过描写青县方 词彙

在外部形式即音节数量，内部形式即语素構成两個方面来揭示青县方 的特點。

1) 外部形式上的特點

语音是词彙的物质外壳。外部形式具體指词彙的语音形式。汉语词彙发展的趋

势表现在词彙上是雙音节占優勢，但这種優勢在方 词彙中是不平衡的，下面主要

把青县方 中词彙的音节数量和普通话进行对比，进而分析青县方 在外部形式上

的特點。

① 单音节 雙音节的差異

青县方 是单音节词，普通话是雙音节词。在青县方 单音节词中， 普通话

雙音节意义相同的对应词主要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疑问词、代词，例如：“嘛

 1) 董绍克，《汉语方 词彙差異比较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p.25.

 2) 张斌，《新编现代汉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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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在青县方 中，有個别词的读音和普通话相同，但是意义不同。例如“光仅

仅”、“净总是”。具體示例如下表：

青县方  普通话 青县方  普通话

天儿 天氣 净 总是

灵 聪明 投 洗

头 镰 镰

皮 淘氣 细 节俭

条儿 身材 肉 缓慢

花 烟花 拉 劝架

装 扮演 㧟 挠痒

嘬 吮吸 鬼儿 機灵

许 答应 该 欠钱

赖 诬陷 巧儿 灵巧

腾 抄写 娇儿 娇氣

说 批评 总 怎麽

嘛 什麽 光 仅仅

从上面所举的实例可以看出，青县方 是单音节词，普通话是雙音节词主要是

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等，大部分青县方 词彙单音节名词是在普通话雙音节词的基

础上減 一個语素構成，如花烟花， 头，也有的是繼承单音节古音词，例如，㧟-

挠痒。擓，苦淮切(唐韵)；枯懐切(集韵)，音匯。揩摩也。又抆拭也。或寫作擓。
㧟是㨤的異體字。

青县方 中的词是雙音节，普通话中的词是单音节。在青县方 中， 普通话

单音节词对应的方 雙音节词主要包括形容词、名词、动词等。如“热乎热”， 普通

话单音节词相比，青县雙音节词的構成方式使得词义的表达更加生动形象。例如：
“长蟲蛇”、“黏糊稠”等，方 表达更加形象生动。具體示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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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县方 普通话 青县方 普通话

长蟲 蛇 痦子 痣

塔灰 灰 王八 鳖

树挂 霜 窟窿 孔

子 瓢 瘊子 疣

腥氣 腥 黏糊 稠

刺挠 痒 怪饿 饿

热乎 热 脆生 脆

希甜 甜 不高 矮

不大 紧吧 聚

曲 抠 松快 松

闹腾 闹 乖打 拍

出溜 滑 骨碌 滚

叨叨 说 呲搭 駡
跺达 踩 扒拉 拨

索拉 吮 溜达 走

从以上所举例子可以看出，青县方 中的雙音节词的構成方式主要是在普通话

单音节词语素的基础上加上一個表示事物特征的语素或 加上一個词 構成，例如

“刺痒痒”是说痒的状 像是有刺在轻轻紮一样，“热乎热”，是在单音节词“热”的基础上

加上“乎”这個词 構成，这里不能指天氣热，而是指食物温度高。另外，青县方

中一些词的表现方式比较隐晦，比如：“不高矮”，方 中经常说：“这個孩子不高”，
外之意就是孩子個子矮，这種隐晦的方式表达起来比较委婉。

② 雙音节 多音节的差異

青县方 是雙音节词，普通话是多音节词。在青县方 中，雙音节词对应的普

通话多音节词数量比较 ，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还有 量疑问词。具體示例

如下表：

青县方  普通话 青县方  普通话

太爷 曾祖父 虮子 虱子卵

白鲢 白条鱼 光棍儿 单身汉

看扁 看不起 臭球儿 樟脑丸

总周 怎麽样 总办 怎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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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在青县方 中，雙音节词对应的普通话多音节词

数量比较 ，方 和普通话相比表述更加生动简潔，例如：“臭球儿樟脑丸”，青县方

根據事物的外形和氣味儿 樟脑丸直接命名为“臭球儿”，还有一些疑问词，例如

“总办怎麽办”， “怎麽”的读音合为“总”，简化了某些三音节词，我们可以 这些现象

理解为人们在进行语 交流的时候，为了省时省力而自觉地采用语 的经济原则来

省音省字。普通话是多音节，青县方 是雙音节的词还有一部分是繼承了雙音节古

词语，例如近代汉语常用副词“好生”，意思就是“好好地”，在普通话中基本上不再使

用，但在青县方 中卻使用廣泛，一般用於对他人进行嘱托，嘱咐的语境中。例

如：“刚做完手术，你好生养著。” 

青县方 是多音节词，普通话是雙音节词。在青县方 中， 普通话雙音节词

对应的多音节词或短語比 豐富。具體示例如下表：

高低 无论如何 赶是 自然是

揍嘛 幹什麽 好生 好好地

 为嘛 为什麽 该著 理當如此

墊补 吃零食 匣子 收音機

死邦 死心眼 拱火 火上浇油

青县方 普通话 青县方 普通话

晌火头儿 中午 夜了個 昨天

前儿了個 前天 见天儿介 每天

瞎白话 聊天 夜了蓋儿 额头

紮猛子 潜水 清早先 早上

石头坷垃 石头 蛇虎溜子 壁虎

齐眉穗儿 刘海 肋叉子 肋骨

簸了蓋儿 膝蓋 五房六月 夏天

十冬臘月 冬天 傍黑儿 傍晚

黏花桃儿 棉花 檐白虎 蝙蝠

臭大姐子 梨椿象 拉拉蛄 蝼蛄

曲流拐弯儿 弯曲 嘴八子 脸颊

蛤蟆 子 蝌蚪 可惜了儿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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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青县方 对应的是多音节的词或 短语大部分是名词

或 名词性短语，體现出青县人对事物命名的角度 普通话不同，这些词大多是根

據事物的直观外在特征命名，體现出當地人客观直接的思维方式。例如：“齐眉穗儿

刘海” 普通话采用神话传说的方式对女性前额的头发进行命名，而青县方 则是直接

命名，由於这部分头发和眉毛齐平，而且 稻穗的形象相似，因此命名为“齐眉穗

儿”。此外，方 对手艺人，工匠等稱呼为“从事的工作+的”，例如“打铁的铁匠”，用

“的”字短语表示， 普通话中用实词“匠”表示“从事某種手艺活的人”的偏正式構词方

式不同。

③ 雙音节 雙音节的差異

青县方 是雙音节词，普通话也是雙音节词。青县方 中， 普通话相对应的

雙音节词彙非常多，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涉及到各类词。具體示例如下

表：

手巾儿 手绢 遥世界 到处

贱不溜丢 便宜 保不齐 没准

打铁的 铁匠 要饭的 乞丐

上不来 不和 拿不准 犹豫

青县方 普通话 青县方 普通话

见天儿 天天 一边儿 一样

即了儿 知了 爷儿爷儿 影子

地今儿 地方  今儿個 今天

妗儿妗儿 妈 仓过儿 田鼠

拍瓜儿 拍手 断流儿 间断

哪边儿 哪里 日头 太阳

 後上 晚上 白下 白天

兴时儿 流行 曲 吝啬

家巧儿 麻雀 嘎啦 蛤蜊

立櫥 衣櫃 打价儿 讲价

跟前儿 附近 得劲儿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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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是雙音节，青县方 对应的也是雙音节的词涉及到名词、动词、形容

词、副词，疑问代词、数量词等，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青县方 词彙词形的幾個

特色：第一，青县方 的儿化现象很豐富，“儿”在表义和附著对象方面 普通话都

有明显区别。青县方 的儿化可以附著在名词，动词，形容词後，附著范围比普通

话要廣，例如，附著在名词後“仓过儿田鼠”，动词後“打价儿讲价”，附著在形容词後“甜

一乏儿 一批 甜丝儿 甘甜

黑下 晚上 黏花 棉花

鸹 乌鸦 末儿了 後

呱啦 霹雳 晌火 中午

草驴 母驴 牙狗 母狗

麻冷 蜻蜓 當院儿 院子

过道儿 走廊 茅子 厕所

手巾 毛巾 洋火 火柴

鼻子 鼻涕 背介儿 隐蔽

装裹 寿衣 家去 回家

浮水 游泳 眼热 羡慕

呛咕 吵架 巴秋 看看

胰子 肥皂 拢子 梳子

闺妞 女孩 子 男孩

走动 来往 保管 一定

现眼 丢人 拉賬 欠钱

心喽 心里 总麽 怎麽

硬克 强壮 不是 缺点

到了儿 到底 五啊 五個

摸 寻找 撕吧 拉扯

丁當 吵嘴 围脖儿 围巾

蛛蛛 蜘蛛 尿泡 膀胱

就地 地板 巴砸 踩踏

仁果儿 花生 顶事儿 管用

膈应 讨厌 待见 喜欢

棒子 玉米 褯子 尿

鹁鸪 鴿子 撺达 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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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儿甘甜”，附著在副词後“到了儿到底”等等。第二，儿化不仅仅可以出现在句尾，词

中间也有儿化的现象，例如：“今儿個今天”。第三，同义转换，有的青县方 词彙是

在普通话词彙的基础上替换一個同义语素。例如“围脖儿”，青县方 保留“围”，在此

基础上根據围巾围在脖子上的特點 其命名为“”围脖儿”。第四，拟声词比较豐富。
例如“巴紮踩踏”，方 不用具體的动作“踩”，而是用脚踩在地上发出类似“巴紮”的声音

来命名动作，此类词还有“呛咕吵架”等。

2) 内部形式上的特點

本节主要分析青县方 内部形式上的特點，主要是通过方 词彙 普通话词彙

在语素使用方面的比较来體现。包括以下三個方面：语素选择的对比；语素顺序的

对比；语素重叠的对比。

① 语素选择的对比

语素选择的对比具體指方 和普通话词彙对同一種事物、动作、状 等分别选

择不同的语素，这就形成了不同语素的组合表达同一種意思，即構词形式不同但词

义相同的情況。具體分为以下两種方式：语素完全不同和语素部分相同。
構词语素 普通话完全不同。虽然構词语素完全不同，但表达的意思相同。这

一类词體现出青县方 構词语素的豐富性和當地的风俗文化。具體示例如下表：

青县方 普通话 青县方 普通话

道儿 路 兴时儿 流行

有了 懷孕 囊 捅

坑 湖 胰子 肥皂

香头 巫师 麻冷 蜻蜓

晌火 中午 後上 晚上

呛咕 吵架 各儿人 自己

夜了個 昨天  总周 怎麽

嘛 什麽 窜稀 拉肚子

好晌 好日子 夜了蓋儿 额头

簸了蓋儿 膝蓋 得劲儿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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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示例可以看出，青县方 词彙 普通话词彙语素使用完全不同的词主要

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还有 部分疑问词。方 语素的选择大多是直接體现所

描述对象的特征或采用象征的方式突出事物的特點，语素的使用更加生动形象。例

如“呱啦霹雳”，方 采用霹雳的声音命名，生动传神地表达了语义，“秃噜狼吞虎咽”，方

也采用了狼吞虎咽时发出的声音来形象地表达出狼吞虎咽的样子，再例如“臭大

姐梨椿象”，方 采用这種昆蟲的氣味，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命名。
構词语素部分相同。这一部分词彙比较豐富，大多是在普通话某一主要语素的

基础上改变或删减语素形成。具體示例如下表：

青县方 普通话 青县方 普通话

洋火 火柴 洋灰 石灰

谢顶 秃顶 见天儿 每天

身条儿 身材 甜丝 甘甜

塔灰 灰尘 白下 白天

黏花 棉花 央各 央求

手巾 毛巾 家去 回家

五啊 五個 到了儿 到底

灶火 炉灶 赶後儿 後天

围脖儿 围巾 拍瓜儿 拍手

牙花 牙龈 喃们 我们

总麽 怎麽 臭大姐子 梨椿象

肋叉子 肋骨 一边儿 一样

对同一件事物的命名，青县方 普通话没有相对应的词语，普通话一般用短

语或 句子来表示。这一部分方 词 大的特點就是形象，简潔，生动， 能體现

青县方 的特點。示例如下表：

仓过儿 田鼠 呱啦 霹雳

茅子 厕所 就吃的 炒菜

保管 一定 现眼 丢人

稀罕 喜欢 囤间儿 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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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县方 普通话

外间屋 平房东西两個卧室中间的屋子，一般不住人，用来打灶台和隔断 

挨肩儿 两個或多個差不多大的孩子

总理 红白事的主持人

磕打窑儿 墙壁上的 洞

侉子  持外地口音的人

滚 肉 不讲道理的人

炕琴 炕上一边放的櫥櫃，上面可以放置被褥

蓋墊 用秫秸编的圆形墊，用来放馒头或其他食物

施腾 乱翻乱找

秃噜 吃面条或 带汤的菜时不顾形象的连汤带水一口氣吃完，拟声词

伍的 之类的

撒达 四处看

巴局子 生长在枣树上的一種蟲子。绿色有毛，哲人。
洋镐 一種工具，两头都能耪地，一头 ，一头扁，能劈柴

钱褡子 放钱物的片状 袋，搭在肩上

拿人 在别人 要自己幫忙的时候故意为难别人

得济 年 了能得到子女的照顾，去世之前能见到儿女

刺头儿 不好相处，总是喜欢找事的人

一旦子挑儿 对亲姐妹的丈夫们之间关系的稱呼

一路子  一段时间

② 语素顺序的对比

语素顺序的对比是指青县方 和普通话中两個词语的语素完全相同，数量也相

同，只是语素的排列顺序不同。具體示例如下表：

青县方 普通话 青县方 普通话

实诚 诚实 弟兄 兄弟

出外 外出 收秋 秋收

齐整 整齐 才刚 刚才

准保 保准 贴补 补贴

嚏喷 喷嚏 捣鼓 鼓捣

语 语 会意 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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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词义的特點

词义是方 词彙特點的一個重要组成部分，青县方 普通话词彙中，一部分

词彙的词义是可以一一对应的，而有些词彙基本意义相同或 相近，更有一些方

词彙在普通话中找不到 之对应的词。

1) 词彙意义的特點

① 形同义異

青县方 中某些词彙的形式和普通话相同，但是意义不同。这里的不同具體是

指义项的增加，即词彙意义的扩大；义项的减 ，即词义的缩 ；义项的转移，即

词义的转移三個方面。

词义的扩大

相同词形的词语，青县方 比普通话义项多，並且应用范围更加廣泛。具體示

例如下：
：普通话一般指年岁大，东西陳 等，青县方 除了普通话义项外 常用的

就是做副词，“很，極”的意思。例如：这個餅幹 好吃了。
肉：普通话中指人和动物體内接近皮的部分的柔韧的物质；专供食用而饲养的

猪等；瓜果可以吃的部分。青县方 除了以上义项外还指人的性格慢，动作迟

缓。例如：他这個人太肉了，总让别人等他。
面：普通话是指脸；向著，朝著；物體的表面；粮食磨成的粉；面条。青县方

除了以上义项外还指食物纤维 ，柔软或 人的性格懦弱。例如：这個甜瓜

又甜又面。他这個人面死了，一點主意都拿不了。
精：青县方 中除了普通话的意义外，还可用作副词，放在形容词前表示“十

分，非常”的意思，例如：你看看你，精瘦精瘦的，吃不上饭还是怎麽 的？
诚：普通话“诚”用作形容词，指(心意)真实。青县方 中可以做副词，表示“实

在，的確”，例如：这個孩子学习诚好了。
氣管：普通话指呼吸器官的一部分。青县方 中还可以指“打氣筒”。例如：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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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管子给我拿过来。
鼻子：普通话指人或动物的嗅觉器官。青县方 中还指“鼻涕”，例如：感冒

了，总流鼻子。
张：普通话中“张”有很多义项，青县方 中还有“翻滚”的意思。例如：他 时可

利索了，可以连著张好幾個跟头。
该：除了普通话的义项外，青县方 中还有“欠”的意思。例如：你该了人家多

賬？拿这些钱去还上吧。

词义的缩

向：青县方 中指“偏袒”，义项比普通话 。例如：他学习好， 师总向著

他。
粉：青县方 中单指化妝用的香粉。例如：整天塗脂抹粉儿的，不知道实实在

在过日子。
兄弟：青县方 中单指“弟弟”，例如：这是我兄弟。

词义的转移

夜来：方 中指“昨天”

娘：方 中指“父亲哥哥的配偶”，例如：二伯去年走了，光剩二娘一個人了。
上不来：方 中指“不和”，例如：她跟婆婆上不来，总吵架，搬出去了。

支：方 中指“发工资”，例如：我今儿個 支了，咱出去吃饭去。

② 义同形異

在青县方 中，有一部分词意义 普通话相同，但是词形不同，前面已经具體

描述过，在此仅举幾例。

青县方 普通话 青县方 普通话

攮 捅 坑 湖

黑下 傍晚 呛咕 吵架

麻冷 蜻蜓 铺蓋 被褥

晌火 中午 後上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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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语法意义的特點

词的语法意义是词的表示语法作用的意义，词的语法意义是语 中词的语法作

用通过类聚之後所显示出来的，它是一種更抽象更概括的意义。青县方 中的某些

词 普通话对应词的语法意义有所不同，现从词的兼类 词的搭配意义两個方面进

行比较。

① 词的兼类

词的兼类是指某個词具有两类或 幾类词的语法功能。
：普通话和青县方 中都可以做形容词，指年龄大，陈 等。在青县方 中

还可以用作副词，表示“很，非常” ，例子参 前面内容。
沖：普通话和青县方 都可以做介词表示面向，根據。青县方 中，“沖”还可

以做形容词，表示“旺，脾氣大”。例如：这孩子脾氣太沖，有话不会好好说。
沙：普通话和方 中都可以作名词，指细 的沙粒。青县方 中还可以指“水

果的果肉呈沙粒样”，用作形容词。例如：这個西瓜又沙又甜，可好吃了。
面：普通话和方 中都有动词“朝向”及名词“头的前部” “粮食磨成的粉”等的用

法，青县方 中还可以做形容词，表示“食物纤维 而柔软”或 “人的性格懦

弱”。例如：你可真够面的，这都拿不了主意。
秃噜：普通话和方 都可以做拟声词。青县方 中还可以活用做动词，例如：
这麽一大碗面那麽快就给秃噜进去了。

② 搭配意义

词的搭配意义，指词的组合能力。青县方 中有些词 词，搭配范围 普通话

不同。具體示例如下：
买：普通话中“买”是指拿钱换东西，可以用作买西瓜，买醋等。在青县方

中，用钱交换的物品不同，就有不同的搭配。例如：“买三斤苹果”，用方 说

成“约三斤苹果”；“买块步”说成“扯块 ”；“买瓶酱油”说成“打瓶酱油”等等。
個：青县方 中“個”的搭配范围比普通话要廣，可以和很多名词搭配，例如普

通话“一只狗”，方 中可以说成“一個狗”，“一条板凳”也可以说成“一個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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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类似这種搭配对象，搭配范围的问题，青县方 和普通话还有很多的不同之

处，例如“一串葡萄”，青县方 说成“一嘟噜葡萄”，这些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3. 造词法特點

造词法是从無到有的创造新词，下面 通过方 和普通话的对比，即同一種现

象，方 和普通话对其命名的不同来分析青县方 词彙的造词方式和特點。

1) 根據事物外部形 造词

青县方 中有一些词是根據事物的外部形 特征命名的。如“长蟲蛇”一词，则

是根據蛇的外部形状，像一条长长的蟲子， 其命名为“长蟲”。具體示例如下表：

青县方 普通话 造词根據 

长蟲 蛇 形状像一条很长的蟲子。
花 烟花 绽放後像花朵一样。

蛇虎溜子 壁虎 身上有虎斑，长得像一条 蛇

螂 螳螂 两条前腿像 子一样

炕琴 炕上放被子的厨 外形四方，像琴

扫把星 彗星 外观很像扫把

喇叭花 牵牛花 外观很像喇叭

2) 根據事物用途造词

青县方 中很多词的命名是根據事物的具體用途得来的。这一类词 人们的生

活息息相关，是當地风土文化的體现，具體示例如下表：

青县方 普通话 造词理據

吸铁石 磁铁 用来吸铁或铁器物品

暖壶 保温瓶 用来给热水保温

围脖儿 围巾 围住脖子保暖

手巾 毛巾  用来擦手



160  《中國文學硏究》⋅제76집

3) 根據时间、处所造词

青县方 中有些词是根據事物发生的时间或 处所来进行造词的，示例如下

表：

青县方 普通话 造词理據

天河 银河 出现在天空上

正月十五 元宵节 时间重合

八月十五 中秋节 时间重合

年下 过年的前後

家巧儿 麻雀 出现在家中庭院等地

夜猫子 猫头鹰 出现在夜里

外间屋 在卧室的外面

4) 根據修辞方式造词

以上三種都是直接命名的造词方式，根據修辞方式造词不同于以上三種，是一

種曲折命名的造词方式，一般用比喻、说法委婉等方式命名，以达到趋雅避俗，趋

吉避兇的效果。

青县方  造词理據 

浮皮 趋雅避俗，指的是“头皮屑”，表达方式委婉。
有了 懷孕的隐晦说法，委婉的方式

来身上了 来月经的避讳说法，委婉的方式

走了/没了 人去世的委婉说法

蒜头鼻 比喻的方式，指鼻子像蒜头

5) 其他造词方式

除了以上的造词方式外，青县方 中还存在著其他的造词方式。例如：根據事

牛鼻具 拴在牛鼻子上，用以牵牛

笼嘴 用来套住牲口的嘴，以防止其幹农活时吃莊稼 

鱼鹰子 用来捉鱼的，外貌似鹰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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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属性命名，如“郎猫公猫”、“牙狗公狗”、“驷牛母牛”等；以事物的氣味、声音命名，
如“臭大姐梨椿象”、“秃噜狼吞虎咽”、“”咕咕鸟 谷鸟”等；以事物的动作命名，如“狗刨儿游泳

姿势”等。

Ⅳ. 结论

由於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河北方 和普通话、北京话、晋语、近代汉

语等都有著不同於其他方 的特殊关係，河北的许多方 又具有显著的过渡性，这

使得河北方 的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必要性。本文分析了河北青县方 的词彙特

點，主要是从三個方面入手：首先分析了青县方 的词形特點，从外部形式，内部

形式两個方面，对方 词彙和普通话分别列举对比。在外部形式分析时，具體对比

分析了单音节 雙音节，雙音节 多音节，雙音节 雙音节的差異；在分析内部形

式时，从语素的选择对比和语素顺序的对比两方面进行了研究。然後，对青县方

的词彙词义上的特點进行总结，从词彙意义的特點，语法意义的特點两個方面入手

和普通话进行了对比研究。 後分析了青县方 词彙的造词法特點，造词法主要分

为根據事物外部形 造词，根據事物用途造词，根據时间、处所造词、和根據修辞

方式造词等幾種。和普通话相比，青县方 在词形上来看，显得更加生动、形象、
活泼，词义上来看更加直接简潔，另外从青县方 的词义特點、造词法特點上来

看，體现了青县民间的一些风俗习惯和信仰取向，因此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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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unique location and historical reasons, Hebei dialects 

have special relations with Mandarin, Beijing dialect and Jin dialect. 

Many dialects in Hebei have significant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makes the study of Hebei dialect unique and necessary. The 

Qingxian dialect belongs to the Canghui dialect area of Ji-Lu 

Mandarin. For a long time, it has not been much concerned by 

dialect scientists, so the researches and descriptions on Qingxian 

dialect voice, vocabulary, and grammar seem to be very poor. In 

particular, the vocabulary of Qingxian dialect is scarcely discussed 

with systematic description. Based on authentic and reliable 

fieldwork,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n Qingxian dialect vocabulary. By comparing Qingxian 

dialect with Mandarin, the paper stresses on dialect vocabulary 

characteristics and hopes to accumulate some information for the 

researches on Qingxian dialect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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