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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rayama Hisao (1974) proposed that the ancestral tone value of the Han ancestral language can be estimated by using 
the comparative method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here are two specific methods: "inter-dialect comparison method" 
and "internal comparison method". Based on this, the tones of the south Min dialect were reconstructed diachronically, 
an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base tone and the sandhi tone of the modern dialects was deduced. Hisao Hirayama 
(2016) conducted further deductions based on the south Min dialect of Guangdong. As a subordinate dialect of Chaoshan 
dialects, Guangdong Chaoyang dialec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other dialects in the region in terms of phonetics, and the 
tonal differences (including the base tone and the sandhi tone) are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Based on the data obtained 
i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ones of Chaoyang dialect in different locations, expounds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reconstructs the ancestral tone values in this area, and deduces its different evolution processes in 
the base tone and the sandhi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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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平山久雄（1974）提出，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可以拟测汉祖语的祖调值。具体方法有二：“方言

间比较法”和“内部比较法”。以此对福建闽南方言声调进行了历时构拟，推演现代各方言基本调和连读调的

演变过程。平山久雄（2016）又结合粤东闽南方言进行了进一步的推演。广东潮阳方言作为潮汕方言中的下位

方言，在语音方面与区域内其他方言差异较大，而声调差异（包括基本调和连读调）尤为显著。本文基于田野

调查中所得之数据，介绍潮阳方言各地点的声调情况，阐述其主要特点并对该区域的古调值进行构拟，推演其

在基本调及连读调上所呈现的不同演变过程。 

关键词：潮阳方言，声调，历时演变，内部构拟 
 

1.前言 

平山久雄在 1974 年提出，运用“历史语言学”

的比较方法，可以拟测汉祖语的祖调值。具体方法有

二：“方言间比较法”和“内部比较法”。所谓“内

部比较法”，是基于如下假设：“这些方言里各调类

的调值，不管在句子或词组里出现的位置如何，原先

几乎是一样；后来由于位置的不同而发生了不同的变

化，结果产生了变调”。[1]平山以此对福建闽南方言

声调进行了历时构拟，推演现代各方言单字调和连读

调的演变过程。又于 2016 年结合粤东沿海闽南方言

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构拟。[2] 

岩田礼（2016）[3]对闽语的连读变调提出三个分

类标准，并以此总结闽南型（闽南方言）的三个特征：

“1.非末位声调不受到末位声调的制约（context-

free）；2.以范畴性的链移式交替（chain shift）为

主，但总有一部分声调不加入链移圈；3.倒数第三位

及其前的变调与倒数第二位相同。”潮汕方言属闽语

闽南区的潮汕片，作为闽南语的一种次方言，潮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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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也具有闽南方言的三个特征。同时，关于特征 2，

岩田（2016）[3]也指出“闽南语两种变化的潮流，即

链移式的交替和调位区别的中性化，现在厦门（漳州）

以链移式的交替为主，而泉州则以所有阳调类的中性

化为其特点，但是古老闽南语中存在的是哪一种类型，

这目前无法断言。” 

本文基于田野调查中所得数据，介绍潮阳方言各

地点的声调情况，阐述其主要特点并对该区域的古调

值进行构拟，推演其在基本调及连读调上所呈现的不

同演变过程。 

2. 潮阳方言的声调 

本文所论及的潮阳，指的是旧广东省潮阳市，今

汕头市下辖的潮阳区和潮南区（为表述方便，以下统

称为“潮阳地区”）内通行潮汕方言的区域。本研究

所指的潮阳方言，是指在潮阳地区内所使用的闽南方

言。 

我们选取潮阳方言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地点：棉

北街道、峡山街道和井都镇。从地理上看，棉北街道

靠近榕江流域，峡山街道属于练江流域中游，井都镇

属于练江流域下游，选取这三地有一定的代表性，以

窥不同地理位置上代表点的声调系统状况。从行政区

划上看，棉北街道属于潮阳区，峡山街道和井都镇属

于潮南区，且棉北街道和峡山街道分别为两区的中心

地。 

本文提及的两个概念，基本调（base tone）为变

调前调值，在潮汕方言中表现为末位音节的调值。连

读调（sandhi tone）为变调后调值，表现为非末位

音节的调值。以下将对三地基本调和连读调的情况分

别进行阐述。 

2.1. 基本调 

潮阳方言三地的基本调调值如表 1。本文调查所

得调值，与张盛裕（1979[4]，1981[5]）中阐述的有较大

差异，具体表现在张文中的基本调调值为阴平调（33）、

阳上调（313）、阳去调（11）、阴入调（1）和阳入调

（5）。二者存在差异的具体原因，已无法明确，笔者

推测有二：一、张文中调查的数据距今已 40 余年，

声调调值可能已发生变化，而张盛裕亦认为潮阳方言

存在新老派读音，如阳上调老派读 313，新派读 31，

这与本文调查所得相同。同时调查记录人的不同也可

能造成差异；二、张文中并未说明具体调查地点，可

能也是造成调值差异的原因。 

表 1  潮阳方言的基本调 

声调 
地点 

棉北街道 峡山街道 井都镇 

T1 阴平 21 21 21 

T2 阳平 55 55 55 

T3 阴上 53 53 53 

T4 阳上 31 31 31 

T5 阴去 31 31 31 

T6 阳去 33 33 33 

T7 阴入 32 32 32 

T8 阳入 54 54 54 

由表 1 可知，三地各声调的调值在基本调上表现

一致，其特点为： 

1.从调型上看，降调占明显优势，分别有阴平调

（21），阴上调（53），阳上和阴去调（31），阴入调

（32）及阳入调（54）。其次为平调，分别为阳平调

（55）和阳去调（33），无升调及曲折调。 

2.从声调的合流上看，阳上调与阴去调合流，调

值同为 31。 

3.入声调类分阴阳，阴入调和阳入调均表现为尾

端略降，但时长较舒声调短。 

2.2. 连读调 

表 2 为潮阳方言三地的连读调调值。与张盛裕（1979，
1981）中所记录的连读调调值相比较也存在出入，即阳

上调（33）、阴入调（5）和阳入调（1）。 

表 2  潮阳方言的连读调 

声调 
地点 

棉北街道 峡山街道 井都镇 

T1 阴平 33 33 33 

T2 阳平 53 11 11 

T3 阴上 53 31 31 

T4 阳上 21 213 21 

T5 阴去 55 55 55 

T6 阳去 33 33 11 

T7 阴入 54 54 54 

T8 阳入 32/54 32/54 32/54 

由表 2 可知，三地各声调的调值在连读调上呈现

差异化特征，主要表现在阳平调、阴上调和阳去调（粗

体标记调值），同时阳上调也略有差异。 

三地在连读调上的共同特点为： 

1.从调型上看，降调仍占明显优势，分别有阳上

调（主要表现为 21），阴上调（53 或 31），阴入调（54）

及阳入调（32），部分地点的阳平调也表现为降调 53。

平调的占比上升，分别为阴平调（33），阳平调（11），

阴去调（55）和阳去调（33 或 11）。曲折调（213）在

峡山街道的阳上调可见，仍然无升调。 

2.从声调的合流上看，连读调的合流在各地的情

况各不相同，如在棉北街道和峡山街道中阴平调与阳

去调合流，而在井都镇中阳平调与阳去调合流。阳上

调与阴去调在基本调上表现出归并为一个调类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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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但在连读调中呈现出不同的调值。 

3.从声调的链移式交替上看，各地中均有大部分

调类均加入链移式交替（chain shift），且大部分为

范畴性交替（即变调后未产生新的调值）。但是，各地

的声调交替没有进入完整的同一循环，即未能形成厦

门方言中典型的声调钟（tone clock）现象。 

4.阴入调和阳入调在变调后基本处于相互替换

的状况，即阴入调变为阳入调，阳入调变为阴入调，

这符合闽南方言的基本特征。但在各地均发现部分阳

入调未发生变调，仍保持原有调值 54，关于引发是否

变调的条件（如末位声调的调类或调值），各地表现

不一，暂未看出统一的规律，有待进一步考察。 

三地的基本调与连读调的关系表示如下（括号内

为声调调值）： 

 棉北街道 

T4（31）→T1（21）→T6（33） 

T5（31）→T2（55）→T3（53） 

T7（32）→T8（54） 

T8（54）→T7（32）（不完全） 

 峡山街道 

T4（31）→213 

T1（21）→T6（33） 

T3（53）→T5（31）→T2（55）→11 

T7（32）→T8（54） 

T8（54）→T7（32）（不完全） 

 井都镇 

T4（31）→T1（21）→T6（33）→11 

T3（53）→T5（31）→T2（55）→11 

T7（32）→T8（54） 

T8（54）→T7（32）（不完全） 

三地的不同特点表现为： 

1.棉北街道的连读变调系统属于范畴性交替，而

峡山街道和井都镇均不属于完全性的范畴性交替，变

调后出现基本调值中未有的调值 11、213。 

2.棉北街道和井都镇的阳上调、阴平调和阳去调

构成链移，区别在于棉北街道的阳去调不再变调，而

井都镇的阳去调进一步变为 11。而峡山街道的阳上调

不与阴平调、阳去调构成链移，单独变调为 213。 

3.三地的阴去调、阳平调和阴上调均构成链移，

但棉北街道的情况与峡山街道、井都镇的不同。 

3. 潮阳方言声调的历时演变 

以下我们将利用内部比较法，分别对潮阳地区三

地声调进行历时演变过程的构拟。 

根据平山的理论，因为“末位音节由于和后面的

音节结合得较松，或者后面没有别的音节，所以在它

的后半部分发音运动之弱化（声带松弛、呼气量减少

等）比较显著”[6]，因此一般认为连读调值比基本调

值更接近古调值。 

基于该理论我们构拟了两个地点声调的历时演

变过程，其中带*为古调值，斜体数字表示未实际出

现，但考虑调值演变的需要，设想在阶段内曾经出现

过的过渡调值。 

3.1. 棉北街道 

表 3 为棉北街道地点的声调历时演变过程的构

拟。 

表 3  演变过程构拟（棉北街道） 

声调 基本调 连读调 

T1 阴平 *33＞21 *33＞33 

T2 阳平 *53＞55 *53＞53 

T3 阴上 *53＞53 *53＞53 

T4 阳上 *21＞33＞31 *21＞21 

T5 阴去 *55＞53＞31 *55＞55 

T6 阳去 *33＞33 *33＞33 

T7 阴入 *54＞32 *54＞54 

T8 阳入 *32＞54 
*32＞32 

*32＞54 

阴平调中，出现基本调调值 21及连读调调值 33，

拟定古调值为*33，因此在基本调中出现了*33＞21 的

过程。我们认为这是因为*33 处于末位音节时，发音

未能维持在中平调，尾端掉落而成为低降调 21。 

阳平调中，出现基本调调值 55及连读调调值 53，

拟定古调值为*53，因此在基本调中出现了*53＞55 的

过程。与阴平调的变调不同，阳平调出现由降调变成

平调的变化。从连读变调的整体系统来看，这也是回

避与阴上调合流的一种选择。 

阴上调中，基本调调值及连读调调值均为 53，因

此没有发生变化，拟定古调值为*53。这与阳平调的

古调值*53 一致，下文将结合另外两地再讨论。 

阳上调中，出现基本调调值 31及连读调调值 21，

拟定古调值为*21，由于基本调值和连读调值接近（均

为低降调），缺少变化的动力。因此在基本调的演变

中，我们引进一个过渡阶段的调值 33（该调值在现今

的阳上调中未出现）。先发生*21＞33 的过程，理由同

阳平调的基本调值变化（平调化在潮阳方言中是一个

常见现象），再发生 33＞31 的过程，理由同阴平调的

基本调值变化。至于变化为何不在调值 33 中停止，

我们认为这是避免与阳去调合流，只能进一步推动调

值变化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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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去调中，出现基本调调值 31及连读调调值 55，

拟定古调值为*55，因此在基本调中也出现了一个较

为复杂的过程，即*55＞31 的过程。理由同阳上调的

基本调变化，我们认为存在一个过渡阶段的调值 53。

首先*55 因为尾部的高调值 5 无法维持，变成高降调

53，又因避免与阴上调的古调值*53 合流，保持降调

的调型进一步演变为中降调，发生 53＞31 的变化。

此时的基本调 31 与其他声调的演变路径不同（我们

猜测是失去了再次推动变化的动机），不避免合流，

与阳上调归为一类。 

阳去调中，基本调调值及连读调调值均为 33，因

此没有发生变化，拟定古调值为*33。这与阴平调的

古调值*33 一致，同样地我们后续再讨论。 

阴入调中，出现基本调调值 32及连读调调值 54，

拟定古调值为*54，因此在基本调中出现了*54＞32 的

过程。与阴去调的基本调的变化一致，出现了由高降

调往中降调变化的情况。 

阳入调中，出现基本调调值 54及连读调调值 32，

拟定古调值为*32，因此在基本调中出现了*32＞54 的

过程。这与阴入调的变化过程刚好相反，我们考虑这

是由于阴入调发生变化，为避免合流而被推动产生的

变化。同时，在阳入调的连读调中，也出现了不变调

而保持与基本调相同的情况，因此存在*32＞54 和*32

＞32（即不发生变化）两种路径。 

3.2. 峡山街道 

表 4 为峡山街道地点的声调历时演变过程的构

拟。 

表 4  演变过程构拟（峡山街道） 

声调 基本调 连读调 

T1 阴平 *33＞21 *33＞33 

T2 阳平 *11＞33＞55 *11＞11 

T3 阴上 *53＞53 *53＞31 

T4 阳上 *213＞21＞33＞31 *213＞213 

T5 阴去 *55＞53＞31 *55＞55 

T6 阳去 *33＞33 *33＞33 

T7 阴入 *54＞32 *54＞54 

T8 阳入 *32＞54 
*32＞32 

*32＞54 

相较于棉北街道的声调，峡山街道的主要区别在

于阳平调、阴上调和阳上调（表中标记灰底处，下同），

以下对这个三个调类的演变过程进行说明： 

阳平调中，出现基本调调值 55及连读调调值 11，

拟定古调值为*11，因此在基本调中出现了*11＞55 的

过程。调型维持平调不变而调值变化，但考虑到从

低平调直接向 高平调变化不符合发音原理，我们引

入中平调 33，作为过渡调值。将古调值拟定为*11 而

不是棉北街道拟定的*53，也能将阳平调和阴上调的

古调值进行区分。 

阴上调中，基本调调值 53 及连读调调值 31，拟

定古调值为*53。结合棉北街道的情况，与之前的声

调变化不同，在连读调中出现*53＞31 的过程。同样

维持降调调型而调值变化。 

阳上调中，出现基本调调值 31及连读调调值 213，

拟定古调值为*213，因此在基本调中出现了*213＞31

的过程。结合棉北街道的情况，我们认为出现了比之

前更为复杂的变化过程。首先*213 的声调尾端脱落，

变为 21，这可能是受到了周边地区的阳上调调值的影

响（多数地点阳上调的主要调值为 21，213 这种曲折

调调型在潮阳地区中不是主流）。之后再进行了同棉

北街道一致的变化过程，即 21＞33＞31。 

3.3. 井都镇 

表 5 为井都镇地点的声调历时演变过程的构拟。 

表 5  演变过程构拟（井都镇） 

声调 基本调 连读调 

T1 阴平 *33＞21 *33＞33 

T2 阳平 *11＞33＞55 *11＞11 

T3 阴上 *53＞53 *53＞31 

T4 阳上 *21＞33＞31 *21＞21 

T5 阴去 *55＞53＞31 *55＞55 

T6 阳去 *11＞33 *11＞11 

T7 阴入 *54＞32 *54＞54 

T8 阳入 *32＞54 
*32＞32 

*32＞54 

相较于前两个地点，井都镇出现新的变化，即阳

去调的基本调调值 33 及连读调调值 11，拟定古调值

为*11，因此在基本调中出现了*11＞33 的过程。这同

样是维持平调调型而调值变化的结果。 

3.4. 小结 

结合三地的构拟结果，我们汇总为表 6。 

表 6  演变过程构拟（汇总） 

声调 基本调 连读调 

T1 阴平 *33＞21 *33＞33 

T2 阳平 *11＞33＞55 *11＞33＞55＞53 

T3 阴上 *53＞53 *53＞31 

T4 阳上 *213＞21＞33＞31 *213＞21 

T5 阴去 *55＞53＞31 *55＞55 

T6 阳去 *11＞33 *11＞33 

T7 阴入 *54＞32 *54＞54 

T8 阳入 *32＞54 
*32＞32 

*32＞54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64

2955



观察表 6，我们总结以下四个声调： 

1.阳平调在三地出现的基本调调值为 55，连读调

调值为 53 和 11。拟定古调值为*11，无论基本调的变

化还是连读调的变化，均出现中间过渡阶段的调值 33。 

2.阴上调在三地出现的基本调调值为 53，连读调

调值为 53 和 31。拟定古调值为*53，这个变化相对较

为简单。 

3.阳上调在三地出现的基本调调值为 31，连读调

调值为 21 和 213。拟定古调值为*213，从*213 到 31

的变化较为复杂，具体已于上文推断，不再赘述。 

4.阳去调在三地出现的基本调调值为 33，连读调

调值为 33 和 11。拟定古调值为*11，其变化过程也并

不复杂。 

综上所述，我们观察可见，相较于基本调的变化，

大多数连读调的变化更简单，也更接近古调值。这也

是我们推论的出发点。声调系统调值的内部变化，在

面对冲突时，通常有两个选择，一是为回避合流而再

次进行变化，一是不再变化而选择与其他声调调值合

流。即出现链移式交替和调位区别的中性化两种形式。 

4. 结论 

基于对潮阳方言的三个地点声调的考察，本文初

步得出如下结论： 

1.潮阳方言内部，基本调一致性较强，连读调呈

现出不同的调值，主要集中在阳平调、阴上调和阳去

调。同时，阳上调也有细微差异。从声调调型上看，

无论基本调还是连读调，降调调型总是占优势。 

2.无论基本调还是连读调，声调演变均为链移式

交替和调位区别的中性化这两种方式。 

3.根据潮阳方言各地点所构拟的古调值如下：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阴调 T1[*33] T3[*53] T5[*55] T7[*54] 

阳调 T2[*11] T4[*213] T6[*11] T8[*32] 
其中，同大类的声调（如平声）中，阴调的调值

总比阳调的调值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阳平调和阳去调构拟的古调

值一致，这是目前依据潮阳方言三地的资料所得出的

阶段性结论，在本文暂时无法解决，需要结合潮汕其

他地区的声调材料进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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