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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关于谐声字的来源问题"

目前楚简# 秦简中可供利用的
材料最多" 我在梳理形声字异
体形式的过程中发现" 其中楚
简就有三四百字能够反映读音
的不同$ 通过楚简与秦简的对
比可以发现" 有些谐声字的来
源并不一致" 这也能反映方言
的问题$ 基于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需要将谐声材料按照时
代% 地域重新整理" 从而使古
音构拟的基础更加切合实际&

徐刚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

系&! 谐声字要划分层次毋庸
置疑" 而另一个问题是" 汉字
与拼音文字不同" 我们在书写
谐声字时是否就完全代表着同
音或近音的假借'

出土文献中经常看到谐声
偏旁代表许多其他从它得声的
字" 如 (襄) 可以表示 (釀)%

(馕) 等一系列从 (襄) 得声
的字* 于是" 使用汉字的人读
到这个字时" 很快就能想到它
实际代表的那个字& 这种情况
下" 对每一处代表他字的谐声
偏旁" 是否都要认为它们具有
同音假借关系" 甚至构拟共同
来源' 因此" 在古音构拟中综
合考虑谐声关系和文字使用"

也会带来一定的问题&

潘悟云!正是因此"我们需
要有谐声系统具有内部一致性
的假设" 尽管实际情况肯定是
不完全一致的& 我们可以先根
据这一假设为声符分类" 确定
每个声符属于哪一类型" 从而
反映于上古音构拟&在此之后"

这种构拟又涉及与中古音的比
较# 与民族语的比较等问题&

谐声材料本身包含的内容非常
庞大" 如果刚开始就认为它十
分复杂" 那么可能就会丧失总
结规则体系的可操作性&因此"

我们只能首先基于谐声系统内
部一致的假设以确保可操作
性" 再利用多方面的材料不断
细化# 修正抑或是推翻我们所
总结的规则体系&

徐刚! 目前出土文献中发
现了许多我们原来所认为的
(例外)" 有些例外甚至出现于
相当数量的传世文献" 因此存
在一个处理为 (例外) 的阈值
需要把控的问题& 段玉裁也说
过 (知其分而后知其合" 知其
合而后愈知其分)" 他也在文
献材料中发现了 (支脂之) 三
分的一些例外&

此外我还想指出的是" 由
于层次问题" +诗经, 成文时
的用韵与后来抄写时的用韵也
并不完全一致" 因此" 安徽大
学藏战国诗经简面世之后" 也
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用韵层次
的问题&

我在此也想就转注的问题
向郑张尚芳教授提问& 郑张教
授的 (转注) 概念似乎无法解
释许慎所说的 (建类一首" 同
意相受)'

郑张尚芳! (建类一首 )

就是指 (同根)" 也就是同源
词* 后来所说的累增# 分化都
不是 (六书) 之义& 大徐曾说
有

%&

个字不合六书" 事实上
这其中

%'

个字是转注 " 如
(藝 ) " 即使省略 (艹 ) 和
(云)" 依然是这个字* 许慎所
说的 (考# 老是也)" 本身一
个字是会意" 一个字是形声"

说它们是转注关系" 就是说其
中一个字是由另一个字分化而
来的&

郑伟 ! 从语言学的角度
讲 " 战国时期的语言面貌比
较复杂 & 因此 " 整理出土文
献材料时会涉及语言文字方
面的问题 " 文字材料本身又
涉及语言学的问题 & 例如楚
简所对应的楚地语言"我们无
法准确地认识到该语言原本
的面貌"但我们可以预见多地
(通语 )和本地 (土语 )两个层
次的存在" 通语是权威语"而
土语则可能携带民族语成分"

这与现在许多方言中存在文
白异读两个层次的现象相似&

从而"我们面对传世文献中一
些难以解释的现象时 " 带着
语言学的眼光去研究某些语

音的交替现象 " 或许能够成
为一种新的思路&

王弘治! 汉语史研究者一
般认为中原雅音变动小# 影响
大"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释名, 中记录 (天) 在
洛阳 # 中原地方读为 (显 )"

而 (青徐以舌头言之 ) 读为
(坦 )" 今天 (天 ) 作为常用
字" 其现代读音明显是从青徐
来的& 又如" 今天中原官话次
浊入和阴入归一类" 与其他北
方地区的官话不同" 而与山西
汾河片周边的晋语的入声归并
一致& 这一特征应当是从入声
中本身次浊和阴入不分而后才
舒化形成的" 这极有可能是受
到明初山西移民的影响" 否则
从语音条件很难解释这一现
象& 因此" 从历史上看" 通语
中一部分很可能是由中原地区
保留下来的" 一部分则包含混
杂性成分& 另外" +切韵, 的
音类系统稳定" 混合形成的可
能性较低" 但与音类相比" 具
体的字音更可能包括人工的或
方言的成分& +切韵, 中一个
字极端时甚至有五 # 六个读
音" 这很明显是有混合因素引
起的&

王志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所 &! 数学上有 (定理 )

和 (猜想 ) 两个概念 " 其中
(定理 ) 是已经被证明的 "

(猜想) 是未被证明# 但在经
验看来很合理的& 我们应该允
许假设# 猜想的存在" 这是科
学发展史中的重要过程& 从这
一角度来说" 建立系统的音变
规则很重要" 我们能够用音变
规则来检验某些结论的合理
性* 但我们的音变规则无法全
面照顾到多种材料& 有些学者
反对通转# 旁转" 但通转# 旁
转规则实际上就是西方语言学
所说的 (元音交替)" 具有合
理性" 高本汉# 白保罗# 蒲立
本也都研究过汉藏语系的元音
交替" 关键是建立具有解释力
的通转# 旁转规则&

%根据录音整理! 经潘悟

云' 来国龙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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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顿出版社&$ 对希伯来语

和希腊语段落的新翻译$

!高等教育纪事报"新书单

!罗马街道"庞贝$赫库兰尼

姆以及罗马的城市社会生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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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剑

桥大学出版社&$ 考察罗马

社会中作为活动及演出场

所的街道$

!跨性别" 性别重要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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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纽约

大学出版社&$ 主张在身份

证明'单一性别学校 '沐浴

更衣室以及体育运动等方

面重新考虑性别分类系统$

'黑人国家"美国流行音

乐中的种族$ 改革和认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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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芝加哥大学

出版社 &$ 探讨流行音

乐中品味 '风格和政治

的紧张关系 !以及黑人

迷思和 (改革派 )哈钦

森家族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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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出版社&$ 历

史学 '法学 '政治学者

的研究合集 ! 探讨
,-

世纪!企业在美国法律'

政治'社会中的作用$

!现代美国构建中的公共

卫生和个体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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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堪萨斯大学出版

社&$ 审视导致美国公共卫

生与个体医学分裂的政治

和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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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卢梭和英国

浪漫主义" 人格性别+政

治 和 国 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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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布鲁姆斯伯

里学术出版公司&$ 对英

国浪漫主义有影响的法

国作家和思想家的文章

集合! 包括华兹华斯'拜

伦和雪莱的作品!以及反

雅各宾派小说'教育和政

治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