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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蝌蚪”（2完）＊
太

田

斋

§5.“蛤蟆蝌 (k-) 蚪 (t-)”
5.1. 宁夏方言 ：
“蛤蟆”－“黑面”
宁夏银川：黑面骨都 x213 miQ13 ku13 tu0 蝌蚪 志95
宁夏中宁：黑面骨都 x13 miQ13 ku13-11 tu0 蝌蚪 94
宁夏吴忠：黑面骨都 x13-11 miQ0 ku13-11 tu0 蝌蚪 892
-------------------------宁夏银川：黑面蚪 x213-11 m0 tu0 蝌蚪∥ [m0] 是 [mian13] 的轻声音变 词典63
宁夏平罗：黑面豆豆 x13-11 m0 tu13-11 tu0 蝌蚪 644
宁夏银川：蛤蟆蚪 x53 mu0 tou53 蝌蚪 志95
宁夏银川：蛤蟆蝌蝌 x53 mu0 tou53-35 tou0 蝌蚪 志95
宁夏永宁：蛤蟆蝌蝌 x53 mu0 tou53-35 tou0 蝌蚪 555（“蛤蟆”原文讹作“水”）
山西芮城：暇 (x13) 蟆圪斗

科斗；一种面食 980

此一类的形成过程大致如下，即：“蛤蟆蝌蚪”变到“蛤蟆蚪（蚪）”，其
语音形式变如 x ma tu (tu) → x mu tu (tu) → x mu tu (tu) → x m
tu (tu)，由于“俗词源”解释为“黑蟆豆（豆）”，然后联想到“黑面”和
“骨朵”。笔者认为先有“黑面骨都”的并不严密的白字写法，后来其词汇读音
向各白字的正规字音靠拢而变化，最后与汉字字面完全一致，如：x m ku
tu → x mian ku tu。类似的例子参看太田2002（注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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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蛤蟆）蝌 (k-) 蚪 (n-)”
山西方山：圪努 k23 n314 蝌蚪 447
山西石楼：圪努 k44 nu413 蝌蚪 470（7）
山西中阳：蝌蚪 k2 n214
山西中阳：圪奴

方言志73

蝌蚪 县志732
蝌蚪 809（8）

陕西吴堡：虼蛲儿 k /nur/
54

-43

陕西延安：虼努儿 k nur

蝌蚪 陕西词汇304

陕西绥德：虼努儿 k32-54 nur213 蝌蚪 陕西词汇304
陕西绥德：虼□儿 k nur

蝌蚪 普通3781

山西离石：虼努儿 k nur

蝌蚪 普通3781

33

213

山西河曲：圪□儿 k nur

蝌蚪 省志方言志459

山西临县：圪努儿 k24-21 nr312 蝌蚪 40
山西大宁：圪努儿 k21 nur51

蝌蚪 486

陕西安塞：蛤蟆蝌蚪儿 x5 ma31 k5 nour0
53

44

44

蝌蚪 （4）
0

河北平乡：蛤蟆圪脑儿 x ma k naur

蝌蚪儿 865

山东崂山：果果闹子 ku55-434 ku0 n42-55 ts0

蝌蚪 870

4

21

陕西神木：圪扭儿 k ni

蝌蚪 研究362

陕西神木：虼牛儿 k3-5 ni0 蝌蚪 县志559
蝌蚪 252

内蒙伊金霍洛：圪牛儿

内蒙准格尔：圪扭儿 k niar

蝌蚪 552（niar 许是 nir 之误）
（不收“肘”

对应词）
蝌蚪 937（不收“肘”对应词）

内蒙东胜：圪扭儿

蝌蚪 971（不收“肘”对应词）

内蒙乌拉特前旗：圪捏儿

陕西绥德：虼蚪儿 k5(�ke5) iour0
5

5

0

k (�ke ) nour

蝌蚪（9）

蝌蚪（9）

蛤蟆虼蚪儿 k5(�kem5) ma42 k5(�ke5) iour0 蝌蚪 ~ 一大堆（9）
内蒙临河：虼鸟儿 k nir

蝌蚪 普通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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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邑：马屎姑噜 ma52 s52 ku55 nu55

泛指蛙类的幼体 成都词汇169←“马
勺蝌 (k-) 蚪 (t-)”

四川大邑：马屎姑□儿 ma52 s52 ku55 n55

泛指蛙类的幼体 成都词汇169
←“马勺蝌 (k-) 蚪 (t-) 儿”

四川都江堰：马屎鼓□儿 ma52 s52 ku52 n55

泛指蛙类的幼体 成都词汇169
←“马勺蝌 (k-) 蚪 (t-) 儿”

最后三例是 n-，l- 不分的四川方言的例子，原始形式当是“马勺蝌蚪
（儿）”。变为“马屎蝌 (k-) 蚪 (t-)”后，与“蝌蚪”相当的部分和拟声词“骨
碌”（或“轱辘”）联在一起，被替换成“马屎骨碌”。

6.1．如何形成 ：第一假设
其他形式都集中分布于西北方言区。这些地区也有 n-，l- 不分的特征的，
但看其用字似乎与“骨碌”或“轱辘”无关。当是经过与四川三例不同形成过
程而成立的。笔者难以提出好的答案，承蒙陕西师范大学邢向东教授指教，
说，陕北地区方言的鼻音声母实际音值是 mb nd g，乍一听，容易与不送气声
母 p，t，k 混同。
邢教授大作《神木方言研究》音系说明第二条说：
m n  伴有明显的同部位浊塞音成份，实际音值是 mb nd g，但不如同音
系的高家堡话强烈。(p.45)
这许是继承唐代长安音的特点。大概 intervocalic 而轻读的 [t] 往往读为
[d]，由于“矫枉过正 hypercorrection”而被认作 [n]，最后成了 k() nu(r)。
《神木方言研究》的〈拾贰 代词〉〈二 指示代词〉〈处所〉有如下例子：

近指

神木：这搭儿 t2 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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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儿搭儿 n24 n21
高家堡：这搭儿 t2 tr24
搭儿 tr213
搭儿起 tr24 thi21
万镇：这搭儿 t2 tr24
搭儿起 tr24 thi21
远指

神木：那搭儿 n4 n21
高家堡：那搭儿 n4 tr21
万镇：那搭儿 t34 tr24 (p.565) （10）
24

21

“搭儿搭儿”读 n n ，应是“类推”所导致的变读。就是说，“这
搭儿”、“那搭儿”的“搭儿”变为 n24（← d24← t24）后，n24获得
代表性词音的地位，“搭儿搭儿”亦仿照读成 n24 n21了。要不然，经过如
下演变过程而成立，即 ：

矫枉过正
24

21

24

21

双声化
24

21

24

21

t t → t d → t n → n n 。

“搭儿搭儿”该读前重后轻。轻读音节声母给重读音节影响，即上面双声化的
变化是不容易设想的。后者的可能性没有前者大。
比神木话（老派）更明显地读作 mb nd g 的高家堡话的对应词未变成“这
搭儿 t2 nr24”，这大概是因为此下位方言里还没有发生“矫枉过正”现象的
缘故。

6.2. 如何形成 ：第二假设
陕西户县大王镇 蛤蟆咕嘟 x35 ma31-35 ku31 tu31 蝌蚪 （3）
35

31-35

xu ma

31

31

ku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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蝌蚪 （3）

35

31-35

x ma

31

31

ku tu

蝌蚪 （3）

陕西兴平：蛤蟆蛙 x35 m31读音特殊 ua55 蝌蚪 （3）
陕西扶风：蛤蟆咕嘟 xuo24读如“河”ma31 ku31 tu31 蝌蚪 （3）
24

xua

31

读如“黄”ma

陕西洋县：黄蟆骨蚪 xua ma ku tou

31

31

ku tu

蝌蚪 （3）

小蝌蚪 778 （2）

甘肃天水：红马各鲰 xun35 m0 kuo213 tsou213 蝌蚪 175
陕西安塞：蛤蟆蝌蚪儿 x5 ma31 k5 nour0
陕西绥德：虼蚪儿 k5(�ke5) iour0
5

5

0

k (�ken ) nour

蝌蚪 （4）

蝌蚪 （9）
蝌蚪 （9）

蛤蟆虼蚪儿 k5(�kem5) ma42 k5(�ke5) iour0
5

5

0

胳肘儿 k (�ke ) iour

蝌蚪 � 一大堆（9）

胳肘 （9）

我 构 拟 演 变 过 程 如 下， 即：“ 蛤 蟆 蝌 蚪 ”xa ma kh tu → xam ma kh
tu(xa ma k tu) → xa ma k tu(xam ma k tu) → xa ma k tu(xam ma kn
tu) → xa ma k nu(xam ma kn nu) →（失去“蛤蟆”）→ k nu(kn nu)。
就是说，前面“蛤蟆”二音节里发生的鼻化影响到后面“蝌蚪”二音节，“蝌
蚪”变为 k nu。然后成为 k() nu。我们记词汇读音时，一般用单字音系里
出现的语音形式。上面例子均记作 k() nu 等，前面的音节没有鼻音成分。
但日常生活的会话当中，实际音值大概是 kn nu 或 k nu。参看上面绥德方
言“蝌蚪”、“肘”对应词的自由变体。
第一假设的弱点在于，除了神木话指示代词的“搭”以外未发现同样
t → n 的例子这一点。第二假设的弱点是除了笔者亲耳听到的绥德例子以外，
至今没有确认有自由变体存在的情况。目前没有更好的答案。待将来搜集更多
有关材料后深入探讨。暂且提出上面两种初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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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西北方言 ：
“蝌蚪”－“胳扭胳膊肘”
我们已在4.1. 北方方言（河北以西）：
“蝌蚪”
―“虼蚤”里看到“蝌蚪”、
“胳肘 胳膊肘”二词的谐音关系。下面重新讨论这两者的类音牵引问题。
下面类型 A 未呈现两者之间的类音牵引现象。“蝌蚪”对应词的声母为 k- n-，
“胳肘（子）：胳膊肘”的声母为 k- t-。

类型 A
陕西延安：虼努儿 k54 nur-43
54

53

胳肘 k tu

蝌蚪 陕西词汇304

胳膊肘儿 陕西词汇425

陕西绥德：虼□儿 k nur 蝌蚪 普通3781
胳肘子 k tu ts 胳膊肘儿 普通2556
陕西安塞：蛤蟆蝌蚪儿 x5 ma31 k5 nour0
5

21

0

胳肘子 k tou ts

蝌蚪 （4）

胳膊肘 （4）

下面类型 B 的特点是“蝌蚪”对应词的声母为 k- t-，“胳肘（子）：胳膊
肘”的声母为 k- n(i)-：

类型 B
内蒙二连浩特：虼蚪子 k t · z

蝌蚪 普通3781

隔肘子 k ts · z 胳膊肘儿 普通2556
隔肘子 k ni · z 胳膊肘儿 普通2556
山西平鲁：虼蚪子 k34 tu213 l0
34

213-30

圪肘子 k tsu

研究153
l21

研究164

圪纽子 k34 niu213 l34-21

研究164

2

42-33

山西晋源：圪蚪蚪 k tu

42

tu

蝌蚪 140

胳扭 k2 iu42 胳肘 151
山西原平：圪蚪 k0 t213 蝌蚪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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圪扭 k0 ni213 胳膊肘 81
山西太原北郊区：圪蚪儿 k2/35 tei312 ai33 蝌蚪 204
圪扭 k2/35 niei312 胳膊肘 204
河北阳原：虼蚪子 k tiu · t

蝌蚪 普通3781

胳膊纽子 k p niu · t

胳膊肘儿 普通2556

-------------------------山西静乐：圪蚪儿 k212 t-33 蝌蚪 216
圪努 k212-4 n314 肘 230

类型 B 与类型 A 相反，“蝌蚪”对应词读“蝌 (k-) 蚪 (t-)”，而“胳膊肘”对应
词读“胳 (k-) 肘 (n-)”。在此顺附带说明一下，据《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
（第一册）〈阳原同音字表〉pp.242-243，阳原“蝌蚪”对应词的“蚪”读 tiu
是此方言正规反映，流摄一等字韵母一律读为 iu，与三等韵母读音 iu 仍然有
别，绝不是个别特殊音变的结果。参看上面“胳膊纽子”的“纽”字读音
niu。因此毫无疑问，阳原的例子可以归属于类型 B。
“胳膊纽子”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大概是由于“俗词源”而变为“胳
扭子”的结果。参看下面“胳膊肘”对应词：

山东汶上：胳膊曲子 k213-21 phu0 thy213-21 ts0 ～往外弯 101
胳膊弯儿［肘儿］k213-21 phu0 ur213 [tur312] 胳膊肘 101
Cf. 山东阳谷：胳膊肘子 k13-21 phu0 thu42-55 ts0
陕西商州：胳膊肘 k31 po0 tou53
31

0

肘 162

胳膊肘儿 陕西词汇424
0

胳肘腕儿 k tou var

胳膊肘儿 陕西词汇424

陕西宝鸡：胳膊弯弯 kuo21-53 pho0 ua21-53 ua0 胳膊肘儿 陕西词汇425
陕西渭南：胳膀肘子 k31 pa0 tou52 ts0

胳膊肘儿 陕西词汇424

胳膀拐子 k31 pa0 kuai52 ts0

胳膊肘儿 陕西词汇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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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是手腕关节部分，容易联想到“曲折”、“弯曲”、“拐弯”等意义。“胳膊
肘”改称为“胳扭”正是从“肘”字联想到与此有谐音关系“扭转”的“扭”
的结果（有的例子写作“纽”，当改为“扭”）。
参看下面例子：

类型 C
陕西绥德：虼努儿 k32-54 nur213 蝌蚪 陕西词汇304
胳扭儿 k32-54 niur213 胳膊肘儿 陕西词汇425
陕西绥德：胳扭子 k3-5 niu213-21 ts0 胳膊肘儿 陕北58
山西离石：虼努儿 k nur 蝌蚪 普通3781
胳肘 k u

胳膊肘儿 普通2556

山西临县：圪努儿 k24-21 nr312 蝌蚪 40
胳□ k24-21 312 肘 45；
53
Cf. （阳平44）柔揉、（上312）□ ~ 腰子：宁草绳、
（去 ）肉 22

山西中阳：蝌蚪 k2 n214

方言志73

圪扭 k2 214

肘 方言志84

类型 C 是“蝌蚪”对应词的声母为 k- n-，“胳膊肘”对应词的声母为 k- n或 k- 。两者语音形式还不完全一致。这里先要讨论“胳膊肘”k-  的形成过
程。“扭”字大概曾经有过日母读音。翻看《广韵》只有“女久”、“陟柳”二
切，均属上声有韵。一是泥母、一是知母，没有日母读音。但看下面例子：

山西灵石：圪扭骨

胳膊肘 公安3/94

山西灵石：圪柔骨 k213 zou44 kuei214
山西榆社：胳乳骨子 k

22-44

山西中阳：圪扭 k2 214
山西临县：胳□ k

24-21

312

zv

肘 县志604
22

0

ku t

肘 方言志84
312



肘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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胳膊肘 154

山西离石：胳肘 k u

胳膊肘儿 普通2556

陕西吴堡：胳扭、胳揉 /rou/、胳挪 /nou/ 肘子，即上臂与前臂相接处的外侧
808
山西静乐：圪努 k212-4 n314 肘 230
山西平遥：胳肘 k54 u53

AA75、民俗119（11）；cf. u53（上）“扭纽” 简

志39

“扭”字到底中古时代就有日母读音（即“特字”），还是西北地区尔后发
生的独特演变，在一些方言里成为日母字了？现在难以遽然作出判断。暂且认
为西北地区在过去某个时代“扭”字已有日母读音 *iu。现把各方言“胳扭
胳膊肘”里“扭”字读音，分成三种演变，如下：

“扭”字构拟演变过程
A: (*niu → ) *iu

→

→

iu

u

→

zu

（中阳、临县、离石、吴堡） （灵石、榆社）
B: (*niu → ) *iu →
（平遥）

→

iu

u

→

nu

（静乐、吴堡）

C: *niu → niu →

niu →

niu（“女久切”相当）

（阳原、二连浩特、平鲁、晋源、原平、太原北郊区）

C 是来自与中古“女久切”对应的正规泥母三等字反映。
下面类型 D 是由于“类音牵引”，“蝌蚪 k() nu”向“胳肘 k() niu”
靠拢，最后变得与此同音。

类型 D
陕西神木：圪扭儿 k4 ni21 蝌蚪 研究362
隔扭渠 k4 niu21 thy44

胳膊肘的内侧 研究383 ←“胳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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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神木：虼牛儿 k3-5 ni0 蝌蚪 县志559
胳扭去 k3 niu213-21 thy42

胳膊肘 县志561 ←“胳扭曲”

蝌蚪 252

内蒙伊金霍洛：圪牛儿

胳膊肘 249 ←“胳扭曲”

圪扭区
5

陕西绥德：虼蚪儿 k (�ke5) iour0
5

5

0

k (�ken ) nour
5

蝌蚪 （9）
蝌蚪 （9）

5

蛤蟆虼蚪儿 k (�kem ) ma42 k5(�ke5) iour0 蝌蚪 ~ 一大堆（9）
胳肘儿 k5(�ken5) iour0 胳肘 （9）
5

0

5

21

k tour

胳肘 （9）
0

k tou ts
5

3

胳肘 （9）
3

胳膊肘子 k p (�puo ) tou21 ts0

胳肘 （9）

---------------------------------------------------内蒙临河：虼鸟儿 k nir 蝌蚪 普通3781
胳膊肘子 k p t · ts

胳膊肘儿 普通2556

---------------------------------------------------陕西吴堡：虼蛲儿 k /nour/

蝌蚪 809 （8）

胳扭、胳揉 /rou/、胳挪 /nou/

肘子，即上臂与前臂相接处的外侧
808

笔者推测，临河方言“胳膊肘子”对应词曾经有过“胳扭儿”的形式，
“蝌蚪”向此靠拢变为“虼鸟儿 k nir”后，受普通话或周围优势方言的
影响，“胳扭儿”就被“胳膊肘子”淘汰了。

6.4. 未能解释的问题
山东崂山：果果闹子 ku55-434 ku0 n42-55 ts0

蝌蚪 870

Cf. 山东五莲：哥哥豆子 ku214-21 ku0 tou31-55 t 0
Cf. 山东胶南：蝈蝈当子 ku

55-324

0

21-42

ku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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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ts

蝌蚪 潍坊94
蝌蚪 县志544

Cf. 山东胶南：哥哥荡子 ku55-324 ku0 ta21-42 ts0

蝌蚪 青岛165

Cf. 山东诸城：虼虼当子 ku53-24 ku0 ta31-55 t0 蝌蚪 诸城124
Cf. 山东诸城：哥哥荡子 ku214-31 ku0 t31-55 t0

蝌蚪 潍坊94

---------------------------------------------------山西静乐：圪蚪儿 k212 t-33 蝌蚪 216
圪努 k212-4 n314 肘 230
陕西吴堡：虼蛲儿 k /nour/

蝌蚪 809 （8）．

胳扭、胳揉 /rou/、胳挪 /nou/

肘子，即上臂与前臂相接处的外侧
808

山东崂山的例子是孤例。已在上面3.3.2. 和3.3.3. 介绍了类似的形式。
大概是由“ku ku tu ts”或“ku ku ta ts”变过来的。但对于其形成过
程，未能提出适当的解释。
上一节里暂且放在类型 B 末尾的静乐和类型 D 末尾的吴堡，此二例亦未能
得到满足的解释。静乐“胳膊肘”对应词的“努 n314”和陕西吴堡“胳挪”
的“挪 /nou/”一样，本字也许是来自日母特字的“扭”。另外亦有受“蝌蚪”
的影响，即由于“类音牵引”变为 n ( ← ni) 的可能。
吴堡“蝌蚪”对应词的“虼”字读音 k 当是 k 之讹。此方言“胳膊肘”
对应词共有三种形式，即“胳扭”、“胳揉 /rou/”、“胳挪 /nou/”。“胳”字均缺
音标，现无法知道具体音值，但很可能与“虼”同音。那么，最后一种“胳挪
/nou/”，虽然儿化与否这一点有异，其他语音特征都与“虼蛲儿”一致。“胳
膊肘”的此三种词形大概是吴堡方言内部差异的反映。其中“胳揉 /rou/”和
“胳挪 /nou/”也许是在同一个方言当中并存的从由日母特字的“扭”构成的
“胳扭”变来的不同层次的两个形式。参看上面6.3. 里面〈“扭”字构拟演变
过程〉A 和 B。
吴堡的情况也许和静乐一样，与上面其他例子相反，“胳膊肘”对应词向
“蝌蚪”靠拢变化，即先有“胳扭”，“胳扭”向“虼蛲儿”靠拢变化，丢失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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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音，成为“胳挪”。如果是这样，只有“胳揉 /rou/”是来自日母特字的“胳
扭”。那么，应该去掉上面6.3. 里面〈“扭”字构拟演变过程〉B 的最后阶段。

注
⑹

原文是日文。现把它翻译成汉语，各个方言例子一律省掉出处，其基本内容如下：
某个词（多为复合词）中的某字由于特殊音变，与原音相乖离。以“俗词源”的

理解写白字时，不一定选出完全同音的字。那么变读和白字之间仍为不完全对应的关
系，白字固定下来后，为了消除例外对应，最后拿白字单字音来代替。参看下面“童
养媳妇（子 / 儿）”的例子∶
河北获鹿：童养媳妇儿 thue55 ia0 si13-21 fr0

146；“童”thu55（平）95

河南洛阳：囤养媳妇儿 thun13 ia53 si31 f3

童养媳 研究152；“童”thu31（阳平）

研究62
山东淄川：团养媳妇子 thua55-24 i0 i214 fu0 0 童养媳 68
山东博山：团圆媳妇子 thua55-24 ia31 i214-24 fu33 4

童养媳 研究134；同音字表不收

55

55

55

“童”字，当作 t u （上）；“养”i （上）研究53；“圆”ya
h

31

（上）研究50；“圆”～团圆媳妇：童养媳 ia （上）研究50
山东寿光：团圆媳妇儿 thua55-35 ya0 i213 fur0

童养媳 99

博山方言对应词变如 thu i i fu () → thun i i fu → thuan i i fu → thuan in
i fu → thuan ian i fu，从字面来看，第一、二音节虽解释为“团圆”，但与这二字读
音还不完全同音，可认为“圆”字在此词中变读为 [ia55]。寿光方言第一、二音节与其
单字音完全一致。(pp.83-84)
就是说，经过连读音变，“童养媳”对应词先有像博山这样的过渡阶段，然后其
实际语音进一步向“团圆媳妇”白字写法中各字的正规读音靠拢，最后与此一致，成
为 thuan yan i fu(r)，如寿光“团圆媳妇儿”[thua55-35 ya0 i213 fur0]。
⑺

44
44
k 原文讹作 kp 。

⑻

原文讹作“虼蛲 kγ nouγ”。

⑼

承蒙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蓉教授赐教。刘教授，本人是绥德人。父亲为同县吉
镇人，70多岁，母亲为同县白家岭人，60多岁。太田记音（2010.8.9）。这里的记音采
用的是“印象记音法 (impressionistic method)”。

⑽

神木近指还有“这儿这儿”、“这搭儿搭儿”、“这里”，远指还有“那儿那儿”、“那

里”； 高家堡近指还有“这里”、“这的”，远指还有“那里”、“那的”；万镇近指还有
“这儿”、远指还有“那儿”。表里除了这三个地点以外，还有贺家川。近指有“这儿”、
“这儿这儿”、
“这里”，远指有“那儿”、
“那儿那儿”（原文有国际音标。现一律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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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形式与目前讨论的问题没有关系，姑且不予考虑。
⑾

53

53

u ，《民俗》原文讹作 u 。现据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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