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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次壮语红水河土语通解度的调查，是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与广西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一起合作完成的。使用红水河土语的壮族大约有 250万。这次调查所用

的工具主要是录音话语测试和词汇表比较。此调查显示红水河土语可以分为三种语种。这三

种语种的交流中心分别为都安县的高岭镇、兴宾区的迁江镇及象州县的运江镇，而在这三种

语种当中，最能代表红水河土语的是迁江镇的语种。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方言学，壮语，红水河土语。 

Abstract 

This intelligibility survey of Zhuang speech varieties spoken in the Hongshui He area of 

Guangxi was carried out as a cooperative project by SIL East Asia Group and the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Minority Language Commission. The Hongshui He region is home to around 

2.5 million Zhuang speakers. In conducting the survey, the primary tools used were Recorded Text 

Tests and word list comparis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urvey show that Hongshui He Zhuang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alects. Proposed centres of communication for each of these dialects are: 

Gaoling township, Du’an county; Qianjiang township, Xingbin district; and Yunjiang township, 

Xiangzhou county. Of the thre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entire Hongshui He area is 

Qianjiang. 

Keywords: sociolinguistics, dialectology, Zhuang, Hongshui He verna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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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感谢 

这份报告的作者，对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参与此次调查的人员所做的贡献

表示深深的谢意。没有他们，田野调查将不可能实施。从调查开始，该单位的领导们便热心

地促成这次调查，并时刻关注调查过程当中的进展。调查中，他们陪伴着我们，介绍我们给

市、县、乡镇1的领导，确保我们之间的合作能顺利地进行；又精心安排数据调查人，帮助

我们保证调查数据的质量。他们工作尽心尽责。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

究所副所长黄行在百忙中抽空校对。这份报告若有所不足之处，责任全在作者这一边。 

第二章 介绍 

 

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人数超过 1, 600 万。2 当中有 1,400 多万人居住在广

西壮族自治区3，范围从广东的西部到越南的北部。100 多万人住在邻接广西的云南省的东

部，另外 50 万人住在广东（见图一）。壮族是基于行政管理目的而确定的一个民族，有一套

全民族通用的官方批准文字系统。 

壮族源自广西，考古证据表明，5,000 年前壮族的祖先已知道如何在湿地中种植稻谷。

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476 年)，他们沿着左江的悬崖铸造高质量的铜鼓。壮族有许多节日，

最著名者当首推三月三歌圩。他们以挚爱音乐、喜欢赛歌以及刺绣色彩斑斓的绣球而闻名全

中国。 

近几年，许多壮族人已迁往城市地区，住在城里的第二、第三代壮族人不懂壮语的现象

并不是罕见的事。不过，壮族的大部分人口依然住在乡村（即使许多人移居东部沿海省份从

事临时的工作），壮语既是他们的母语，也是家庭、集市和乡镇及村级政府的交际语。事实

上，一份资料声称，97%的壮族人口能理解壮语中的某些方言。4 

                                                        

1 参见附录二中国行政管理单位，图六。 

2 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出版的 2,000 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正确的人口数

字是 16,178,811。所有的人口数字都是根据这份材料。 

3 一个“自治区”的行政地位相当于一个“省”，还拥有来自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高

度自治权。中国还有另外四个自治区：西藏自治区（藏族）；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 

4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1994），8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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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中国南部壮族的分布 

 

 

 

 

 

 

 

 

 

 

 

 

 

 

 

 

 

 

 

 

 

 

 

 

 

 

 

 

 

第一节 壮语及其方言 

中国的语言学家趋于认为壮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的壮傣语支。中国以外的语言学

家把壮语归属于台语言，台-加岱语系侗台语族（壮侗语族）中的台-石（Tai-Sek）或北-台

（Be-Tai）语支。别的台语言包括泰语、掸族语（缅甸）、老挝语、侬语（越南）和布依语。

语言学家通常把壮语分成两大方言：壮语北部方言和壮语南部方言。5 壮语北部方言通常被

划归台语支北部组，而壮语南部方言则划归台语支中部组。6 壮语则进一步划为十二个土语，

如表 1 所示： 

                                                        

5 张均如（1999）；罗黎明（2005）。 

6 更多关于壮语和其他台－卡岱语系语言分类的讨论，请参见埃德蒙森

（Edmondson）和苏尔尼特（Solnit，1997），第 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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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壮语的十二个主要土语7 

 土语 估计总人口 (2002) 

壮语北部方言 
(邕江和右江流域以北) 

邕北 1,980,000 
红水河 3,300,0008 
桂北 1,500,000 
柳江 1,560,000 
右江 870,000 
邱北 200,000 
桂边 1,000,000 

壮语南部方言 
(邕江和右江流域以南) 

邕南 1,760,000 
左江 1,660,000 
德靖 1,080,000 
砚广 308,000 
文麻 200,000 

 

和汉藏语系和台-加岱语系中的许多语言一样，壮语主要是单音节、有调值、词形不起

变化的语言，它本身有量词、复合词和词缀，词序类型为主语-谓语-宾语（SVO）。与汉语

和别的汉藏语系语言不同，壮语有名词后的修饰成份和“SVO+“not”+V”这样形式的疑

问句（与 SV+“not”+VO 这样的形式相反）。大约 30%到 40%的日常用语是汉语借词。 

根据张（1999）的资料，红水河流域的壮语具有如下突出的特点：9  

1) 有前声门化的鼻音，即[ʔm], [ʔn], [ʔɳ], [ʔŋ]; 

2) 有独特的[r]音素，尽管不同的地方发音会不同，如都安发[r], 上林发 [hj], 来宾发 

[ɣ], 贵港发 [r]; 

3) 颚化辅音在不同地方有自己的特色，如上林发[pj] >来宾发[pɣ] >贵港发[pr]; 

4) 有相对于武鸣[ɕ]的塞擦音，如上林为 [ɕ/θ], 来宾为 [ts], 桂平为 [ts]; 

5) 调值和周围地区的调值相似或相同，它们并没有分化； 

6) 音节结尾位置的长元音[i:], [u:], [ɯ:], 通常没有过渡音； 

7) （标准音的）[i] 转为 [ei], [u] 转为 [ou]. 

隋朝时(公元 581-618 年)，一套基于汉文的、被称为“生字”（ “sawndip” or “raw 

writing”）方块壮语文字系统得到发展，但它没有得到规范。后来这套文字系统逐渐不再使

用，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政府（为壮族）创造了一套基于罗马字母的新的文字系统。

众多的书籍和政府文件被译成壮文。新的文字系统根据武鸣县的邕北土语，而武鸣县则紧靠

南宁市的北部。10 

                                                        

7  这个表来自罗（2005），第 1234-1235 页。 

8  这个数据高于下面所给出的数字，因为它包括连山土语，一些语言学者把它当作

红水河土语的一部分。 

9  张（1999），第 34-5 页。 

10  这一段的资料来自于罗（2005），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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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红水河流域概况 

红水河地区位于红水河下游流域和柳江流域的东部，而柳江则位于壮族居住区北部之中

间地带。这个地区从都安县横贯至贵港市，其东北大部连接贺州境，并延展至广东省。11[8]29,31

这个区域大部分为山区，由喀斯特地貌石山12和较高的“泥山”所组成，这一点正如它们的

汉语名。这个地区的道路交通系统相当好，同时还在不断地扩展中，但还是有许多村寨只能

靠徒步才能到达。估计有 270 万壮族人在这个区域繁衍生息。13 

 

图 二 红水河土语所覆盖的县份，这次调查没有包括阴影相对浅的县份 

 

 

 

 

 

 

 

 

 

 

 

 

 

 

 

 

 

 

 

第三节 红水河流域居民及其语言 

除了是众多壮族人的家园，红水河流域还是汉、瑶、苗、毛南等民族的栖息之地。附录

一列出了各县或市辖区壮族相对于其他民族的人口比例。 

这个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均在一定程度上能理解普通话，这方面

的情形，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程度。此外，作为广泛流通的交际语(LWCs)，许多汉语方

言通行于整个红水河流域。这些汉语方言主要包括桂柳话，它是一种西南官话（桂柳话之名

                                                        

11  张（1999），第 29、31 页。 

12 喀斯特地貌由水和像石灰石这样的可溶石头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在广西许多

地方，它导致了通常只有少量土壤覆盖的锯齿状、塔尖式喀斯特山丘的产生。 

13 由于红水河土语跨越不同县市的分界线，我们不能给出准确的数字。这些数字是

基于该地区每一个县每一个乡农村壮族人口的比例而得到的估计数字。（县一级的数字是

2000 年人口普查结果报道的数字，乡一级的数字是各县志报道的数字，它们大多数发表于

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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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桂林市的“桂”和柳州市的“柳”的合称）、白话，粤语的一种（它的发音受壮语的影

响非常深）、平话，这主要是在南宁市说的一种方言，包括上林和横县。在红水河流域一些

地方中也有人说客家话，比如马山县。 

壮语本身也被作为广泛流通的交际语（LWC）在一些不是壮族人居住的社区当中使用，

特别是在都安和大化县的瑶族社区中，他们或把壮语当作第二语言，或是在不再说自己瑶话

时把它作为母语。14 都安、大化的瑶族通常说苗瑶语族语苗语支中的布努语，并把它作为

自己的母语。住在更靠近东边地方，如上林县、兴宾区、鹿寨县的瑶族通常说优勉方言，这是

一种勉语。15  

在最近一次政府发起的社会语言学调查中16，广西 50%被调查的人报告说他们说普通

话。50%的人还报告说他们能说桂柳话，36%的人报告说他们能说壮语，33%的人说他们能

说粤语（主要是白话）, 12%的人报告说他们能说瑶语，12%的人报告说他们能说平话，6%

的人报告说他们能说客家话。将近一半人口，49%的人报告说他们能说两种语言.此外，29%

的人报告说他们能说三种语言。超过 180 万（2.1%）的人自称他们能说四种不同的语言。17 

第四节 红水河流域壮语的语言活力 

如上所述，许多居住在城区的壮族人，特别是那些住在来宾和贵港这样城市的人，不再

使用壮语。一些县的县志报告说，即使在农村地区，许多壮族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正在

处于从使用壮语转移到使用汉语的过渡期上。18尽管有种种不利因素，我们绝大部分的背景

资料研究表明，红水河流域绝大多数人依然使用壮语，事实上，除了教育、可能也包括政府

行政领域，壮语是所有领域口头交际中使用的最主要的语言。 

很普遍地，几乎第三节提到被调查的红水河流域的人都说他们能说壮语，而且还在几乎

所有生活领域中使用。下面的表二的内容是那次调查结果的摘要。很明显，壮语是一种有高

度活力的向前发展的语言。 

                                                        

14 在所有的广西瑶族人口中，据报道24.4%的人能说壮语。见郑作广（2005）第19-20页。 

15 广西瑶族语言的情况很复杂。更多的信息见毛宗武（1982）等人的文章。 

16 这次调查于 1998 至 2001 年在中国进行，由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和全国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组织实施。它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同类调查规模最大的一次，来自于中国省、市、

县、乡超过 60 万的人接受了面对面的调查。郑作广（2005）给出了该次调查的结果，其中

也提供了关于广西多彩的语言情况的深邃见解。 

17 见郑作广（2005）, 第 16-19 页。对于这些数据，汉语的方言，包括桂柳话和平话，

被当作独立的语言予以计算。瑶语的三大分支（优勉、布努和拉珈）也被当作独立的语言

予以计算。然而，并没有给出不同壮语方言的独立数据。 

18 参见的《平乐县志》（1995），第 705 页和《阳朔县志》（1988），第 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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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红水河流域不同县份报告的壮语水平 19 

县或市区 调查人数 壮族在当中所占

的百分比 
自称能说壮语的

人所占的百分比 
自称能说普通话

的人所占的百分

比 

自称能说汉语一

种方言的人所占

的百分比 
上林 50 26.0 100.0 76.0 14.0 

武宣 60 71.7 98.3 55.0 83.3 

贵港 60 41.6 98.3 61.7 86.7 

忻城 70 94.3 95.7 18.6 75.7 

象州 80 100.0 95.0 20.0 97.5 

兴宾 60 86.7 95.0 56.7 96.7 

马山 180 57.1 94.4 56.7 77.8 

鹿寨 60 41.7 31.7 31.7 96.7 

桂平 240 18.3 20.8 45.0 98.8 

 

当进行此次田野调查时，我们观察到：作为主要的口头交际语，壮语确实在整个红水河

流域当中到处都能听到。我们只观察到唯一的一个村是孤例，村中村民说的是汉语，而不是

壮语。这个村叫黄茆，位于武宣县境内。从表 2 可以看到，它呈现出这么一个特点：说壮语

较少的，主要是红水河流域的东部地区（比如鹿寨、桂平）。它可能基于这些地方壮族人口

比较少，而他们通常分散居住在人数占多数的汉族当中。 

第三章 调查目的 

我们进行此次调查，目的是更好地理解红水河流域内壮语口语在语言学上的多样性。调

查中，我们询问如下问题来达到我们的调查目标： 

 

 根据语言（方言）通解度，红水河流域不同的壮语语种到底有几个语言集群？ 

 在这些壮语集群中的壮语里，哪个地方的壮语能成为最好的参考点？ 

 

“参考点”的概念对理解这次调查至关重要，所以有必要略加数语加以解释。对世界范

围的众多语言来说，一个村和邻村的口语有轻微的不同是非常普遍的，但这些不同不至于影

响到相互间的理解。然而，当考虑整条江河流域的方言链时，位于源头的 A 村和沿江而下

的邻村 B 村交流上困难最少，同样地，B 村和邻村 C 村也能交流得很好，一村一村往下，

直至位于河口的 Z 村，问题是，当 A 村和 Z 村的人相会时，他们会发现用他们自己本村的

话很难交流。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至少需要什么样的语言点，才能确保沿江方言链上的所有

人能充分理解从众多当地语言点中选择出来这一个参考点呢？情况可能会是这样，一个政府

的广播台进行调查，发现从源头到江口的整个流域的人大都能理解 M 村的语音。假如是这

样的情形，他们很可能选择 M 村的语音作为参考点，而使用来自该村的人准备广播节目。

另一方面，很可能的情形是，仅仅一个参考点并不能满足所有需求。也许调查会发现，E 村

的人说的是相当奇怪的变化特别大的语言，以致没人能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E 村的语言会

被认为是没有联系的局外者。余下的 25 个村，人们会发现它们可以作如下分类：G 村的人

说的话能被 A,B,C,D, F, H 和 I 村的人所理解；P 村的人说的话能被 H, I, J, K, L, M, N, O, Q, 

R 和 S 村的人所理解，而 W 村的人说的话能被 S, T, U, V, X, Y, Z 村的人所理解。当然，这

                                                        

19 所有的数字均取自郑作广（2005）。都安和大化县的数字没有列出，因为这两个

县的取样模型有点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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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有重叠的现象，假使局外者 E 可以忽略不计，我们至少还需要三个参考点才能覆盖所

有的人。 

揣摩这个概念的另一种方法，是想象通过画圆圈的方法，来对不同地方的关联语言进行

分类。每一语言集群的特定参考点，将是从那个地方挑选出来的语言，因为圆圈里其他地方

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它。通常的情况是，有书写形式的参考点，相对于只有口语形式的参

考点来说，具有更大的扩展性。此次调查，我们只调查口头壮语，因为很少壮族人能用壮文

来阅读和书写。 

第四章 使用的方法和工具   

我们最主要的工具是录音话语测试（Recorded Text Test）法，我们使用它来测定不同地

方语言之间的相互理解程度。最理想的情形是，我们能访问整个红水河流域数量众多

的村庄20，在每一村中收集用于测试的文本。然后我们在每一个访问的村子里测试这些收集

来的每一个文本的理解程度。然而，由于资源有限，相对于理想的情形，我们只能从广大人

口中提取少量的样本。因此，这次调查的结果不能很可靠地反映该流域所使用的壮语的具体

的变化。虽然如此，这次调查的结果还是反映了该流域不同地方壮语之间的主要差别。 

首先我们在 20 个调查点中分别收集词汇表。我们决定其词汇相似的程度，然后选择词

汇上能成为整个流域代表的少数调查地点。下一步，我们重新回到这些调查点，一一记录将

用于理解程度测试的文本。最后，我们重新访问以前的调查点，来一一测试这些代表点文本

的理解程度。 

第一节 调查点的选择 

这次调查覆盖的流域，说壮语的人估计总数为 250 万人。21 正如上面图二所列明的一

样，该流域共有 16 个县22 ，这些地方皆说红水河流域的壮语。我们计划从这些县份中选择

尽可能多的调查点，以更好地覆盖整个流域。我们决定不包括鹿寨东边的县份，因为那里说

                                                        

20 假定整个地区有 250 万人口、每个村的平均人口数为 200 人，那么将共有 12,500

个村之多。如果我们从这些村中随机取样、在我们的样品能代表整个地区人口和可靠区间

为 5 的前提下确保 95%的可信程度，那么我们将需要 373 个村的取样规模。 

21 这是作者自己的估计数字，基于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各县县志所给出的人口百

分比例的信息的综合。这个估计数字包括了那些会说壮语的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都安和

大化瑶族自治县的瑶语，不管壮语是他们的母语或是第二语言。尽管这样，这个数字还是

低于我们所估计的该地区应有的 270 万壮族人口的数字。原因是因为住在市区的壮族人不

再说壮语而转为说汉语。 

22 广西一个县的平均人口约为 4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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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语的人数相对比较少，另外便是令人起疑的高度“汉化”现象。23上世纪 50 年代调查数

据的历史比较分析表明，相比在红水河流域使用的壮语，连山（广东省）壮语是一个完全分

离的地方语言，所以我们决定这次调查也不包括这个地方。24 

接着我们便收集人口统计学上的数据，包括人口数目、乡镇或县份壮族人口在其中的数

量或百分比、有关说壮语人的数量和不同地方语言的信息。红水河流域的县份或市辖区，凡

有壮族人口 5 万人或更多的，我们至少从中选择 1 个数据调查点。对壮族人口占其总人口

50%以上的县份，我们每一个县便选择两个数据调查点。所以如下各县均包括在我们的调

查范围内：南宁市的上林和马山县；河池市的大化和都安瑶族自治县；25 来宾市的

忻城、武宣、象州县及兴宾区；柳州市的鹿寨县；还有贵港市辖下贵平市和港北区。 

浏览了我们可得到的地图后，我们选择了最好体现不同县份壮语特点的代表乡镇。我们

努力选出不同的代表乡镇，有些离红水河较近，有些则远一些，位于较高海拔的地理位置上。

我们尽量不选择彼此毗连的两个乡镇。当我们得到特定县份有关当地语言的信息时，我们会

尽可能选择代表这些地方语言特点的乡镇。26由于时间限制，我们只能局限于 20 个的词汇

表数据点。下面的图三标出了词汇表收集的乡镇名。 

接着，我们去到那些被指定的乡镇，通过咨询我们的合作伙伴，即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的官员，以及县乡两级的当地干部，以确定词汇表收集的具体村庄。我们的标

准是，这些村庄的村民应是 100%的壮族人，地理位置不靠近大路。通过稍微远离那些车来

人往的路径，我们希望接近较少受村外操流利汉语访客影响的语言（关于数据点更多的资料

请参见附录三）。 

为录音话语测试目的而选择的、用于记录和测试的调查点，位于收集那 20 个词汇表的

代表乡镇的辖区内。由于时间限制，我们不能再一次到每一个词汇表收集点进行录音话语测

试。我们用来选择进行录音话语测试的记录和测试地点的方法，根据我们的词汇表分析，这

一点我们还会在第四章第二节第一点词汇表的收集中予以解释。 

 

 

 

 

 

 

                                                        

23 比如在阳朔县，尽管那里有将近 30,000 壮族，韦树关教授（广西民族大学）估计

该县说壮语者不会超过 4,000 人（个人交流，2006 年 3 月）。这个数字来自于 2006 年 4 月

在高田镇（根据韦教授，该镇是阳朔县唯一保留下来的还说壮语的地方）进行的一个非正

式调查。见康蔼德（Castro，2006）《广西阳朔县非正式调查报告》（未发表文稿）。荔浦、

平乐、钟山县志的注释均表明当地壮语的活力非常低。钟山有关的资料并不明确，但该县

壮族说壮语者不会超过 30%，它可能是 20% 左右（4000 人）。在平乐，壮族占总人口的

5%， 但说壮语者仅为 0.6%，少于当地壮族人口的 20%。荔浦相关的问题，很可能是壮族

人口的减少更甚于壮语使用的衰退。在 1990 年，壮族占人口比例为 11%，但到了县志发表

时的八年后，该比例已降到 8.9%。见《荔浦县志》（1998），第 869 页，《平乐县志》（1995），

第 705 页，《钟山县志》（1995），第 700 页。 

24  柯思恩（Cochran，2006），第 4 节。 

25 尽管大化和都安都是瑶族自治县，但应该注意的是在这两个县当中，每个县壮族

的人口还是超过了 70%。见国家统计局（2003）相关数据。 

26 有关红水河流域各县县志更多的注释，请参见附录四，有关红水河流域不同壮语

语种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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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 以乡镇名列出的调查选择的数据点 

 

 

 

 

 

 

 

 

 

  

第二节 工具 

为了测量壮语语种之间的词汇相似度，我们收集不同的词汇表，并运用以下描述的词汇

相似度对比方法予以比较。我们也进行一些基于词汇表数据的调类分析以帮助预测（方言）

通解度，因为从与壮语工作者的交谈中我们已知壮语的调类差别会对（方言）通解度产生巨

大的影响。为了测量（方言）通解度，我们使用录音话语测试法。 

一、词汇表的收集 

我们使用一个 511 个词条的词汇表，该词汇表设计用来覆盖日常使用的词汇、包括 200

个基于斯瓦迪士（Swadesh）207 词表的核心词27，以及那些可能是原始台语词根的词汇。28 

我们总是通过引用耶德尼（Gedney）的调类词29来开始我们的工作，以实实在在地把握该地

区不同地方语言的调类和音调，然后再扩展至整个词汇表。 

                                                        

27 我们的 200 个核心词基于斯瓦迪士（Swadesh）207 的词汇表，但根据壮语的具体

情况作了小的变动。例如，“冰”和“冷冻”被省略，这是因为壮族生活在亚热带气候区。

“狩猎” 一词在最后的分析中被省略，因为在壮语中，只要后面加上词汇“鸟”或“鹿”，

这个词常被当作“打”或“追赶”来理解。“动物”从分析中也被省略，因为壮语中没有

关于野生或驯养动物的抽象词汇。一些词被添加到有 200 个词条的该核心词词汇表中，因

为对壮族文化来说，它们更是一些中心的概念，如词汇“水牛”和“饥饿”。 

28 众所周知，除了词汇中的大部分源于原始台语外，壮语还包括一些古汉语借词。

这个 511 个条目的词汇表制订，倾向于收录那些可能源于原始台语的词汇，这样可帮助将

来台－卡岱语系语言学者希望尝试进行的历史比较分析工作。原始台语的重建请参见李芳

桂（1977）的文献。这个词汇表也包括了 60 个注解，对耶德尼（Gedney，1972）描写的 20

个耶德尼（Gedney）语调盒形图表，图表中的每一个语调都确保至少引用 3 个壮语词来予

以说明。这不仅能帮助可能的历史语言分析，也能帮助转录者澄清每个调查点 10 个调类的

语音学上的形成形式，从而有助于整个词汇表的准确转录工作。 

29 这些在耶德尼（Gedney，1972）的文献中有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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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村，我们询问 3 位年龄在 18 至 65 岁的受试者，他们均符合如下标准： 

• 在该村出生和成长； 

• 在村外生活的时间很少; 

• 前牙完好无损; 

• 在乡下的伙伴看来，他们的发音很清晰。 

只要条件许可，我们会尽量包括一个年轻人和一位老人。这不是绝对的要求，当寻找发

音人时，我们会放手让我们当地的合作伙伴自行判断何为年轻何为年老。我们不会指定特定

的某一年龄。我们从这些发音人当中得到我们的词汇表，通常每个调查点会花上一天半的时

间。收集词汇表时三位发音人坐在一起，时常相互帮助提醒所要收集的词，或是从几个可能

的词汇当中选出最适合的一个来。收集词汇时，尽管我们要求三位发音人每一个人说一个词，

但当我们察觉发音上的差异时，我们会选择一个合适的词记录在抄本上。同是“说出合适的

词”的这个人，我们会选择他来录音。通常当我们完成耶德尼（Gedney）调类词时，根据

发音人说话的清晰度、他们对我们要求反应的敏捷性，以及他们录音的合适度（不太可能会

对着扩音器大吼）等诸多印象，我们会选择一个最合适的人来录音。 

收集词汇表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从中相互比较，以评估哪一个数据点最能代表壮语的不

同地方语言，即哪一个最有可能被别的地方语言所普遍理解。我们用来确定词汇语音上是否

相似的原则，皆基于布莱尔（Blair，1990）30所描述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见附录五。通过

对结果数据应用不同的百分比临界值，我们根据词汇的相似度把数据点进行了分类。我们从

中选出了 5 个具有最高的 75%或 78%临界值的词汇相似度的文本收集点（请看第五章第一

节 词汇表分析）。 

二、录音话语测试法的文本收集 

对这 5 个文本收集点，我们一一收集了适于录音话语测试法的文本。这些我们收集到的

文本，是一些当地人讲述的简短故事。这些是源于他们个人经历的真实故事。故事讲述人的

选择标准是这样的： 

• 他们很少或没有离开他们成长的村庄； 

• 他们的父母也住在同一个村里面； 

• 他们在家都说壮语; 

• 他们没有言语障碍,村里其他人认为他们说壮语既好又清楚。 

他们告知他们的故事将用来在其他地方播放，故事很可能在中国和国外发表，录故事时

已征得他们的同意。 

从每一个文本收集点收集到合适的故事后，我们把它译成汉文，编出汉文文本中的理解

题。并单独播放给同村 5 到 10 个另外的人听，我们开始测试这些故事，然后问我们编的问

题，看哪一些问题能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回答。如果他们不能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回答，我们便

假定这个问题基于某些原因是一个不好的问题，便把它从编写的系列问题中删去。在所有的

个案中，前期的测试我们会剩下至少 10 个答案皆为百分之百的问题。附录七标出了我们用

来进行测试的完整文本，包括用来询问的理解问题，以及测试如何被记录下来的信息。 

三、使用录音话语测试法进行测试 

最后的步骤是选择测试点。由于时间和预算的限制，我们不能在所有的 20 个数据点中

进行测试。最后我们选择了 10 个数据收集点，确保词汇表中的每一个组别都至少有 2 个点。

我们尽可能多地覆盖整个延展的地域。图四列出了录音话语测试法被记录和测试的地点。 

 

                                                        

30  布莱尔（Blair，1990），第 30-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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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 录音话语测试数据点 

 

 

 

 

 

 

 

 

 

 

 

 

 

 

    文本收集点。 

     测试点。 

 

接着我们到那 10 个数据收集点去，对 10 个人分别播放 2 至 3 个故事，问他们相应的问

题，然后把他们的答案记录下来。在这个步骤中，我们自行判断播放哪一个故事，以及播放

的顺序。通过检查可能的受试者在村外生活了多长时间、他们到哪里旅行过等诸如此类的问

题，我们尽量选择那些没有机会学习测试点语言的人。31 对壮族人来说，到广东等东部沿

海省份，或到广西其他地方的工厂做工，或在别的能挣钱的行当打拼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当兵时，男人们通常住在别的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当我们感觉候选人后天学习获得的理解

可能性过高的话，我们会婉拒他们。当我们知道他们在村外生活过时，我们会进一步探明，

他们在去过的地方说的都是什么样的话。当我们想他们很可能已接触过别的地方的壮语，而

不是一种汉语方言时，我们会拒绝选择他们。 

平均来说，我们 66%的受试者说他们从来没有在村外生活过。32其余的受试者平均在村

外生活少于 3 年，在村外生活最长时间超过 5 年的只有 2 例。更重要的是，在理解度高的那

些地方，标准偏差均低于 15%，这表明这样的理解能力是先天固有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
33 用别的话来说就是，在标准偏差过高以至于我们怀疑理解能力是后天习得的那些地方，

全部理解的得分是如此之低，以致于我们可以确信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解度均处于不充分的水

平上。 

                                                        

31 被询问的全部问题列表请看附录八：受试者筛选的问题。 

32 当我们收集故事时，我们仅通过当地的 5 个人来测试它们。这些收集地中的两个，

即武宣桐岭和象州运江，我们已从先前的故事收集点得到了一些故事，所以我们就对 5 个

人测试了这些故事，因为假如支付他们半天的辛苦费，而不抓住机会用其他地方的资料来

进行一点理解能力测试的话，那就似乎太可惜了。从每个地方来的这 5 个人并不是用和其

它地方相同的方式进行筛选。读者很可能想对得到的结果打点折扣，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

决定报告这些结果，因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这些结果都是有其自身价值的。请注意，

在那些例子的多数情形下，理解能力都显得比较低。 

33  格林斯（Grimes，1990）文章 7.2 节中说：“一个 15%或 15%以上的标准偏差表

明通解度上双语能力重叠存在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较少的标准偏差便表明没有

双语的问题牵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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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录音文本进行测试时，根据词汇表数据，我们先用最容易为当地人理解的故事，，

这和先构建进行“家乡话测试”、以便受试者熟悉测试程序的普通做法有所不同。34 我们变

更的原因如下： 

• 首先选择受试者最有可能理解的测试文本；在难度上，我们相信我们给他们一些和家乡

话测试大致相当的东西。 

• 卡萨德（Casad，1974）描述的程序是这样的：文本的任何部分将不能对任一受试者播

放超过 1 次，问题必须第一次就能正确地回答。但是我们测试的执行程序和卡萨德

（Casad，1974）描述的程序相比有更大的灵活性，所以我们并不认为先使用家乡话测

试来使受试者作好准备是个关键问题。 

• 大体说来，我们的受试者生活在能接触一些电子媒体的地方，他们中的大部分已接受过

一定程度的教育。我们并不认为，因为使用声音记录或一问一答这样形式的陌生感，会

使我们陷入不能正常进行测试那样的窘境。 

• 使用家乡话测试的好处，是使受试者熟悉测试进行的程序，但其不足是增加受试者的疲

劳感，在对一位受试者进行后面阶段的测试时，这可能会超过他注意力集中的范围。 

• 时间少又受预算限制下，不使用家乡话测试对我们进行调查提供了一些便利。 

回想起来，我们不使用家乡话测试的决定似乎甚为妥当，因为如果测试程序的熟悉程度

真的影响结果的话，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结果，会在受试者单独进行第一次文本测试时，

不能正确的回答前面的几个问题就反映出来。35 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现象从未发生。我

们把我们在每个测试点进行第 1 次测试的前 4 个问题的结果和后 4 个问题的结果进行了比

较，发现结果很相似。在某一个特定的测试点，当所有的受试者被问及第 1 次测试的前面 4

个问题时，多给出了 1 个不正确答案的，仅仅有 4 例。这些例子每一个的具体情形是这样的： 

• 在武宣县黄茆镇，1 位受试者在第 1 次测试时答错了象州县运江镇测试文本的 4 个问题。

我们注意到他听力有些问题。像这样的例子，我们想家乡话测试会有所帮助，因为他会

在这一轮的测试中筛选出去。 

• 10 位来自鹿寨的受试者，当听他们的第 1 份测试文本、同样的也是象州县运江镇的测

试文本时，总共失了 7.5 分（总分最高为 40 分）。这可以和后面 4 个问题没有失分的现

象相比较。但更进一步的检查表明，没有哪一个受试者的失分会超过 1.5 分，而其中单

独的一个问题便占了所有失分中的 5 分。并不是所有录音话语测试中的问题难度都一

样，对初试者来说，好象运江镇的测试文本中的问题难度更大。（请注意，紧挨上面的

子弹点部分也是运江镇的测试文本。）我们想，即使我们先进行家乡话测试，这些难题

的大部分还是很可能会失分。 

• 当兴宾区寺山乡的人听武宣县桐岭镇的测试文本时，相对后 4 个问题全答对的情形来

说，前面 4 个问题他们答错了 2 次。我们注意到，这 2 次答错全在 4 个问题中的最后 1

个上，这表明它难度可能稍微大一些。同样，在那 4 位的问题前，没有什么不熟悉测试

程序的迹象表现出来。 

• 最后，当来自象州的受试者听兴宾区迁江镇的测试文本时，在前面 4 个问题中他们答错

了 3 次，但经比较发现，他们在后面 4 个问题中共答错了 11 次。 

当让 1 位受试者完成第 1 份录音话语测试后，我们接着用我们认为处于第二位最容易理

解的文本继续进行测试，最后便是选择表中我们认为对听众来说最困难的那一份文本。偶而

我们会得到积极或消极的结果，5 个人接受测试后我们会停止测试一个特定的故事，而改为

用另一个来代替。在另外的情形下，我们时间宽裕，而受试者并不疲倦，我们会播放别的一

个或两个故事。 

紧张对一些受试者来说，会是一个影响结果的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

                                                        

34 见卡萨德（Casad，1974），第 2.2.2(3)节。 

35 见布莱尔（Blair，1990），第 7.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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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做这样的测试，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不能理解某一段落或故事，这对我

们来说都没什么，以尽可能让他们放松。说“我不懂”，并不像不能回答学校的考试题那样，

因为我们不是测试他们的知识，而是通过测试来看这个故事在他们的地方在多大的程度上能

被理解。整个故事，我们会对每一个受试者完整地播放 1 次，然后一节一节地重播。每节结

束，关于这一节的理解题会用汉语来询问以测试（受试者的）理解程度。有时，被选择的人

只对说壮语有自信。36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位既懂汉语又懂壮语的当地人会为受试者翻译询

问的问题，然后，很有必要地，翻译他的答案。我们清楚地交待翻译，他们不应建议任何答

案，提供暗示，或类似的东西，他们唯一要做的，只是翻译问题和答案。然而，在大多数的

情况之下，询问问题，给出答案，一般都是用普通话，或是用广泛流通的交际语(LWC)。37 

如果受试者一开始并没有获得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让他们再听一次故事的相关部分。

在听者很明显被外部的因素（如鸡跑进屋，有人进来和他们说话，等等）分心这样少而又少

的情形下，我们会第 3 次对他们播放故事的相关部分。对一些受试者来说，我们发现，我们

不能使他们等一等以让我们问问题。相反，他们会立刻告诉他们听到的东西。当这样的情形

发生时，我们让他们赶在前头（因为我们不能再做别的了），如果他们正确地重述我们所要

询问问题的部分，我们标记好，全然当作他们答对了问题。38 如果这个人不能完全重述相

关部分，我们便会问相关的问题。如果他们不能回答，我们重放一次录音，就像我们对别的

受试者所做的一样。如果他们还是不能回答或重述适当的部分，我们当作不能正确回答来标

记该问题。 

在迁江，在一位受试者进行了多个录音话语测试之后，我们放弃了她测试的结果。第 1

和第 2 个录音文本的测试她做得很好，但之后和别的受试者相比便显得非常差。多方考虑后，

我们决定她不应被接受为第 1 个地方的文本受试者，因为她住在别的地方 5 年后刚回家，我

们所关注的是，在长时间说粤语后，她可能正处于回来说壮语的这么一个过渡期。因为这样

的原因，在迁江我们只计算 9 位受试者的分数。 

每 1 个录音话语测试结束后，我们问受试者关于他们认为他们理解了多少、他们认为他

们刚听到的壮语语种和他们当地的壮语会有多少不同，以及他们对故事的讲述者从哪里来等

等问题的总印象。当决定对他们测试结果进行定性上的评价时，尽管更多地强调他们原始的

分数，他们的反应也被予以考虑。 

                                                        

36 在所有 115 位录音话语测试受试者当中，19 位（等于 17%）使用壮语来回答。这

些人当中，14 位是妇女。 

37 我们调查所到的大多数地方，广泛流通的交际语（LWC）是一种西南官话的不同

变化形式，即“桂柳话”。在中里（港北）和石龙（桂平），其广泛流通的交际语（LWC）

是“白话”，即粤语的广西次方言。 

38 这录音测试测试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卡萨德（Casad，1974）描述的方法和斯塔尔德

（Stalder，1996）描述的“快速评价”方法的混合物。至关紧要的是，(所使用的)方法学不

应颠倒过来影响最后结果的可靠性。因而我们决定在进行录音话语测试的测试过程中有必

要采取一定程度的变通方法，使受试者尽可能放松，然后他们便能集中精力在他们听到的

文本上，而不被测试形式的“异质（新奇、不熟悉）”所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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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果和分析 

第一节 词汇表分析 

第一批结果得自对词汇表分析的结果。附录六的表 11 列出了所有数据收集点之间有关

511 个词汇表的词汇相似的百分比。除了他们本身的百分比，这个图表基于 78%的临界值对

数据点进行了分类。39 这些类别用不同的阴影予以标明。它指明有如下类别（参考点用粗

字体标示）： 

集群 1: 都安县高岭, 大化县岩滩, 大化县流水, 马山县白山, 都安百旺 

集群 2: 上林县塘红 , 忻城果遂, 忻城北更, 兴宾区迁江, 上林县明亮 

集群 3: 武宣县桐岭, 兴宾区寺山, 港北区中里 

集群 4: 象州县运江, 象州县大乐, 鹿寨县四排, 武宣县黄茆, 鹿寨县鹿寨镇 

请注意马山县永州镇和桂平市石龙镇这两个数据点，并没有包括在任何集群中。 

在相对低一点的 75%临界值，只有 3 个集群标出，以上林县塘红、武宣县桐岭和象州

县运江 3 个点为参考点（请看附录六的表 12）。两个相同的数据点，即马山县永州和桂平市

的石龙，还是没有包括在任何集群中。 

附录六的表 13，列出了基于相同 75%临界值的只有 200 个核心基本词的分析结果。这

里，有一个新的参考点，即兴宾区的迁江镇，被当作一个代表 13 个语种的参考点。令人感

兴趣、也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对包括全部 511 个词的词汇表的分析，在 70%的临界值上，除

了鹿寨，兴宾区迁江镇可以当作数据点全部成员的参考点（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是上林的塘红，

它 70%的词汇和别的 15 个语言变体相似）。因此，在词汇上，兴宾区迁江镇的当地壮语可

以说是整个红水河流域最好的代表。这和柯思恩（Cochran）对 1954 年词汇表数据的历史比

较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它显示来宾县是包括来宾、上林和都安壮语这么一个集群当中的中心

口语语种。40 

基于这些结果，兴宾迁江、都安高岭、上林塘红、武宣桐岭和象州运江的当地壮语被选

择用来当作使用录音话语测试法进行测试的录音文本。 

第二节 调值分析 

除了对词汇表数据进行词汇统计的分析，我们也分析了原始台语中不同调类语音上的形

成。这样的分析，其背后支撑的基本理论是，如果在两个不同的数据点，两种不同的调类语

音上形成的方式如出一辙（或是，如果同一调类语音上对应于另一个地方的不同调类），这

很可能导致两个语言变体之间在理解水平上出现重大的简约化变形。因此对于每一对语言变

体，根据每一个调类出现的频率，理解上的“阻抗”程度会在两个方向上被予以考虑、反复

权衡。41 根据理解上的“阻抗”程度高低，不同的语言变体被予以分类。这样分析的结果，

                                                        

39 78%是一个基点，是大多数集群得以形成的门槛，而对这些集群来说，每一个都

有一个以上的语言变种。如在 80%这样的基点，只有 3 群话语变种可以放在一起予以分类，

而在 75%这样的基点，也只有 3 个集群得以浮现（形成）。我们寻找 5 至 6 个集群，好为

录音话语测试法的录音文本选择潜在的故事收集地。 

40 见柯思恩（Cochran，2006）第 4 节。在 1954 年的调查中，寺山被选为来宾县（现

兴宾区）的代表语言调查点，参见张均如等人（1999）第 2 与 109 页。 

41 这里是根据白丽珠（Milliken，1999）描述的“系统关系”程序来予以考虑、反复

权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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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详细解释见附录九，表明这些语种可以分成三大“调类地区”。 

• A 地区: 都安县, 大化县, 忻城县, 上林县北部 (塘红); 

• B 地区: 兴宾区, 马山县, 桂北市, 港北区, 上林县南部 (明亮) 和武宣县南部(桐岭); 

• C 地区: 鹿寨县, 象州县和武宣县北部 (黄茆)。 

这些类别，大体上和下面运用录音话语方法来测试的结果所表明的类别相吻合。事实上，

仅仅对数据点的每一个的语音调类简略扫一眼，也会得出一个和上面描述的详细分析结果相

似的简略分类。表 3 列出了“调类地区”每一个的共同特点，它也包括了属于每个地区的所

有数据点。42 

 

表 3 红水河流域壮语的调查地区 

调类 

地区 包括的地方 调类 调类特点 典型的调类 

A 

大化县流水乡 

大化县岩滩镇 

都安县高岭镇 

都安县百旺乡 

忻城县北更乡 

忻城县果遂乡 

上林县塘红乡 

1 高降（在一些地方先低升） 53 
2 低降（在一些地方先低升） 21 / 231 
3 高升-降 453 / 343 
4 低升（通常先降） 214 
5 中平 33 
6 中降 31 

B 

上林县明亮镇 

兴宾区迁江镇 

兴宾区寺山乡 

港北区中里乡 

桂平市石龙镇 

武宣县桐岭镇 

1 高升 35 

2 低升（在一些地方先低降） 24 / 213 
3 中平 33 
4 低降  21 
5 高平 55 
6 中降 31 

C 

象州县大乐镇 

象州县运江镇 

鹿寨县四排乡 

鹿寨县鹿寨镇 

武宣县黄茆镇 

1 带喉塞音的高降 54ʔ 
2 低升-降 231 
3 高降 53 
4 低降-升 214 
5 高升 45 

6 
带喉塞音的低降（在一些地

方在喉塞音后再低升） 
31 / 21ʔ3 

- 
马山县白山镇，马山

县永州镇 
基本属于 B 调类地区，但第二调是降调，而第四调是中平。 

                                                        

42 所有数据点声调语音学上的形成的一览表请参阅附录十一，所有调查点调类语音

形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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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明的是，武宣县北部，以武宣黄茆为代表，被分到 C 调类地区，而不是想象中

的 A 调类地区。这是因为，黄茆壮语第 5 调的语音形成表明，和分到 A 调类地区一样，它

也能分在 C 调类地区，另外，因为黄茆地理上更接近 C 调类地区的其他数据点，而不是那

些 A 调类地区的数据点。所有数据点调类语音形成的完全表请查看附录十一。 

有趣的是，表 3 和附录九给出的表 14 都跟范秀琳与康蔼德（Yang、Castro）通过应用

词表分析（在此调查中被称为对数据的列文斯坦恩[Levenshtein]远程分析）的形式得到的分

类大体上平行。 

第三节 使用录音话语测试法进行测试的结果 

当分析录音话语测试的结果时，我们首先计算每一个录音话语测试地点所有受试者的平

均分数和标准偏差。这些结果在附录十表 17 中已予以列出。基于这些用数字表示的记录，

结合受试者在听完每一份录音文本后提供给我们的、他们自称的理解水平，通过使用三个宽

泛的类别“完全理解”、“理解程度高”和“理解程度低”，我们给他们的理解水平作出了一

个定性上的评价。 

在对定性结果和定量结果之间作比较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清晰的相互关系。我们评价住

在平均得分是或超过 86%测试点上的受试者的表现为“理解程度高”， 住在平均得分是或

低于 77%测试点上的受试者的表现为“理解程度低”。令人感兴趣的是，没有出现在 77% 和 

86%之间的平均得分。当 77%依然可以认为是一个“高”分数时，事实上我们发现，分数是

或低于这个临界值的受试者，在理解录音文本有意义的部分上很明显存在着困难，通常他们

会描述他们自己不能很好地理解录音文本。 

下面的表 4 列出了录音话语测试的结果。所有对来自某一特定数据点的故事理解程度高

或完全理解的地方皆被涂上阴影。从表 4 可以看出，在每一个测试点，要求和人们交流的参

考点的最少数目是 3 个，而参考点的不同组合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兴宾迁江镇的录音文本是

最为广泛理解的文本，在 8 个测试点，它皆获理解程度高的分数。 

塘红的壮语是另一个被广泛理解的语言变体，但对我们来说，它似乎是所有录音文本中

最容易获得高分的一个。它包括涉及某人一件事情的陈述，说的是这人赶他的牛群到外面去

放牧，牛群跑进了别人的玉米地里。对一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很容易地猜对，因为这故事主线

本身具有可预言的特性。43我们想，这可以人为地提高分数，所以我们对塘红文本在一些测

试点高度的理解程度抱着怀疑的态度。 

正如上面方法学部分所提到的，在一些地方我们时间宽裕，对一些受试者播放了额外的

几个故事。在这样的情形下，受试者的人数太少，以至难以计算出有意义的标准偏差，而这

样的结果通常不会认为是可靠的数据。这些结果在表 3 已经列明，但均用问号予以标记。 

在别的情形下，当测试 5 位受试者后我们得到的结果清楚地表明受测试人或是全部理

解、或是全然不解时，我们将在一个测试点停止播放某一特定的录音文本。这些地方的标准

偏差也不再具有意义，因为受试者的人数过少。然而，我们相信，这些结果是可靠的，所以

我们把它们包括在表四中，并用星号予以标记。 

读者也应注意，来自武宣桐岭和象州运江受试者的测试结果基于仅仅 5 位参加者的分

数，因为这些是录音文本收集的地方，但不是全然的测试地点。其原始分数请参阅附录九。 

 

 

 

                                                        

43 例如，我们询问的其中一个问题是：“牛去哪啦？”受试者中的一位回答很正确，

他说：“他们总是去到玉米地里面去。” 



 

 

21 

表 4 录音话语测试结果表明的理解水平 

 说 

听 
都安高岭 上林塘红 兴宾迁江 武宣桐岭 象州运江 

大化县岩滩镇 完全 高 低 低*  

都安县高岭镇 完全 高 低 低?  

马山县白山镇 高 高? 高 低  

忻城县北更乡 高 完全 高 低* 低? 

上林县明亮镇 高 高 完全 高 低? 

兴宾区迁江镇 低 高 完全 高 低? 

兴宾区寺山乡 低 高 高* 高 低 

贵港区中里乡 低* 低 高 高 低* 

武宣县桐岭镇  低 高 完全  

武宣县黄茆镇   低 高 高 高 

象州县运江镇   低  完全 

鹿寨县鹿寨镇 低 低* 低* 低* 高 

第六章  结果摘要 

下面的表 5 以一个完整的形式列出了我们分析的所有结果。数据点根据他们的调类地区

（基于附录九描述的分析）被涂上阴影。图表涂上黄色阴影的地方象征录音话语测试理解水

平的“高”或“完全”，或是词汇表分析中有至少 75%词汇的相似度。 

第七章 结论和建议 

这次调查的录音话语测试和调类分析结果表明，一个很自然的结论是，红水河流域壮语

可以分为 3 个不同的集群。 

对这些语言集群中的每一种来说，能最好地作为参考点的地方并不是很清晰。象州运江

对东部集群来说是唯一可能的参考点。然而，都安高岭或上林塘红两者中的一个可以成为西

部集群的参考点，而兴宾迁江或武宣桐岭两者中的一个可以成为中部集群的参考点。 

仅基于录音话语测试的结果，在这些可能的解决办法当中作出选择会非常困难。我们想，

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选择都安高岭和兴宾迁江作为西部和中部壮语集群的参考点，理由如

下： 

1) 兴宾迁江作为参考点，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这是因为，基于词汇相似度的百分

比和基于柯思恩（Cochran，2006）从事的历史比较研究，兴宾区壮语到目前为止是

整个红水河流域最理想的代表。相比其他别的文本，更多的地方充分理解兴宾迁江

录音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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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比较得出的录音话语测试和词汇相似度结果 
 说 
听 

 
都安高岭 上林塘红 兴宾迁江 武宣桐岭 象州运江 

县或区 乡/镇 
调类地

区 

录音话语

测试结果 

词汇表%词

汇相似度 

录音话语

测试结果 

词汇表%词

汇相似度 

录音话语

测试结果 

词汇表%词

汇相似度 

录音话语

测试结果 

词汇表%词

汇相似度 

录音话语

测试结果 

词汇表%词

汇相似度 

大化 岩滩 A 完全 86 高 75 低 74 低 68  66 

流水 A  84  76  73  68  67 

都安 高岭 A 完全 100 高 77 低 73 低 67  67 

百旺 A  78  81  75  70  70 

忻城 北更 A 高 75 完全 88 高 79 低 71 低 70 

果遂 A  73  80  81  71  71 

马山 白山 B 高 80 高 76 高 76 低 67  67 

上林 塘红 A  77  100  80  73  71 

马山 永州  B  72  68  70  65  62 

上林 明亮 B 低 71 高 79 完全 77 高 71 低 67 

兴宾 迁江 B 低 73 高 80 完全 100 高 76 低 75 

寺山 B 低 68 高 73 高 78 高 79 低 74 

港北 中里 B 低 66 低 69 高 74 高 79 低 70 

桂平 石龙 B  63  67  70  73  65 

武宣 桐岭 B  67 低 73 高 76 完全 100  73 

黄茆 C  66 低 71 高 73 高 77 高 94 

象州 运江 C  67  71 低 75  73 完全 100 

大乐 C  69  71  75  75  87 

鹿寨 四排 C  68  71  73  72  84 

鹿寨 C 低 64 低 69 低 68 低 68 高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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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林塘红位于西部和中部壮语集群的接壤区。因而选两者中每一方都不是最理想的

代表（两者被视作一体时却是最理想的代表）。 

3) 同理，武宣桐岭位于中部壮语集群区的东部边界，因此作为参考点，它不像是个最

合乎逻辑的选择。 

4) 以前，都安曾被选为北部壮语方言的参考点。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直至进入上世纪

70 年代，这个参考点被用来作为北部壮语方言的广播材料。44 

5) 大多数红水河流域说壮语者的住在调查地区的西部。因为这个原因，选择倾向于西

部的参考点，更可能覆盖这么一些县份，这些县份虽不包括在调查地区中，但在那

里我们怀疑还有许多能理解最西参考点的人。 

6) 能影响运用录音话语测试法进行测试的理解程度的因素之一，是故事本身的“难度”。

在进行录音话语测试的过程当中，我们逐渐确信，相对于其他测试文本来说，塘红

的文本只是更为容易一些和更具有猜测性。 

根据这些因素，我们建议把都安高岭、兴宾迁江和象州运江作为进一步收集语言学数据

的地点和作为将来语言发展项目的地点。可以预料，红水河流域大多数说壮语的人将能充分

理解这三个地方的语音资料。 

图五中的地图给出了关于红水河流域 3 个壮语集群的一个粗略的构想。提议作为参考点

的地方用菱形符号予以标记。基于这次调查的结果，我们相信，来自用多边形框定的地区中

各县份内所有地方的人，可以非常好地理解其所属壮语集群中的参考点所说的壮语。 

从图中可以看到，永州（属马山县）和石龙（属桂平市）是局外者，让人怀疑来自这些

地方的人能非常好地理解任何参考点的壮语，除非他们有强烈的动力去学别的地方的词汇。 

 

图  五  红水河流域中的三个壮语集群  

 

 

 

 

 

 

 

 

 

 

 

 

 

 

 

 

 

 

 

                                                        

44 蒙元耀，广西民族大学，23/04/2008 个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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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未解答之问题及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相对于其全部规模的人口和扩延的地理跨度，有限的时间和经费资源，意味着这些结果，

仅仅是有关这一地区语言（方言）通解度研究征程上的第一道关口。使用相似的方法，在不

同的县份进行一个更好的剥茧抽丝般的调查，或者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很可能会发掘出更多

的局外者。这些结果揭示了一个壮语方言链的存在，所以来自调查区外但住得不远的壮族人，

也能理解我们结论中选出的最近的参考点的壮语，这一点应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为了探知这

3 个参考点的资料会在多远的程度上得以扩展，我们建议对邻近地区进行调查。 

也提议对红水河流域东部壮语语言学上的活力作进一步的研究。以前的研究，我们自己

的观察，两者都表明，住在这些地区的一些壮族人很可能已转向说汉语，而不是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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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红水河流域各县区人口数字45 

这次调查当中没有造访涂上阴影的县份。 

表 6 红水河流域各县区人口数字  

  
官方承认的不同民族的总人口 

  

县/区 总人口 汉族 壮族 瑶族 苗族 毛南族 仫佬族 侗族 壮族人口

的百分比 
都安 543,019 15,170 399,142 117,609 3,499 3,975 2,392 13 73.5 

大化 367,970 27,121 261,277 78,963 124 119 78 34 71.0 

上林 379,986 57,054 297,939 24,697 84 24 9 36 78.4 

马山 399,439 62,625 302,035 3,3873 47 39 474 15 75.6 

忻城 343,556 14,427 315,354 7,051 1,881 16 3,202 59 91.8 

兴宾 839,790 224,516 600,360 10,475 1,936 122 526 577 71.5 

象州 293,548 76,406 212,849 1,927 317 22 1,568 220 72.5 

武宣 347,794 108,488 237,239 307 389 17 546 239 68.2 

港北 1,020,701 592,449 424,343 1,296 580 135 247 231 41.6 

鹿寨 418,665 198,062 208,262 8,424 871 106 402 1,132 49.7 

桂平 1,359,035 1,260,570 93,271 3,134 554 29 97 121 6.9 

阳朔 264,640 231,526 29,632 2,501 260 4 108 88 11.2 

平乐 394,575 315,837 21,744 55,553 465 5 60 91 5.5 

荔浦 346,169 277,734 41,425 25,893 301 6 38 243 12 

贺州 850,023 767,487 40,532 41,130 342 4 27 116 4.8 

钟山 460,021 398,369 20,834 40,241 107 - 22 121 4.5 

连山 99,070 40,573 44,141 14,195 51 - 1 15 44.6 

 

                                                        

45  所有的数据均来自 2000 年的人口普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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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中国的行政管理单位 

图六  中国的行政管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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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如桐岭） 

 

 
行政村（如新龙） 

 

 
自然村（如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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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调查数据点一览表 

在下面列出的数据收集点中的每一个村，我们选择的是拥有 100%壮族人口的自然村46 。
通常，我们会选择那些和使用汉语者、或是使用其他语言（非汉语、非壮语）者较少接触的

自然村。 

表 7 调查数据点一览表  

县 / 区 乡镇 行政村47 地理或方言代表 乡镇 
壮族人口48 

在乡镇全部

人口中壮族

的百分比 

鹿寨县 四排乡 水头村 鹿寨东北部方言
49
   

鹿寨县 鹿寨镇
50
 独羊村 鹿寨中部方言   

象州县 大乐镇 六回村 象州县东北部
51
 26,161 97.1 

象州县 运江镇 石鼓村 柳江东岸 30,982 77.4 

武宣县 桐岭镇 
新龙村

52
 

 
迁江南部

53
 18,355 99.9 

武宣县 黄茆镇 根村 迁江北部 16,716 72.1 

                                                        

46 在中国自然村是最小的村一级的单位。几个自然村统属于一个行政村，由该行政村的

村民委员会承担管理职能。 

47  村的选择，经和县城中的各县民委和县民语委官员讨论后作出。这时列出的村是“行

政村”，即村民委员会有办公场所的所在地。我们通常会到行政村附近的一个“自然村”，

或到一个没有政府办公室的村庄，来收集词汇表。 

48  壮族人口的数字皆来自各县县志。它们大多数是 1990 年的数字，只有都安和大化

例外，它们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数字。很遗憾，乡镇一级的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没有发布。 

49  根据《鹿寨县志》（1996）, 第 713 页，县里有 3 种不同的壮语。其中西部方言不

属于红水河流域的一部分，但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柳江壮语方言的一部分。 

50 我们在通常称为城关乡的地方选择了一个数据点。这个点现在和鹿寨镇合并，它也是

鹿寨县城的所在地。 

51  这个县绝对是一个壮族聚居的地方。 

52  新龙以前是一个单独的乡镇，但现在和桐岭镇合并。 

53  根据《武宣县志》（1995）第 676 页,县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壮语，即迁江北部壮

语和迁江南部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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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 区 乡镇 行政村 地理或方言代表 乡镇 
壮族人口 

在乡镇全部

人口中壮族

的百分比 

桂平市 石龙镇 永兴村 
乡东 (平阳、福平、黄塘、

五狮) 

40,231  

港北区
54
 中里乡 塘河村 奇石乡、 中里方言区

55
 43,427 92.3 

兴宾区
56
 寺山乡 大炉村 来宾东南部

57
  44,024 92.4 

兴宾区 迁江镇 大里村 近红水河的来宾西南部 36,086 82.6 

上林县
58
 

 

塘红乡
59
 

 
石门村 上林北部   

上林县 明亮镇 溯浪村 上林东南部   

马山县
60
 永州镇 胜利村 马山西部 41,015 88.9 

                                                        

54  根据《贵港市志》（1993）第 1133 页,贵港市（现在包括港北和港南区）有 4 个方

言区。其中的 2 个正好在红水河方土语区的边缘，邻接邕北土语区。 

55 1954 年桂西壮族自治区（州）壮族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在山北乡收集了一份词汇

表，作为港北区不同壮语方言区的代表。见张君如（1999） 第 2 页、第 111 页。为这次特

别的调查，我们因此决定选择一个代表单独方言区的数据点。 

56 兴宾区覆盖以前来宾县相同的地理区域。1954 年桂西壮族自治区（州）壮族文字

研究指导委员会在寺山乡大炉行政村寺脚自然村收集了一份词汇表。我们在相同的乡镇选择

了一个数据收集点，以便我们的数据可以和 1954 年的数据相比较。见张均如（1999）第 2

页、第 109 页。 

57 1954 年桂西壮族自治区（州）壮族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在寺山乡大炉行政村寺脚

自然村收集了一份词汇表。我们在相同的乡镇选择了一个数据收集点，以便我们的数据可以

和 1954 年的数据相比较。见张均如（1999）第 2 页、第 109 页。我们没有在兴宾区的红水

河流域北部选择一个数据点，是因为这个地区邻接壮语的柳江土语区。事实上，根据《来宾

县志》（1994）第 585 页，红水河流域在兴宾区里分为两大类语言，其中其北部语言属柳江

方言。 

58 1954 年桂西壮族自治区（州）壮族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在大丰镇收集了一份词汇

表。见张均如（1999）第 2 页、第 106 页。 

59 塘红被选为一个数据收集点，是因为作者之一的韩步思（Bruce Hansen）已经花费

了相当长的时间研究这里的语言，且很熟悉这个地方。 

60 当我们进行此次调查时，马山县民语办告诉我们马山境内实际有 3 种区分很明显的

壮语。我们没有在县境最东的地方选择数据点，是因为住在那里的壮族人口比例相对比较少。

它也和我们其中的一个数据收集点，忻城的北更，离得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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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 乡镇 行政村 地理或方言代表 乡镇 
壮族人口 

在乡镇全部

人口中壮族

的百分比 

马山县 白山镇 大同村 
马山中部(县城所在地代

表点) 
53,669

61
 87.8 

大化县
62
 流水乡 头水片 南部依话

63
  29,896 89.1 

大化县 岩滩镇 棉山村
64
 北部依话 26,726

65
 94.6 

都安县 高岭镇
66
 弄池村 侬话 52,571 93.4 

都安县 百旺乡 百旺村 蛮话 30,308 88.5 

忻城县 果遂乡 古楼村 红水河北部 26,995 97.6 

忻城县 北更乡 塘太村 红水河南部 27,841 98.1 

 

                                                        

61 这些数字是以前合群乡的数字。合群现在是县城所在地白山镇的一部分。 

62  1995 年以前，现在大化县的大部分地方属于都安县（其西北角是巴马县的一部分，

而其最南的带状地方，即红水河之南的地方，是马山县的一部分）。 

63  根据《都安县志》（1993）第 141 页，都安（和大化）有 3 个壮语土语区，也就是

大家所知道的“蛮话”、“侬话”和“依话”。 

64 棉山以前是一个单独的乡镇。现在是岩滩镇的一部分。 

65  这些数字是以前棉山乡的数字。 

66.  1954 年桂西壮族自治区（州）壮族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在 澄江乡六里村（靠近地

苏乡）收集了一份词汇表。见张（1999）第 2 页、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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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有关红水河流域不同壮语语种的注释 

表 8 有关红水河流域不同壮语语种的注释  
县份 记载在县志中的信息的摘要 

67
  

贺州 

南乡镇的壮族来自桂西的河池、宜山和南丹。他们是明朝时驻扎在这里的士兵的后

裔。他们大多数人说壮话。也有一些壮族住在别的乡镇上。在贺州的壮族总人口超

过 30,000 人。68 

钟山 壮族人口超过 20,000 人，大约 4,000 人还能说壮话。69 

平乐 
壮族超过 20,000 人70，但只有 0.6%的壮族人口还能说壮话（大约 2,000 人），他们

住在源头镇的六枧、启善、莲塘村，和同安镇的回龙村。71 

阳朔 
壮族主要居住在高田镇、普益乡和金宝乡。许多年轻的壮族人现在使用汉语来代替

壮语。72 

荔浦 

壮族总的超过 10,000 人。居住在茶城乡的壮族于明末从广东南雄、江西和湖南迁

来此地。他们集中居住在茶城乡、坪社、过村、屯留和文德村。也有相当多的壮族

人居住在马岭镇、双江镇和东镇。73 

鹿寨  

语音、语法和基本词汇大约 80%和北部壮语别的本地语言相同。这里的壮语基本

和邻县的象州、金秀74、柳城和柳江相同，来自这些地方的壮族可以用壮语相互交

流。75
 语音上，西北的壮语（四排乡）、中部的壮语（城关乡和雒容镇）、西部

的壮语（平山镇和中渡镇）及南部的壮语（导江乡和江口乡）有细小的差别。语调

和都安县的壮语语调非常相似。76 

象州 说壮话的人占了县境总人口的 60%（相当于县里壮族总人口的 80%以上）。77 

武宣 

有 2 种壮语的语种，一种说使用在迁江以北，另一种使用在迁江以南。南部的壮语

和贵港市的壮语接近。北部的壮语和象州县的壮语接近。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小，不

影响交流。78 

 

 

 

 

                                                        

67 人口数字取各县志公布数字的整数。 

68 《贺州市志》（2000）第 975 页。 

69 《钟山县志》（1995）第 700 页。 

70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 

71 《平乐县志》（1995）第 705 页。 

72 《阳朔县志》（1988）第 410 页。 

73 也称为东昌镇，《荔浦县志》（1998）第 869 页。 

74 金秀瑶族自治县也是红水河土语区的一部分，但住在那里壮族的人是如此的少，以

至于我们没有把它包括进我们的调查范围。我们选择的数据点其中的一个，即象州县的大乐

镇，和金秀县的边界非常接近。 

75 有趣的是，柳城和柳江县传统上划入柳江土语区，而不是划归红水河土语区，请参

阅张均如（1999）第 29 页。 

76 《鹿寨县志》（1996）第 713 页 

77 《象州县志》（1994）第 662 页。 

78 《武宣县志》（1995）第 6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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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份 记载在县志中的信息的摘要 

桂平 
桂平的壮族在明朝时从古田、八寨和力山迁居此地。别的来自贵州省。根据当地的

记载，也有一群壮族人从广东省迁到平南县, 才迁入桂平。79 

贵港 
贵港的壮语可以划分为 4 种语种：奇石、中里；东龙、古樟；三里、覃塘；大圩、

附城。每一种语种的基本语法特征相同，语音和语调稍微不同，但不影响交流。80 

来宾 
来宾市有两种壮语的语种。红水河把它们一分为二。红水河北部的壮语和柳江的壮

语土语基本相同，而红水河南部的壮语和红水河土语则一致。81 

上林 
85%的人口说壮语82（笔者注：这意味着有超过 20,000 人的、不是壮族而是其他民

族的人也说壮语。） 

马山 
县境中壮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稍微有些不同。马山县壮语的语音系统非常接近武

鸣县的标准壮语。83
 

都安 

都安有 3 类壮人，他们专门的名字是―布蛮‖ 、―布侬 (也称布土)‖ 和 ―布依‖。84
 都

安壮语属于红水河土语。有许多语种，但说得最多的还是―蛮话‖、 ―侬话‖ 和 ―依

话‖。 ―蛮话‖在百旺乡、加贵乡和拉仁乡使用，―侬话‖在澄江乡、地苏乡、高岭镇

和大兴乡使用，而―依话‖ 则在都阳和板升乡使用（编者注：这个地方现在属大化

县）。85 

忻城 
在忻城南部的 6 个乡镇，即北更、遂意、古蓬、红渡、新圩和果遂，那里的壮族说

壮语中的红水河土语。在忻城的北半部，那里的人说柳江土语。86 

平果87
 

 

平果县的壮语可分为海城、榜圩和都安 3 种壮语语种，这 3 种均属于壮语的北部方

言，而新安和城关的壮语语种则属于壮语的南部方言。都安壮语语种属于红水河土

语，而海城和榜圩的壮语语种则属于邕北土语，海城的壮语语种在海城、旧城、太

平、坡造和同老等乡镇中使用。榜圩的壮语语种在榜圩、风梧、黎明等乡镇中使用。

都安的壮语语种则在许多别的乡镇当中使用。88 

 

                                                        

79 该省位于广西的北部。 

80 《桂平县志》（1991）第 821 页。 

81 《贵港县志》（1993）第 1133 页。 

82 《来宾县志》（1994）第 585 页 

83 《上林县志》（1989）第 470 页。 

84 《马山县志》（1997）第 136 页。武鸣壮语位于邕北土语区，参张均如（1999）第

29 页。 

85 《都安县志》（1993）第 124 页。请注意每一个专门名字的第一部分，“Bu”, 在壮

语里明明白白是“人”的意思。 

 86 《都安县志》（1993）第 141 页。 

87 平果县没有包括进这次调查，因为在张均如（1999）的著作中没有提到它属于红水

河土语区，还因为在该县使用红水河土语的人的数量可能比较少。 

88 《平果县志》（1996）第 6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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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决定词汇相似度的规则 

我们制定一套规则来比较词条。一个原始语言构拟项目将可以揭示可靠的同源词百分比，

但我们没有时间来进行这种项目。在我们承认我们用来决定词汇相似度的规则不会得出完美

的结果，但至少这些规则能得出有用的词汇相似度的百分比。 

我们使用的那些规则是如何决定两个不同词汇表中的两个词条相似与否呢？是基于语音

上相似的部分的数量。我们使用的规则，基于布莱尔（Blair，1990）描述的那些规则。89
 

 

步骤 1 

每一个词根据以下规则首先区别为音节和音素： 

1) 壮语的音节结构是(C)V(C)，即（辅音）元音（辅音）, 括号中的辅音为可选择的部

分。假如音节的划分不明确，组成音节的开头部分的可能性会优先考虑，而不是其

结尾部分。（这种情形实际上并不经常出现，因为壮语很突出地是单音节语言，还

因为辅音作为音节尾部出现的数量比它出现在开头位置的数量少得多。）辅音在初

始位置上产生的大范围变化，包括腭音化辅音、唇音化辅音和软腭化辅音。对它们

的转写很可能会根据情况来重新划分音素。例如，转写[kia:p55]这样的词，为了适合

音节结构很可能转写为[kja:p55
]。（这不应解释为两个音节，因为单音节词在壮语中

占支配地位，因为没有对应两个音节的两个截然不同的调值的证据，还因为其大多

数的变化形式将插进一个作为第二个音节开端的非对比性的声门塞音。） 

2) 这个“V”（译者注：英语词“vowel [元音] 的第一字母）”在一些理论模型中写成

“V(V)”因为壮语中的元音通常被分析为有长-短的区别，尽管这个区别经常通过双

重元音而不是纯粹的语音长度的形式来实现。 

3) 最后的辅音可以是一个塞音、鼻音，或是一个半元音。 带着上面提到的再分割，在

相反的清晰的证据缺乏的情形下，在另一个元音之后出现在音节最后位置的高元音，

被重新分割成它们相应的半元音，然后被当作辅音来对待。 

 

步骤 2 

接着我们把需要比较的两个词的每一个音素排列起来。对音素中的每一对，基于它们在

语音上相似的程度我们分派一个类别数字，或是“1”，或是“2” ，或是“3”。类别数

字的分配，根据以下的规则 1：90
 

 

第 1类 

1) 准确匹配（例如，[b]出现在每一个词的相同位置）。这包括语音上相同的调值，不

管语音的形成是否相似。 

2) 在相同的语音特征中只有 1 个语音特征或 1 个度数不同的元音。例如，音素[i] 和 [e]

将被当作类型一，因为它们都是非圆唇前元音，只在开口大小程度上有区别。然而，

音素[i] 和[a]将不被当作类型一，因为它们在开口大小程度上的差别超过了 1 度。

[u]和[ɯ]仅在圆唇方面有差别，因而它们被当作类型一来对待。 

3) 总是出现在 3 对或 3 对以上词条相同位置的发音上相似的非元音音素。例如，来自

两个假设方言的以下词条中的对应辅音[k]/[c]将被当作类型一来对待： 

 

                                                        

89 见布莱尔（Blair）著作的词汇表的章节。 

90 这些规则中的一部分直接引自布莱尔（Blair，1990）著作中词汇表的章节，别的则

作了适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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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发音上相似的非元音音素的类型例子91 

 方言一 方言二 

手指甲 [cip fung] [kip fung] 

斧子 [cut'up] [kutup'] 

布 [lac] [lak] 

男孩 [cajal] [kaja] 

 

第 2类 

1) 那些在 3 对（参阅上面例子）中不能证明绝对正确的发音上相似的非元音音素。  

2) 有 2 个或 2 个以上语音特征不同(例如[a] 和 [u])的元音，或在相同的语音特征中有超

过 1 个度数不同(例如 [i]和[ɯ])的元音。 

第 3类 

1) 所有对应的音素发音上均不相似。 

2) 在 1 对词中的第 2 个词没有对应物的音素。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有“[男孩]”意思

的词汇中的[l]/[#]对应。 

 

步骤 3 

接着，基于每个词有多少个音素和每个音素所被给予的类别数字，我们决定两个词语音

上相似与否。为了决定词汇的相似度，我们会参阅表 10。 

 

表 10 词长和语言相似程度92 

词长 
（音素的数量） 第 1 类 第 2 类 第 3 类 

2 2 0 0 
3 2 1 0 
4 2 1 1 
5 3 1 1 
6 3 2 1 
7 4 2 1 
8 4 2 2 
9 5 2 2 
10 5 3 2 
11 6 3 2 
12 6 3 3 

 

例如，如果每 1 对词中的每 1 个词有 2 个音素，这两个音素必须属于第 1 类，这样才能

认为这两个词是相似词。如果 1 对词中的每 1 个词长度上有 3 个音素，所有这些音素必须属

于第 1 类，或是它们当中的两个属于第 1 类，第三个可以属于第 2 类。如果音素中的一对的

其中一个属于第 3 类，这一对词不能被认为是相似词。 

                                                        

91 根据布莱尔（Blair，1990）第 31 页作适当改变。 

92 这个图表直接引自布莱尔（Blair，1990）著作中词汇表的章节，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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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93   
上面的规则在每一对的比较中均使用，只是还需要考虑音调问题。接着，为了把比较词

的音调考虑在内，我们按照下面的步骤来进行： 

1) 不考虑调值的情况下，如果词汇不相似，我们不会去比较它们的调值。 

2) 不考虑调值的情况下，如果词汇相似，我们便比较词汇最后音节的调值。如果调值

相同，我们便得出词汇是相似的结论。 

3) 如果词汇最后音节的调值不同，我们会注意在词里是否有第 3 类的音素在其中。如

果有，被比较的词汇会被认为不相似。情况相反的话，我们认为它们是相似的。 

为了使这些规则溶入壮语的研究之中，我们添加了以下的限制和作了以下的澄清： 

1) 删除任何一部分是常规的过程，即是说，这会出现在三对以上的词汇中—那么，(被

删除的）较短的音节可以这样理解，就好像这个过程从没有发生过。例如，当一个[a]

后面跟着一个后高非圆唇半元音时，常规上这两个音素一起很可能变为一个靠近中

央的元音，有效的从一个特殊变化的词汇中，减少一个音节里的音素数目。这个事

例本身不应该阻止“语音上音节是相似的”这样的思路。 

2) 鼻音后的音节最后位置的声门塞音不能认为是一个分离的音素，鼻音前的音节最先

位置的声门塞音也不能认为是一个分离的音素。它们和鼻音是浑然一体的。 

 

 

                                                        

93 和在这份附录里的规则的其余规则不同，下列所述者皆由作者设计。布莱尔（Blair）

不该为它们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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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词汇表分析结果图表 

在表 11、12和 13中，在每一个基点上被选择用来分类的参考语种以粗体呈现。每一组用不同颜色涂上阴影可以看得更清楚。 

表 11 在 78%的临界值上分类的 511 个词条相似百分比 

都安高岭 

86 大化岩滩 

84 85 大化流水 

80 79 81 马山白山 

78 77 77 74 都安百旺 

77 75 76 76 81 上林塘红 

73 73 75 72 80 80 忻城果邃 

75 74 76 76 82 88 83 忻城北更 

73 74 73 76 75 80 81 79 兴宾迁江 

71 70 71 75 71 79 72 76 77 上林明亮 

67 68 68 67 70 73 71 71 76 71 武宣桐岭 

68 69 70 69 72 73 75 73 78 70 79 兴宾寺山 

66 66 67 69 67 69 67 67 74 71 79 73 港北中里 

72 73 76 79 69 68 68 68 70 70 65 65 65 马山永州 

63 64 63 66 63 67 64 64 70 69 73 70 77 62 桂平石龙 

67 66 67 67 70 71 71 70 75 67 73 74 70 62 65 象州运江 

69 69 70 68 71 71 73 72 74 67 75 77 69 63 66 87 象州大乐 

68 69 68 69 70 71 72 70 73 69 72 75 69 64 65 84 85 鹿寨四排 

66 68 70 66 69 71 71 70 73 69 77 77 73 63 67 81 82 79 武宣黄茆 

64 64 65 64 68 69 70 68 68 63 68 69 65 60 60 78 78 82 74 鹿寨县鹿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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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在 75%的临界值上分类的 511 个词条相似百分比

上林塘红 

88 忻城北更 

81 82 都安百旺 

80 83 80 忻城果邃 

80 79 75 81 兴宾迁江 

79 76 71 72 77 上林明亮 

77 75 78 73 73 71 都安高岭 

76 76 77 75 73 71 84 大化流水 

76 76 74 72 76 75 80 81 马山白山 

75 74 77 73 74 70 86 85 79 大化岩滩 

73 71 70 71 76 71 67 68 67 68 武宣桐岭 

73 73 72 75 78 70 68 70 69 69 79 兴宾寺山 

69 67 67 67 74 71 66 67 69 66 79 73 港北中里 

71 70 69 71 73 69 66 70 66 68 77 77 73 武宣黄茆 

68 68 69 68 70 70 72 76 79 73 65 65 65 63 马山永州 

67 64 63 64 70 69 63 63 66 64 73 70 77 67 62 桂平石龙 

71 70 70 71 75 67 67 67 67 66 73 74 70 81 62 65 象州运江 

71 72 71 73 74 67 69 70 68 69 75 77 69 82 63 66 87 象州大乐 

71 70 70 72 73 69 68 68 69 69 72 75 69 79 64 65 84 85 鹿寨四排 

69 68 68 70 68 63 64 65 64 64 68 69 65 74 60 60 78 78 82 鹿寨县鹿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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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在 75%的临界值上来分类的 200 个核心词汇表的词汇相似度百分比 

 

兴宾迁江 

84 忻城果邃 

81 87 忻城北更 

81 79 78 兴宾寺山 

79 77 84 74 上林塘红 

79 75 76 73 78 上林明亮 

77 81 81 75 79 72 都安百旺 

75 75 75 72 77 73 79 都安高岭 

76 74 75 72 77 74 78 88 大化岩滩 

76 75 76 74 75 74 75 82 87 大化流水 

77 68 68 74 70 75 68 69 69 71 港北中里 

76 73 74 81 71 74 72 68 69 70 79 武宣桐岭 

77 74 75 72 73 75 73 78 82 81 70 66 马山白山 

66 64 65 64 64 68 64 67 70 73 61 61 75 马山永州 

71 63 64 70 66 70 64 65 67 66 79 74 67 59 桂平石龙 

73 71 70 75 68 68 70 70 67 67 70 71 67 57 64 象州运江 

73 74 71 80 69 71 70 68 69 71 75 78 66 61 70 81 武宣黄茆 

74 74 73 77 68 67 73 71 69 71 69 74 68 59 66 87 82 象州大乐 

69 73 71 73 67 67 71 68 65 67 65 69 68 59 62 81 74 79 鹿寨县鹿寨镇 

75 73 71 75 68 72 71 69 68 67 68 71 70 59 65 86 80 85 85 鹿寨四排 



39 

 

附录七 用于录音话语测试的文本 

这些文本在所指明的地方用壮语来录音。它们接着被一个当地的村民而不是故事的讲述

者译成汉语。故事尽可能照字面的意义来翻译，因而壮语版本中绝大多数的重复和措词都能

在汉语版本中得以保留。汉语的译本也保留了一些普通话所没有的方言词。在录音话语测试

的过程当中，我们所问的问题是完全根据在译本上所预备的问题。 

请注意，在尝试测试阶段，开始时有更多的问题被包括在每一份文本当中。每一个故事

至少有 20 个问题用于尝试测试，但它们的一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将从最后确定的文本中

被省略。这些原因如下：它们被认为表达上含糊不清以致被测试者不知如何回答；录音文本

和问题有关的部分的原始翻译被发现不完善；和问题有关的原始录音被发现不清楚，或是录

音带中背景有嘈杂音，会使听者分心。还有别的情形：最初问题中的两个被认为实质上测的

是相同的内容，因而其中的一个被予以省略。最后，请注意，所有录音文本中一些文本的部

分内容没有用于理解能力的测试94，因为它们包含大多新近的汉语借词，因而这些问题将不

是测被测试者的壮语理解能力，而是测他们对当地汉语方言的理解能力。 

对正确答案来说，一些问题有 1 个以上的要素。在这种情形下，录音话语测试的接受者

被要求给出所有的要素以获得满分。当他们只能给出部分回答，测试人查明后再回放相关部

分的录音。如果受试者很显然尽自己最大的理解力只能给出部分答案，他们或是只能给一半

的分数，或是不能给分数，这要视他们具体的答案来确定。 

 

都安县高岭镇 

收集时间：2006.11.23  

故事讲述人: 苏堂  

翻译: 陆宝扦 

 在前年有一天（问：这个故事什么时候发生？答：前年） 95, 我记得要到清明，正在群

众拔苗的时候，（问：那时候，大家在做什么？答：拔苗）在前面山上（问：那座山在哪里？

答：前面）他们准备看到比较危险，白天的时候，群众在底下捡苗，石头就落一点一点（问：

他们看见什么？答：石头从山上面落下）。底下的群众说：“石头可能要落下来。” 他们议论

说：“到晚上的时候。” 他们回来说，这个村民回来说这个石头,看来这个石头不久就落下来。

(问：那个村民说石头怎么样？答：差不多/快要 落下来)这个事在当天晚上大约八点钟左右，

人们基本上正在准备睡觉，（问：那时候人们在做什么？答：准备睡觉）它突然塌下来。塌

下来的时候这个声音相当大，把我们农户的双门都震动起来。（问：村民的房子发生了什么

事情？答：门震动起来）然后的话危险，四处灰尘纷飞。（问：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答：

四处灰尘飞起来）人们听见声音以后，全村烟幕。我们都好像白天的时候，四处都看不见。

（问：村里面的人怎么样？答：什么都看不见）群众都相当惊讶地说：“如果是在白天，不

知道要损失多少人。正好是晚上。” 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村里的人说：“昨天晚上有什么

巨大的声音？” 我们说：“是山上的石头掉下来。” 这样，一个转告一个，有好多的村民来

观看。有好多的青年、小伙子都爬到石头上说：“这个像什么，（问：有很多小伙子做什么？

答：爬到石头上看）那个像什么？” 他们在那里照相留念。这些群众认为这个石头掉下来

                                                        

94 这些部分均被保留在录音中，然而，为了故事中的自然语流不受影响，没有那一

份原始的录音以任何形式被编辑。 

95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打了折扣的，因为在汉语方言中，许多接受试者反映，这同一

个词可用为“去年”和“两年以前”，所以他们的回答是模糊的。我们保留这个问题，但

只把它作为用来“热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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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村可能不太吉利。群众议论说不太吉利。过了几天以后，几天回报以后呢，上级也知

道情况了。（问：过了几天以后，有什么人知道情况？答：上级/村委/当局）认为石头落下来

挨这个高压线。这样，邮局的供电所派人来看。他们就来采取措施把围墙，把护墙围起来，

保护这根电杆。它下来以后，刚才我说，它有不吉利的吉兆。96 这样过了以后，我们有些人

挨这个挨那个，生命到了，死了几个人。（问：最后呢，他们村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答：

死了几个人）人们认为这个石头真的不吉利。 

 

上林县塘红乡 

收集时间：2006.11.02  

故事讲述人: 蓝伟文 

 注意：这个录音话语测试法我们使用了两个较短的故事，因为我们不能得到一个较长的

合适的故事。当我们用它来测试时，为了不让受试者在两个故事之间弄混，我们先用第一个

故事测试他们中的每一位，接着再用第二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有一天，星期天，我呢，和几个小朋友一起去放牛。（问：他们去做什么？答：放牛）

那时，刚刚好是夏天的时候，那时天气很热。（问：那时候天气怎么样？答：热）我们呢慢

慢地把牛赶到山坡去放。去到山坡去放。（问：他们赶牛赶到那里去？答：山坡/山上）我们

呢，不多久，它也有三四个小时，这样呢，牛已经吃饱了。（问：三四个小时以后发生了什

么事情？答：牛吃饱了）这下呢，我们就把他们赶回来。（问：那时候，他和他的朋友做什

么？ 答：把牛赶回来）不料呢，不到半路的时候，因为天气太热了，他们口渴，他们呢就

穿到玉米地里面。（问：牛穿到哪里去？答：玉米田里）像这样. 我们年纪小，我们赶不上

他们。这样我们来不及了，也看不见它们了，就这样。（问：因为小孩年纪小，就发生了什

么事情？答：牛不见了/ 找不到牛了）我们就和同伴一起哭了，一起回家。据这样我们就把

这个事情告诉给大人/父母听。最后呢大人就按照这个地方去找，去找牛。像这样我感觉这

是第一次放牛，感觉非常辛苦。这样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第二个故事 

我说什么呢，现在秋天来到了。这个垌97里面的稻谷黄灿灿了。我呢，我种的水稻比较

早熟一些。我今天早上（问：他的稻谷怎么样？答：比较早熟）前几天呢，我就去找人，做

准备去收稻谷。这样（问：前几天他做什么？答：去找人收）正因为现在是大忙季节，找人

很不容易。我呢，总是在庄里面跑来跑去搞得汗就加倍了。搞了我踢了一脚石头把脚都踢了

出血了。（问：他为什么出血了？答：脚踢到石头上）最后我去找得四个人这样。四个人还

有前面一个老弟，我们就扛了打谷机去收稻谷了。我呢，什么呢，顺便去看他们打稻谷。有

时候，我去帮他们搬，这样我觉得阳光太烈了，衣服呢，都湿透了。（问：说话的人的衣服

怎么样？答：湿透了 / 汗出了太多了都湿了）感觉很久不做工了，感觉很累，很累，这样

呢（问：为什么感觉很累？答：很久不做工了）结果在大家的努力下，大概用了三个小时左

右把稻谷打完了，带回家。最后大家欢欢喜喜，吃了一餐，得了！我讲的打稻谷已经完了。 

 

                                                        

96 故事中的这一部分我们没有设计问答题，因为它包括了许多现代的汉语借词，不

应该用来测试壮语的理解能力。 

97 这是一个当地的方言词，意为 “田野（田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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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宾区迁江镇 

收集时间：2006.11.08  

故事讲述人: 李文良  

翻译: 周武坡 

去年我的大儿子被蛇咬。（问：他的大儿子发生了什么事？答：被蛇咬）咬了，咬对手，

去叫医生拿药来放。（问：蛇咬他咬到哪里？答：手/手指）放了不好，不好，到傍晚发作。

（问：蛇毒什么时候发作？答：傍晚/下午98）发作了以后，再去叫医生拿药来放。（问：蛇

毒发作以后，他们做什么？答：再去找医生拿药来放）拿药来了，就破了点头，破在额门这

里，就放药进去。放药进去了，到第二天早上，起床还得吃粥不了，吃了就吐，一吃就吐。

（问：第二天早上，他怎么样？答：吃不了东西，一吃就吐）后来，再去找医生拿药来。拿

药来了，换药了，后来就好了。好了，这只手好了，一直一个月多，这个毒液，这个黄水，

一直从这里流出来。（问：他的手还有什么问题？答：有黄水（/毒液）一直流出来）流出一

个多月时间，怎么样都不好。（问：黄水流了多长时间？答：一个多月）后来，去医院。去

医院，医生呢开刀过，开刀过了，重新拿药来洗。（问：到了医院，医生做了什么？答：开

刀了）拿药洗了，洗了这个毒出来清楚，后来这个，这个地方好了。这个地方好了，这只手

感觉没有力，这只手感觉没有力。（问：手还有什么问题？答：没有力）抽99东西起来没有

力，一抽就没有力。一直到现在，仍然有这个症状。抽起来，稍微抽重一点的东西，因为被

蛇咬，已经有这个毒了，有这个毒在身上，现在这只手算起来变废了。（问：现在他的手怎

么样？答：变废了100）没有力了，蛇咬了的过程是很毒害的。其他的，对他来说，打鱼这方

面就因为去打鱼时，见到蛇了，去捉这条蛇时，被咬。（问：他去做什么挨蛇咬？答：打鱼）

就是这样了，打鱼时被蛇咬。就这样了，打鱼捉青蛙（蟆蝈）。捉青蛙，这个人什么工作- 专

门去找这种鱼和青蛙（蟆蝈），专门去河边找这种，（问：他在哪里挨蛇咬？答：河边）找这

种回来，如果你不去捉这种蛇，它是不会咬你的。它怕了，它就咬你，要不它不咬你的。 

 

武宣县桐岭镇 

收集时间：2006.11.10  

故事讲述人:韦有局  

翻译: 龚大导 

我小时候，十二岁的时候，（问：说话的人那时候有几岁？答：十二岁）去放黄牛，是

生产队的时间。看牛呢，放到坡苗（地名，山）里面去。（问：他去那里做什么？答：放牛）

经常放在里面吃草，因为在里面有树林茂盛，草多。（问：他为什么在那里放牛？答：草多）

那时候，我放五六头黄牛。跟他们放羊，他们放羊，就是九公公跟五伯伯，两个人101。（问：

他跟什么人放牛？答：九公公，五伯伯102）那时候，我最小，我们经常做队。有一天，放到

                                                        

98 对这个问题在得到各种稍微不同的答案后，我们发现意为“夜里”或“在傍晚”

的壮语词同时也有“正午后任何时间”的意思，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接受“在下午”作

为一个可能存在的正确答案。 

99 这是一个当地的方言词，意为 “提起”。 

100  这个问题的答案被打折扣，因为它实实在在地是前一问题的重复。然而，我们在

测试中继续问这一个问题，因为它可拆解文本中一个超长的段落。测试的接受者经常努力

记住他们听到的两个问题之间的所有的东西，所以为了他们我们尽量使问题简单化。 

101 在当地方言的用法上，“爷爷”和“叔叔”没有涉及血缘关系，而是指村里跟讲

述者的爷爷和叔叔同一班辈的男人。 

102 这个问题被删除，因为前面的尝试测试表明，讲述者说这句话不清楚，许多同乡

的受试者不能完全地听到他说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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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苗里面了。天气有一点阴天的，没有什么大太阳。（问：那天天气怎么样？答：有点阴天，

没有大太阳）我刚刚赶牛到坡苗里面，就在岩石下面坐一下。（问：他坐在哪里？答：岩石

下） 

他们就赶羊到了，赶羊到了。我就起来走上面，山上一点点就发现，见一只狼（/狐狸）
103，它就刚刚从上面见它跑下来。（问：他见到什么？答：狼 / 狐狸）见它停站，它就坐下，

好像一条狗，一下子我就惊吓，我怕是狼。我就喊他们两个老人家，我喊“有一只狼啊！”

当时他们两个就一起喊起来。“拦住它，拦住它！” （问：他们两个叫他做什么？答：拦住/

抓住狼104）当时我又是童年的时候，有爱好，我就往上面冲上去。（问：当时他做什么？答：

往上面冲去）当时，我冲上去，它还是在看我，我就站起来看它。当时我就有点怕，怕他一

下子来咬我，怎么办？ 我就抓两个石头起来，准备从上面去打它，打它，后来它还是看我，

它不走。（问：他用石头打狼，狼做什么？答：还是看他，不走105）它不走了，两个老人家

又拿棍子就往上面冲去。冲上去了，原来那里有一个涵洞。有一个涵洞，又怕它跑进洞里面。

（问：他们怕什么？答：狼跑到洞里面去）我就从上面冲下来，拦住它。我去拦住它，它一

跳起来，他跑上马颈（地名，山）上，又到马背（地名，山）上。我也跑上去，当时因为树

林太密，树林太密，有刺，不好走。（问：为什么那里不好走？答：树林太密，有刺）他们

又从下面往上追上去。我也跑，也追不到它。当时，狼跑得快，至终也抓不到它。（问：最

后怎么样呢？答：狼跑了，抓不到它）抓不到它了，我就往下面去。他们两个老人家讲“哎

呀，想吃一顿狼肉就不得！” （问：两个老人家怎么说？答：吃不到狼肉很遗憾）就这样，

下来了，算了 

 

象州县大乐镇 

收集时间 2006.11.11 

故事讲述人:潘桂宝  

翻译: 潘喜军 

 注意：尽管这篇叙述包含相当多的汉语借词，作为录音话语测试法的文本它还是被认为

可以接受，因为在壮语里有足够的内容来阐明足够的问题来测试理解能力。 

在 2001 年那年开始铺路面，（问：2001 年他们开始做什么？答：铺路面106）在水库，

石鼓水库这里铺路料。（问：他们在哪里铺路料？答：在水库）我和启生、和文荣、和永和107，

五部车，六部车拉路料，帮铺路。有一天，拉路料到一半，突然后面有一辆后推（=后推车），

在后面，在水库转弯处。突然来撞我的车，我转身过去看，什么东西黑黑的我转过去看。哦，

原来是一辆后推碰我，碰我跌倒，我就打三次滚，转站起来。（问：车碰他，他就怎么样？

答：跌倒了，打了三次滚）哦，原来是架后推碰我，我看，哦，是你碰着我的。我就翻来摸

我的腿，痛，摸，膝盖凹个洞，后来渗血。（问：他的腿怎么样？答：膝盖有个洞，渗血）

后来，他翻过来看清楚，这个司机下来看我。（问：司机做什么？答：下来看他）看我他就

这样说：“哟，老师傅呀，要紧一点吗？”我说“不要紧的，膝盖伤了。” 我就这样说：“你

                                                        

103 这里的壮语词“狼”实际上是不明确的。它也可以指“狐狸”，或是指野狗中的

别的一些种类。我们因此接受针对下面问题的任何答案，只要它们指“野狗”一类的东西。 

104 从结果来看这个问题被打折扣，因为很明显壮语词“阻挡它”也可以指“包围它”

或“抓住它”，而受试者回答很不一致。 

105 在尝试测试阶段这个问题被打折扣，但我们在测试中保留它，为了折解一个连续

叙述的超长部分。 

106 从最后结果看这个问题的答案被打折扣，因为很明显叙述者对“铺路面”使用他

自己特殊的“个人习语（个人的汉语方言）”，而实质上句子里没有包含壮语。 

107 他朋友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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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我这样，好危险啊，好在我命好108，你要是碰到我一次，我死了，你就被帮我养小孩，

老婆了。”（问：要是他死了，他要求撞他的人怎么样？答：养他的小孩和老婆）“嗯，你爹

奶好（= 你的运气好），不然你就完了！” 我就说：“怎样处理呢？处理碰到我的车。”他说：

“唉，刚转弯的，我没看到你，车速也快，我踩刹车不得。” （问：他的车速怎么样？答：

快）“刚刚我打空档啊，不打空档我的车就坏了。现在我的车翻过这边，油箱也扁了。109” 我

说：“现在就怎样解决，唉。”他说：“两边解决就行啦，不然报”（问：司机说他们该怎么解

决？答：两边 / 双方解决）“报交警来处理。” 他说这样，“别报了。”他说这样“我们这点

事情自己处理就算了。”我说“这样，你打算给多少钱给我？” （问：讲故事的人问司机什

么话？答：“你打算给我多少钱？”110） 他说：“看咧，看他们，他们开车从这里过怎么说。” 

“几多就几多咧。” 他说，他只给 50 块钱给我。我说：“50 块钱不行的。我这个油箱已经

扁了，我去买要 100块钱才好。” （问：司机说他要给多少钱？答：50块钱111）他说：“唉„„

100 块钱去买个油箱。”  “100 块钱你就卖给我啦，不然你叫他们评。”他们也不知道怎么

评。“你如果不给，我们就捡东西回去，我是这底下，石鼓底下人的，你如果“不给钱给我，

你这部车也走不了的。” （问：如果司机不给钱，那会怎么样？答：他的车走不了）后来他

也不知道怎么说。“唉„„我„„我就等交警处理了。”  下去到石鼓半个小时，起来他也无

奈，没有办法了，就在那里等，到了晚上。（问：他们在那里等到什么时候？答：到傍晚）

就这样，人来了，兄弟（＋亲戚？）人来多了，后来就叫他给（问：有什么人来了？答：兄

弟）100块钱，他说，100块钱不值得的，后来他问我，有没有驾驶证。 .... 

 

                                                        

108 字面上，他有“好命”，即“好运气”。 

109 很明显这个陈述是叙述者自己说的。该故事在哪一个正在说时间上有点让人糊涂。

好像是，叙述者正在开一辆小车或摩托车，车翻，当时他受了伤。 

110 这个问题最后被省略，因为故事的措词和文本中清晰度的缺乏，在哪一个人正在

对谁说什么上，对受试者造成了许多混乱。 

111  “元”（yuan）是中国的一个货币单位。 



44 

 

附录八 受试者筛选的问题 

A. 个人 

1. 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2. 你会说什么语言？还有吗？ 

3. 你小时候最先会说哪种话？ 

4. 哪一种语言你现在说得最好？  

 

B. 父亲 

1. 你的父亲是在哪里出生的？ 

2. 你的父亲说什么语言？还有吗？ 

3. 他小时候最先会说哪种话？ 

 

C. 母亲 

1. 你的母亲是在哪里出生的？ 

2. 你的母亲说什么语言？还有吗？ 

3. 她小时候最先会说哪种话？ 

 

D. 配偶 

1. 你结婚了没有？ 

2. 你的丈夫/妻子在哪里出生？ 

3. 他/她说什么语言？还有吗？ 

4. 他/她小时候最先会说哪种话？ 

 
E. 孩子 

1. 你有没有孩子？ 

2. 他/她/他们说什么语言？ 

3. 他/她/他们小时候最先会说哪种话？ 

 
F. 教育背景 

1. 你读书读到几年级？ 

2. 那所学校在哪里？（在村外，在村里，需要住宿舍？） 

 

G.职业 

1.你做什么工作？ 

 

H. 住所 

1. 除了这个村落以外，你还住过什么地方？ 

2. 住了多久？ 

3. 那边的人说什么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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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九 音调阻抗分析的结果 

根据访问的数据收集点的语言变体之间的调值差别，表 14作出了一个对理解能力的阻抗程度的评估。 

表 14 红水河壮语语种之间的调值阻抗百分比  

讲述者 
说话 

 
听众 都

安
高
岭

 

都
安
百
旺

 

大
化
岩
滩

 

大
化
流
水

 

忻
城
果
邃

 

忻
城
北
更

 

上
林
塘
红

 

兴
宾
迁
江

 

兴
宾
寺
山

 

上
林
明
亮

 

桂
平
石
龙

 

港
北
中
里

 

武
宣
桐
岭

 

马
山
永
州

 

马
山
白
山

 

武
宣
黄
茆

 

鹿
寨
鹿
寨

 

鹿
寨
四
排

 

象
州
大
乐

 

象
州
运
江

 

都安县高岭镇 0.0 0.0 0.0 9.6 0.0 0.0 0.0 33.4 41.6 52.1 71.2 16.8 39.8 42.3 48.6 0.0 

没有计算 

都安县百旺乡 0.0 0.0 0.0 15.0 0.0 0.0 0.0 33.4 41.6 52.1 73.9 31.8 39.8 53.8 48.6 0.0 

大化县岩滩镇 0.0 0.0 0.0 12.7 21.8 33.2 21.6 63.1 38.5 81.4 48.8 35.8 46.3 42.3 48.6 0.0 

大化县流水乡 9.2 17.7 15.6 0.0 26.9 33.2 32.6 42.5 54.9 81.4 48.8 41.0 56.6 42.3 20.6 6.0 

忻城县果邃乡 0.0 0.0 9.6 19.8 0.0 0.0 0.0 49.7 34.8 52.1 71.2 16.8 24.7 16.3 53.7 0.0 

忻城县北更乡 0.0 2.5 33.0 38.2 0.0 0.0 0.0 33.4 16.4 35.3 9.5 10.6 24.7 22.2 38.7 0.0 

上林县塘红乡 0.0 0.0 9.6 15.0 0.0 0.0 0.0 33.4 16.4 35.3 10.9 16.8 39.8 22.2 27.9 0.0 

兴宾区迁江镇 35.1 46.3 45.6 46.5 41.5 24.4 42.1 0.0 0.0 0.0 0.0 0.0 0.0 21.3 26.1 10.0 

兴宾区寺山乡 29.7 41.8 28.6 32.7 34.8 17.0 30.4 0.0 0.0 9.0 9.5 0.0 9.5 4.4 41.6 6.0 

上林县明亮镇 67.6 71.9 61.3 73.3 57.2 52.6 52.1 0.0 0.0 0.0 0.0 10.6 0.0 21.3 47.5 55.1 

桂平市石龙镇 34.5 47.9 45.3 44.6 34.8 17.0 52.1 0.0 8.5 0.0 0.0 0.0 0.0 21.3 27.4 22.7 

港北区中里乡 5.8 6.8 0.0 12.7 4.5 17.0 6.7 0.0 0.0 0.0 0.0 0.0 0.0 0.0 16.4 6.0 

武宣县桐岭镇 34.5 25.4 21.8 54.7 21.7 22.9 24.3 0.0 0.0 0.0 0.0 0.0 0.0 41.5 38.7 22.7 

马山县永州镇 16.9 29.2 5.2 9.6 17.7 13.6 12.8 9.8 18.5 25.8 9.5 16.8 9.5 0.0 38.7 6.0 

马山县白山镇 32.6 36.4 32.3 26.7 29.8 28.2 28.6 23.4 44.9 49.8 27.1 0.0 34.9 25.9 0.0 47.0 

武宣县黄茆镇 0.0 0.0 0.0 9.6 0.0 0.0 0.0 40.4 18.5 35.9 45.5 16.8 24.7 20.1 59.3 0.0 0.0 0.0 0.0 0.0 

鹿寨县鹿寨镇 

没有计算 

0.0 0.0 0.0 0.0 0.0 

鹿寨县四排乡 0.0 0.0 0.0 0.0 0.0 

象州县大乐镇 0.0 0.0 0.0 0.0 0.0 

象州县运江镇 0.0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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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14中，数字越高（作为百分比给出），调值的阻抗越大，因而听众在理解上将遇到

更多的麻烦。阴影部分展示已提示出来的宽泛的调值分组。请注意因为鹿寨和象州县 4种壮

语语种特有的调值特征，实际上我们没有计算大多数它们的阻抗调值。附录十一表明，所有

这 4种壮语语种有声门塞音作为第 1调和第 6调的特征。这个特征没有在别的任何壮语语种

中出现。在这方面，因而，这 4 种壮语语种很自然分成一个它们自己的“调值区”。我们因

此感觉没有必要走到这么一步，即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和计算每一个阻抗调值。 

1) 表 14 标出的阻抗(I)百分比以下述的方法计算： 

2) 为在它们各自的词汇表里的语言变体 A 和 B 的每一种调类计算总的出现(F)次

数。价值 F 将被用来权衡其结果112。 

3) 检查每一种调值类别 T 在正“生产”的语言变体 A 在“接受”语言变体 B 而形

成调值类别时的语音形成情况。指定一个阻抗的调值：或是 0（表明在语言变体 A

中调值 T 不能混作语言变体 B 中的一个不同调值），或是 1（表明在语言变体 A

中调值 T 很可能和语言变体 B 中的一个不同调值相混）。1 的阻抗调值只能在以下

两种情形的任一种中指派：语言变体 A 中的调值 T 和语言变体 B 中的一个不同调值

语音学上相同；或者，语言变体 A 中的调值 T 和语言变体 B 中的一个不同调值语音

学上非常相似113，但和来自方言 B 中的相等调值 T 全然不同。 

4) 用每一个阻抗正值乘上它相关的调值出现频率（F）的次数。接着进行合计以得

出一个阻抗的总值，V。 

5) 使用下面的公式：I = (V / ∑F) x 100，转换 V 为阻抗 I 的百分数。 

6) 为调值阻抗沿相反方向计算 I，其中语言变体 B 是正“生产”的语言变体，而语

言变体 A 是正“接受”的语言变体。 

 

 最好的插图说明是举例子。我们将以大化县的两个语言变体，岩滩和流水，作为我们的

例子。 

 首先，我们计算出现在岩滩和流水词汇表中每一个调值类别的出现次数的数量。接着，

我们对这两个地方的调值类别的每一个的语音学上的形成作标记，以让我们容易比较它们。

比较结果我们在下面的表 15 中予以列明。接着，我们计算每一个调值类别的阻抗调值，双

向比较岩滩和流水的数据。比较结果我们在下面的表 16中予以列明。 

如果岩滩是“生产”的语言变体而流水是“接受”的语言变体，那么对调值类别 4 和 6

来说，会有两个正的阻抗调值。因此我们取调值 4 和 6 的 F 调值，它们分别是“29”和“59”

（在表 15 当中列明），把它们相加，得到一个“88”的阻抗值。使用上面步骤 4 给出的公式，

阻抗百分数 I 计算为“(88 / 563) x 100 = 15.6”。如果岩滩是“生产”的语言变体而流水是“接

受”的语言变体，那么会有两个正的阻抗调值，这一次是对调值类别 6 和 10 而言。调值 4

和 6 的 F 调值分别是“54”和“18”，把它们相加，得到一个“72”的阻抗值。使用上面给

出的公式，阻抗百分数 I 计算为“(72 / 565) x 100 = 12.7”。最后得到的“15.6 ”和 “12.7”

的 I 调值被放进上面给出的结果总表（表 16）。 

                                                        

112 作者意识到，511 个词条的词汇表没有放在一起来代表该语言不同音素和声调的频

率，但完全可以确信我们有已被描述的原始母语的映像（reflex）。然而，我们判断，有了

这个长度（这么多内容）的词汇表，声调的频率至少将在语言作为一个整体中的声调频率

的相同的方式得到呈现。相比使用核心的 200 个词条的词汇表，使用 511 个词条的词汇表

似乎更好一些，因为一些语言变体特定声调的对子在核心的 200 个词条的词汇表中全然没

有得到反映。 

113 用“非常相似”，我们指的是它展示了相同的等高线模型，和在一个可以比较的

相对的调值点上。在下面给出的例子中，岩滩和流水的第 8 调被认为“非常相似”，因为

它们两者皆是轻微上升的声调，还有，它们两个的调值都低于第 7、第 9 的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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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在岩滩和流水语言变体之间需要计算调值阻抗的数字。  

 词汇表(F)中出现次数

的数量 

 

调类的语音形成 

调类 (T) 音节类型 岩滩 流水 岩滩 流水 

1 

舒声 

132 131 42 42 

2 94 97 231 231 

3 54 58 453 553 

4 29 27 24 344 

5 71 74 44 44 

6 59 54 31 24 

7 

塞声 

43 38 55 55 

8 31 36 34 23 

9 31 32 44 55 

10 19 18 21 24 

 词汇表(∑F)中出现

次数的总数 
563 565 

 

 



48 

 

表 16 为岩滩和流水语言变体计算出的调值阻抗抗值  

 

[36] 阻抗值（0 或正值） 

[37] 调类 [38] 音节类型 [39] 岩滩对流水说 [40] 流水对岩滩说 [41] 解释 

[42] 1 

[43]  
[44] 舒声 

[45] 0 [46] 0 [47] 调值相同。 

[48] 2 [49] 0 [50] 0 [51] 调值相同。 

[52] 3 [53] 0 [54] 0 
[55] 调值非常相似，不能明显地划到别的调值 

[56] 上。 

[57] 4 [58] 1 [59] 0 
[60] 岩滩的第 4 调可以直接划到流水的第 6 调 

（两者皆为中升）。除了第 4 调，流水的第 

4 调（中-高，稍微上升）不能明显划到岩滩

任何别的调值上。 

[61] 5 [62] 0 [63] 0 [64] 调值相同。 

[65] 6 [66] 1 [67] 1 

岩滩的第 6 调是低降。在流水，它可以和或

是第 1 调（中降）或第 2 调（低升-降）相混，

而且，它和流水的第 6 调（中升）完全不同。

流水的第 6 调可以直接划到岩滩的第 4 调

（两者皆为中升）。 

[68] 7 

[69]  
[70] 塞声 

[71] 0 [72] 0 [73] 调值相同。 

[74] 8 [75] 0 [76] 0 

调值非常相似。尽管岩滩的第 8 调（中，稍

微上升）潜在地可以划到流水的第 10 调（中

升），但这却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流水的第 8

调也是一个中、稍微上升的调值（虽然在音

高上稍微低一些）。 

[77] 9 [78] 0 [79] 0 
[80] 调值非常相似，不能明显地划到别的调值 

[81] 上。 

[82] 10 [83] 0 [84] 1 

流水的第 10 调和岩滩的第 8 调（两者皆为

中升）非常相似，不能明显地划到任何别的

岩滩塞调值上。 

然而岩滩的第 10 调，不能明显地划到任何

别的岩滩塞调值上，所以它不太可能和岩滩

别的调值相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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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 录音话语测试法之数字结果 

附录在下面的表中，正确回答的数字以每个地方被询问问题总数的百分比来表达。在百分比左边的数字，是被测试者人数的数字，右边的数

字是标准偏差。 

表 17 录音话语测试法之数字结果  

 

大化县 
岩潍镇 

都安县 
高岭镇 

马山县 
白山镇 

忻城县 
北更乡 

上林县 
明亮镇 

兴宾区 
迁江镇 

兴宾区 
寺山乡 

港北区 
中里乡 

武宣县 
桐岭镇 

武宣县 
黄茆镇 

象州县 
运江镇 

鹿寨县 
鹿寨镇 

都安县 
高岭镇 

99% 100% 96% 89% 53% 77% 60% 不理解 

- - - 

67% 

10 2.9 5 0.0 10 6.9 10 12.0 10 25.4 9 19.0 10 18.7 5 - 9 18.7 

上林县 
塘红乡 

92% 90% (92%) 99% 96% 94% 90% 40% 63% 54% 

- 

27% 

10 6.8 10 5.3 2 - 10 2.6 10 7.9 9 3.7 10 11.7 10 11.0 5 9.5 10 15.8 5 6.2 

兴宾区 
迁江镇 

77% 64% 90% 89% 99% 100% 93% 87% (96%) 86% 60% 不理解 

10 10.7 10 19.2 10 13.2 10 10.3 10 2.9 5 0.0 5 7.6 10 10.7 2 - 10 8.8 5 20.9 5 - 

武宣县 
桐岭镇 

55% 不理解 59% 67% 92% 97% 95% 92% 100% 91% 

- 

13% 

4 7.4 1 - 9 14.8 4 10.1 10 5.3 9 4.0 10 8.8 10 4.7 5 0.0 10 11.3 4 8.3 

象州县 
运江镇 

- - - 

(80%) (40%) (70%) 77% 不理解 

- 

93% 100% 91% 

3 - 1 - 2 - 10 10.6 5 - 10 5.0 5 0.0 10 6.0 

 

测试点 

 

录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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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一 所有调查点调类语音形成总结 
 

这份图表仅通过提取原始的语音数据和仅考虑声调，把不同的语言变体分进相似的声调系统。请注意，对象州和鹿寨的 4个数据点，声门塞音（有

时候感觉声门有点紧，而不是完全塞住，发出的便是叽叽嘎嘎的声音）是第 1调和第 6调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一些别的例子里，词汇表中第 6调的中

调值的声门音是这样发的，它使一个单纯的音节听起来像是两个分离的音节。 

 

表 18 调查点调类语音形成总结  

 舒声音节 塞声音节 

 原始台语调类 A C B D1 短 D1 长 D2 短 D2 长 

 汉语使用的类别数字 1 2 3 4 5 6 7 9 8 10 

 壮语调值的拼法 - z j x q h p, t, k b, d, g 

数
据
点

 

大化县岩滩镇 42 231 453 24 44 31 55 44 34 21 
大化县流水乡 42 231 553 344 44 24 55 23 24 
都安县高岭镇 53 231 341 214 433 31 55 43 34 21 
都安县百旺乡 53 231 454 214 33 31 55 33 22 23 
忻城县北更乡 453 32 343 31ʔ3 44 42 55 33 22 42 
忻城县果邃乡 453 21 343 214 33 31 55 33 22 31 
上林县塘红乡 453 21 343 42ʔ3 33 31 55 33 22 31 
武宣县黄茆镇 53 231 453 214 45 31 55 45 22 12 
马山县白山镇 24 31 45 23 44 21 55 44 22 21 
马山县永州镇 214 21 33 45 31 44 45 22 
上林县明亮镇 35 24 33 31 453 41 55 33 22 42 
兴宾区迁江镇 353 232 33 21 553 42 55 33 21 42 
兴宾区寺山乡 35 24 33 534 55 31 55 33 22 21 
港北区中里乡 25 213 34 323 55 32 55 34 22 32 
武宣县桐岭镇 35 213 33 21 55 31 55 33 11 
桂平市石龙镇 24 213 33 21 45 43 55 22 33 
象州县大乐镇 54ʔ 231 53 214 45 21ʔ2 55 44 22 12 
象州县运江镇 54ʔ 231 53 214 45 21ʔ3 55 45 22 12 
鹿寨县四排乡 54ʔ 231 53 214 45 32ʔ3 55 44 22 11 
鹿寨县鹿寨镇 54ʔ 231 53 214 45 31ʔ 55 45 2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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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二 词汇表   

最后的 10 个数据收集点请看表 20 词汇表 第二部分。词汇表上用星号标记的是 200 个核心词条。 

表 19 词汇表  第一部分  

汉义 大化岩滩 大化流水 都安高岭 都安百旺 上林塘红 上林明亮 马山永州 马山白山 忻城北更 忻城果邃 
001 太阳* tɐŋ⁴² ŋɔn²³¹ cjaŋ⁴² ŋɔn²³¹ tɐŋ⁵³ ŋɔn²³¹ tɐŋ⁵³ ŋɔn²³¹ taŋ⁴⁵³ ŋɔn²¹ kjaːŋ³³ 

ŋwɐn²⁴ caːŋ²¹⁴ ŋɔn²¹ kjaːŋ⁴⁴ ŋɔn³¹ taŋ⁵⁵ ŋɔn³² tɐŋ⁴⁵³ ŋɔn²¹ 

002 月亮* ɹɔŋ³¹ ʔdɯən⁴² 
ɹɔɜŋ²⁴ 
ʔdɯən⁴² 

ðɔŋ³¹ 
ʔdɯən⁵³ 

ðɔŋ³¹ 
ʔdɯən⁵³ 

ɣoɜŋ²¹ 
ʔdɯən⁴⁵³ ðɔŋ⁴¹ ʔduən³⁵ 

ɹɔŋ³¹ 
ʔduən²¹⁴ ɹɔŋ²¹ maːŋ²³ 

ɣoɜŋ²¹ 
ʔdɯən⁴⁵³ ta⁴³ paːi³³ 

003 星星* ʔdaːu⁴² ʔdei⁴⁴ ʔdaːu⁴² ʔdi⁴⁴ ʔdiɐu⁵³ 
ʔdëi⁴³³ 

ʔdaːu⁵³ ʔdi³³ ʔdaːu⁴⁵³ 
ʔdəi³³ 

ʔdaːu³³ 
ʔdəi⁴⁵³ 

ʔdaːu³³ ʔdei⁴⁵ ʔdaːu⁴³ ʔdei⁴⁴ ʔdaːu⁴⁵ ʔdəi⁴⁴ ʔdaːu⁴⁵³ 
ʔdɘi³³ 

004 天,天空* ʔbʊn⁴² ʔbʊn⁴² ʔbʊn⁵³ ʔbʊn⁵³ ʔbʊn⁴⁵³ ʔbɜn³⁵ ʔbʊn²¹⁴ ʔbɯn²⁴ ʔbʊn⁴⁵³ ʔbʊn⁴⁵³ 

005 云朵* hu⁴⁵³ hu⁵⁵³ hu³⁴¹ hu⁴⁵⁴ ʔu³⁴³ fɯ³³ fɯ³³ fɯ⁴⁵ ʔu³⁴³ ʋu³⁴³ 

006 风* ɹʊm²³¹ ɹʊm²³¹ ðʊm²³¹ ðʊm²³¹ ɣʊm²¹ ðɜm²⁴ ɹʊm²¹ ɹʊm³¹ ɣʊm³² ðʊm²¹ 

007 雨* wʊn⁴² hʊn⁴² ʋʊn⁵³ ʋʊn⁵³ wʊn⁴⁵³ wɜn³⁵ wən²¹⁴ hɯn²⁴ ɣʊn⁴⁵³ ʋʊn⁴⁵³ 

008 雾* mɔɜk⁴⁴ mɔ²² lɔ⁴⁴ ʋʊn⁵³ moɐk⁴³ lɐp⁵⁵ mɔːʔ³³ mɔu³¹ mo⁴¹ lo⁴¹ mɔ³¹ lɔ³³ mɔ²² lɔ²³ mɔ⁴² lɔ³¹ʔ¹³ lɐp⁵⁵ moɜk³³ 

009 雪* nɜi⁴² nɜi⁴² nɜi⁵³ nɜi⁵³ θuət³³ moːi³⁵ θiət²² nɜi²⁴ nəi⁴⁵³ nɘi⁴⁵³ 

010 土壤* naːm³¹ naːm²⁴ naːm³¹ naːm³¹ naːm³¹ naːm⁴¹ naːm³¹ naːm²¹ naːm⁴² naːm³¹ 

011 石头* hɪn⁴² ɹɪn⁴² ðɪn⁵³ ðɪn⁵³ ɣin⁴⁵³ ðɪn³⁵ ɹin²¹⁴ ɹɪn²⁴ ɣin⁴⁵³ ðin⁴⁵³ 

012 沙* θa⁴² θa⁴² θa⁵³ θa⁵³ θa⁴⁵³ ɬa³⁵ θa²¹⁴ θa²⁴ ɬa⁴⁵³ θa⁴⁵³ 

013 尘土* fɔɜk⁴⁴ fɔn³⁴⁴ fɔn²¹⁴ fɐn²¹⁴ fən⁴²ʔ¹³ fɐn³¹ naːm³¹ foːk⁴⁵ fɐn²³ fɔn³¹ʔ¹³ fɤn²¹⁴ 

014 火* fei²³¹ fi²³¹ fëi²³¹ fi²³¹ fəi²¹ fəi²⁴ fei²¹ fei³¹ fəi³² fɘi²¹ 

015 灰* tɐu³¹ tɐu²⁴ tɐu³¹ tɐu³¹ tau³¹ tɐu⁴¹ tɐu³¹ tɐu²¹ tau⁴² tɜu³¹ 

016 烟* hɔn²³¹ hɔn²³¹ hɔn²³¹ hɔn²³¹ hɔn²¹ wɐn²⁴ ʔɔn⁴⁵ hɔn³¹ hɔn³² hɔn²¹ 

017 水* ɹɐm²⁴ ɹɐm³⁴⁴ ðɐm²¹⁴ ðɐm²¹⁴ ɣam⁴²ʔ¹³ ðɐm³¹ ɹɐm³³ ɹɐm²³ ɣam³¹ʔ¹³ ðɐm²¹⁴ 

018 河* ta³¹ ta²⁴ ta³¹ ta³¹ ta³¹ ta⁴¹ ta³¹ ta²¹ ta⁴² ta³¹ 

019 湖* hu²³¹ laːŋ⁴⁴ hu²³¹ hu³¹ u²¹ ʔoɐm⁴⁵³ ɹaːŋ³¹ laːŋ²³ hu³² lɐŋ²¹⁴ 

020 海* haːi⁴⁵³ haːi⁵⁵³ haːi³⁴¹ haːi⁴⁵⁴ haːi³⁴³ haːi³³ haːi³³ haːi⁴⁵ haːi³⁴³ haːi³⁴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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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义 大化岩滩 大化流水 都安高岭 都安百旺 上林塘红 上林明亮 马山永州 马山白山 忻城北更 忻城果邃 
021 土山 ʔdoːi⁴² ʔdoːi⁴² ʔdoːi⁵³ ʔdoːi⁵³ ʔdɔːi⁴⁵³ ʔdoːi³³ naːm⁴¹ ʔdoːi²¹⁴ ʔdɔːi²⁴ ʔdɔːi⁴⁵³ ʔdoːi⁴⁵³ 

022 石山* pja⁴² pja⁴² pa⁵³ pja⁵³ pja⁴⁵³ ʔdoːi³³ ðən³⁵ pja²¹⁴ pa²⁴ pja⁴⁵³ pja⁴⁵³ 

023 草* ɹʊm⁴² ɹʊm⁴² ðʊm⁵³ ðʊm⁵³ ɣʊm⁴⁵³ ðəm³⁵ ȵa²¹⁴ ɹʊm²⁴ ɣʊm⁴⁵³ ðʊm⁴⁵³ 

024 树* fɜi²⁴ fɜi³⁴⁴ fɜi²¹⁴ fɐi²¹⁴ fai⁴²ʔ¹³ fɛï³¹ fɛï³³ fɜi²³ fai³¹ʔ¹³ fɜi²¹⁴ 

025 树林* ʔdɔŋ⁴² ʔdɔŋ⁴² ʔdɔŋ⁵³ ʔdɔŋ⁵³ ʔdɔŋ⁴⁵³ fɛï³¹ pjo²⁴ ʔdɔŋ²¹⁴ ʔdɔŋ²⁴ ʔdɔŋ⁴⁵³ ʔdɔŋ⁴⁵³ 

026 树皮* cjɐm⁴⁴ cjaːm⁴⁴ cɕɐm⁴³³ pjaːk³³ naŋ⁴⁵³ pjaːk³³ fɛï³¹ nɐŋ³³ fɛï³³ kjaːm⁴⁴ kjɔm⁴⁴ pjaːk³³ 

027 叶子(小)* ʔbəɯ⁴² ʔbəɯ⁴² ʔbəɯ⁵³ ʔbɤ⁵³ ʔbəɯ⁴⁵³ ʔbəɯ³⁵ ʔbɤi³³ fɛï³³ ʔbəɯ²⁴ ʔbaɯ⁴⁵³ ʔbəɯ⁴⁵³ 

028 根* ɹaːk²¹ ɹaːk²⁴ ðaːk²¹ ðaːk²³ ɣaːk³¹ ðaːk⁴² ɹaːk²² ɹaːk²¹ ɣaːk⁴² ðaːk³¹ 

029 花* wa⁴² wa:⁴² wa⁵³ ʋa⁵³ wa⁴⁵³ wa³⁵ wa²¹⁴ wa²⁴ ʋa⁴⁵³ ʋa⁴⁵³ 

030 种子* ɕɛ³¹ cjɛ²⁴ ɕɛ³¹ kɛ³¹ ke³¹ ɕe⁴¹ ɕe³¹ ɕe²¹ ke⁴² ke³¹ 

031 水果* maːk⁴⁴ maːk⁵⁵ maːk⁴³ suei⁴⁵ kɔ³¹ kɔ³⁴ ɕɛi³⁴³ lɤk²² maːk³³ lɤk²² maːk⁴⁵ maːk⁴⁴ sui³⁴ kɔ³⁴³ kɔ³⁴³ 

032 绳子* ɕaːk²¹ ɕaːk²⁴ ɕaːk²¹ saːk²³ ɕaːk³¹ saːk⁴² ɕaːk²² ɕaːk²¹ ɕaːk⁴² ɕaːk³¹ 

033 棍子* mɔk³⁴ cjɜn³¹ fɜi³⁴⁴ cjaŋ²⁴ tɜŋ²¹⁴ tɜŋ²¹⁴ fai⁴²ʔ¹³ tɛt⁵⁵ fɛï³¹ tɐt⁵⁵ fɛï³³ cɐŋ³¹ mɔk²² kjɐŋ²¹, 
tɤŋ²³ tɜŋ³¹ʔ¹³ fɜi²¹ kjɐŋ³³ 

034 村子 ʔbaːn⁴⁵³ ʔbaːn⁵⁵³ ʔbaːn³⁴¹ ʔbaːn⁴⁵⁴ ʔbaːn³⁴³ ʔbaːn³³ ʔbaːn³³ ʔbaːn⁴⁵ ʔbaːn³⁴³ ʔbaːn³⁴³ 

035 路* lɔ³¹ lɔ²⁴ lɔ³¹ lɔ³¹ lɔ³¹ lo⁴¹ ɹɜn³³ lɔ²¹ lɔ⁴² lɔ³¹ 

036 稻田 na²³¹ na²³¹ na²³¹ na²³¹ na²¹ na²⁴ na²¹ na³¹ na³² na²¹ 

037 白天* cjɐŋ⁴² ŋɔn²³¹ cjaŋ⁴² ŋɔn²³¹ cɕɐŋ⁵³ ŋɔn²³¹ tɔŋ²¹ ŋɔn²³¹, 
pɐn⁵³ ŋɔn²³¹ 

toŋ²² ŋɔn²¹, 
kjaːŋ⁵⁵ ŋɔn²¹ 

kjaːŋ³³ 
ŋwɐn²⁴ 

paːn³³ ŋɔn²¹ kjaːŋ⁴ ŋɔn³¹ toŋ²² ŋɔn³² tɐŋ²² ŋɔn²¹ 

038 夜* hɐm³¹ hɐm²⁴ hɐm³¹ hɐm³¹ kjaːŋ⁵⁵ hən²¹ hɜn²⁴ hɑm³¹ hɑm²¹ toŋ²² ham⁴⁵³ hɤn²¹ 

039 年* pei⁴² pi⁴² pëi⁵³ pi⁵³ pəi⁴⁵³ pi³⁵ pi²¹⁴ pi²⁴ pəi⁴⁵³ pɘi⁴⁵³ 

040 水牛* waːi²³¹ waːi²³¹ waːi²³¹ waːi²³¹ waːi²¹ waːi²⁴ waːi²¹ waːi³¹ ʋaːi³² waːi²¹ 

041 鸡* kɜi⁴⁴ kɜi⁴⁴ kɜi⁴³³ kɜi³³ kai³³ kɛï⁴⁵³ kɛï⁴⁵ kɜi⁴⁴ kai⁴⁴ kɜi³³ 

042 鸟* ɹɔk³⁴ ɹɔk²³ ðɔk³⁴ ðɔk²² ɣɔk²² ðɔk²² ɹɔk²² ɹɔk²² ɣɔk²² ðɔk²² 

043 鱼* pja⁴² pja⁴² pa⁵³ pja⁵³ pja⁴⁵³ pja³⁵ pja²¹⁴ pa²⁴ pja⁴⁵³ pja⁴⁵³ 

044 狗* ma⁴² ma⁴² ma⁵³ ma⁵³ ma⁴⁵³ ma³⁵ ma²¹⁴ ma²⁴ ma⁴⁵³ ma⁴⁵³ 
045 虱子 (身

上) 
nɐn²³¹ nɐn²³¹ nɐn²³¹ nɐn²³¹ nan²¹ - ɹuət²² nɐn³¹ nan³² nɐn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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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义 大化岩滩 大化流水 都安高岭 都安百旺 上林塘红 上林明亮 马山永州 马山白山 忻城北更 忻城果邃 
046 蛇* taːŋ³¹ ŋɯ²³¹ taːŋ³¹ taːŋ³¹ taːŋ³¹ ŋɯ²⁴ ŋɯ²¹ ŋɯ³¹ taːŋ⁴² taːŋ³¹ 

047 头* cjɐu⁴² cjɐu⁵⁵³ cɕɐu³⁴¹ kjɐu⁴⁵⁴ kjau³⁴³ kjɐu³³ cɐu³³ kjɐu⁴⁵ kjau³⁴³ kjɜu³⁴³ 

048 毛* pʊn⁴² pʊn⁴² pʊn⁵³ pʊn⁵³ pʊn⁴⁵³ pɜn³⁵ pən²¹⁴ pɯn²⁴ pʊn⁴⁵³ pʊn⁴⁵³ 

049 角* kɐu⁴² kɐu⁴² kɐu³⁴¹ kɐu⁵³ kau⁴⁵³ kɐu³⁵ kɐu²¹⁴ kɐu²⁴ kau⁴⁵³ kɜu⁴⁵³ 

050 尾巴* ɹɯəŋ⁴² ɹɯəŋ⁵⁵³ ðɯəŋ⁵³ ðɯəŋ⁵³ ɣɯəŋ⁴⁵³ ðuəŋ³⁵ ɹuɜŋ²¹⁴ ɹɯːŋ²⁴ ɣɯəŋ⁴⁵³ ðɯəŋ⁴⁵³ 

051 皮肤* nɐŋ⁴² naŋ⁴² nɐŋ⁵³ nɐŋ⁵³ naŋ⁴⁵³ naŋ³⁵ nɐŋ²¹⁴ nɐŋ²⁴ naŋ⁴⁵³ nɐŋ⁴⁵³ 

052 骨头* ʔdɔːk⁴⁴ ʔdɔɜk⁵⁵ ʔdoɐk⁴³ ʔdɔːk³³ ʔdɔɜk³³ ʔdoɐk³³ ʔdoːk⁴⁵ ʔdɔːk⁴⁴ ʔdoak³³ ʔdoɜk³³ 

053 血* lɯət²¹ lɯət²⁴ lɯət²¹ lɯət²³ lɯət³¹ luət⁴² luət²² luːt²¹ lɯət⁴² lɯət³¹ 

054 眼睛* lɯk³⁴ ta⁴² lɯk²³ ta⁴² lɯk³⁴ ta⁵³ lɯk²² ta⁵³ lək²² ta⁴⁵³ lɤk²² ta³⁵ lɤk²² ta²¹⁴ lɯk²² ta²⁴ lək²² ta⁴⁵³ lɤk²² ta⁴⁵³ 

055 耳朵* ɹɯ²³¹ ɹɯ²³¹ ðɯ²³¹ ðɯ²³¹ wa⁴⁵³ ɣɯ²¹ tɯ³³ ðɯ²⁴ ɹɯ²¹ ɹɯ³¹ ɣɯ³² ʔbəɯ⁴⁵³ ðɯ²¹ 

056 鼻子* ʔdɐŋ⁴² ʔdaŋ⁴² ʔdɐŋ⁵³, nɐŋ⁵³ kjɐu³⁴ nɐŋ⁵³ naŋ⁴⁴ naŋ⁴⁵³ naŋ³⁵ ʔdɐŋ²¹⁴ ʔnɐŋ²⁴ naŋ⁴⁵³ nɐŋ⁴⁵³ 

057 嘴巴* paːk⁴⁴ paːk⁵⁵ paːk⁴³ mɔːm³¹ moɜm³¹, 
paːk²² 

paːk³³ paːk⁴⁵ paːk⁴⁴ moɜm⁴² moɜm³¹ 

058 牙齿* hɛːu⁴⁵³ hɛːu⁵⁵³ hɛːu³⁴¹ hɛːu⁴⁵⁴ hɛːu³⁴³ jaːu³³ heːu³³ hɛːu⁴⁵ heau³⁴³ heɜu³⁴³ 

059 舌头* lən²⁴ lɪn³⁴⁴ lɪn²¹⁴ lɪn²¹⁴ lin⁴²ʔ¹³ lɜn³¹ lin³³ lɪn²³ lin³¹ʔ¹³ lin²¹⁴ 

060 脖子* hɔ²³¹ ɣɔ²³¹ hɔ²³¹ jiːu⁵³ hɔ²³¹ hɔ²¹ ho²⁴ hɔ²¹ hɔ³¹ hɔ³² hɔ²¹ 

061 肩膀 ʔba⁴⁴ ʔba⁴⁴ ʔba⁴³³ ʔba³³ ʔba³³ ʔba⁴⁵³ ʔba⁴⁵ ʔba⁴⁴ ʔba⁴⁴ ʔba³³ 

062 手* fɯŋ²³¹ fɯŋ²³¹ fɯŋ²³¹ fɯŋ²³¹ fəŋ²¹ fɜŋ²⁴ fəŋ²¹ foŋ³¹ fɜŋ³² fɤŋ²¹ 

063 指甲* ɹɪp⁵⁵ fɯŋ²³¹ ɹɪp²³ ðɪp³⁴ fɯŋ²³¹ kɪp⁵⁵ fɯŋ²³¹ kip⁵⁵ fəŋ²¹ ðɛt²² fɜŋ²⁴ ɹɛt⁴⁴ fəŋ²¹ ɹɪp²² foŋ³¹ kip⁵⁵ fɜŋ³² kip⁵⁵ fɤŋ²¹ 

064 翅膀* fɯət²¹ fɯət²⁴ fuət²¹ fɯət²³ fuət³¹ fuət⁴² fuət²² fuːt²¹ fɯət⁴² fɯət³¹ 

065 背* pɜi³¹ lɐŋ⁴² pɜi²⁴ laŋ⁴² pɜi³¹ lɐŋ⁵³ pɐi³¹ lɐŋ⁵³ pai³¹ laŋ⁴⁵³ pɛï³¹ laŋ³⁵ paːi³¹ lɐŋ²¹⁴ pɜi²¹ lɐŋ²⁴ pai²¹ laŋ⁴⁵³ pɜi³¹ lɐŋ⁴⁵³ 

066 胸脯* ʔɐk⁵⁵ ʔak⁵⁵ ʔɐk⁵⁵ na²⁴ ʔɐk⁵⁵ ʔak⁵⁵ ʔɐk⁵⁵ pa³³ ʔɐk⁴⁴ ʔɐk⁵⁵ ʔak⁵⁵ ʔak⁵⁵ 

067 乳房* ɕi⁴⁵³ nɔŋ⁴⁴ ɕi³⁴¹ kɛ²¹⁴ ne³³ ɕi³³ nu⁴⁵ ɕi⁴⁵ ne⁴⁴ ɕi³⁴³ 

068 心脏* θɪm⁴² tɐu²³¹ θɪm⁴² tɐu²³¹ θɪm⁵³ tɐu²³¹ θɪm⁵³ tɐu²³¹ θim⁴⁵³ tau²¹ ɬɪm³³ tɐu²⁴ θim³³ tɐu²¹ θɪm³³ tɐu³¹ ɬim⁴⁵³ tau³² θim⁴⁵³ 

069 肝* tɐp⁵⁵ tɐp⁵⁵ tɐp⁵⁵ tɐp⁵⁵ tap⁵⁵ tɐp⁵⁵ tɐp⁴⁴ tɐp⁵⁵ tap⁵⁵ tɐp⁵⁵ 

070 肚子* toŋ²⁴ toŋ³⁴⁴ 
puɔŋ⁴³³, 
toŋ²¹⁴ toŋ²¹⁴ toŋ⁴²ʔ¹³ toŋ³¹ toŋ³³ toŋ²³ toŋ³¹ʔ¹³ toŋ²¹⁴ 

071 腿* ka⁴² ka⁴² ka⁵³ ka⁵³ ka⁴⁵³ ka³⁵ ka²¹⁴ ka²⁴ ka⁴⁵³ ka⁴⁵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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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 膝盖* cjɐu⁴⁵³ hɔ⁴⁴ cjɐu⁵⁵³ hɔ⁴⁴ cɕɐu³⁴¹ hɔ⁴³³ kjɐu⁴⁵ hɔ³³ kjau³⁴³ hɔ³³ ka³³ ho⁴⁵³ cɐu³³ hɔ⁴⁵ kjɐu⁴⁵ hɔ²³ kjau³⁴ hɔ⁴⁴ kjɜu³⁴ hɔ³³ 

073 脚* tɪn⁴² tɪn⁴² tɪn⁵³ tɪn⁵³ tin⁴⁵³ tɜn³⁵ tin²¹⁴ tɪn²⁴ tin⁴⁵³ tin⁴⁵³ 

074 大米 hɐu²⁴ hɐu³⁴⁴ hɐu²¹⁴ hɐu²¹⁴ hau⁴²ʔ¹³ hɐu³¹ hɐu³³ hɐu²³ hau³¹ʔ¹³ hɜu²¹⁴ 

075 秧苗 cja⁴⁵³ cja⁵⁵³ cɕa³⁴¹ kja⁴⁵⁴ kja³⁴³ kja³³ ca³³ kja⁴⁵ kja³⁴³ kja³⁴³ 

076 菜(蔬菜) pɐk⁵⁵ pjak⁵⁵ pɐk⁵⁵ pjɐk⁵⁵ pjak⁵⁵ pjɐk⁵⁵ pjɐk⁴⁴ pɐk⁵⁵ pjak⁵⁵ pjak⁵⁵ 

077 肉* nɔ³¹ nɔ²⁴ nɔ³¹ nɔ³¹ nɔ³¹ no⁴¹ ȵe⁴⁵ nɔ²¹ nɔ⁴² nɔ³¹ 
078 油*(花生

油) 
jou²³¹ ju²³¹ jou²³¹ ju²³¹ jɔu²¹ jou²⁴ jou²¹ jɔu³¹ jou³² jou²¹ 

079 蛋* cjɜi⁴⁴ cjei⁴⁴ cɕɜi⁴³³ kjei³³ kjɛi³³ kjɛï⁴⁵³ cɛï⁴⁵ kjɜi⁴⁴ kjɛi⁴⁴ kjɜi³³ 

080 盐* cju⁴² cju⁴² cɕu⁵³ kju⁵³ kju⁴⁵³ kju³⁵ cu²¹⁴ kju²⁴ kju⁴⁵³ kju⁴⁵³ 

081 人* wʊn²³¹ wʊn²³¹ ʋʊn²³¹ ʋʊn²³¹ wʊn²¹ wən²⁴ wən²¹ hɯn³¹ ɣʊn³² ʋʊn²¹ 

082 男人* pou³¹ θaːi⁴² pu²⁴ θaːi⁴² pɔ²¹ θaːi⁵³ pɔ²³¹ θaːi⁵³ pu²¹ θaːi⁴⁵³ pou³¹ ɬaːi³⁵ wən²¹ θaːi²¹⁴ pɔu²¹ θaːi²⁴ pou²¹ ɬaːi⁴⁵³ pu²¹ θaːi⁴⁵³ 

083 女人* mɛ³¹ ʔbʊk⁵⁵ mɛ²² ʔbʊk⁵⁵ mɛ²² ʔbʊk⁵⁵ mɛ ʔbʊk⁵⁵ me³¹ ʔbək⁵⁵ me³¹ ʔbɤk⁵⁵ ɕou³³ ja³¹ ɕɔu⁴⁴ ja³¹ mi²² ʔbɜk⁵⁵ me³¹ ʔbɤk⁵⁵ 

084 父亲* ʔei⁴² pɔ³¹ pɔ²⁴ ʔɜi⁵³ pɔ³¹ pa³³, pɔ³¹ ʔai⁴⁵³ pa³³ ʔɛï³³ pa³³ pɔ³¹ pɔ²¹ pa⁴⁴ pa³¹ 

085 母亲* pa²² ma⁴⁴ mɛ²⁴ pa²² mɛ⁵³ ma³³ pa²¹ me³¹ ʔbɤk²² me⁴¹ me³¹ me²¹ mi⁴² me³¹ 

086 孩子* lɯk³⁴ lɯk²³ ŋɛ²³¹ lɯk³⁴ ŋɛ²³¹ lɯk²² lək²² ŋje²¹ lɤk²² lɤk²² ŋe²¹ lɯk²² ŋje³¹ lək²² ŋe³² lɤk²² 

087 丈夫* kwaːn⁴² kwaːn⁴² ʔɜi⁴⁴ kwaːn⁵³ ʔɜi⁵³ laːu²¹⁴ ʔai⁴⁵ kwaːn⁴⁵³ ʔɛï³³ kwaːn³⁵ kwaːn²¹⁴ kwaːn²⁴ kwaːn⁴⁵³ kwaːn⁴⁵³ 

088 妻子* pa²³¹ pa²³¹ pa²³¹ mɐi²¹⁴ pa²¹ mai⁴²ʔ¹³ ʔbɤk²² ja⁴¹ waːi³³ pa³¹ mai³¹ʔ¹³ mɜi²¹⁴ 

089 我* kou⁴² ku⁴² kou⁵³ ku⁵³ kɔu⁴⁵³ kou³⁵ kou²¹⁴ kɔu²⁴ kou⁴⁵³ kou⁴⁵³ 

090 你* mɯŋ²³¹ mɯŋ²³¹ mɯŋ²³¹ mɯŋ²³¹ məŋ²¹ mɜŋ²⁴ məŋ²¹ mɤŋ³¹ mɜŋ³² mɤŋ²¹ 

091 他/她* tɛ⁴² tɛ⁴² tɛ⁵³ tɛ⁵³ te⁴⁵³ ti³⁵ te²¹⁴ te²⁴ te⁴⁵³ te⁴⁵³ 

092 我们* tou⁴² tu⁴² ðɐu²³¹ tu⁵³ tɔu⁴⁵³ tou³⁵ kɛï³³ ɹɐu²¹ tɔu²⁴ tou⁴⁵³ tou⁴⁵³ 

093 你们* θou⁴² θu⁴² pɔŋ⁵³ θou⁵³ θu⁵³ θɔu⁴⁵³ ɬou³⁵ kɛï³³ məŋ²¹ θɔu²⁴ ɬou⁴⁵³ θou⁴⁵³ 

094他们/她们* pɔŋ⁴² tɛ⁴² cjɔŋ⁴⁴ tɛ⁴² pɔŋ⁵³ tɛ⁵³ kjɔŋ³³ tɛ⁵³ te⁴⁵³ ti³⁵ kɛï³³ te²¹⁴ paːŋ²⁴ te²⁴ te⁴⁵³ te⁴⁵³ 

095 这里* ki²² nei²⁴ ki²² ni³⁴⁴ ke²² nëi²¹⁴ ka²¹ ni²¹⁴ ki²² nai⁴²ʔ¹³ tɛï³⁵ nɛï³¹ jɐk⁴⁴ nei³³ kjɛk⁵⁵ nei⁴⁵ ki²² nai³¹ʔ¹³ kə³³ nɘi²¹⁴ 

096 那里* ki²² tɛ⁴² ki²³ tɛ⁴² ke²² tɛ⁵³ ka²¹ tɛ⁵³ ki²² te⁴⁵³ tɛï³⁵ ti³⁵ jɐk⁴⁴ te²¹⁴ kjɛk⁵⁵ te²⁴ ki²² te⁴⁵³ kə³³ te⁴⁵³ 

097 这*(个) ʔɐn⁴² nei²⁴ ʔdɜn⁴² ni³⁴⁴ ʔdɜn⁵³ nëi²¹⁴ jɯŋ³¹ ni²¹⁴ nan⁴⁴ nai⁴²ʔ¹³ nɛï³¹ nei³³ nei⁴⁵ nai³¹ʔ¹³ nɘi²¹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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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 那(个)* ʔɜn⁴² tɛ⁴² ʔdɜn⁴² tɛ⁴² ʔdɜn⁵³ tɛ⁵³ jɯŋ³¹ tɛ⁵³ nan⁴⁴ te⁴⁵³ ti³⁵ te²¹⁴ te²⁴ te⁴⁵³ te⁴⁵³ 

099 一* ʔdɛːu⁴² ʔdɛːu⁴² ʔdɛːu⁵³ ʔdɛːu⁵³ 
ʔjit⁵⁵, 
ʔdɛːu⁴⁵³ ʔdeau³⁵ ʔdeːu³³ ʔdɛːu²⁴ jɪt⁵⁵, ʔdeau⁴⁵³ ʔdeɜu⁴⁵³ 

100 二* θɔəŋ⁴² θɔɜŋ⁴² θoɐŋ⁵³ θɔːŋ⁵³ ŋəi³¹ ŋi⁴¹ θoːŋ²¹⁴ θɔːŋ²⁴ ŋəi⁴² θoɐŋ⁴⁵³ 

101 三* θaːm⁴² θaːm⁴² θaːm⁵³ θaːm⁵³ θaːm⁴⁵³ ɬaːm³⁵ θaːm²¹⁴ θaːm²⁴ ɬaːm⁴⁵³ θaːm⁴⁵³ 

102 四* θei⁴⁴ θi⁴⁴ θëi⁴³³ θi³³ θəi³³ ɬɛï⁴⁵³ θei⁴⁵ θei⁴⁴ ɬəi⁴⁴ θɘi³³ 

103 五* ha⁴⁵³ ha⁵⁵³ ha³⁴¹ ha⁴⁵⁴ ha³⁴³ ha³³ ha³³ ha⁴⁵ ha³⁴³ ha³⁴³ 

104 多(许多)* laːi⁴² laːi⁴² laːi⁵³ laːi⁵³ laːi⁴⁵³ laːi³⁵ laːi²¹⁴ laːi²⁴ laːi⁴⁵³ laːi⁴⁵³ 

105 少* θiːu⁴⁵³ θiːu⁵⁵³ θiːu³⁴¹ θiau⁴⁵⁴ θiou³⁴³ ɬiːu³³ noːi³¹ θiːu⁴⁵ ɬiou³⁴³ θiːu³⁴³ 

106 都* tu⁴⁴ tu⁴² cɕuən³⁴¹ tu³³ tu³³ soŋ³³ tɔŋ⁴⁵ tɔu⁴⁴ kjoɜn⁴⁴ kjoɜn³³ 

107 一些* ti⁴⁴ ʔdɛːu⁴² ti⁴⁴ ti²² ȵɜt⁵⁵ ti³³ ʔdɛːu⁵³ ʔjit⁵⁵ təi³³ ȵɜt⁵⁵ ȵɐu³⁵ mi²¹ ʔbaːŋ³³ ti⁴⁴ təi⁴⁴ tɘi³³ 

108 大* laːu²⁴ laːu³⁴⁴ ʔbɯk⁵⁵ laːu²¹⁴ laːu⁴²ʔ¹³ hoŋ³⁵ hoŋ²¹⁴ hoŋ²⁴ laːu³¹ʔ¹³, 
hoŋ⁴⁵³ 

ʔbɤk⁵⁵ 

109 小* ʔei⁴⁴ ȵi⁴⁴ ʔëi⁴³³ θɜi³³ θai³³ ȵɛï⁴⁵³ ʔi⁴⁵ ʔi⁴⁴ ɬai⁴⁴ θɜi³³ 

110 长* ɹɜi²³¹ ɹɜi²³¹ ðɜi²³¹ ðɜi²³¹ ɣai²¹ ðɛï²⁴ ɹɛï²¹ ɹɜi³¹ ɣai³² ðɜi²¹ 

111 短* kɐn⁴⁴ tɪn⁵⁵³ tɪn³⁴¹ tɪn⁴⁵⁴ tin³⁴³ tɜn³³ tin³³ tɪn⁴⁵ tin³⁴³ tin³⁴³ 

112 宽* kwaːŋ⁴⁴ kwaːŋ⁴⁴ kwaːŋ⁴³³ kwaːŋ³³ kwaːŋ³³ kwaːŋ⁴⁵³ kwaːŋ⁴⁵ kwaːŋ⁴⁴ kwaːŋ⁴⁴ kwaːŋ³³ 

113 窄* kɐp³⁴ kɐp²³ kɐp³⁴ kɐp²² kap²² kɑp²² kɐp²² kɑp²² kap²² kɐp²² 

114 厚* na⁴² na⁴² na⁵³ na⁵³ na⁴⁵³ na³⁵ na²¹⁴ na²⁴ na⁴⁵³ na⁴⁵³ 

115 薄* ʔbaːŋ⁴² ʔbaːŋ⁴² ʔbaːŋ⁵³ ʔbaːŋ⁵³ ʔbaːŋ⁴⁵³ ʔbaːŋ³⁵ ʔbaːŋ²¹⁴ ʔbaːŋ²⁴ ʔbaːŋ⁴⁵³ ʔbaːŋ⁴⁵³ 

116 重* nɐk⁵⁵ nak⁵⁵ nɐk⁵⁵ nɐk⁵⁵ nak⁵⁵ nɐk⁵⁵ nɐk⁴⁴ nɐk⁵⁵ nak⁵⁵ nak⁵⁵ 

117 轻 ʔbɐu⁴² ʔbɐu⁴² ʔbɐu⁵³ ʔbɐu⁵³ ʔbau⁴⁵³ ʔbɐu³⁵ ʔbɐu²¹⁴ ʔbɐu²⁴ ʔbau⁴⁵³ ʔbɜu⁴⁵³ 

118 红* hɔŋ²³¹ hɔŋ²³¹ hɔŋ²³¹ hɔŋ²³¹ hɔŋ²¹ hɔŋ²⁴ hɔŋ²¹ hɔŋ³¹ hɔŋ³² hɔŋ²¹ 

119 绿* lɔk³⁴ lɔk²³ lɔk³⁴ hɛːu⁵³ hɛːu⁴⁵³ jaːu³⁵ lɔk²² lɔk²² heau⁴⁵³ heɜu⁴⁵³ 

120 黄* hɛːn⁴⁵³ hɛːn⁵⁵³ hɛːn³⁴¹ hɛːn⁴⁵⁴ hɛːn³⁴³ jeɛn³³ hɪːn³³ heːn⁴⁵ heːn³⁴³ heɛn³⁴³ 

121 白* haːu⁴² haːu⁴² haːu⁵³ haːu⁵³ haːu⁴⁵³ haːu³⁵ haːu²¹⁴ haːu²⁴ haːu⁴⁵³ haːu⁴⁵³ 

122 黑* nɐm⁴² ʔdɔɜŋ⁴⁴ nɐm⁵³ nɐm⁵³ nam⁴⁵³ nɐm³⁵ ʔdɐm²¹⁴ nɐm²⁴ nam⁴⁵³ nɐm⁴⁵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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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热(天气)* ʔdaːt⁴⁴ ʔdaːt⁵⁵ ʔdaːt⁴³ ðɛːm⁴⁵⁴ ʔdaːt³³ ʔdaːt³³ həŋ³³ ʔdaːt⁴⁴ ɣeam⁴² ʔdaːt³³, 

ðeɜm³⁴³ 
124 冷(天气)* nɪt⁵⁵ nɪt⁵⁵ nɪt⁵⁵ liəŋ²³¹ liəŋ²¹ nət⁵⁵ nit⁴⁴ nɪt⁵⁵ lɯəŋ³² liəŋ²¹ 

125 新* mɔ⁴⁴ mɔ⁴⁴ mɔ⁴³³ mɔ³³ mɔ³³ mo⁴⁵³ mɔ⁴⁵ mɔ⁴⁴ mɔ⁴⁴ mɔ³³ 

126 旧* kɐu⁴⁴ kɐu⁴⁴ kɐu⁴³³ kɐu³³ kau³³ kɐu⁴⁵³ kɐu⁴⁵ kɐu⁴⁴ kau⁴⁴ kɜu³³ 

127 好* ʔdei⁴² ʔdi⁴² ʔdëi⁵³ ʔdi⁵³ ʔdəi⁴⁵³ ʔdəi³⁵ ʔdei²¹⁴ ʔdei²⁴ ʔdəi⁴⁵³ ʔdɘi⁴⁵³ 

128 坏* waːi³¹ ȵaːu⁴⁴ waːi³¹ ʋaːi³¹ waːi³¹, 
ɣɯəi⁴²ʔ¹³ waːi⁴¹ waːi³¹ waːi²¹ ʋaːi⁴², 

ɣɯəi³¹ʔ¹³ ʋaːi³¹ 

129 腐烂 

(果子)* 
nɐu³¹ joŋ⁵⁵³ nɐu³¹ nɐu³¹ nau³¹ nɐu⁴¹ nɐu³¹ nɐu²¹ nau⁴² nɜu³¹ 

130 脏(衣服）* cjuɔk⁴⁴ cjuɔk⁵⁵ cɕuɔk⁴³ ʔu³³ ʔu³³ ʔu⁴⁵³ cuɜk⁴⁵ ʔu⁴⁴ ʔu⁴⁴ ʔu³³ 

131 直* θɔ³¹ θɔ²⁴ θɔ³¹ θɔ³¹ θɔ³¹ ɬo⁴¹ θɔ³¹ θɔ²¹ ɬɔ⁴² θɔ³¹ 

132 圆* ʔduən⁴² ʔduən⁴² ʔduən⁵³ ʔduən⁵³ ʔduən⁴⁵³ tuən²⁴ mən²¹ ʔduən²⁴ ʔduən⁴⁵³ ʔduən⁴⁵³ 

133 满* ɹɪm⁴² jɪm⁴² ðɪm⁵³ ðɪm⁵³ ɣim⁴⁵³ ðəm³⁵ ɹim²¹⁴ ɹɪm²⁴ ɣim⁴⁵³ ðim⁴⁵³ 

134 锋利* ɹɜi³¹ ɹɜi²⁴ ðɜi³¹ ðɜi³¹ ɣai³¹ ðɛï⁴¹ kaːt⁴⁵ ɹɜi²¹ ɣai⁴² ðɜi³¹ 

135 钝* mɐt⁵⁵ mot⁵⁵ mot⁵⁵ ŋɔm²¹⁴ ŋɔm⁴²ʔ¹³ ðɪn³¹ ȵɔ³³ mɐt⁵⁵ ŋɔm³¹ʔ¹³ ŋɔm²¹⁴ 

136 滑* ʔwɪn⁴⁵³ ʔɯən⁵⁵³ ʔɯən³⁴¹ ðɐu²³¹ ʔɯən³⁴³ ðɐu²⁴ haːu³³ ʔuən⁴⁵ ʔɯən³⁴³ ðɜu²¹ 

137 湿* ʔbɜi⁴⁴ tʊm²³¹ ʔbɜi⁴³³ mɜi³³ mai³³ tɐm²⁴ tʊm²¹ ʔbɜi²⁴ mai⁴⁴ mɜi³³ 

138 干(衣服)* ɹɔ⁴² ɹɔ⁴² ðɔ⁵³ θaːu⁴⁵⁴ həɯ³³ həɯ⁴⁵³ hɤi⁴⁵ ɹɔ²⁴ ɣaːu³⁴³ ðaːu³⁴³ 

139 对(对了)* toːi⁴⁴ toːi⁴⁴ toːi⁴³³ toːi³³ tɔːi³³ teaŋ³⁵, toːi⁴⁵³ tɪːŋ²¹⁴ tɔːi⁴⁴ tɔːi⁴⁴ toːi³³ 

140 近* cjəɯ⁴⁵³ cjəɯ⁵⁵³ cɕəɯ³⁴¹ kjɤ⁴⁵⁴ kjaɯ³⁴³ kjəɯ³³ cɤi³³ kjəɯ⁴⁵ kjaɯ³⁴³ kjəɯ³⁴³ 

141 远* cjei⁴² cjei⁴² cɕɜi⁵³ kei⁵³ kjɛi⁴⁵³ kjɛï³⁵ cɛï²¹⁴ kjɜi²⁴ kjɛi⁴⁵³ kjɜi⁴⁵³ 

142 右(边)* kwa²³¹ kwa²³¹ kwa²³¹ kwa²³¹ pai³¹ kwa²¹ kwa²⁴ kwa²¹ kwa³¹ kwa³² kwa²¹ 

143 左(边)* θɯːi²⁴ θɯei³⁴⁴ θuːi²¹⁴ θɯei²¹⁴ 
pai³¹ 
θɯəi⁴²ʔ¹³ ɬoːi³¹ θuəi³³ θuːi²³ ɬɯəi³¹ʔ¹³ θɯːi²¹⁴ 

144 饿* ʔjɯːk⁴⁴ ʔjɯːk⁵⁵ ʔjɯːk⁴³ ʔjɯːk³³ ʔjəːk³³ jɤːk³³ ʔjuɜk⁴⁵ ʔjɯːk⁴⁴ jɯək³³ jɯːk³³ 

145 喝(酒)* ʔdɐt⁵⁵ ʔdot⁵⁵ ʔdɐt⁵⁵ ʔdot⁵⁵ ʔdət⁵⁵ ðoːp³³ kən²¹⁴ ʔjɪt²² ɬaːi⁴⁵³ ʔdɯt⁵⁵ 

146 吃* kɯn⁴² kɯn⁴² kən⁵³ kɯn⁵³ kən⁴⁵³ kən³⁵ kən²¹⁴ kɯn²⁴ kən⁴⁵³ kən⁴⁵³ 

147 咬* hɐp³⁴ hɐp²³ hɐp³⁴ hɐp²² hap²² hɑp²² hɐp²² hɑp²² hap²² hɑp²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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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吸(吮吸)* θʊp⁵⁵ ɕʊp⁵⁵ ʔdɐt⁵⁵ ʔdot⁵⁵ kip⁵⁵ nɜp⁵⁵ nʊp⁴⁴ ʔdɜt⁵⁵ ɬʊp⁵⁵ θuep³³, 

ʔdɯt⁵⁵ 

149 呼(放气)* ɕoəŋ⁴⁴ ɕɯən⁴² ɕuɔŋ⁴³³ suɜŋ³³ 
ʔu⁴⁵³, ɕuɜŋ³³ 
həi³³ suəŋ⁴⁵³ pɔ⁴⁵ hɔn⁴⁴ ɕuɜŋ⁴⁴ ɕuən³³ 

150 吐痰* pi⁴² pi⁴² pi³⁴¹ pi⁴⁵⁴ pi³⁴³ pi³⁵ pi³³ pi⁴⁵ pi³⁴³ pi³⁴³ 

151 呕吐* ɹuɔk²¹ ɹuɔk²⁴ ðuɔk²¹ ðuɜk²³ ʔuɜk³¹ ðuək⁴² wɛːk²² ɹuːk²¹ ʔuək⁴² ðuək³¹ 

152 吹(火)* pɔ⁴⁴ pɔ⁴⁴ pɔ⁴³³ pɔ³³ pɔ³³ po⁴⁵³ pɔ⁴⁵ pɔ⁴⁴ pɔ⁴⁴ pɔ³³ 

153 笑(大笑)* jiːu⁴² jiːu⁴² ðiːu⁵³ ðiau⁵³ ɣiou⁴⁵³ ðiːu³⁵ ɹiou²¹⁴ ɹiːu²⁴ ɣiou⁴² ðiːu⁴⁵³ 

154 看* ʔdɔːm⁴⁴ jiːu⁴⁴ ʔdɔɜm⁴³³ ʔdɔːm³³ nɛːu³¹, ŋoɜn²¹ 
neau⁴¹, 
ŋoɜn²⁴, 
nuəm²⁴ 

ʔjɐu⁴⁵ ȵeːm⁴⁴, 
ʔjəɯ⁴⁵ neau⁴² neɜu³¹ 

155 听* tɪŋ⁴⁴ tɪŋ⁴⁴ tɪŋ⁴³³ θɪŋ³³ tiŋ³³ tɪŋ⁴⁵³ tiŋ⁴⁵ tɪŋ⁴⁴ tiŋ⁴⁴ tiŋ³³ 

156 知道* ɹɔ²⁴ ɹɔ³⁴⁴ ðɔ²¹⁴ ðɔ²¹⁴ ɣɔ⁴²ʔ¹³ ðo³¹ ɹɔ³³ ɹɔ²³ ɣɔ³¹ʔ¹³ ðɔ²¹⁴ 

157 想* θɯəŋ⁴⁵³ θɯəŋ⁵⁵³ θɯəŋ³⁴¹ ŋi²¹⁴? θɯəŋ³⁴³ nɐm³³ nɐm²¹⁴ nɐm⁵⁴ nʊm³⁴³ nʊm³⁴³ 

158 闻* ʔdʊm⁴² mʊp⁵⁵ ʔdʊm⁵³ ȵu³¹ ȵɔu³³ ȵou⁴⁵³ mʊp⁴⁴ mʊp⁵⁵ ȵou⁴⁴ ȵʊp⁵⁵ 

159 怕* laːu⁴² laːu⁴² laːu⁵³ laːu⁵³ laːu⁴⁵³ laːu³⁵ laːu²¹⁴ laːu²⁴ laːu⁴⁵³ laːu⁴⁵³ 

160 睡觉* nən²³¹ nən²³¹ nɪn²³¹ nən²³¹ nən²¹ nɐn²⁴ nin²¹ nɪn³¹ nɜn³² nɤn²¹ 

161 活* lei²⁴ li³⁴⁴ ʔdëi⁵³ mɐn²³¹ ləi⁴²ʔ¹³ ləi³¹ li³³ lei²³ ʔaːk³³ ʔaːk³³ 

162 死* taːi⁴² taːi⁴² taːi⁵³ taːi⁵³ taːi⁴⁵³ taːi³⁵ taːi²¹⁴ taːi²⁴ taːi⁴⁵³ taːi⁴⁵³ 

163 杀* ka⁴⁵³ ka⁵⁵³ ka³⁴¹ ka⁴⁵⁴ ka³⁴³ ka³³ ka³³ ka⁴⁵ ka³⁴³ ka³⁴³ 

164 打架* tɔ²¹ ta⁴⁵³ ta⁵⁵³ tɔ²¹ ta³⁴¹ tɔ²¹ ta⁴⁵⁴ 
tu²² ta³⁴³, tu²² 
tʊp²² tu²¹ tɜp²² tɔ³³ ta³³ tɔu²² mɐp⁵⁵ tu²² ta³⁴³ to³³ mɐp⁵⁵ 

165 打猎 tɯk⁵⁵ ȵɜn⁴² tɯk⁵⁵ ȵɜn⁴² tɯk⁵⁵ ȵɜn⁵³ ta⁴⁵ ȵɜn⁵³ ta²² tək³³, ta²² 
liəp³¹ 

ta²² tɤk⁵⁵ tɤk³³ ȵɛn̈²¹⁴ ta⁴⁴ ȵɐn²⁴ ta³³ tək⁵⁵ ta³⁴ tɤk⁵⁵ 

166 打(用拳)* mɐp³⁴, tʊp³⁴ tʊp²³ ɕaːm²¹⁴ sʊk⁵⁵ ta³⁴³, tʊp²² tɜp²² tɤk⁴⁴ mɐp⁵⁵ ta³⁴³ mɐp⁵⁵ 

167 切(肉)* ɹɔən⁴⁴ ɹɔən⁴⁴ ðoɜn⁴³³ ðɔːn²³¹ ʔuən³³ ðuən⁴⁵³ ɹoːn⁴⁵ ɹɔːn⁴⁴ ɕaːp⁴² tɕaːp³¹ 

168 劈开* paːk²¹ paːk²⁴ paːk²¹ paːk²³ paːk³¹ paːk⁴² paːk²² paːk²¹ paːk⁴² pik⁵⁵ 

169 扎* θɐk⁵⁵ ʔbɔɜŋ⁴⁴ θeap⁴³ ʔbɔːŋ³³ ʔboɜŋ³³ 
ʔboɜŋ⁴⁵³, 
nɐm⁴⁵³ ʔbɐŋ⁴⁵ ʔbɔːŋ⁴⁴ ʔboɜŋ⁴⁴ ʔboɐŋ³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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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抓 

(痒) (搔)* 
kɐu⁴² kɐu⁴² kɐu⁵³ kɐu⁵³ ŋwaːi³⁴³ ȵaːu³⁵ kɐu²¹⁴ kɐu²⁴ ŋwaːi³⁴³ kɜu⁴⁵³ 

171 挖* waːt⁴⁴ ʔwaːt⁵⁵ ʋaːt⁴³ ʋaːt³³ ŋwɛːt³³ ŋweːt³³ wɪːt²² ʔweːt⁴⁴ ʋaːt³³ ŋwaːt³³ 

172 游泳* hou²³¹ ju²³¹ hou²³¹ ʋiu²² ðɐm²¹⁴ jɔu³³ wiŋ⁴²ʔ¹³ ta³³ sɐm³¹ ju²¹ ta⁴⁴ ɕɐm²³ ɣu³² ɣam³¹ʔ¹³ ju²¹ 

173 飞* ʔbɪn⁴² ʔbɪn⁴² ʔbɪn⁵³ ʔbɪn⁵³ ʔbin³⁴³ ʔbɪn³⁵ ʔbin²¹⁴ ʔbɪn²⁴ ʔbin⁴⁵³ ʔbin⁴⁵³ 

174 走* paːi⁴⁵³ pjaːi⁵⁵³ paːi³⁴¹ pjaːi⁴⁵⁴ pjaːi³⁴³ pjaːi³³ pjaːi³³ ʔjaːm⁴⁴ pjaːi³⁴³ pjaːi³⁴³ 

175 来* tɐu⁴⁵³ tɐu⁵⁵³ tɐu³⁴¹ tɐu⁴⁵⁴ tau³⁴³ tɐu³³ tɐu³³ tɐu⁴⁵ tau³⁴³ tɜu³⁴³ 

176 躺* nən²³¹ nən²³¹ nɪn²³¹ nən²³¹ ʔiŋ⁴⁵³ nɐn²⁴ ʔjiət⁴⁵ ʔɪŋ²⁴ nɜn³² ȵaːŋ⁴⁵³ 

177 坐* nɐŋ³¹ naŋ²⁴ nɐŋ³¹ nɐŋ³¹ naŋ³¹ naŋ⁴¹ nɐŋ³¹ nɐŋ²¹ naŋ⁴² nɐŋ³¹ 

178 站* θɔŋ²³¹ ʔdɯn⁴² θɔŋ²³¹ θɔŋ²³¹ θɔŋ²¹ ʔdɜn³⁵ ʔdən²¹⁴ ʔdɯn²⁴ ɬɔŋ³² θɔŋ²¹ 

179 等 * tɛ⁴⁴, ɕa²³¹ ɕa⁵⁵³ ɕa³⁴¹ kja⁴⁵⁴ ɕa³⁴³ sa³³ ɕa³³ te⁴⁴ kja³⁴³ kja³⁴³ 

180 转* ɕɪən⁴⁴ ɕien⁴⁴ ɕiən⁴³³ suən³³ ɕuən³³ suən⁴⁵³ pɜn⁴⁵ ɕiːn⁴⁴ ɕuən⁴⁴ ɕuən³³ 

181 掉* tɔk⁵⁵ tɔk⁵⁵ tɔk⁵⁵ tɔk⁵⁵ tɔk⁵⁵ tɔk⁵⁵ tɔk⁴⁴ tɔk⁵⁵ tɔk⁵⁵ tɔk⁵⁵ 

182 给* həɯ⁴⁵³ həɯ⁵⁵³ həɯ³⁴¹ hɐŋ⁴⁵⁴ haŋ³⁴³ haŋ³³ hɤi³³ həɯ⁴⁵ haŋ³⁴³ hɐŋ³⁴³ 

183 拿* təɯ²³¹ tɯ²³¹ təɯ²³¹ kɐm³¹, tɤ²³¹ təɯ²¹ təɯ²⁴ kɐm²¹⁴, tɤi²¹ təɯ³¹, ʔɐu²⁴ təɯ³² ɕɜu²¹⁴ 

184 榨 (油)* naːp⁴⁴ naːp⁵⁵ ɕa²¹⁴ sa²¹⁴ tɔːk³³, ɕa³³ sa⁴⁵³ naːp⁴⁵ tɔːk⁴⁴ toak³³ mɐp⁵⁵ 

185 榨 (蔗)* kaːu⁴² kaːu⁵⁵³ kaːu³⁴¹ sa²¹⁴ kaːu³⁴³ kaːu³³ ɕa²¹⁴ kaːp²¹ ɕa⁴⁴ ŋaːt³¹ 

186 擦* maːt⁴⁴, wuət⁵⁵ ɕaːt⁵⁵, ʔuət⁵⁵ ɕaːt⁴³ maːt²³ maːt³¹ maːt⁴² ʔuət⁴⁵ maːt²¹, ɕaːt⁴⁴ ɕaːt³³, maːt⁴² ɕaːt³³ 

187 洗(手,菜)* θɯːi⁴⁴ θɯei⁴⁴ θuːi⁴³³ θɯei³³ θɯəi³³ ɬoːi⁴⁵³ θuəi⁴⁵ θuːi⁴⁴ ɬɯəi⁴⁴ θɯːi³³ 

188 洗 (衣服) θɐk³⁴ θak²³ θɐk³⁴ θɐk²² θak²² ɬɐk²² θɐk²² θɐk²² ɬak²² θak²² 

189 拉 (过来)* ɹaːk²¹ pɛːŋ⁴⁴ peaŋ⁴³³ pɛːŋ³³ peaŋ³³, ɣaːk³¹  peaŋ⁴⁵³, 
ðaːk⁴² 

ɹaːk²² ɹaːk²¹ peaŋ⁴⁴, ɣaːk⁴² peɐŋ³³ 

190 推* ŋɜi²⁴ toːi⁴², kɜi³⁴⁴ kɜi²¹⁴ ŋɐi²¹⁴ ɣai⁴²ʔ¹³ toːi³⁵, ŋɛï³¹ toːi²¹⁴ ɕe⁴⁵, ŋɜi⁴⁴ kai³¹ʔ¹³ kɜi²¹⁴ 

191 投* vɪt⁵⁵ wɪt⁵⁵ tëi⁴³³ tɐu⁵³ kau³¹ kɐu⁴¹ tɪːk⁴⁵ wɪt⁵⁵ pɔm³², kau⁴⁵³ pɔm²¹ 

192 系* ɕʊk³⁴ ɕʊk²³ ɕʊk³⁴ taːu²³¹ 
ɕʊk²², 
hɛːu⁴²ʔ¹³ sɔk²² ɕʊk²² ɕʊk²² ɕʊk²² taːu²¹ 

193 说,讲* kaːŋ⁴⁵³ kaːŋ⁵⁵³ kaːŋ³⁴¹ kaːŋ⁴⁵⁴ kaːŋ³⁴³ kjaːŋ³³ kaːŋ³³ kaːŋ⁴⁵ kaːŋ³⁴³ kaːŋ³⁴³ 

194 唱* ɕɯəŋ⁴⁴ ɕɯəŋ⁴⁴ ɕɯəŋ⁴³³ sɯəŋ³³ ɕɯəŋ³³ ɕiəŋ⁴⁵³ tɔk²² ɕɯːŋ⁴⁴ ɕɯəŋ⁴⁴ ɕɯəŋ³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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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玩* lou²³¹ ɕɐm²³¹ lou²³¹, ku²¹ 

ɕɐm²³¹ ku²¹ sɐm²³¹ ku³¹ ɕam²¹ ku²² sɐm²⁴, 
ləɯ²⁴ lou²¹ lɔu³¹ ku²² ɕam³² ɕɐm²¹ 

196 浮* fou²³¹ fu²³¹ fou²³¹ fu²³¹ fɔu²¹ fou²⁴ fou²¹ fɔu³¹ fou³² fou²¹ 

197 流* ɹou²³¹ ɹiu²³¹ ðou²³¹ ðiu⁵³ wu⁴⁵³ lu³⁵ lou²¹ ɹiːu³¹ ɣu⁴⁵³ ðu⁴⁵³ 

198 肿* fɔk³⁴ fɔk²³ fɔk³⁴ fɔk²² fɔk²² fɔk²² fɔk²² fɔk²² fɔk²² fɔk²² 

199 烧* pɐu⁴² ɕɔp²³ pɐu⁵³ pjɐu⁵³ ɕɔm³¹ sɐm⁴¹ ɕɔp²² ɕɐp²² ɕɔp²² ɕɔm³¹ 

200 在* jɯ⁴⁴ jɯ⁴⁴ jɯ⁴³³ jɯ³³ jɯ³³ jəɯ⁴⁵³ jou⁴⁵ jɔu⁴⁴ jɯ⁴⁴ jɯ³³ 

201 里 (面)* ʔdəɯ⁴² ʔdəɯ⁴² ʔdəɯ⁵³ ʔdɤ⁵³ ʔdaɯ⁴⁵³ ʔdəɯ³⁵ ʔdɤi²¹⁴ ʔdəɯ²⁴ ʔdaɯ⁴⁵³ ʔdəɯ⁴⁵³ 

202 外 (面)* ɹɔɜk²¹ ɹɔɜk²⁴ ðoɐk²¹ ðɔːk²³ ɣɔɜk³¹ ðoɐk⁴² ɹoːk²² ɹɔːk²¹ ɣoak⁴² ðoɜk³¹ 

203 不* ʔbou⁴⁴ 
ʔdɯei⁴², 
ʔbɐu⁴⁴ ʔdi⁴³³ ʔdi⁵³ ʔdɯəi⁴⁵³ ʔdi³⁵ ʔbou⁴⁵ ʔbɔu⁴⁴ ʔi⁴⁴ ʔbou³³, ʔdi⁴⁵³ 

204 和* haːp²¹ hɔɜp²⁴ teɜm⁵³ tɛːm⁵³ ɣeaŋ³¹ sou⁴⁵³ ʔdi³³, ɕɐu⁴⁵ ɕɐu⁴⁴ ɣeaŋ⁴² ðaːŋ³¹ 

205 跟* ɹɯəŋ²³¹ tɛːm⁴² ðɯəŋ²³¹ ðɯəŋ²³¹ ɣeaŋ³¹ kɐn³⁵ ɹuɜŋ³¹ ɹɯːŋ²¹ kan⁴⁵³ kɐn⁴⁵³ 

206 如果* ji²¹ kɔ⁴² ji²² kɔ⁴² ʔi²² kɔ⁵³ ʔi²¹ kɔ⁴⁵⁴ 
θəɯ²²ku³⁴³, 
kja²³θəɯ²¹ laŋ³¹ ko³³ hi³³ kɔ⁴⁵ nɐŋ²¹ nɐu³¹ ɬəɯ²² kɔ⁴⁵³ ʔi²² kɔ³⁴³ 

207 什么* tu²¹ ma²³¹ tu²¹ ma²³¹ këi²¹ ma²³¹ ka²¹ ma²³¹ 
ka³³jəɯ²¹, 
ka³³ma 

ʔdɐk⁵⁵ ðəɯ²⁴, 
kɛï³³ ðəɯ²⁴ kɛï³³ ma²¹ kɜi⁴⁴ ma³¹ kai⁴⁴ jaɯ³² 

ki²² jəɯ²¹, 
kə²² ma²¹ 

208 什么时候* pən⁴² ɹəɯ²³¹ θi²³ ɹəɯ²³¹ pɜn⁵³ ðəɯ²³¹ fu³¹ ðɤ²³¹, 
pɜn⁵³ ðɤ²³¹ 

ka³¹ma²¹ 
θei³³həu³¹ 

to³³ ðəɯ²⁴ paːn²¹⁴ lɤi²¹ pɐn²³ ɹəɯ³¹ ɬɛi⁴⁴ ɣaɯ³² θi²² jəɯ²¹ 

209 谁* pu²¹ ɹəɯ²³¹ pu²¹ ɹəɯ²³¹ ʔɜi⁵³ ðəɯ²³¹ ʔɜi⁵³ ðɤ²³¹ ʔai⁴⁵³ jəɯ²¹ ʔɛï³³ ðəɯ²⁴ pou²² lɤi²¹ pɔu²² ɹəɯ³¹ ʔai⁴⁵ jaɯ³² ʔda³¹ 

210 哪里 ki²¹ ɹəɯ²³¹ ki²¹ ɹəɯ²³¹ këi²¹ ðəɯ²³¹ ka³² ðɤ²³¹ jɯ³³ kjəɯ³⁴³ tɛi³⁵ ðəɯ²⁴ jaːk²² lɤi²¹ kjɛk⁵⁵ ɹəɯ³¹ kjaɯ³² kjəɯ³¹ 

211 怎么* tɐŋ⁴² ɹəɯ²³¹ ku²¹ ɹəɯ²³¹ hɐu³¹ ðəɯ²³¹ jɯŋ³¹ jɤ²³¹ hau²¹ɣəɯ³⁴³, 
kai³³ɣəɯ³⁴³ tɜŋ⁴⁵ ŋjɐu²⁴ ku²² lɤi²¹ ləm⁴⁴ ɹəɯ³¹ hau²² jaɯ³² 

jɯəŋ³¹ 
ðəɯ²¹, kə²² 
ðəɯ²¹ 

212 名字* mɪŋ³³ ɕɔ³¹ mɪŋ²³ ɕɔ²⁴ mɪŋ²³ ɕɔ³¹ mɪŋ²² sɔ³¹ miŋ²² ɕi³¹ mɪŋ³¹ ɕi⁴¹ ɕɔ³¹ mɪŋ²¹ ɕɔ²¹ miŋ³² ɕɔ³¹, miŋ²¹ 

213 打雷 pa⁴⁵³ lɜi²³¹ pja⁵⁵ ɹɜi²³¹ pa⁵³ ðɜi²³¹ pja⁴⁵ ðɜi²³¹ pja³³ ɣai²¹ pja³³ ðɛï²⁴ pa³³ ɹɛï²¹ pa⁴⁴ ɹɜi³¹ pja³⁴ ɣai³² pja³⁴ ðɜi²¹ 

214 打闪 ta⁴⁴ lʊəm⁴² pja⁵⁵ pjɛːn⁴² lɯn⁴⁵ pa³⁴¹ pja⁴⁵ paːk²³ pja³³ jaːp³³ pja³³ jaːp³³ pa³³ luəm³³ pa⁴⁴ jaːp⁴⁴ pja³⁴ jaːp³³ lɐp²² liŋ³¹ 

215 彩虹 toŋ²³¹ toŋ²³¹ toŋ²³¹ tu²² toŋ²³¹ 
tu³¹ lɔŋ²¹ 
kən⁴⁵³ 
ɣam⁴²ʔ¹³ 

tu²² loŋ²⁴ tu³³ toŋ²¹ tu²² toŋ³¹ lɔŋ³² toŋ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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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冰雹 lɯk³⁴ paːk²¹ lɯk²³ paːk²⁴ lɯk³⁴ paːk²¹ lɯk²² paːk²¹ lək²² paːk³¹ pɪŋ²⁴ paːu²⁴ tɔk⁴⁴ ɹit⁴⁵ lɯk²² paːk²¹ lək²² paːk⁴² lɤk²² paːk³¹ 

217 阳光 ʔdɪt⁵⁵ ʔdaːt⁴⁴ ʔdɪt⁵⁵ ʔdaːt⁵⁵ ʔdɪt⁵⁵ ʔdaːt⁴³ ʔdɪt⁵⁵ ʔdit⁵⁵ ʔdət⁵⁵ ʔdit⁴⁴ ʔdaːt⁴⁵ ʔdɪt⁵⁵ ʔdɪt⁵⁵ ðoɐŋ³¹ 

218 影子 (人) ɹɐm³¹ ŋɐu²³¹ ŋɐu²³¹ ðɐm²¹ ŋɐu²³¹ ðɐm³¹ ðɐu²³¹ ɣam³¹ ŋau²¹ pəm³¹ pjaːu⁴¹ ŋɐu²¹ ɹɐm²¹ ŋɐu³¹ ɣam⁴² ɣau³² ðɐm³¹ ðɜu²¹ 

219 早 ɹɔːm³¹ ɹɔːm²⁴ ðɔɜm³¹ ðɔːm³¹ ɣoɜm³¹ sɐu³¹ ɹoːm³¹ ɹoːm²¹ ɣoɜm⁴² ðoɜm³¹ 

220 早晨 hɐt⁵⁵ hɐt⁵⁵ ɹɔːm²⁴ cɕɜŋ³³ hɐt⁵⁵ hɜt⁵⁵ ðɔːm³¹ hat⁵⁵ ɣoɜm³¹ kjaːŋ³³ hɐt⁵⁵ hɜt⁴⁴ roːm³¹ kjaːŋ⁴⁴ hɐt⁵⁵ hat⁵⁵ ɣoɜm⁴² hɐt⁵⁵ ðoɜm³¹ 

221 中午 cjɐŋ⁴² ŋɔn²³¹ pjɔɜŋ²⁴ ŋɔn²³¹ cɕɜŋ⁵³ ŋɔn²³¹ paːn⁵³ ðɪŋ²³¹ fəɯ³¹ ɣiŋ²¹, 
faːn⁴⁵³ ɣiŋ²¹ 

to³¹ ŋaːi³⁵ paːn³³ ŋaːi²¹ pɯn⁴⁴ ŋaːi³¹ fan⁵⁵ hat⁵⁵ fɐn³³ ŋɔn²¹ 

222 晚上 hɐm³¹ cjaːŋ⁴² hɐm²⁴ cɕɜŋ⁵³ hɐm³¹ paːn⁵³ hɐm³¹ 
toŋ²¹ ham³¹, 
kjaːŋ⁴⁵³ 
ham³¹ 

to³¹ hɐm⁴¹ paːn³³ hɑm³¹ tɐŋ³³ hɐm²¹ fan⁵⁵ ham⁴² tɐŋ²² hɐm³¹ 

223 天, 日子 ŋɔn²³¹ ŋɔn²³¹ ŋɔn²³¹ ŋɔn²³¹ ŋɔn²¹ ŋwɐn²⁴ ŋɔn²¹ ŋɔn³¹ ŋɔn³² ŋɔn²¹ 

224 昨天 ŋɔn²³ lɯən²³¹ ŋɔn²³ lɯən²³¹ ŋɔn²² lɯən²³¹ ŋɔn²¹ lɯən²³¹ ŋɔn²² lɯən²¹ ŋwɐn²¹ luən²⁴ ŋɔn²² luən²¹ ŋɔn³¹ luən³¹ ŋɔn²¹ lɯən³² ŋɔn²² lɯən²¹ 

225 明天 ŋɔn²³ cjɔɜk³¹ ŋɔn²³ ɕɔɜk²⁴ ŋɔn²² ɕoɐk³¹ ŋɔn²¹ sɔːk²³ ŋɔn²² ɕɔɜk³¹ ŋwɐn²¹ 
soɐk⁴² ŋɔn²² ɕoːk²² ŋɔn³¹ ɕɔːk²¹ ŋɔn²¹ ɕoak⁴² ŋɔn²² tɕoɜk³¹ 

226 泥巴 nɜi²³¹ pɔŋ²³¹ pɔŋ²³¹ pɔŋ²³¹ pɔŋ²¹ pɔŋ²⁴ nɐm³¹ pɔŋ²¹ pɔŋ³¹ pɔŋ³² naːm³¹ 

227 石灰 hoːi⁴² hoːi⁴² hoːi⁵³ ʋoːi⁵³ hɔːi⁴⁵³ ʔoɜi³⁵ hoːi²¹⁴ ʔɔːi²⁴ hɔːi⁴⁵³ ʋoːi⁴⁵³ 

228 山洞 kaːm⁴⁵³ kaːm⁵⁵³ kaːm³⁴¹ kaːm⁴⁵⁴ kaːm³⁴³ kaːm³³ kaːm³³ kaːm⁴⁵ kaːm³⁴³ kaːm³⁴³ 

229 泉 ʔbɔ⁴⁴ ʔbɔ⁴⁴ ʔbɔ⁴³³ ʔbɔ³³ ʔbɔ³³ ʔbo⁴⁵³ ʔbɔ⁴⁵ ʔbɔ⁴⁴ ʔbɔ⁴⁴ ʔbɔ³³ 

230 棉 waːi⁴⁴ waːi⁴⁴ ʋaːi⁴³³ ʋaːi³³ waːi³³ waːi⁴⁵³ faːi⁴⁵ waːi⁴⁴ ʋaːi⁴⁴ ʋaːi³³ 

231 木棉树 fɜi²⁴ lɛːu²⁴ fɜi³² ɹɛːu³⁴⁴ kɔ⁵³ ðɛau²¹⁴ kɔ⁵³ miən²³¹ kɔ⁴⁵³ mien²¹ 
ko³³ mɔk²² 
mien²⁴ kɔ³³ ɹeːu³³ kɔ⁴⁵ ɹɛːu⁴⁴ 

kɔ⁴² mɔk²² 
mien³² fɜi²¹ miən²¹ 

232 树枝  ŋei⁴⁴ 
ki⁴⁴, ŋa⁴², 
ŋi⁴⁴ këi⁴³³ ŋa³³ ŋəi³³ ŋəi³³ fɛï³¹ ŋe³³ fɛï³³ ŋei⁴⁴, ŋa⁴⁴ ŋəi⁴⁴ ŋɘi³³ 

233 剌 (植物

上) 
ʔɔn⁴² ʔɔn⁴² ʔɔn⁵³ ʋʊn⁵³ ʔɔn⁴⁵³ ŋwɐn³⁵ ʔɔn²¹⁴ ʔɔn²⁴ ʔɔn⁴⁵³ ʔɔn⁴⁵³ 

234 柑果 kaːm⁴² kaːm⁴² kaːm⁵³ kaːm³³ - lɤk²² kaːm³⁵ lɤk²² kaːm²¹⁴ lɯk²² kaːm²⁴ kaːm⁴⁵³ kaːm⁴⁵³ 

235 木瓜 mɔk³⁴ kwa⁴² mɔk²³ kwa⁴² mɔk³⁴ kwa³⁴¹ mu³¹ kwa³³ faːn²² kɔ⁴⁵³ mɔk²² kwa³⁵ mɔk²² kwa²¹⁴ mɔk²² kwa²⁴ fan²² kɔ⁴⁵³ mu³¹ kwa³³ 

236 香蕉 cjoːi⁴⁵³ cjoːi⁵⁵³ kjoːi³⁴¹ kjoːi⁴⁵⁴ jəŋ³³ ɕiou³¹ lɤk²² kjoɜi³³ lɤk²² coːi³³ lɯk²² kjoːi⁴⁵ kjɔːi³⁴³ kjoːi³⁴³ 

237 甘蔗 ʔoːi⁴⁵³ ʔoːi⁵⁵³ ʔoːi³⁴¹ ʔoːi⁴⁵⁴ ʔɔːi³⁴³ ʔoɜi³³ ʔoːi³³ ʔoːi⁴⁵ ʔɔːi³⁴³ ʔoːi³⁴³ 

238 木耳 ɹɐt⁵⁵ ɹɐt⁵⁵ ðɜt⁵⁵ ðɜt⁵⁵ ɣɛt⁵⁵ mɔk²² ŋəi³¹ ɹɛt⁴⁴ ɹɛt⁵⁵ ɣat⁵⁵ ðɜt⁵⁵ nɐn³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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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茄子 cjɛ³¹ kɯ²³¹ kɯ²³¹ kɯ²³¹ kɯ²¹ kɯ²⁴ kɯ²¹ kɯ³¹ kɯ³² kɯ²¹ 

240 芥菜 pɐk⁵⁵ kaːt⁴⁴ pjak⁵⁵ kaːt⁵⁵ pɐk⁵⁵ kaːt⁴³ pjɐk⁵⁵ kaːt³³ pjak⁵⁵ kaːt³³ pjɐk⁵⁵ kaːt³³ pɐk³³ kaːt⁴⁵ pɐk⁵⁵ kaːt⁴⁴ pjak⁵⁵ kaːt³³ pjak⁵⁵ kaːt³³ 

241 竹笋 ɹaːŋ²³¹ ɹaːŋ²³¹ ðaːŋ²³¹ ðaːŋ²³¹ ɣaːŋ²¹ ðaːŋ²⁴ ɹaːŋ²¹ ɹaːŋ³¹ ɣaːŋ³² ðaːŋ²¹ 

242 花生 tu³¹ naːm³¹ tu²⁴ naːm²⁴ tu²¹ naːm³¹ tu³¹ naːm³¹ lək²² təi³¹ tu²¹ ɬeaŋ³⁵ tu³³ naːm³¹ tu²² naːm²¹ lək²² təi⁴², 
tu⁴⁴ naːm⁴² 

tɘi³¹ 

243 豆 tu³¹ tu²⁴ tu³¹ tu³¹ tu³¹ tu⁴¹ tu³¹ tu²¹ tu⁴² tu³¹ 

244 猪 mou⁴² mu⁴² mou⁵³ mu⁵³ mɔu⁴⁵³ mou³⁵ mou²¹⁴ mɔu²⁴ mou⁴⁵³ mou⁴⁵³ 

245 羊 joəŋ²³¹ juɔŋ²³¹ juɔŋ³¹ juɜŋ²³¹ juɜŋ²¹ jiəŋ²⁴ juɜŋ²¹ juːŋ³¹ juɜŋ³² juəŋ²¹ 

246 马 ma²⁴ ma³⁴⁴ ma²¹⁴ ma²¹⁴ ma⁴²ʔ¹³ ma³¹ ma³³ ma²³ ma³¹ʔ¹³ ma²¹⁴ 

247 牛 (黄牛) ɕɯ²³¹ ɕɯ²³¹ ɕɯ²³¹ sɯ²³¹ ɕɯ²¹ sɯ²⁴ ɕɯ²¹ ɕɯ³¹ ɕɯ³² ɕɯ²¹ 

248 老虎 kʊk⁵⁵ kʊk⁵⁵ kʊk⁵⁵ kʊk⁵⁵ kʊk⁵⁵ kʊk⁵⁵ kʊk⁴⁴ kʊk⁵⁵ kʊk⁵⁵ kʊk⁵⁵ 

249 鹿 lɔk³⁴ ma³² lɔk²³ lɔk³⁴ lɔk²² lɔɜk³¹ loɐk⁴² lɔk²² lɔk²² loak⁴² lu³¹ 

250 猴子 kɐŋ⁴² kaŋ⁴² kɐŋ⁵³ kɐŋ⁵³ kaŋ⁴⁵³ kaŋ³⁵ kaːŋ²¹⁴ kɐŋ²⁴ kaŋ⁴⁵³ kɐŋ⁴⁵³ 

251 乌龟 hu⁴⁵³ hu⁵⁵³ hu³⁴¹ hu⁵³ ʔu³³ kwɛi³³ fɯ³⁵ fɯ²¹⁴ fɯ²⁴ ʔu⁴⁴ kwəi⁴⁴ ʔu³³ kwɘi³³ 

252 兔子 tu²⁴ ȵɔk²³ tɔ⁴⁴ tu²¹⁴ tu³³ tɔu³³ tou⁴⁵³ ȵʊk²² tɔ⁴⁵ tɔu⁴⁴ tou⁴⁴ tou³³ 

253 老鼠 nou⁴² nu⁴² nou⁵³ nu⁵³ nɔu⁴⁵³ nou³⁵ nou²¹⁴ nɔu²⁴ nou⁴⁵³ nou⁴⁵³ 

254 大象 ɕaːŋ²⁴ ɕɯəŋ²⁴ ɕiəŋ⁵³ θeaŋ²¹⁴ ɕɯəŋ⁴²ʔ¹³ ɕiəŋ³¹ ɕuɜŋ³¹ ɕɯːŋ²¹ ɬɯəŋ³¹ʔ¹³ θeɐŋ²¹⁴ 

255 鸭子 pɪt⁵⁵ pɪt⁵⁵ pɪt⁵⁵ pɪt⁵⁵ pit⁵⁵ pɪt⁵⁵ pit⁴⁴ pɪt⁵⁵ pɪt⁵⁵ pit⁵⁵ 

256 鸟窝 ɹɔəŋ²³¹ ɹɔŋ²³¹ ðoɐŋ²³¹ ðɔːŋ²³¹ ɣoɜŋ²¹ ðuaŋ²⁴ ɹoːŋ²¹ ɹɔːŋ³¹ ɣoɜŋ³² ɕaːu²¹ 

257 猫 mɛːu⁴⁴ mɛːu²³¹ mɛau²³¹ mɛːu²³¹ mɛːu²¹ meau²⁴ mɛu⁴⁵ mɛːu³¹ meau³² meɜu²¹ 

258 爪子 ȵaːu⁴⁵³ ȵaːu⁵⁵³ ȵaːu³⁴¹ ȵaːu⁴⁵⁴ ȵaːu³⁴³ ȵaːu³³ ɕaːu³³ ȵaːu⁴⁵ ȵaːu³⁴³ ȵaːu³⁴³ 

259 蜻蛙 kɔp⁵⁵ kɔp⁵⁵ kɔp⁵⁵ kɔp⁵⁵ kɔp⁵⁵ kɑp⁵⁵ kɔp⁴⁴ kʌp⁵⁵ kɔp⁵⁵ kɔp⁵⁵ 

260 蜥蜴 koŋ⁴⁴ cja⁴⁴ ɕɛm²² cjɛːm⁴⁴ ȵeɜm³⁴ 
kəɯ⁴³³ 

tɐk⁵⁵ tɜi³³ tak⁵⁵ ɣɛːt³³ soŋ³³ 
kjeɛm⁴⁵³ 

koŋ³³ ca⁴⁵ kən⁴⁴ kja⁴⁴ ɕi⁴⁴ kweam⁴⁴ ɕi³³ kweɜm³³ 

261 虫 nɔən⁴² nɔən²³¹ noɜn⁵³ nɔːn⁵³ noɜn⁴⁵³ noɜn³⁵ noːn²¹⁴ noɐn²⁴ noɜn⁴⁵³ noɜn⁴⁵³ 

262 蚊子 ȵoŋ²³¹ ȵoŋ²³¹ neaŋ²³ ȵoŋ²³¹ ȵoŋ²³¹ ȵoŋ²¹ ȵoŋ²⁴ ȵoŋ²¹ ȵoŋ³¹ ȵoŋ³² ȵoŋ²¹ 

263 苍蝇 ȵɛːŋ²³ ȵɜn⁴² nɛːŋ²³¹ neaŋ²³¹ nɛːŋ²² ȵɜn⁵³ neaŋ²¹ ȵan³¹ ȵaːŋ³¹ ŋɐn³⁵ niŋ³³ ȵɐp⁴⁴ nɛːŋ³¹ neaŋ²¹ ȵan⁴⁵³ ȵɐn⁴⁵³ 

264 蜜蜂 ɹuːi⁴² ɹɯei⁴² ðuːi⁵³ tɯəŋ²³¹ ɣɯəi⁴⁵³ ðoːi³⁵ ɹuəi²¹⁴ ɹuːi²⁴ ɣɯəi⁴⁵³ ðɯːi⁴⁵³ 



62 

 

汉义 大化岩滩 大化流水 都安高岭 都安百旺 上林塘红 上林明亮 马山永州 马山白山 忻城北更 忻城果邃 
265 蝴蝶 ʔba⁴⁵³ ʔba⁵⁵³ ʔba³⁴¹ ʔba⁴⁵⁴ ʔba³⁴³ ʔbəm³³ ʔba³³ ʔba³³ ʔba⁴⁵ ʔba³⁴³ ʔbʊm³³ 

ʔba³⁴³ 
266 蚂蚁 mɐt³⁴ mot²³ mot³⁴ mɜt²² mɔt²² mɐt²² mɜt²² mɐt²² mot²² mɜt²² 

267 蜘蛛 cjaːu⁴² cjaːu⁴² cɕaːu⁵³ kjaːu⁵³ 
ɣoɜŋ²¹ 
kjaːu⁴⁵³ neaŋ³¹ kjaːu³⁵ niŋ²¹ caːu²¹⁴ kjaːu²⁴ 

neaŋ²¹ 
kjaːu⁴⁵³ 

ðoɐŋ²² 
kjaːu⁴⁵³ 

268 跳蚤 mɐt⁵⁵ mɐt⁵⁵ mɐt⁵⁵ mɜt⁵⁵ mat⁵⁵ mɐt⁵⁵ mɜt⁴⁴ mɐt⁵⁵ mat⁵⁵ mɐt⁵⁵ 

269 白蚁 mɐt³⁴ cjʊk⁵⁵ mot²³ cjʊk⁵⁵ mot³⁴ cɕʊk⁵⁵ mɜt²² kjʊk⁵⁵ mɔt²² pjʊk⁵⁵ pjʊk⁵⁵ tu²² pjʊk⁴⁴ mɐt²² pʊk⁵⁵ mot²² kjʊk⁵⁵ mɜt²² haːu⁴⁵³ 

270 蚯蚓 
taːŋ³¹ 
ʔdɯən⁴² ŋɯ²⁴ tɐŋ³¹ ʔdɯən⁵³ taːŋ³¹ nɯəŋ⁵³ 

taŋ²¹ 
ʔdɯən⁴⁵³ ʔduən³⁵ tu²¹ ʔduən²¹⁴ tu²¹ ʔduən²⁴ 

taŋ²¹ 
ʔdɯən⁴⁵³ 

tɐŋ³¹ 
ʔdɯən⁴⁵³ 

271 蚂蟥 pɪŋ⁴² pɪŋ⁴² pɪŋ⁵³ pɪŋ⁵³ piŋ⁴⁵³ pɪŋ³⁵ piŋ²¹⁴ tu²¹ pɪŋ²⁴ piŋ⁴⁵³ piŋ⁴⁵³ 

272 螺蛳 θɜi⁴² θɜi⁴² θɜi⁵³ θɜi⁵³ θai⁴⁵³ ɬɛï³⁵ θɛï²¹⁴ θɜi²⁴ ɬai⁴⁵³ lɤk²² θɜi⁴⁵³ 

273 鬼 faːŋ²³¹ faːŋ²³¹ faːŋ²³¹ faːŋ²³¹ faːŋ²¹ faːŋ²⁴ faːŋ²¹ faːŋ³¹ faːŋ³² faːŋ²¹ 

274 身体 ʔdaːŋ⁴² ʔdaːŋ⁴² ʔdaːŋ⁵³ ʔdaːŋ⁵³ ʔdaːŋ⁴⁵³ ʔdaːŋ³⁵ ʔdaːŋ²¹⁴ ʔdaːŋ²⁴ ʔdaːŋ⁴⁵³ ʔdaːŋ⁴⁵³ 

275 额头 ȵɐk³⁴ ɕɪn²³¹ na³³ pjaːk⁵⁵ ȵɛk²² ɕiən²³¹ ȵɛːk²³ siən²³¹ ȵak³¹ na³³ pjaːk³³ na³³ pjaːk⁴⁵ ȵɛk²² ɕiːn³¹ ȵak²² ɕien³² ȵeak³¹ 

276 脸 na⁴⁵³ na⁵⁵³ na³⁴¹ na⁴⁵⁴ na³⁴³ na³³ na³³ na⁴⁵ na³⁴³ na³⁴³ 

277 齿龈 hɯk⁵⁵ hɛːu⁴⁵³ hɯk⁵⁵ nɔ³¹ fɐn²³¹ hɯk⁵⁵ hɯk⁵⁵ no³¹ fɐn²⁴ hɤk⁴⁴ 
hɯk⁵⁵, nɔ²¹ 
hɛu²⁴ hək⁵⁵ hɤk⁵⁵ 

278 下巴 haːŋ²³ kaːu⁴⁴ haːŋ²³¹ haːŋ²³ pɛ⁴³³ haːŋ²³¹ haːŋ²¹ la³⁴³ haːŋ³¹ ma³¹ la³³ haːŋ²¹ haːŋ³¹, haːŋ²¹ 
la⁴⁵ 

la³⁴ haːŋ³² la³⁴ haːŋ²¹ 

279 胡子 mɔm³¹ mɔm²⁴ mɔm⁵³ mʊm³¹ mʊm³¹ mɜm⁴¹ mom³¹ mʊm²¹ mʊm⁴² mʊm³¹ 

280 腋下 la⁴⁵³ ʔei⁴⁴ la⁴⁴ ʔi⁴⁴ la⁴⁵ ʔëi⁴³³ la⁴⁵ ʔi³³ la²³ ʔəi³³ la³³ ʔəi⁴⁵³ la³³ ʔei³³ la⁴⁴ ʔei⁴⁵ la³⁴ ʔəi⁴⁴ la³⁴ ʔɘi³³ 

281 肘 kɛːn⁴² ɕɯːk²¹ kɛːn⁴² ɕuɔk²⁴ kɛːn⁵³ ɕuɔk⁴³ kjɛːn⁵³ suɜk²³ kjɛːn⁵⁵ ɕuɜk³¹ 
kjeɛn³³ 
suək⁴² kɪːn²² ɕuɜk²² kjɛn⁴⁴ ɕʊk²² keːn⁴⁵ ɕuək⁴² 

kɛn⁴⁵³ 
tɕuək³¹ 

282 手掌 wa⁴²fɯŋ²³¹ ʔaːi⁴² fɯŋ²³¹ ʔaːi⁵³ fɯŋ²³¹ kjaːŋ⁵³ fɯŋ²³¹ kjaːŋ⁵⁵ fəŋ²¹ kjaːŋ³³ fɜŋ²⁴ kjaːŋ²¹⁴ fəŋ²¹ ʔaːi⁴⁴ foŋ³¹ kjaːŋ⁴⁵ fɜŋ³² kjaːŋ⁴⁵³ fɤŋ²¹ 

283 手指 lɯk³⁴ fɯŋ²³¹ lɯk²³ fɯŋ²³¹ lɯk³⁴ fɯŋ²³¹ lɯk²² fɯŋ²³¹ lək²² fəŋ²¹ lɤk²² fɜŋ²⁴ ȵəŋ³³ fəŋ²¹ lɯk²² foŋ³¹ lək²² fəŋ³² lɤk²² fɤŋ²¹ 

284 脚跟 tɪn⁴² cjiːu⁴⁵³ tɪn⁴² cjiːu⁵⁵³ cɕiːu²³ tɪn⁵³ kjɐu²² 
kjiau⁴⁵⁴ kjau²³ kiou³⁴³ tən³³ kjou³³ tin³³ cɐu³³ tɪn⁴⁴ kjiːu⁴⁵ kjau³⁴ kiou³⁴³ kɔk⁵⁵ kiːu³⁴³ 

285 肺脏 pʊt⁵⁵ pʊt⁵⁵ pʊt⁵⁵ pʊt⁵⁵ fəi⁴²ʔ¹³ fəi⁴⁵³ pət⁴⁴ pɯt⁵⁵ fəi⁴⁴ pʊt⁵⁵ 

286 脑子 ʔʊk⁵⁵ ʔʊk⁵⁵ ʔʊk⁵⁵ ʔʊk⁵⁵ ʔʊk⁵⁵ ʔʊk⁵⁵ ʔʊk⁴⁴ ʔʊk⁵⁵ ʔʊk⁵⁵ ʔʊk⁵⁵ 

287 肚脐 θei⁴⁴ ʔdɯ⁴² θɜi⁴⁴ ʔdɯ⁴² θɜi²³ ʔdɯ⁵³ θɜi⁴⁵ ʔdɯ⁵³ θai⁴⁵ ʔdɯ⁴⁵³ ɬɛï³³ nɯ²⁴ θɛï³¹ ʔdɯ²¹⁴ θɜi³¹ ʔdɯ²⁴ ɬai³⁴ ʔdɯ⁴⁵³ θɜi³⁴ ʔdɯ⁴⁵³ 



63 

 

汉义 大化岩滩 大化流水 都安高岭 都安百旺 上林塘红 上林明亮 马山永州 马山白山 忻城北更 忻城果邃 
288 屁股 kɔm⁴⁴ ɕak²³ kʊm⁴⁴ kɔm⁴³³ sɐk⁵⁵ hɐi²¹⁴ ɕak⁵⁵ hai⁴²ʔ¹³ sɐk⁵⁵ hɛï³¹ kom⁴⁵ ɕɐk²² hɜi²³ ɕak⁵⁵ hai³¹ʔ¹³ ɕak⁵⁵ hɜi²¹⁴ 

289 肠子 θɜi⁴⁵³ θɜi⁵⁵³ θɜi³⁴¹ θɜi⁴⁵⁴ θai³⁴³ ɬɛï³³ ja³¹ θi³³ ȵa²¹ θi⁴⁵ ɬai³⁴³ θɜi³⁴³ 

290 汗 haːn³¹ haːn²⁴ haːn³¹ haːn³¹ haːn³¹ haːn⁴¹ haːn³¹ haːn²¹ haːn⁴² haːn³¹ 

291 口水 maːi²³¹ naːi²³¹ maːi²³¹ mjaːi²³¹ mjaːi²¹ mjaːi²⁴ naːi²¹ maːi³¹ mjaːi³² mjaːi²¹ 

292 脓 nɔɜŋ⁴² nɔɜŋ⁴² noɐŋ⁵³ nɔːŋ⁵³ noɜŋ⁴⁵³ noɜŋ³⁵ noːŋ²¹⁴ nɔːŋ²⁴ noɜŋ⁴⁵³ noɐŋ⁴⁵³ 
293 粪 (做肥

料) 
pʊn³¹ pʊn²⁴ pʊn³¹ pʊn³¹ pʊn³¹ pən⁴¹ pən³¹ pɯn²¹ pʊn⁴² pʊn³¹ 

294 屎 (牛屎) hɜi²⁴ hɜi²⁴ hɜi²¹⁴ hɐi²¹⁴ hai⁴²ʔ¹³ hɛï³¹ hɛï³³ hɜi²³ hai³¹ʔ¹³ hɜi²¹⁴ 

295 尿 ȵou³¹ ȵu²⁴ ȵou³¹ ȵu³¹ ȵɔu³¹ ȵou⁴¹ ȵou³¹ ȵɔu²¹ ȵou⁴² ȵou⁴⁵³ 

296 病 pɪŋ³¹ pɪŋ²⁴ pɪŋ³¹ pɪŋ³¹ piŋ³¹ pɪŋ⁴¹ piŋ³¹ pɪŋ²¹ piŋ⁴² piŋ³¹ 

297 咳嗽 ŋaːp²¹ ʔɜi⁴² ŋaːp²¹ ʔɜi⁵³ ʔai⁴⁵³ ʔɛï³⁵ ʔɛï²¹⁴ ʔɜi²⁴ ʔai⁴⁵³ ʔɜi⁴⁵³ 

298 药 jɯ⁴² jɯ⁴² jɯ⁵³ jɯ⁵³ ʔjɯ⁴⁵³ jɯ³⁵ jɯ²¹⁴ ʔjɯ²⁴ jɯ⁴⁵³ jɯ⁴⁵³ 

299 痒 hʊm²³¹ hʊm²³¹ hɔm²³¹ hʊm²³¹ han²¹ hɐn²⁴ hom²¹ hʊm³¹ han³² hʊm²¹ 

300 瞎 mɛːŋ²³¹ mɛːŋ²³¹ meaŋ²³¹ mɛːŋ²³¹ meaŋ²¹ meaŋ²⁴ mɪːŋ²¹ meːŋ³¹ meaŋ³² meɐŋ²¹ 

301 聋 nʊk⁵⁵ nʊk⁵⁵ nʊk⁵⁵ nʊk⁵⁵ nʊk⁵⁵ nʊk⁵⁵ nʊk⁴⁴ nʊk⁵⁵ nʊk⁵⁵ nʊk⁵⁵ 

302 蒜 hɔ³¹ hɔ⁴² hɔ⁵³ hɔ⁵³ hɔ⁴⁵³ ɬuən⁴⁵³ hɔ²¹⁴ hɔ²⁴ hɔ⁴⁵³ hɔ⁴⁵³ 

303 姜 hɪŋ⁴² hɪŋ⁴² hɪŋ⁵³ hɪŋ⁵³ hiŋ⁴⁵³ jɪŋ³⁵ hiŋ²¹⁴ hɪŋ²⁴ hiŋ⁴⁵³ hiŋ⁴⁵³ 

304 糖 tɯəŋ²³¹ tɯəŋ²³¹ tɯəŋ²³¹ tɯəŋ²³¹ taːŋ²¹ taːŋ²⁴ tuɜŋ²¹ tɯːŋ³¹ tɯəŋ³² tɯəŋ²¹ 

305 饭 ŋaːi²³¹ ŋaːi²³¹ ŋaːi²³¹ ŋaːi²³¹ ŋaːi²¹ hɐu³¹ sɔk²² hɐu³³ hɐu²³ ŋaːi³² ŋaːi²¹ 

306 糯米 hɐu²⁴ ɕɪt³⁴ hɐu³² naŋ⁴² hɐu²¹ ɕɪt³⁴ hɐu²¹⁴ na³¹ hau⁴²ʔ¹³ na³¹ hɐu³¹ sət²² hɐu³³ ɕət²² hɐu²¹ ɕɪt⁵⁵ hau³¹ʔ¹³ na⁴² hɜu²¹³ na³¹ 

307 肥肉 nɔ³¹ pei³¹ nɔ²⁴ pi²³¹ nɔ³¹ pëi²³¹ nɔ³¹ pi²³¹ nɔ³¹ pəi²¹ no⁴¹ pi²⁴ ȵe³³ pi²¹ nɔ²¹ pi³¹ nɔ⁴² pəi³² nɔ³¹ pɘi²¹ 

308 酒 lɐu⁴⁵³ lɐu⁵⁵³ lɐu³⁴¹ lɐu⁴⁵⁴ lau³⁴³ lɐu³³ lɐu³³ lɐu⁴⁵ lau³⁴³ lɜu³⁴³ 

309 炭 taːn⁴⁴ taːn⁴⁴ taːn⁴³³ taːn³³ taːn³³ taːn⁴⁵³ taːn⁴⁵ taːn⁴⁴ taːn⁴⁴ taːn³³ 

310 柴火 fʊn²³¹ fʊn²³¹ fʊn²³¹ fʊn²³¹ fʊn²¹ fɜn²⁴ fən²¹ fɯn³¹ fʊn³² fʊn²¹ 

311 火柴 haːp²¹ fei²³¹ haːp²⁴ fi²³¹ haːp²¹ fëi²³¹ laːi³¹ hɔ⁴⁵⁴ kwak⁵⁵ fəi²¹ kwɐk⁵⁵ fəi²⁴ ŋaːt²² fei²¹ haːp²¹ fei³¹ hɔːp³³ fəi³² kwak⁵⁵ 

312 铁 tiət⁴⁴ tiət⁵⁵ tiət⁴³ tiət³³ tiət³³ tiət³³ tiət²² tiːt⁴⁴ tiət³³ tiət³³ 

313 金子 cjɪm⁴² kɪm⁴² cɕɪm⁵³, kɪm⁵³ kɪm⁵³, cɕɪm⁵³ kim⁴⁵³ kjɜm³⁵ kim²¹⁴ kɪm²⁴ kim⁴⁵³ kim⁴⁵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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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银子 ŋɐn²³¹ ŋɐn²³¹ ŋɐn²³¹ ŋɐn²³¹ ŋan²¹ ȵɐn²⁴ ŋɛn̈²¹ ŋɐn³¹ ŋan³² ŋɐn²¹ 

315 藤子 kɐu⁴² kɐu⁴² kɐu⁵³ kɐu⁵³ kau⁴⁵³ kɐu³⁵ kɐu²¹⁴ kɐu²⁴ kau⁴⁵³ kɜu⁴⁵³ 

316 板 (木板) pɛːn³¹ pɛːn²⁴ peən³¹ pɛːn³¹ pɛːn³³ peɛn⁴⁵³ pɪːn³³ peːn²¹ peːn⁴² peɛn³¹ 
317 锅 

(炒菜锅) 
ɕaːu⁴⁴ ɕaːu⁴⁴ ɕaːu⁴³³ kwa⁵³ ɣeak³³ ðeak³³ ɕaːu⁴⁵ ɕaːu⁴⁴ ɣeak³³ kwa⁴⁵³ 

318 舀子 ɹɔk⁵⁵ ʔwaːt²¹ ɹɔɜk⁵⁵ waːt²⁴ ʋaːt²¹, θiək²¹ pɛːu²³¹ pɛːu²¹ hɐu⁴⁵³, ŋwẽ³⁵ θiɜk²² ɹɔːk⁴⁴ θiːk²¹ keaŋ⁴² peɜu³¹ 

319 舀 θiək²¹ tak⁵⁵ tɐk⁵⁵ tɐk⁵⁵ tak⁵⁵ tɐk⁵⁵ tɐk⁴⁴ tɐk⁵⁵ tak⁵⁵ tak⁵⁵ 

320 臼 ɹʊm⁴² ɹʊm⁴² ðʊm⁵³ ðʊm⁵³ ɣʊm⁴⁵³ ðəm³³ ɹʊm²¹⁴ ɹʊm²⁴ ɣʊm⁴⁵³ ðʊm⁴⁵³ 

321 杵 toːi⁴⁴ jɯ⁴² θaːk⁵⁵ jɯ⁵³ θaːk⁴³ sʊk⁵⁵ ɕʊk⁵⁵ loɜŋ³³ θaːk⁴⁵ θaːk⁴⁴ ɕʊk⁵⁵ ɕʊk⁵⁵ 

322 刀  cja²⁴ ɕa³⁴⁴ ɕa²¹⁴ kja²¹⁴ ɕa⁴²ʔ¹³ sa³¹ ɕa³³ ɕa²³ kja³¹ʔ¹³ kja²¹⁴ 

323 刀(剃头) tɜi⁴⁴ tɜi⁴⁴ tɜi⁴³³ ti³³ ti³³ tɛï³³ tɐu³⁵ tɛï⁴⁵ tɜi⁴⁴ ti⁴⁴ ti³³ taːu⁴⁵³ 

324 枪 ɕoŋ⁴⁴ ɕoŋ⁴⁴ ɕoŋ⁴³³ soŋ³³ ɕoŋ³³ soŋ⁴⁵³ ɕoŋ⁴⁵ ɕoŋ⁴⁴ ɕoŋ⁵⁵ ɕoŋ³³ 

325 弓 koŋ⁴² koŋ⁴² koŋ⁵³ nɤ⁴⁵⁴ koŋ⁴⁵³ koŋ³⁵ koŋ²¹⁴ koŋ²⁴ nɯ³⁴³ koŋ⁴⁵³ 

326 箭 na⁴⁴ na⁴⁴ na⁴³³ siən³³ ɕien³³ na⁴⁵³ na⁴⁵ na⁴⁴ ɕien⁴⁴ ɕiən³³ 

327 矛 mɐu³¹ lɛːu⁴² mɐu³¹ mɐu³¹ maːu³⁴³ neaŋ³¹ - - -- mɜu³¹ 

328 梳子 ɹoːi⁴² ɹoːi⁴² ðoːi⁵³ ðoːi⁵³ ɣɔːi⁴⁵³ ðoɜi³⁵ ɹoːi²¹⁴ ɹɔːi²⁴ ɣɔːi⁴⁵³ ðoːi⁴⁵³ 

329 针 ɕɪm⁴² ɕɪm⁴² ɕɪm⁵³ sɪm⁵³ ɕim⁴⁵³ sɜm³⁵ ɕim²¹⁴ ɕɪm²⁴ ɕim⁴⁵³ ɕim⁴⁵³ 

330 房子 ɹaːn²³¹ ɹaːn²³¹ ðaːn²³¹ ðaːn²³¹ ɣaːn²¹ ðaːn²⁴ ɹaːn²¹ ɹaːn³¹ ɣaːn³² ðaːn²¹ 

331 屋顶 nɪŋ⁴² ɹaːn²³¹ ʔdən⁴² ɹaːn²³¹ ʔdən⁵³ ðaːn²³¹ pjaːi⁵³ ðaːn²³¹ ʔdən⁴⁵³ ɣaːn²¹ tɪŋ³³ ðaːn²⁴ teŋ³³ ɹaːn²¹ tɪŋ⁴⁴ ɹaːn³¹ pjaːi⁴⁵ ɣaːn³² ʔdən⁴⁵³ ðaːn²¹ 

332 墙壁 ɕɯəŋ²³¹ ɕɯəŋ²³¹ ɕiəŋ²³¹ sɯəŋ²³¹ paŋ⁴²ʔ¹³ 
ɕiəŋ²¹ 

paŋ³¹ ɕiəŋ²⁴ koŋ³³ θaːn²¹⁴ hɐn²¹ ɕɯːŋ³¹ ɕɯəŋ³² ɕɯəŋ²¹ 

333 门 tou⁴² tu⁴² tou⁵³ tu⁵³ tɔu⁴⁵³ tou³⁵ tou²¹⁴ tɔu²⁴ tou⁴⁵³ tou⁴⁵³ 

334 坑 (小) kʊm²³¹ kʊm²³¹  kʊm²³¹ sɔŋ³¹ koɜm²¹ koɐm²⁴ kom²¹ kʊm³¹ koɜm³² koɜm²¹ 

335 井 ɕɪŋ⁴⁵³ ɕɪŋ⁵⁵³ ɕɪŋ³⁴¹ sɪŋ⁴⁵⁴ ɕiŋ³⁴³ ɕɪŋ³³ ɕiŋ³³ ɕɪŋ⁴⁵ ɕiŋ³⁴³ ɕiŋ³⁴³ 

336 衣服 pu³¹ pu²⁴ pu³¹ pu³¹ pu³¹ pu⁴¹ pu³¹ pu²¹ pu⁴² pu³¹ 

337 布 pɐŋ²³¹ paŋ²³¹ pɐŋ²³¹ pɐŋ²³¹ paŋ²¹ paŋ²⁴ pɐŋ²¹ pɐŋ³¹ paŋ³² pɐŋ²¹ 

338 帽子 maːu³¹ maːu²⁴ maːu³¹ maːu³¹ maːu³¹ maːu⁴¹ maːu³¹ maːu²¹ maːu⁴² maːu³¹ 

339 裤子 wa⁴⁴ wa⁴⁴ ʋa⁴³³ ʋa³³ wa³³ wa⁴⁵³ wa⁴⁵ wa⁴⁴ ʋa⁴⁴ ʋa³³ 



65 

 

汉义 大化岩滩 大化流水 都安高岭 都安百旺 上林塘红 上林明亮 马山永州 马山白山 忻城北更 忻城果邃 
340 裤带 ɕaːk²¹ hɯət⁴⁴ ɕaːk²⁴ hɯət⁵⁵ ɕaːk²¹ hɯət⁴³ θaːi⁵³ θai⁴⁵³ wa³³ ɬɛï³³ wa⁴⁵³ ɕaːk²² wa⁴⁵ ɕaːk²¹ wa⁴⁴ ɬai⁴⁵ ʋa⁴⁴ θɜi⁴⁵³ ʋa³³ 

341 鞋子 haːi²³¹ haːi²³¹ haːi²³¹ haːi²³¹ haːi²¹ haːi²⁴ haːi²¹ haːi³¹ haːi³² haːi²¹ 

342 袜子 maːt²¹ maːt²⁴ maːt²¹ haːt²³ maːt³¹ maːt⁴² maːt²² maːt²¹ maːt⁴² maːt³¹ 

343 戒指 kaːi²⁴ ɕi⁴² kɪn⁴⁴ kaːi²⁴ 
ɕi⁵⁵³ 

cɕɪp⁵⁵ fɯŋ²³¹ kaːi²¹⁴ si⁴⁵⁴ kaːi³³ ɕəi³⁴³ kaːi³⁵ səi³³ kaːi²¹ ɕi⁴⁵ kaːi²⁴ ɕi⁴⁵ kaːi²¹ ɕi³⁴³ kaːi²¹ ɕi³⁴³ 

344 草席 ʔbɪn⁴⁵³ ʔbɪn⁵⁵³ ʔbɪn³⁴¹ ʔbɪn⁴⁵⁴ ʔbin³⁴³ ʔbɪn³³ ʔbin³³ ʔbɪn⁴⁵ ʔbin³⁴³ ʔbin³⁴³ 

345 被子 mɔk³⁴ mɔk²³ mɔk³⁴ miən²³¹ tɛːn²¹ teɛn²⁴ mɔk²² mɔk²² teːn³² miən²¹ 

346 枕头 θɯːi²³¹ θɯei²³¹ θuːi²³¹ θɯei²³¹ θɯəi²¹ kjɐu³³ ɬoːi²⁴ θuəi²¹ θuːi³¹ ɬɯəi³² θɯːi²¹ 

347 蜡烛 laːp²¹ laːp²⁴ laːp²¹ laːp²³ laːp³¹ laːp⁴² laːp²² laːp²¹ laːp⁴² laːp³¹ 

348 纸 ɕei³¹ ɕi⁵⁵³ ɕëi³⁴¹ si⁴⁵⁴ ɕəi³⁴³ səi³³ ɕei³³ ɕei⁴⁵ ɕəi³⁴³ ɕɘi³⁴³ 

349 鼓 cjɔəŋ⁴² cjɔŋ⁴² cɕoɐŋ⁵³ kjɔːŋ⁵³ kjoɜŋ⁴⁵³ kjoɜŋ³⁵ coːŋ²¹⁴ kjɔŋ²⁴ kjɔːŋ⁴⁵³ kjoɐŋ⁴⁵³ 

350 锣 la²³¹ la²³¹ la²³¹ la²³¹ la²¹ la²⁴ la²¹ la³¹ la³² la²¹ 

351 船 ɹu²³¹ ɹu²³¹ ðu²³¹ ðu²³¹ ɣu²¹ ðu²⁴ ɹu²¹ ɹu³¹ ɣu³² ðu²¹ 

352 牛轭 ʔɛək⁴⁴ ʔɛːk⁵⁵ ʔeak⁴³ ʔɛːk³³ ʔeak³³ ʔeak³³ ʔɪːk⁴⁵ ʔeːk⁴⁴ ʔeak³³ ʔeak³³ 

353 少女 lɯk³⁴ θaːu⁴² lɯk²³ θaːu⁴² lɯk³⁴ θaːu⁵³ toŋ²² ta³¹ lək²² ʔbək⁵⁵ lɤk²² ʔbɤk⁵⁵ lɤk²² θaːu²¹⁴ lɯk²² θaːu²⁴ toŋ²¹ ta⁴² toŋ²² ta³¹ 

354 男青年 pu²² ɕɔ²³¹ lɯk²³ ʔbaːu⁴⁴ 
lɯk³⁴ 
ʔbaːu⁴³³ toŋ²² lɯk²² lək²² θaːi⁴⁵³ lɤk²² ɬaːi³⁵ lɤk²² ʔbaːu⁴⁵ hɐu²² θeːŋ²⁴ toŋ²¹ lɜk²² 

pu³¹ ɕɔ²¹, 
ȵe²¹ ɕɔ²¹ 

355 哥哥 kɔ⁴⁴ tak²³ pi³⁴⁴ ʔɜi⁵³ pëi²¹⁴ kɔ³³ tak²² kɔ³³ tɐk²² ko³⁵ kɔ⁴⁵ tɐk²² kɔ⁴⁴ tak²² kɔ⁴⁴ kɔ³³ 

356 姐姐 ɕɛ³¹ ta²⁴ ɕɛ⁵⁵³ ta³¹ pëi²¹⁴ sɛ⁴⁵⁴ ta³³ ɕe³⁴³ ta²¹ se³³ ɕe³³ ta²¹ ɕe⁴⁵ ta⁴² ɕe³⁴³ ɕe³⁴³ 

357 兄弟姐妹 pi²² noəŋ²⁴ pi³² nuɔŋ³⁴⁴  pi³¹ nuɜŋ²¹⁴ - pɛï³³ noɜŋ³¹ pi³¹ nuɜŋ³³ pe²² noŋ²³ 
pəi⁴² 
nuɜŋ³¹ʔ¹³ ta³¹ noɐŋ²¹⁴ 

358 弟弟 noəŋ²⁴ tak²³ nuɔŋ³⁴⁴ 
tɐk⁵⁵ noɐŋ²¹⁴, 
ðuːi³¹ noɐŋ²¹⁴ tɐk⁵⁵ nuɜŋ²¹⁴ 

tak²² 
nuɜŋ⁴²ʔ¹³ tɐk²² ŋjɛï⁴⁵³ tɐk⁴⁴ nuɜŋ³³ tɐk²² noŋ²³ 

tak²² 
nuɜŋ³¹ʔ¹³ noɐŋ²¹⁴ 

359 妹妹 mɜi²⁴ ta²⁴ nuɔŋ³⁴⁴ ta³¹ noɐŋ²¹⁴ ta³¹ nuɜŋ²¹⁴ ta³¹ nuɜŋ⁴²ʔ¹³ ta³³ noɜŋ³¹, 
ta³³ ŋjɛï⁴⁵³ 

ta³¹ nuɜŋ³³ ta²¹ noŋ²³ ta⁴² nuɜŋ³¹ʔ¹³ mɘi²¹⁴ 

360 弟妹 noəŋ²⁴ nuɔŋ²⁴ noɐŋ²¹⁴ nuɜŋ²¹⁴ nuɜŋ⁴²ʔ¹³ noɜŋ³¹ nuɜŋ³³ noŋ²³ nuɜŋ³¹ʔ¹³ - 
361 姨母（妈的

姐） 
me²¹ pa⁴⁵³ mɛ²³ pa⁴² me³² pa³⁴¹ pa²¹ pa⁴⁵⁴ pa²¹ pa³⁴³ 

ŋi³² na³² 
hoŋ³⁵ pa³³ ja²¹ pa⁴⁵ pa²² pa³⁴³ pa³⁴³ 

362 姨妈（妈的

妹） 
 mɛ²³ na³⁴⁴ me³² na²¹⁴ na²¹⁴ - 

ŋi³² na³² 
ŋjɛï⁴⁵³ na³³ ja²¹ na²³ pa²² pai⁴² pɜi³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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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女婿 lɯk³⁴ kɯːi²³¹ lɯk²³ 

kɯei²³¹ lɯk³⁴ kuːi²³¹ lɯk²² kɯei²³¹ kɔ²³ ji⁴⁵³ lɤk²² koːi²⁴ kɔ³³ je²¹ kɔ⁴⁴ je³¹ kɔ⁴⁵ ji⁴⁵³ kɔ³³ ji⁴⁵³ 

364 朋友 pɐŋ²³ jou⁴² paŋ²² jou²⁴ 
poŋ²¹ jou³¹, 
pɐŋ²³ jou³¹ 

toŋ²² toːi²³¹, 
poŋ²¹ jɐu⁵³ 

paŋ²¹ jɔu³¹, 
toŋ²¹ tɔːi³¹ toŋ³¹ toɜi⁴¹ pɐŋ³³ jou³¹ pɐŋ²² jɔu²¹ 

paŋ²¹ jou⁴², 
toŋ²¹ tɔːi⁴² toŋ²¹ toːi³¹ 

365 寡妇 me²¹ maːi⁴⁴ me²⁴ maːi⁴⁴ me³² maːi⁴³³ mɜi²³ maːi³³ mai⁴²ʔ¹³ 
maːi³³ 

ja²¹ maːi⁴⁵³ ja³³ maːi⁴⁵ ja²¹ maːi⁴⁴ mɛi²¹ maːi⁴⁴ mɜi³¹ maːi³³ 

366 主人 pou²¹ ɕəɯ⁴⁵³ pu³⁴⁴ ɕɯ⁵⁵³ pou²¹ ɕəɯ³⁴¹, 
ʔɜi⁵³ ɕəɯ³⁴¹ sɯ⁴⁵⁴ ðaːn²³¹ ʔai⁴⁵³ ɕəɯ³⁴³ kja³³ səɯ³³ pou³³ cɤi³³ pɔu²¹ ɕəɯ⁴⁵ kja⁴⁵ ɕəɯ³⁴³ pu²¹ ɕəɯ³¹ 

367 客人 hɛək⁴⁴ hɛːk⁵⁵ ʔɜi⁵³ heak⁴³ hɛːk³³ ʔai⁴⁵³ heak³³ jaːk³³ pou³³ hɪːk⁴⁵ pɔu²¹ heːk⁴⁴ heak³³ heak³³ 

368 别人 
ʔɜi⁴² wʊn²³¹, 
pou²⁴ ʔən⁴⁴ pu³⁴⁴ ʔɯn⁴⁴ ʔɜi⁵³ ʋʊn²³¹ ʔɜi⁵³ ʋʊn²³¹ ʔai⁴⁵³ wʊn²¹ ʔɛï³³ wən²⁴ pou³³ ʔən⁴⁵ pɔu²¹ ʔɯn⁴⁴ ʔai⁴⁵ ɣʊn³² ʋʊn²¹ ðoɜk³¹ 

369 姓 θɪŋ⁴⁴ θɪŋ⁴⁴ θɪŋ²¹⁴ θɪŋ³³ θiŋ³³ ɬɪŋ⁴⁵³ θiŋ⁴⁵ θɪŋ⁴⁴ ɬiŋ⁴⁴ θiŋ³³ 

370 他 (有孩) pɔ²¹ tɛ⁴² - ʔɜi⁵³ ʔɜi⁵³ ʔai⁴⁵³ ʔɛï³⁵ tɐk⁴⁴ te²¹⁴ pɔ²¹ ʔai⁴⁵³ ʔɜi⁴⁵³ 

371 他 (没孩) ɹoːi³¹ tɛ⁴² - ðoːi³¹ ðoːi³¹ fan²¹ ʔdoːi⁴⁵³ tɐk⁴⁴ te²¹⁴ tɐk²² taːk³³ ʔdoːi³³, fɐn²¹ 

372 她 (有孩) mɛ³¹ tɛ⁴² - pa²³¹ pa²³¹, mɐi²¹⁴ pa²¹ ʔbɤk⁵⁵ ta³¹ te²¹⁴ me²¹ pa³² 
toŋ²² mɜi²¹⁴, 
pa²¹ 

373 她 (没孩) ta³¹ tɛ⁴² - ta³¹ ta³¹ ta³¹ ta⁴¹ ta³¹ te²¹⁴ ta²¹ ta⁴² ʔdoːi³³ 

374 我们 ɹɐu²³¹ ɹɐu²³¹ ðɐu²³¹ ðɐu²³¹ ɣau²¹ ðɐu²⁴ ɹɐu²¹ paːŋ²⁴ ɹɐu³¹ ɣau³² ðɜu²¹ 

375 六 ɹɔk⁵⁵ ɹɔk⁵⁵ ðɔk⁵⁵ ðɔk⁵⁵ ɣɔk⁵⁵ ðɔk⁵⁵ ɹɔk⁴⁴ ɹɔk⁵⁵ ɣɔk⁵⁵ ðɔk⁵⁵ 

376 七 ɕɐt⁵⁵ ɕɜt⁵⁵ ɕɜt⁵⁵ sɜt⁵⁵ ɕɛt⁵⁵ sɐt⁵⁵ ɕɛt⁴⁴ ɕɛt⁵⁵ ɕat⁵⁵ ɕɐt⁵⁵ 

377 八 pɛət⁴⁴ pɛːt⁵⁵ peat⁴³ pɛːt³³ pɛːt³³ peːt³³ pɪːt⁴⁵ peːt⁴⁴ pɛːt³³ peət³³ 

378 九 cjou⁴⁵³ cju⁵⁵³ cɕou³⁴¹ kiu⁴⁵⁴ kju³⁴³ kju³³ kou³³ kɔu⁴⁵ kju³⁴³ kju³⁴³ 

379 十 ɕɪp³⁴ ɕɪp²³ ɕɪp³⁴ sɪp²² ɕip²² sɜp²² ɕip²² ɕɪp²² ɕip²² ɕip²² 

380 一 (十一) ʔɪt⁵⁵ ʔɪt⁵⁵ ʔɪt⁵⁵ ʔɪt⁵⁵ ʔjit⁵⁵ ʔjɪt⁵⁵ ʔit⁴⁴ ʔɪt⁵⁵ jɪt⁵⁵  

381 二 (二十) ŋei³¹ ŋi²⁴ ŋëi³¹ ŋi³¹ ŋəi³¹ ŋi⁴¹ ŋei³¹ ŋei²¹ ŋəi⁴² ŋɘi³¹ 

382 两(+量词) θɔəŋ⁴² θɔɜŋ⁴² θoɐŋ⁵³ θɔːŋ⁵³ θoɜŋ⁴⁵³ ɬoɜŋ³⁵ θoːŋ²¹⁴ θɔːŋ²⁴ ɬoɜŋ⁴⁵³ θoɐŋ⁴⁵³ 

383 百 paːk⁴⁴ paːk⁵⁵ paːk⁴³ paːk³³ peak³³ peak³³ paːk⁴⁵ paːk⁴⁴ peak³³ peak³³ 

384 千 ɕɪən⁴² ɕien⁴² ɕiən⁵³ siən⁵³ ɕien⁴⁵³ ɕiən³⁵ ɕien²¹⁴ ɕiːn²⁴ ɕien⁴⁵³ ɕiən⁴⁵³ 

385 半 (一半) pʊn⁴⁴ ** ʔbɯəŋ⁴⁴ puən⁴³³ puən³³ puən³³ puən⁴⁵³ puən⁴⁵ puən⁴⁴ puən⁴⁴ puən³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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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老 kɛ⁴⁴ kɛ⁴⁴ kɛ⁴³³ kɛ³³ ke³³, laːu⁴²ʔ¹³ ke⁴⁵³ ke⁴⁵ ke⁴⁴ ke⁴⁴ ke³³ 

387 年轻 ɕɔ²³¹ ʔoːi⁴⁴ ʔoːi⁴³³ sɔ²³¹ ʔɔːi³³ ʔoɜi⁴⁵³ ʔoːi⁴⁵ ʔɔːi⁴⁴ ʔɔːi⁴⁴ ʔoːi³³ 

388 高 θaːŋ⁴² θaːŋ⁴² θaːŋ⁵³ θaːŋ⁵³ θaːŋ⁴⁵³ ɬaːŋ³⁵ θaːŋ²¹⁴ θaːŋ²⁴ ɬaːŋ⁴⁵³ θaːŋ⁴⁵³ 

389 矮 tɐm⁴⁴ tɐm⁴⁴ tɐm⁴³³ tɐm³³ tam³³ tɐm⁴⁵³ tɐm⁴⁵ tɐm⁴⁴ tam⁴⁴ tɐm³³ 

390 胖  pei²³¹ pi²³¹ pëi²³¹ pi²³¹ pəi²¹ pi²⁴ pi²¹ pi³¹ pəi³² pɘi²¹ 

391 瘦 ɹɔ²³¹ ɹɔ²³¹ ðɔ²³¹ pjɔːm⁵³ pjoɜm⁴⁵³ pðoɐm³⁵ poːm²¹⁴ pɔːm²⁴ pjɔːm⁴⁵³ pjoɜm⁴⁵³ 

392 瘦弱 ɹɔ²³¹ naːi⁴⁴, ȵɔːm⁴⁴ ȵɔɜm⁴³³ ðɔ²³¹ ȵiək³¹ ðo²⁴, kaːŋ³³ ɹɔ²¹ ȵɔːm⁴⁴ ʔdoak³³ naːi³³ 

393 粗 mɐŋ⁴² laːu³⁴⁴ laːu²¹⁴ laːu²¹⁴ ɕɔ⁴⁵³ sɔk⁵⁵ ɕɔ²¹⁴ tɐu³¹, ɕa²³ ŋɔ³⁴³ laːu²¹⁴, hoŋ⁴⁵³ 

394 细 nuən²³¹ ȵi⁴⁴ ðɛk³⁴ θɜi⁴³ θɜi³³ θai³³ ɬɛï⁴⁵³ 
nɛï⁴⁵, θɛï³³ 
nɛï⁴⁵ θɜi⁴⁴, ʔi⁴⁴ ɬai⁴⁴ θɜi³³ 

395 扁  pɛːn⁴⁵³ ʔbɛːn⁴² peən³⁴¹ pɛːn⁴⁵⁴ pɛːn³⁴³ peɛn³³ pe³³ peːn⁴⁵ peːn³⁴³ peɛn³⁴³ 

396 硬 ʔdɔɜŋ⁴⁵³ ʔdaːŋ⁵⁵³ cɕeaŋ³⁴¹ ʔdɔːŋ⁴⁵⁴ ʔdoɜŋ³⁴³ ʔdoɜŋ³³ ʔdaːŋ³³ ʔdɔːŋ⁴⁵ ʔdoɜŋ⁴⁵³ ʔdoɐŋ³⁴³ 

397 软 ŋʊn⁴⁴ ʔʊn⁴⁴ ŋʊn⁴³³ ʔʊn³³ ȵuən⁴²ʔ¹³ wən⁴⁵³ wʊn⁴⁵ ŋʊn²³ ʔʊn⁴⁴ ʔʊn³³ 

398 深 (水) lɐk³⁴ lak²³ lɐk³⁴ lɐk²² lak²² lɐk²² lɐk²² lɐk²² lak²² lak²² 

399 浅 (水) ɕɪən⁴⁵³ fɛːu²⁴ ɕiən³⁴¹ fɛːu³¹ fɛːu³¹ feːu⁴¹ feːu³¹ fɛːu²¹ feau⁴² feɜu³¹ 

400 凉快 liəŋ²³¹ lɪːŋ²³¹ liəŋ²³¹ liəŋ²³¹ ʔjim⁴⁵³ liəŋ²⁴ liəŋ²¹ liːŋ³¹ jim⁴⁵³ liəŋ²¹ 

401 暖和 ɹɐu⁴⁵³ ɹɐu⁵⁵³ ðɐu³⁴¹ ðɐu⁴⁵⁴ ɣau³⁴³ ðɐu³³ ɹɐu³³ ɹɐu⁴⁵ ɣau³⁴³ ðɜu³⁴³ 

402 热 (水) ʔdaːt⁴⁴ ʔdaːt⁵⁵ ʔdaːt⁴³ ðɛːm⁴⁵⁴ ʔdaːt³³, 
ɣeam³⁴³ 

ʔdaːt³³ ʔdaːt⁴⁵ ʔdaːt⁴⁴ ɣeam⁴² ʔdaːt³³, 
ðeɜm³⁴³ 

403 累 fɯəŋ²⁴ 
fɯəŋ³⁴⁴, 
laːŋ³⁴⁴ fɯəŋ²¹⁴ nɐŋ³¹ 

ŋaŋ³¹, 
fɯəŋ⁴²ʔ¹³ tɔk²² ʔeaŋ²⁴ ŋoːi²¹ fɯːŋ²³ ŋaŋ⁴² ŋɐŋ³¹ 

404 醉了 fei²³¹ fi²³¹ fëi²³¹ fi²³¹ ŋwəi²¹ ŋwi²⁴ fi²¹ fi³¹ ŋwəi³² ŋwɘi²¹ 

405 生气 fɐt³⁴ hei⁴⁴ faːt³³ hi⁴⁴ hëi⁴³ hən³⁴¹, 
ʔdɐt⁴⁴ hëi⁴³³ 

ʔdɜt⁴⁴ hi³³ ʔdɛːt³³ həi³³ ȵɐk⁵⁵ həi⁴⁵³ faːt²² hei⁴⁵ ʔdaːt⁴⁴ hei⁴⁴ ɣeam³⁵ həi⁴⁴, 
ʔdɛːt³³ həi⁴⁴ 

faːt³³ hɘi³³ 

406 闷/无聊 ʔbɯ⁴⁴ ʔbɯ⁴⁴ ʔbɯ⁴³³ ʔbɯ³³ ʔbɯ³³ ʔbɯ⁴⁵³ ʔbɯ⁴⁵ ʔbɯ⁴⁴ ʔbɯ⁴⁴ ʔbɯ³³ 

407 裸体 kɐŋ²² kaːu⁴² kaŋ²² jaːŋ⁴⁴ ləŋ³¹ kaːŋ²¹⁴ lɔŋ³¹ lɪŋ³¹ lɔŋ³¹ liŋ³¹ laŋ³¹ kaːŋ³¹ haːu²¹ ŋaːŋ⁴⁵ laːŋ²¹ kaːŋ⁴⁴ lɔŋ⁴² liŋ⁴² lɔŋ¹² liŋ³¹ 
408 空 (都不

装) 
hɔŋ⁴⁴ hɔŋ⁴⁴ hɔŋ⁴³³ hɔŋ³³ hɔŋ⁴⁵³, pjɔu³³ kjɔŋ³⁵ hɔŋ⁴⁵ hɔŋ⁴⁴ hɔŋ⁴⁵³ hɔŋ³³ 

409 亮 ɹɔəŋ³¹ ɹɔŋ²⁴ ðoɐŋ³¹ ðɔːŋ³¹ ɣoɜŋ³¹ ðuaŋ⁴¹ ɹoːŋ³¹ ɹɔːŋ²¹ ɣoɜŋ⁴² ðoɐŋ³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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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干净  θɛːu⁴⁴ θɛːu⁴⁴ ɕɪŋ³¹ θɛːu³³ θɛːu³³ ɬeːu⁴⁵³ θiŋ³³ θiən²¹⁴ θɛːu⁴⁴ ɬeau⁴⁴ θeɜu³³ 

411 蓝 hɛːu⁴² hɛːu⁴² pɪk⁵⁵ hɛːu⁵³ laːm²¹ ʔou³⁵ pik⁴⁴ pɪk⁵⁵ ʔou⁴⁵³ laːm²¹ 

412 难 naːn³¹ naːn²³¹ naːn²³¹ hɔ⁴⁵⁴ naːn²¹ naːn⁴¹ naːn²¹ naːn³¹ naːn³² naːn²¹ 

413 容易 ŋaːi³¹ ŋaːi²⁴ ŋaːi³¹ ʋi⁵³ joŋ³¹ həi³¹ mɪn³¹ joŋ³¹ hei³¹ joŋ²¹ hei²¹ joŋ⁴² həi⁴² ʋɘi³¹, joŋ³¹ 
hɘi³¹ 

414 错 (错了) lɔk⁵⁵ lɔk⁵⁵ lɔk⁵⁵ lɔk⁵⁵ lɔk⁵⁵ lɔŋ³⁵ lɔŋ²¹⁴ lɔk⁵⁵ lɔk⁵⁵ lɔk⁵⁵ 

415 快 ɹou²³¹ ɹiu²³¹ ðou²³¹ ðiu²³¹ həi³¹ pðoɜŋ²⁴, həi⁴¹ waːi⁴⁵, ɹiu⁴⁵ ɹiːu³¹ həi⁴² hɘi³¹ 

416 慢 
nʊm⁴⁴, 
mɛːn³¹ mɛːn²⁴ meən³¹ jɐŋ⁵³ jaŋ⁴⁵³ nɜm⁴⁵³ mɪːn³¹, nʊm⁴⁵ meːn²¹ jaŋ⁴⁵³ jɐŋ⁴⁵³ 

417 曲，弯曲 ŋʊt⁵⁵ ŋɛːu⁴² ŋɔːm⁴², kɔ²³¹ kɐu²³¹ kɐu²³¹ kau²¹ koŋ³³ ʔŋaːu⁴⁵³ kɔ²¹ kɔ³¹ kau³² ŋaːu³³ 

418 朽 (腐朽) ʔdʊk⁵⁵ ʔdʊk⁵⁵ ʔdʊk⁵⁵ ʔdʊk⁵⁵ - nɐu⁴¹ ʔdʊk⁴⁴ nɐu²¹ ʔdʊk⁵⁵ ʔdʊk⁵⁵ 
419 松 

(土很松) 
ʔbɔŋ⁴² jɔŋ⁴² ʔbɔŋ⁵³ ʔbɔ⁵³, ʔbɔŋ⁵³ ʔbɔ⁴⁵³, 

ʔbɔŋ⁴⁵³ 
ʔbɔŋ³⁵ θɔŋ²¹⁴, 

ʔbɔŋ²¹⁴ 
θɔŋ²⁴ ʔbɔ⁴⁵³, 

ʔbɔŋ⁴⁵³ 
θɔŋ⁴⁵³ 

420 松 

(捆得松) 
θɔŋ⁴² θɔŋ⁴² θɔŋ⁵³, ʔbɔ⁵³ θɔŋ⁵³ θɔŋ⁴⁵³ ɬɔŋ³⁵ luən²¹⁴ θɔŋ²⁴ ɬɔŋ⁴⁵³ lɔm⁴⁵³ 

421 紧 

(捆得紧) 
ʔdɐt⁵⁵ ʔdɐt⁵⁵ ʔdɐt⁵⁵ ʔdɜt⁵⁵ ʔdɛt⁵⁵ ʔdɜt⁵⁵ ʔdɛt⁴⁴ ʔdɜt⁵⁵ ʔdat⁵⁵ ʔdɐt⁵⁵ 

422 辣 maːn³¹ maːn²⁴ maːn³¹ maːn³¹ maːn³¹ maːn⁴¹ maːn³¹ maːn²¹ maːn⁴² maːn³¹ 

423 甜 waːn⁴² tiəm²³¹, 
waːn⁴² 

tiəm²³¹ ʋaːn⁵³ waːn⁴⁵³, 
tiəm²¹ 

teɛm²⁴ waːn²¹⁴, 
tiəm²¹ 

waːn²⁴ ʋaːn⁴⁵³ ʋaːn⁴⁵³ 

424 酸 θɐm⁴⁵³ θɔm⁴² θɔm³⁴¹ θɔm⁴⁵⁴ θɔm³⁴³ ɬɐm³³ θɐm³³ θɐm⁴⁵ ɬɔm³⁴³ θɔm³⁴³ 

425 咸 hɐm²³¹ haːm²³¹, 
daŋ⁴⁴ ʔdɐŋ⁴³³ ʔdɐŋ³³ ʔdaŋ³³, 

haːm²¹ haːm²⁴ haːm²¹ nɐŋ⁴⁴ ʔdaŋ⁴⁴ haːm²¹ 

426 苦 hɐm²³¹ hɐm²³¹ hɐm²³¹ hɐm²³¹ ham²¹ hɐm²⁴ hɑm²¹ hɐm³¹ ham³² hɐm²¹ 

427 生 (肉) ʔdɪp⁵⁵ ʔdɪp⁵⁵ ʔdɪp⁵⁵ ʔdɪp⁵⁵ ʔdip⁵⁵ ʔdɜp⁵⁵ ʔdip⁴⁴ ʔdɪp⁵⁵ ʔdip⁵⁵ ʔdip⁵⁵ 

428 熟 ɕʊk³⁴ ɕʊk²³ ɕʊk³⁴ sʊk²² ɕʊk²² ɕʊk²² ɕʊk²² ɕʊk²² ɕʊk²² ɕʊk²² 
429 恶心 

(想吐) 

ʔbʊk³⁴ 
ʔbɯən⁴² 

ʔbɔk²³ 
ʔbɯən⁴² 

ʔbɯ⁴³³ ȵən²¹⁴ ʔjak⁵⁵ ɣuɜk³³, 
ȵən⁴²ʔ¹³ 

ȵən³¹ ʔuən²¹⁴ ʔbɐk⁵⁵ ʔbʊn²⁴ mɜn³¹ʔ¹³, 
ȵɜn³¹ʔ¹³ 

ʔbɤn³³ 

430 饱 ʔɪm⁴⁴ ʔɪm⁴⁴ ʔɪm⁴³³ ʔɪm³³ ɣaŋ⁴⁵³, ȵim³³ ȵɜm⁴⁵³ ʔim⁴⁵ ȵɪm⁴⁴ ʔim⁴⁴ ʔim³³ 

431 嚼 ȵaːi⁴⁵³ ȵaːi⁵⁵³ ȵaːi³⁴¹ ȵaːi⁴⁵⁴ ȵaːi³⁴³ ȵɐm³³ ȵaːi³³ ȵaːi⁴⁵ ȵaːi³⁴³ ȵaːi³⁴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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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舔 ɹi²³¹ ɹi²³¹ ði²³¹ ði²³¹ ɣi²¹ ði²⁴ ɹi²¹ ɹi³¹ ɣi³² ði²¹ 

433 吞 ʔdɯn⁴⁵³ ʔdɯn⁵⁵³ 
ʔdɪn³⁴¹, 
ʔdʊn³⁴¹ ʔdʊn⁴⁵⁴ ʔdʊn³⁴³ ʔdɜn³³ ʔdən³³ ʔdɯn⁴⁵ ʔdʊn³⁴³ ʔdʊn³⁴³ 

434 吻 ɕʊp⁵⁵ ɕʊp⁵⁵ ɕʊp⁵⁵ sʊp⁵⁵ ɕʊp⁵⁵ sɜp⁵⁵ ɕʊp⁴⁴ ɕʊp⁵⁵ ɕʊp⁵⁵ ɕʊp⁵⁵ 

435 打哈欠 ha⁴⁴ ɹʊm²³¹ ha⁴⁴ ɹʊm²³¹ ha⁴⁴ ðʊm²³¹ ðaːu⁵³ ðʊm²³¹ ɣau⁴⁵³ ɣʊm²¹ ðaːu³³ ðɜm²⁴ ʔa³³ ɹʊm²¹ ʔa⁴⁴ ɹʊm³¹ ɣau⁴⁵³ ɣʊm³² ðaːu⁴⁵³ ðʊm²¹ 

436 打鼾 cjɐn⁴² ɕɯən⁴² cɕɜn⁵³ kjɜn⁵³ kjan⁴⁵³ kjɐn³⁵ cɛn̈²¹⁴ kjɐn²⁴ kjan⁴⁵³ kjɐn⁴⁵³ 

437 打喷嚏 ʔɐk⁵⁵ θui⁴² hat⁵⁵ ɕuːi⁴² haːt⁴⁴ θuːi⁵³ hɜt⁵⁵ si⁵³ ʔa³³ tɕwəi³¹ hɐt³³ suːi³⁵ hɜt⁴⁴ θuəi²¹⁴ hɐt⁵⁵ θuːi²⁴ ʔat⁵⁵ tɕʰəi⁴⁵³ ʔɜi³¹ ɕɘi³⁴³ 

438 喊 hɛːu³¹, hɛːm⁴⁴ hɛːm⁴⁴ haːt⁴³ hɛːu³¹ 
heam³³, 
θɯən³⁴³ ɬuən³³ hɪːm⁴⁵ heːm⁴⁴ 

heau⁴², 
heam⁴⁴ heɜm³³ 

439 骂  vɛət⁴⁴ ʔda⁴⁴, wɛːt⁵⁵ ʋeat⁴³ ʋɛːt³³ wɛ:t³³ ʔweːn³⁵ ʔda⁴⁵ kwi⁴⁵ ʋɛːt³³ ʋeət³³ 

440 哭 tɜi⁴⁵³ tɛ⁵⁵³ tɜi³⁴¹ tɜi⁴⁵⁴ tai³⁴³ tɛï³³ tɛï³³ tɜi⁴⁵ tai³⁴³ tɜi³⁴³ 

441 告诉 lən³¹ lɯn²⁴ lɪn³¹ nɐu²³¹ lʊn³¹ lɐn⁴¹ lən³¹, nɐu²¹ lɯn²¹ lʊn⁴² lʊn³¹, nɜu²¹ 

442 张 (嘴) ʔa⁴⁵³ haːi⁴² ʔa³⁴¹ hɜi⁵³ ʔa³⁴³ ʔa³³ ʔa³³ ʔa⁴⁵ ʔa⁴⁴ ʔa³⁴³ 

443 开 (门) haːi⁴² haːi⁴² haːi⁵³ hɜi⁵³ haːi⁴⁵³ haːi³⁵ haːi²¹⁴ haːi²⁴ haːi⁴⁵³ haːi⁴⁵³ 

444 关 (门) kwɛːn⁴² kwɛːn⁴² kwɛːn⁵³ kwɛːn⁵³ kwɛːn⁴⁵³ kweɛn³⁵ kwɪːn²¹⁴ kweːn²⁴ kweːn⁴⁵³ kweɛn⁴⁵³ 

445 跑 tiːu⁴⁴, puət⁴⁴ puət⁵⁵ puət⁴³ puət³³ puət³³ puət³³, poɜŋ⁴¹ puət⁴⁵ puːt⁴⁴ puət³³ puət³³ 

446 骑  kwei³¹ kɯei²⁴ kuːi³¹ kɯei³¹ kɯəi³¹ koːi⁴¹ kuəi³¹ kuːi²¹ kɯəi⁴² kɯːi³¹ 
447 爬(在地上

爬) 
ɹuən²³¹ ɹuən²³¹ ðuən²³¹ ðuən²³¹ wuən²¹ ðuən²⁴ ɹuən²¹ ɹuən³¹ ɣuən³² ðuən²¹ 

448 爬上 (树) pɪn⁴² pɪn⁴² pɪn⁵³ pɪn⁵³ pin⁴⁵³ peɛn³⁵, ðaːi⁴¹ pɪːn²¹ peːn³¹ pin⁴⁵³ pin⁴⁵³ 

449 跳 tiːu⁴⁴ tiːu⁴⁴ tiːu⁴³³ tiau³³ tiou³³ tiːu⁴⁵³ tiou⁴⁵ tiːu⁴⁴ tiou⁴⁴ tiːu³³ 

450 踢 tiək⁴⁴ tiek⁵⁵ tiək⁴³ tiək³³ tiək³³ tɪk⁵⁵ tik⁴⁴ tɪk⁵⁵ tiək³³ tiək³³ 

451 跳舞 tɛːu²⁴ ʔu⁴⁵³ tɛːu²⁴ ʔu⁴² tɛau²³ wu⁴³³ tiau⁴⁵ ʔu³¹ tiou³³ fɔu⁴²ʔ¹³ tiːu⁴⁵ fou³¹ tiou²¹ ʔu⁴⁵ tɛːu²⁴ ʔu⁴⁴ tiou⁴⁴ fou³¹ʔ¹³ teɜu²² ʔu³⁴³ 
452 拥抱 

(两个～起来) 
kɔət⁴⁴ kɔət⁵⁵ koɐt⁴³ kɔɜt³³ koɜt³³ koɜt³³ koːt⁴⁵ kɔːt⁴⁴ koɜt³³ koɜt³³ 

453 弯 (腰) kɔm²⁴ ŋɔːm⁵⁵³ kɔm²¹⁴ kɔm²¹⁴ kʊm⁴²ʔ¹³ kɐu²⁴ kɐu²¹ kɐu³¹ kom³¹ʔ¹³ koŋ³³ 

454 跪 kwei³¹ kwi²⁴ kwëi³¹ kwi³¹ kwəi³¹ kwi⁴¹ kwi³¹ kwi²¹ kwəi⁴² kwɘi³¹ 

455 挑 (水) ɹaːp⁴⁴ ɹaːp⁵⁵ ðaːp⁴³ ðaːp³³ ɣaːp³³ ðaːp³³ ɹaːp⁴⁵ ɹaːp⁴⁴ ɣaːp³³ ðaːp³³ 

456 抬 ɹɔːm⁴² ɹaːm⁴² ðɔɜm⁵³ ðaːm⁵³ ɣaːm⁴⁵³ taːi²⁴ taːi²¹ ɹaːm²⁴ ɣaːm⁴⁵³ ðaːm⁴⁵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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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去  pɜi⁴² pɜi⁴² pɜi⁵³ pɜi⁵³ pai⁴⁵³ pɛï³⁵ pei²¹⁴ pei²⁴ pai⁴⁵³ pɜi⁴⁵³ 

458 进入 hɐu⁴⁵³ hɐu⁵⁵³ hɐu³⁴¹ hɐu⁴⁵⁴ hau³⁴³ hɐu³³ hɐu³³ hɐu⁴⁵ hau³⁴³ hɜu³⁴³ 

459 出 ʔɔɜk⁴⁴ ʔɔɜk⁵⁵ ʔoɐk⁴³ ʔɔːk³³ ʔɔɜk³³ ʔoɐk³³ ʔoːk⁴⁵ ʔɔːk⁴⁴ ʔoak³³ ʔoɜk³³ 

460 回来 taːu⁴⁴ taːu⁴⁴ taːu⁴³³ ma⁵³ ma⁴⁵³ ma³⁵ taːu⁴⁵ taːu⁴⁴ ma⁴⁵³ ma⁴⁵³ 

461 干活 hɔəŋ⁴² ku²⁴ hɔɜŋ⁴² ku²³ hoɐŋ⁵³ ku²¹³ hɔɜŋ⁵³ ku²² hoɜŋ⁴⁵³ ku²² hoɜŋ³⁵ ku³¹ hoːŋ²¹⁴ ku²¹ hɔːŋ²⁴ ku²² hoɜŋ⁴⁵³ ku²² hoɐŋ⁴⁵³ 

462 做 ku³¹ ku²⁴ ku²¹⁴ ku²¹⁴ ku³¹ ku³¹ ku³¹ ku²¹ ku⁴² ku³¹ 

463 买 ɕəɯ²⁴ ɕɯ³⁴⁴ ɕəɯ²¹⁴ sɯ²¹⁴ ɕəɯ⁴²ʔ¹³ seɯ³¹ ɕɤi³³ ɕəɯ²³ ɕəɯ³¹ʔ¹³ ɕəɯ²¹⁴ 

464 卖  kaːi⁴² kaːi⁴² kaːi⁵³ kaːi⁵³ kaːi⁴⁵³ kaːi³⁵ kaːi²¹⁴ kaːi²⁴ kaːi⁴⁵³ kaːi⁴⁵³ 

465 偷   ɕɐk³⁴ ɕak²³ ɕɐk³⁴ sɐk²² ɕak²² sɐk²² ɕɐk²² ɕɐk²² ɕak²² ɕak²² 

466 缴,交(税) cjiːu³¹ cjiu⁴² cɕiːu³¹ kiau⁴⁵⁴, 
kjaːu⁵³ 

kjaːu⁴⁵³ kaːu³⁵, kjou³³ caːu²¹⁴ kjaːu²⁴ kiou³⁴³, 
kjaːu⁴⁵³ 

kjaːu⁴⁵³ 

467 捆绑 ɕʊk³⁴ ɕʊk²³ ɕʊk³⁴ taːu²³¹ ɕʊk²² taːu²⁴ ɕʊk²² ɕʊk²² ɕʊk²² taːu²¹ 

468 拴 (马) laːm³¹ laːm²⁴, taːu²³¹ laːm³¹ taːu²³¹ taːu²¹ taːu²⁴, sʊk²² laːm³¹, ɹɛːŋ³¹ laːm²¹ taːu³² taːu²¹ 

469 解开 kɛ⁴⁵³ kɛ⁵⁵³ kɛ³⁴¹ kɛ⁴⁵⁴ kje³⁴³ ke³³ ke³³ ke⁴⁵ ke³⁴³ ke³⁴³ 

470 炒 ɕaːu³¹ ɕaːu⁵⁵³ ɕaːu³⁴¹ saːu⁴⁵⁴ ɕaːu³⁴³ saːu³³, ʔdaːu³⁵ ɕeːu³³ ɕaːu⁴⁵ ɕaːu³⁴³ ɕaːu³⁴³ 

471 蒸 nɐŋ⁴⁵³ naŋ⁵⁵³ nɐŋ³⁴¹ nɐŋ⁴⁵⁴ 
ɕjəŋ⁴⁵³, 
naŋ³⁴³ sɜŋ³⁵, naŋ³³ nɐŋ³³ nɐŋ⁴⁵ ɕɜŋ⁴² nɐŋ³⁴³ 

472 煮 ɕəɯ⁴⁵³ ɕɯ⁵⁵³ ɕəɯ³⁴¹ sɯ⁴⁵⁴ ɕjəɯ³⁴³ səɯ³³ ɕɤi³³ ɕəɯ⁴⁵ ɕəɯ³⁴³ ɕəɯ³⁴³ 

473 熬 (酒) ŋaːu²³¹ ŋaːu²³¹ ŋaːu²³¹ ŋaːu²³¹ ŋaːu²¹ ŋaːu²⁴ ŋaːu²¹ ŋaːu³¹ ŋaːu³² ŋaːu³¹ 

474 舂 (米) tɐm⁴² tɐm⁴² ɕʊk⁵⁵, tɐm⁵³ tɐm⁵³ tam⁴⁵³ tɐm³⁵ tɐm²¹⁴ tɐm²⁴, ɕʊk⁵⁵ tam⁴⁵³ tɐm⁴⁵³ 

475 磨 (米) mu³¹ mu²⁴ mu³¹ mu³¹ mu³¹ mu²⁴, mu⁴¹ mu³¹ mu²¹ mu⁴² mu³¹ 

476 织 (布) tɐm⁴⁵³ tɐm⁵⁵³ tɐm³⁴¹ tɐm⁴⁵⁴ tam³⁴³ tɐm³³ tɐm³³ tɐm⁴⁵ tam³⁴³ tɐm³⁴³ 

477 缝 ȵɪp³⁴ ȵɪp²³ hoɐŋ⁵³ ʋɔɜŋ⁵³ ŋjip²² ȵɜp²², ʔoɜŋ³⁵ foːŋ²¹⁴ ȵɪp²² ŋjip²² ȵip²² 

478 染 (布) ȵʊm²⁴ ȵʊm³⁴⁴ jiən³⁴¹ jiən⁴⁵⁴ ȵʊm⁴²ʔ¹³ ȵɜm³¹ ȵom³³ ȵom²³ ȵom³¹ʔ¹³ jin³⁴³ 

479 穿 tɐn⁴⁵³ tɐn⁵⁵³ tɐn³⁴¹ tɐn⁴⁵⁴ tan³⁴³ tɐn³³ tɛn̈³³ tɐn⁴⁵ tan³⁴³ tɐn³⁴³ 

480 脱 tuət⁴⁴ tuət⁵⁵ tuət⁴³ tuət³³ tuət³³ tuət³³ toːt⁴⁵ tuːt⁴⁴ tuət³³ tuət³³ 

481 放 (下) ɕoəŋ⁴⁴ ɕuɔŋ⁴⁴ ɕuɔŋ⁴³³ suɜŋ³³ ɕuɜŋ³³ suəŋ⁴⁵³ ɕuɜŋ⁴⁵ ɕuːŋ⁴⁴ ɕuɜŋ⁴⁴ ɕuəŋ³³ 

482 晾 (衣物) taːk⁴⁴ taːk⁵⁵ laːŋ²¹⁴ taːk³³ laːŋ³¹ laːŋ⁴¹ taːk⁴⁵ laːŋ²¹ taːk³³ taːk³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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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晒 taːk⁴⁴ taːk⁵⁵ taːk⁴³ taːk³³ taːk³³ taːk³³ taːk⁴⁵ taːk⁴⁴ taːk³³ taːk³³ 

484 剪 (绳子) ɹɐt³⁴ ɹɐt²³ ðɐt³⁴ ðɜt²² ɣɛt²² ðɜt²² ɹɛt²² ɹɛt²² ɣat²² ðɐt²² 

485 割 (草) kwɛ⁴⁵³ kwɛ⁵⁵³ kwɛ³⁴¹ kwe⁴⁵⁴ kwe³⁴³ kwe³³ kwe³³ kwe⁴⁵ kwe³⁴³ kwe³⁴³ 

486 挤  (ȵɐp⁵⁵) ȵɐn⁵⁵³ ȵɜn³⁴¹ ȵɐn⁴⁵⁴ ȵən³⁴³ ȵɜn³³ ȵɛn̈³³ ȵɐn⁴⁵ ʔbat⁵⁵ ȵɐn³⁴³ 
487 搓 

(绳) 
cjiət⁴⁴ θaːt⁵⁵ θaːt⁴³, cɕiət⁴³ ðɜn²¹⁴ pien⁴²ʔ¹³, 

θaːt³³ 
lɐn³⁵ kju³³ fɔu²⁴ ɬaːt³³ piən²¹⁴ 

488 剃 tɜi⁴⁴ tɜi⁴⁴ tɜi⁴³³ ti³³ ti³³ tɛï⁴⁵³ tɛï⁴⁵ tɜi⁴⁴ ti⁴⁴ ti³³ 

489 破  pɔŋ⁴⁴ pjɔŋ⁴⁴ pɔŋ⁴³³ pjɔŋ³³ pjɔŋ³³ peak⁴² tɪːk⁴⁵ teːk⁴⁴ pu⁴⁴ pjɔŋ³³ 

490 灭 ʔdɐp⁵⁵ lɐm²³¹ ʔdɐp⁵⁵ ʔdɐp⁵⁵ moɜn⁴⁵³ meaŋ³⁵ ʔdɐp⁴⁴ ʔdɐp⁵⁵ moɜn⁴⁵³ moɜn⁴⁵³ 

491 熄(灯) ʔdɐp⁵⁵ ʔdɐp⁵⁵ ʔdɐp⁵⁵ ʔdɐp⁵⁵ ʔdap⁵⁵ meaŋ³⁵ ʔdɐp⁴⁴ ʔdɐp⁵⁵ tap⁵⁵ ʔdɐp⁵⁵ 

492 埋 mɔk⁵⁵ mɔk⁵⁵ hɐm⁵³, mɔk⁵⁵ mɔk⁵⁵ mɔk⁵⁵ hɐm³⁵, mɔk⁵⁵ hɑm²¹⁴, 
mɔk⁴⁴ 

hɑm²⁴, mɔk⁵⁵ mɔk⁵⁵ mɔk⁵⁵ 

493 挑选 tiːu⁴² θɛːn⁵⁵³ kwɛːn³⁴¹ kɛːn⁴⁵⁴ kjɛːn³⁴³ kjeɛn³³ kɪːn³³ kjeːn⁴⁵ ɬuən⁴² keɛn³⁴³ 

494 沉 ɕɐm⁴² ɕɐm⁴² ɕɐm⁵³ sɐm⁵³ ɕam⁴⁵³ sɐm²⁴ ɕɐm²¹⁴ ɕɐm²⁴ ɕam⁴⁵³ ɕɐm⁴⁵³ 

495 想要 ʔɐu⁴² ʔɐu⁴² ʔɐu⁵³ ʔɐu⁵³ ʔau⁴⁵³ ʔɐu³⁵ ʔɐu²¹⁴ ʔɐu²⁴ ʔau⁴⁵³ ʔɜu⁴⁵³ 

496 有  mei²³¹ mi²³¹ mëi²³¹ mi²³¹ məi²¹ məi²⁴ mi²¹ mi³¹ məi³² mɘi²¹ 

497 发抖 θɐn⁴⁴ θɐn²³¹ θɐn⁴³³ θɐn²³¹ θən²¹ ɬɐn²⁴ θɛn̈²¹ θɐn³¹ ɬan³² θɐn²¹ 

498 隐藏 ɕɐu⁴² ɕɐu⁴² ɕɐu⁵³ jɐu³³ jɔu³³ sɐu³⁵ jɔ²¹⁴ ɕɐu²⁴ jau⁴⁴ jɜu³³ 

499 隐瞒 muən²³¹ muən²³¹ muən²³¹ jɐm⁵³, 
muən²³¹ muən²¹ muən²⁴ jɐm²¹⁴ muən³¹ muən³² jɐm⁴⁵³ 

500 数 (动词) θɔ⁴⁴ kɛ⁴⁴ kɛ⁴³³ kɛ³³ ke³³ ke⁴⁵³ ke⁴⁵ ke⁴⁴ ke⁴⁴ ke³³ 

501 做梦 faːŋ³¹ ʔən²³¹ hɯn²³ lɔ⁴⁴ fɐŋ²¹ hɯn²³¹ faːŋ²¹ hɯn²³¹ faŋ³¹ hən²¹ 
loŋ⁴⁵ paŋ³¹ 
hɜn²⁴ lɔ⁴⁵ lɔ⁴⁴ 

paŋ⁴⁴ hən³², 
faŋ⁴⁵³ hən³² faːŋ²² hɤn²¹ 

502 忘记 lʊm²³¹ lʊm²³¹ lʊm²³¹ lʊm²³¹ lʊm²¹ lɜm²⁴ lʊm²¹ lʊm³¹ lʊm³² lʊm²¹ 

503 听见 ʔdɜi⁴⁴ ŋi³¹ ʔdei⁵⁵ ŋi⁵⁵³ ʔdɜi²³ ŋi⁵³ ʔdɜi⁴⁵ ȵi⁵³ ʔdai³⁴³ ŋji³¹ ʔdɛï³³ ȵi³⁵ ʔdɛï³³ ŋi²¹⁴ ʔdɜi⁴⁵ ŋji²⁴ ʔdai²³ ŋe⁴⁵³ ʔdɜi³⁴ ŋi⁴⁵³ 

504 爱 cjɜi²³¹ cjei²³¹ cɕɜi²³¹ kjei²³¹ ʔəi³³, kjɛi²¹ ʔəi⁴⁵³ cɛï²¹ kjɜi³¹ ʔəi⁴⁴ ʔɘi³³, ŋaːi³³ 

505 射击 ŋɪŋ²³¹ ŋɪŋ²³¹ ŋɪŋ²³¹ ȵɪŋ²³¹ ŋiŋ²¹ ȵɪŋ²⁴ ŋiŋ²¹ ȵɪŋ³¹ ŋiŋ³² ȵiŋ²¹ 

506 种 (菜) ʔdɐm⁴² ʔdɐm⁴² ʔdɐm⁵³ ʔdɐm⁵³ nam⁴⁵³ nɐm³⁵ ʔdɐm²¹⁴ nɐm²⁴ ʔdam⁴⁵³ ʔdɐm⁴⁵³ 

507 结 (果子) cjiət⁴⁴ cjiət⁵⁵ cɕiət⁴³ kiət³³ kiət³³ ʔoɐk³³ pɜn²¹ kiːt⁴⁴ kiət³³ kiət³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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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洗澡 ɕɐm²⁴ θɯei⁴⁴ 
ɕɐm³⁴⁴ 

θuːi⁴³ ɕɐm²¹⁴ 
θɯei⁴³ 
sɐm²¹⁴, ta⁴⁵ 
sɐm²¹⁴ 

ta³³ ɕam⁴²ʔ¹³ ta³³ sɐm³¹ ta³³ ɕɐm³³ ɕɐm²¹ ʔdaːŋ²⁴ ta⁴⁴ ɕam³¹ʔ¹³ ɕɐm²¹⁴ 

509 还没有 ʔdi⁴⁴ ɕɐŋ²³¹ ɕaŋ²³¹ ɕɐŋ²³¹ ʔdi⁵³ sɐŋ²³¹ ʔi⁴⁵³ ɕaŋ²¹ saŋ²⁴ mɐŋ³¹ ʔbɔu⁴⁴ ɕɐŋ³¹ ʔi⁴⁴ ɕaŋ³² ɕɐŋ²¹ 

510 是 θei³¹ tɯk²³ θëi³¹ tɯk²² θəi³¹ ɬəi³¹ tɤk²² θei²¹ ɬəi⁴² tɤk²² 
511 把 (一把

刀) 
faːk²¹ faːk²⁴ faːk²¹ fɜk²² pa³⁴³ pa³³ faːk²² faːk²¹ pa³⁴³, faːk⁴² faːk³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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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词汇表 第二部分 

汉义 兴宾迁江 兴宾寺山 桂平石龙 港北中里 武宣黄茆 武宣桐岭 象州大乐 象州运江 鹿寨四排 鹿寨鹿寨 
001 太阳* tɐŋ³³ ŋɔn²³² tɐŋ³³ ŋwɐn²⁴ taŋ³³ ŋɐn²¹³ tɐŋ³⁴ 

ŋwɐn²¹³ 
tɐŋ³³ 
ŋwɐn²³¹ 

tɐŋ³³ 
ŋwɐn²¹³ 

tɐŋ³³ 
ŋwɐn²³¹ 

taŋ⁵̥⁴ʔ 
ŋwɐn²³¹ 

tɐŋ⁵⁴ʔ 
ŋwɐn²³¹ 

tɐŋ⁵⁴ʔ 
ŋwɐn²³¹ 

002 月亮* 
joɐŋ²¹ 
ʔdɯən³⁵³ 

ʔoŋ³¹ 
ʔdɯən³⁵ 

loɐŋ²¹ 
ʔduən²⁴ 

toŋ³⁴ 
ʔduən²⁵, 
moaŋ³² 
ʔduən²⁵ 

ɣɔŋ³¹ 
ʔdɯːn⁵³ 

ɣoɐŋ³¹ 
ʔduən³⁵, 
ʔm̩³³ mwɐŋ²¹ 

ɣɔŋ²¹ʔ² 
ʔdɯːn⁵̥⁴ʔ ʝɔːŋ¹² ɗɯːn̥⁵⁴ʔ 

joŋ³²ʔ³ 
taːi³²ʔ³ joŋ³³ taːi³¹ʔ 

003 星星* ʔdu³³ ʔdəi⁵⁵³ ʔdu³³ ʔdəi⁵⁵ ʔdu³³ ʔdɘi⁴⁵ ʔdu³⁴ ʔdɘi⁵⁵ ʔdu²³ ʔdəi⁴⁵ tu³³ ʔdei⁵⁵ ʔdaːu³³ 
ʔdɘi⁴⁵ ɗɜn²̥¹ʔ³ ɗɜi⁴⁵ ɗoŋ³³ ɗëi⁴⁵ ɗoŋ³³ ɗi⁴⁵ 

004 天, 天空* ʔbən³⁵³ ʔbɯn³⁵ ʔbɪn²⁴ ʔbən²⁵ ʔbʌn⁵³ ʔbɜn³⁵ ʔbɤn⁵̥⁴ʔ ɓɜn⁵̥⁴ʔ ɓɜn⁵̥⁴ʔ ɓɯn⁵⁴ʔ 

005 云朵* fɯ³³ hu³³ wɐn²⁴ hu³⁴ hu⁴⁵³ u³³ hu⁵³ hu⁵³ hou⁵³ hu⁵³ 

006 风* jəm²³² ɣʊm²⁴ lɜm²¹³ lʊm²¹³ ɣʌm²³¹ ɣɜm²¹³ ɣɪm̙²³¹ ʝɜm²³¹ jɪm²³¹ jʊm²³¹ 

007 雨* hʊn³⁵³ wʊn³⁵ wɪn²⁴ wən²⁵ ʋʌn⁵³ wɜn³⁵ ʔwɤn̥⁵⁴ʔ wɜn̥⁵⁴ʔ wɜn̥⁵⁴ʔ wɯn⁵⁴ʔ 

008 雾* mou⁴² mou³¹ mou⁴³, fu³³ mou³² mɔu³¹ mɔu³¹ mɔːk⁴⁴ lɜp²² mɔːk⁴⁵ lɐp⁵⁵ moːk⁴⁴ mɔk²² hu⁴⁵ 

009 雪* su̪ət³³ nɜi³⁵ nɐi²⁴ nɜi²⁵ nɐi⁵³ nɐi³⁵ nɐi⁵⁴ʔ nɐi⁵⁴ʔ nɐi⁵⁴ʔ nɜi⁵⁴ʔ 

010 土壤* naːm⁴² nɐːm³¹ naːm³³ naːm³² naːm³¹ naːm³¹ naːm²¹ʔ² naːm²¹ʔ³ naːm³²ʔ³ naːm³¹ʔ 

011 石头* jɪn³⁵³ ɣɯn³⁵ lɪn²⁴ lin²⁵ ɣɪn⁵³ ɣɪn³⁵ ɣɪn̙⁵̥⁴ʔ ʝɪn⁵̥⁴ʔ jɪn⁵̥⁴ʔ jɪn⁵⁴ʔ 

012 沙* sa̪³⁵³ sa³⁵ sa²⁴ sa²⁵ sa̪⁵³ sa̪³⁵ sa̪⁵⁴ʔ θa⁵⁴ʔ sa⁵⁴ʔ θa⁵⁴ʔ 

013 尘土* fɐn²¹ ʔbɐn³⁵ ʔbɜn²⁴ ʔbɐn²⁵ ʔbɐn⁵³ ʔbɐn³⁵ fɐn²¹⁴ ʔmɐn⁴⁵ fɐn²¹⁴ fɐn²¹⁴ 

014 火* fəi²³² fəi²⁴ fɜi²⁴ fɘi²¹³ fəi²³¹ fəi²¹³ fɘi²³¹ fɜi²³¹ fëi²³¹ fi²³¹ 

015 灰* tɐu⁴² tɐu³¹ tɐu⁴³ tɐu³² tɐu³¹ tɐu³¹ tɐu²¹ʔ² tɐu²¹ʔ³ tɐu³²ʔ³ tɐu³¹ʔ 

016 烟* hɔn²³² wɐn²⁴ ȵin²⁴, wɐn²⁴ wɐn²¹³ ʋɐn²³¹ wɐn²¹³ wɐn²³¹ ʔwɐn²³¹ wɐn²³¹ wɐn²³¹ 

017 水* jɐm²¹ ɣɐm⁵³⁴ lɐm²¹ lɐm³²³ ɣɐm²¹⁴ ɣɐm²¹ ɣɛm̙²¹⁴ ʝɐm²¹⁴ jɐm²¹⁴ jɐm²¹⁴ 

018 河* ta⁴² ta³¹ ta⁴³ ta³² ta³¹ ta³¹ ta²¹ʔ² ta²¹ʔ³ ta³²ʔ³, waːi⁵⁴ʔ ta³¹ʔ, waːi⁵⁴ʔ 

019 湖* - hou²⁴ waŋ²¹³ u²¹³ hɔu²³¹ hɔu²¹³ hʌu²³¹ u²³¹ fu³²ʔ³ hu²³¹ 

020 海* haːi³³ haːi³³ hoːi³³ haːi³⁴ haːi⁴⁵³ haːi³³ haːi⁵³ haːi⁵³ haːi⁵³ haːi⁵³ 

021 土山 ʔdoːi³⁵³ ʔdoːi³⁵ 
ʔdoŋ³³ 
naːm⁴³ 

ʔdoŋ³⁴ 
naːm³², ʔdoːi 

ʔdoːi⁵³ 
naːm³¹ ʔdoːi³⁵ ʔdoːi⁵⁴ʔ 

ɗoːi⁵⁴ʔ 
naːm²¹ʔ³ 

ɗoːi⁵⁴ʔ 
naːm³²ʔ³ 

naːm³¹ʔ 
naːu²¹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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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石山* pja³⁵³ pja³⁵ lɪn²⁴ ʔdoŋ²⁴ ʔdoŋ³⁴ lin²⁵, 

pla²⁵ ʔdoːi⁵³ ɣɪn⁵³ pˠa³⁵ pɛ⁵̙⁴ʔ ɗoːi⁵⁴ʔ ʝɪn⁵̥⁴ʔ ɗoːi⁵⁴ʔ jɪn⁵̥⁴ʔ naːu²¹⁴ jin⁵⁴ʔ 

023 草* jʊm³⁵³ ɣʊm³⁵ lɜm²⁴ lʊm²⁵ ɣʌm⁵³ ɣɜm³⁵ ɣɪm̥̙⁵⁴ʔ ha²³¹ ha²³¹ ha²³¹ 

024 树* fɐi²¹ fɜi⁵³⁴ fɐi²¹ fɜi³²³ fɐi²¹⁴ fɐi²¹ fɐi²¹⁴ fɐi²¹⁴ fɐi²¹⁴ fɜi²¹⁴ 

025 树林* ʔdɔŋ³⁵³ ʔdɔŋ³⁵ ʔdoŋ³³ fɐi²¹ sɐm²⁵ lɐm²⁵ fɐi²¹⁴ ʔdoŋ⁵³ ʔdɔŋ³⁵ sa̪ːn⁵⁴ʔ fɐi²¹⁴ ɗɔŋ⁵⁴ʔ ɗɔŋ⁵⁴ʔ fɐi²¹⁴ ɗɔŋ⁵⁴ʔ 

026 树皮* pjaːk³³ nɐŋ³⁵ naŋ³³ fɐi²¹ nɐŋ³⁴ fɜi³²³ fɐi²¹⁴ nɐŋ⁵³ nɐŋ³⁵ fɐi²¹ pɛ̙ː k⁴⁴ fɐi²¹⁴ pˠaːk⁴⁵ fɐi²¹⁴ pjaːk⁴⁴ fɐi²¹⁴ pjaːk⁴⁵ fɜi²¹⁴ 

027 叶子 (小)* ʔbɜɯ³⁵³ ʔbɤ³⁵ ʔbɐi²⁴ ʔbɜi²⁵ ʔbɤ⁵³ ʔbɔu³⁵ ʔbɤ⁵⁴ʔ ɓɤ⁵⁴ʔ ɓɤ⁵⁴ʔ ɓɤ⁵⁴ʔ 

028 根* jaːk⁴² ɣaːk²¹ laːk³³ laːk³² kɔk⁵⁵ ɣaːk¹¹ ɣɛ̙ː k¹² ʝaːk¹² jaːk¹¹ jaːk¹² 

029 花* wa³⁵³ wa³⁵ wa²⁴ wa²⁵ wa⁵³ wa³⁵ ʔwa⁵⁴ʔ wa⁵⁴ʔ wa⁵⁴ʔ wa⁵⁴ʔ 

030 种子* ɕe⁴² kɤ³¹ tɕe⁴³ kle³² çe³¹ kɪ³¹ kɛ²̙¹ʔ² kɤ²¹ʔ³, pɐn⁵³ wɐn⁵̥⁴ʔ, pɐn⁵³ wɐn⁵⁴ʔ, pɐn⁵³ 

031 水果* ko⁵⁵³ lɤk²² maːk³³ maːk⁵⁵ maːk³⁴ maːk⁴⁵ lɤk¹¹ maːk³³ maːk⁴⁴ maːk⁴⁵ maːk⁴⁴ maːk⁴⁵ 

032 绳子* ɕaːk⁴² tɕaːk²¹ tɕaːk³³ tɕaːk³² tɕaːk¹² tɕaːk¹¹ tɕaːk¹² tsaːk¹² tsaːk¹¹ tsaːk¹² 

033 棍子* fɐi²¹, tɐŋ²¹ tɐŋ⁵³⁴, fɜi⁴² 
cɐŋ³¹ kɐn⁴⁵ fɜi²¹ klaŋ³², 

tɜŋ³²³ 
mɔk²² tɜt⁵⁵, 
fɐi²¹ çaŋ⁴⁵ kɛŋ³¹ kwɐn⁴⁵ kwɐn⁴⁵ tɐŋ²¹⁴ tɤŋ²¹⁴ 

034 村子 ʔbaːn³³ ʔbaːn³³ ʔbaːn³³ ʔbaːn³⁴ ʔbaːn⁴⁵³ ʔbaːn³³ ʔbaːn⁵³ ɓaːn⁵³ ɓaːn⁵³ ɓaːn⁵³ 

035 路* lo⁴² lɔ³¹ lo⁴³ tɐŋ³⁴ lən²⁵ lo³¹ lo³¹ lɔ²¹ʔ² lɔ²¹ʔ³ lo³²ʔ³ lɔ³¹ʔ 

036 稻田* na²³² na²⁴ na²¹³ na²¹³ na²³¹ na²¹³ na²³¹ na²³¹ na²³¹ na²³¹ 

037 白天* kjaːŋ³³ ŋɔn²³² cɐŋ³³ ŋwɐn²⁴ kaːŋ ŋɐn klaŋ³⁴ 
ŋwɐn²¹³ 

kɤŋ³³ 
ŋwɐn²³¹ 

kɐŋ³³ 
ŋwɐn²¹³ 

kɛŋ̙³³ 
ŋwɐn²³¹ 

caŋ⁵⁵ 
ŋwɐn²³¹ 

cjeŋ³³ 
ŋwɐn²³¹ 

toŋ³³ 
ŋwɐn²³¹ 

038 夜* hɐm⁴² ŋɜm³¹ hɐm⁴³ hɐm³² hɐm³¹ ŋɐm³¹ hɑm²¹ʔ² hɑm²¹ʔ³ hɑm³²ʔ³ hɑm³¹ʔ 

039 年* pəi³⁵³ pəi³⁵ pɜi²⁴ pɘi²⁵ pəi⁵³ pəi³⁵ pɘi⁵⁴ʔ pɜi⁵⁴ʔ pëi⁵⁴ʔ pi⁵⁴ʔ 

040 水牛* waːi²³² waːi²⁴ waːi²¹³ waːi²¹³ waːi²³¹ waːi²¹³ waːi²³¹ waːi²³¹ waːi²³¹ waːi²³¹ 

041 鸡* kɐi⁵⁵³ kɜi⁵⁵ kɐi⁴⁵ kɜi⁵⁵ kɐi⁴⁵ kɐi⁵⁵ kɐi⁴⁵ kɐi⁴⁵ kɐi⁴⁵ kɜi⁴⁵ 

042 鸟* jɔk²¹ ɣɔk²² lɔk²² lɔk²² ɣɔk²² ɣɔk¹¹ ɣo̙k²² ʝɔk²² jɔk²² jɔk²² 

043 鱼* pja³⁵³ pja³⁵ pa²⁴ pla²⁵ pja⁵³ pˠa³⁵ pɛ⁵̙⁴ʔ pˠa⁵⁴ʔ pja⁵⁴ʔ pja⁵⁴ʔ 

044 狗* ma³⁵³ ma³⁵ ma²⁴ ma²⁵ ma⁵³ ma³⁵ ma⁵⁴ʔ ma⁵⁴ʔ ma⁵⁴ʔ ma⁵⁴ʔ 
045 虱子 

 (身上)* 
nɐn²³² nɐn²⁴ nɐn²¹³ nɐn³²³ nɐn²³¹ nɐn²¹³ - ʝɐu⁵⁴ʔ nɐn²³¹ nɐn²³¹ 

046 蛇* ŋɯ²³² taːŋ³¹ n̩²¹³ ŋ²̩¹³, ŋu²¹³ taːŋ³¹ taːŋ³¹ taːŋ²¹ʔ² taːŋ²¹ʔ³ taːŋ³²ʔ³ taːŋ³¹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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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 头* kjɐu³³ cɐu³³ kɐu³³ klɐu³⁴ çɐu⁴⁵³ cɐu³³ kɛu̙⁵³ cɐu⁵³ cjɐu⁵³ kjɐu⁵³ 

048 毛* pən³⁵³ pʊn³⁵ pɪn²⁴ pən²⁵ pʌn⁵³ pˠɪn³⁵ pɤn⁵̥⁴ʔ pɜn̥⁵⁴ʔ pɜn̥⁵⁴ʔ pɯn⁵⁴ʔ 

049 角* kɐu³⁵³ kɐu³⁵ kɐu²⁴ kɐu²⁵ kɐu⁵³ kɐu³⁵ kɐu⁵⁴ʔ kɐu⁵⁴ʔ kɐu⁵⁴ʔ kɐu⁵⁴ʔ 

050 尾巴* jiəŋ³⁵³ ɣɯːŋ³⁵ liəŋ²⁴ lɤːŋ²⁵ ɣɯːŋ⁵³ ɣiɤŋ³⁵ hɯːŋ⁵̥⁴ʔ ʝɯːŋ⁵̥⁴ʔ hɯːŋ⁵̥⁴ʔ jɤːŋ⁵̥⁴ʔ 

051 皮肤* nɐŋ³⁵³ nɐŋ³⁵ naŋ²⁴ nɐŋ²⁵ nɐŋ⁵³ nɐŋ³⁵ nɐŋ⁵̥⁴ʔ naŋ⁵̥⁴ʔ nɐŋ⁵̥⁴ʔ nɐŋ⁵⁴ʔ 

052 骨头* ʔdoɐk³³ ʔdɔɜk³³ ʔdoɐk⁵⁵ ʔdoak³⁴ ʔdɔːk⁴⁵ ʔdoɐk³³ ʔdɔːk⁴⁴ ɗɔːk⁴⁵ ɗoːk⁴⁴ ɗɔːk⁴⁵ 

053 血* luət⁴² lɯːt²¹ luːt³³ luːt³² lɯət¹² luːt¹¹ lɯːt¹² lɯːt¹² lɯːt¹¹ lɤːt¹² 

054 眼睛* lɤk²¹ ta³⁵³ lɤk³³ ta³⁵ lɤk²² ta²⁴ lɤk²² ta²⁵ lɤk²² sa̪k²² lɤk¹¹ ta³⁵ lɤk²² sa̪k²² lɤk²² θak²² lɤk²² sak²² 
jʊm²² θɐk²², 
jʊm²² pja⁵⁴ʔ 

055 耳朵* tu³³ jɯ²³² tɤʔ⁴² ɣɯ³⁵ tu²² lu²¹³ tɔu³² lu²¹³ ʔba⁵³ ɣɯ²³¹ tu³³ ɣu²¹³ ɣɯ²³¹ ɓɤ⁵³ ʝɯ²³¹ ɓɤ⁵³ jɤ²³¹ ɓɤ⁵³ jɯ²³¹ 

056 鼻子* nɐŋ³⁵³ nɐŋ³⁵ naŋ²⁴ nɐŋ²⁵ nɐŋ⁵³ nɐŋ³⁵ naŋ⁵̥⁴ʔ naŋ⁵̥⁴ʔ nɐŋ⁵̥⁴ʔ nɐŋ⁵⁴ʔ 

057 嘴巴* 
moɜm⁴², 
paːk³³ 

ŋ³̩³ kaːu⁵⁵ paːk⁵⁵ paːk³⁴ paːk⁴⁵ paːk³³ kaːu⁴⁵ kaːu⁴⁵, paːk⁴⁵ kaːu⁴⁵ kaːu⁴⁵ 

058 牙齿* jɛɜu³³ jeɜu³³ fɐn²¹³ leɜu³⁴ heːu⁴⁵³ jeɜu³³ jɛːu⁵³ jeːu⁵³ heːu⁵³ hɛ⁵³ 

059 舌头* lɪn²¹ lɪn⁵³⁴ lɪn²¹ lin³²³ lɪn²¹⁴ lɜn²¹ lɜn²¹⁴ lɪn²¹⁴ len²¹⁴ lɪn²¹⁴ 

060 脖子* ho²³² hɔ²⁴ ho²¹³ hɔ²¹³ ho²³¹ o²¹³ ʔiːu⁵⁴ʔ ʔiːu⁵̥⁴ʔ ʔiːu⁵̥⁴ʔ jɯːi⁵⁴ʔ 

061 肩膀* ʔba⁵⁵³ ʔoŋ²² ma⁵⁵ paŋ³³ ʔba⁴⁵ ʔba⁵⁵ ʔba⁴⁵ ʔba⁵⁵ ʔba⁴⁵ ɓa⁴⁵ ɓa⁴⁵ ɓa⁴⁵ 

062 手* fɜŋ²³² fɐŋ²⁴ fɜŋ²¹³ fɐŋ²¹³ fɤŋ²³¹ fʌŋ²¹³ fɤŋ²³¹ fʌŋ²³¹ fʌŋ²³¹ fɤŋ²³¹ 

063 指甲* jɪp²¹ fɜŋ²³² ɣəp²² fɐŋ²⁴ lɤk²² kɪt⁵⁵ lit²² fɐŋ²¹³ ɣɪp²² ɣɛt¹¹ fʌŋ²¹³ ɣɛp̙²² ʝɜp²² fʌŋ²³¹ jɪp²² fʌŋ²³¹ jɪt²² fɤŋ²³¹ 

064 翅膀* fuət⁴² fɯːt²¹ fuːt⁵⁵ fuːt³² fuət¹² fuːt¹¹ fuːt¹² fɯːt¹² fɯːt¹¹ fɤːt¹² 

065 背* pɐi²¹ lɐŋ³⁵³ pɜi²² lɐŋ²⁴ me⁴⁵ uːt³⁴ 
foŋ²² laŋ⁵³, 
pɐi³¹ laŋ⁵³ pɐi³¹ lɐŋ³⁵ ɣɯːt⁴⁴ paːi²¹ laŋ⁵̥⁴ʔ foŋ³²ʔ³ lɐŋ⁵̥⁴ʔ paːi²² lɐŋ⁵⁴ʔ 

066 胸脯* ʔak⁵⁵ na³³ ʔɐk⁵⁵ ʔak⁵⁵ ʔak⁵⁵ ʔak⁵⁵ ʔɐk⁵⁵ ʔak⁵⁵ ʔak⁴⁵, na²² 
ʔak⁴⁵ 

ʔak⁵⁵ pɐk⁵⁵ ʔɐk⁵⁵ 

067 乳房* ɕi³³ ne³⁵ tɕi³³ tɕi³⁴ tɕi⁴⁵³ tɕi³³ ne⁴⁵ ne⁴⁵ tse⁴⁵ tsɛ⁴⁵ 

068 心脏* sɪ̪m³⁵³ ɕɪm³⁵ nɐm³⁵ sɪm²⁴ sim²⁵ sɪ̪m⁵³ sɜ̪m³⁵ sɪ̪m̥⁵⁴ʔ θɪm̥⁵⁴ʔ sɪm̥⁵⁴ʔ θɪm⁵⁴ʔ 

069 肝* tɑp⁵⁵ tɐp⁵⁵ tɐp⁵⁵ tɐp⁵⁵ tɐp⁵⁵ tɐp⁵⁵ tɐp⁵⁵ tɐp⁴⁵ tɐp⁵⁵ tɐp⁵⁵ 

070 肚子* toŋ²¹ tɔŋ⁵³⁴ toŋ²¹ toŋ³²³ toŋ²¹⁴ tɔŋ²¹ tɔŋ²¹⁴ tɔŋ²¹⁴ toŋ²¹⁴ tɔŋ²¹⁴ 

071 腿* ka³⁵³ ka³⁵ tɪn²⁴ tin²⁵ ka⁵³ ka³⁵ ka⁵⁴ʔ ka⁵⁴ʔ ka⁵⁴ʔ ka⁵⁴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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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 膝盖* kjɐu³³ ho⁵⁵³ cɐu³³ hɔ⁵⁵ kɐu³³ ho⁴⁵ kɐu³⁴ hɔ⁵⁵ ka⁵³ ɣo⁴⁵ ko³³ o⁵⁵ ka³³ ɣɔ⁴⁵ ka³³ ʝɔ⁴⁵ ka³³ jo⁴⁵ kjɐu³³ hɔ⁴⁵ 

073 脚* tɪn³⁵³ tɜn³⁵ tɪn³³ fa⁴⁵ wa³⁴ tin²⁵ wa⁵³ tɪn⁵³ tɜn³⁵ ten̥⁵⁴ʔ tɪn⁵̥⁴ʔ tɪn⁵̥⁴ʔ tɪn⁵⁴ʔ 

074 大米 hɐu²¹ hɐu⁵³⁴ hɐu⁴³ hɐu³² hɐu²¹⁴ hɐu²¹ haːu²¹⁴ haːu²¹⁴ haːu²¹⁴ haːu²¹⁴ 

075 秧苗 kja³³ ca³³ ka³³ kla³⁴ ça⁴⁵³ cʲa³³ kɛ⁵̙³ cˠa⁵³ cja⁵³ kja⁵³ 

076 菜 (蔬菜) pjak⁵⁵ pˠɐk⁵⁵ pak⁵⁵ plak⁵⁵ pjak⁵⁵ pˠɐk⁵⁵ pɛk̙⁵⁵ pˠak⁴⁵ pjɛk̙⁵⁵ pjɐk⁵⁵ 

077 肉* no⁴² nɔ³¹ no⁴³ nɔ³², nu³² no³¹ no³¹ nɔ²¹ʔ² nɔ²¹ʔ³ no³²ʔ³ nɔ³¹ʔ 
078 油 (花生

油)* 
jou²³² jou²⁴ jou²¹³ jɔu²¹³ jɔu²³¹ jɔu²¹³ jʌu²³¹ jɐu²³¹ jou²³¹ ju²³¹ 

079 蛋* kjɛi⁵⁵³ cəi⁵⁵ kɐi⁴⁵ klɜi⁵⁵ çɐi⁴⁵ cei⁵⁵ kei⁴⁵ cɜi⁴⁵ cɛi⁴⁵ kjɛi⁴⁵ 

080 盐* kju³⁵³ cu³⁵ ku²⁴ klu²⁵ çu⁵³ cu³⁵ ku⁵⁴ʔ cu⁵⁴ʔ cju⁵⁴ʔ kɔ⁵⁴ʔ 

081 人* hʊn²³² wɜn²⁴ wɪn²¹³ wɐn²¹³ ʋʌn²³¹ wɜn²¹³ wɤn²³¹ wɜn²³¹ wɜn²³¹ wɯn²³¹ 

082 男人* pou²¹ sa̪ːi³⁵³ pu²² saːi³⁵ pu²¹ saːi²⁴ pou²¹ saːi²⁵ pɔu²² sa̪ːi⁵³ pɔu²¹ sa̪ːi³⁵ pɔ²¹ sa̪ːi⁵⁴ʔ pou²¹ θaːi⁵⁴ʔ pu²² saːi⁵⁴ʔ pu²² θaːi⁵⁴ʔ 

083 女人* pou²¹ ʔbɤk⁵⁵ me²² ʔbɤk⁵⁵ pu²¹ ʔbɤk⁵⁵ pou²¹ ʔbɤk⁵⁵ mi²² ʔbɤk⁵⁵ mi²¹ ʔbɤk⁵⁵ me²¹ ʔbɤk⁵⁵ me²¹ ɓɤk⁴⁵ mɐi²² ɓɤk⁵⁵ mɜi²² ɓɯk⁵⁵ 

084 父亲* ʔi³⁵³ ta⁵³⁴ po⁴³ ta³² te²¹³ pa⁴⁵ te²¹³ pɔ²¹ʔ², pa⁴⁵ pa⁴⁵ ta⁴⁵ pɔ³¹ʔ, pa⁴⁵ 

085 母亲* mi⁴² mi³³ naːŋ²¹³ ta³² mi⁵⁵ mi⁴⁵ mi³¹ me²¹ʔ², mi⁴⁵ mi⁴⁵ mi⁴⁵ mɛ³¹ʔ, mɛ⁴⁵ 

086 孩子* lɤk²¹ lɤk²² ŋje²⁴ lɤk²² ȵe²¹³ lɤk²² ŋe²¹³ lɤk²² ŋje²³¹ lɤk¹¹ lɤk²² ŋje²³¹ lɤk²² ȵe²³¹ lɤk²² ŋe²³¹ lɐk²² ɲɛ²³¹ 

087 丈夫* kwaːn³⁵³ kwaːn³⁵ pu²¹ kaːn²⁴ pou²¹ 
kwaːn²⁵ kwaːn⁵³ pɔu²¹ 

kwaːn³⁵ kwaːn⁵̥⁴ʔ kɔŋ⁴⁵, 
kwaːn⁵̥⁴ʔ pɐu²¹⁴ pu²¹⁴ 

088 妻子* mɐi²¹ mɜi⁵³⁴ mi²¹ ja⁴³ mi²¹ ja⁵⁵ 
mɐi²¹⁴, 
mɐi²¹⁴ ja³¹ mi²¹ ja³¹ maːi²¹⁴ nɐi²¹⁴, mɐi²¹⁴ mɐi²¹⁴ mɜi²¹⁴ 

089 我* kou³⁵³ kou³⁵ kou²⁴ kou²⁵ kɔu⁵³ kɔu³⁵ kʌu⁵⁴ʔ kou⁵⁴ʔ ku⁵⁴ʔ ku⁵⁴ʔ 

090 你* mɜŋ²³² mɐŋ²⁴ mɜŋ²¹³ mɜŋ²¹³ mɤŋ²³¹ mʌŋ²¹³ mʌŋ²³¹ mʌŋ²³¹ mʌŋ²³¹ mɤŋ²³¹ 

091 他/她* te³⁵³ te³⁵ te²⁴ te²⁵ te⁵³ te³⁵ te⁵⁴ʔ ti⁵⁴ʔ te⁵⁴ʔ tɛ⁵⁴ʔ 

092 我们* tou³⁵³ tou³⁵ tou²⁴ tou²⁵ tɔu⁵³ tɔu³⁵ tʌu⁵⁴ʔ ʝɐu²³¹ tou⁵⁴ʔ jɐu²³¹ 

093 你们* so̪u³⁵³ sou³⁵ sou²⁴ sou²⁵ sɔ̪u⁵³ sɔ̪u³⁵ sʌ̪u⁵⁴ʔ θou⁵⁴ʔ sou⁵⁴ʔ θu⁵⁴ʔ 

094 他们/她们* te³⁵³ te³⁵ te³³ puəŋ²¹ 
te²⁵ kloŋ 
ŋe**** te⁵³ kɐn²¹⁴ te³⁵ te⁵⁴ʔ cɔŋ⁴⁵ nɜi²¹⁴ cjɔŋ⁴⁵ nëi²¹⁴ 

tɛ⁵⁴ kjɔŋ⁴⁵ 
ni²¹⁴ 

095 这里* 
tɤi⁵⁵ nəi²¹, 
ki²² nəi²¹ 

ʔdɤ³⁵ nɜi⁵³⁴ ti³³ ɘi²¹ ti⁵⁵ nɘi³²³ ʔa³³ kʌi²¹⁴ ti³¹ nei²¹, ti³¹ 
ȵɜn²¹ 

ʔdɤ⁴² kɐi²¹⁴ ɗɤ⁵⁴ʔ kɐi²¹⁴ ɗɤ⁵⁴ʔ kɐi²¹⁴ ki²¹⁴ ki⁴⁵, 
ɗɤ⁵⁴ʔ ki²¹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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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 那里* 

tɤi⁵⁵ hɐn, 
ki²² hɐn²¹ ti³³ cɐn⁵³⁴ hɐn³³ ti²¹ ɘi²¹ ti⁵⁵ hən³²³ ʔa³³ kɐn²¹⁴ hɜn¹² ȵɜn²¹, 

hɜn¹² nei²¹ ʔdɤ⁴² kɐn⁵³ ɗɤ⁵⁴ʔ cjɜn⁵³ ɗɤ⁵⁴ʔ cjen²³¹ ɗɤ⁵⁴ʔ kjen³¹ʔ 

097 这 (个)* nəi²¹ nɜi⁵³⁴ ti⁴³ mi³² nɘi³²³ kʌi²¹⁴ ti³¹ kɐi²¹⁴ kɐi²¹⁴ kɐi²¹⁴ ki²¹⁴ 

098 那 (个)* kjɐn²¹ cɐn⁵³⁴ hɐn³³ mi³² hən³²³ kɐn²¹⁴ ti³¹ hɜn²¹ kɐn⁵³ cjɜn⁵³ cjen²³¹ kjen³¹ʔ 

099 一* ʔɪt⁵⁵ ʔjɪt⁵⁵ ʔɪt⁵⁵ ʔit⁵⁵ ʔɪt⁵⁵ ʔjɪt⁵⁵ ʔjɪt⁵⁵, 
ʔdeːu⁵̥⁴ʔ 

ʔɪt⁴⁵ ɗeːu⁵⁴ʔ ɗɛ⁵⁴ʔ 

100 二* so̪ɐŋ³⁵³ sɔəŋ³⁵ ŋɘi⁴³ ŋɘi³² sɔ̪ːŋ⁵³ ŋəi³¹ sɔ̪ːŋ⁵̥⁴ʔ ŋɜi²¹ʔ³ soːŋ⁵̥⁴ʔ θɔːŋ⁵̥⁴ʔ 

101 三* sa̪ːm³⁵³ sɐːm³⁵ saːm²⁴ saːm²⁵ sa̪ːm⁵³ sa̪ːm³⁵ sa̪ːm̥⁵⁴ʔ θaːm̥⁵⁴ʔ saːm̥⁵⁴ʔ θaːm⁵⁴ʔ 

102 四* sə̪i⁵⁵³ səi⁵⁵ sɘi⁴⁵ sɘi⁵⁵ sə̪i⁴⁵ se̪i⁵⁵ sɘ̪i⁴⁵ θɜi⁴⁵ sëi⁴⁵ θi⁴⁵ 

103 五* ha³³ ha³³ ha³³ ha³⁴ ha⁴⁵³ ha³³ ha⁵³ ha⁵³ ha⁵³ ha⁵³ 

104 多 (许多)* laːi³⁵³ laːi³⁵ laːi²⁴ laːi²⁵ laːi⁵³ laːi³⁵ laːi⁵⁴ʔ laːi⁵⁴ʔ laːi⁵⁴ʔ laːi⁵⁴ʔ 

105 少* si̪ou³³ ɕiu³³ siːu³³ siːu³⁴ si̪ːu⁴⁵³ si̪ːu³³ si̪ːu⁵³ θiːu⁵⁴ʔ siːu⁵³ θiɤi⁵³ 

106 都* tou³⁵³ tou²⁴ tu²⁴ tou²⁵ toŋ⁵³ tɔu³³, tu³³ tɔŋ⁵̥⁴ʔ tu⁴⁵ tɔŋ⁵̥⁴ʔ tu⁵⁴ʔ 

107 一些* ʔɪt⁵⁵ təi⁵⁵³ ti⁵⁵ ʔɪt³³ ti⁴⁵ ʔit³⁴ ti⁵⁵ ʔɪt⁵⁵ ti⁴⁵ ʔjɪt⁵⁵ ti⁵⁵ ʔjɪt⁵⁵ ti⁴⁵ ti⁵⁵ nɐi²¹⁴ ʔi³³ ti⁴⁵ ti⁴⁵, ti⁴⁵ ki⁴⁵ 

108 大* hoŋ³⁵³, lɐm³³ 
ʔbɤk⁵⁵, 
hoŋ³⁵ hoŋ²⁴ hoŋ²⁵ ʔbɤk⁵⁵ hɔŋ³⁵ ʔbɤk⁵⁵ ɓɤk⁴⁵ lɐu²¹⁴, ɓɤk⁵⁵ ɓɯk⁵⁵ 

109 小* sɐ̪i⁵⁵³ nɪŋ³³ ȵɐi⁴⁵ ȵɘi⁵⁵ ȵɐi⁴⁵, ŋe⁴⁵ ȵe⁵⁵ sɐ̪i⁴⁵ θɐi⁴⁵, ȵei⁴⁵ sɐi⁴⁵ θɜi⁴⁵ 

110 长* jɐi²³² ɣəi²⁴ lɐi²¹³ lɜi²¹³ ɣɐi²³¹ ɣei²¹³ ɣɛi̙²³¹ ʝei²³¹ jɐi²³¹ jɜi²³¹ 

111 短* tɪn³³ tɪn³³ tɪn³³ tin³⁴ tɪn⁴⁵³ tɜn³³ tɪn⁵³ tɪn⁵³ tɪn⁵³ tɪn⁵³ 

112 宽* kwaːŋ⁵⁵³ kwaːŋ⁵⁵ kaːŋ⁴⁵ kwaːŋ⁵⁵ kwaːŋ⁴⁵ kwaːŋ⁵⁵ kwaːŋ⁴⁵ kwaːŋ⁴⁵ kwaːŋ⁴⁵ kwaːŋ⁴⁵ 

113 窄* kɑp²¹ jeɜp²¹ kɐp²² kɑp²² kɐp⁵⁵ kɑp¹¹ jeːp¹² jeːp¹² heːp¹¹ hɛːp¹² 

114 厚* na³⁵³ na³⁵ na²⁴ na²⁵ na⁵³ na³⁵ na⁵⁴ʔ na⁵⁴ʔ na⁵⁴ʔ na⁵⁴ʔ 

115 薄* ʔbaːŋ³⁵³ ʔbaːŋ³⁵ ʔbaːŋ²⁴ ʔbaːŋ²⁵ ʔbaːŋ⁵³ ʔbaːŋ³⁵ ʔbaːŋ⁵̥⁴ʔ ɓaːŋ⁵̥⁴ʔ ɓaːŋ⁵̥⁴ʔ ɓaːŋ⁵⁴ʔ 

116 重* nak⁵⁵ nɐk⁵⁵ nak⁵⁵ nak⁵⁵ nak⁵⁵ nɐk⁵⁵ nak⁵⁵ nak⁴⁵ nak⁵⁵ nɐk⁵⁵ 

117 轻 ʔbɐu³⁵³ ʔbɐu³⁵ ʔbɐu²⁴ ʔbɐu²⁵ ʔbɐu⁵³ ʔbɔu³⁵ ʔbɐu⁵⁴ʔ ɓɐu⁵⁴ʔ ɓɐu⁵⁴ʔ ɓɐu⁵⁴ʔ 

118 红* hɔŋ²³² hɔŋ²⁴ hɔŋ²¹³ ʔdiŋ²⁵ ʔdɪŋ⁵³ ʔdɪŋ³⁵ ʔdɪŋ⁵̥⁴ʔ ɗeŋ⁵̥⁴ʔ ɗɪŋ⁵̥⁴ʔ ɗɪŋ⁵⁴ʔ 

119 绿* jɛɜu³⁵³ jeɜu³⁵ heou²⁴ eɜu²⁵ heːu⁵³ jeɜu³⁵ jɛːu⁵⁴ʔ jeːu⁵̥⁴ʔ heːu⁵⁴ʔ hɛ⁵⁴ʔ 

120 黄* jeɛn³³ jeːn³³ heːn³³ heːn³⁴ heːn⁴⁵³ jeːn³³ jeːn⁵³ jeːn⁵³ heːn⁵³ hɛːn⁵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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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白* haːu³⁵³ haːu³⁵ haːu²⁴ haːu²⁵ haːu⁵³ haːu³⁵ haːu⁵⁴ʔ haːu⁵⁴ʔ haːu⁵⁴ʔ haːu⁵⁴ʔ 

122 黑* nɐm³⁵³ nɐm³⁵ ʔnɐm²⁴ nɐm²⁵ nɐm⁵³ nɐm³⁵ nɐm⁵⁴ʔ nɐm̥⁵⁴ʔ nɐm̥⁵⁴ʔ nɐm⁵⁴ʔ 
123 热 

(天气)* 
ʔdaːt³³ 

ɣɐm³³, 
ʔdaːt³³ ʔdaːt⁵⁵ ʔdaːt³⁴ ɣeːm⁴⁵³ ɣeːm³³ ɣe̙ː m⁵³ tsɪk⁴⁵ hɪːm⁵³ hɛːm⁵³ 

124 冷 

(天气)* 
nɪt⁵⁵ kɣɐŋ⁵³⁴ kət⁵⁵ nit⁵⁵ çeːŋ²¹⁴, çɐt⁵⁵ ceaŋ²¹ kɛt̙⁵, kɛ̙ː ŋ²¹⁴ cɯaŋ²¹⁴ jaːm⁴⁵ jaːm⁴⁵ 

125 新* mo⁵⁵³ mɔ³³ mo⁴⁵ mu⁵⁵ mo⁴⁵ mu⁵⁵ mɔ⁴⁵ mɔ⁴⁵ mo⁴⁵ mɔ⁴⁵ 

126 旧* kɐu⁵⁵³ kɐu⁵⁵ kɐu²⁴ kɐu⁵⁵ kɐu⁴⁵ kɐu⁵⁵ kɐu⁴⁵ kɐu⁴⁵ kɐu⁴⁵ kɐu⁴⁵ 

127 好* ʔdəi³⁵³ ʔdəi³⁵ ʔdɜi²⁴ ʔdɘi²⁵ ʔdəi⁵³ ʔdei³⁵ ʔdɘi⁵⁴ʔ ɗɜi⁵⁴ʔ ɗëi⁵⁴ʔ ɗi⁵⁴ʔ 

128 坏* waːi⁴² waːi³¹ waːi⁴³ waːi³² waːi³¹ waːi³¹ waːi²¹ʔ² waːi²¹ʔ³ waːi³²ʔ³ waːi³¹ʔ 
129 腐烂 

(果子)* 
nɐu⁴² nɐu³¹ jɐt⁵⁵ ʔjɐt⁵⁵ nɐu³¹ ʔdʊk⁵⁵ ʔdʊk⁵⁵ ɗok⁴⁵, 

nɐu²¹ʔ³ 
ɗʊk⁵⁵, 
nɐu³²ʔ³ jɔŋ²³¹, nɐu³¹ʔ 

130 脏 

(衣服）* 
ʔu⁵⁵³ ʔu⁵⁵ ʔu⁴⁵ ʔu⁵⁵ ʔu⁴⁵, hʌi²³¹ ʔu⁵⁵ ʔu⁴⁵ ʔu⁴⁵ ʔou⁴⁵ ʔu⁴⁵ 

131 直* so̪⁴² sɔ³¹ so⁴³ sɔ³² so̪³¹ so̪³¹ sɔ̪²¹ʔ² θɔ²¹ʔ³ so³²ʔ³ tsɪŋ⁴⁵ 

132 圆* ʔduən³⁵³ ʔduən³⁵ kɔːn²¹³ ʔduən²⁵ ʔduːn⁵³ ʔduən³⁵ ʔduːn⁵⁴ʔ ɗuən⁵̥⁴ʔ ɗuːn⁵̥⁴ʔ ɗoːn⁵⁴ʔ 

133 满* jɪm³⁵³ ɣʊm³⁵ lɪm²⁴ lʊm²⁵ ɣɪm⁵³ ɣɜm³⁵ hɪm̥̙⁵⁴ʔ ʝʊm̥⁵⁴ʔ jɪm̥⁵⁴ʔ jɪm⁵⁴ʔ 

134 锋利* jɛi⁴² ɣəi³¹ lɐi⁴³ lɜi³² ɣɐi³¹ ɣei³¹ ɣɛi̙²¹ʔ² ʝɐi²¹ʔ³ jɐi³²ʔ³ jɜi³¹ʔ 

135 钝* jən²¹ ŋɐm⁵³⁴ mɪt⁵⁵ mət⁵⁵ mɔːp⁴⁵ ŋɐm²¹ mɤt⁵⁵ mɜt⁴⁵ moːp¹¹ ŋu³¹ʔ 

136 滑* jɐu²³² ɣɐu²⁴ lɐu²¹³ lɐu²¹³ ɣɐu²³¹ ɣɐu²¹³ hɛu̙²³¹ ʝɐu²³¹ jɐu²³¹ jɐu²³¹ 

137 湿* mɐi⁵⁵³ tɐm²⁴ tɜm²¹³ tom²¹³ meːt⁴⁵ tɐm²¹³ me̙ː t⁴⁴ miːt⁴⁵ meːt⁴⁴ təm²³¹ 

138 干 (衣服)* jaːu³³ ɣaːu³³ lo²¹³ lɔ²¹³ ɣaːu⁴⁵³ ɣaːu³³ hɛ̙ː u⁵³ ʝaːu⁵³ jaːu⁵³ jaːu⁵³ 

139 对 (对了)* toːi³³ toːi⁵⁵ toːi⁴⁵ toːi⁵⁵ teːŋ⁵³ toːi⁵⁵ toːi⁴⁵ toːi⁴⁵ toːi⁴⁵ toːi⁴⁵ 

140 近* kjɜɯ³³ cɤ³³ kɐi³³ klɜi³⁴ çɤ⁴⁵³ cɐu³³ kɤ⁵³ cɯ⁵³ cjɤ⁵³ kjɤi⁵³ 

141 远* kjɐi³⁵³ cəi²⁴ kɐi²⁴ klɜi²⁵ çɐi⁵³ cei⁵⁵ kɛi̙⁵⁴ʔ cei⁵⁴ʔ cjɛi⁵⁴ʔ kjɛi⁵⁴ʔ 

142 右 (边)* kwa²³² kwa²⁴ ka²¹³ kwa²¹³ kwa²³¹ kwa²¹³ kwa²³¹ kwa²³¹ kwa²³¹ kwa²³¹ 

143 左 (边)* su̪ei²¹ sɤ⁵³⁴ soːi²¹ suːi³²³ su̪ːi²¹⁴ su̪ːi³¹ sɯ̪ːi²¹⁴ θi²¹⁴ sɯːi²¹⁴ θɤːi²¹⁴ 

144 饿* ʔjɯːk³³ ʔjɯːk³³ ʔiɯk⁵⁵ ʔiɤk³⁴ jɯːk⁴⁵ ʔiɤk³³ ʔiːk⁵⁵ ʔiːk⁴⁵ ʔiːk⁴⁴ jɤːk⁴⁵ 

145 喝 (酒)* ʔdət⁵⁵ ʔdɯt⁵⁵ ȵɐm³³ ʔdət⁵⁵ ʔdɜt⁵⁵ ȵɐm³³ pɘi⁵³ ɗɐt⁴⁵ sɜt²² θɤt²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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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吃* kən³⁵³ kɜn³⁵ kɜn²⁴ kən²⁵ kʌn⁵³ kɜn³⁵ kɤn⁵̥⁴ʔ kɜn̥⁵⁴ʔ kɜn̥⁵⁴ʔ kɯn⁵⁴ʔ 

147 咬* hɑp²¹ hɐp²² hɐp²² hɑp²² hɐp²² hɑp¹¹ hɑːp¹² hɑp²² hɑːp¹¹ ŋɐp⁵⁵ 

148 吸 (吮吸)* su̪əp³³ sʊp⁵⁵ tɕɐu²⁴ tɕe⁵⁵ su̪ːp⁴⁵ tɕɐu³⁵ ʔdɐt⁵⁵ ɗɐt⁴⁵ nɜp⁵⁵ ɗɤt⁵⁵ 

149 呼 (放气)* ɕuəŋ³³ tɕoŋ³³ tɕuəŋ²⁴ laːŋ³² laːŋ³¹, tɕoŋ⁴⁵ tɕuəŋ³³ kɔːk⁴⁴ kɔːk⁴⁵ koːk⁴⁴, 
tsuːŋ⁴⁵ 

kɔːk⁴⁵ 

150 吐痰* pi³⁵³ tu³⁵ tu²⁴ tu²⁵ tu⁴⁵ tu³⁵ pɔ⁴⁵ pu⁴⁵ pjo⁴⁵ pjɔ⁴⁵ 

151 呕吐* juek⁴² kwe⁵³⁴ ʔo³³ ʔɔ³⁴ ʔɔːk⁴⁵, ɣuːk⁴⁵ kwe²¹, ke²¹ ɣuːk¹² ʝuːk¹² ʔjuːk¹¹ jɔːk¹² 

152 吹 (火)* po⁵⁵³ pɔ⁵⁵ tɕoːi²⁴ pu⁵⁵ po⁴⁵ pu⁵⁵ pɔ⁴⁵ pu⁴⁵ po⁴⁵ pɔ⁴⁵ 

153 笑 (大笑)* jiou³⁵³ ɣu²⁴ liːu²⁴ liːu²⁵ ɣiːu⁵³ ɣiːu³⁵ ɣiːu⁵⁴ʔ ʝɯːu⁵̥⁴ʔ hiːu⁵̥⁴ʔ jɯːi⁵⁴ʔ 

154 看* ŋoɜn²³² ŋɔɐn²⁴ ʔdɔːm²⁴ ʔdɔːm²⁵ lɐi⁴⁵ ŋoɜn²¹³ lɐi⁴⁵, ʔdɔːm⁴⁵ lɐi⁴⁵ nɐi⁴⁵ nɜi⁴⁵ 

155 听* tɪŋ⁵⁵³ tɪŋ⁵⁵ tɪŋ⁴⁵ tiŋ⁵⁵ tɪŋ⁴⁵ tɪŋ⁵⁵ tɪŋ⁴⁵ teŋ⁴⁵ tɪŋ⁴⁵ tɪŋ⁴⁵ 

156 知道* jo²¹ ɣɔ⁵³⁴ lo²¹ lɔ³²³ ɣo²¹⁴ ɣo²¹ ɣo²̙¹⁴ ʝɔ²¹⁴ ho²¹⁴ jɔ²¹⁴ 

157 想* 
si̪əŋ³⁵³, 
nəm³³ 

ŋəi⁵³⁴, nɐm³³ nɜm³³ ʔnʊm³⁴ 
nɐm⁴⁵, 
sɯ̪ːŋ⁴⁵, 
ŋʌi²¹⁴ 

ʔnɐm³³, ŋəi²¹ si̪ːŋ⁴⁵ nɐm⁵³ nɐm⁵³ θiɤŋ⁴⁵, 
nɐm⁵³ 

158 闻* ȵou⁵⁵³ ȵou⁵⁵ ȵɐu⁴⁵ ȵɐu⁵⁵ ȵɐu⁴⁵ ȵɐu⁵⁵ ȵɐu⁴⁵ ȵɐu⁴⁵ ȵɐu⁴⁵ ɲɐu⁴⁵ 

159 怕* laːu³⁵³ laːu³⁵ laːu²⁴ laːu²⁵ laːu⁵³ laːu³⁵ laːu⁵⁴ʔ laːu⁵̥⁴ʔ laːu⁵̥⁴ʔ laːu⁵̥⁴ʔ 

160 睡觉* nɜn²³² nɜn²⁴ nɜn²¹³ nɐn²¹³ nɪn²³¹ nɜn²¹³ nɜn²³¹ nɪn²³¹ nɜn²³¹ nɯn²³¹ 

161 活* ləi²¹ pɐn²² wʊn²⁴ lɘi²¹ lɘi³²³ ləi²¹⁴ lei²¹ lɘi²¹⁴ lɐi²¹⁴ lëi²¹⁴ li⁴⁵ 

162 死* taːi³⁵³ taːi³⁵ taːi²⁴ taːi²⁵ taːi⁵³ taːi³⁵ taːi⁵⁴ʔ taːi⁵⁴ʔ taːi⁵⁴ʔ taːi⁵⁴ʔ 

163 杀* ka³³ ka³³ ka³³ ka³⁴ ka⁴⁵³ ka³³ ka⁵³ ka⁵³ ka⁵³ ka⁵³ 

164 打架* tu²¹ mɑp²¹ tu²² mɔp²² tu²² kaːu²¹ tu²² mɔp²² tu²² təi²³¹ mɑp¹¹ tu²² tɘi²³¹ tu²² tɜi²³¹ tu²² mɐp²² tu²² mɐp²² 

165 打猎 tək⁵⁵ ȵɐn³⁵³ tɤk⁵⁵ ȵɐn²⁴ loːi⁴³ ta²² klɐp⁵⁵ ta³³ tɤk⁵⁵ tɐk⁵⁵ tɤk⁵⁵ ȵɜn⁵⁴ʔ tɤk⁴⁵ lɪt²² tɤk²² ȵɐn⁵̥⁴ʔ tɐk⁵⁵ 

166 打 (用拳)* mɑp²¹ mɔp²² luːi²⁴, tɜp²² mɔp²² təi³³ çɯːn²³¹ tɜn³¹ tɘi²³¹ tɜi²³¹ mɐp²² loːi²³¹ 

167 切 (肉)* ɕaːp⁴² wɯn⁵⁵ lɔːn⁴⁵ loɐn⁵⁵ ɣɔən⁴⁵ ɣuən⁵⁵ tɕɛːt¹² wuən⁴⁵ joːn⁴⁵ θiɤp¹² 

168 劈开* paːk⁴² paːk²¹ paːk³³ paːk³² paːk¹² paːk¹¹ pit⁵⁵, paːk¹² paːk¹² paːk¹¹ paːk¹² 

169 扎* 
ȵɔk²¹, 
ɕaːm²³² 

ʔbɔəŋ³³, 
ȵɐŋ⁵⁵ ȵɔk²² 

ʔdɐm⁵⁵, 
tɕaːm²¹³ ʔbɔːŋ⁴⁵ 

ʔboɐŋ⁵⁵, 
ʔdɐm⁵⁵ ʔbɔːŋ⁴⁵ tɔːk⁴⁵ ɓoːŋ⁴⁵ tɔːk⁴⁵, ɓɔːŋ⁴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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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抓 

(痒) (搔)* 
ŋwaːi³³ ŋwa³⁵ ȵaːu²⁴ ȵaːu²⁵ ŋwa⁵³ ŋwa³⁵ ŋwa⁵⁴ʔ ŋwa⁵⁴ʔ ŋwa⁵⁴ʔ ŋwa⁵⁴ʔ 

171 挖* ŋwaːt³³ ŋuət³³ weːt³³ ʔweːt³⁴ ʋeːt⁴⁵ uɛt³³ waːt⁴⁴ waːt⁴⁵ wˠaːt⁴⁴ waːt⁴⁵ 

172 游泳* jou²¹ ɣɐm²³² jou²⁴ ta³³ tɕɐm²¹ tak³⁴ kʊm⁵⁵ jɔu²³¹ jɔu²¹³ 
jʌu²¹ ɣɛm̙²¹⁴, 
ta⁵⁴ʔ tɕɐm²¹⁴ jou²³¹ ʝɐm²¹⁴ 

tak⁵⁵ 
tsɐm²¹⁴, 
jou²³¹ jɐm²¹⁴ 

ju²³¹ 

173 飞* ʔbɪn³⁵³ ʔbɯn³⁵ ʔbɪn²⁴ ʔbin²⁵ ʔbɪn⁵³ ʔbɜn³⁵ ʔbɪn̙̥⁵⁴ʔ ɓɪn⁵̥⁴ʔ ɓɪn⁵̥⁴ʔ ɓɯn⁵⁴ʔ 

174 走* pjaːi³³ pˠaːi³³ paːi³³ plaːi³⁴ pjaːi⁴⁵³ pˠaːi³³ pɛ̙ː i⁵³ pˠaːi⁵³ pjaːi⁵³ pjaːi⁵³ 

175 来* tɐu³³ tɐu³³ tɐu³³ tɐu³⁴ tɐu⁴⁵³ tɐu³³ tɐu⁵³ tɐu⁵³ tɐu⁵³ tɐu⁵³ 

176 躺* ʔɪŋ³⁵³ pɐm⁵³⁴ tɕeːn³³ nɐn²¹³, ʔaːi⁵⁵ ʔaːi⁵³ ʔaːi³⁵, nɜn²¹³ ŋaːi⁵⁴ʔ kɐu²¹⁴ ʔɪŋ⁵̥⁴ʔ jɯːt⁴⁵ 

177 坐* nɐŋ⁴² nɐŋ³¹ naŋ⁴³ naŋ³² nɐŋ³¹ nɐŋ³¹ nɐŋ²¹ʔ² naŋ²¹ʔ³ nɐŋ³²ʔ³ nɐŋ³¹ʔ 

178 站* sɔ̪ŋ²³² sɔŋ²⁴ ʔdɜn²⁴ ʔdən²⁵ sɔ̪ŋ²³¹ sɔ̪ŋ²¹³ sɔ̪ŋ²³¹ θɔŋ²³¹ soŋ²³¹ θɔŋ²³¹ 

179 等 * ɕa³³ tɕa³³ su³³ tɐŋ³⁴ tɤŋ⁴⁵³ tɕa³³ təŋ⁵³ tɜŋ⁵³ təŋ⁵³, su⁵³ tɤŋ⁵³ 

180 转* ɕuən⁵⁵³ tɕuən⁵⁵ tɕuən⁴⁵ tɕuən⁵⁵ tɕuːn⁴⁵ tɕuən⁵⁵ tɕuːn⁴⁵ tsuən⁴⁵ tsuːn⁴⁵ tsoːn⁴⁵ 

181 掉* tɔk⁵⁵ tɔk⁵⁵ tɔk⁵⁵ tɔk⁵⁵ tɔk⁵⁵ tɔk⁵⁵ tɔk⁵⁵ tɔk⁴⁵ tɔk⁵⁵ tɔk⁵⁵ 

182 给* hɐŋ³³ hɐŋ³³ haŋ³³ haŋ³⁴ haŋ⁴⁵³ mʌŋ³³, haːŋ³³ hɐŋ⁵³ haŋ⁵³ haːŋ⁵³ hɤːŋ⁵³, hɐŋ⁵³ 

183 拿* tɜɯ²³² tɤ²⁴ tɜi²¹³ tɤ²¹³ tɤ²³¹ tɐu²¹³ tɤ²³¹ tɤ²³¹ jiːu⁵³, tɤ²³¹ ju⁵³, tsɐu²¹⁴ 

184 榨 (油)* ɕa⁵⁵³ tɕa⁵⁵ tɕa⁴⁵ tɕa⁵⁵ tɕa⁴⁵ tɕa⁵⁵ tɕa⁴⁵ tsa⁴⁵ tsa⁴⁵ tsa⁴⁵ 

185 榨 (蔗)* ɕa⁵⁵³ tɕa⁵⁵ tɕa⁴⁵ tɕa⁵⁵ kaːu⁴⁵³ tɕa⁵⁵ tɕa⁴⁵ tsa⁴⁵ tsa⁴⁵ tsa²¹⁴ 

186 擦* ɕaːt³³ ʔuət³³ ʔuːt⁵⁵ tɕaːt³⁴, maːt³⁴ ʔuət⁴⁵ ʔuːt³³ tɕaːt⁴⁴, ʔuːt⁵⁵ tsaːt⁴⁵ ʔuːt⁴⁴ maːt¹², wuːt⁴⁵ 

187 洗 (手,菜)* su̪ei⁵⁵³ suːi³³ suːi⁴⁵ suːi⁵⁵ sɯ̪ːi⁴⁵ su̪ːi⁵⁵ sɯ̪ːi⁴⁵ θi⁴⁵ si⁴⁵ θɤːi⁴⁵ 

188 洗 (衣服)* sa̪k²¹ sɐk²² sak²² sak²² sa̪k²² sɐ̪k¹¹ sa̪k²² θak²² sak²² θɐk²² 

189 拉 (过来)* 
peɐŋ⁵⁵³, 
jaːk⁴² peɐŋ³³ neŋ²⁴, laːk³³ peaŋ⁵⁵ ɣaːk¹², peːŋ⁴⁵ peaŋ⁵⁵ ɣɛ̙ː k¹², pɛːŋ⁴⁵ ʝaːk¹² jaːk¹¹ jaːk¹² 

190 推* kɐi²¹ kɜi⁵³⁴ ʔɔŋ³³ ʔɔŋ³⁴ ʔɔŋ⁴⁵³ kɪŋ²¹ keŋ̙²¹⁴ ȵɔŋ⁴⁵ 
ȵɐi²¹⁴, 
tseːŋ²¹⁴ kɜi²¹⁴ 

191 投* kɐu⁴² ʔdiu⁵⁵ meak⁵⁵ kɐu³² ʔdeːk⁴⁵ ʔdeak³³ neːk⁴⁴ ɗeak⁴⁵, 
kɐu²¹ʔ³ 

ɗeːk⁴⁴ ɗɛːk⁴⁵ 

192 系* taːu²³² tɕok²², taːu²⁴ tɕok²² tɕok²² taːu²³¹ taːu²¹³ taːu²³¹ taːu²³¹ tsʊk²², 
taːu²³¹ hɤːt¹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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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说,讲* kaːŋ³³ kaːŋ³³ kaːŋ³³ kaːŋ³⁴ kaːŋ⁴⁵³ kaːŋ³³ kaːŋ⁵³ kaːŋ⁵³ kaːŋ⁵³ kaːŋ⁵³ 

194 唱* ɕiəŋ⁵⁵³ tɕɯːŋ⁵⁵ tɕiəŋ⁴⁵ tɕiəŋ⁵⁵ tɕɯːŋ⁴⁵ tɕiɤŋ⁵⁵ tɕiːŋ⁴⁵ tsiːŋ⁴⁵ tsiːŋ⁴⁵ tsiɤŋ⁴⁵ 

195 玩* ku²² ɕɐm²³² ku²² tɕɐm²⁴ ku²² tɕɐm²¹³ ku²² tɕɐm²¹³ 
jɐu²³¹, ku²² 
tɕɐm²³¹ 

kaːu³³, ku²¹ 
tɕɐm²¹³ tɕɐm²³¹ 

la²¹ʔ³, ku²² 
tsɐm²³¹ 

la³²ʔ³, ku²² 
tsɐm²³¹ 

la⁵⁴ʔ, kɔ²² 
tsɐm²³¹ 

196 浮* fou²³² fou²⁴ fou²¹³ fɔu²¹³ fɔu²³¹ fɔu²¹³ fʌu²³¹ fou²³¹ fou²³¹ fu²³¹ 

197 流* lu³⁵³ liu³⁵ lu²⁴ lu²⁵ liu⁵³ lu³⁵ leu⁵⁴ʔ ʝiːt¹² liu⁵⁴ʔ liu⁵⁴ʔ 

198 肿* fɔk²¹ fɔk²² fɔk²² fɔk²² fɔk²² fɔk¹¹ fɔk²² fɔk²² fɔk²² fɔk²² 

199 烧* ɕɐm⁴² tɕɐm³¹ pɐu²⁴ plɐu²⁵ tɕɐm³¹ pˠɔu³⁵ tɕɐm²¹ʔ² tsɐm²¹ʔ³ pjɐu⁵⁴ʔ pjɐu⁵⁴ʔ 

200 在* jou⁵⁵³ jɯ⁵⁵ jou⁴⁵ jou⁵⁵ ʔa⁴⁵ jɔu⁵⁵ ʔdɤ⁵⁴ʔ ɗɤ⁵⁴ʔ tso⁴⁵, ɗi⁵⁴ʔ jɯ⁴⁵ 

201 里 (面)* ʔdɜɯ³⁵³ ʔdɤ³⁵ ʔdɐi²⁴ ʔdɜi²⁵ ʔdɤ⁵³ ʔdɐu³⁵ ʔdɤ⁵⁴ʔ ɗɤ⁵⁴ʔ ɗɤ⁵⁴ʔ ɗɤ⁵⁴ʔ 

202 外 (面)* joɐk⁴² ɣɔɜk²¹ loɐk³³ loak³² ɣɔːk¹² wˠɐk¹¹ ɣo̙ːk¹² ʝɔːk¹² joːk¹¹ jɔːk¹² 

203 不* ʔbou⁵⁵³ ʔdi³⁵ ŋ⁴̩⁵ ʔdi²⁵ ʔi⁵³ ʔdi³⁵ ʔdi⁵⁴ʔ ʔi⁵⁴ʔ ɓou⁴⁵, ɗi⁵⁴ʔ ʔi⁴⁵ 

204 和* hu²³² hɔəp³³ neːm²⁴ neɐm²⁵ hɔːp¹² neɐm³⁵ ɣɔːp¹² hɔəp¹² tsɐu⁴⁵ hɔːp¹² 

205 跟* kɐn³⁵³ neɜm³⁵ kɐn²⁴ kɐn²⁵ neːm⁵³ kɐn³⁵ neːm⁵⁴ʔ nɪm̥⁵⁴ʔ, tsɐu⁴⁵ nɪːm̥⁵⁴ʔ nɛːm̥⁵⁴ʔ 

206 如果* ʔï²¹ ko⁵⁵³ ȵɐŋ⁴² kaːŋ³³ kɐi⁴³ sɘi²¹ nɜi²¹ sɘi³⁴ kɐi³³ laːu⁵³ ȵɐŋ³¹ ʔi³³ kɔ⁵³ ʔi³³ kɔ⁵³ ʔi³³ ko⁵³ ɗɤ⁵⁴ ki²¹⁴?? 

207 什么* 
kɐi³³ ma²³², 
ka³³ ma²³² kɜ²² ma²⁴ tɐi²¹ te²⁴ ti²¹ jɘi²¹³ ʔa⁴⁴ ma²³¹ mjɐu³¹ ʔna⁵³ ma²³¹ ɗa⁵³ ma²³¹ ɗa⁵³ ma²³¹ 

ɗɤ⁵⁴ ma²³¹, 
nɤ⁵⁴ ma²³¹ 

208 什么时候* sɛ̪i²³ jɜɯ²³² θɜi²³ ja²⁴ sɘi²³ tɐi²¹³ sɘi²³ jɘi²¹³ sə̪i³² ɣa²³¹ se̪i²¹³ jɐu²¹³ sɘ̪i³³ hɛ²̘³¹ θei³³ ʝa²³¹ sëi³³ hɤ²³¹ ja⁴⁵ jɤ²³¹, 
haːi⁴⁵ jɤ²³¹ 

209 谁* ʔda⁵⁵³ ʔda⁵³⁴ ʔda⁴⁵ ʔdɜi⁵⁵ pɔu²⁴ ɣa²³¹ ʔdaːu³¹ ʔdɛ⁵̙³ ɗei³³ ʝa²³¹ ɗɤ⁵³ pɜi²² jɤ²³¹ 

210 哪里 kjɜɯ²³² 
ti⁴² ja²⁴, ni⁴² 
ja²⁴ ti⁴⁵ tɐi²¹³ ti³⁴ jɘi²¹³ 

ʔa⁴⁴ ça²³¹, 
ki³³ ɣa²³¹ teɜu³¹ ʔdɤ⁵⁴ʔ kɛ²̙³¹ mʌŋ³³ ʝa²³¹ mɐŋ³³ hɤ²³¹ 

jɯ⁴⁵ kjɤ²³¹, 
ɗɤ⁵⁴ kjɤ²³¹ 

211 怎么* ha⁴² jɜɯ²³² hɐu⁴² wa²⁴ pɐi³³ ȵəŋ⁴³ ȵɐn²¹ jɘi²¹³ hu³³ wa²³¹ ȵɜn²¹ jɐu²¹³ hɐu²³¹ wɛ²̙³¹ wa²² jiŋ²¹ʔ³ hɤ³³ jɪŋ³²ʔ³ ɗɐk⁵⁵ ma²³¹ 

212 名字* mɪŋ²¹ ɕɛi⁴² mɪŋ²⁴ mɪŋ²¹ tɕɘi⁴³ miŋ²¹ tɕɘi³⁴ mɪŋ³² ma²³¹ mɛŋ³⁵ mɪŋ²¹ tɕɔ²¹ʔ² miŋ²² tsɔ²¹ʔ³ mɪŋ²³¹ tso³²ʔ³ mɪŋ²² tsɔ³¹ʔ 

213 打雷 pja³³ jɐi²³² pˠa³³ mɐn³³ pa³³ mɐn³³ pla³⁴ lɜi²¹³ pja⁴⁵³ ɣɐi²³¹ pˠa³³ mɐn³³ pɛ⁵̙³ ɣɛi̙²³¹ pˠa⁵³ ʝɜi²³¹ pja⁵³ jëi²³¹ pja⁵³ ʔaːp⁴⁵ 

214 打闪 pja³³ jaːp⁴² lɤk²² lɪn³¹ pa³³ jaːp⁵⁵ jaːp³⁴ lin³² ta⁵³ lɪŋ²³¹ ta³³ lɪn³¹, 
lɤk¹¹ lɪn³¹ lɐp²² lɪŋ²¹ʔ² tei³³ leŋ²¹ʔ³ lɐp²² lɪŋ³²ʔ³ lɔk²² lɪm³¹ʔ 

215 彩虹 tu²² toŋ²³² toŋ²⁴ neaŋ²¹ tɕoŋ²⁴ toŋ²¹³ toŋ²³¹ tɔŋ²¹³ toŋ²³¹ tɔŋ²³¹ toŋ²³¹ 
tɪn²¹ kɯn³³ 
wɯn⁵⁴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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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冰雹 lɤk²¹ paːk⁴² lɤk²² paːk²¹ piak²² tɕɘi³³ piŋ²¹³ paːu²⁵, 

peak³² tɕɘi³⁴ pɪn⁴⁵ paːu²¹⁴ pˠɐk¹¹ tɕei³³ nɐi⁵⁴ʔ kok̙²², 
lɤk²² paːk¹² 

nɐi⁵⁴ʔ lɜp²² 
paːk¹² pjak²² tsëi⁵³ pɪn⁴⁵ paːu²¹⁴ 

217 阳光 ʔdɪt⁵⁵ ʔdaːt³³ ʔdɪt⁵⁵ 
taŋ³³ ŋɐn²¹ 
loɐŋ⁴³ ʔdit⁵⁵ ʔdɪt⁵⁵ ʔdət⁵⁵ ʔdɪt⁵⁵ ɗɪt⁴⁵ ɗɪt⁵⁵ ɗɪt⁵⁵ 

218 影子 (人) jɐm⁴² jɐu²³² ɣʊm³¹ ɣɐu²⁴ lɐm²¹ lɐu⁴³ jim²¹ lɐu²¹³ ɣɪp²² ɣɐu²³¹ ʔm̩²² mjɐu²¹³ ɣɛm̙²¹ʔ² ʝɐm²¹ʔ³ 
pɜm²³¹ 

jɔk²² jɐm³²ʔ³ jɪp²² jɐu²³¹, 
jɔk²² jɐu²³¹ 

219 早 ɕɐu²¹ tɕɐu⁵³⁴ tɕau²¹ tɕɐu³²³ tɕɐu²¹⁴ tɕɐu²¹ tɕɐu²¹⁴ tsɐu²¹⁴ tsɐu²¹⁴ jɔːm̥³¹ʔ 

220 早晨 kjɐŋ³³ hɐt⁵⁵ cɐŋ³³ ɐt⁵⁵ hɐt⁵⁵ ʔbɪn²⁴ klɐŋ³⁴ hɐt⁵⁵ kɐŋ³³ hɐt⁵⁵ kɐŋ³³ hɐt⁵⁵ kɛŋ̙³³ hɐt⁵⁵ caŋ³³ hɐt⁴⁵ cjeŋ³³ hɐt⁵⁵ toŋ²² hɐt⁵⁵, 
hɐt⁵⁵ jɔːm̥³¹ʔ 

221 中午 kjɐŋ³³ fou⁴² pɐn³³ ɣəŋ²⁴ pɐn²² ʔɜm³³ paːn³² ŋaːi²¹³ ʔbʌn⁵³ ɣɪŋ²³¹ paːn³³ ŋaːi²¹³ kɛŋ̙⁵³ hɪŋ²³¹ 
caŋ³³ ʝɤːŋ²³¹, 
caŋ³³ 
ŋwɐn²³¹ 

cjeŋ³³ hɪŋ²³¹, 
cjɛŋ³³ 
ŋwɐn²³¹ 

toŋ²² 
ŋwɐn²³¹, 
kjaːŋ⁵³ 
ŋwɐn²³¹, 
pjoŋ³¹ʔ 
ŋwɐn²³¹ 

222 晚上 kjɐŋ³³ hɐm⁴² cɐŋ³³ ŋɐm³¹ kaːŋ³³ hɐm⁴³ paːn³² hɐm³² ʔbʌn⁵³ hɐm³¹ paːn³³ ŋɐm³¹ kɛŋ̙⁵³ 
hɐm²¹ʔ² 

caŋ³³ hɐm²³¹ cjeŋ³³ 
hɐm³²ʔ³ 

toŋ²² hɐm²³¹ 

223 天, 日子 ŋwɐn²³² ŋwɐn²⁴ ŋɐn²¹³ ŋwɐn²¹³ ŋwɐn²³¹ ŋwɐn²¹³ ŋwɐn²³¹ ŋwɐn²³¹ ŋwɐn²³¹ ŋwɐn²³¹ 

224 昨天 
ŋwɐn²² 
lɯən²³² 

ŋwɐn²² 
lɯən²⁴ 

hɐm³³ 
luən²¹³ 

ŋwɐn²¹ 
luən²¹³ 

ŋwɐn²³ 
lɯːn²³¹ 

ŋwɐn²¹ 
nuən²¹³ 

ŋwɐn²² 
lɯːn²³¹ 

ŋwɐn²² 
lɯːn²³¹ 

ŋwɐn²² 
lɯːn²³¹ 

ŋwɐn²² 
lɤːn²³¹ 

225 明天 
ŋwɐn²² 
ɕoɐk⁴² ʔa³³ tɕɔɜk²¹ ʔa³³ tɕoɐk³³ 

ŋwɐn²¹ 
tɕoak³² 

ŋwɐn²³ 
çɔːk¹² 

ŋwɐn²¹ 
tɕoɐk¹¹ 

ŋwɐŋ²² 
ko̙ːk¹² 

ŋwɐn²² 
cɔːk¹² 

ŋwɐn²² 
koːk²² 

ŋwɐn²² 
kɔːk¹² 

226 泥巴 pɔŋ²³² nɜi²⁴ pɔŋ²¹³ pɔŋ²¹³ hɔːm⁴⁵ pɔŋ²¹³ naːm²¹ʔ² 
tɐp⁵⁵ 

hoəm⁴⁵ hoːm⁴⁵ hɔːm⁴⁵ 

227 石灰 huei²³² ʔoːi³⁵ sek²² huːi²⁴ huːi²⁵ sɪ̪k²² huːi⁵³ uːi³⁵ huːi⁵⁴ʔ ʔuːi⁵⁴ʔ huːi⁵⁴ʔ wɤːi⁵⁴ʔ 

228 山洞 kaːm³³ kɐːm³³ tɕoɐŋ⁴³ kaːm³⁴ kaːm⁴⁵³ kaːm³³ kaːm⁵³, 
tɕɔːŋ²¹ʔ² 

kaːm⁵³, 
tsɔːŋ²¹ʔ³ 

kaːm⁵³, 
tsoːŋ³²ʔ³ 

kaːm⁵³, 
tsɔːŋ³¹ʔ 

229 泉 ʔbo⁵⁵³ ʔbɔ⁵⁵ mɐn⁴⁵ ʔbɔ⁵⁵ ʔbo⁴⁵ ʔbo⁵⁵ ʔbɔ⁴⁵ ɓɔ⁴⁵ ɓo⁴⁵ ɓɔ⁴⁵ 

230 棉 waːi⁵⁵³ waːi⁵⁵ faːi⁴⁵ waːi⁵⁵ waːi⁴⁵ waːi⁵⁵ waːi⁴⁵ 
miːn²³¹ 

waːi⁴⁵ waːi⁴⁵ miɤn²³¹ 

231 木棉树 
mɔk²¹ 
miən²³ fɐi²¹ 

mɔk²² 
miən²⁴ 

mɔk²² min²³ 
fɐi²¹ 

mɔk²² 
miːn²¹³ tɕe³² 

ko⁵⁵ ɣeːu²¹⁴ mɔk¹¹ 
miːn²¹³ 

fɐi²¹⁴ mɔk²² 
miːn²³¹ 

mu³³ miːn²³¹ 
ɕy²¹⁴ 

- fɜi²¹⁴ 
miɤn²³¹ 

232 树枝  ȵe³⁵³ ȵe³⁵ ŋa³³ ŋa³⁴ ŋa⁴⁵ ʔŋa³³ ŋa⁴⁵ ŋa⁴⁵ ŋa⁴⁵ ŋa⁴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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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剌(植物上) ʔɔn³⁵³ ŋwɐn³⁵ wɐn²⁴ ʔwɐn²⁵ ʋɐn⁵³ ʔwɐn³⁵ ʔwɐn̥⁵⁴ʔ ʔwɐn̥⁵⁴ʔ wɐn⁵̥⁴ʔ wɐn⁵⁴ʔ 

234 柑果 kaːm³⁵³ kɐːm³⁵ mak²² kɔm²⁴ kom³⁴ tɕɘi⁵⁵ 
mɤk⁵⁵ 
keːŋ²³¹ kɜm⁵⁵ mak²² kaːm⁴⁵ mak²² kaːm⁴⁵ mak⁵⁵ kaːm⁴⁵ mɐk⁵⁵ kaːm⁴⁵ 

235 木瓜 
mɔk²¹ 
kwa³⁵³ 

mɔk²² 
kwa³⁵⁵ mɔk²² ka²⁴ mɔk²² kwa²⁵ mɔk²² kwa⁵³ mɔk¹¹ kwa³⁵ mu²¹ kwa⁴⁵ mu²¹ kwa⁴⁵ mu²¹ kwa⁴⁵ mu²¹ kwa⁴⁵ 

236 香蕉 
jaːŋ³³ ɕiou³³, 
kjoːi 

coːi³³ lɤk²² koːi³³ lɤk²² kloːi³⁴ hiaŋ⁴⁵ tɕiau⁴⁵ jaːŋ³³ tɕeɜu³³ mak²² koːi⁵³ pa²² tɕeːu⁴⁵ jaːŋ⁴⁴ tɕiɐu⁴⁴ jaːŋ⁴⁵ tsiau⁴⁵ 

237 甘蔗 ʔoːi³³ ʔoːi³³ ʔoːi³³ ʔoɛi³⁴ ʔoːi⁴⁵³ ʔoːi³³ ʔoːi⁵³ ʔŋoːi⁵³ ŋoːi⁵³ ʔoːi⁵³ 

238 木耳 mɔk²¹ ŋɐi²¹ mok²² ŋoːi⁵³⁴ lət⁵⁵ mɔk²² ȵi³²³ ɣɐt⁵⁵ ɣɛt⁵⁵ mu²² ʔɤ⁵³ mu²¹ ʔɤ⁵³ mu²¹ ʔɤ⁵³ mu²¹ ʔɤ⁵³ 

239 茄子 kɯ²³² kɯ²⁴ lɤk²² kɯ²¹³ lɤk²² ku³²³ lɤk²² çɯ²³¹ lɤk²² cu²¹³ lɤk²² kɯ²³¹ lɤk²² kɯ²³¹ lɤk²² këi³²ʔ³ lɐk²² kɯ²³¹ 

240 芥菜 pjak⁵⁵ kaːt³³ pˠɐk⁵⁵ kaːt³³ pak³³ kaːt⁵⁵ plak³⁴ kaːt³⁴ pjak⁵⁵ kaːt⁴⁵ pˠɐk¹¹ kaːt³³ pɛk̙²² kaːt⁴⁴ pˠak⁴⁵ kaːt⁴⁵ pjɛk̙⁵⁵ kaːt⁴⁴ pjɐk⁵⁵ kaːp⁴⁵ 

241 竹笋 jaːŋ²³² ɣaːŋ²⁴ laːŋ²¹³ laːŋ²¹³ ɣaːŋ²³¹ ɣaːŋ²¹³ ɣɛ̙ː ŋ²³¹ ʝaːŋ²³¹ jaːŋ²³¹ jaːŋ²³¹ 

242 花生 lɤk²¹ təi⁴² lɤk²² təi³¹ tɕi²² tɐu⁴³ ti²¹ tɐu³² lɤk²² təi³¹ lɤk¹¹ tei³¹ lɤk²² tɘi²¹ʔ² lɤk²² tɜi²¹ʔ³ tou³²ʔ³ 
naːm³²ʔ³ tu²² naːm³¹ʔ 

243 豆 tu⁴² tu³¹ tu⁴³ tu³² tu³¹ tu³¹ tu²¹ʔ² tu²¹ʔ³ tou³²ʔ³ tu³¹ʔ 

244 猪 mou³⁵³ mou³⁵ mou²⁴ mou²⁵ mɔu⁵³ mɔu³⁵ mʌu⁵⁴ʔ mou⁵⁴ʔ mou⁵⁴ʔ mu⁵⁴ʔ 

245 羊 juəŋ²³² juəŋ²⁴ juəŋ²¹³ juəŋ²¹³ juːŋ²³¹ juəŋ²¹³ juːŋ²³¹ juːŋ²³¹ juːŋ²³¹ jɔːŋ²³¹ 

246 马 ma²¹ ma⁵³⁴ ma²¹ ma³²³ ma²¹⁴ ma²¹ ma²¹⁴ ma²¹⁴ ma²¹⁴ ma²¹⁴ 

247 牛 (黄牛) ɕɯ²³² tɕɯ²⁴ tɕu²¹³ tɕu²¹³ tɕɯ²³¹ tɕu²¹³ tɕɯ²³¹ tsɯ²³¹ tsɤ²³¹ tsɯ²³¹ 

248 老虎 kʊk⁵⁵ kok⁵⁵ kʊk⁵⁵ kʊk⁵⁵ kok⁵⁵ kʊk⁵⁵ kok⁵⁵ kok⁴⁵ kʊk⁵⁵ kʊk⁵⁵ 

249 鹿 loɐk⁴² lɔɜk²¹ lɔk²² ma²¹ lɔk²² ma²¹ lɔk²² ma²¹ lɔk¹¹ lɔk⁵⁵ lɔk²² lɔk²² jɛːt¹², lɯ²³¹ 

250 猴子 kɐŋ³⁵³ mɐn³¹ lɐu²⁴ ma²¹ lɐu²¹³ ma²¹ lɐu²¹³ mɐn³³ lɐu²³¹ ma²¹ lɐu²¹³ mɐn²² lɐu²³¹ mɐn²² lɐu²³¹ mɐn²² lɐu²³¹ kaːŋ⁵³ lɪŋ²³¹ 

251 乌龟 kwəi³⁵³ kwəi³⁵ fu²⁴ u²⁵ kwəi⁵³ u³⁵ ɣu⁵⁴ʔ ʔʝu⁵⁴ʔ hou⁵⁴ʔ hu⁵⁴ʔ 

252 兔子 tou⁵⁵³ tou⁵⁵ tou⁴⁵ tou⁵⁵ tɔu⁴⁵ tɔu⁵⁵ tʌu⁴⁵ tou⁴⁵ tou⁴⁵ tu⁴⁵ 

253 老鼠 nou³⁵³ nou³⁵ nou²⁴ nou²⁵ nɔu⁵³ nɔu³⁵ nʌu⁵⁴ʔ nou⁵⁴ʔ nou⁵⁴ʔ nu⁵⁴ʔ 

254 大象 si̪əŋ²¹ ɕeɐŋ⁵³⁴ tɕiəŋ²¹ tɕiəŋ³²³ ta²¹⁴ si̪aŋ²¹⁴ tɕiɤŋ²¹ sɛ̪ːŋ²¹⁴ θeaŋ²¹⁴ seːŋ²¹⁴ θiaŋ²¹⁴ 

255 鸭子 pɪt⁵⁵ pɪt⁵⁵ pɪt⁵⁵ pit⁵⁵ pɪt⁵⁵ pɪt⁵⁵ pɪt̙⁵⁵ pɪt⁴⁵ pɪt⁵⁵ pɪt⁵⁵ 

256 鸟窝 joɐŋ²³² mɔəŋ³⁵ ʔboɐŋ²⁴ ʔboaŋ²⁵ ɣɔːŋ²³¹ ʔboɐŋ³⁵ ɣo̙ːŋ²³¹ ʝoəŋ²³¹ joːŋ²³¹ jɔːŋ²³¹ 

257 猫 mɛɜu²³² meɜu²⁴ meou²¹³ meɜu²¹³ meːu²³¹ mjeɜu²¹³ mɛːu²³¹ meːu²³¹ meːu²³¹ mɛ²³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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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爪子 ȵaːu³³ ȵaːu³³ ȵaːu³³ ȵaːu³⁴ ȵaːu⁴⁵³ ʔȵaːu³³ ɣɛp̙⁵⁵ ʝɜp²², ȵaːu⁵³ jɪp²² jɪp²² 

259 蜻蛙 kɑp⁵⁵ kɔp⁵⁵ kɔp⁵⁵ kɔp⁵⁵ çe⁴⁵³, kɐp⁵⁵ kɑp⁵⁵ kɑp⁵⁵ kɯ⁵³, kɑp⁴⁵ kɐp⁵⁵, kwe⁵³ kɐp⁵⁵, kwɛ⁵³ 

260 蜥蜴 - tɐk⁵⁵ kʌm⁵⁵ tɕɐu³³ kiəm⁴⁵ tɕi³² klɛəm⁵⁵ tɕak⁵⁵ çeːm⁴⁵ ceːm³³ tɕɔŋ³⁵ taːŋ²¹ʔ² ɣo²̙³¹ 
taːŋ²¹ʔ³ ku³³ 
ka⁴⁵ taːŋ³²ʔ³ hou⁵³ tɐk⁵⁵ kjɛːm⁴⁵ 

261 虫 noɐn³⁵³ nɔɐn³⁵ nɔːn²⁴ noɐn²⁵ nɔən⁵³ noɜn³⁵ nɔːn⁵̥⁴ʔ nɔən̥⁵⁴ʔ noːn⁵̥⁴ʔ noːn⁵⁴ʔ 

262 蚊子 ȵoŋ²³² ȵoŋ²⁴ ȵoŋ²¹³ ȵoŋ²¹³ ȵoŋ²³¹ ȵɔŋ²¹³ ȵoŋ²³¹ ȵoŋ²³¹ ȵoŋ²³¹ ɲoŋ²³¹ 

263 苍蝇 ȵak⁵⁵ lɤk²² ȵɐn³⁵ ȵɐn²¹ ȵɐn²⁴ lɤk²² ȵɐn²⁵ lɤk²² ȵɐn⁵³ lɤk¹¹ ȵɐn³⁵ lɤk²² ȵɛn̙̥⁵⁴ʔ lɤk²² ȵɐn⁵̥⁴ʔ lɤk²² ȵɐn⁵̥⁴ʔ lɐk²² ɲɜn⁵⁴ʔ 

264 蜜蜂 juei³⁵³ tɜn²⁴ teŋ²¹ luːi²⁴ tɜŋ²¹ luːi²⁵ tɪn³³ ɣɯːi⁵³ tɜn²¹ uːi³⁵ tɜn³³ ɣɯːi⁵⁴ʔ tɪn²² ʝɯːi⁵⁴ʔ hoŋ²² tɯːŋ²³¹ taːŋ²² tɤːŋ²³¹ 

265 蝴蝶 hʊm³³ ʔba³³ ʔm̩³³ ʔba³³ ʔɜm³³ ʔba³³ ʔm̩³⁴ ʔba³⁴ ʔʌm³⁴ ʔba⁴⁵³ ʔm̩³³ ʔba³³ 
ʔboŋ²¹ʔ² 
ʔba⁵³ ɓoŋ³³ ɓa⁵³ ɓoŋ³³ ɓa⁵³ ɓoŋ³³ ɓa⁵³ 

266 蚂蚁 mɐt²¹ mɐt²² mɐt²² mɐt²² mɐt²² mɐt¹¹ mɐt²² mɐt²² mɛt̙²² mɐt²² 

267 蜘蛛 
joɐŋ²¹ 
kjaːu³⁵³ 

ʔoŋ³¹ caːu²⁴ loɐŋ²¹ kaːu²⁴ ȵɐŋ²¹ klaːu²⁵ ɣoŋ²² çaːu⁵³ ŋ²̩¹ caːu³⁵ hoŋ³³ kɛ̙ː u⁵̥⁴ʔ ʝoŋ²² caːu⁵⁴ʔ sëi⁵⁴ʔ cjaːu⁵⁴ʔ θi⁵⁴ʔ kwaːu⁵⁴ʔ 

268 跳蚤 mɐt⁵⁵ mɐt⁵⁵ mɐt⁵⁵ mɐt⁵⁵ mɐt⁵⁵ mɐt⁵⁵ mɐt⁵⁵ mɐt⁴⁵ mɐt⁵⁵ mɐt⁵⁵ 

269 白蚁 mɐt²¹ fɯət⁴² mɐt²² pok⁵⁵ pʊk⁵⁵ plʊk⁵⁵ mɐt²² pjok⁵⁵ pʊk⁵⁵ mɐt²² pʊk⁵⁵ mɐt²² pok⁴⁵ mɛt̙²² pʊk⁵⁵ mɐn²² pʊk⁵⁵ 

270 蚯蚓 luən³⁵³ 
tɐŋ³³ 
ʔdɯən³⁵ ʔduən²⁴ ʔduən²⁵ 

taːŋ³³ 
ʔdɯːn⁵³ 

taːŋ²¹ 
ʔduən³⁵ 

taːŋ²¹ʔ² 
ʔdɯːn⁵⁴ʔ 

taːŋ²¹ʔ³ 
ɗɯːn⁵̥⁴ʔ 

taːŋ³²ʔ³ 
ɗɯːn⁵̥⁴ʔ taːŋ³¹ʔ ɗɤːn⁵⁴ʔ 

271 蚂蟥 pɪŋ³⁵³ pɪŋ³⁵ pɪŋ²⁴ pliŋ²⁵ pɪŋ⁵⁵ waːi²³¹ pɪŋ³⁵ pɪŋ⁵̥⁴ʔ peŋ⁵̥⁴ʔ pɪŋ⁵⁴ʔ pɪŋ⁵⁴ʔ 

272 螺蛳 lɤk²¹ sɐ̪i³⁵³ sɜi³⁵ sɐi²⁴ sɜi²⁵ sɐ̪i⁵³ sɐ̪i³⁵ sɐ̪i⁵⁴ʔ θɐi⁵⁴ʔ sɐi⁵⁴ʔ θɜi⁵⁴ʔ 

273 鬼 faːŋ²³² faːŋ²⁴ faːŋ²¹³ kwɜi³⁴ faːŋ²³¹ kwɐi³³ faːŋ²³¹ faːŋ²³¹ faːŋ²³¹ faːŋ²³¹ 

274 身体 ʔdaːŋ³⁵³ ʔdaːŋ³⁵ ʔdaːŋ²⁴ ʔdaːŋ²⁵ ʔdaːŋ⁵³ ʔnaːŋ³⁵ ʔdaːŋ⁵̥⁴ʔ ɗaːŋ⁵̥⁴ʔ ɗaːŋ⁵⁴ʔ ɗaːŋ⁵⁴ʔ 

275 额头 ȵeak⁴² 
na³³ pˠaːk³³, 
ȵak²² ŋaːk²² kɐu³³ na³⁴ plaːk³⁴ na³³ pjaːk⁴⁵ na³³ pˠaːk³³ na³³ pɛ̙ː k⁴⁴ na³³ pˠaːk⁴⁵ na³³ pjaːk⁴⁴ na³³ pjaːk⁴⁵ 

276 脸 na³³ na³³ na³³ na³⁴ na⁴⁵³ na³³ na⁵³ na⁵³ na⁵³ na⁵³ 

277 齿龈 no²¹ fɐn²³² hɤk⁵⁵ 
fɐn²² tɜn³³, 
hɤk⁵⁵ 

nu³² leɜu³⁴, 
hɤk⁵⁵ 

kok⁵⁵ 
heːu²³¹, 
hɤk⁵⁵ 

no²¹ jeɜu³³, 
hɤk⁵⁵ hɤk²² jɛːu⁵³ nɔ²¹ʔ³ jeːu⁵³ hɤk⁵⁵ hɯk⁵⁵ 

278 下巴 haːŋ²³² m̩²² wa⁵³⁴ 
ha²¹ pa²¹³, 
ŋa²¹ pa²¹³ haːŋ²¹ kaːu⁵⁵ hoŋ³¹ kaːu⁴⁵ n̩²¹ kaːu⁵⁵ mɔːm²¹ʔ² ha²² pa²³¹ moːm³²ʔ³ haːŋ²² pa²³¹ 

279 胡子 mʊm⁴² mʊm³¹ mɜm⁴³ mʊm³² mɜm³¹ mom³¹ mɜm²¹ʔ² mɜm²¹ʔ³ mɜm³²ʔ³ mʊm³¹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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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腋下 la³³ ʔəi⁵⁵³ kɔp²² ʔəi⁵⁵, 

ki⁵⁵ ʔəi⁵⁵ ki²² ʔɘi⁴⁵ ke²¹ ʔɘi⁵⁵ ki²² ʔəi⁴⁵ ki²¹ ʔei⁵⁵ la²² ʔɘi⁴⁵ la³³ ʔɜi⁴⁵ la³³ ʔëi⁴⁵ la⁵³ ʔi⁴⁵ 

281 肘 
keɛn⁵⁵ 
ɕuək⁴² ken⁵⁵ tɕɔk²¹ kɪn²² tɕuək⁵⁵ luːi²¹ tɕuːi²¹³ keːn⁵⁵ tɕuːk¹² kɪn³³ tɕuɜk¹¹ kɜn⁵⁴ʔ tɕuːk¹² cɪn³³ tsok²² cjen⁵⁴ʔ tsʊk²² kɔk⁵⁵ tsɔk²² 

282 手掌 kjaːŋ⁵⁵ fɜŋ²³² wa³³ fɐŋ²⁴ fa³³ fɜŋ²¹³ klaːŋ³² fɐŋ²¹³ 
wa⁵³ fɤŋ²³¹, 
çaːŋ⁵³ fɤŋ²³¹ 

wa³³ fʌŋ²¹³, 
caːŋ³³ fʌŋ²¹³ 

wa⁵⁴ʔ fɤŋ²³¹, 
kɛ̙ː ŋ⁵̥⁴ʔ wa⁵⁴ʔ 
fɤŋ²³¹ 

wa⁵⁴ʔ fʌŋ²³¹, 
caːŋ⁵̥⁴ʔ fʌŋ²³¹ 

wa⁵³ fʌŋ²³¹, 
cjaːŋ⁵³ fʌŋ²³¹ 

wa⁵³ fɤŋ²³¹, 
kjaːŋ⁵³ fɤŋ²³¹ 

283 手指 lɤk²¹ fɜŋ²³² lɤk²² fɐŋ²⁴ lɪt²² ȵaːu³³ lɤk²² fɐŋ²¹³ lɤk²² fɤŋ²³¹ lɤk¹¹ fʌŋ²¹³ lɤk²² fʌŋ²³¹ lɤk²² fʌŋ²³¹ lɤk²² fʌŋ²³¹ lɐk²² fɤŋ²³¹ 

284 脚跟 koŋ³³ kiou³³ ka³³ kiu³³ tɪn³³ tɔk⁵⁵ tin³⁴ kiu³⁴ kiu⁴⁵ tɪn⁵³ tɜn³³ ciːu³³ kju²² ten⁵̥⁴ʔ ciu³³ tɪn̥⁵⁴ʔ lʌŋ³³ kiːu⁵³ kjɤi⁴³ tɪn⁵⁴ʔ 

285 肺脏 fəi⁵⁵³ pɯt⁵⁵ fɘi⁴⁵ pət⁵⁵ pɜt⁵⁵ fei⁵⁵ fɘi⁴⁵ fɜi⁴⁵ fëi⁴⁵ pɤt⁵⁵ 

286 脑子 ʔʊk⁵⁵, naːu²¹ ʔok⁵⁵ ʔʊk⁵⁵ ʔʊk⁵⁵ ʔok⁵⁵ ʔʊk⁵⁵ ʔʊk⁵⁵ ʔok⁴⁵ ʔʊk⁵⁵ ʔʊk⁵⁵ 

287 肚脐 sɐ̪i³³ ʔdɯ³⁵³ sɜi³³ ʔdɯ³⁵ sɜi³³ ʔdu²⁴ sɜi³⁴ ʔdu²⁵ sɐ̪i⁴⁵ ʔdɯːi⁵³ se̪i³³ ʔnu³⁵ sɐ̪i³³ ʔdɯːi⁵̥⁴ʔ θɐi³³ ɗɯːi⁵⁴ʔ sɐi³³ ɗɤ⁵⁴ʔ θɜi⁵³ ɗɯ⁵⁴ʔ 

288 屁股 ɕak⁵⁵ hɐi²¹ ɕɐk²² ʔɜi⁵³⁴ tɕak²² hɐi⁴³, 
tɕak²² kɜm⁴⁵ tɕak²² kʊm⁵⁵ tɕak⁵⁵ kʌm⁴⁵ kɜm⁵⁵ tu²² kɜm⁴⁵ tsak²² kɜm⁴⁵ kɜm⁴⁵ tsɐk⁵⁵ kʊm⁴⁵ 

289 肠子 sɐ̪i³³ hɜi³³ soːi⁵⁵ ja²¹ sɐi³³ ȵaːu²¹ sɜi³⁴ sɐ̪i⁴⁵³ sɐ̪i³³ sɐ̪i⁵³ θɐi⁵³ sɐi⁵³ θɜi⁵³ 

290 汗 haːn⁴² haːn³¹ haːn⁴³ haːn³² haːn³¹ haːn³¹ haːn²¹ʔ² haːn²¹ʔ³ haːn³²ʔ³ haːn³¹ʔ 

291 口水 naːi²³² naːi²⁴ naːi²¹³ naːi²¹³ naːi²³¹ naːi²¹³ naːi²³¹ naːi²³¹ mjaːi²³¹ mjaːi²³¹ 

292 脓 noɐŋ³⁵³ nɔəŋ³⁵ noɐŋ²⁴ noaŋ²⁵ nɔːŋ⁵³ noɐŋ³⁵ nɔːŋ⁵̥⁴ʔ nɔ⁵⁴ʔ no⁵⁴ʔ nɔːŋ⁵̥⁴ʔ 

293 粪(做肥料) pən⁴² pʊn³¹ pɪn⁴³ hɜi³² pʌn³¹ pɪn³¹ pɤn²¹ʔ² pɜn²¹ʔ³ pɜn³²ʔ³ pɯn³¹ʔ 

294 屎(牛屎) hɐi²¹ hɜi⁵³⁴ hɐi⁴³ hɜi³² hɐi²¹⁴ hɐi³¹ haːi²¹⁴ haːi²¹⁴ haːi²¹⁴ haːi²¹⁴ 

295 尿 ȵou⁴² ȵou³¹ ȵou⁴³ ȵou³² ȵɔu³¹ ȵɔu³¹ ȵʌu²¹ʔ² ȵou²¹ʔ³ ȵou³²ʔ³ ɲu³¹ʔ 

296 病 pɪŋ⁴² pɪŋ³¹ pɪŋ⁴³ piŋ³² pɪŋ³¹ pɪŋ³¹ pɪŋ²¹ʔ² peŋ²¹ʔ³ pɪŋ³²ʔ³ pɪŋ³¹ʔ 

297 咳嗽 ʔɐi³⁵³ ʔɜi³⁵ ʔɐi²⁴ ʔɜi²⁵ ʔɐi⁵³ ʔɐi³⁵ ʔɐi⁵⁴ʔ ʔɐi⁵⁴ʔ ʔɐi⁵⁴ʔ ʔɜi⁵⁴ʔ 

298 药 ʔjɯ³⁵³ jɯ³⁵ ju²⁴ ju²⁵ ʔjɯ⁵³ ʔju³⁵ jɯ⁵⁴ʔ ʔjɯ⁵⁴ʔ ʔjɤ⁵⁴ʔ jɯ⁵⁴ʔ 

299 痒 həm²³² hɑm²⁴ hɜm²¹³ hom²¹³ hʌm²³¹ hɑm²¹³ hɜm²³¹ hɜm²³¹ hɑːp¹¹ hɑp²² 

300 瞎 meɐŋ²³² meɐŋ²⁴ meaŋ²¹³ meaŋ²¹³ mo⁵³ meaŋ²¹³ mɔ⁵⁴ʔ mɔ⁵⁴ʔ moːŋ⁵̥⁴ʔ mɔːŋ⁵̥⁴ʔ 

301 聋 nʊk⁵⁵ nok⁵⁵ nʊk⁵⁵ nʊk⁵⁵ nʊk⁵⁵ nʊk⁵⁵ nʊk⁵⁵ nok⁴⁵ nʊk⁵⁵ nʊk⁵⁵ 

302 蒜 ho³⁵³ hɔ³⁵ suən⁴⁵ suən⁵⁵ ho⁵³ su̪ən⁵⁵ hɔ⁵⁴ʔ hɔ⁵⁴ʔ ho⁵⁴ʔ hɔ⁵⁴ʔ 

303 姜 hɪŋ³⁵³ jɪŋ³⁵ hɪŋ²⁴ jiŋ²⁵ hɪŋ⁵³ jɪŋ³⁵ jɪŋ⁵̥⁴ʔ heŋ⁵̥⁴ʔ hɪŋ⁵̥⁴ʔ hɪŋ⁵⁴ʔ 



86 

 

汉义 兴宾迁江 兴宾寺山 桂平石龙 港北中里 武宣黄茆 武宣桐岭 象州大乐 象州运江 鹿寨四排 鹿寨鹿寨 
304 糖 tiəŋ²³² tɯːŋ²⁴ tiəŋ²¹³ tɤːŋ²¹³ tɯːŋ²³¹ teaŋ²¹³ tɯːŋ²³¹ tɤːŋ²³¹ tɯːŋ²³¹ taːŋ²³¹ 

305 饭 ŋaːi²³² ŋaːi²⁴ ŋaːi²¹³ ŋaːi²¹³ ŋaːi²³¹ ŋaːi²¹³ ŋaːi²³¹ ŋaːi²³¹ ŋaːi²³¹ ŋaːi²³¹ 

306 糯米 hɐu²¹ ɕət²¹ hɐu⁴² na³¹ hɐu²¹ tɕɜt²² hɐu²¹ na³² hɐu²¹⁴ na³¹ hɐu²¹ na³¹ hɐu²¹ na²¹ʔ² hɐu²¹ʔ³ na²¹ʔ³ haːu²¹⁴ na³²ʔ³ 
haːu²¹⁴ 
nwa³¹ʔ 

307 肥肉 no⁴² pəi²³² pəi²⁴ no²¹ pɜi²¹³ nu³¹ pɘi²¹³ no³¹ pəi²³¹ no³¹ pəi²¹³ pɘi²³¹ nɔ²¹ʔ³ pɐi²³¹ no³²ʔ³ pëi²³¹ nɔ³¹ʔ pi²³¹ 

308 酒 lɐu³³ lɐu³³ lɐu³³ lɐu³⁴ lɐu⁴⁵³ lɐu³³ lɐu⁵³ lɐu⁵³ lɐu⁵³ lɐu⁵³ 

309 炭 taːn⁵⁵³ taːn⁵⁵ taːn⁴⁵ taːn⁵⁵ taːn⁴⁵ taːn⁵⁵ taːn⁴⁵ taːn⁴⁵ taːn⁴⁵ taːn⁴⁵ 

310 柴火 fɜn²³² fʊn²⁴ fɪn²¹³ fɐn²¹³ fʌn²³¹ fɜn²¹³ fɤn²³¹ fɜn²³¹ fɜn²³¹ fɯn²³¹ 

311 火柴 

kwak⁵⁵ 
fəi²³², lɤk²¹ 
ŋaːt⁴² 

lɤk²² kwaːt³³ hu³³ saːi²¹³ hu³⁴ saːi²¹³ hɔːp⁴⁵ fəi²³¹ lɤk¹¹ kwaːt³³ hɔp̙²² fɘi²³¹ pɐu³³ fɜi²³¹ ho⁵³ tsaːi²³¹ la²² hɔ⁵³ 

312 铁 tiət³³ tiət³³ tɪːt⁵⁵ tiət³⁴ tiːt⁴⁵ tiːt³³ tiːt⁴⁴ tiːt⁴⁵ fa²³¹ fa²³¹ 

313 金子 kjɪm³⁵³ cɪm³⁵ kɪm²⁴ kim²⁵ kɪm⁵³ kɜm³⁵ kɪm̥⁵⁴ʔ cɪm̥⁵⁴ʔ cjɪm⁵⁴ʔ kjɪm⁵⁴ʔ 

314 银子 ŋɐn²³² ŋɐn²⁴ ŋɐn²¹³ ŋɐn²¹³ ŋɐn²³¹ ȵɐn²¹³ ŋɐn²³¹ ŋɐn²³¹ ŋɐn²³¹ ŋɐn²³¹ 

315 藤子 kɐu³⁵³ kɐu³⁵ kɐu²⁴ kɐu²⁵ kɐu⁵³ kɐu³⁵ kɐu⁵⁴ʔ kɐu⁵⁴ʔ kɐu⁵⁴ʔ kɐu⁵⁴ʔ 

316 板 (木板) peɛn⁴² peːn³³ peːn⁴⁵ peːn⁵⁵ peːn⁴⁵³ paːn³³ paːn⁵³ paːn⁵³ paːn⁵³ paːn⁵³ 
317 锅 

(炒菜锅) 
heak³³ kwa³⁵ leak⁵⁵ leak³⁴ kwa⁵³ kwa³⁵ kwa⁵⁴ʔ kwa⁵⁴ʔ kwa⁵⁴ʔ kwa⁵⁴ʔ 

318 舀子 ʔbaːi³⁵³ pjɐu²⁴ piːu²¹ ʔbe⁵⁵ peːu²³¹ ʔbe⁵⁵ pɛːu²³¹ peːu²³¹ peːu²³¹ pɛ²³¹ 

319 舀 tak⁵⁵ tɐk⁵⁵ tak⁵⁵ tak⁵⁵ tak⁵⁵ tɐk⁵⁵ tak⁵⁵ tak⁴⁵ tak⁵⁵ tɐk⁵⁵ 

320 臼 jʊm³⁵³ toːi⁵⁵ mɔk²² ʔdɔŋ³³ tɕoŋ³⁴ 
tɕou³²³ 

kɜm⁴⁵ tɕɐu²¹³ kɜm²³¹ kom³³ mu²¹ʔ³ mu²² luːi²³¹ jʊm⁵⁴ʔ 

321 杵 ɕʊk⁵⁵ loɐŋ³³ ɣən³³ lɔəŋ³³ tɐm³³ loɐŋ³³ tɕoŋ³⁴ loaŋ³⁴ luːi²³¹ luːi²¹³ lɤk²² tɕok⁵⁵ lɤk²² tsok⁴⁵ lɤk²² cjʊk⁵⁵ loːi²³¹ 

322 刀  ɕa²¹ ca⁵³⁴ tɕa²¹ tɕa³²³ ça²¹⁴ tɕa²¹ kɛ²̙¹⁴ ca²¹⁴ cja²¹⁴ kja²¹⁴ 

323 刀 (剃头) mɪt²¹ ti³³ taːu³⁵ mɐi³³ ʔbɜi³⁴ ti⁴⁵ taːu⁵³ ti³³ taːu³⁵ ti³³ taːu⁵̥⁴ʔ ti³³ taːu⁵̥⁴ʔ tëi³³ taːu⁵̥⁴ʔ ti⁴⁵ taːu⁵⁴ʔ 

324 枪 ɕoŋ⁵⁵³ tɕɯːŋ³⁵ tɕiəŋ²⁴ tɕoŋ⁵⁵ tɕoŋ⁴⁵ tɕɔŋ⁵⁵ tɕɔŋ⁴⁵ tsɔŋ⁴⁵ tsɔŋ⁴⁵ tsoŋ⁴⁵ 

325 弓 koŋ²³² koŋ³⁵ koŋ²⁴ koŋ²⁵ koŋ⁵³ kɔŋ³⁵ koŋ⁵̥⁴ʔ koŋ⁵̥⁴ʔ koŋ⁵̥⁴ʔ koŋ⁴⁵ 

326 箭 ɕiən⁵⁵³ tɕiən⁵⁵ tɕiːn⁴⁵ tɕiːn⁵⁵ tɕiːn⁴⁵ tɕiːn⁵⁵ si̪ːn⁴⁵ θiːn⁴⁵ na⁴⁵ tsiɤn⁴⁵ 

327 矛 naːŋ²¹ naːŋ⁵³⁴ teou²⁴ mɐu²¹³ mɐu³¹ mɐu²¹³ tiːu⁵̥⁴ʔ mɐu²³¹ mɐu³²ʔ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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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梳子 joːi³⁵³ ɣoːi³⁵ loːi²⁴ loːi²⁵ ɣoːi⁵³ wˠei³⁵ ɣoːi⁵⁴ʔ ʝuːi⁵⁴ʔ joːi⁵⁴ʔ joːi⁵⁴ʔ 

329 针 ɕɪm³⁵³ tɕɪm³⁵ tcɪm²⁴ tɕim²⁵ tɕɪm⁵³ tɕɜm³⁵ tɕɪm̥⁵⁴ʔ tsɪm̥⁵⁴ʔ tsɪm̥⁵⁴ʔ tsɪm⁵⁴ʔ 

330 房子 jaːn²³² ɣaːn²⁴ laːn²¹³ laːn²¹³ ɣaːn²³¹ ɣaːn²¹³ ɣɛ̙ː n²³¹ ʝaːn²³¹ jaːn²³¹ jaːn²³¹ 

331 屋顶 tɪŋ²¹ jaːŋ²³² tɪŋ³³ ɣaːn²⁴ tɪŋ³³ laːn²¹³ laːn²¹ tiŋ³⁴ neŋ²³ ɣaːn²³¹ ɣaːn²¹³ tɪŋ³³ nɛŋ²² ɣɛ̙ː n²³¹ kɜn²³¹ ʝaːn²³¹ neŋ²³¹ jaːn²³¹ jaːn²³¹ tɪŋ⁵³ 

332 墙壁 ɕiəŋ²³² tɕɯːŋ²⁴ paŋ²¹ 
tɕiəŋ²¹³ 

paŋ²¹ 
tɕiəŋ²¹³ 

paŋ²¹⁴ 
tɕiːŋ²³¹ 

tɕiɤŋ²¹³ tɕiːŋ²³¹ paːŋ²¹⁴ 
tsiːŋ²³¹ 

paːŋ²¹⁴ 
tsiːŋ²³¹ 

paːŋ²¹⁴ 
tsiɤŋ²³¹ 

333 门 tou³⁵³ tou³⁵ tou²⁴ tou²⁵ tɔu⁵³ tɔu³¹ tʌu⁵⁴ʔ tou⁵⁴ʔ tou⁵⁴ʔ tu⁵⁴ʔ 

334 坑 (小) koɜm²³² kɔm²⁴ ʔu²⁴ kʊm³² kʌm²³¹ kɜm²¹³ kɜm²³¹ kɜm²³¹ kɜm²³¹ kɔːm²³¹ 

335 井 ɕɪŋ³³ tɕɪŋ³³ tɕɪŋ³³ tɕiŋ³⁴ tɕɪŋ⁴⁵³ tɕɪŋ³³ tɕɪŋ⁵³ tseŋ⁵³ tsɪŋ⁵³ tsɪŋ⁵³ 

336 衣服 pu⁴² pu³¹ kaːi⁵⁵ pu⁴³ pu³² pu³¹ pu³¹ pu²¹ʔ² pu²¹ʔ³ pou³²ʔ³ pu³¹ʔ 

337 布 paːŋ²³² paːŋ²⁴ paŋ²¹³ paŋ²¹³ paŋ²³¹ pɐŋ²¹³ paːŋ²³¹ paːŋ²³¹ pɐŋ²³¹ pɐŋ²³¹ 

338 帽子 maːu⁴² maːu³¹ maːu⁴³ maːu³² maːu³¹ maːu³¹ maːu²¹ʔ² maːu²¹ʔ³ maːu³²ʔ³ maːu³¹ʔ 

339 裤子 wa⁵⁵³ wa⁵⁵ wa⁴⁵ wa⁵⁵ ʋa⁴⁵ wa⁵⁵ wa⁴⁵ wa⁴⁵ wa⁴⁵ wa⁴⁵ 

340 裤带 ɕak²¹ wa⁵⁵³ səi³³ wa⁵⁵ sɐi³³ wa⁴⁵ sɜi³⁴ wa⁵⁵ tɕaːk¹² ʋa⁴⁵ sɐ̪i³⁵ wa⁵⁵ tɕaːk¹² wa⁴⁵ tsaːk¹² wa⁴⁵ 
sɐi⁵³ wa⁴⁵, 
tsaːk¹¹ wa⁴⁵ 

tsaːk¹² wa⁴⁵, 
θɜi⁵³ wa⁴⁵ 

341 鞋子 haːi²³² haːi²⁴ haːi²¹³ haːi²¹³ haːi²³¹ haːi²¹³ haːi²³¹ haːi²³¹ haːi²³¹ haːi²³¹ 

342 袜子 maːt⁴² maːt²² maːt⁵⁵ maːt³² maːt¹² maːt¹¹ maːt¹² maːt¹² maːt¹¹ maːt¹² 

343 戒指 kaːi²³ ɕi⁵⁵³ kɐt²² tɕəi³³ kaːi³³ tɕɘi³³ kaːi³⁴ tɕi³⁴ ka⁴⁴ tɕəi⁴⁵³ kaːi²¹ tɕi³³ kaːi²² tɕɘi⁵³ kaːi²¹ʔ³ tsi⁵³ kaːi³²ʔ³ tsi⁵³ kaːi²¹⁴ tsi⁵³ 

344 草席 ʔbɪn³³ tɕɪk⁵⁵ ʔbɪn³³ ʔbin³⁴ tɕɪk²² ʔbɜn³³ tɕɪk²² tsɪk²² tsɪk²² tsɪk²² 

345 被子 teɛn²³² teːn²⁴ teːn²¹³ teːn²¹³ teːp⁴⁵ teːn²¹ pˠaːk³³ teːp⁴⁴ teːp⁴⁵ teːp⁴⁴ tɛːp⁴⁵ 

346 枕头 su̪ei²³² suːi²⁴ suːi²¹³ su:i²¹³ su̪ːi²³¹ su̪ːi²¹ sɯ̪ːi²³¹ θɯːi²³¹ cjɐu⁵³ sɯːi²³¹ θɤːi²³¹ 

347 蜡烛 laːp⁴² laːp²¹ laːp²¹ tɕɔk⁵⁵ laːp³² tɕɔk⁵⁵ laːp¹² laːp¹¹ laːp¹² laːp¹² laːp¹¹ tsɔk⁵⁵ laːp¹² 

348 纸 ɕəi³³ tɕəi³³ tɕɘi³³ tɕɘi³⁴ tɕəi⁴⁵³ tɕei³³ tɕəi⁵³ tsɜi⁵³ tsëi⁵³ tsi⁵³ 

349 鼓 kjoɐŋ³⁵³ cɔəŋ³⁵ ku³³ ku³⁴, kloaŋ²⁵ çɔːŋ⁵³ ku³³ ko̙ːŋ⁵̥⁴ʔ coəŋ⁵̥⁴ʔ cjoːŋ⁵̥⁴ʔ kjɔːŋ⁵⁴ʔ 

350 锣 la²³² la²⁴ la²¹³ la²¹³ la²³¹ coɐŋ²¹³ la²³¹ tɔŋ²² la²³¹ la²³¹ lwa²³¹ 

351 船 ju²³² u²⁴ suən²¹³ lu²¹³ ɣu²³¹ ɣu²¹³ u²³¹ ʝu²³¹ jou²³¹ ju²³¹ 

352 牛轭 ʔeak³³ ʔeɐk³³ ʔiak⁵⁵ ʔeak³⁴ ʔeːk⁴⁵ ʔeak³³ ʔeːk⁴⁴ ʔeak⁴⁵ ʔeːk⁴⁴ ʔɛːk⁴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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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少女 toŋ²¹ ta⁴² kɜ³³ ta³¹ ʔbɤk⁵⁵ tɕo²¹³ ta²² ȵɐu²¹³, 
ta²² ȵɐu²⁵ 

lɤk²² ta³¹ ka²¹ ta³¹, 
lɤk¹¹ ʔbɤk⁵⁵ 

pɔ²² tɕɔ²³¹ ta²¹ʔ³ 
lɤk²² 
muːi³²ʔ³, 
lɤk²² saːu⁵⁴ʔ 

lɐk²² mɤːi³¹ʔ 

354 男青年 toŋ²¹ lɤk³³ kɜ³³ lɤk²² saːi²⁴ tɕo²¹³ lou²¹ ȵɘi⁵⁵ lɤk²² sa̪ːi⁵³ lɤk¹¹ sa̪ːi³⁵ pɔ²² tɕɔ²³¹ pou²² tsɔ²³¹ lɤk²² laːŋ⁴⁵ lɐk²² laːŋ⁴⁵ 

355 哥哥 ko³³ kɔ³³ ko²⁴ kɔ²⁵ ko⁴⁵ ko³⁵ kɔ⁴⁵ kɔ⁴⁵ ko⁴⁵ kɔ⁴⁵ 

356 姐姐 ɕe³⁵³ tɕe³³ tɕe³³ ta³² tɕe⁴⁵ tɕe³³ se̪⁵³ tse⁵³ tse⁵³ tsɛ⁵³ 

357 兄弟姐妹 pəi²¹ noɐŋ²¹ ta³³ noŋ⁵³⁴ tɐi²² nuəŋ²¹ ta³² nuəŋ³²³ ta³¹ noŋ²¹⁴ kei³³ nuəŋ²¹ ta³³ nɔŋ²¹⁴ pɜi²² nɔːŋ²¹⁴ tɐi³²ʔ³ nɔŋ²¹⁴ tɜi³¹ʔ nɔŋ²¹⁴ 
tsɛ⁵³ mɜi²¹⁴ 

358 弟弟 noɐŋ²¹ noŋ⁵³⁴ nuəŋ²¹ saːi²⁴ nuəŋ³²³ noŋ²¹⁴ nuəŋ²¹ nɔŋ²¹⁴ nɔːŋ²¹⁴ nɔŋ²¹⁴ nɔŋ²¹⁴ 

359 妹妹 noɐŋ²¹ noŋ⁵³⁴ nuəŋ²¹ 
ʔbɤk⁵⁵ 

nuəŋ³²³ noŋ²¹⁴ nuəŋ²¹ nɔŋ²¹⁴ nɔːŋ²¹⁴ nɔŋ²¹⁴ mɜi²¹⁴ 

360 弟妹 noɐŋ²¹ noŋ⁵³⁴ nuəŋ²¹ nuəŋ³²³ noŋ²¹⁴ nuəŋ²¹ nɔŋ²¹⁴ nɔːŋ²¹⁴ nɔŋ²¹⁴ nɔŋ²¹⁴ mɜi²¹⁴ 
361 姨母（妈的

姐） 
pa³³ pa³³ pa³³ pa³⁴ ʔi²² ma⁴⁵ pa³³ pa⁵³ pa⁵³ pa⁵³ pa⁵³ 

362 姨妈（妈的

妹） 
na²¹ na⁵³⁴ na²¹ na³²³ niaŋ⁴⁵ na²¹ ȵaːŋ⁴⁵ neaŋ⁴⁵ na²¹⁴ niaŋ⁴⁵, na²¹⁴ 

363 女婿 ko³³ ʔi³⁵³ kɔ³³ ʔi²⁴ ko³³ ʔi²⁴ lɤk²² kuːi²¹³ ku⁴⁵ ʔi⁵³ ko³³ ʔi³⁵ kɔ³³ ʔi⁵⁴ʔ kɔ³³ ʔi⁵⁴ʔ lɤk²² saːi⁵⁴ʔ kɔ³³ ja⁵³ 

364 朋友 pɐŋ²¹ jɐu⁴² pʊŋ³¹ jɐu³¹ paŋ²¹ jɐu⁴³ pɐŋ²¹ jɐu³² pɐŋ³³ jɐu³¹ pɐŋ²¹ jɐu³¹ pɐŋ³³ jɐu²¹ʔ² pɜŋ²² jɐu²¹ʔ³ pʌŋ²² jɐu³²ʔ³ pɐŋ³³ jɐu³¹ʔ 

365 寡妇 mɐi²¹ maːi⁵⁵³ ja³¹ maːi⁵⁵, 
pou²² maːi⁵⁵ 

ja²¹ maːi⁴⁵ ja²¹ maːi⁵⁵ mɐi²¹ maːi⁴⁵ ja²¹ maːi⁵⁵ mɐi²¹ mɐi⁴⁵ mɐi²¹ mɐi⁴⁵ mɐi³²ʔ³ 
maːi⁴⁵ 

mɜi²¹⁴ maːi⁴⁵ 

366 主人 pou²¹ ɕɜɯ³³ pou³¹ tɕɤ³³ pou²¹ tɕɘi³³ pou²¹ tɕɤ³⁴ ka³³ tɕɤ⁴⁵³ wɜn²¹ tɕɔu³³ tɕɤ⁵³ pou²² tsɤ⁵³ pu¹² tsɤ⁵³ tsi⁴⁵ ka⁵⁴ʔ 

367 客人 heak³³ wʊn²⁴ jeɐk³³ ʔiak³³ pou²¹ jeak³⁴ ʋʌn³³ heːk⁴⁵ jeak³³ jeːk⁴⁴ jeak⁴⁵ wɜn²² heːk⁴⁴ kɤ³¹ʔ 

368 别人 piət⁴² hʊn²³² pɪt²² wʊn²⁴ wɪn²¹ loɐk⁵⁵ wən²¹ loak³² ʋʌn²³¹ pɪt⁵⁵ wɜn²¹³ wɤn²³¹ pou²² paːŋ²¹⁴ wɜn²³¹ wɯn²³¹ 

369 姓 sɪ̪ŋ⁵⁵³ ɕɪŋ⁵⁵ sɪŋ⁴⁵ siŋ⁵⁵ sɪ̪ŋ⁴⁵ sɪ̪ŋ⁵⁵ sɪ̪ŋ⁴⁵ θeŋ⁴⁵ sɪŋ⁴⁵ θɪŋ⁴⁵ 

370 他 (有孩) - ʔdɐk⁵⁵ - - lɤk²² lɔŋ²¹³ - ti⁵⁴ʔ - tɐk²² ni²¹⁴ 

371 他 (没孩) - ʔɜi³⁵ - - lɔŋ²³¹ ʔaːu³⁵ - ti⁵⁴ʔ - lɐk²² ni²¹⁴ 

372 她 (有孩) - ja³¹ - - ja³¹ pa³³ - mɐi²¹⁴ - mɜi²¹⁴ ni²¹⁴ 

373 她 (没孩) - ta³¹ - - ta³¹ ku²¹ - ta²¹ʔ³ - mɤːi³² ni²¹⁴ 

374 我们 jɐu²³² ɣɐu²⁴ lɐu²¹³ lɐu²¹³ ɣɐu²³¹ ɣɐu²¹³ ɣɛu̙²³¹ ʝɐu²³¹ jɐu²³¹ jɐu²³¹ 

375 六 jɔk⁵⁵ ɣɔk⁵⁵ lɔk⁵⁵ lɔk⁵⁵ ɣɔk⁵⁵ ɣɔk⁵⁵ ɣo̙k⁵⁵ ʝɔk⁵⁵ jɔk⁵⁵ jɔk⁵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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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七 ɕɐt⁵⁵ tɕɐt⁵⁵ tɕɐt⁵⁵ tɕɐt⁵⁵ tɕɐt⁵⁵ tɕɐt⁵⁵ tɕɜt⁵⁵ tsɐt⁵⁵ tsɐt⁵⁵ tsɐt⁵⁵ 

377 八 peət³³ peːt³³ peːt³³ peːt³⁴ peːt⁴⁵ peːt³³ pe̙ː t⁴⁴ peːt⁴⁵ peːt⁴⁴ pɛːt⁴⁵ 

378 九 kju³³ cou³³ kiu³³ kiu³⁴ kiu⁴⁵³ cu³³ kjʌu⁵³ ceu⁵³ cju⁵³ kju⁵³ 

379 十 ɕɪp²¹ ɕɜp²² sɪp²² sip²² sɪ̪p²² sɜ̪p¹¹ sɪ̪p²² θep²² sɜp²² θɪp²² 

380 一 (十一) ʔɪt⁵⁵ ʔjɪt⁵⁵ ʔɪt⁵⁵ ʔit⁵⁵ ʔɪt⁵⁵ ʔjɪt⁵⁵ ʔjɪt⁵⁵ ʔɪt⁴⁵ ʔjɪt⁵⁵ ʔɪt⁵⁵ 

381 二 (二十) ŋəi⁴² ŋəi³¹ ŋɘi⁴³ ŋɘi³² ŋəi³¹ ŋəi³¹ ŋəi²¹ʔ² ŋɜi²¹ʔ³ ŋëi³²ʔ³ ŋi³¹ʔ 

382 两 (+量词) so̪ɐŋ³⁵³ sɔəŋ³⁵ soɐŋ²⁴ soaŋ²⁵ sɔ̪ːŋ⁵³ so̪ɐŋ³⁵ sɔ̪ːŋ⁵̥⁴ʔ θɔːŋ⁵̥⁴ʔ soːŋ⁵̥⁴ʔ θɔːŋ⁵̥⁴ʔ 

383 百 peak³³ peɐk³³ peak³³ peak³⁴ peːk⁴⁵ peak³³ peːk⁴⁴ peak⁴⁵ peːk⁴⁴ pɛːk⁴⁵ 

384 千 ɕiən³⁵³ tɕiən³⁵ tɕiːn²⁴ tɕiːn²⁵ tɕiːn⁵³ tɕiːn³⁵ tɕiːn⁵⁴ʔ tsiːn⁵̥⁴ʔ tsiːn⁵̥⁴ʔ tsiɤn⁵⁴ʔ 

385 半 (一半) puən³³ pʊn³³ puən⁴⁵ puən⁵⁵ puːn⁴⁵ puən³³ puːn⁴⁵ puən⁴⁵ paːn⁴⁵ toːn³¹ʔ 

386 老 laːu²¹ laːu⁵³⁴ laːu²¹ laːu³²³ laːu²¹⁴ laːu²¹ laːu²¹⁴ laːu²¹⁴ laːu²¹⁴ laːu²¹⁴ 

387 年轻 ɕo²³² tɕɔ²⁴ tɕo²¹³, ʔoːi⁴⁵ tɕɔ²¹³ tɕo²³¹ tɕo²¹³ tɕɔ²³¹ tsɔ²³¹ noːm⁵³ nɔːm⁵³ 

388 高 sa̪ːŋ³⁵³ saːŋ³⁵ saːŋ²⁴ saːŋ²⁵ sa̪ːŋ⁵³ sa̪ːŋ³⁵ sa̪ːŋ⁵̥⁴ʔ θaːŋ⁵̥⁴ʔ saːŋ⁵̥⁴ʔ θaːŋ⁵⁴ʔ 

389 矮 tɐm³³ tɐm⁵⁵ tɐm⁴⁵ tɐm⁵⁵ tɐm⁴⁵ tɐm⁵⁵ tɐm⁴⁵ tɐm⁴⁵ tɐm⁴⁵ tɐm⁴⁵ 

390 胖  pəi²³² pəi²⁴ pɜi²¹³ pɜi²¹³ pəi²³¹ pəi²¹³ pɘi²³¹ pɜi²³¹ pëi²³¹ pi²³¹ 

391 瘦 pjoɜm³⁵³ pˠoɜm³⁵ pɔːm²⁴ plɔːm²⁵ sɐ̪u⁴⁵ pˠɔːm³⁵ po̙ːm̥⁵⁴ʔ pˠuəm̥⁵⁴ʔ pjoːm̥⁵⁴ʔ pjom⁵⁴ʔ 

392 瘦弱 ȵiək⁴² ʔŋʊn⁵⁵, ȵɔ³¹ ʔwɪn⁴⁵ ʔwən⁵⁵ naːi⁴⁵ ȵiɤk¹¹ ȵɔ²¹ʔ² ɗɔːk⁴⁵ naːi⁴⁵ 
jɪk²² jaːk¹², 
pjom⁵⁴ʔ 
pjɔːt⁴⁵ 

393 粗 hoŋ³⁵³ ʔbɤk⁵⁵ tɕu²⁴ ŋɔk⁵⁵ ʔbɤk⁵⁵ tɕu³⁵ lɐu²¹⁴ tsʰu⁴ lɐu²¹⁴ tsu⁴⁵ 

394 细 sɐ̪i⁵⁵³ sɜi⁵⁵ ʔjɐu⁴⁵ ȵɘi⁵⁵ sɐ̪i⁴⁵ ʔjɐu⁵⁵ sɐ̪i⁴⁵ θɐi⁴⁵ sɐi⁴⁵ θi²¹⁴ 

395 扁  peɛn³³ peːn³³ peːn³³ peːn³⁴ peːn⁴⁵³ peːn³³ peːn⁵³ peːn⁵³ peːn⁵³ pɛːn⁵³ 

396 硬 
ʔdoɐŋ³³, 
ȵeɐŋ⁴² 

kɣɐŋ³⁵ keaŋ²⁴ kleaŋ²⁵ çeːŋ⁵³ ceaŋ³⁵ ʔdɔːŋ⁵³ cɤ⁵⁴ʔ ɗoːŋ⁵³ kjɛːŋ⁵⁴ʔ 

397 软 ŋʊn⁵⁵³ ŋʊn⁵⁵ ʔwɪn⁴⁵ ʔwən⁵⁵ ʋʌn⁴⁵ wɜn⁵⁵ wɤn⁴⁵ wɜn⁴⁵ wˠɜn⁴⁵ wɯn⁴⁵ 

398 深 (水) lak²¹ lak²² lak²² lak²² lak²² lɐk¹¹ lak²² lak²² lak²² lɐk²² 

399 浅 (水) fɛɜu⁴² feɜu³¹ feou⁴³ feɜu³² feːu³¹ feɜu³¹ fɛːu²¹ʔ² feːu²¹ʔ³ feːu³²ʔ³ fɛ³¹ʔ 

400 凉快 liəŋ²³² liəŋ²⁴ liəŋ²¹³ liəŋ²¹³ liːŋ²³¹ liɤŋ²¹³ liːŋ²³¹ liːŋ²³¹ liːŋ²³¹ liɤŋ²³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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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暖和 jɐu³³ ɣʌm³³ lɐu³³, tɕɪk⁵⁵ lʊm³² ɣʌm³¹, 

ɣɐu⁴⁵³ ɣɜm³¹ ɣɪm̙²¹ʔ² ʝɐu⁵³ jɐu⁵³ jɐu⁵³ 

402 热 (水) ʔdaːt³³ ʔdaːt³³ ʔdaːt⁵⁵ leɐm³⁴ ʔdaːt⁴⁵ ʔdaːt³³ ɣe̙ː m⁵³ 
ɗaːt⁴⁵, 
ʝɯːm⁵³ hɪːm⁵³ hɛːm⁵³ 

403 累 ŋɐŋ⁴² pɐk²², maːt²¹ pak²² pak²² pak²² pɐk¹¹ pak²² pak²² pak²² pɐk²² 

404 醉了 ŋwɐi²³² wəi²⁴ wɘi²¹³ tɕoɛi⁵⁵ mɔŋ³¹ wɐi²¹³ fɘi²³¹ fɜi²³¹ fëi²³¹ tɔ³¹ʔ 

405 生气 faːt³³ həi⁵⁵³ faːt³³ həi⁵⁵ mɘi²¹ hɘi⁴⁵ faːt³² hɘi⁵⁵ fɐt²² həi⁴⁵ hei⁵⁵ hɘi⁴⁵ ɣe̙ː m⁵³ hei³³ ʝɯːm⁵³ faːt⁴⁴ hëi⁴⁵ hi⁴⁵ tsiɤŋ⁴⁵ 

406 闷/无聊 ʔbɯ⁵⁵³ ʔbɯ⁵⁵ muən⁴⁵ muən⁵⁵ ʔbjɯ⁴⁵ ʔbu⁵⁵ ʔbɯ⁴⁵ ɓɯ⁴⁵ ɓɤ⁴⁵ ɓɯ⁴⁵ 

407 裸体 lɔŋ²¹ kɐŋ²³² ma⁴² lɔɜk²¹ tɔːt⁵⁵ seou⁴⁵ 
loak³² ka²⁵ 
loak³² kin²¹³ loŋ³³ lɪŋ³¹ 

ka³³ se̪aŋ²¹, 
lʊk¹¹ ka³⁵ lɔ²² lɪŋ²¹ʔ² loŋ³³ leŋ²¹ʔ³ loŋ³³ coːn²¹⁴ lɔŋ²² lɪŋ³¹ʔ 

408 空(都不装) hɔŋ⁵⁵³ kɔŋ³⁵ hɔŋ⁴⁵ hɔŋ⁵⁵ pjɔu⁴⁵ hɔŋ³⁵ peu⁴⁵ pˠeːu⁴⁵ hɔŋ⁴⁵ pju⁴⁵ 

409 亮 joɐŋ⁴² ɣɔəŋ loɐŋ⁴³ loaŋ³² ɣɔːŋ³¹ wˠɐŋ³¹ ɣo̙ːŋ²¹ʔ² ʝoəŋ²¹ʔ³ joːŋ³²ʔ³ jɔːŋ³¹ʔ 

410 干净  sɛ̪ɜu⁵⁵³ seɜu⁵⁵ seou⁴⁵ seɜu⁵⁵ se̪ːu⁴⁵ se̪ɜu⁵⁵ sɛ̪ːu⁴⁵ θeːu⁴⁵ seːu⁴⁵ θɛ⁴⁵ 

411 蓝 ʔou³⁵³ mɔəŋ³⁵ mɜn⁴⁵ moaŋ²⁵ heːu⁵³ moɐŋ³⁵ jɛːu⁵̥⁴ʔ laːn²³¹ heːu⁵⁴ʔ hɛ⁵⁴ʔ 

412 难 naːn²³² naːn²⁴ naːn²¹³ naːn²¹³ naːn²³¹ naːn²¹³ naːn²³¹ naːn²³¹ naːn²³¹ naːn²³¹ 

413 容易 joŋ²¹ həi⁴² hoŋ³¹ ŋəi³¹ hɘi⁴³ hɘi³² hoŋ³³ həi³¹ jɔŋ²¹ hei³¹ jɔŋ²¹ hɘi²¹ʔ² joŋ²² jɜi²¹ʔ³ joŋ²³¹ hëi³²ʔ³ joŋ³³ ŋi³¹ʔ 

414 错 (错了) ɕo⁵⁵³ tɕɔ⁵⁵ tɕo⁴⁵ tɕɔ⁵⁵ tɕaːk⁴⁵ tɕo⁵⁵ tɕaːk⁴⁴ tsaːk⁴⁵ tsaːk⁴⁴ tsaːk⁴⁵ 

415 快 həi⁴² jɔŋ³⁵ waːi⁴⁵ waːi⁵⁵ ʋɐi⁴⁵ jɔŋ³⁵ wɐi⁴⁵ wɐi⁴⁵ wɐi⁴⁵ wɜi⁴⁵ 

416 慢 jɐŋ³⁵³ nəŋ³³ peŋ³³ teŋ²¹³ nɤ³² nɜm⁵³ nɜm³¹ nɐm̥⁵⁴ʔ, 
wɐi²¹ʔ² nɜm̥⁵⁴ʔ wɐi³²ʔ³ wɜi³¹ʔ 

417 曲，弯曲 ŋɐu⁵⁵³ kɐu²⁴ koŋ³³ koŋ³⁴ kɐu²³¹ kɐu²¹³ koŋ⁵³ kɐu²³¹ kɐu²³¹ kɐu²³¹ 

418 朽 (腐朽) ʔdʊk⁵⁵ ʔdok⁵⁵ ŋɐu²¹ ʔjɐt⁵⁵ ʔdʊk⁵⁵ ʔdʊk⁵⁵ ʔdʊk⁵⁵ ɗok⁵⁵ ɗʊk⁵⁵ ɗʊk⁵⁵ 

419 松(土很松) 
sɔ̪ŋ³⁵³, 
ʔbɔŋ³⁵³ 

sɔŋ²⁴ ʔbɔŋ²⁴ ʔbɔŋ²⁵ ʔbɔŋ⁵³ ʔbɔŋ³⁵ ʔbɔŋ⁵̥⁴ʔ θɔŋ⁵̥⁴ʔ ɓo⁵⁴ʔ ɓɔŋ⁵⁴ʔ 

420 松(捆得松) ʔbɔŋ³⁵³ sɔŋ²⁴ lɔŋ²⁴ lɔŋ²⁵ sɔ̪ŋ⁵³ sɔ̪ŋ³⁵ sɔ̪ŋ⁵̥⁴ʔ ɓɔ⁵⁴ʔ sɔŋ⁵̥⁴ʔ θɔŋ⁵⁴ʔ 

421 紧(捆得紧) ʔdɐt⁵⁵ mɐn⁵⁵ ʔnɐt⁵⁵ ʔdɐt⁵⁵ ʔdɐt⁵⁵ ʔdɐt⁵⁵ ʔdɐt⁵⁵ ɗɐt⁵⁵ mɐn³²ʔ³ mɐn³¹ʔ 

422 辣 maːn⁴² maːn³¹ maːn⁴³ maːn³² maːn³¹ maːn³¹ maːn²¹ʔ² maːn²¹ʔ³ maːn³²ʔ³ maːn³¹ʔ 

423 甜 waːn³⁵³ tiəm²⁴ waːn²⁴ waːn²⁵ ʋaːn⁵³ waːn³⁵ 
waːn̥⁵⁴ʔ, 
tiːm²³¹ ʔwaːn⁵̥⁴ʔ waːn̥⁵⁴ʔ waːn⁵⁴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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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酸 sɐ̪m³³ sɐm³³ sɜm³³ som³⁴ sɜ̪m⁴⁵³ sɐ̪m³³ laːn²¹⁴ laːn²¹⁴ laːn²¹⁴ laːn²¹⁴ 

425 咸 haːm²³² hɐːm²⁴ haːm²¹³ haːm²¹³ haːm²³¹ haːm²¹³ haːm²³¹ hɑːm²³¹ hɑːm²³¹ haːm²³¹ 

426 苦 hɑm²³² hɑm²⁴ hɐm²¹³ hɐm²¹³ hɐm²³¹ hɑm²¹³ hɑm²³¹ hɑm²³¹ hɑm²³¹ hɑm²³¹ 

427 生 (肉) ʔdɪp⁵⁵ ʔdɪp⁵⁵ ʔdɪp⁵⁵ ʔdip⁵⁵ ʔdɪp⁵⁵ ʔdɜp⁵⁵ ʔdɪp⁵⁵ θiːŋ⁵̥⁴ʔ ɗɪp⁵⁵ ɗɪp⁵⁵ 

428 熟 ɕʊk²¹ tɕok²² tɕʊk²² tɕok²², 
klɐm³²³ 

tɕok²² tɕʊk⁵⁵ tɕok²² tsok²² tsʊk²² tsok²² 

429 恶心(想吐) ʔdɐt⁵⁵ kʌm⁵³⁴ sɪm²⁴ maːn⁴³ sim²⁵ ȵɜŋ²¹³ sɪ̪m⁵³ ʔbʌn⁴⁵ sɜ̪m³⁵ ȵɜn²¹ (ɣuːk¹²) ȵɐn²¹⁴ sɪm⁵⁴ʔ tsiːŋ⁴⁵ θɪm⁵⁴ʔ ɲɪn²¹⁴ 

430 饱 ȵɪm⁵⁵³ ȵɪm⁵⁵ ʔjɪm⁴⁵ ʔim⁵⁵ ʔɪm⁴⁵ ʔȵɜm⁵⁵ ʔȵɪm⁴⁵ ʔɪm⁴⁵ ʔɪm⁴⁵ ʔʊm⁴⁵ 

431 嚼 ȵaːi³³ ȵaːi³³ ȵaːi³³ ȵaːi³⁴ ȵaːi⁴⁵³ ȵaːi³³ ȵaːi⁵³ ȵaːi⁵³ ȵaːi⁵³ ɲaːi⁵³ 

432 舔 ji²³² ɣɯːi²⁴ keɐm²¹ li²¹³ ɣi²³¹ ɣi²¹³ ta²³¹ ta²³¹ jëi²³¹ wɯːi²³¹ 

433 吞 ʔdən³³ ʔdɜn³³ ʔdən³³ ʔdən³⁴ ʔdʌn⁴⁵³ ʔdɜn³³ ʔdɤn⁵³ nɔən²¹⁴, 
ɗɜn⁵³ 

ɗɜn⁵³ ɗɯn⁵³ 

434 吻 cɪp⁵⁵ tɕəp⁵⁵ tɕʊp⁵⁵ tɕʊp⁵⁵ tɕʌp⁵⁵ tɕɜp⁵⁵ tɕɪp⁵⁵ tsɜp⁵⁵ tsɜp⁵⁵ tsʊp⁵⁵ 

435 打哈欠 jɐu³³ jəm²³² ʔa³³ ɣʊm²⁴ lɐu³³ ŋaːp⁵⁵ lɐu³¹ lʊm²¹³ ɣa⁵³ ɣʌm²³¹ ha³³ ɣɜm²¹³ ʔa³³ ɣɛm̙²³¹ ʝɐu⁵⁴ʔ ʝɜm²³¹ ha⁴⁵ jɪm²³¹ jaːu⁵⁴ʔ jʊm²³¹ 

436 打鼾 kjɐn³⁵³ cɐn³⁵ kɐn²⁴ klɐn²⁵ çɐn⁵³ cɐn³⁵ kɛn̙⁵̥⁴ʔ ta²³ lou²³¹ cjɜn̥⁵⁴ʔ pɛːŋ⁴⁵ lu²³¹ 

437 打喷嚏 ʔɜk²¹ su̪ei³⁵³ ʔa³³ ɕuːi³⁵ ʔɐt²² tɕiːu²⁴ ʔat³⁴ tɕiːu²⁵ ʔak⁵⁵ tɕiu⁵³ ʔɐk³³ tsu̪ːi³⁵ ʔa³³ tɕɯːi⁵⁴ʔ ʔa³³ tsʰɯːi²³¹ ʔa³³ tsi⁵⁴ʔ ʔɜi⁴⁵ tsɯːi⁵⁴ʔ 

438 喊 su̪ən³³ heɜu⁵⁵, 
heɜm⁵⁵ 

heːm⁴⁵ jeɐm⁵⁵ heːm⁴⁵, 
sɯ̪ːn⁴⁵³ 

jeːm⁵⁵ jeːm⁴⁵ θɯːn²³¹, 
jiːm⁴⁵ 

hɪːm⁴⁵ hɛːm⁴⁵ 

439 骂  ʔda⁵⁵³ ʔda⁵⁵ tiːu³³ ʔda⁵⁵ ʔda⁴⁵ ʔda⁵⁵ hɔːŋ²³¹ ɗa⁴⁵ ɗa⁴⁵ ɗa⁴⁵ 

440 哭 tɐi³³ tɜi³³ tɐi³³ tɜi³⁴ tɐi⁵³ tɐi³³ tɐi⁵³ tɐi⁵³ tɐi⁵³ tɜi⁵³ 

441 告诉 ȵɪn⁴² lɜn³¹ lən⁴³ lən³² lʌn³¹ lɜn³¹ lɤn²¹ʔ² lɜn²¹ʔ³ lɜn³²ʔ³ nɐu²³¹ 

442 张 (嘴) ʔa³³ hoːi²⁴ ʔa³³ ŋa³⁴ ʔŋa⁴⁵³ ʔŋa³³ ŋa⁵³ ʔŋa⁵³ ŋa⁵³ ŋa⁵³ 

443 开 (门) haːi³⁵³ hoːi²⁴ hoːi²⁴ oɛi²⁵ hoːi⁵³ wˠoːi³⁵ hoːi⁵⁴ʔ hoːi⁵⁴ʔ hoːi⁵⁴ʔ hɜi⁵⁴ʔ 

444 关 (门) kweɛn³⁵³ kuən³⁵ keːn²⁴ kweːn²⁵ hʌm⁴⁵, 
kweːn⁵³ 

kuən³⁵ kwe̙ː n⁵̥⁴ʔ kuːi⁵⁴ʔ kweːn⁵⁴ʔ kwaːn⁵⁴ʔ 

445 跑 kwaːŋ⁴² puət³³ teou²⁴ teɜu²¹³ ɣɐi²¹⁴ puːt³³ tɛːu²³¹ teːu²³¹, 
puət⁴⁵ teːu²³¹ tɛ²³¹ 

446 骑  kuei⁴² kɯːi³¹ kui⁴³ kwi³² çɯːi³¹ cuːi³¹ kɯ⁴⁵ kɯ²¹ʔ³ kɯːi³²ʔ³ kɯːi²³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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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爬(在地上

爬) 
jɐi⁴² ɣɯən²⁴ luən²¹³ luən²¹³ ɣaːi³¹ pa²¹³ pɛ²̙³¹, ɣɛ̙ː i²¹ʔ² ʝaːi²¹ʔ³ jaːi³²ʔ³ jaːi³¹ʔ 

448 爬上 (树) peɛn²³² pˠən³⁵ pɪn²⁴ pleːn²¹³ peːn²³¹ puən²¹³ peːn²³¹, 
pɪn̙⁵̥⁴ʔ 

pˠeːn²³¹ peːn²³¹, 
pɪn̥⁵⁴ʔ 

pɯn⁵⁴ʔ 

449 跳 tiou⁵⁵³ tiu⁵⁵ tiːu⁴⁵ tiːu⁵⁵ tiːu⁴⁵ tiːu⁵⁵ tiːu⁴⁵ tiːu⁴⁵ tiːu⁴⁵ tiɤi⁴⁵ 

450 踢 tɪk⁵⁵ teɐk³³ tɪk⁵⁵ tik⁵⁵ teːk⁴⁵ teak³³ teːk⁴⁴ teak⁴⁵ teːk⁴⁴ tɛːk⁴⁵ 

451 跳舞 teɜu²³ ʔu⁵⁵³ jɤ³³ nəi³⁵ tiːu³³ mu²¹ tiːu³⁴ mɔu³²³ tiːu⁴⁵ ʔu⁴⁵³ tiːu⁵⁵ mɔu²¹ tiːu⁴⁵ ʔu⁵³ ti:u⁴⁵ ʔu⁵³ tiːu⁴⁵ ʔu⁵³ tiɤi⁴⁵ ʔu⁵⁴ʔ 
452 拥抱 

(两个～起来) 
koɐt³³ ɣɤɜp³³ kɔːt⁵⁵ lɔːp³⁴ ɣɔːp⁴⁵ ɣɔːp³³ ɣo̙ːp⁴⁴ ʝoəp⁴⁵ koːt⁴⁴, joːp⁴⁴ jɔːp⁴⁵ 

453 弯 (腰) kʊm²¹ koŋ⁵⁵ koŋ³³ kɐu²¹³ koŋ⁴⁵ kɔŋ³³ koŋ⁴⁵ koŋ⁴⁵ koŋ⁴⁵ kʊm³¹ʔ 

454 跪 kwəi⁴² kwɜi³¹ kɘi⁴³ kwɘi³² kwəi³¹ kwei³¹ kwɘi²¹ʔ² kwɜi²¹ʔ³ kwëi³²ʔ³ kwi²³¹ 

455 挑 (水) jaːp³³ ɣaːp³³ laːp⁵⁵ laːp³⁴ ɣaːp⁴⁵ ɣaːp³³ ɣɛ̙ː p⁴⁴ ʝaːp⁴⁵ jaːp⁴⁴ jaːp⁴⁵ 

456 抬 juəm³⁵³ ɣɐːm³⁵ kaːŋ²⁴ kwaŋ²⁵ ɣaːm⁵³ ɣaːm³⁵ ɣɛ̙ː m̥⁵⁴ʔ ʝaːm̥⁵⁴ʔ jaːm̥⁵⁴ʔ jaːm̥⁵⁴ʔ 

457 去  pɐi³⁵³ pɜi³⁵ pɐi²⁴ pɜi²⁵ pɐi⁵³ pɐi³⁵ pɐi⁵⁴ʔ pɐi⁵⁴ʔ pɐi⁵⁴ʔ pɜi⁵⁴ʔ 

458 进入 hɐu³³ hɐu³³ hɐu³³ hɐu³⁴ hɐu⁴⁵³ hɐu³³ hɐu⁵³ hɐu⁵³ hɐu⁵³ hɐu⁵³ 

459 出 ʔoɐk³³ ʔɔɜk³³ ʔoɐk⁵⁵ ʔoak³⁴ ʔɔːk⁴⁵ wˠoak³³ ʔɔːk⁴⁴ ʔɔːk⁴⁵ ʔoːk⁴⁴ ʔɔːk⁴⁵ 

460 回来 ma³⁵³ ma³⁵ ma²⁴ ma²⁵ ma⁵³ ma³⁵ ma⁵⁴ʔ ma⁵⁴ʔ ma⁵⁴ʔ ma⁵⁴ʔ 

461 干活 ku²¹ hoɐŋ³⁵³ ku²² hɔəŋ³⁵ tɕoːi²¹ hoɐŋ²⁴ ku²² wɐŋ²⁵ ku³³ hɔːŋ⁵³ ku³³ wˠɐŋ³⁵ ku³³ hɔːŋ⁵̥⁴ʔ ku²² ʝɔːŋ⁵̥⁴ʔ ku²² hoːŋ⁵̥⁴ʔ kɔ²³ hɔːŋ⁵̥⁴ʔ 

462 做 ku⁴² ku³¹ tɕoːi⁴³ ku³² ku³¹ ku³¹ ku²¹ʔ² ku²¹ʔ³ ku³²ʔ³ kɔ³¹ʔ, kɔ²¹⁴ 

463 买 ɕɜɯ²¹ tɕɤ⁵³⁴ ʔɐu²⁴ tɕɤ³²³ tɕɤ²¹⁴ tɕɐu²¹ tɕɤ²¹⁴ tsɤ²¹⁴ tsɤ²¹⁴ tsɯ²¹⁴ 

464 卖  kaːi³⁵³ kaːi³⁵ kaːi²⁴ kaːi²⁵ kaːi⁵³ kaːi³⁵ kaːi⁵⁴ʔ kaːi⁵⁴ʔ kaːi⁵⁴ʔ kaːi⁵⁴ʔ 

465 偷   ɕak²¹ tɕɐk²² tɕak²² tɕak²² tɕak²² tɕɐk¹¹ tɕak²² tsak²² tsɛk̙²² tsɐk²² 

466 缴,交 (税) kjaːu³⁵³ kjiu³³ kiu³³ naːp³² kiːu⁴⁵³ kaːu³⁵ kiːu⁵³ ciːu⁵³ ciːu⁵³ kaːu⁵⁴ʔ 

467 捆绑 ɕɔk²¹ taːu²⁴ tɕʊk²², 
taːu²¹³ 

tɕok²² tɕok²² tɕʊk⁵⁵ tɕok²² tsok²² tsʊk²², 
taːu²³¹ 

tsok²² 

468 拴 (马) taːu²³² taːu²⁴ taːu²¹³ taːu²¹³ taːu²³¹ taːu²¹³ taːu²³¹ taːu²³¹ taːu²³¹ taːu²³¹ 

469 解开 ke³³ ke³³ ke³³ ke³⁴ ke⁴⁵³ ce³³ ke⁵³ ke⁵³ ke⁵³ kɛ⁵³ 

470 炒 ɕaːu³³ tɕaːu³³ tɕaːu³³ tɕaːu³⁴ tɕaːu⁴⁵³ tɕaːu³³ tɕaːu⁵³ tsaːu⁵³ tsaːu⁵³ tsaːu⁵³ 

471 蒸 ɕɜŋ³⁵³ tɕɐŋ³⁵ naŋ³³ tɕɜŋ²⁵ tɕɤŋ⁵³ tɕʌŋ³⁵ tɕɤŋ⁵̥⁴ʔ tsɜŋ⁵̥⁴ʔ tsəŋ⁵̥⁴ʔ pɔŋ⁴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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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煮 ɕɜɯ³³ tɕɤ³³ tɕɘi³³ tɕɤ³⁴ tɕɤ⁴⁵³ tɕɐu³³ tɕiːu⁵⁴ʔ tsiːu⁵⁴ʔ tsʰiːu⁵⁴ʔ tsiɤi⁵⁴ʔ 

473 熬 (酒) ŋaːu⁴² ŋaːu³¹ ŋaːu⁴³ ŋaːu³² ŋaːu³¹ ŋaːu³¹ ŋaːu²¹ʔ² ŋaːu²¹ʔ³ ŋaːu³²ʔ³ ŋaːu³¹ʔ 
474 舂 

(米) 
tɐm³⁵³ tɐm³⁵ tɐm²⁴ tɐm²⁵ tɐm⁵³ tɐm³⁵ tɐm̥⁵⁴ʔ tɐm̥⁵⁴ʔ tɐm⁵⁴ʔ kjʊk⁵⁵ 

475 磨 (米) mu⁴² mu³¹ mu⁴³ mu³² mu³¹ mu³¹ mu²¹ʔ² mu²¹ʔ³ mou³²ʔ³ ma³¹ʔ 

476 织 (布) tɐm³³ tɐm³³ tɐm³³ tɐm³⁴ tɐm⁴⁵³ tɐm³³ tɐm⁵³ tɐm̥⁵⁴ʔ tɐm⁵³ tɐm⁵⁴ʔ 

477 缝 ȵɪp²¹ ȵɜp²² ȵɪp²² ȵip²² ȵɪp²² ȵɜp¹¹ ȵɪp²² ȵep²² ȵɪp²² ɲɪp²² 

478 染 (布) ȵʊm²¹ ȵɜm⁵³⁴ ȵɪm²¹ ȵim³²³ ȵɪm²¹⁴ ȵɜm²¹ ȵɜm²¹⁴ ȵɐm²¹⁴ ȵɜm²¹⁴ ɲʊm²¹⁴ 

479 穿 tɐn³³ tɐn³³ tɐn³³ tɐn³⁴ tɐn⁴⁵³ tɐn³³ tɐn⁵³ tɐn⁵³ tɐn⁵³ tɐn⁵³ 

480 脱 tuət³³ toɜt³³ tɔːt⁵⁵ toɐt³⁴ tɔət⁴⁵ toɐt³³ tɔːt⁴⁴ tɔət⁴⁵ toːt⁴⁴ tɔːt⁴⁵ 

481 放 (下) ɕuəŋ⁵⁵³ tɕuəŋ⁵⁵ tɕuəŋ⁵⁵ tɕuəŋ⁵⁵ tɕoŋ⁴⁵ tɕuəŋ⁵⁵ tɕoŋ⁴⁵ tsoŋ⁴⁵ tsuːŋ⁴⁵ tsɔːŋ⁴⁵, θɐt⁵⁵ 

482 晾 (衣物) laːŋ⁴² taːk³³ saːu²⁴ laːŋ³² laːŋ⁴⁵ laːŋ³¹ laːŋ⁴⁵ laːŋ⁴⁵ laːŋ⁴⁵ laːŋ⁴⁵ 

483 晒 taːk³³ taːk³³ taːk⁵⁵ taːk³⁴ taːk⁴⁵ taːk³³ taːk⁴⁴ taːk⁴⁵ taːk⁴⁴ taːk⁴⁵ 

484 剪 (绳子) jɐt²¹ ɣɐt²² lɐt²² lɐt²² ɣɐt²² ɣɛt¹¹ ɣɛt̙²² ʝɜt²² jɐt²² jet²² 

485 割 (草) kwe³³ kɣɤ³³ kɐn²¹³ kwɐn²¹³ kwe⁴⁵³ kwɐn²¹³ kaːt⁴⁴ kaːt⁴⁵ kaːt⁴⁴ kaːt⁴⁵ 

486 挤  ȵɐn³³ ȵən³³ ȵɐn³³ ȵɐn³⁴ ȵɐn⁴⁵³ ȵɐn³³ ȵɐn⁵³ nɐn⁵³ ȵɐn⁵³ nɐn⁵³ 

487 搓 (绳) no³⁵³ mən³³ lɐn²¹³ lɐn³²³ sa̪ːt⁴⁵ lɐn²¹³ sa̪ːt⁴⁴ nu⁵⁴ʔ saːt⁴⁴ θaːt⁴⁵, nu⁵⁴ʔ 

488 剃 tɐi⁵⁵³ ti⁵⁵ tɐi⁴⁵ tɜi⁵⁵ ti⁴⁵ ti⁵⁵ ti⁴⁵ ti⁴⁵ tëi⁴⁵ ti⁴⁵ 

489 破  ʔboɐŋ⁵⁵³ waːi³¹ ʔboɐŋ⁴⁵ ʔboaŋ⁵⁵ ʋaːi³¹ pˠɔŋ⁵⁵ po̙ːŋ⁴⁵ pˠɯːk⁴⁵ waːi³²ʔ³ pjɔŋ⁴⁵ 

490 灭 miət⁴² ʔdɜp⁵⁵ ʔdɐp⁵⁵ ʔdɐp⁵⁵ fɔk²² ʔdɐp⁵⁵ me̙ː t⁴⁴ ɗɐp⁵⁵ ɗɐp⁵⁵ mjɤːt⁴⁵ 

491 熄 (灯) ʔdɑp⁵⁵ ʔdɐp⁵⁵ ʔdɐp⁵⁵ ʔdɐp⁵⁵ ʔdɐp⁵⁵ ʔdɐp⁵⁵ ʔdɐp⁴⁴ ɗɐp⁵⁵ ɗɐp⁵⁵ ɗɐp⁵⁵ 

492 埋 mɔk⁵⁵ mɔk⁵⁵ muən³³, 
hɐm²⁴ 

mɔk⁵⁵ ʔʌm⁴⁵, mɔk⁵⁵ mɔk⁵⁵ hɑm̥⁵⁴ʔ mɔk⁵⁵ hɑm̥⁵⁴ʔ kɐm⁵⁴ʔ, 
mɔk⁵⁵ 

493 挑选 keɛn³³ suən³³ keːn³³ keːn³⁴ se̪ːn⁴⁵³ ceːn³³ si̪ːn⁵³ θiːn⁵³ siːn⁵³ θɛːn⁵³ 

494 沉 ɕɐm³⁵³ tɕɐm³⁵ tɕɐm²¹³ tɕɐm²⁵ tɕɐm⁵³ tɕɐm²¹³ tɕɐm̥⁵⁴ʔ tsɐm̥⁵⁴ʔ tsɐm̥⁵⁴ʔ tsɐm⁵⁴ʔ 

495 想要 ʔɐu³⁵³ ʔɐu³⁵ ʔɐu²⁴ ʔɐu²⁵ ʔɐu⁵³ ʔɐu³⁵ ʔɐu⁵⁴ʔ ʔɐu⁵⁴ʔ ʔɐu⁵⁴ʔ ʔɐu⁵⁴ʔ 

496 有  məi²³² məi²⁴ mɜi²¹³ mɘi²¹³ məi²³¹ məi²¹³ mɘi²³¹ mɐi²³¹ mëi²³¹ mi²³¹ 

497 发抖 sɐ̪n²³² sɐn²⁴ sɐn²¹³ sɐn²¹³ sɐ̪n²³¹ sɐ̪n²¹³ sa̪n²³¹ θɐn²³¹ nɐn⁴⁵ nɐn⁴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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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 隐藏 ɕɐu³⁵³ tɕɐu³⁵ su²⁴ su²⁵ jo⁴⁵³ su̪³⁵ jɔ⁵⁴ʔ jɐu⁴⁵ jɐu⁴⁵, jo⁵⁴ʔ jɐu⁴⁵ 

499 隐瞒 muən²³² muən²⁴ muən²⁴ jaːn³²³ muːn²³¹ muən³⁵ muːn²³¹ muən²³¹ muːn²³¹ mɤːn²³¹ 

500 数 (动词) ke⁵⁵³ ke⁵⁵ ke⁴⁵ ke⁵⁵ ke⁴⁵ ke⁵⁵ ke⁴⁵ ke⁴⁵ ke⁴⁵ kɛ⁴⁵ 

501 做梦 pɐŋ²¹ hən²³² lɔ⁵⁵ 
lo⁴⁵poɐŋ²¹ 
hɜn²¹³ 

lɔ³² ploaŋ²¹ 
hən²¹³ nɪn²³ mɔŋ³¹ 

lo⁵⁵ poɐŋ³¹ 
hɜn³⁵ lɔ⁴⁵ mɔŋ²¹ʔ² 

pɔ³³ pɔŋ²² 
hɐn²³¹, lɔ³³ 
mɔŋ²¹ʔ³ 

lo⁴⁵ mʌŋ³²ʔ³, 
lo⁴⁵ pjoŋ²² 
hɜn²³¹ 

kɔ²³ mɔŋ³¹ʔ, 
faːŋ²³ hɯn²³¹ 

502 忘记 ləm²³² lɐm²⁴ 
ŋ⁴̩⁵kɐn³³ 
kɘi⁴⁵, mɔŋ²¹ 
kɘi⁴⁵ 

lʊm²¹³ lʌm²³¹ lɜm²¹³ ku²² lɜm²³¹ lɜm²³¹ lɐm²³¹ kaːu³² lʊm²³¹ 

503 听见 ʔdɐi³³ ȵi³⁵³ ʔdɜi³³ ŋi³⁵ tɪŋ⁴⁵ lou²¹³ lɜŋ³⁴ ȵi²⁵ ʔɐi³³ ȵi⁵³ tɪŋ⁵⁵ ɣeː n³⁵ ʔdɐi³³ ŋɪ⁵⁴ʔ teŋ⁴⁵ ŋi⁵⁴ʔ ʔnəŋ³³ ŋëi⁵⁴ʔ ɗɜi⁵³ ɲi⁵⁴ʔ 

504 爱 ʔəi⁵⁵³ maːi⁵⁵ maːi³³ maːi³⁴, 
klɘi²¹³ 

ʔəi⁴⁵, çɐi²³¹ maːi³³ ʔɘi⁴⁵ ʔɜi⁴⁵ ʔëi⁴⁵, ŋaːi⁴⁵ ŋaːi⁴⁵ 

505 射击 si̪ət⁴² ȵɪŋ²⁴ hɪŋ²¹³ ȵiŋ²¹³ ȵɪŋ²³¹ ȵɪŋ²¹³ ȵɪŋ²³¹ ȵiŋ²³¹ ȵɪŋ²³¹ ɲɪŋ²³¹ 

506 种 (菜) nɐm³⁵³ nɐm³⁵ ʔdɐm²⁴ ʔdɐm²⁵ ʔdɐm⁵³ ʔnɐm³⁵ ʔdɐm̥⁵⁴ʔ ɗɐm̥⁵⁴ʔ ɗɐm̥⁵⁴ʔ ɗɐm⁵⁴ʔ 

507 结 (果子) kiət³³ kiət³³ pɐn²¹³ pɐn²¹³ kiːt⁴⁵ ciːt³³ kiːt⁴⁴ ciːt⁴⁵ kiːt⁴⁴ kiɤt⁴⁵ 

508 洗澡 ta³³ ɕɐm²¹ ta⁵⁵ tɕɐm⁵³⁴ suːi³³ ʔdaːŋ²⁴ ta³⁴ tɕɐm³²³ sɯ̪ːi⁴⁵ 
tɕɐm²¹⁴ 

ta⁵⁵ tɕɐm²¹ sɯ̪ːi⁴⁵ 
tɕɐm²¹⁴ 

θi⁴⁵ tsɐm²¹⁴ tsɐm²¹⁴ ɗa⁵⁴ʔ tsɐm²¹⁴ 
ɗaːŋ⁵̥⁴ʔ 

509 还没有 ɕɐŋ²³² tɕɐŋ²⁴ tɕaŋ²¹³ tɕɐŋ²¹³ tɕaŋ²³¹ tɕɐŋ²¹³ tɕɐŋ²³¹ tsaŋ²³¹ tsɐŋ²³¹ tsɐŋ²³¹ 

510 是 sə̪i⁴² səi³¹ sɘi²¹ sɘi³² sə̪i³¹ se̪³¹ sɘ̪i²¹ʔ² θɜi²¹ʔ³ sëi³²ʔ³ θi³¹ʔ 

511 把(一把刀) faːk²¹ faːk²¹, pa³³ pa³³ faːk³⁴ pa⁴⁵³, fak²² pa³³ fɐk²² fɐk²² fak²² faːk¹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