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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调查就云南省鹤庆县北部地区彝族使用的夸恩斯话(即夸萼氏话)和其他相关彝语支语种进行

社会语言学方面的初步整理，并对该地区各彝语支语种之间相互通解度和词汇相似度进行初步评估

。本次调查共搜集整理出五种不同的语种： 夸恩斯话（Kua-nsi）、夸玛斯话（Kuamasi）、莱兹

斯话（Laizisi）、子逋斯话（Zibusi），以及锁内嘎话（Sonaga）。根据初步评估，笔者认为，这

五种方言之间的相互通解度都极为有限。而根据词汇相似度评分和来文史特编辑距离

（Levenshtein distance）分析，与夸恩斯话最接近的彝语方言，是云南永胜县彝族使用的他留话

（Talu）。调查发现，所有这些彝语方言都体现着其他彝语次支中部方言典型特征，如腊罗话

（Lalo）和倮倮话（Lolo），而这些方言都是濒危语言，其中，夸恩斯话的使用者有 5000多人，

锁内嘎话 2000多人，这两种方言可以算作这一地区语言、文化生命力最强的彝语方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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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致谢致谢致谢致谢 

本文作者对鹤庆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绞雄才先生及鹤庆县文化馆的段德三先生表示感谢，没有

他们的支持，本次实地调查工作不可能取得圆满成功。他们不仅对此次研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

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他们还指派人员陪同协助我们的实地考察，安排我们采访村民，以采

集数据。 

笔者还要以个人的名义感谢鹤庆县六合乡三戈庄村的子海伟先生，他陪同我们亲历整个行程，

为我们翻译白语、夸恩斯彝语以及汉语。他还为本文的词表做了实录与翻译工作。此外，我们要感

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鹤庆县的村民，他们非常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让我们的工作可以按时顺利地

完成。 

2 导言导言导言导言 

2.1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彝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总人口达 540万人， 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

四川和贵州1。彝族也是中国最具有多样性的少数民族之一，拥有众多支系，而每一个支系都有各

自不同的风俗、传统服饰和语言。2 

此次研究走访的鹤庆县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北部（见图 1）。 

图图图图 1. 云南省鹤庆县所在位置云南省鹤庆县所在位置云南省鹤庆县所在位置云南省鹤庆县所在位置 

 

 

 

 

 

 

 

 

 

 

 

 

                                                   

1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3）2000年的普查，是 5,416,021。 
2 Gordon(2005) 在中国彝族中辨别出 30 多种不同的语言,比任何一个其他民族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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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的彝族与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白族以及汉族杂居。彝族数量占全县人口的 5%（见表格

1）。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1. 鹤庆县人口民族构成鹤庆县人口民族构成鹤庆县人口民族构成鹤庆县人口民族构成 

民族 
人口  

（单位：人）
3
 

占鹤庆县总人口的

百分比 

白 142 035 57.1 

汉 85 998 34.5 

彝 13 446 5.4 

其他（苗族、傈僳族

等） 
7 551 3.0 

如图 2所示，鹤庆有三个主要彝族人口分布，这三个部落都有不同的汉语名称：1. 居住在鹤

庆县政府所在地以西山区的“锁内嘎人（黑话人）”；2. 居住在鹤庆县政府以东山区的“夸恩斯

人（白依人）”； 3. 居住在鹤庆县东南角四角山下的“利仆人”。4 

图图图图 2. 鹤庆县彝族人口分布鹤庆县彝族人口分布鹤庆县彝族人口分布鹤庆县彝族人口分布5 

 

 

 

 

 

 

 

 

 

 

 

 

                                                   

3 数据来源于 2000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2003）。 
4 见《鹤庆县志》（1991）第 741页，以及《鹤庆县草海镇》（2007），“利仆”与另外一个西部彝族支系“利泼”系是否

同属一支系，并不明确。 
5 本文中所用地图为作者设计，设计之时采用了《云南省地图集》（2002）中鹤庆县的扫描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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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彝族彝族彝族彝族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支系支系支系支系 

夸恩斯（也被称作夸萼氏）支系人口大约 5000人，他们与其他彝族支系、白族以及傈僳族杂

居，主要居住于鹤庆县政府所在地东边的六合乡。据鹤庆县志记载，夸恩斯的祖先在唐朝时期被称

为“施蛮”或“顺蛮”，其后裔，根据永胜县志记载，还包括居住在鹤庆以北，永胜县的另外一个彝族

支系，该支系被称为“纳若”或“子彝泼”。6  

在此次调查中，夸恩斯支系用汉话称呼自己“白依”7，而用本族语言时，才会使用“夸恩斯” 
[kʰua³³ n̩²¹ sɿ⁵⁵] 这个词汇。“夸恩”指的是他们生活和居住的地方，“斯”的意思是“人”。段令     
（1998）将其翻译成汉语“夸恩斯”。 

 夸恩斯人至今还保留着浓烈的民族文化特性和传统习俗。他们利用火草纺织白布，制作传统民

族服饰，从而被称为“穿白衣的民族”。 夸恩斯人还流传着许多民间传说，其中最为熟知的故事讲

述夸恩斯人搬迁到现在所居住的地方的过程。据说，有一对夫妇，他们的小孩被大马蜂咬死。他们

为了给孩子报仇，抓了一只大马蜂，在大马蜂身上拴了根白色的软纸，然后跟踪它。那只大马蜂带

领他们到夸恩斯人现在住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大马蜂的窝，就烧了它，给小孩报了仇。最

后他们发现那里的地很好，就搬到那里定居，繁衍生息。 

 夸恩斯人还有独特的求偶方式，这种婚俗叫做“窜青春棚”，年轻女子晚间三五成群聚在其中一

名女孩的卧室里，年轻男子弹奏二胡而来，如果男子的二胡吸引住其心仪女子的芳心，那么他便可

以留下来与她畅谈直至深夜。8 

2.3 鹤庆地区其他彝族支系鹤庆地区其他彝族支系鹤庆地区其他彝族支系鹤庆地区其他彝族支系 

关于 2.1提到的鹤庆县其他彝族支系的研究不多， 《鹤庆县草海镇》（2007）中对这些支系

的风俗做了简单介绍， 段令和胡春（2000）在其论文中也提到过“黑话”彝族支系，还发表了一个

词表9，该词表取自居住在洱源县政府所在地附近大松甸的彝族支系，这个支系与图 2所示的“黑话

彝”所处的地理位置相隔 50多公里。根据共享词汇库（shared vocabulary)的初步分析，两个支系

使用同一言语变体的说法是可疑的。10 

 通过采访鹤庆民族事务局，我们了解到，在鹤庆除了“黑话”和“利仆”之外，还有很多彝族支

系。在六合乡，除了夸恩斯之外，在松坪村还居住着一个彝族支系，夸恩斯人把他们叫做“[kʰua³³ 
ma³³ sɿ⁵⁵]”意思是“夸玛人”。 六合乡的东部和西部还有两个支系，夸恩斯人分别称他们为[zɿ²¹ 
pɯ⁵⁵ sɿ⁵⁵]” 和 “[sɿ²¹ pʰɨ²̪¹ sɿ⁵⁵].”这些彝族支系被汉族统称为彝。 

2.4 语言学分类语言学分类语言学分类语言学分类 

 彝族语言的语言学分类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彝（倮倮）语支彝（倮倮）语组。11 倮倮一词

由于词性上的贬义，很少被中国以及西方语言学家所使用。取而代之的是，中国语言学家简单地把

这一语组笼统地称为“彝语组”，并把彝语根据地理位置划分为六大主要方言。12 

                                                   

6 《永胜县志》（1989）第 93页。 
7 学术界对白彝的概念有些混乱，有时候夸恩斯被称为白彝，而在四川和云南，许多彝族支系也都被称作白彝。 
8 这条文化信息由鹤庆县六合乡三戈庄村的子海伟提供。关于夸恩斯文化风俗详见梁泼（2007）。 
9 段令、胡春（2000）第 563页。 
10 这里的“黑话”和鹤庆“黑话“的词汇对比见 5.3。 
11 Gordon (2005), 第 348页。 
12 王成有 (2003), 第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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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语系 

缅彝语支 

彝语组 怒语 缅语 

纳西语 傈僳语 拉祜语 哈尼语 彝语 

彝语东

部方言 

彝语西

部方言 

彝语南部

方言 

彝语北部

方言 

彝语中

部方言 

彝语东南部方

言 

腊罗话 尼苏话 诺苏话 倮倮朴话 撒尼话,阿细话,阿哲话 夸恩斯话 他留话 

 一些西方语言学家用“彝语次支(Ngwi)”来替代“彝语组”一词。“彝语次支 Ngwi”一词源于本名

“尼 Ni”的原型，“尼”经常出现在各种彝族支系的名称当中，如撒尼，尼苏等。Bradley将彝语次支

(Ngwi)分为四个方言：北部、中部、南部和东南部方言。13 

彝族有众多支系，每个支系都有自己独有的民族称谓，而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也给他们不同的名

称，这些自称和他称繁多，如黑彝、白彝、红彝、诺苏、戈泼、尼苏等。据《鹤庆县志》记载，夸

恩斯人属彝族戈泼支系，该支系的语言被统分为彝语西部方言。14 图 3是夸恩斯话分类示意图。 

图图图图 3. 中国学术界对夸恩斯中国学术界对夸恩斯中国学术界对夸恩斯中国学术界对夸恩斯话话话话的语言学分类的语言学分类的语言学分类的语言学分类15 

 

 

 

 

 

 

 

 

 

 

最近提出的一份夸恩斯词表16显示，夸恩斯话属于 Bradley等人提出的彝语次支（Ngwi）中部

次支。夸恩斯话里的“狗”念作[ʔu⁵⁵ nu²¹]，该词并不是源于彝语支原型“狗”的词根“*kwe2”，而是彝

语支原型动词“抓取”一词中的*na2，，，，前面加上名词前缀*a；又如，夸恩斯话里的“火”念作[ʔa⁵⁵ 
to²¹]，该词由表示“燃烧”的彝语支原型词根*ʔdukL，和前缀*a构成。以上两个例子仅存在于彝语次

支（Ngwi）中部方言里。17 Bradley提出的其他彝语次支（Ngwi）中部方言还有傈僳语、拉祜

语、撒尼话、倮倮话、腊罗话、利泼话、他留话等。图 4为 Bradley对夸恩斯话的语言学分类示意

图。 

夸恩斯话非常具有语言学意义，因为据 Bradley（2004）的研究，夸恩斯话属于濒临消失的彝

语次支（Ngwi）中部方言，其使用者聚居地尤为靠近永胜县的其他说彝语次支中部方言的彝族支

系。Bradley也提到纳罗（Naruo或 Naluo）（见 2.2节）支系使用的也是彝语次支（Ngwi）中部

                                                   

13 Bradley (2004)。 
14 鹤庆县志 (1991), 第 743页。 
15 见 戴庆厦 (1990), 第 434页, 以及王成有 (2003), 第 21页。 
16 郭百忍与子海伟 (2007)。 
17 关于这两个词汇在其他彝语次支中部方言的说法，详见 Bradley (2004)。Bradley的原始彝语构拟，见 Bradley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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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语系 

缅彝语支 

彝语次支（Ngwi） 怒语 缅甸语 

彝语次支

（Ngwi）  北部

彝语次支

（Ngwi）中部方

彝语次支（Ngwi）
南部方言 

彝语次支

（Ngwi）  东南

腊罗话 诺苏话、尼苏 傈僳语、拉祜 夸恩斯话 他留话 哈尼语 濮拉话 撒尼话 

方言，他还假设道，由于“彝语次支（Ngwi）中部方言在云南西北部的多样性最丰富，所以这里很

有可能正是这一次支的发源地。”18 

通过对夸恩斯彝族的采访，我们发现夸恩斯话在整个六合乡都是相通的。不同地区的方言变化

很少见，来自不同地区的夸恩斯彝族都能够毫无困难地相互交流。 

图图图图 4. Bradley 对夸恩斯方言语言学分类示意图对夸恩斯方言语言学分类示意图对夸恩斯方言语言学分类示意图对夸恩斯方言语言学分类示意图    

 关于夸恩斯话的主要特点可以参看段令（1998）。然而，迄今为止，鹤庆地区的各个彝语方言

还没有具体的文献资料，因此这一地区的各个彝语支系与夸恩斯话以及其他彝语次支（Ngwi)中部

方言有何关系，目前还不得而知。 

2.5 鹤庆地区通行的其他语言鹤庆地区通行的其他语言鹤庆地区通行的其他语言鹤庆地区通行的其他语言 

 鹤庆县属大理白族自治州所辖，因此，白族话是鹤庆使用最广泛的少数民族语言。白语同彝语

一般，同属汉-藏语系。白语当中也有很多中文借用词，总共有 8个声调，在语言学上算是比较多

声调的语言了。19 

 除此之外，汉语在鹤庆的使用范围也很广。在该地区汉语的方言形式是云南话，云南话同四川

话、贵州话、和广西话等被分类为中国北方方言的西南支系，统称为“西南官话”。只是在鹤庆地

区，这种西南官话受到了白族话的影响。20 

3 调查目的调查目的调查目的调查目的 

在 2008“国际语言年”大会的致辞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先生向全世界发

表了以下警示性的演说：“在未来的几代人的时间内，全世界现行使用的 7000多种语言中，将有

50%以上可能面临消失……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这关乎于数千种语言的消失……
我们共同的目标是确保语言多样性和多语种使用的重要性……得到认同。”21 

                                                   

18 Bradley (2004), 第 8页。 
19 Allen (2004), 第 1页。 
20 见Ming (2001), 第 5-6页, 第 29页。 
21 松浦晃一郎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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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次调查的目标是总体认识夸恩斯方言以及鹤庆北部地区各彝语支系方言的

语言发展形势。由于这些方言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文献考证，所以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把研究具

体化为以下目的： 

1. 人口分布统计。了解夸恩斯话以及周边彝语方言使用者的人口统计。 

研究重点：彝族的不同支系主要居住在哪里？他们的人口有多少？ 

2. 语言文献记录。就搜集到的不同彝语语种记录成初步的语言文献。 

3. 夸恩斯话中的方言差异。确定夸恩斯话的一致性。 

研究重点：a）夸恩斯话在不同地域的词汇相似度如何？b）所有的夸恩斯人是否都能相互

明白彼此的夸恩斯话？ 

4. 其他彝语方言的差异。对夸恩斯话及其附近彝族方言作初步的通解度评估。 

研究重点：a）夸恩斯话同其他彝语语种在词汇上的相似度如何？b)夸恩斯话同其他彝语语

种在语音上的相似度如何？c) 不同的彝族支系对彼此语种的理解程度如何？ 

5. 语言活力。收集夸恩斯支系和周边其他彝族支系的语言及文化活力相关信息，有助于确定这

些地区是否有开展语言发展项目的需要。 

研究重点：a）有没有语言迁移的证据？b）各个支系对本族文化的保存程度如何？ 

4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4.1 研究地点研究地点研究地点研究地点选择选择选择选择 

我们采访了几位夸恩斯彝族朋友，并选取了 7个音点。经过初步调查，我们发现生活在六合乡

政府所在地南面的彝族并不是夸恩斯人，而是另一个彝族支系（夸恩斯人把他们称作“[kʰua³³ ma³³ 
sɿ⁵⁵]”，这个支系的语言与夸恩斯话相似，但不一样。所以我们只在夸恩斯人聚居地选取了 3个调

查地点，分别是：最东面的上萼坪，最西面的河东，以及最北面的三戈庄。这三个地点涵盖了夸恩

斯话流行区的最广范围。 

图图图图 5. 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话话话话流行区地图流行区地图流行区地图流行区地图（（（（含村名含村名含村名含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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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根据 2.3节的信息选择了 4个研究地点。每一个彝语研究地点都代表不同的语种。表格

2列出了这些音点的详细情况。图 6中的地图（见 5.1节）则罗列出了我们此次走访过的所有音

点。本文涉及的所有音点地名全部使用粗体字。大部分地名都使用其行政村名，只有“三戈庄”例
外，这是为了与河东行政村区分，因为河东也是我们选择的音点之一。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 鹤庆县受访的音点鹤庆县受访的音点鹤庆县受访的音点鹤庆县受访的音点 

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 彝族支系 彝族人口比率 

六合 河东 河东河东河东河东 夸恩斯 100 

六合 河东 三戈庄三戈庄三戈庄三戈庄 夸恩斯 100 

六合 上萼坪上萼坪上萼坪上萼坪 上萼坪 夸恩斯 100 

六合 松坪松坪松坪松坪 麻塘 ? (夸恩斯人称之为 [kʰua³³ ma³³ sɿ⁵⁵]) 100 

朵美 大箐大箐大箐大箐 上石岩 ? (夸恩斯人称之为 [zɿ²¹ pɯ⁵⁵ sɿ⁵⁵]) 100 

金墩 磨光磨光磨光磨光 吉地坪 ? (夸恩斯人称之为 [sɿ²¹ pʰɨ²̪¹ sɿ⁵⁵]) 100 

草海 新峰新峰新峰新峰 东登 锁内嘎 100 

4.2 调查方式调查方式调查方式调查方式 

为了达到研究目标，我们采集所需信息时，使用了采访、词表收录，以及录音话语测试

（RTT）等方法。表格 3总结了我们在研究中为达到每一项研究目标所采用的具体方式。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 为为为为达到达到达到达到研究目标而采用的具体研究目标而采用的具体研究目标而采用的具体研究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研究目标 所采用的方式 

1. 了解各彝族支系的人口统

计。 
� 采访村领导 
� 集体采访 

2. 记录不同的彝语语种。 � 词表 
� 故事收集（该方法的初衷是为了录音话语测试（RTT），但

这里同样适用） 

3. 确认夸恩斯话的一致性。 � 词表（词汇统计学分析以及来文史特编辑的距离分析） 
� 录音话语测试（RTT） 
� 观察 

4. 评估夸恩斯话和周边其他

彝语方言的相互理解程度。 
� 词表（词汇统计学分析以及来文史特编辑的距离分析） 
� 录音话语测试（RTT） 
� 集体采访 

5.采集语言和文化活力的相

关信息。 
� 采访村领导 
� 集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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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间限制，我们并没有在每一个音点采用所有的调查方式。另外，在某些地方，我们很难

找到合适的受试者进行理解测试。表格 4列出了我们在每一个音点上分别采用的研究方式。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4. 各个音点上采用的研究各个音点上采用的研究各个音点上采用的研究各个音点上采用的研究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音点 词表 采访对象 
采集到的 RTT
话语录音 

RTT执行情况 

河东 含 545词汇词表 村委副主任、集体采访 1 - 

三戈庄22 - - - 用河东和松坪的录音话语

(RTT)测试了 10 个人 

上萼坪 含 100个词的斯

瓦迪士核心词列

表23 

村委主任、集体采访 - -24 

松坪 含 545 词汇词

表 
村委主任 1 用松坪和河东的录音话语

(RTT)测试了 3个人 

大箐 含 545 词汇词

表 
集体采访25 - - 

磨光 含 545 词汇词

表 
村委主任、集体采访 1 - 

新峰 含 545 词汇词

表 
村委主任、集体采访 1 用磨光的彝话录音、剑川和

鹤庆的白语录音，测试了 7
个人。 

4.2.1 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问卷问卷问卷问卷 

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些问卷分别用来采访村领导和集体采访一些村民，主要是为了了解村里的人口分布统

计和语言活力（参研究目标 1和 5）。采访村领导的问卷包括人口统计、村史、和在市集、教育和政府部门等

地方的语言使用情况（村领导的采访问卷见附录 E）。我们所采访的村领导一般是村委会主任或副主任，他们

对村里的人口分布等资料都比较熟悉。 

另一方面，集体采访村民的问卷则包括方言语种的一致性（参研究目标 4）、语言使用情况、民族支系

间的通婚情况、和村里的文化活力等等。通过文化方面的采访，我们可以了解到村民特有的民风民俗，如民

歌、民间故事、民族服饰、特别节日以及宗教信仰等等（集体采访村民的问卷见附录 D）。当我们集体采访

村民时，我们一般邀请至少 5位村民接受访问，而当中要有男的村民也要有女的村民。村民当中通常会有一

、两位经常在各地往来的村民，他们一般对各地支系的方言比较熟悉，可以提供很多有关各地方言一致性的

资料。 

                                                   

22 该音点已经被采集过词表。见 Crook和子海伟（2007）。当时的问卷已经在河东行政村（包括三戈庄）操作过，因此

笔者认为这一地区已无必要再次进行问卷调查。 
23 经过初步调查，斯瓦迪士 100核心词列表几乎与在河东得出的词表相同，所以笔者认为无须在这一地点导出整个 545

词条的词表中的所有词条。 
24 我们在上萼坪没有进行通解度的测试，因为我们的陪同是三戈庄的夸恩斯村民，他从来没有到过这一地区，对这一地

区不熟悉，难以找到合适的受试者。但是通过观察他与当地村民的交流，我们能很好的观察到三戈庄和上萼坪的夸恩斯

方言变体间的通解度。 
25 笔者没有走访大箐行政村，所以也就没有机会采访到当地的村委主任或副主任。而针对村领导的集体问卷就只能发到

参加集体采访的村民手中，并由他们代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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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采访全部都用汉语进行。通常受访的村民之间会用 L126来讨论问题，讨论结束后由一位村

民用汉语总结讨论结果并回答问题。 

4.2.2 词表词表词表词表 

笔者设计了一份含 545个词汇的词表，其中涵盖常用词汇，包括斯瓦迪士 100词词表的 100
个核心词，还有一些与其他已发表的彝语中部次支（Central Ngwi）和白语27词表同意的词汇。 

 在每一个音点，我们邀请了 3位土生土长、几乎未曾离开过本村，并且门牙齐全，村民们公认

为语音清晰的发音人来协助我们做词汇收录。我们尽量选取至少一位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以及至

少一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担任发音人。 

收集词表是以汉语进行的。在每一个音点，三位发音人当中至少有两位能够阅读汉语并用汉语

交流。于是我们将带有汉语注释的词表分发给他们，以此来辅助收集词汇的进程。 

完成词汇收录以后，我们对词汇进行了比对，并利用布莱尔在《双语调查精义》28一书中描述

的词汇统计学方法来评估语音相似度。相似度的百分比则是通过一个名为 WordSurv29的计算机程

序来计算的。根据布莱尔表述的比对程序，如果两种语种的相似度低于 60%，那么这两种语种的使

用者将无法相互理解彼此的语言，而且通解度测试也就不需要了。我们还利用了来文史特编辑距离

（Levenshtein distance, LD）算法分析了整组词表。分析过程运用了克莱维格(2008)开发的计算机

程序 Rug/L04. 

编辑距离(LD)算法是通过对比两种不同方言对相同词语的发音，计算两种方言之间的平均语音

距离(average phonetic distance)。 语音距离是由通过插入、删除，或替换语音把一种发音变化为

另一种发音的数值决定的。这种算法最简单的形式是：所有语音运算拥有相同的数值。例如

kidney(肾脏)一词的发音，在磨光读作[ju⁵⁵ dzɿ²¹] 而在新峰则读作[jou⁵⁵ tsɿ³³]。表格 5显示如何通

过编辑距离(LD)运算法计算一种发音变化到另外一种发音的数值。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5.编辑距离计算法数值计算实例编辑距离计算法数值计算实例编辑距离计算法数值计算实例编辑距离计算法数值计算实例 

音素分段 说明 数值 

 j u ⁵⁵ d z ɿ ²¹ 磨光彝族“肾脏”一词的发音(莱兹斯话) 

j o u ⁵⁵ d z ɿ ²¹ 插入[o] 1 

j o u ⁵⁵ t z ɿ ²¹ 用[t]替换[d]  1 

j o u ⁵⁵ t s ɿ ²¹ 用[s]替换[z]  1 

j o u ⁵⁵ t s ɿ ³³ 用中调值[³³]替换低调值[²¹] 1 

j o u ⁵⁵ t s ɿ ³³ 新峰彝族“肾脏”一词的发音(锁内嘎话) 

         总数值 4 

 

                                                   

26 L1是一个语言学术语，指的是说话人的第一语言，或者称为“母语”。 
27 本次调查中使用了《藏缅语音和词汇》（1991）的拉祜、傈僳、倮倮词表的词汇和《云南彝语方言词汇汇编》（1984）

的巍山腊罗词表的词汇作为词表的基础。用于对比鹤庆的主要语言——白语，我们还引用了一些 Allen（2004）白语词表

的词汇。我们的词表还包括了周德才在《他留话研究》（2002）中提出的他留话词表中的所有词汇。 
28 Blair (1990), 第 30-32页。 
29 6.0 Beta D版本, White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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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从[ju⁵⁵ dzɿ²¹] 映射到 [jou⁵⁵ tsɿ³³]的发音，有许多种序列运算方法。而编辑距离算法

（LD）却是其中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它能够计算出两个发音之间最短的数值距离。藉由这样的方式

来对比不同发音，越长的发音之间的数值往往比短发音之间的数值要大。同一种语言的不同语种，

发音越长，那么发音不同的可能性越大。这样得出的数值不符合词汇是语言单位的概念，所以运算

的总数还要除以最长对齐数值的长度。最长对齐值的配对最多，因此，这里的总值 4
（1+1+1+1）须除以长度数值 8，得出的数字 0.5或者 50%30就是语音距离。 

 简单说来，编辑距离就是指从一个词转换到另一个词所需要的所有插入、删除、替换等动作的

总数值，这个数值的大小是由该词的长度来决定的。 

 与之前提到的词汇统计分析不一样的是，编辑距离（LD）不只依赖对常用核心词汇的对比，因

此，我们在进行词汇对比的时候，运用了所有 545词表里的所有 545个词汇。编辑距离（LD）与

录音话语测试（RTT）测试出的通解度有着莫大的相关性。31 它与方言使用者对不同方言间的差别

的认知能力也有相当的关联。32 因此，编辑距离（LD）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方式，它能精确的

指出相对的语音相似度，而且能够加强通解度测试结果的可信度。  

 为了了解鹤庆地区各个彝语方言与周边地区的彝语语种的相似程度，我们也使用上述两种方法

把我们收集到的词表与其他的彝语次支（Ngwi）词表进行对比。我们对其他词表也做了一些调整

以便与鹤庆彝语方言的记录方式33一致，这主要是为了避免编辑距离（LD）算法误将两个音质相同

但在国际音标里有不同写法的读音，算成两个不同的音（例如，[ɿ] 和 [ɨ]̺ 其实是同一个发音，就

像 [v̩] 和 [ɯ̪]一样）。 

4.2.3 彝语彝语彝语彝语方言方言方言方言的录音话语测试的录音话语测试的录音话语测试的录音话语测试（（（（RTT）））） 

 为了测试各个彝语语种间的通解度，我们采用了由 Kluge（2006）34设计的录音话语测试

（RTT）复述方法的程序。测试需要受试者先听一段叙述，叙述细分为数个只有一、两个句子的自

然段落，听完之后，受试者需用第一语言或者交际面广泛语（LWC）35来分段重述听到的录音。 

 我们在四个音点（河东、松坪、磨光和新峰）录音了当地村民用自己的母语说的一段叙述。我

们一般选择的叙述者不仅要语音清晰，并且对自己的表达能力非常自信。在一些音点，我们录下了

好几篇叙述，然后从中选取适合做录音话语测试的录音。我们在选择录音话语时，遵循以下标准： 

• 故事的叙述长度在两分钟以内； 

• 故事文体中须尽量避免汉语借词（例如在磨光，我们录到的故事大部分都有很多借词，所

以我们选择了借词最少的那一个）； 

• 故事的内容须有多样性（有些故事内容有太多重复，不够具体，没有什么细节，所以不适

合做话语录音测试）。 

                                                   

30 更多关于距离算法的说明，详见 Gooskens & Heeringa (2004), 第 198页。 
31 见 Yang 和 Castro (2008)。 
32 见 Gooskens & Heeringa (2004)。 
33 例如，词表当中对音调的标准描述为：21和 31都被表述为“低”音调，33和 44都是“中”音调（因为在彝语次支

（Ngwi）中部方言里，44通常表述由于元音紧度发出的中音调）等等。 
34 我们的录音话语测试方法与 Kluge设计的方法之间一个显著的区别是我们在翻译之前并没有用 IPA国际音标写下原

文。但是我们仔细地确保译者尽可能做字对字的直译。 
35 见 Kluge (2006), 第 7页。Kluge的方法要求受试者用第一语言接受测试，但是我们没有规定受试者必须这样做，因

为有一些受试者觉得用汉语复述比用彝语更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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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收集到的故事翻译成汉语后，又把译文分成小段落，每段一到两个句子。在正式开始录

音测试之前，为了确保以下几点，我们会对一些与录音者同村同支系的人就其母语进行预试： 

• 确保该录音是可以代表该支系在该村的说话方式。 

• 确保我们对录音的理解与说此母语的人的理解一致。 

• 以全体母语受试者的回应为基础，辨认每个段落中母语受试者所认为的核心要素，以设计

一个基本评分系统。 

 我们预试的程序是这样的：首先给每一位受试者从头到尾播放一遍录音，然后再从新分段播放

，让受试者复述他们听到的各个段落。他们有的是直接用自己的母言复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有

一位翻译帮我们译成汉语，而有的则是直接用汉语进行复述。试测的整个过程都是全程录音的，之

后，我们再将其录音用汉语笔录下来。根据这些笔录，我们选取每个段落中的核心要素，以此作为

其他音点测试评分的标准。Kluge（2006）的论文里对整个过程有详细描述。附录 A包括了我们这

次录音的故事文本，以及用来评分的核心要素。注意在新峰，我们没有涉及基准评分，这是因为新

峰是我们走访的最后一个音点，所以这里采集的录音将不会再在其他地方使用了，所以我们没有在

这里做预试，而是以此录音给受试者进行测试练习，然后就给他们进行录音话语测试。 

 还要注意，在磨光，我们的 RTT测试也没有经过预试，所以这里的 RTT测试结果与其他音点

相比没有那么可靠。 这里测试的核心要素是研究者的直观选择，选择的尺度是尽量排除汉语借用

语。 

 实际的 RTT测试前，我们用附录 B的问卷先筛选合适的受试者。这样，我们可以尽量保证参

与测试者没有接触过受测的语种。RTT测试是测试“内在通解度”，换言之，我们要测试的是语种

本身的特点，而不是受试者自身的各不相同的语言运用特色。因此，我们不需要特别抽样就可以得

到有效的测试结果。然而，我们在筛选受试者时，还是顾及到了男女比例和年龄跨度。附录 C是有

关受试者的具体资料。 

 就母语的预试对受试者而言也是一种测试练习。藉由测试练习，我们可以确保受试者理解并习

惯测试过程。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母语测试练习也感到十分困难，那么我们就不继续给他进行其他地

区的录音话语测试。如果他们对母语测试练习完全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用其他音点的录音话语进

行 RTT测试。同样，我们给每位受试者从头到尾播放一次录音，之后再逐段播放。在这个环节

里，我们可以最多给受试者播放两遍，然后由他复述。播放完一遍录音后，如果受试者没有听清楚

，或者听的过程中受到影响，忘记了听过的段落内容，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给他们播放第二遍。 

 我们将受试者所复述的话中提到的核心要素的数量除于总的核心要素数量，就得出每位受试者

的分数。有时候受试者不能完整的复述出一个核心要素，而只是提到核心要素中的一部分，在这样

的情况下我们会给他半分。36 

                                                   

36 例如，在夸恩斯 RTT的段落 10中，有一个核心要素是“两到三斤（的鸡枞）”。有一位受试者复述为“两斤(的鸡

枞)”。在这个核心要素上他得到 0.5分。同一个 RTT的段落 7中有一个核心要素是引述他人的话“牛在哪里？” 这是一

个修辞问题，其实，故事叙述者是在说“牛不见了”。大多数的受测者都复述正确。然而，有一位受测者回答“牛不见

了”。在这个核心要素上他得了 0.5分，因为他的回答只有部分正确。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作了详细记录，以确保对每个

受试者的评分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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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白语的双语录音话语测试白语的双语录音话语测试白语的双语录音话语测试白语的双语录音话语测试 

 新峰是我们本次调查的最后一个音点，它位于鹤庆和剑川两县的交界处。有消息称，这地区的

彝族都能说彝语和白语，双语程度很高，所以我们决定运用已有的两个白语录音话语测试（RTT）
37给这里的受试者进行测试。 

 值得注意的是，用录音话语测试方法来测试双语使用情况只能提供一地区双语使用的局部情况

。因为首先， RTT只能得出第二语言的听力理解能力，而不能测试出受试者第二语言的口语表达

能力；其次，RTT测试结果不能区分高层次的语言能力。根据 Blair的研究，第二语言 FSI38等级只

有 2+的双语者通常在 RTT的测试中可以得满分39。但是由于时间上的约束和缺乏现有的对白语语

言能力的测试方法，所以我们还是选择了 RTT测试方法，因为这一测试法还是能够提供白语方言

间通晓水平的一个有用指标。 

 我们运用的两个白语 RTT测试，一个是鹤庆白语，另一个是剑川白语。两个 RTT测试起初被

设计为“传统”RTT，具体操作参考 Casad（1974）。 Casad的方法要求受试者回答与录音内容

相关的问题，而不是复述听到的内容。但是，为了避免扰乱受试者，我们调整了白语的 RTT测试

，还是让他们以复述的方式进行测试。调整当中，我们把原来过长的段落分成较短的段落，以便这

些句子是合适受试者进行复述的长度。 

 我们仍旧按照之前白语方言调查中的设计以回答问题来评分。按照原有设计，每个故事有十个

问题和十个正确答案。因此我们的评分也是以同样的十个核心要素为标准。这样也意味着该评分标

准没有像我们的其他 RTT测试那样精准。40 

5 研究结果研究结果研究结果研究结果 

5.1 人口统计信息人口统计信息人口统计信息人口统计信息 

 鹤庆县的彝族人口分布十分零散，他们大多居住在山区，与白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居。表格 6
是鹤庆地区彝族居住地的总结和大致人口统计。 除了我们在 2.1节谈到的主要彝族群体如夸恩斯

人，锁内嘎人，和利仆人，从表格当中，我们还能看到其他的小规模彝族群体零星分布于整个鹤庆

县。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6. 鹤庆县彝族群鹤庆县彝族群鹤庆县彝族群鹤庆县彝族群体体体体地理位置和大致人口统计地理位置和大致人口统计地理位置和大致人口统计地理位置和大致人口统计 

乡/镇 村委会 
自然

村数 
总人口 

彝族自

然村数 
彝族总人

口 
彝族支系 

同一区域

其他民族 

六合 河东 15 1,565 14 ≈1,400 夸恩斯 白 
六合 上萼坪 6 550 6 550 夸恩斯  

六合 五星    ≈1,900 夸恩斯 白 

六合 南坡 12 ≈850 12 ≈850 夸恩斯  

六合 麦地   1 ≈100 夸恩斯 白 

朵美 龙大    ≈50 夸恩斯 白、汉、

                                                   

37 见 Allen (2004)。 
38 FSI等级是由美国外交学院制定的第二语言能力水平评估。FSI等级和 ACTFL（美国外语教师协会）等级是评估第二语

言水平最为广泛采用的两大标准。 
39 Blair (1990), 第 74页。 
40 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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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 

朵美 大箐    ≈600 
子逋斯 (≈450), 
夸恩斯 (≈150) 

白、汉、

傈僳 
六合 松坪  1,032  1,000+ 夸玛斯 苗、傈僳 
六合 六合   1 ≈100 ?  
金墩 磨光  1,090 2 ≈250 莱兹斯 白、汉 
松桂 大营    ≈220 ? 白、傈僳 
辛屯 大福地    300-400 ? 白 
辛屯 （其他村）    400+ ? 白、纳西 
草海 新峰 4 2,800+ 2 980+ 锁内嘎 白、汉 
草海 安乐 4 1,098 4 1,098 锁内嘎  
西邑 北衙   2-3 400+ ? 白 

黄坪  112 34,119  1,705 利仆 
汉、白、

傈僳、

壮、苗 
 总数    ≈12,000   

图 6显示鹤庆北部彝族分布情况。此次调查的 7个音点在图中也有显示。浅灰色区域表示夸恩

斯人群落，其他彝族群落则用深灰色表示。从地图中可以看出，我们此次调查没有涵盖另外两个主

要的彝族群落，一个是北边的大福地，另一个是南边的北衙。这是因为在我们开展此次研究的实地

调查之前，并不知道这两个彝族群落的存在。 

图图图图 6.鹤庆北部彝族地区地图鹤庆北部彝族地区地图鹤庆北部彝族地区地图鹤庆北部彝族地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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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是我们走访的 5个彝族群体族名的总结。鹤庆县东部的彝族群体总是使用一个地方名然

后加后缀[sɿ⁵⁵]来称呼自己和其他彝族支系。与此不同的是，在磨光的彝族群体，他们把夸恩斯人

称作[pɯ⁵⁵ ji⁵⁵]，这是一个汉语借词。有趣的是，夸恩斯人在称呼傈僳族和藏族的时候，也会用后

缀[sɿ⁵⁵]，其实在其他彝语语种里，这个后缀只限于称呼彝族各个支系。 

 鹤庆县政府所在地以西的彝族群体自称“黑话人”，这与汉族对他们的称呼是一样的，在他们

的语言里，黑话人叫做锁内嘎[so²¹ na³³ ka³̠³]。他们是这一地区彝族支系当中，唯一给纳西族有专

门称呼的一个群体，这应该是因为他们很靠近在丽江县的纳西村落。他们把纳西族称作 [mou⁵⁵ 
sou⁵⁵ zo²¹]。“摩梭”是早前汉人对纳西人的称呼，后来，这个称呼转移到纳西族的一个支系——

摩梭。摩梭人居住在与四川交界的泸沽湖畔41。这显示新峰地区的锁内嘎彝族支系在当地聚居已有

很长一段时间，远在汉人还没开始引用“纳西”一词以前。其实，“摩梭”一词可能是汉人借用锁

内嘎人对纳西族的称呼（纳西人一直以来都称自己为“Naqxi”），然而，这纯属是一个猜测。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7. 民族自称及民族自称及民族自称及民族自称及他他他他称称称称 

 彝族支系话 夸恩斯话    夸玛斯话    子逋斯话    莱兹斯话    锁内嘎话    
地理位置 河东 松坪 大箐 磨光 新峰 

本民族自称 [kʰua³³ n̩²¹ sɿ⁵⁵] 
[kʰua³³ ma³³ 

sɿ⁵⁵] 
[zɿ²¹ pu⁵⁵ sɿ⁵⁵] [lai²¹ dzɿ⁵̠⁵ sɿ⁵⁵] 

[so²¹ na³³ 

ka³̠³]42 

汉族 [ha²¹ pu⁵⁵] [ha²¹ pu⁵⁵] [xa²¹ pu⁵⁵] [ha⁵⁵ ʔõ³³] 
[ha²¹ ʔɤ̠̪³³ 

tɕa²¹]43 

彝语 (总称) [lo²¹ pʰa²¹]   [ji²¹ tsʰu¹³]   [ʑi²¹ zɯ⁵⁵] 

河东彝族支系  
[kʰua³³ zu²¹ 

sɿ⁵⁵] 

[kʰua³³ zu²¹ 

sɿ⁵⁵] 
[pɯ⁵⁵ ji⁵⁵] 

[ʔa⁵⁵ ɡo³³ 

tsʰa²¹]44 

松坪彝族支系 [kʰua³³ ma³³ 

sɿ⁵⁵] 
        

大箐彝族支系 [zɿ²¹ pɯ⁵⁵ sɿ⁵⁵]         

磨光彝族支系 [sɿ²¹ pʰɨ²̪¹ sɿ⁵⁵]     
[la⁵⁵ dzɿ⁵̠⁵ 

sɿ⁵⁵]45 
  

新峰彝族支系       
[sai⁵⁵ ʃo²̠¹ 

sɿ⁵⁵]46 
  

白族 [lu²¹ pfɨ²̪¹] [lu²¹ bi²¹] [lu²¹ bie²¹] [lju²¹ bi²¹] [lo²¹ bi²¹ ʔɤ̠̪⁵⁵] 

苗族 [miɑu²¹ tsɿ⁵⁵] [ʔi⁵⁵ sɿ⁵⁵] [miu⁵⁵ tsɿ³³] [miu⁵⁵ tsɿ³³] [miou²¹ tsɿ⁵⁵] 

傈僳族 [ɨ⁵̪⁵ sɿ⁵⁵] [li⁵⁵ sɤ⁵⁵ tsɿ³³] [li⁵⁵ su⁵⁵] [li⁵⁵ su⁵⁵]   

藏族 [ku²¹ tsua⁵⁵ 

sɿ⁵⁵] 
      [ɡu²¹ dzu⁵⁵] 

纳西族         
[mou⁵⁵ sou⁵⁵ 

zo²¹] 

                                                   

41 与纳西族研究学者 Thomas Pinson的个人交流，于 2008年 5月 7日。 
42 字面意思“说黑话”，汉语逐字翻译为“黑话”。 
43 字面意思“说汉语”。 
44 该词字面意思为“同志”，是不是经常用于称呼夸恩斯彝族，目前尚不明确。 
45 这是吉地坪自然村的磨光彝族对西坡自然村的磨光彝族的称呼。 
46 字面意思是“西边山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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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鹤庆彝族的民族史鹤庆彝族的民族史鹤庆彝族的民族史鹤庆彝族的民族史 

 不同的彝族群落对本族的历史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似乎各个群体的历史都是相关联的，并且

在某些方面还有相同的部分。这一节的信息来源于我们在各个调查地点进行的村领导采访和村民集

体采访。 

 夸恩斯彝族认为他们数百年前从一个叫做 [ja⁵⁵ wa⁵⁵ tʰa²¹ lu³³]47的地方迁徙到鹤庆，这个地方

可能在永胜县。 [ja⁵⁵ wa⁵⁵] 的意思不明确，但是[tʰa²¹ lu³³]可能指的是他留，这个支系有一万多

人口就居住在永胜48。 有趣的是，他留和夸恩斯一样，也有“窜青春棚”的求偶方式 （见本文第

2.2节）49。 

 莱兹斯人认为他们起源于四川省，又从六合乡来到这里。的确，四川省南部分布着许多彝族中

部次支的支系，特别是攀枝花的利泼人50。子逋斯人则认为他们是早在二、三百年前从南京51迁入；

而松坪彝族认为他们是四、五百年前从南昌迁至鹤庆52。 

 被汉族称作“黑话”的锁内嘎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在鹤庆地区世代居住了两千多年了。他们

表示，本族是在明朝年间由于受到官兵的压迫，才躲进大山的。在新峰彝语方言里，鹤庆县念作

[mɨ²¹ tʰɤ̪⁵⁵]，这个名称似乎是来自南诏国53时期，鹤庆县的古称——谋统郡。历史上，中国在南宋

时期将谋统郡改称鹤州，后来又改为鹤庆，从这一点看来，彝族在这一地区生活的历史至少已有

800年之久。 

 据一位新峰老人称，这里原有 42个黑话彝族村落。他认为大福地、大箐、磨光和松坪（见表

格 6）彝族都是同一祖先的后裔54。 这位老者还说有些黑话人迁到了剑川县西部和洱源县。 与此

相应地，段令和胡春（2000）在其调查中称洱源县的茈碧乡、三营乡和右所乡，以及鹤庆县的大

福地、北衙、新峰和安乐（见表格 6）的彝族都是黑话彝55。 

在我们走访的各个音点，我们发现不同彝族群体有很多相同的姓氏，这也表明鹤庆县北部的各

个彝族群体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见以下表格 8）。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8. 常见姓常见姓常见姓常见姓 

村 彝族支系 常见彝族姓 

河东 夸恩斯 罗,绞,子,字,共 

上萼坪 夸恩斯 罗,绞,子,字 

大箐 莱兹斯 罗,绞,子,何,杨 

松坪 夸玛斯 罗,绞,何,龚  

磨光 莱兹斯 罗,杨,李 

新峰 锁内嘎 罗,何,顾 

                                                   

47 这是河东方言的发音，汉字注音为“亚凹它鲁”。在上萼坪，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作[lia⁵⁵ wa⁵⁵ tʰa²¹ lu³³]。 
48 周德才 (2004), 第 1页。 
49 周德才 (2004), 第 9页。 
50 与彝族利泼支系朋友的私人交流，于 2008年 5月 30日。 
51 这个南京究竟是不是江苏省的南京还是别的地名，不得而知。 
52 南昌似乎不是指江西省的南昌市，而是云南的一个地名。见《大理市民族志》（1997）第 103页。 
53 南诏国在公元 8世纪和 9世纪昌盛一时，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nzhao 
54 这位老者在距离大箐很近的中江镇居住了几年，学过大箐彝语。 
55 段令和胡春（2000），第 547页。他们把茈碧乡彝语称为“俄毛柔话”，这个名称是该族人的自称[ɣɔ³¹mɔ³³zɔ³¹]的汉

语音译，意思是“高山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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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鹤庆彝语方言鹤庆彝语方言鹤庆彝语方言鹤庆彝语方言 

5.3.1 词汇相似度词汇相似度词汇相似度词汇相似度 

 我们首先采用 4.2.2节描述的词汇统计学技术对比了斯瓦迪士 100词表。我们也通过同样的方

法，用斯瓦迪士 100词表对比了一下语言：拉祜语、傈僳语、倮倮话56、他留话57、腊罗话 YB58、

腊罗话WY59以及哈尼语60。 Bradley认为以上这些方言，除了哈尼是彝语次支（Ngwi）南部方言61

以外，其余的都是彝语次支（Ngwi）中部方言。对比的结果见图 7.图中白色区域表示本次调查走

访过的方言地区。 

图图图图 7. 斯瓦迪士斯瓦迪士斯瓦迪士斯瓦迪士 100 词汇相似度百分比词汇相似度百分比词汇相似度百分比词汇相似度百分比 

夸
恩

斯
话

 
(河

东
) 

96% 夸
恩

斯
话

 
(上

萼
坪

) 

94% 95% 夸
恩

斯
话

 
(三

戈
庄

) 

65% 65% 68% 夸
玛

斯
话

 

66% 63% 62% 60% 子
逋

斯
话

 

52% 50% 52% 58% 72% 莱
兹

斯
话

 

44% 43% 46% 47% 59% 53% 锁
内

嘎
话

 

46% 44% 44% 48% 51% 49% 51% 傈
僳

语
 

43% 41% 39% 42% 46% 48% 41% 60% 倮
倮

话
 

48% 46% 46% 43% 47% 41% 36% 52% 47% 他
留

话
 

41% 39% 39% 40% 44% 43% 41% 58% 42% 45% 拉
罗

话
YB

 

34% 34% 35% 40% 40% 41% 40% 52% 43% 40% 66% 拉
罗

话
W

Y 
25% 23% 26% 29% 32% 36% 30% 48% 42% 31% 39% 36% 拉

祜
语

 
26% 24% 26% 24% 31% 33% 32% 42% 31% 31% 34% 36% 44% 

哈尼

语 

 如图表显示， 夸恩斯方言区的三个音点——河东、上萼坪和三戈庄的语种的词汇相似度非常

高，高达 94%到 96%之间。这在某程度上证实了夸恩斯话在夸恩斯地区普遍上是一致的。 

 另一个显著的结果是夸恩斯地区之外的彝语语种之间的差异。最高的相似度是在子逋斯和莱兹

斯语种之间，只有 72%，而与夸恩斯话最为接近的似乎是夸玛斯话，相似度在 65%到 68%之间。

在这样的范围内，要说明两种语种间能否互相通晓还是需要通过通解度测试来证明的。62 

 锁内嘎话似乎与所有语种都不相似，它与其他语种的相似度都不到 60%，而根据 Blair(1990)
的说法，我们基本可以推测锁内嘎话与图表中的任何一个语种都不能互相通晓。 

                                                   

56 拉祜、傈僳和倮倮词汇取自《藏缅语音和词汇》（1991）。 
57 他留词汇取自周德才（2002）。 
58 腊罗 YB指的是大理州漾濞县的彝族方言，取自《云南彝语方言词语汇编》（1984）。 
59 腊罗WY指的是大理州巍山县五印镇的彝族方言，取自戴和黄（1992）。 
60 哈尼词汇取自《藏缅语音和词汇》（1991）。 
61 Bradley (2003), 第 1、第 3页。 
62 Blair (1990), 第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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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相似度 

图 8显示的语群为词汇统计学分析结果。语种由一种叫做 UPGMA（不加权算数平均组对方法）的

算法被分类为语群，应用 Peter Kleiweg(2008)开发的软件计算出来的。三种夸恩斯语种明显聚成

一类，而锁内嘎话则与之相去甚远。 

图图图图 8.鹤庆彝语鹤庆彝语鹤庆彝语鹤庆彝语语种语种语种语种的的的的 UPGMA 分类分类分类分类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加上当地人对夸恩斯各个地区语种通解度的认知，以及我们自己的观察63，我

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各地区的夸恩斯语种的确是一致的。换言之，夸恩斯彝族都说同一种语种，

只不过在口音或者词汇运用上会有细微的差别。 

 上文 2.3节提到过洱源县的黑话彝。我们利用胡春和段令（2000）64所发表的洱源县彝语方言

的核心组词，与调查中的鹤庆彝语方言做了词汇统计学上的对比。对比结果见表格 9. 鹤庆彝语方

言中与洱源黑话最接近的无疑是新峰的锁内嘎话（黑话），但是，两种方言之间的词汇相似度远远

低于 60%的临界值。一般来说，若词汇相似度高于 60%，那我们就使用通解度测试来确定两种方

言间是否可以互相通晓；若词汇相似度低于 60%我们基本可以大胆地推测：两种语种之间不能通晓

彼此的方言。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9. 洱源洱源洱源洱源县县县县彝语彝语彝语彝语““““黑话黑话黑话黑话””””方言和鹤庆彝语方言的词汇相似度对比方言和鹤庆彝语方言的词汇相似度对比方言和鹤庆彝语方言的词汇相似度对比方言和鹤庆彝语方言的词汇相似度对比 

 鹤庆彝语方言: 夸恩斯话 夸玛斯话 子逋斯话 莱兹斯话 锁内嘎话 

洱源县彝语“黑话” 31% 33% 35% 40% 48% 

 

总结上述词汇相似度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夸恩斯话在整个夸恩斯区域都是一致的。 

• 鹤庆北部地区的所有彝语方言之间都有显著区别，各方言之间最高的词汇相似度也只有

72%；要查明这些方言之间是否能彼此通晓，需进行通解度测试。 

                                                   

63 我们走访夸恩斯区域最东边的一个音点——上萼坪时，我们随行还有一位夸恩斯陪同，他来自三戈庄—最北部的夸恩

斯音点。他和上萼坪的夸恩斯人可以毫无障碍的交流，并且他告诉我们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一样的。我们使用了夸恩斯最

西面的河东音点作为在三戈庄进行 RTT测试的预试，其平均得分是 97%，这证实了三戈庄和河东所说的夸恩斯方言是相

同的。见 5.3.3节。 
64 段令和胡春（2000）的词表没有包含足够的斯瓦迪士 100词，这样的话，用它作对比的意义不大，所以我们使用了

136在斯瓦迪士 200词表中的核心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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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内嘎话似乎是离群方言。通过所有方言与之对比后，其词汇相似度都在 60%以下。 

5.3.2 Levenshtein 编辑距离编辑距离编辑距离编辑距离分析分析分析分析结果结果结果结果 

我们也用了 Levenshtein编辑距离 （LD）算法对比了调查中彝语方言和其他彝语次支      
（Ngwi）方言的发音。该算法在 4.2.2节中有详细说明。下图 9显示其计算结果，同样白色区域显

示的是我们此次调查中走访过的彝语方言区。 

 在做 LD分析时，我们所对比的鹤庆之外的彝语次支（Ngwi）语种的资料来源和在词汇统计分

析里所用的资料来源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并不只是运用斯瓦迪士 100核心词，而是尽可能使用各个

词表共有的词汇。在进行的每一个对比中，我们用的最少的词汇至少有 485词，除了与他留方言词

汇的比较，因为他留方言只与其他词汇表共有 225个词汇。 

 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仅从所计算出来的数据下任何结论，这些数据只有在进行相应的对比之后

才有意义。简单说来，数值越低，两种语种间的语音距离也就越短。 

图图图图 9. 彝语方言之间的彝语方言之间的彝语方言之间的彝语方言之间的 LD编辑距离对比编辑距离对比编辑距离对比编辑距离对比。。。。 

夸
恩

斯
话

 

(河
东

) 

0.29 夸
玛

斯
话

 

0.31 0.28 子
逋

斯
话

 

0.36 0.29 0.27 莱
兹

斯
话

 

0.41 0.40 0.37 0.36 锁
内

嘎
话

 

0.41 0.43 0.42 0.45 0.45 他
留

话
 

0.56 0.55 0.55 0.55 0.55 0.51 拉
罗

话
YB

 

0.51 0.50 0.51 0.52 0.52 0.47 0.48 拉
罗

话
WY

 

0.54 0.51 0.52 0.51 0.51 0.46 0.50 0.54 倮
倮

话
 

0.56 0.55 0.53 0.55 0.56 0.52 0.55 0.52 0.49 傈
僳

语
 

0.55 0.55 0.55 0.55 0.55 0.52 0.61 0.55 0.55 0.60 哈
尼

语
 

0.59 0.60 0.60 0.60 0.60 0.58 0.59 0.61 0.58 0.60 0.56 

拉祜

语 

 图 10显示的是 LD编辑距离的分类结果，同样的，这里采用了 UPGMA语群分类分析法。有

趣的是，和鹤庆彝语方言最为接近的彝语次支（Ngwi）语种是他留话，与鹤庆相邻的永胜县彝语

次支（Ngwi）中部方言。这些语种又跟漾濞和巍山的腊罗语种最为接近。这个结果支持他留话专

家周德才的说法，根据他的说法，他留话最好应该归类为西部彝语，而且这一方言与巍山县的腊罗

彝语“尤为接近”65。 

该图指出，就语音距离而言，河东地区的夸恩斯方言与夸玛斯方言最为接近。另外，子逋斯和

莱兹斯方言形成了自己的“小语群”，而锁内嘎方言则是个离群方言。这个结果与图 8显示的词汇

相似度语群分类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由于 LD编辑距离和通解度的相关性（见上文 4.2.2节），再加上 RTT测试结果，我们基本可

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得分析一下 RTT测试结果。 

                                                   

65 周德才 (2004), 第 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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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10. 基于基于基于基于 Levenshtein 编辑距离的编辑距离的编辑距离的编辑距离的 UPGMA 分分分分类分析类分析类分析类分析66 

 

 

 

  

 

 

 

 

5.3.3 RTT 测试结果测试结果测试结果测试结果 

 我们此次调查大多只是一次性的短途行程，而且要在实地设制一项好的测试也非常困难，因此

，相对而言，我们的 RTT测试开展的要少一些。另外，我们的前 6个音点（也就是说除了新峰以

外的其他音点）地理位置上都相当接近，都集中在六合乡和其周边的地方。这样的话，要找到未曾

与那些测试里的语种接触过的受试者相当困难。 

 最终，我们在松坪找到三位受试者做河东夸恩斯话的 RTT测试。但是三位当中，有一位来自

咱腊，这是松桂乡大营的一个自然村（见表格 6）。据松坪的村民说，大营彝语方言与他们自己的

方言（夸玛斯话）非常接近，两个方言之间交流没有什么困难。确实，来自咱腊的 RTT受试者对

夸玛斯话 RTT没有障碍，测试结果是 98%，对夸恩斯的 RTT测试也得了 80%；另外一位受试者则

说他很少遇到夸恩斯彝族人，他在夸恩斯的 RTT测试中得到 65%；第三个受试者的得分相对更高

些（86%），这也许是因为她经常听母亲讲夸恩斯方言。 

 在三戈庄的 RTT受试者采样就比较令人满意。8个受试者均没有离开过鹤庆县，其中 3人甚至

从未去过鹤庆县城。离三戈庄最近的市场要么是磨光村（大约需走 1小时，那里的居民是莱兹斯人

），要么是六合乡（大约需要走 3小时）。松坪的居民很少会去磨光，只是偶尔才会去六合乡（距

离松坪最近的市场是黑水、朵美而不是六合）因此，三戈庄的夸恩斯彝族极少与松坪的夸玛斯彝族

接触。 

 三戈庄受试者对夸玛斯话 RTT测试所得的分数标准偏差很低，这表示 62%的平均分用于代表

他们对夸玛斯话的通解度是较为可靠的67。在测试过程中，我们观察到受试者对尝试理解录音内容

有一定的困难。他们能抓住录音内容的梗概，但是往往丢失大部分重要细节。这也反映在他们 62%
的平均分上。 

                                                   

66 代表夸恩斯的数据来源于河东彝语方言词表。 
67 Grimes (1990), 第 7，2节讲到“15%或以上的标准偏差有可能表示是由于一些人对第二语言有双语能力。”标准偏

差低则显示得分比较可靠的反映受试者对该语言的理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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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之相反，三戈庄受试者在接受夸恩斯话 RTT测试时得分很高，这就证明了第 5.3.1节下的结

论：在整个夸恩斯彝族的各个地区的方言差异极小。 

 最后，我们使用了莱兹斯话的 RTT测试来测试新峰的 7位锁内嘎人。我们选择莱兹斯是因为

莱兹斯彝族群体在鹤庆区内离新峰彝族群体最近。当时，我们还没有进行锁内嘎话词表和鹤庆其他

彝族方言词表的对比。即使莱兹斯话 RTT没有经过预试，我们认为平均分 33%的测试结果可以证

实上文第 5.3.1和 5.3.2节下的结论：锁内嘎话是离群方言。 

据称新峰的锁内嘎彝族也能操白语，所以我们决定也给这 7为受试者进行两个白语的 RTT测试。

一个是新峰西南面 20公里外的剑川甸南镇白语，另一个是距新峰 15公里以外的鹤庆金墩乡白语

（我们选取的磨光音点也在这个乡）。68 

 如上文中 4.2.2节提到的，RTT测试法不能精确测出双语能力，但是却能显示 RTT受试者对第

二语言的理解水平。问题的关键在于受试者能否代表其整个方言使用群体。 

 在新峰，受试者对鹤庆白语的 RTT测试达到了 96%的平均分。我们认为这样的结果是极具意

义的，因为在 7位受试者当中，4位是年过四旬的女性，这一部分的人口是我们一般认为会得到最

低分的。当地村民表示，全村每一个人都通晓白语，而且男性通常比女性在白语表达上更流利。 
在测试过程中，有的受试者回答问题时使用的是白语而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也表明这一地区高度

的双语使用情况。受试者对剑川白语的 RTT测试就没那么理想了，这样的结果也属正常，因为他

们接触更多的是鹤庆白语方言。 

表格 10是 RTT测试结果的总结。关于受试者的更多情况，详见附录 C.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10. RTT 测试结果总结测试结果总结测试结果总结测试结果总结 

 测试点测试点测试点测试点：：：：    

参考话语 

三戈庄三戈庄三戈庄三戈庄 
(夸恩斯人) 

松坪松坪松坪松坪    
(夸玛斯人) 

新峰新峰新峰新峰 
(锁内嘎人) 

夸恩斯话 
(河东) 

10位受试者 
平均分: 97% 
标准偏差: 6.8 

3位受试者 
分数: 86%, 80%, 65% 

 

夸玛斯话 10位受试者 
平均分: 62% 
标准偏差: 6.5 

3位受试者 
平均分: 99% 
标准偏差: 1.3 

 

莱兹斯话   7位受试者 
平均分: 33% 
标准偏差: 8.1 

鹤庆白语   7位受试者 
平均分: 96% 
标准偏差: 6.1 

剑川白语   7位受试者 
平均分: 83% 
标准偏差: 13.8 

                                                   

68 这些话语由 SIL国际的 Bryan Allen录制。见 Alle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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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村民本身对各语种间通解度的村民本身对各语种间通解度的村民本身对各语种间通解度的村民本身对各语种间通解度的看法看法看法看法 

 莱兹斯人称新峰彝族说的锁内嘎方言和他们的方言相似度为“大约 70%”，还说他们之间可以

相互交流。这种说法与我们在新峰做的 RTT测试的结果是相悖的。莱兹斯人还表示他们和辛屯乡

的大福地、热地方两地的彝族群体常有通婚（见表格 6和图 6）。基于这一点，他们认为辛屯乡的

彝语方言和他们自己的彝语有“60%到 70%的相似度”，还认为他们之间可以相互交流。 

 在大箐，子逋斯村民称，有三位从磨光来的莱兹斯彝族妇女嫁到本村。他们说这三位彝族女性

说的彝语方言和他们自己的彝语是“基本一样”的。这更加强了以上词汇统计和 LD编辑距离分析

所揭示的子逋斯话和莱兹斯话小语群的概念。子逋斯人还说辛屯乡大福地和热地方的彝族方言跟他

们自己的方言有很大区别，双方基本无法用彼此的方言交流。但是子逋斯人不像莱兹斯人那样经常

接触大福地和热地方的彝族。有个去过松桂乡的大箐村民，但是据他说，他们的语言和子逋斯人的

方言有很大的不同。 

 松坪的夸玛斯人称，在松桂乡（见表格 6）大营村委会的咱腊和锡九自然村说的彝语方言和他

们自己的方言相似，两种方言可以互通。关于这一点，包括几位嫁到松坪的女性也这么说。 

5.3.5 方言方言方言方言差差差差异总结异总结异总结异总结 

 根据词表对比和 RTT测试结果，关于鹤庆彝语方言的差异情况可以做如下总结： 

• 夸恩斯彝语方言在整个夸恩斯地区是一致的，基本没有方言差异情况。 

• 在鹤庆北部，彝族群体的彝语方言比较多样性。在我们所走访的 5个彝族群体，各个语种

都可视为不同的语言。通过 RTT测试，夸玛斯和夸恩斯方言之间通解度很低，而词汇统计

分析和 LD距离分析显示，夸玛斯和夸恩斯方言是最接近的两种语种（除子逋斯话和莱兹斯

话之外），这一结果指出，我们走访的 5个方言群体之间的相互通解度是极低的。 

• 根据词汇统计和 LD编辑距离分析，子逋斯和莱兹斯语种间形成了一个小语群。但是因为两

个群体之间的高度频繁联系，这给测试两者之间的相互通解度带来很大困难。 

• LD编辑距离分析结果显示，和永胜县的他留彝族方言最接近的是河东及周边地区的夸恩斯

方言，加上夸恩斯人中有流传说他们是从永胜县的地区（当中有他留一地方名）迁到这里

的，笔者认为很值得去更深入的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 根据所调查彝语地区各个方言明显的差异，以及各村民对各方言间通解度的了解极其矛盾

，若是大福地和北衙地区的彝语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也不奇怪。 

5.4 语言活力语言活力语言活力语言活力69 

5.4.1 多语多语多语多语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现象现象现象现象 

 在我们走访的所有音点都有高度的使用多种语言的情况。在大箐，白语和汉语的的使用频率甚

至比彝语（子逋斯话）更高。表格 11显示每个音点人们对彝语、汉语和白语的使用情况。 

                                                   

69 这一部分的信息来源于我们进行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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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村民对自我第二语言水平的评价是不可靠的，但是在新峰进行的白语 RTT测试结果则支

持受试者双语能力的自我评价。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11. 各个音点语言使用情况各个音点语言使用情况各个音点语言使用情况各个音点语言使用情况 

 音点: 
    
使用语言使用语言使用语言使用语言    

河东 
(夸恩斯话) 

上萼坪 
(夸恩斯话) 

松坪 
(夸玛斯话) 

大箐 
(子逋斯话) 

磨光 
(莱兹斯话) 

新峰 
(锁内嘎话) 

彝语彝语彝语彝语70    全部 全部 全部 大部分 全部 全部 
汉语汉语汉语汉语71    大部分 大部分 大部分, 比

白语流利 
全部 几乎全部 大部分 

白语白语白语白语    大部分, 比
汉语流利 

极少 大部分 全部 几乎全部 几乎全部 

5.4.2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语言语言语言语言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在我们走访的每一个村落，彝语都是唯一的家庭用语。孩子和父母之间使用彝语，受访的村民

都表示村里没有哪家是不说彝语的。唯一的例外，是在上萼坪，有一户人家现在是说汉语的，因为

有汉族与该户人家通婚，加入这个家庭。除此之外，在松坪、河东、上萼坪和新峰，没有别的彝族

家庭在家不用彝语的。然而，在大箐村委会，据说有 20%的彝族家庭不再使用彝语(子逋斯话)。他

们都转向用汉语交流了。 

5.4.3 市集市集市集市集语言语言语言语言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在我们走访过的所有村落，汉语或者白语都是市集上的主导语言。表格 12是对这一情况的总

结，该总结有助于说明上文 5.4.1节提到的多语使用现象。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12. 鹤庆彝族经常赶集的市鹤庆彝族经常赶集的市鹤庆彝族经常赶集的市鹤庆彝族经常赶集的市集集集集 

村名 市集位置（赶集次数） 市场主导语言 

六合乡 (3次/10天) 白语、汉语 
河东 

灵地村 (2次/10天) 白语 

上萼坪 中江村 (3次/10天) 汉语 

黑水村 (2次/10天) 白语 
松坪 

朵美镇 (3次/10天) 白语、汉语 

大箐 中江村 (3次/10天) 汉语 

金墩乡 (3次/10天) 白语、汉语 
磨光 

鹤庆县城 (3次/10天) 汉语 

大马厂 (2次/10天) 白语 
新峰 

鹤庆县城 (3次/10天) 汉语 

                                                   

70 这里的“彝语”指在该音点所说的彝族方言。 
71 这里的汉语指的是云南方言，这只一种西南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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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学校学校学校学校语言语言语言语言使用情况使用情况使用情况使用情况 

 小学低年级的教学语言完全取决于老师说的语言。一般情况下，如果老师能说彝语（不论老师

是彝族或是他们在靠近彝族村子的地方长大）的话，他/她在给低年级学生授课时使用彝语，直到

学生的汉语水平足够理解汉语教学为止。但是这些小学都没有正式的双语教育。 

 在河东、上萼坪和新峰地区的小学里，有一直六年级，学生几乎全都是彝族，而学校的老师也

都分别会说本地区的彝语方言。在松坪和大箐，小学教师都是白族，不会说彝语。在磨光，其中一

所小学（只有四个年级）有一位会说彝语的彝族老师，其他学校都没有会说彝语的老师。 

 在我们走访的所有地点，上中学的孩子都必须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就读，在学校里，他们和白族

和汉族同学一起学习，而中学里的教学语言只有汉语。 

5.4.5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机关机关机关机关语言语言语言语言使用情况使用情况使用情况使用情况 

在河东、上萼坪、新峰和松坪，给村民召开的会议基本上都是用各自的彝语方言进行的。彝语

也是河东、上萼坪和松坪村委会办公室使用的主要语言。而新峰村委会则普遍使用白语。 

 在大箐和磨光，给村民召开的会议都用汉语进行，因为这里的村民由多民族组成。这两地的村

委会办公室则混合使用白语和汉语。 

 在乡级政府里，各个政府办公室基本都使用汉语。 

5.4.6 异族通婚异族通婚异族通婚异族通婚 

在我们走访过的彝族村落，每一个地区都有彝族和汉族、白族通婚的现象。彝人上门或嫁入汉

族或白族家庭时，这一家庭的主要语言即为白语或汉语。而当汉人或白人上门或嫁入彝族家庭时，

彝语则成为该家庭使用的主要语言——只有在上萼坪在家说汉语的那一家例外。 

5.4.7 语言活力结论语言活力结论语言活力结论语言活力结论 

两代间语言传播是决定一种语言是否濒危的主要因素。7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年关于语言

活力和濒危性报告指出，如果家庭当中一门语言不再为孩子当作母语，那么该语言可以被视为绝对

濒危语言；如果只有一些小孩在所有的语用场合都使用那一门语言，而所有其他的小孩只能在有限

的语用场合使用该语言，那么这门语言可以被视为非安全语言。73 

 李锦芳把中国的语言分类为：强势语言（例如普通话、西南官话、广东话、上海话、藏语、壮

语等）；弱势语言（人数少但数量稳定的独语或双语使用者的语言，如仡佬语、普米语、东乡语等

）；濒危语言（已经有一部分小孩不使用该语言，只有一些小孩还在使用，但他们同时也会操其他

语言，例如羌语、土家语等）；濒绝语言（例如满洲话）。74 虽然此次所调查的彝族人数不多，但

                                                   

72 Fishman (1991)。 
7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 第 14页。 
74 李锦芳 (2006), 第 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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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据李锦芳的分类，大部分可以被定为“弱势”语言，因为这些语言都为广大年龄层使用，包括儿

童。 

 尽管如此，这次调查的彝族方言区双语程度明显很高，而且随着教育的普及，双语程度很可能

会越来越高。所有孩子都在学习汉语（目前现在的独语者只存在于年老妇女当中），而且在教室里

只能说汉语，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方针，这样的情况显示这些彝语方言都可被视为“非安全语

言”。 

 然而，有充分证据表明，磨光和大箐的彝语方言使用都在下降。大约在 150年前，磨光村委会

的村民都是彝族，但是村委会的村民现在已经把民族身份改为白族，并且再也不使用彝语，而是使

用白语作为母语了。在磨光，只有两个自然村还在使用彝语，两个村的人口加起来差不多有 250人

，而且由于移民迁徙，这些人口数量还在不断减少。在大箐村公委，据说有 200户彝族人家已经正

式将民族身份改成了汉族，并且在家里使用汉语。这些人当中很少有人会说彝语。此外，在剩下

20%的彝族家庭里，彝语也已不再被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汉语。根据李锦芳的归类标准，磨光和大

箐的彝语方言都可被视为“濒危语言” 

 在 Fishman（见下文表格 13）设计的两代间语言传承的中断程度分级表中，所有此次走访的

彝语方言都在第六级，而该表总共有 8个级别，最高级别 8级也就等同于“几乎灭绝”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13. GIDS: 两代间语言传承的中断程度两代间语言传承的中断程度两代间语言传承的中断程度两代间语言传承的中断程度分级表分级表分级表分级表 (Fishman 1991, 调整调整调整调整过的过的过的过的) 

强度 等级等级等级等级 描述 语用范围 

8 级级级级 
语言社区里几乎没有该语言的流利使用者，需要重

新设定标准的语言；需要外界专家的帮助（语言学

家）。 
无语用范围 

7 级级级级 
老一辈积极使用第一语言，但是小孩没有学习该门

语言。 
社区范围 

6 级级级级 
小孩对语言和自身民族有认同感，小孩在家里和社

区中使用第一语言。 
家庭和社区范围 

弱 

5 级级级级 
语言在社区的使用包括广泛的识字材料，通常包括

第一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的使用。 
民族语言文字范围 

4 级级级级 
小孩的第一语言和国语或官方语一同作为正式教育

的教学语言。 
正式教育范围 

3 级级级级 
第一语言在语言范围外的工作场合被使用，超出一

般的第一语言使用范围。 
工作和雇佣范围 

2 级级级级 次级政府和当地媒体对第一语言持开放态度 大众媒体范围 

强 

1 级级级级 第一语言被上级政府部门使用 政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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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文化活力文化活力文化活力文化活力75 

我们不要忘记彝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其实与汉族一起生活已有很多百年的历史，因此中华

民俗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有大量的重合。例如，很多中国传统乐器都不只是汉文化或者某个少

数民族文化所独有的，另外，民族宗教的许多方面自古以来，其发展也超越了种族的界限。 

5.5.1 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支系支系支系支系的的的的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在本次调查的彝族群体中，夸恩斯彝族的文化习俗保存的最为完好。有一些村民会演奏传统乐

器，如唢呐（一种管乐器）、二胡（用弓演奏的两弦乐器）和笛子。与许多其他彝族支系一样，夸

恩斯彝族中很多人都会吹奏叶子。 

 大部分的上萼坪年轻夸恩斯妇女还学习制作和绣自己的衣服。有些人还继续用火草（见上文

2.2节）和麻制作传统服饰。图 11上的夸恩斯男子身穿的上衣就是用火草制成，而他旁边的妇女

穿的就是夸恩斯传统服饰。 

 夸恩斯的婚俗仍旧保留着婚庆三天的传统。夸恩斯老人仍旧给自己的孙辈讲述民间故事，而有

些夸恩斯人还会学习唱夸恩斯民歌。 

图图图图 11. 身着传统服饰的夸恩斯夫妇身着传统服饰的夸恩斯夫妇身着传统服饰的夸恩斯夫妇身着传统服饰的夸恩斯夫妇。。。。 

 

 

 

 

 

 

 

5.5.2 锁内嘎锁内嘎锁内嘎锁内嘎支系支系支系支系的的的的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和夸恩斯一样，一些锁内嘎人也会演奏传统乐器，如三弦和吹奏叶子，有的人还会唱民歌，但是他

们只能像洱源县的黑话人一样，用白语而不会用自己的彝语演唱。76 锁内嘎人也保留着一种唱戏形

式，叫作“吹吹腔”，按传统都是用汉语来唱而不是用琐内嘎话。但是现在能演出吹吹腔的人及

少，这个风俗很可能会失传。 

 锁内嘎人从上世纪 70年代开始就不穿彝族传统服饰了。村民说这里的妇女过去都像四川诺苏

彝族一样，佩戴大而方的头饰。现在，所有的妇女，包括老人，都穿着白族传统服装。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保留了传统的羊皮披肩，这样的斗篷可以遮雨和保护背脊。 

                                                   

75 这部分的信息来源于我们进行的采访。 
76 段令、胡春 (2000), 第 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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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新峰的锁内嘎彝族在数十年内第一次庆祝自己的“本主庙会”，他们还决定今后每

年都要庆祝这个节日。 该节日主要是妇女参加，周边的白族也庆祝本主庙会77，每年农历 3月 13
日举行。 

 每年农历 7月 14到 16日，每个锁内嘎彝族家庭都会举行自己的祭祖仪式。另外，锁内嘎人也

庆祝彝族传统节日火把节以及汉族的传统节日，如春节。 

5.5.3 子逋斯子逋斯子逋斯子逋斯支系支系支系支系的的的的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子逋斯老人还会唱他们的传统山歌，但是很少年轻人会唱这种山歌了。有些子逋斯人会吹叶子

，但是没有人会演奏传统乐器了。子逋斯妇女也从上世纪 60年代起不穿传统民族服饰了，她们现

在穿的是白族服饰。他们的婚俗和夸恩斯人一样，还保留着大庆三天的传统。 

5.5.4 莱兹斯莱兹斯莱兹斯莱兹斯支系支系支系支系的的的的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磨光莱兹斯彝族中有部分年轻人会唱传统山歌， 很多人除了会吹叶子之外，也会演奏唢呐和

二胡等民族乐器。但是莱兹斯妇女已经不再穿传统的彝族服饰，而是穿白族服装。每年农历 3月

13到 15日，他们会举行辞旧迎新的石宝山朝山会，与其相邻的白族每年也都庆祝这个节日。石宝

山是磨光北部的一座圣山。 

5.5.5 文化活力总结文化活力总结文化活力总结文化活力总结 

 虽然在整个调查中只有夸恩斯彝族还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服饰，但是有些彝族文化在其他群体当

中也一直延续至今，比如传统节日和吹叶子。 

 但是仍然有很多传统习俗在逐渐失传，特别是传统的民间故事和唱彝族山歌。如果没有一些政

策鼓励保存这些文化习俗，这些传统活动恐怕终将会消失。 

 

6 结论和建议结论和建议结论和建议结论和建议 

 鹤庆县的彝族人口约有 1万 2千人，他们零星分布于整个鹤庆地区，主要居住在山区。他们的

语言很多样，而他们的历史十分含糊。 

 本文展开的方言差异研究结果显示，鹤庆各个彝语方言属于彝语次支（Ngwi）中部方言，而且

与巍山县的腊罗彝语语种和永胜县的他留话有紧密关系。可以说，鹤庆彝语方言的各个语种之间相

互的通解度都不高。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夸恩斯话在整个夸恩斯地区都是一致的而且可以相互沟

通。 

 就语言活力而言，鹤庆地区的各个彝语语种可以被描述为“弱势语言但是就目前来讲尚属稳定

”或者“非安全语言”。鉴于这一点，在这一地区进一步深入研究并整理文献是非常有意义的。 
由于这一地区的彝族社区人口和资源都很有限，外界援助，如专家、项目、资金和其他资源、以及

保护性法律等，都是对彝语研究和保护有帮助的。 

                                                   

77 见《大理白族自治州概况》 (1986), 第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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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鹤庆地区彝族群体传统文化的不断消失，笔者建议尽快采取行动整理汇编这一地区的彝族

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民歌和民间故事。尤其是磨光和大箐的彝族更为迫切，因为这两地的语言与

其他彝语方言相比，语言已经趋于濒危。 

 笔者还建议进行更深入的语言调查以便更详尽的了解鹤庆县及更广范围内各个彝语语种，包括

做一些语种比较。另外，这些彝族群落的历史不明确，若可以对濒危的永胜县彝语次支（Ngwi）
中部方言和其他相关的彝语，如楚雄的倮倮、利泼，做一个历时语言比较，那将会很有研究价值。 

 本次调查研究中发现彝语和彝族文化最具活力的是六合乡的夸恩斯人。由于夸恩斯的人口较多

和较强烈的民族身份，在这一地区开展语言发展工作，会比较容易取得成功。然而夸恩斯社区应当

投入保护自己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努力中，从而使他们负起对未来自己文化和语言发展的责任。 

 2007年 5月，联合国大会采纳了一项关于多语种使用的决议，包括以下的许诺：“联合国大

会……号召全体成员国……促进和保护全世界人类语言的发展.”78 联合国安理会宣称, “我们应共同

承担起保护全球语言的责任,保证不让任何语言，在违背其使用者意愿的情形下消失，尽可能地保

证人类的语言得以保持与传承给子孙后代。”79 

 让我们与鹤庆彝族人民分享保护其语言和文化的目标，不让他们的语言与文化被历史遗忘，，

得以保存给子孙后代。 

 

                                                   

78 联合国大会 (2007)。 
7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 第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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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A. RTT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 
 

莱兹斯莱兹斯莱兹斯莱兹斯话话话话 RTT，，，， 录于磨光录于磨光录于磨光录于磨光 

段落段落段落段落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 汉语外来于用斜体标出汉语外来于用斜体标出汉语外来于用斜体标出汉语外来于用斜体标出）））） 分数分数分数分数80 

1 有一次，我去打麂子。 2 

2 我一个人 进去就看到一只黑熊。 4 

3 就打黑熊打了一枪。老黑熊爬过来，我就不敢打了。 3 

4 
最后，我回来了，它跟着我的后面， 我就打给他[它]一枪，把它的心

肝五脏 打烂了。 
4 

5 我打着了黑熊。他们不相信。最后，看了一下，老黑熊翻也翻不动。 2 

6 
五百斤以上的老黑熊。我没有办法，（抬不动）当时没有手机电话也

没有在山上。 
1 

7 最后我回来我连夜跑回来，请马，骡子  2 

8 我又去请人把黑熊抬回来，老黑熊称着 560斤。 2 

9 
那一次我就发财了，我一个人我曾经经过的生命是危险的，相当危

险。 
0 

10 最后我还是很划算，还是打着了。 2 

  总分: 22 

 

                                                   

80 分数给出的是每个段落的标记的最高数量， 等同于该段落的核心要素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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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话话话话 RTT，，，， 录于河东录于河东录于河东录于河东 

段落段落段落段落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 汉语外来于用斜体标出汉语外来于用斜体标出汉语外来于用斜体标出汉语外来于用斜体标出）））） 分数分数分数分数 

1 以前，小的时候，我和我的伙伴我两去放牛。 2 

2 去放牛，赶着赶着就赶到上面。 2 

3 然后在那边看到一些鸡枞，我的心里就很高兴。 2 

4 我就摘鸡枞，我的那个伙伴... 2 

5 ...说：“你在这里挖鸡枞，我去前面等着。” 2 

6 “啊，那我就在这里挖鸡枞，”这以后， 1 

7 我鸡枞还没摘完的时候，我的那个伙伴就会来问我“牛在哪里？” 3 

8 “牛我不知道，刚刚还在这里吃草，不晓得跑哪里去了。 3 

9 “那我就把这些摘完，我们该马上去找。” 2 

10 鸡枞有可能摘到两三斤左右。 2 

11 后来我们就下去到我们房子的上边/面时， 2 

12 遇到一个伙伴，他也是放牛，我们就问他 3 

13 “有没有见我们的牛，我们把它放丢了，有没有看到它们回家了？” 2 

14 “哦，在下面看到有一群红色的 跑下去。” 2 

15 一下子我俩就相信他了，他是故一骗我们的可我俩不知道！ 2 

16 后来我们就跑下去到那里，可一头牛都没有回家。 3 

17 
我们问他的那个伴，他也找了一小点（一些）牛杆菌，明天我去卖，

他请我帮他卖。 
5 

18 我一个人又去那边的田里 看，可没在那边。 3 

19 我的那个伴，他跑到上面，上面有个玉米地，他去那里看... 3 

20 ...那些牛都跑进去玉米地里，把人家玉米给吃光了。 4 

21 然后他就赶着牛，直接赶回家，那各地的主人就... 3 

22 ...我的公牛有一个是花牛，他把我的那个牛记准了。  3 

23 
他就记得很准了，那时是雨天，他手上提着一对拖鞋，因为下坡 拖

鞋 不能走路。 
4 

24 走不可以走，提着拖鞋，Ni no81爹他在那... 2 

25 
...崖我们家上面的地里看，他（=那个地的主人）就下来了 不停地

骂。 
3 

26 
“有可能是吧，可放牛的孩子还没回来，那你先下去吧”，可他不乐意

听他的解释。 
4 

                                                   

81 应为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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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后来就回到家，我的那个伴先回到家。 有头小牛 丢去了，不知道是

在哪里（我）就回去找。 
7 

28 
回到家，我的鞋子都破了。他（那个地的主人）已经到我家。“你们

不赔给我，我就不回家。” 
5 

29 “你们赔我，我才回去，你们不去叫干部我就会去。” 2 

30 我们跟他说，他却听不见。天黑了，还去地里看... 2 

31 ...去看吃掉的玉米是多少。 2 

32 然后，马腊厂的一个人，他俩说， 1 

33 “这些玉米 大概可以收 三十斤左右。 4 

34 “那就你们拿给他三十斤玉米或钱就算三十斤玉米吧。” 4 

35 “那就拿 钱也可以，要马上 拿过来。” 4 

36 回到（家）然后， 2 

37 
我俩就每人赔了十元钱。我们就赔了十块钱，就没有了（=结束

了）！ 
2 

  总分: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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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玛斯夸玛斯夸玛斯夸玛斯话话话话 RTT，，，， 录于松坪录于松坪录于松坪录于松坪 

段落段落段落段落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 汉语外来于用斜体标出汉语外来于用斜体标出汉语外来于用斜体标出汉语外来于用斜体标出）））） 分数分数分数分数 

1 我小的时候 我才 5岁， 3 

2 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去放牛。二月初二，那天气候相当热。 2 

3 我有一个，我妹有一个，我大哥一个，我们三弟兄。 3 

4 四点过， 太阳落山的时候，气候有点冷。 3 

5 冷的时候 烧火，拿起一盒火柴，烧火我说“燃起就可以打死。” 5 

6 我哥他不信，我说“怕什么？以后可以把它破灭。”突然大风吹来。 3 

7 突然燃烧起来，没办法破灭，我们三弟兄就要躲。 1 

8 跑了，山坡焦尽，烧了三十亩左右。 2 

9 隔壁的邻居过来帮忙，那晚上不敢回家。 3 

10 
我家妈，我家爹，他们找我们，我妹妹说“不敢回家，回家就怕父母

骂/打。” 
5 

11 那晚上，山上躲了 一个晚上。 2 

12 第二天早上，隔壁的邻居出来找我们。 2 

13 他们找回了我们，大家都说父母不会骂我们。 3 

14 那时候相当好，隔壁邻居，本村本营相当好 2 

15 我们父母都不打骂。 2 

16 他们高高兴兴地帮我们领回家。我们在山里冷了一晚上！ 4 

  总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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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内嘎锁内嘎锁内嘎锁内嘎话话话话练习测试文本练习测试文本练习测试文本练习测试文本82，，，，录于新峰录于新峰录于新峰录于新峰 

段落段落段落段落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 

1 我说的是解放前老人搬到这里以后。 

2 我们这里叫“汝南哨”的来历。是说我们这里的姑娘非常漂亮。 

3 这与我们的祖先供奉的佛像有关。 

4 后来又一尊非常漂亮的佛像被丽江人盗走了。83 

5 
盗走以后祖先们发现后，把佛抢回来。这样来回了两次。第三次他们把佛像藏起来

了。 

6 抢回来以后，在庙房里放了一年。 

7 丽江人又盗去了。我们又把它抢回来，盗了两次，抢了两次。 

8 第三次他们把“它”盗走以后藏起，锁起来了。 

9 找不回来了。意思是丽江姑娘... 

10 
...所以丽江姑娘又漂亮了。因为是他们盗走了我们的佛像。人们生出来漂亮是因为与

佛像有关。 

11 神像上遗传，“汝南哨”。 

12 最后佛像拿不回来了。汝南哨就是以漂亮的佛像命名的。汝南哨由此得名。 

13 佛像落在丽江，所以现在丽江姑娘漂亮。 

 

                                                   

82 此文本未被发展成完整的 RTT， 但被用作新峰 RTT受试者的练习测试。 
83 丽江县与鹤庆县北部接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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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白语剑川白语剑川白语剑川白语 RTT84 

段落段落段落段落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 分数分数分数分数 

1 前几年，在我们东门的农贸市场里，有一天是街子天。我去赶街， 1 

2 刚刚走进农贸市场里卖米的地方， 1 

3 就见到一个老太婆背着二十几斤的米来卖。 1 

4 她在卖米时，来了两个外地的小偷。 1 

5 他们手上套着袖套，准备去偷米。 1 

6 
我刚好走在前面，觉得这两个人有点奇怪，到底老太婆身上有什么呢，

（只见）他们将手插进老人的米箩里。 
1 

7 
他们的手一插就将米插进他们的衣袖里，也就是他们套的袖套里。我觉得

老太婆很可怜， 
1 

8 
这两人这样做不应该，就去骂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要偷你们就去偷那些做

大生意的人家， 
0 

9 
这个老人她只有二三十斤的米。就这样，那天那两个人还狠很地瞪了我一

眼， 
1 

10 
我就说你们瞪着我干什么，你们要是不服气的话，我就叫人来揍你们一

顿。 
1 

11 这件事就发生在以前的东门农贸市场里，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1 

  总分: 10 

                                                   

84 录于剑川县金华镇, 2000年 3月 11日，见 Alle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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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白语鹤庆白语鹤庆白语鹤庆白语 RTT85 

段落段落段落段落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下划线标出的是核心要素）））） 分数分数分数分数 

1 那一年我好象是六岁， 1 

2 约了我的一群伴去山上玩。 1 

3 那天天气相当好， 1 

4 太阳照起，没有下雨。我们几个去了六七个，到山上玩， 1 

5 
是一片娃娃。这片娃娃到山上搞什么呢？到山上去采一些花，这会儿捉迷

藏的捉迷藏，这点闲那点闲，到山上捡菌子的拣菌子，到处玩。 
1 

6 我们有一个伴，小我一岁， 1 

7 他要爬到树上去， 1 

8 
一直一直往上爬，爬了一截踩空了脚，掉下来了。“嘣”的一声掉在下

面，把他的脚跌断了。 
0 

9 我们几个六岁的小小的几个，怎么办呢？回去喊大人们， 1 

10 

说给他们我们那个伴从树上掉下来了，掉下来把他的脚跌断了，在下面我

们没有办法了。把大人喊起去，喊上去两三个。他们把他背下来，领起去

医院给他瞧， 

0 

11 说他的脚跌断了，后来医生认真检查了一下说：他的这个只是脱臼， 1 

12 
没有断掉，断嘛没有断掉，只是脱臼。后来帮他包上一些药，三四天就好

掉了， 
1 

13 两三天后他的脚就又好起来了。这个娃娃他太怪啦， 0 

14 后来我们读书就在一班，他读书读得好，后来考起了到北京读书。 0 

  总分: 10 

                                                   

85 录于鹤庆县城，2000年 9月 16日，见 Alle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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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B. 受试者受试者受试者受试者筛选问题筛选问题筛选问题筛选问题 
 

A. 个人个人个人个人 
1. 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2. 会说什么语言？还有吗？ 
3. 小时候最先会说哪种话？ 
4. 哪一种语言你现在说得最好？  
 
B. 父亲父亲父亲父亲 
5. 你的父亲是在哪里出生的？ 
6. 你的父亲说什么语言？还有吗？ 
7. 他小时候最先会说哪种话？ 
 
C. 母亲母亲母亲母亲 
8. 你的母亲是在哪里出生的？ 
9. 你的母亲说什么语言？还有吗？ 
10. 她小时候最先会说哪种话？ 
 
D. 配偶配偶配偶配偶 
11. 你结婚了没有？ 
12. 你的丈夫/妻子在哪里出生？ 
13. 他/她说什么语言？还有吗？ 
14. 他/她小时候最先会说哪种话？ 
 
E.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 
15. 你有没有孩子？ 
16. 他/她/他们说什么语言？ 
17. 他/她/他们小时候最先会说哪种话？ 
 
F. 教育背景教育背景教育背景教育背景 
18. 你读书读到几年级？ 
19. 那所学校在哪里？（在村外，在村里，需要住宿舍？） 
 
G. 职业职业职业职业 
20. 你做什么工作？ 
 
H. 住所住所住所住所 
21. 除了这个村落以外，你还住过什么地方？ 
22. 住了多久？ 
23. 那边的人说什么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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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C. RTT 受试者受试者受试者受试者数据数据数据数据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1. RTT 受试者受试者受试者受试者年龄与性别细分年龄与性别细分年龄与性别细分年龄与性别细分 

男 女 

村庄 较年长 
(40岁以上) 

较年轻 
(40岁以下) 

较年长 
(40岁以上) 

较年轻 
(40岁以下) 

三戈庄 4 2 2 2 

新峰 1 1 4 1 

松坪 - 1 1 1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 RTT 受试者受试者受试者受试者的其他信息的其他信息的其他信息的其他信息 

村庄 平均年龄 平均受教育年数 说多种语言的能力86 

三戈庄 39 4 
� 单语，2位 （均为女性） 
� 夸恩斯与白，双语，2位 （均为女性） 
� 夸恩斯，白与汉，三语，6位 

新峰 49 4 � 均为锁内嘎， 白与汉 三语 

松坪（仅有 3
位受试者） 

39 3 
� 与汉，双语， 1位 
� 夸玛斯，汉与白 三语，  受试者 1和 2 
� 夸玛斯，与汉，双语，第 3位受试者 

 

 

                                                   

86 据受试者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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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D. 集体采访问卷集体采访问卷集体采访问卷集体采访问卷 
 

口述者在了解此研究的情况下是否愿意参与研究：      愿意             不愿意 

 

自然村： 
村委会： 

乡/镇： 

 

A. 村寨其它名称 

 

A.1 村寨的其他汉语名称： 

A.2 村寨的彝语名称： 

 

B. 本民族名称 

 

B.1 本民族自称： 

B.2 汉族给本民族的名称： 

B.3 本民族的其他名称： 

 

C. 语言地区变异 

 

C.1 哪些地方/村寨的彝族跟你们说的彝族话完全一样？ 

C.2 哪些地方/村寨的彝族跟你们说的彝族话有一点不同？ 

C.3 哪些地方/村寨的彝族跟你们说的彝族话完全不一样？ 

C.4 你们经常去 X吗？一般你们一年去多少次? 

C.5 你们经常跟来自 X的人交流吗？ 

C.6 X的人说的彝族话，你们可以听得懂吗？ 

C.7 你们跟来自 X的人说话的时候，你们使用什么语言？ 

 

D. 语用情况 

 

D.1 你们的孩子用什么语言跟你们说话？ 

D.2 你们跟你们孩子说话的时候，你们说什么语言？ 

  附近寨子情况和你们一样吗？ 

 

D.3 附近有什么村寨说彝族话说得越来越少？ 

  如果他们不说彝族话，他们说什么语言呢？ 

D.4 附近有什么村寨以前说[夸恩斯话]但是现在不说了？ 

  他们现在说什么语言呢？ 

D.5 本寨子有没有[白族/汉族/傈僳族等]会说彝族话？ 

  附近有什么地方的[白族/汉族/傈僳族等]会说彝族话？ 

D.6 你们或者你们的朋友们会不会说其他民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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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会，你们会说什么其他民族语言？ 

 

E. 通婚与语用情况 

 

E.1 本寨子的人会不会跟汉族或者其他民族结婚？ 

 E.1a 本寨子有多少户人家跟其他民族（非彝族）结婚？ 

 E.1b 有什么民族跟本寨子的彝族通婚？ 

 E.1c 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和妻子一般互相说话的时候用什么语言？ 

 E.1d 他们的孩子一般会说什么语言呢？ 

E.2 周围的寨子的人会不会跟汉族或者其他民族结婚？ 

 E.2a 他们跟什么民族通婚？ 

 E.2b 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和妻子一般互相说话的时候用什么语言？ 

 E.2c 他们的孩子一般会说什么语言呢？ 

 

F. 文化活力 

 

F.1 这里有什么节日是只有你们过而其他民族不过的？ 

 F.1a 几月几日过？ 

 F.1b 一般怎么过呢？ 

F.2 你们也过什么其他的节日？ 

F.3 你们的年轻人还会唱山歌吗？ 

 F.3a 有没有年轻人会吹叶子？ 

 F.3b 有没有年轻人会打/弹/吹/拉传统乐器？ 

F.4 你们会讲你们的传统民间故事给孩子听吗？ 

 F.4a 老人会讲你们的传统民间故事给孩子听吗？ 

F.5 你们的女儿还会自己缝衣服和刺绣吗？ 

 F.5a 如果会，他们几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缝衣服、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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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E. 村村村村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采访问卷采访问卷采访问卷采访问卷 
 

口述者在了解此研究的情况下是否愿意参与研究：      愿意             不愿意 

 

自然村： 
村委会： 

乡/镇： 

 

A. 人口统计 

 

A.1 整个自然村的人口： A.2 多少户人家： A.3 数据是哪一年的： 

A.4 整个村委会的人口： A.5 多少户人家： A.6 数据是哪一年的： 

 

A.7 本村委会管辖的寨子还有什么其他民族？ 

A.8 自然村各种民族的比例： 

A.9 村委会各种民族的比例： 

A.10乡镇各种民族的比例： 

 

B. 村寨历史 

 

B.1 本寨子原来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B.2 成立这个寨子的人是从哪里迁移过来的？ 

B.3 本寨子最普遍的姓氏是什么？ 

 

C. 赶集情况 

 

C.1 本寨子的人去哪里赶集？ 

C.2 这些地方的街子天是什么时候？ 

C.3 如果这里有街子，有什么民族来这里赶集？ 

 

D. 教育情况 

 

D.1 本寨子的小孩在哪里上小学？初中？高中？ 

D.2 老师们给一年级的孩子上课的时候，一般用什么语言？ 

 D.2a 二年级呢？ 

 D.2b 三年级呢？ 

 

E. 语用情况 

 

E.1 你们的孩子用什么语言跟你们说话？ 

E.2 你们跟你们孩子说话的时候，你们说什么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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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a 附近寨子情况跟你们一样吗？ 

E.3 附近有什么村寨说彝族话说得越来越少？ 

 E.3a 如果他们不说彝族话，他们说什么语言呢？ 

E.4 附近有什么村寨以前说[夸恩斯话]但是现在不说了？ 

 E.4a 他们现在说什么语言呢？ 

E.5 本寨子有没有[白族/汉族/傈僳族等]会说彝族话？ 

 E.5a 附近有什么地方的[白族/汉族/傈僳族等]会说彝族话？ 

E.6 你们或者你们的朋友们会不会说其他民族语言？ 

 E.6a 如果会，你们会说什么其他民族语言？ 

 

F. 通婚与语用情况 

 

F.1 本寨子的人会不会跟汉族或者其他民族结婚？ 

 F.1a 本寨子有多少户人家跟其他民族（非彝族）结婚？ 

 F.1b 有什么民族跟本寨子的彝族通婚？ 

 F.1c 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和妻子一般互相说话的时候用什么语言？ 

 F.1d 他们的孩子一般会说什么语言呢？ 

F.2 周围的寨子的人会不会跟汉族或者其他民族结婚？ 

 F.2a 他们跟什么民族通婚？ 

 F.2b 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和妻子一般互相说话的时候用什么语言？ 

 F.2c 他们的孩子一般会说什么语言呢？ 

 

G. 政府单位语用情况 

 

G.1 你们召集村民开会的时候，使用什么语言？ 

G.2 你们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时候，一般说什么语言？ 

G.3 你们在乡政府的时候，一般用什么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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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F. 词表词表词表词表 

该词表由同一位语音学家收集、标音并进行数码录音。对于所录下的声音，首先他把所听到的音准确地用国际音标写下来；然后对整个词表中的同源词的

声音文件做对比，以确保标音中的一致性。例如/o/在夸恩斯话中通常以[o]来代表，而在子逋斯话中以[ou]来代表，所以该元音的发音在这两种语言变体

中明显不同。对词表中相似声音的录音也做了对比，以确保同一词表中同样的声音在标音中有相同的表达。但是因为没有做音系分析，所以在同一支系话

的词汇标音中，同一音素的标音可能因该声音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化而作出不同的标音。 

标音者在收集词表时非常严格，尽力确保能收集到与汉语提示词语义相同的词。当收集的词是未曾预期的词时，标音者会探寻其它词，通常是用其它彝语

变体中的一些同源词来做提示。当找到所期待词的同源词时就把它记录下来。 

录下的词汇都是最通常且自然的说法。例如，读者可能会发现有些地方记录下的尾音在另一些地方并没有被记录。尾音[zu21]意指该名词有 “小”的意

思。夸恩斯话“225. 小碗”记录为[tɕi²¹ zu²¹]，但是夸玛斯话中它被记录为[tɕi²¹]。这不能说明夸玛斯话没有[zu21]这个尾音，而是因为在提及一个小饭

碗时，他们通常不加[zu21]这个尾音，而夸恩斯话总是会加[zu21]这个尾音。 

斯瓦迪士 100词表中的词以星号标出。在上萼坪只收集了斯瓦迪士 100词表中的词。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话话话话（（（（河东河东河东河东）））） 夸夸夸夸恩斯恩斯恩斯恩斯话话话话（（（（上萼坪上萼坪上萼坪上萼坪）））） 夸玛斯夸玛斯夸玛斯夸玛斯话话话话（（（（松坪松坪松坪松坪）））） 子逋斯子逋斯子逋斯子逋斯话话话话（（（（大箐大箐大箐大箐）））） 莱兹斯莱兹斯莱兹斯莱兹斯话话话话（（（（磨光磨光磨光磨光）））） 锁内嘎锁内嘎锁内嘎锁内嘎话话话话（（（（新峰新峰新峰新峰）））） 

1 天(天空) 
ʔa⁵⁵ ŋ²̩¹ ka⁵⁵ la⁵⁵ 
mu³³ 

  ʔa⁵⁵ ka⁵⁵ mũ³³ n̩²¹ ka⁵⁵ la⁵⁵ mu³³ 
mo̠²¹, ʔa⁵⁵ mu²¹ ka⁵⁵ 
la⁵⁵ mu³³ 

mɤ̪̠²¹ 

2 太阳* u⁵⁵ tsʰu⁵⁵  ʔu⁵⁵ tsʰu⁵⁵ ʔa²¹ tsʰu⁵⁵ ʔa³³ tsʰu⁵⁵ ʔa⁵⁵ tsʰu⁵⁵ mɛ²̠¹ hɛ⁵⁵ ki⁵⁵ 

3 月亮* hõ³³ bu³³ hũ³³ bu³³ hũ³³ bu³³ hũ³³ bu³³ lu³³ ʔa²¹ pu⁵⁵ hɯ̃³³ bɯ³³ ho²¹ bou³³ ki⁵⁵ 

4 星星* u⁵⁵ tɕua⁵⁵ ʔu⁵⁵ tɕua⁵⁵ tɕyɛ⁵⁵ tɕua⁵⁵ ʔa⁵⁵ tɕua⁵⁵ zu²¹ tɕiɛ⁵⁵ kʰõ³³ 

5 云* tsɿ⁵⁵ tsɿ⁵⁵ ti²¹ mi⁵⁵ ti²¹ mie⁵⁵ tɯ̠²¹ mi⁵⁵ ti²̠¹ miɛ⁵⁵ 

6 风 mi²̠¹ hi⁵⁵   mi²̠¹ hi⁵⁵ ʔi²¹ hie⁵⁵ mi²¹ hi⁵⁵ mɛ²̠¹ hɛ⁵⁵ 

7 雨* ʔũ²¹ huã⁵⁵ mu²¹ huã⁵⁵ ma²¹ ha⁵⁵ ʔũ³³ huɔ⁵⁵ mũ²¹ hũ⁵⁵ mo²¹ hõ⁵⁵ 

8 闪电 ʔn̩²¹ bia²¹ bia²¹   ʔõ²¹ bia²̠¹ ʔn̩²¹ dzɯ²¹ bia²¹ ŋɯ²¹ dʑi²¹ la³³ mɨ ̪²̠¹ dʑi²¹ 

9 雷(声) ʔn̩²¹ ɡɯ̠²¹ tʰua³³   ʔa⁵⁵ ka⁵⁵ mũ³³ mæ⁵⁵ ʔn̩²¹ ɡɯ²¹ mo²¹ ku²¹ mɨ ̪²̠¹ kɯ̠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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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话话话话（（（（河东河东河东河东）））） 夸夸夸夸恩斯恩斯恩斯恩斯话话话话（（（（上萼坪上萼坪上萼坪上萼坪）））） 夸玛斯夸玛斯夸玛斯夸玛斯话话话话（（（（松坪松坪松坪松坪）））） 子逋斯子逋斯子逋斯子逋斯话话话话（（（（大箐大箐大箐大箐）））） 莱兹斯莱兹斯莱兹斯莱兹斯话话话话（（（（磨光磨光磨光磨光）））） 锁内嘎锁内嘎锁内嘎锁内嘎话话话话（（（（新峰新峰新峰新峰）））） 

10 彩虹 ʔu⁵⁵ ju²¹ sua⁵⁵ zɿ⁵⁵   
ʔa³³ ma²̠¹ ʃua⁵⁵ 
dʒua⁵⁵ 

sua⁵⁵ kou²¹ 
ʔa⁵⁵ tsʰu⁵⁵ lu⁵⁵ bu³³ 
tai²¹ 

sua⁵⁵ li⁵⁵ 

11 水* ʔa⁵⁵ na⁵⁵ ʔa⁵⁵ na⁵⁵ ʔa³³ na⁵⁵ ʔa⁵⁵ na⁵⁵ ʔa⁵⁵ na⁵⁵ ʔa⁵⁵ na⁵⁵ 

12 地(大地) mɨ⁵̪⁵ dɤ²¹   mi⁵⁵ do²¹ mie⁵⁵ mi⁵⁵ do²¹ mi⁵⁵ 

13 土(土壤)* ʔni²̠¹ ʔni²̠¹ ni²̠¹ nai²¹ nai²¹ nɛ²¹ ɕia²¹ 

14 泥(巴) pua²¹ tsʰɿ²¹   ni²̠¹ nai²¹ nai²¹ nai²¹ 

15 河* zɿ²¹ mu³³ zɿ²¹ mu³³ ʒɿ²¹ mũ³³ zɯ²¹ mu³³ ʒɿ²¹ mu³³ kʰo²¹ 

16 湖 -   - hɯ⁵⁵ bɯ³³ ʔa⁵⁵ na⁵⁵ bɯ³³ ʔa⁵⁵ na⁵⁵ bɯ³³ 

17 山* ɣu̠²¹ mu³³ ŋɯ³³ tsɯ²¹, ʔu̠²¹ mo³³ ʃo̠²¹ so²¹ ʃo̠²¹ tɯ²¹ po²¹, mi⁵⁵ ɕy⁵⁵ 

18 金(子) sua⁵⁵   ʃua⁵⁵ sua⁵⁵ tɕi⁵⁵ tɕi⁵⁵ 

19 银(子) pfʰɨ⁵̪⁵   pfʰɤ⁵⁵ pfʰɤ⁵⁵ ȵi²¹ pfʰɨ ̪⁵̠⁵ 

20 铁 xɯ⁵⁵   xɯ⁵⁵ xɯ⁵⁵ xɯ⁵⁵ xɯ⁵⁵ 

21 石头* lo³³ dzɿ⁵⁵ lo³³ dzɿ⁵⁵ ʔwa²̠¹ pɯ³³ lou³³ di⁵⁵ ʔwa²̠¹ lo³³ dʑi⁵⁵ 

22 火* ʔa⁵⁵ to²¹ ʔa⁵⁵ to²¹ ʔa⁵⁵ tu³³ ʔa⁵⁵ tou²¹ ʔa⁵⁵ tu²¹ ʔa⁵⁵ to²¹ 

23 火焰 ʔa⁵⁵ to²¹ lu̠⁵⁵   ʔa³³ tu²¹ lu⁵⁵ ʔa⁵⁵ tou²¹ lu⁵⁵ ʔa⁵⁵ tu²¹ ɕi⁵⁵ ʔa⁵⁵ to²¹ ɕi⁵⁵ 

24 烟(炊烟)* ʔŋ²̩¹ kʰɤ̠²¹ ʔn̩²² kʰɤ̠³³ kʰo²¹ ʔõ³³ ʔn̩²² kʰo²¹ ʔõ̠²¹ kʰo̠²¹ kʰɤ̪̠²¹ ʔɤ̠²¹ 

25 夜* mi⁵⁵ la⁵⁵ mi⁵⁵ la⁵⁵ 
mi⁵⁵ la⁵⁵, mi⁵⁵ la⁵⁵ 
mo³³ 

pa²¹ jou²¹ mi⁵⁵ na³³ ka⁵⁵ mei⁵⁵ vɨ⁵̪⁵ 

26 日(子)，天 ȵi³³   ȵi³³ ȵi³³ ȵi³³ ȵi³³ 

27 今天 ʔni²̠¹ ȵi³³, ʔni²̠¹ nɯ⁵⁵   ʔi²̠¹ ȵi³³ ʔŋ²¹ ȵi³³ ʔa²¹ ȵi³³ ʔɛ²¹ ȵi³³ 

28 昨天 ʔa²¹ ȵi³³ nɯ⁵⁵   ʔa²¹ ȵi³³ ʔnɯ̃⁵⁵ ʔa²¹ ȵi³³ ʔa²¹ ȵi³³ nɯ⁵⁵ ʔa²¹ ȵi⁵⁵ 

29 前天 sɿ³³ ȵi³³ nɯ⁵⁵   ʃɿ³³ ȵi³³ ʔnɯ̃⁵⁵ sɿ²¹ ȵi³³ ʃɿ³³ ȵi³³ nɯ⁵⁵ sɿ³³ ȵi³³ 

30 明天 n̩²¹ ta³³ nɯ⁵⁵   ʔa³³ ta³³ ʔnɯ̃⁵⁵ ʔn²¹ ɡɯ⁵⁵ na²¹ ʔa²¹ ɡɯ⁵⁵ na²̠¹ ta³³ nɯ⁵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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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话话话话（（（（河东河东河东河东）））） 夸夸夸夸恩斯恩斯恩斯恩斯话话话话（（（（上萼坪上萼坪上萼坪上萼坪）））） 夸玛斯夸玛斯夸玛斯夸玛斯话话话话（（（（松坪松坪松坪松坪）））） 子逋斯子逋斯子逋斯子逋斯话话话话（（（（大箐大箐大箐大箐）））） 莱兹斯莱兹斯莱兹斯莱兹斯话话话话（（（（磨光磨光磨光磨光）））） 锁内嘎锁内嘎锁内嘎锁内嘎话话话话（（（（新峰新峰新峰新峰）））） 

31 后天 u⁵⁵ ȵi³³ nɯ⁵⁵   u⁵⁵ ȵi³³ ʔnɯ̃⁵⁵ ɣu⁵⁵ ȵi³³ ɣu⁵⁵ ȵi³³ nɯ⁵⁵ ɣu⁵⁵ ȵi³³ 

32 年 kʰo²¹  kʰu̠²¹ kʰou²¹ kʰu̠²¹ kʰo²¹ 

33 早晨 na²¹ na²¹   naʔ̠²¹ na²̠¹ dzua³³ a⁵⁵ ɣɯ²¹ na²̠¹ to⁵⁵ na²¹ tɤ̪̠⁵⁵ 

34 牛(黄牛) ȵu²¹   ȵo²¹ ȵu²¹ ȵu²¹ mi²¹ 

35 水牛 ʔa⁵⁵ wa̠²̃¹   ʔa⁵⁵ wa̠²̃¹ ʔa⁵⁵ wa²¹ ʔa⁵⁵ wa²̠¹ ʔa⁵⁵ ŋa²̠¹ 

36 马 ʔa⁵⁵ nɤ²¹   ʔa⁵⁵ no̠²¹ ʔa⁵⁵ na³³ mɤ²¹ ʔa⁵⁵ na³³ mo²¹ 
ʔa⁵⁵ na³³, ʔa⁵⁵ na³³ 
vɨ²̪¹ 

37 猪 ɣa²̠¹   ɣa²̠¹ ɣa²̠¹ ɣa²̠¹ ɣɑ²̠¹ 

38 山羊 tsʰɿ²̠¹   tsʰɿ²̠¹ ʔa⁵⁵ tsʰɿ²̠¹ tʃʰɿ²̠¹ tsai̠²¹ 

39 绵羊 ʑa⁵⁵   ja⁵⁵ ʑa⁵⁵ ʑa⁵⁵ ʑa⁵⁵ 

40 狗* ʔu⁵⁵ nu²¹ ʔu⁵⁵ nu²¹ ʔu⁵⁵ nu²¹ ʔa⁵⁵ nu²¹ kʰɯ²¹ tsʰɿ²̠¹ 

41 猫 ʔa²¹ ȵi⁵⁵   ʔa²¹ ni⁵⁵ ʔa⁵⁵ ȵi⁵⁵ ʔa²¹ ni⁵⁵ ʔa⁵⁵ ȵi⁵⁵ 

42 兔子 tʰa²̠¹ lua³³   tʰua²̠¹ la²̠¹ tʰa²¹ lo³³ tʰa²̠¹ lu³³  tʰa²¹ lo³³ 

43 龙 lɤ²¹   lo²¹ lo²¹ lo̠²¹ lɤ̪̠²¹ 

44 野生动物 zɿ²¹   tu⁵⁵ vɤ̠²¹³   ʑi²¹ vɛi³³ ʑi²¹ vɛ³³ 

45 熊 ɣɯ⁵⁵ mu³³   ɣɯ⁵⁵ mũ³³ ɣɯ⁵⁵ mu³³ ʔa²¹ ba³³ ɣɯ⁵⁵ ɣɯ⁵⁵ 

46 老虎 lu²¹ mu³³   lo²¹ mũ³³ lu²¹ mu³³ lu²¹ lo²¹ 

47 狼 na²¹   na²¹ na²¹ na²¹ tɯ²¹ vɨ⁵̪⁵ 

48 猴子 dʑa⁵⁵ mia²¹   dʑu⁵⁵ miɛ²̠¹ ʔa⁵⁵ miɑu²¹ ʔa⁵⁵ miæ̠²¹ ʔa⁵⁵ miou²¹ 

49 水獭 tɕʰa³³   - ɕyi³³ tɕʰa³³ tɕʰa³³ ɕyi³³ tɕʰa³³ 

50 老鼠 ha³³ dzɿ⁵⁵   hã³³ ha³³ bɛi²¹ ha³³ bɛi²¹ ha³³ ki⁵⁵ 

51 鸡 ʔja³̠³   ʔja³̠³ ja³³ ʔja³̠³ ʔja³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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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话话话话（（（（河东河东河东河东）））） 夸夸夸夸恩斯恩斯恩斯恩斯话话话话（（（（上萼坪上萼坪上萼坪上萼坪）））） 夸玛斯夸玛斯夸玛斯夸玛斯话话话话（（（（松坪松坪松坪松坪）））） 子逋斯子逋斯子逋斯子逋斯话话话话（（（（大箐大箐大箐大箐）））） 莱兹斯莱兹斯莱兹斯莱兹斯话话话话（（（（磨光磨光磨光磨光）））） 锁内嘎锁内嘎锁内嘎锁内嘎话话话话（（（（新峰新峰新峰新峰）））） 

52 公鸡 ʔja³̠³ kɯ⁵⁵   ʔja³³ tsɯ⁵⁵ ja³³ pfʰɤ⁵⁵ ʔja³³ fɤ⁵⁵ ʔja³³ pfʰɨ⁵̪⁵ 

53 鸭子 bu²¹ ʔã³³   ʔa³³ bua²¹ ʔa³³ ʔa³³ 

54 鹅 ka⁵⁵ ʔõ²¹   ʔa³³ u²¹ ʔa³³ u²¹ ʔa³³ u²¹ ʔou²¹ 

55 鸟* ʔa³³ zu²¹ ʔa³³ zu²¹ ʔja³³ ʔa³³ zu²¹ ʔã⁵⁵ ʔja³³ zo²¹ 

56 鸽 dɯ²¹ pfɨ⁵̪⁵ mɯ²¹   ku⁵⁵ tsɿ³³ ku⁵⁵ tsɿ³³ ku⁵⁵ tsɿ²¹ ku⁵⁵ zõ²¹ 

57 老鹰 ku⁵⁵ ma²¹   pa²¹ la²¹ dzɿ⁵⁵ dzɯ⁵⁵ mu³³ dzɯ⁵⁵ ʔa⁵⁵ dzɯ⁵⁵ 

58 蝙蝠 bia⁵⁵ lɤ²¹   ha³³ biou⁵⁵ lu⁵⁵ pɤ⁵⁵ pɤ³³ pi⁵⁵ pu³³ zu²¹ pɯ⁵⁵ pɯ³³ 

59 青蛙 ʔu⁵⁵ pu²¹   ʔu⁵⁵ pou²¹ u⁵⁵ pu²¹ ʔũ⁵⁵ pu²¹ ʔou⁵⁵ po²¹ 

60 鱼* ʔu²¹ zu²¹ ʔu²² zu²¹ ʔu²¹ ʔu²¹ ʔũ²¹ ʔo̠²¹ 

61 蛇 lu³³ sua⁵⁵   lu³³ ʃua⁵⁵ lu³³ sua⁵⁵ lu³³ ʃua⁵⁵ lo²¹ sɛ⁵̃⁵ 

62 蚂蟥/水蛭 ʑi²̠¹   ʑi²¹ ʑi²¹ tɕi⁵⁵ tɕi²¹⁵ tʰa³̠³ 

63 蜘蛛 ʔja²¹ mu³³   ʔja²¹ mu³³ ya²¹ mu³³ ʔja²¹ mũ³³ ʑa²¹ mou³³ zɿ⁵⁵ 

64 昆虫 ba²¹ dzɿ⁵⁵   ba²¹ dzi⁵⁵ ba²¹ di⁵⁵ ba²¹ di⁵⁵ ba²¹ di⁵⁵ 

65 蚂蚁 bu²¹ ʔo³³   bu²¹ wa³³ bou²¹ lou³³ bu²¹ lu³³ bo²¹ lo³³ 

66 苍蝇 ja⁵⁵ mɨ²̪¹   ja⁵⁵ ma²¹ ʑa⁵⁵ mo²¹ ja⁵⁵ mo²¹ ʑa⁵⁵ mɨ²̪¹ 

67 蜜蜂 bia²¹ mu³³   bia²¹ bia²¹ bia²¹ bia²¹ 

68 蚊子 ja⁵⁵ sua⁵⁵   ja⁵⁵ ʃua⁵⁵ ʑa⁵⁵ so⁵⁵ ja⁵⁵ ʃua⁵⁵ ʑa⁵⁵ sɿ⁵⁵ 

69 蝴蝶 bie²¹ lɤ³³   bia²̠¹ la²̠¹ kua⁵⁵ lɛi²¹ bia²¹ lu³³ ɕi⁵⁵ ku⁵⁵ lɛi̠³³ 

70 
虱子  (衣

上)* 
sɿ⁵⁵ pfʰɨ⁵̪⁵ sɿ⁵⁵ pfʰɨ⁵̪⁵ si⁵⁵ kʰɯ²¹ ɕi⁵⁵ ɕi⁵⁵ ɕi⁵⁵ 

71 蛋* fɤ³³ fɤ³³ fɤ³³ fɤ³³ fɤ³³ fɨ³̪³ 

72 翅膀 dɨ⁵̪⁵ lua²̠¹   do⁵⁵ la²̠¹ biɯ⁵⁵ la²¹ do⁵⁵ la²̠¹ 
pʰa²¹ tʰa²¹ li⁵⁵, dɨ⁵̪⁵ 
la³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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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话话话话（（（（河东河东河东河东）））） 夸夸夸夸恩斯恩斯恩斯恩斯话话话话（（（（上萼坪上萼坪上萼坪上萼坪）））） 夸玛斯夸玛斯夸玛斯夸玛斯话话话话（（（（松坪松坪松坪松坪）））） 子逋斯子逋斯子逋斯子逋斯话话话话（（（（大箐大箐大箐大箐）））） 莱兹斯莱兹斯莱兹斯莱兹斯话话话话（（（（磨光磨光磨光磨光）））） 锁内嘎锁内嘎锁内嘎锁内嘎话话话话（（（（新峰新峰新峰新峰）））） 

73 角* kua⁵⁵ tsʰɿ⁵⁵ kua⁵⁵ tsʰɿ⁵⁵ kua⁵⁵ tɕʰu⁵⁵ kua⁵⁵ tɕʰu⁵⁵ kua⁵⁵ tɕʰu⁵⁵ tɕʰyi⁵⁵ 

74 尾巴* mua²̠¹ vɨ²̪¹ ʔmua²̠² vɨ²̪¹ ma²̠¹ do²¹ mua²̠¹ do²¹ ma²̠¹ do²¹ ma²̠¹⁵ kua³³ 

75 树* sɿ³̠³ dzɿ⁵⁵ sɿ³̠³ dzɿ⁵⁵ sɿ³̠³ zɿ⁵⁵ sɿ³̠³ dzɿ⁵⁵ ɕi³³ dʑi⁵⁵ ɕi³³ dʑi⁵⁵ 

76 松树 tʰa²¹ pʰua⁵⁵ dzɿ⁵⁵   ju⁵⁵ sua²¹ dzɿ⁵⁵ tʰa²¹ dzɿ⁵⁵ tʰa²¹ pa³³ dʑi⁵⁵ tʰa²¹ dʑi⁵⁵ 

77 竹子 mu⁵⁵ tu⁵⁵   mu⁵⁵ tu⁵⁵ mu⁵⁵ mu⁵⁵ mũ⁵⁵ 

78 小麦 su⁵⁵   ʃu⁵⁵ su⁵⁵ ʃu⁵⁵ sou⁵⁵ 

79 荞麦/荞子 ɡu²¹, sɿ²¹ kʰu³³   ɡu²¹, ɡu²¹ kʰu²¹ ɡu²¹ ɡu²¹ ɡo²¹ 

80 大麦 zɿ³³   zɤ³³ zɿ³³ zɤ³³ zɿ³³ 

81 玉米 su⁵⁵ mu⁵⁵   ju⁵⁵ ma⁵⁵ ji⁵⁵ mɯ⁵⁵ ȵi⁵⁵ mɯ⁵⁵ yi⁵⁵ mɨ⁵̪⁵ 

82 饭 dzu⁵⁵   dzu⁵⁵ dzu⁵⁵ dzu⁵⁵, ma²¹ ma²¹ dzu⁵⁵ 

83 大米 ʔa⁵⁵ ɡo³³   tʃʰɯ⁵⁵ pfʰɤ⁵⁵ tsʰɯ⁵⁵ pfʰɤ⁵⁵ tʃʰɯ⁵⁵ fɤ⁵⁵ tsʰɯ⁵⁵ pfʰɨ⁵̪⁵ 

84 菜(饭菜) ja²¹ tsa²¹   ja²¹ ʑa²¹ ja²¹ tsa²¹ ʑa²¹ 

85 汤(菜汤) zu⁵⁵ tsʰu⁵⁵   mi⁵⁵ tɕʰɛ³̠³ hua³³ ɕiou²¹ mi⁵⁵ tɕi³̠³ mi⁵⁵ tɕʰi³³ 

86 花生 ti⁵⁵ ɕu³³ tsɿ³³   li²̠¹ ti⁵⁵ ɕu³³ lo²¹ ti⁵⁵ ɕu³³ lai²¹ ti⁵⁵ ɕiũ³³ ty⁵⁵ ɕy³³ 

87 核桃 u⁵⁵ du⁵⁵   ʔu⁵⁵ dua⁵⁵ ɣu⁵⁵ du⁵⁵ u⁵⁵ du⁵⁵ ɣu⁵⁵ du⁵⁵ 

88 豆子 nũ³³ bua³³   nua³³ nou³³ nu̠⁵⁵ no³³ 

89 葫芦 ʔu⁵⁵ pʰɯ²¹   ʔa⁵⁵ pʰɯ²¹ ʔa⁵⁵ pʰɯ²¹ ʔa⁵⁵ pʰɯ²¹ - 

90 茄子 ɡu⁵⁵   ɡu⁵⁵ ɡu⁵⁵ tɕʰi⁵⁵ tsɿ³³ tɕʰi⁵⁵ tsɿ³³ 

91 蒜 kʰa²¹ sɯ⁵⁵   kʰa²¹ sɯ⁵⁵ sua²¹ miou²¹ sua²¹ kʰa²¹ sɯ⁵⁵ 

92 姜 tsʰa²¹   tʃʰa²¹ tɕʰi⁵⁵ kou⁵⁵ tɕʰi⁵⁵ ku⁵⁵ tsʰa²¹ 

93 辣椒 la⁵⁵ dzɿ³̠³   la⁵⁵ dzɿ³̠³ la⁵⁵ dzɿ²¹ la⁵⁵ tsɿ²¹ la⁵⁵ tsɿ³³ 

94 果子(水果) ji³³ sua²¹   sua²¹ kʰu³³ so²¹ tsʰo⁵⁵ ɕi⁵⁵ kʰu³³ lu⁵⁵ kʰu³³ sa²¹ tsʰɨ⁵̪⁵ sa²¹ vɨ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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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夸恩斯话话话话（（（（河东河东河东河东）））） 夸夸夸夸恩斯恩斯恩斯恩斯话话话话（（（（上萼坪上萼坪上萼坪上萼坪）））） 夸玛斯夸玛斯夸玛斯夸玛斯话话话话（（（（松坪松坪松坪松坪）））） 子逋斯子逋斯子逋斯子逋斯话话话话（（（（大箐大箐大箐大箐）））） 莱兹斯莱兹斯莱兹斯莱兹斯话话话话（（（（磨光磨光磨光磨光）））） 锁内嘎锁内嘎锁内嘎锁内嘎话话话话（（（（新峰新峰新峰新峰）））） 

95 香蕉(芭蕉) ŋa³³ dzɿ⁵⁵ sua²¹   pa⁵⁵ tsiou⁵⁵ ŋa³³ ba³³ pa⁵⁵ tɕʰu⁵⁵ - 

96 芋头 bi⁵⁵ tʰɤ⁵⁵   bi⁵⁵ tʰɤ⁵⁵ bi⁵⁵ tʰo⁵⁵ bi⁵⁵ tʰo⁵⁵ bi²¹ tʰɤ̪⁵⁵ 

97 烟(烟草) ʑi⁵⁵   ji⁵⁵ ji⁵⁵ ȵi⁵⁵ ʑi³³ 

98 草(青草) sɿ²¹ tsʰɯ⁵⁵   ʃɿ²̠¹ sɿ²¹ ʃɿ²̠¹ sɿ²¹ 

99 菌子 mɨ³̪³ lɤ⁵⁵   mɤ⁵⁵ mɤ⁵⁵ tsʰa²¹ mɤ⁵⁵ mɨ⁵̪⁵ 

100 种子* sɿ²̠¹ kʰu⁵⁵ sɿ²¹ kʰu⁵⁵ ʃo²¹ kʰo⁵⁵ dzu⁵⁵ so²¹ ʔja⁵⁵ ʃo²¹ sɿ²̠¹ zo̠²¹ 

101 根(树根)* sɿ³̠³ ti²̠¹ sɿ³̠³ ti³̠³ sɿ³̠³ ti³̠³ sɿ³̠³ tsu³³ ɕi⁵⁵ tɕu³³ mi³³ 

102 叶子* sɿ³̠³ pʰia²¹ sɿ³̠³ pʰia²¹ pʰia²¹ su³³ pʰia²¹ pʰa²¹ tʃʰɿ²¹ pʰia²¹ 

103 树枝 
sɿ³̠³ ka²¹ la²̠¹, tʰa²¹ 
ka²¹ la²̠¹ 

  sɿ³̠³ ka²̠¹ sɿ³̠³ ka²¹ ɕi³³ ka²¹ la²¹ ʔou⁵⁵ lo⁵⁵ 

104 芽(种子芽) no²¹ dzua⁵⁵   dzua⁵⁵ dzua⁵⁵ ʔa³³ nɛ³̠³ ɕy⁵⁵ zo²¹ 

105 花 ʑi³³ lɤ³³   ja³³ lo³³ ʑi³³ lo³³ ʑi⁵⁵ no³³ ʔi³³ no³³ 

106 板子(木板) pua³³   pa³³ pʰi²¹ pua³³ pa³³ pa³̠³ 

107 棍子 u⁵⁵ tu⁵⁵, lo²¹ ka³³   la²̠¹ ka³³ ʔa⁵⁵ tu⁵⁵ mu⁵⁵ tu⁵⁵ kua³³ a⁵⁵ kua³³ 

108 树皮* sɿ³̠³ ko²¹ sɿ³̠³ ko³³ sɿ³̠³ ku³³ ʑi⁵⁵ kɯ²¹ ɕi⁵⁵ dʑi⁵⁵ kɯ²¹ pɯ³³ jo⁵⁵ 

109 刺 tsʰɿ²¹ pfɨ⁵̪⁵   tsʰo²¹ tsʰo²¹ tʃʰo²¹ tsʰɤ̪²¹ 

110 
灰(火灰、

草木灰)* 
kʰɨ ̪²̠¹ pʰɯ³³ kʰɨ²̪¹ huã⁵⁵ kʰo²¹ pʰɯ³³ kʰo²¹ huɔ⁵⁵ kʰo̠²¹ huã⁵⁵ kʰɤ̪̠²¹ hɛ⁵̠⁵ 

111 身体 ɡɨ⁵̪⁵ dɯ̠²¹   ɡɯ⁵⁵ dɯ²¹ ɡo⁵⁵ dɯ²¹ ɡɯ⁵⁵ dɯ²¹ ɡɨ⁵̪⁵ dɯ²¹ 

112 头* ʔn̩²¹ ka⁵⁵ ʔn̩²¹ ka⁵⁵ ŋɯ²¹ ka⁵⁵ ʔn̩²¹ ka⁵⁵ ʔn̩²¹ ka⁵⁵ ka⁵⁵ kʰõ³³ 

113 脑髓 ʔɨ²̪¹ ni²¹   ʔɤ̠²¹ ni²̠¹ ʔo²¹ nai²¹ nɑu³³ ʔɨ ̪ ̠nai²¹ 

114 头发* ʔn̩²¹ tsʰɯ⁵⁵ ʔn̩²¹ tsʰɯ⁵⁵ ŋɯ²¹ tsʰɯ⁵⁵ ʔn̩²¹ tsʰɯ⁵⁵ ʔn̩²¹ tsʰɯ⁵⁵ ʔɤ̪̠²¹ tsʰɯ⁵⁵ 

115 脸 pʰia²¹ mo³³   pʰia²¹ mũ³³ pʰia²¹ ja²¹ pʰi²̠¹ mia³³ kʰɯ²¹ mia³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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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眼睛* mia³³ dɤ²¹ mia³³ dɤ²¹ mia³³ to²¹ mia³³ do²¹ mia³³ do²¹ mia⁵⁵ tɯ̠²¹ 

117 鼻子* ʔnɯ⁵⁵ tsua⁵⁵ ni⁵⁵ tsua⁵⁵ ʔnɯ̃⁵⁵ kʰo⁵⁵ nɯ⁵⁵ kʰɤ⁵⁵ ʔnɯ̃⁵⁵ kʰɤ⁵⁵ nũ⁵⁵ tɕiɛ⁵⁵ 

118 耳朵* ʔnu̠²¹ pa⁵⁵ nu̠²¹ pa⁵⁵ ʔnu̠²¹ pa⁵⁵ nu²¹ pa⁵⁵ nɯ̃²¹ pa⁵⁵ nou²¹ pa⁵⁵ 

119 嘴(里面)* kʰa²¹ bi²¹ kʰa²¹ bi²¹ kʰa²¹ pʰi²¹ kʰa²¹ bɛi²¹ kʰa²¹ bɛ²¹ kʰa²¹ bɛ²¹ 

120 牙齿* sɯ̠²¹ tsʰɿ⁵⁵ si²̠¹ tsʰɿ⁵⁵ sɯ²¹ tɕʰi⁵⁵ sɯ²¹ sɯ²¹ sɯ²¹ tɕʰi⁵⁵ 

121 舌头* lu⁵⁵ pʰia²¹ lu⁵⁵ pʰia²¹ nɯ⁵⁵ pʰiɛ²¹ lu⁵⁵ pʰia²¹ lu⁵⁵ pʰa²¹ lo⁵⁵ pʰa²¹ 

122 胡子 mɯ̠²¹ tsʰɯ³³   mɯ̃²¹ tsʰɯ²¹ mu²¹ tsʰɿ³³ mu²¹ tɕʰi²¹ mɯ̃²¹ tɕʰi²¹ 

123 下巴 mɯ̠²¹ pfɨ⁵̪⁵   ja³³ pa³³ ku³³ ʑa³³ pa³³ kʰu³³ ja⁵⁵ pa⁵⁵ ku⁵⁵ mɯ̃²¹ ʔɯ⁵⁵ 

124 脖子* li⁵⁵ vɨ²̪¹ li⁵⁵ vɨ²̪¹ lɯ⁵⁵ miɛ²¹ lɛi⁵⁵ bɛi⁵⁵ lɛ⁵⁵ bɛ⁵⁵ lɛ⁵⁵ bɛ⁵⁵ 

125 肩膀 ɣɯ⁵⁵ pʰɯ²¹   ɣɯ⁵⁵ pʰɯ²¹ la²¹ pʰua⁵⁵ la²̠¹ pʰai⁵⁵ pʰai⁵⁵ pou³³ tɯ²¹ 

126 手·胳臂* la²̠¹ pʰa³³ la²̠¹ pʰa³³ la²¹ pʰa³³ la²¹ pʰa³³ la²̠¹ pʰa³³ lɑ²̠¹ pʰa³³ 

127 手 la²̠¹ pʰa³³, la²̠¹ ka⁵⁵   la²̠¹ tɕa³³ la²¹ ʔju⁵⁵ zu²¹ la²̠¹ ʔju⁵⁵ zu²¹ la²¹ tsua²¹ 

128 胳臂 la²̠¹ vɨ²̪¹   la²̠¹ pi⁵⁵ la²¹ tsɿ²¹ la²̠¹ tsai²¹ la²¹ tʰɯ⁵⁵, la²¹sɛ⁵̠⁵ 

129 手掌 la²̠¹ pia³³   la²̠¹ ka⁵⁵ la²¹ ka⁵⁵ ɕi⁵⁵ la²̠¹ ka⁵⁵ ɕi⁵⁵ la²¹ ka⁵⁵ 

130 手腕 la²̠¹ tsɿ²̠¹   la²̠¹ tsɿ²̠¹ tsʰuɛi⁵⁵ tsɿ²¹ la²̠¹ tsai³³ zu²¹ la²¹ ɡo²¹ 

131 肘 la²̠¹ nɤ⁵⁵   la²̠¹ da⁵⁵ la²¹ kwai²¹ la²̠¹ nɯ⁵⁵ lɑ²̠¹ kwɛ²¹ 

132 手指 la²̠¹ ɿ⁵⁵ zu²¹   la²̠¹ ʔi⁵⁵ zu²¹ la²¹ tsɿ²¹ la²̠¹ ʔju⁵⁵ lɑ²̠¹ ʔi⁵⁵ 

133 拇指 la²̠¹ mũ³³   la²̠¹ mũ³³ la²¹ mu⁵⁵ la²̠¹ mu³³ lɑ²̠¹ ʔi⁵⁵ mo³³ 

134 指甲* la²̠¹ sɯ²¹ la²̠¹ sɯ²¹ la²̠¹ sɯ̠²¹ la²¹ kʰɯ²¹ sɯ²¹ la²̠¹ kʰɯ²¹ sɯ²¹ lɑ²̠¹ kʰɨ ̪²̠¹ sɯ²¹ 

135 屁股 tsʰɿ²¹ kʰɤ⁵⁵   da⁵⁵ pɯ³³ tɕʰi²¹ kʰo⁵⁵ tɕʰi²¹ kʰo⁵⁵ ta⁵⁵ pɯ³³ 

136 腿 tsʰɿ⁵⁵ ɕi⁵⁵   pʰi²¹ si⁵⁵ tɕʰi⁵⁵ sɛi⁵⁵ pʰa²¹ sai⁵⁵ pʰai²¹ sɛ⁵⁵ 

137 脚·腿* tsʰɿ⁵⁵ pʰa³³ tsʰɿ⁵⁵ pʰa³³ tɕʰi⁵⁵ pʰa³³ tɕʰi⁵⁵ pʰa³³ tɕʰi⁵⁵ pʰa³³ tɕʰi⁵⁵ vɨ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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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脚 tsʰɿ⁵⁵ pia²¹   tɕʰi⁵⁵ pʰia²¹ tɕʰi⁵⁵ pʰia²¹ tɕʰi⁵⁵ ɡɛ⁵⁵ bɛ⁵⁵ tɕʰi⁵⁵ tsua²¹ 

139 小腿 tsʰɿ⁵⁵ vɨ²̪¹   tɕʰi⁵⁵ ma⁵⁵ sua²¹ tɕʰi⁵⁵ kua⁵⁵ tʰo⁵⁵ 
ma⁵⁵ ɕya²¹ tʰo⁵⁵, 
tɕʰi⁵⁵ vɤ²¹ 

- 

140 膝盖* hɯ̃³³ dzɿ³³ hɯ̃³³ dzɿ³³ hɯ̃³³ zɯ³³ hn̩³³ dzɿ³³ hɯ̃³³ dzɯ̃³³ kɨ²̪¹ ŋɛ³̠³ tɯ⁵⁵ 

141 爪 tsʰɿ⁵⁵ tɕʰi³̠³ tsʰɿ⁵⁵ tɕʰi³̠³ tɕʰi⁵⁵ tɕia³³ la²¹ kʰɯ²¹ sɯ²¹ tɕʰi⁵⁵ pa³³ tɕʰi⁵⁵ tsua²¹ 

142 胸脯 ʔn̩²¹ tɤ⁵⁵   ȵi²¹ to⁵⁵ nɛi³³ tua⁵⁵ nɛi²¹ to⁵⁵ ʔɯ⁵⁵ tɯ⁵⁵ 

143 脊背 ka⁵⁵ bi⁵⁵   ka⁵⁵ bi⁵⁵ ka⁵⁵ bɛi⁵⁵ ɡɛ⁵⁵ bɛ⁵⁵ do²¹ ko²¹ ɕi⁵⁵ 

144 乳房* ʔũ⁵⁵ ȵu³³ ʔu⁵⁵ ȵu³³ ʔa⁵⁵ ju³³, ʔa⁵⁵ ȵu³³ ʔa⁵⁵ ba³³ pa²̠¹ pa²̠¹ ʔa⁵⁵ ba³³ 

145 肚子* hi²¹ pɯ⁵⁵ hi²¹ pɯ⁵⁵ hi²¹ pu⁵⁵ hai²¹ pɯ⁵⁵ hai²¹ pɯ⁵⁵ 
hɛ²¹ pɯ⁵⁵, hɯ²¹ 
pɯ⁵⁵ 

146 腰 dzo²¹ tsʰɿ⁵⁵   dʑu̠²¹ kɯ̠²¹ dzou²¹ kɯ²¹ dʑu²¹ kɯ²¹ dzo²¹ kɯ²¹ 

147 皮肤* ko³³ dzɿ⁵⁵ ko³³ dzɿ⁵⁵ xu²¹ ku³³ dʑi⁵⁵ kɯ²¹ dʑi⁵⁵ 
dʑi⁵⁵ ko³³, dʑi⁵⁵ 
tso⁵⁵ 

148 骨头* kua³³ tɯ²¹ kua³³ tɯ²¹ kua⁵⁵ tjɯ²¹ kua³³ tɯ²¹ kua³³ tɯ²¹ kua³³ tɯ²¹ 

149 胃 hi²¹ mu³³   hi²̠¹ mũ³³ hai²¹ mu³³ hai²¹ mu³³ hai²¹ mo³³ 

150 脐(肚脐) tsʰa³³ dɤ²¹   tɕʰa³³ do²¹ tsʰa³³ pu²¹ tu⁵⁵ tʃʰa²¹ do²¹ tsʰa³³ dɯ̠²¹ 

151 肾(腰子) vɨ²̪¹ dzɿ⁵⁵   ju⁵⁵ dzɿ³³ jou⁵⁵ dzɿ³³ ju⁵⁵ dzɿ²¹ jou⁵⁵ tsɿ³³ 

152 肠子 xu²¹ vɨ⁵̪⁵   hu²¹ vɯ⁵⁵ hai²¹ vɤ⁵⁵ vɤ⁵⁵ vɨ⁵̪⁵ hai²¹ 

153 心* ʔni³̠³ mo³³ ni³̠³ mo³³ ʔni³̠³ mũ³³ nɛi³³ mu³³ nɛ³³ mũ³³ nɛ³³ mõ³³ 

154 肝* sɿ²¹ kʰa³³ sɿ²¹ kʰa³³ sɿ²̠¹ kʰa³³ sɿ²¹ kʰa³³ ka⁵⁵ sɿ²¹ kʰa³³ 

155 肺 sɿ²¹ pfʰɨ²̪¹   sɿ²̠¹ pfʰɤ²¹ sɿ²¹ pfʰɤ²¹ fɛi²¹ sɿ²̠¹ pfʰɨ ̪²̠¹ 

156 汗 tɕua²¹   tɕua²¹ tɕua²¹ tɕua²¹ tɕiɛ²̠¹ 

157 血* sɿ²¹ sɿ²¹ sɿ²¹ sɿ²¹ sɿ²̠¹ sɿ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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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鼻涕 ʔnɯ̠⁵⁵ nɯ̠²¹   ʔnɯ̠⁵⁵ nɯ̠²¹ nɯ²¹ bi²̠¹ ɕi²̠¹ bi²¹ ɕi²̠¹ 

159 口水 tsɿ²¹ dzɿ⁵⁵   mɯ̃²¹ ʒe⁵̠⁵ tʰi²¹ pʰi²¹ zɿ⁵⁵ dju²¹ bi²̠¹ mɯ²¹ zɿ³³ 

160 奶 ʔu⁵⁵ ȵu³³   ʔa⁵⁵ ȵu³³ ʔa⁵⁵ ba³³ pa²̠¹ pa²̠¹ ʔa⁵⁵ ba³³ 

161 屎 tsʰɿ²¹   tɕʰi²¹ tɕʰi²¹ tɕʰi²¹ tɕʰi²¹ 

162 尿水 zɿ²¹   zɿ²¹ ʑi²¹ ʑi²¹ ji²¹ 

163 脓 bvɨ⁵̪⁵   bi⁵⁵ bie⁵⁵ bi⁵⁵ bi⁵⁵ 

164 羽毛* tsʰɯ⁵⁵ tsʰɯ⁵⁵ tsʰɯ⁵⁵ tsʰɯ⁵⁵ tsʰɯ⁵⁵ tsʰɯ⁵⁵ 

165 筋(腱) dzɿ⁵⁵ tɯ̠²¹   dʑɤ̠²¹ tɕũ³³ dʑu²¹ tʃi⁵⁵ dʑyi²¹ 

166 生命 mia²̠¹   miɛ²̠¹ mia²̠¹ miæ̠²¹ miɛ²̠¹⁵ tsɨ ̪³̠³ 

167 力气 tɕʰi³³   tɕʰi³³ tɕʰi³³ xou³³ tɕʰi³³ tɕʰi²¹ xɛ⁵̠⁵ 

168 人* tsʰa⁵⁵ tsʰa⁵⁵ tsʰa⁵⁵ tsʰa⁵⁵ tsʰa⁵⁵ tsʰa⁵⁵ 

169 男人* tsɿ³³ ȵi²¹ tsɿ³³ ȵi²¹ tsɿ³³ ȵi²¹ zu²¹ tsɿ³³ ȵi²¹ zu²¹ pa²¹ zo²¹ ki⁵⁵ 

170 女人* ʔɿ⁵̠⁵ nɯ⁵⁵ ʔɿ⁵̠⁵ nɯ⁵⁵ zua²¹ ma²¹ zu²¹ zuɔ²¹ ma²¹ zu²¹ ma²¹ zo²¹ ma²̠¹ 

171 儿童 ʔa⁵⁵ hã³³   ʔa⁵⁵ hã³³ ʔa²¹ ha⁵⁵ zɯ²¹ nɯ⁵⁵ zɯ̃²¹ nɯ⁵⁵ 

172 朋友 tsʰa²¹ pa³³   tsʰa²̠¹ pa³³ pʰu⁵⁵ jou²¹ pʰɯ̃⁵⁵ jou²¹ ɡo³³ tsʰa²¹ 

173 兵(士兵) ma²̠¹   ma²̠¹ ma²¹ kʰo⁵⁵ zu²¹ mɑ²̠¹ 

174 聋(子) ʔnu̠²¹ ba²¹   ʔnu̠²¹ ba²¹ nu²¹ ba²¹ nɯ̃²¹ ba²¹ ʔɤ̠²¹ pou⁵⁵ 

175 爷爷 ʔu⁵⁵ pu⁵⁵   ʔa³³ pu⁵⁵ ʔa⁵⁵ pu⁵⁵ ʔa³³ pu⁵⁵ ʔa²¹ pou⁵⁵ 

176 父亲 ʔa⁵⁵ pu²¹   ʔa⁵⁵ pa³³ ʔa⁵⁵ pu²¹ ʔa⁵⁵ pa³³ ʔa²¹ bo²¹ 

177 母亲 ʔa⁵⁵ mu³³   ʔa⁵⁵ mũ³³ ʔa⁵⁵ mu³³ ʔa⁵⁵ mũ³³ ʔa²¹ mõ³³ 

178 哥哥 ʔa⁵⁵ ji²¹   ʔa⁵⁵ ku³³ ʔa⁵⁵ da³³ ʔa⁵⁵ ji²¹ ʔa²¹ ji²¹ 

179 姐姐 ʔa⁵⁵ tsɿ³³   ʔa⁵⁵ tsi³³ ʔa⁵⁵ tsɿ³³ ʔa³³ tɕi⁵⁵ ʔa²¹ tɕi³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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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弟弟 ȵya⁵⁵ zu²¹   ȵia⁵⁵ zu²¹ ȵya⁵⁵ zu²¹ ȵya⁵⁵ zu²¹ ȵiɛ⁵⁵ zõ²¹ 

181 妹妹 ȵya⁵⁵ mu³³   ȵia⁵⁵ mũ³³ ȵya⁵⁵ mu³³ ȵya⁵⁵ mũ³³ ȵiɛ⁵⁵ mõ³³ 

182 丈夫 tsʰa⁵⁵ bu²¹   tsʰa⁵⁵ pu²¹ tsɿ⁵⁵ ȵi²¹ ma²̠¹ vɤ⁵⁵ mɑ²̠¹ vɨ⁵̪⁵ 

183 妻子 tsʰa⁵⁵ mo⁵⁵   kʰa³³ tsɿ³³ mũ³³ ɣu⁵⁵ zu²¹ mu³³ tɕʰi²¹ mũ³³ tɕʰi²¹ mõ³³ 

184 儿子 zu²¹   zu²¹ zu²¹ zu²¹ ŋo³³ zo²¹ 

185 女儿(姑娘) zu²¹ mua²¹   zua²¹ ma²¹ zua²¹ ma²¹ zu²¹ ma²¹ ŋo³³ zo²¹ ma²̠¹ 

186 儿媳(媳妇) tsʰɿ²¹ mu³³   tɕʰi²¹ mũ³³ tɕʰi²¹ mu³³ zu²¹ tɕʰi²¹ mũ³³ zo²¹ tɕʰi²¹ mõ³³ 

187 女婿 ʔma²̠¹ vɨ⁵̪⁵ zu²¹   ʔma²̠¹ a⁵⁵ zu²¹ ma²̠¹ vɤ⁵⁵ zu²¹ ma²¹ ma²̠¹ vɤ⁵⁵ zo²¹ mɛ²̠¹ ma²¹ vɨ⁵̪⁵ 

188 孙子 ɿ²¹ zu²¹   zi²¹ zu²¹ ʔji²¹ zu²¹ li²¹ zu²¹ li²¹ zo²¹ 

189 房子 hã³³ pfɨ⁵̪⁵   hĩ⁵⁵ hĩ⁵⁵ hĩ⁵⁵ hɛ⁵⁵ kɛ⁵̠⁵ 

190 墙壁 tsɯ⁵⁵ pia³³   tsɯ³³ pia³³ tso⁵⁵ pai²¹ ŋũ³³ ɣo²¹³ pʰiɛ³³ 

191 梁(椽子) hĩ⁵⁵ dɤ²¹   vo̠³³ ɣa⁵⁵ mu³³ ʔŋua²¹ wa⁵⁵ mũ³³ 

192 门 ɡɯ⁵⁵ hɯ̃²¹   ɡɯ³³ tɕi⁵⁵ ɡa³³ kʰɯ²¹ kuai²¹ mai⁵⁵ 
ma²̠¹ kʰɯ⁵⁵, kʰɯ²¹ 
di⁵⁵ 

193 房间 hã³³ pfɨ⁵̪⁵ ka⁵⁵ la⁵⁵   hĩ⁵⁵ hi³̠³ pu⁵⁵ tɕi²¹ kua⁵⁵ hĩ⁵⁵ kʰo³³ hɛ⁵⁵ kɛ⁵̠⁵ 

194 田(稻田) tua⁵⁵ mɨ⁵̪⁵   tua⁵⁵ mi⁵⁵ tua⁵⁵ mi⁵⁵ tʃʰɯ⁵⁵ mi⁵⁵ tsʰɯ⁵⁵ mi⁵⁵ 

195 田(旱田) ka⁵⁵ tso²¹ mɨ⁵̪⁵   ka⁵⁵ so̠²¹ mi⁵⁵ ka⁵⁵ tsou²¹ ka⁵⁵ tsou²¹ mi⁵⁵ 

196 帽子 nõ²¹ hõ³³   zu⁵⁵ mo̠²¹ ɕia⁵⁵ mɑu²¹ ʑu⁵⁵ mu²¹ kʰa²¹ tɯ⁵⁵ 

197 耳环 nõ²¹ kʰõ³³   nũ²¹ kʰou³³ nu²¹ kʰu³³ nɯ̠²¹ kʰu³³ no²¹ kʰo³³ 

198 戒指 la²̠¹ dzɿ⁵⁵   su̠²¹ ku⁵⁵ la²¹ so²¹ ʔo⁵⁵ ʃɯ²¹ ku⁵⁵  lɑ²̠¹ kɨ ̪⁵̠⁵ 

199 衣服(上衣) pʰia⁵⁵   pʰia⁵⁵ pʰia⁵⁵ pʰia⁵⁵ pʰia⁵⁵ 

200 衬衫 kua⁵⁵ tsɿ²̠¹   ha⁵⁵ ji³³ xa⁵⁵ ji³³, kua⁵⁵ kua³³ xa⁵⁵ ji³³ xa⁵⁵ ji³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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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裤子 ʔnu̠²¹ tsʰɿ²¹   ɡu²¹ lo⁵⁵ pʰia⁵⁵ zu²¹ lu²¹ tsʰɿ²¹ lou²¹ tsʰɿ²¹ 

202 鞋(布鞋) tsʰɿ⁵⁵ ni³̠³   tsʰi⁵⁵ ni³̠³ kʰɛi⁵⁵ nɛi³³ kʰai⁵⁵ nai³³ tɕʰi⁵⁵ nɛ³³ 

203 布(棉布) ʔmua⁵̠⁵   ʔma⁵⁵ mua⁵⁵ tɕʰi²¹ kʰu²¹ mõ³³ tsʰũ⁵⁵ 

204 被子 dzɿ³³ wa⁵⁵   dzɤ³³ lo⁵⁵ pai²¹ tsɿ²¹ pai²¹ tsɿ²¹ lo²¹ bo²¹ 

205 枕头 ʔn̩²¹ ɡɯ²¹ tu²¹ lɤ⁵⁵   ɡa²¹ pɯ³³ ʔn̩²¹ ɡɯ²¹ ɡɯ²¹ pɯ³³ ɡɯ²¹ bɯ²¹ 

206 食品 ɕu²¹ lɤ⁵⁵   hɯ̃²¹ lo⁵⁵ dzu²¹ lua⁵⁵ ɕa²¹ lu⁵⁵ sɯ⁵⁵ dzo²¹ kɨ ̪²̠¹ 

207 油(脂肪)* tsʰua⁵⁵ tsʰua⁵⁵ tsʰua⁵⁵ tsʰua⁵⁵ tɕʰua⁵⁵ tɕʰɛ⁵⁵ 

208 盐 tsʰu²¹ pfɨ⁵̪⁵   tsʰu²¹ tsʰu²¹ tsʰu²¹ tsʰo²¹ 

209 肉* xu²¹ xu²¹ xu²¹ hu²¹ xu²¹ hõ²¹ 

210 酒 li²¹ tɕie⁵⁵   lei²¹ tɕi⁵⁵ lɯ²¹ tɕi⁵⁵ lɯ²¹ tɕi⁵⁵ dzɿ⁵⁵ pʰa²̠¹ 

211 茶 tsu²¹   tsu²¹ tsou²¹ tɕu²¹ tso²¹ 

212 锯子 ʔa⁵⁵ tsʰo³³   ji⁵⁵ fɤ̠²¹ fɤ²¹ fɤ²¹ fɨ ̪²̠¹³ sɛ²¹ 

213 刀 ʔu⁵⁵ tʰu²¹   ʔu⁵⁵ tʰu²¹ ʔa⁵⁵ tʰu²¹ ʔa⁵⁵ tʰu²¹ ʔa⁵⁵ tʰõ²¹ 

214 斧头 hu⁵⁵ tsʰo³³   hu⁵⁵ tsʰu³³ hɯ⁵⁵ tsʰou³³ ku⁵⁵ tsʰu⁵⁵ ko⁵⁵ tsʰõ³³ 

215 锄头 wa²¹ ɡɯ⁵⁵   ʔa²¹ ɡɯ⁵⁵ ʔa²¹ ɡɯ⁵⁵ ʔa²¹ ɡɯ⁵⁵ tɕi²¹ pʰiɛ³̃³ 

216 犁 sɿ³³ ɡu²¹   sɿ³³ ɡu̠²¹ sɿ⁵̠⁵ ɡu²¹ ɕi³³ ɡu²¹ ɕi³³ ɡo²¹ 

217 针 ɣɯ²¹   ɣɯ̠²¹ ɣɯ²¹ ɣɯ̠²¹ ɣɯ³⁵ tʰa³̠³ 

218 
线(缝衣用

的) 
tsʰɿ⁵⁵ tɕo³³   tɕʰi⁵⁵ tɕu³³ tɕʰi⁵⁵ tsɯ³³ tɕʰi⁵⁵ tʃɯ³³ tɕʰiɛ⁵⁵ xɯ³³ 

219 绳子 çu³³   hiũ³³ tsu³³ çu³³ pfɤ³³ çiũ³³ ɕyi³⁵ ȵiŋ²¹ 

220 
簸箕(簸米

用) 
ʔa⁵⁵ pʰa²¹   ʔa⁵⁵ pʰa²¹ ʔu⁵⁵ pʰa²¹ ʔũ⁵⁵ pʰa²¹ ʔou⁵⁵ pʰa²¹ 

221 臼(盐臼) pi⁵⁵ pa²¹   tsʰu²¹ pa²¹ tsʰu²¹ pa³³ tsʰu²¹ pa³³ la³³ dzo²¹ ɡɯ²¹⁵ kʰo³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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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药 na⁵⁵ tsʰɿ²¹   na³³ tsʰɿ²¹ na³³ tsʰɿ²¹ na³³ tɕʰi²¹ nɑ³̠³ tɕʰi²¹ 

223 扫帚(扫把) ɱɨ⁵̪⁵ sɿ³³   mi⁵⁵ sɿ³̠³ mi⁵⁵ sɿ³³ mi⁵⁵ sɿ³³ mi⁵⁵ sɿ³³ 

224 锅(炒菜的) hɯ⁵⁵ sɯ̃²¹   
hɯ⁵⁵ sɯ̠²¹, tsʰa²̠¹ 
ku⁵⁵ 

xɯ⁵⁵ tsʰua⁵⁵ xɯ⁵⁵ tɕʰua⁵⁵ xɯ⁵⁵ tsʰã³³ 

225 小碗 tɕi²¹ zu²¹   tɕi²¹ kai²¹ kai²¹ kai³⁵ pʰa²¹ 

226 筷子 ʔu⁵⁵ dzɿ³³   ʔa⁵⁵ tso³³ ʔa⁵⁵ dzo³³ ʔa³³ dʑo³³ ʔa⁵⁵ dzɿ³³ 

227 梯子(木梯) ɡa²¹ dzu⁵⁵, dzɿ²¹ tʰi⁵⁵   tʃɿ²̠¹ tʰi⁵⁵ tsɿ²¹ tʰɛi⁵⁵ ʒɿ⁵⁵ tʰai⁵⁵ dzɿ⁵⁵ tʰɛ⁵⁵ 

228 柴 sɿ³̠³ tɕa²̠¹   sɿ³̠³ sɿ³³ ɕi³̠³ ɕi³³ 

229 路* dʑu⁵⁵ mu³³ dʑu⁵⁵ mu³³ dʑu⁵⁵ mia³³ dʑu⁵⁵ mu³³ dʑu⁵⁵ ma³³ dʑou⁵⁵ mo³³ 

230 桥 ɡa²¹ dzu⁵⁵   ɡa²¹ dzɿ⁵⁵ ɡa²¹ dzɯ⁵⁵ ɡa²¹ dzɯ⁵⁵ ɡu²¹⁵ tɕiou²¹ 

231 船 zɿ⁵⁵   zi⁵⁵ pa²¹ ʑi⁵⁵ li⁵⁵ li⁵⁵ su⁵⁵ 

232 街子(集市) dzɿ³³   dʒɿ³³ dzɿ³³ dʒɿ³³ dzɿ³³ ta²¹ 

233 价钱(价格) pfʰɨ²̪¹   ji³³ pfʰɤ²¹ ɣu²¹ pfʰɤ²¹ ʔja³³ fɤ²¹ pfʰɨ²̪¹ 

234 名字* ʔmɨ ̪⁵̠⁵ ʔmɨ ̪⁵̠⁵ ʔmie⁵⁵ mie⁵⁵ mi⁵̠⁵ miɛ⁵⁵ tsʰɿ⁵⁵ 

235 梦 zɿ²̠¹ mu³³ kʰa⁵⁵   zɿ²̠¹ mũ kʰa⁵⁵ zɿ²̠¹ ma³³ kʰa⁵⁵ ʒɿ²̠¹ mu³³ kʰa⁵⁵ zɨ ̪²̠¹ mõ³³ 

236 影子 ʔa⁵⁵ pa³³ ku³³   ʔa³³ pa³³ zu²¹ ʔa³³ pa³³ zu²¹ ʔa³³ pa³³ pa³³ zu²¹ xou⁵⁵ zõ²¹ 

237 鬼 tsʰa²̠¹   ni²¹ nai²¹ nai²¹ nai̠²¹ 

238 神 ni²¹   du̠²¹ pu⁵⁵ wɛi²¹ sɯ²¹ pɯ²¹ ɕi²¹ po²¹ 

239 灵魂 huã⁵⁵ suã⁵⁵ zu²¹   hu⁵⁵ su⁵⁵ zu²¹ hn̩ʔ⁵⁵ ju⁵⁵ zu²¹ hũ⁵⁵ zu²¹ hu⁵⁵ zũ²¹ 

240 栅栏 mɨ⁵̪⁵ tɕu²¹ lɤ⁵⁵   tɕʰu⁵⁵ pia³³ tsʰua³³ tɕʰi⁵⁵ 
mi⁵⁵ wɛi⁵⁵, tɕʰua³³ 
tɕʰi⁵⁵ 

sua⁵⁵ li⁵⁵ 

241 弓 mia²¹   mia²¹ mia²¹ mia²¹ pa⁵⁵ 

242 箭 mia²¹ zu²¹   mia²¹ zu²¹ tɕi⁵⁵ ha³³ mia²¹ tɕi⁵⁵ miɛ²¹ zo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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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村子(寨子) jo³³   jɯ³³ ʑou³³ ju³³ yi⁵⁵ 

244 笛子 tʰju⁵⁵ lu²¹ lu⁵⁵   tʰi⁵⁵ lu³³ ɡwɛi²¹ lai²¹ pi⁵⁵ lu³³ ɕu⁵⁵ kua³³ 

245 毒药 to²¹ na³̠³ tsʰɿ²¹   tu²¹ na³³ tsʰɿ²¹ tou²¹ na³³ tsʰɿ²¹ tsʰa⁵⁵ tu²¹ do²¹ 

246 看* na³³ na³³ ʔĩ⁵⁵ na³³ ɕa⁵⁵ to⁵⁵ tsɿ⁵⁵ 

247 看见 
mia⁵⁵ dʑa³³, mia⁵⁵ 
wu³³ 

  mia⁵⁵ piɛ³³ mia⁵⁵ mia⁵⁵ mia⁵⁵ ɡa⁵⁵ 

248 给看 na³³ tsɿ⁵⁵   ʔi⁵⁵ tsɿ⁵⁵ na³³ tsɿ⁵⁵ ɕia³³ tɕi⁵⁵ tou⁵⁵ tsɿ⁵⁵ 

249 听见 dʑu²¹ ɣu³³   dʑu²¹ piɛ³³ nua⁵⁵ tɕu²¹ nua⁵⁵ tɕu²¹ nu⁵⁵ dʑo²¹ 

250 听* ʔnu̠⁵⁵ ʔnu̠⁵⁵ ʔnu̠⁵⁵ nuɔ⁵⁵ nu̠⁵⁵ nu⁵⁵ dʑo²¹ 

251 吃* ɕu²¹ ɕu²¹ hɯ̃²¹ dzu²¹ ɕa²¹ dzo²¹ 

252 喝* da⁵⁵ da⁵⁵ da⁵⁵ da⁵⁵ da⁵⁵ da⁵⁵ 

253 咬* ŋa³³ ŋa³³ kʰɯ̠²¹ kʰɯ²¹ kʰɯ̠²¹ kʰɯ²¹ 

254 嚼 ɡu²¹   ɡu²¹ ɡu²¹ dzu̠²¹ dzo²¹ 

255 舔 lia²¹   liɛ²̠¹ lia²¹ lia²¹ la²̠¹ 

256 咽(吞) na⁵̠⁵   ʔna³³, dʑɯ⁵⁵ na⁵⁵ tsɛi²¹³ na⁵⁵ nɛ⁵̃⁵ 

257 吐(吐口水) tsɿ²¹   tʰju²¹ tsɿ²¹ tʰju²¹ pʰi²¹ 

258 呕吐 pʰi²̠¹   ta²̠¹ pʰai²¹ pʰai²¹ pʰai²¹ 

259 吹(吹火) mɤ̠³³   mõ³³ mɤ³³ mɤ̠³³ mɨ³̪³ 

260 说* ba³³ ba³³ ba³³ ba³³ tɕa²¹ tɕa²¹, ba³³ 

261 问 mɤ²¹   mæ²¹ mie²¹ mi²¹ mie²¹ 

262 叫 kʰɤ⁵⁵   kʰo⁵⁵ kʰo⁵⁵ kʰo⁵⁵ kʰɤ̪⁵⁵ 

263 告诉 tʰɯ⁵⁵ ɡɯ²¹   ba³³ ɡɯ²¹ ba³³ ɡɯ²¹ ba³³ ɡɯ²¹ ba³³ɡɯ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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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闻(嗅) nɯ̠²¹   nɯ̃²¹ nɯ²¹ nɯ²¹ nɯ̃²¹ 

265 拿(拿书) ta⁵⁵   ta⁵⁵ ta⁵⁵ ʔɯ̃³³ yi⁵⁵ 

266 摘(摘果子) xu⁵⁵   hu⁵⁵ xu⁵⁵ kʰua²̠¹ ta⁵̠⁵ 

267 撕 xua³³   pʰi⁵⁵ sɿ³³ pʰai⁵⁵ pʰɛ⁵⁵ 

268 拧(拧毛巾) sɿ²¹   ʃo²¹ so²¹ ʃo²¹ sɨ ̪²̠¹ 

269 伸(伸手) tsʰa²¹   dʒɯ⁵⁵ tsʰɯ³³ tʃʰɯ³³ tsʰɯ̃³³ 

270 拉(向前拉) ɡa⁵⁵   ɡa⁵⁵ ɡa⁵⁵ tɕya⁵⁵ dʑi³³ 

271 推 dɯ²¹   dɯ²¹ dɯ²¹ dɯ²¹ dɯ²¹ 

272 踢  tsʰua³³   tʰua³³ tʰua³³ tɯ⁵⁵ tɯ⁵⁵ 

273 跪 dzɿ²¹   dʒɿ²¹ ɡo²¹ ɡɯ²¹ ɡɨ ̪²̠¹ 

274 坐* ȵi⁵⁵ ȵie⁵⁵ tsʰɿ³̠³ ȵi⁵⁵ tsʰɿ³̠³ ɕa⁵⁵ 

275 背(背小孩) mɯ⁵⁵   mɯ⁵⁵ mɯ⁵⁵ mɯ⁵⁵ mɯ⁵⁵ 

276 提 di⁵⁵   di⁵⁵ die⁵⁵ di⁵⁵ di⁵⁵ 

277 睡觉* zɿ²̠¹ zɤ̠²¹ ʒɯ̠²¹ to⁵⁵, na²¹ to⁵⁵ zɤ̠²¹ ʒɿ²̠¹, ʒɿ²̠¹ tu²¹ zɿ²¹ to²¹ 

278 做(做工) mɨ⁵̪⁵, pi⁵⁵   mɤ⁵⁵ mɤ⁵⁵ mɤ⁵⁵ mɨ⁵̪⁵ 

279 挖(挖洞) wa²̠¹   wa²¹ kua²¹ kua²̠¹ ka²̠¹ 

280 种(种菜) tua⁵⁵   tua⁵⁵ tuɔ⁵⁵ tua⁵⁵ tɯ̠⁵⁵ 

281 切(切菜) ɣɯ⁵⁵   ɣɯ⁵⁵ ɣɯ⁵⁵ ɣɯ⁵⁵ ɣɯ⁵⁵ 

282 砍(砍树) kʰa³³   kʰã³³ kʰa³³ kʰã³³ tsʰɤ̪⁵⁵ 

283 劈(劈木柴) kʰua²¹   kʰua²¹ kʰuɔ²¹ kʰua²¹ kʰa²̠¹ 

284 买 ɣua⁵⁵   wa⁵⁵ ɣuɔ⁵⁵ ɣua⁵⁵ ɣɛ⁵̠⁵ 

285 卖 vɨ²̪¹   vɤ²¹ vɤ²¹ vɤ²¹ vɨ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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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数(数东西) vɨ³̪³   vɤ³³ vɤ³³ vɤ³³ vɨ³̪³ 

287 教 ʔmua²¹   ʔma²¹ mua²¹ ma²¹ ma²̠¹ 

288 煮 tsa²̠¹   tsa²̠¹ tsa²¹ tʃa²¹ tsa²¹ 

289 炒 lɨ ̪⁵̠⁵   ʔlo⁵⁵ lo⁵⁵ lo⁵⁵ lɤ̪⁵⁵ 

290 蒸 sa²̠¹   sa²̠¹ sa²¹ sa²¹ sa²¹ 

291 打猎 ɿ²¹ ɡa²̠¹   ʃo̠²¹ tʰɯ̃³³ so²¹ ɡa²¹ tʃʰɿ⁵⁵ ɡa²¹ ʑi²¹ vɛ³³ diɛ²¹ 

292 射 bua³³   ba³³ sai³³ dua²¹ bɛ³³ 

293 中(射中) za³³   ɣu³³ da²¹ da²¹ dza²¹ 

294 杀(杀鸡)* ɕi²̠¹ ɕie²¹ si²̠¹ sai²¹ sai²¹ sai²¹ 

295 死* sɿ⁵⁵ ai²¹ sɿ⁵⁵ ai²¹ ʃɿ⁵⁵ sɿ⁵⁵ ʃɿ⁵⁵ sa⁵⁵ 

296 磨(磨米) ɡa⁵⁵   ɡa⁵⁵ ʔai²¹ ɡa⁵⁵ ŋwɛ²¹ 

297 簸(簸米) ʔu⁵⁵   ʔu⁵⁵ ʔu⁵⁵ ʔũ⁵⁵ pou⁵⁵ 

298 戴(戴帽子) kʰo³³   kʰu³³ kʰou³³ kʰu³³ kʰo³³ 

299 穿(上衣) ɡu²¹   ɡu²¹ ɡu²¹ ɡu²¹ ɡo²¹ 

300 梳(梳头) pfɨ²̪¹   pæ²¹ pie²¹ pi²¹ tɕiou⁵⁵ 

301 缝(缝纫) sɿ³³   si³³ ɕi³³ ɕi³³ tɕiɛ²̠¹ 

302 补(补衣服) pɯ³³   pɯ³³ pɯ³³ pɯ³³ pɯ³³ 

303 编织(布) tsʰua²¹   tsʰua²¹ tsʰua²¹ tɕɯ³³ tiɛ²̠¹ 

304 编(编辫子) pʰi²¹   pʰi²¹ pʰai²¹ pʰai²¹ pi⁵⁵ 

305 扫(扫地) sɿ³³   sɿ³̠³ sɿ³̠³ sɿ³̠³ sɿ³³ 

306 治(病) na³³   ʑi³³ na³³ ʔji⁵⁵ ji⁵⁵ 

307 开(开门) pfʰɨ³̪³   pfʰɤ³³ pfʰɤ³³ fɤ³³ kʰɨ³̪³, pfʰɨ³̪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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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关 tsʰɿ²¹   tsʰɿ²¹ tsʰɿ²¹ tsʰɿ²¹ ɣa²̠¹ 

309 
放(下)[放

置] 
fɨ⁵̪⁵   fɤ⁵⁵ tu²¹ za²̠¹ na²̠¹ 

310 
挂(挂在墙

上) 
kua⁵⁵   kua⁵⁵ kua⁵⁵ kua⁵⁵ kua⁵⁵ 

311 解(解绳结) tʰi³̠³, tʰɯ²¹   tʰi³³ tʰai³³ tʰai³³ tʰai³³ 

312 
放(把鸟放

走) 
fɨ⁵̪⁵   fɤ⁵⁵ tsʰo²¹ fɤ⁵⁵ tʃʰo²¹ fɤ⁵⁵ tsʰã²¹ 

313 
装(装进袋

里) 
fɨ⁵̪⁵   fɤ⁵⁵ kɯ³³ za²̠¹ na²̠¹ 

314 拿出 ta⁵⁵ do³³   ta⁵⁵ du³³ ta⁵⁵ tou³³ ʑu⁵⁵ du³³ yi⁵⁵ do³³ 

315 
塞(塞在洞

口) 
tsʰɿ²¹   tsʰo²¹ sɯ³³ ʑo⁵⁵ tsʰɿ²̠¹ 

316 藏(东西) ka³̠³   tʃua⁵⁵, ka³³ tsua⁵⁵ ka³̠³ tsãi⁵⁵ 

317 躲(自己) zɿ³³   pia³³ pia³³ pia³³ ʔuɛ³̠³ 

318 挑选 tʰiu²¹, sɿ⁵⁵   tʰiɔu²¹ tʰiɑu²¹ tʰju²¹ tʰiɑu²¹ 

319 
堆(堆积泥

土) 
dʑi³³   dʑɯ³³ dzɛ³̃³ pia⁵⁵ dzɛ³̃³ 

320 得(得到) ɣu³³   ɣu³³, dza⁵⁵ ɣu³³ ɣu³³ ɣu³³ ɡa⁵⁵ 

321 收(收起来) sɯ⁵⁵   ʃɯ⁵⁵ sɯ⁵⁵ ʃɯ⁵⁵ sɯ⁵⁵ 

322 找(寻找) ʔmi³³   mi³³ tsu³³ tʃu⁵⁵ na³³ 

323 用(使用) ʔjõ²¹   ȵõ²¹ zɯ²¹ zɯ²¹ zɯ̃²¹ 

324 玩耍 no³³ ɡu³³   nũ³³ ɡu³³ ɕa⁵⁵ tʰɯ²¹ pai³³ ɡu³³ ɡa⁵⁵ ɡo³³ 

325 跳舞 ɡu³³ tsɯ̠³³   tʃʰa⁵⁵ ɡu³³ tʰju³³ tʰiɑu⁵⁵ ɡu³³ ɡu³³ kʰai³³ tʰiou⁵⁵ vɨ³̪³ 

326 过年 ko²¹ sɿ²̠¹ ko²¹   tɕia³³ ku²¹ tɕa³³ ku²¹ tɕia³³ ku²¹ ʔɯ̠²¹ sɿ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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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帮助 ɣu²¹ mɨ⁵̪⁵   ȵia³³ a⁵⁵ tɕu³³ ȵia³³ a⁵⁵ dʑu³³ dzɿ⁵⁵ dʑu³³ dʑõ³³ 

328 分配(分配) bɯ⁵⁵ ɡɯ²¹   bɯ⁵⁵ ɡɯ²¹ bɯ⁵⁵ ɡɯ²¹ bɯ⁵⁵ ɡɯ²¹ bɯ⁵⁵ 

329 等(候) la³³   la³³ la³³ la³³ la³³ 

330 遇见 tʰu⁵⁵ ɣu³³   yi⁵⁵ wu³³ yi³³ da²¹, yi³³ wu³³ dʒɿ⁵⁵ dzɿ⁵⁵ dzɿ⁵⁵ 

331 打(打人) ti²¹   ti²¹ tai²¹ luai²¹ diɛ²̠¹ 

332 抢 tɕʰua²¹   tɕʰa²¹ tɕʰa²¹ tɕʰua²¹ tɕʰa²¹ 

333 偷 kʰɤ²¹   kʰo²¹ kʰo²¹ kʰo²¹ kʰɨ ̪²̠¹ 

334 骗 kʰua²¹   pʰiɛ³̠³ pʰie³³ pʰiæ̠³³ pʰi³³ 

335 笑 di²̠¹   di²¹ dai²¹ dai²¹ ɣɯ̠³³ 

336 哭 ŋɯ⁵⁵   ŋɤ⁵⁵ ŋo⁵⁵ ʔɯ̃²¹ kɨ⁵̪⁵ 

337 爱(爱小孩) tsɿ⁵⁵ tsʰɿ⁵⁵   ka⁵⁵ ʔai³³ ɕi²¹ huã⁵⁵ ʔai³³ 

338 喜欢 ɕi²¹ huã⁵⁵   ɕi²¹ huã⁵⁵ ɕi²¹ hua⁵⁵ ɕi²¹ huã⁵⁵ ɕi²¹ huã⁵⁵ 

339 猜 tsu²¹   tsʰai²¹ tsʰai²¹ tsʰai²¹ tsʰai̠²¹ 

340 相信 ɨ³̪³ dzɿ³³   dʒɿ⁵⁵ ʔo³³ dzɿ³³ ɕã²¹ ɕĩ⁵⁵ ʔɨ³̪³ dzɿ³³ 

341 记得 tsɯ̠³³ u³³   tsɯ³³ wu³³ tsɯ³³ wu³³ tʃɯ⁵⁵ wu³³ tsɯ⁵⁵ wu³³ 

342 忘记 ʔni³³ mai⁵⁵   ʔi³³ mæ⁵⁵ nɛi³³ ma⁵⁵ nɛ³³ mai⁵⁵ nɛ³³ ma⁵⁵ 

343 知道(懂)* ɕi³³ ɕi³³ sua¹ piɛ³³ sɛi³³ sɛi³³ sɛ³³ ja²¹ 

344 想(思考) mɨ³̪³   mi³³ mie³³ mi³³ mi³³ 

345 恨 xɯ̠³³   xɯ̠³³ xɯ³³ xɯ̠³³ ɡɯ³³ 

346 怕 dʑo³³   dʑu³³ dʑou³³ dʑu³³ dʑo³³ 

347 敢 mɨ⁵̪⁵ pfɨ²̪¹   pa²¹ dʑa³³, pi²¹ pi²̠¹ pfʰɨ ̪²̠¹ 

348 会(会做) la³³   la³³ la³³ ko̠²¹ kɤ̠²¹ ja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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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是(这是什

么) 
ŋɯ⁵⁵   ŋɯ⁵⁵ ŋɯ⁵⁵ ŋɯ⁵⁵ ŋɯ⁵⁵ 

350 有 dza⁵⁵   dʒa⁵⁵ dza⁵⁵ dʒa⁵⁵ dza⁵⁵, dʑi⁵⁵ 

351 游(泳)* lɤ³³ lɯ³³ ʔa³³ na⁵⁵ ti²¹ wa³³ ɡɯ²¹ tɯ²¹ tɕʰi²¹ dzɿ²¹ lai²¹ 

352 救(救人) kɯ²¹   kɯ²¹ kɯ²¹ kɯ̠²¹ kɯ²¹ 

353 
走(动作：

正在走)* 
sɯ²¹ sɯ²¹ ʑi²¹ sɯ²¹ sɯ²¹ kʰai⁵⁵ 

354 跑 tsɯ̠³³   tʰju³³ ʑi²¹ ʑi²¹ sa³³ 

355 来* la⁵⁵ la⁵⁵ la⁵⁵ lu⁵⁵ la⁵⁵ la⁵⁵ 

356 上来 da³³ la⁵⁵   ɡa²¹ a³³ la⁵⁵ da³³ lu⁵⁵ da³³ la⁵⁵ da³³ la⁵⁵ 

357 去 li³³   tsɯ⁵⁵ ʑi⁵⁵ sɯ²¹ ʑi⁵⁵ 

358 上去 zua³³ da³³, da³³ pa³³   ɡa²¹ a³³ tsɯ⁵⁵ da³³ li³³ da³³ li³³ 
da³³ ja⁵⁵, da³³ lai³³, 
da³³ ji⁵⁵ 

359 上(上山) da³³   li³³ da³³ da³³ da³³ 

360 下(下山) za²¹   za²̠¹ tsɛi³³ tsai³³ tsɛ³³ 

361 回 tɯ⁵⁵   tɯ⁵⁵ la²¹ ji⁵⁵ - kʰɛ³³ 

362 到 ka²¹   ka²¹ ka²¹ ka²¹ ka²¹ 

363 出(出去) do³³   du³³ do³³ du³³ do³³ 

364 进(进来) lɯ̠²¹   ɡɯ⁵⁵ lɯ²¹ lɯ²¹ ɡɯ³³ 

365 逃 pʰa⁵⁵   - ʑi²¹ ʑi²¹ pʰa⁵⁵ 

366 追(追上) dzɿ³³   tʰɯ³³ ɡa²¹ di³̠³ tsʰo³³ 

367 跳 tʰiɑu³³   tʰju³³ tʰiɑu³³ tʰju³³ tsu³³ 

368 骑(骑马) dzua²¹, sa³³   dzua²¹ dzua²¹ dʑua²¹ dʑɛ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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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躺* kɯ⁵⁵ kɯ⁵⁵ ʒɿ²¹ kʰou³³ kʰu̠³³ kʰo³³ 

370 在 dza⁵⁵   dza⁵⁵ dza⁵⁵ dʑa⁵⁵ dza⁵⁵ 

371 裂开 bi²̠¹   bi²̠¹ bai²¹ bai²¹ bɛ²¹ 

372 滚(石头滚) ʔlɯ²¹   ʔlɯ³³ kwɛi²¹ lɯ³³, kwɛ²¹ kwɛ²¹ 

373 
掉(掉在地

下) 
tɕia³³   tɕi³³ tsʰɛi⁵⁵ tsʰai⁵⁵ tsʰɛ⁵⁵ 

374 
断(绳子断

了) 
dza³³   tʰɯ³³ tʰɯ³³ tʰɯ³³ tʰia²¹⁵ 

375 
破(罐子破

了) 
ɡa²¹   ɡa²¹ çia²¹ bai²¹ tɕʰyɛ²¹⁵ 

376 浸(浸种子) ʔnɯ²¹   nɯ²¹ tɕi³³ nɯ²¹ ti³̠³ 

377 沸 tsɿ⁵⁵   tso⁵⁵ tsɿ⁵⁵ tsɿ⁵⁵ hua³³ 

378 长(长大) wa²¹   wa²¹ wa²¹ wa²¹ ɣa²̠¹ 

379 发抖 dzɯ̠³³   dzɯ³³ nɛi³³ tʃʰɯ²¹ nõ²¹, tsʰɯ³³ 

380 肿 pʰɯ̠²¹   pʰɯ̠²¹ pʰɯ²¹ pʰɯ̠²¹ pʰɯ³³ 

381 飞* biu⁵⁵ biu⁵⁵ biou⁵⁵ biɯ⁵⁵ biu⁵⁵ bi⁵⁵ 

382 吠(吠叫) lɯ³³   tʰɯ³³ lo³³ lua³³, di³³ lɤ̪³³ 

383 孵 ʔɨ ̪²̠¹   ʔɤ̃²¹ ʔo²¹ ʔõ²¹ ʔɤ̪̠²¹ 

384 开始 kʰɯ³³   kʰɛi³³ sɿ²¹ 
kʰai³³ sɿ²¹, mu⁵⁵ du⁵⁵ 
ɡua⁵⁵ 

li³³ lo³³ kɨ³̪³ fɤ⁵⁵ 

385 停 nu³³   nõ²¹ za²¹ za²¹ ʔɛ²¹ no²¹³ 

386 写 wa³³   wa³³ ɣua³³ ɣua³³ ɣa³̠³ 

387 洗(手) tsʰɿ²¹   tsʰɿ²̠¹ tsʰɿ²¹ tɕʰi²¹ tɕʰi²¹ 

388 摇动  ʔnɯ̠³³   zi³³ lo³³ ni³³ ŋa³³ ŋa²¹ ŋa³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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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完成 ɡɨ⁵̪⁵   mu⁵⁵ ko⁵⁵ mu⁵⁵ ɡua⁵⁵ 
mo⁵⁵ ɡo⁵⁵ （=做完

） 
ɡɨ⁵̪⁵ to⁵⁵ 

390 给* ɡɯ²¹ ɡɯ²¹ ɡɯ²¹ ɡɯ²¹ ɡɯ²¹ ɡɯ²¹ 

391 破坏 ɡa²¹   pi⁵⁵ pia³̠³ ɡou³³ bi³³ ai⁵⁵ bia²̠¹ bi³³ ɡɨ³̪³ pʰiɛ⁵⁵ 

392 站起来 çiõ²¹ tɯ⁵⁵   hiũ²¹ to⁵⁵ çiɑu²¹ to⁵⁵ çya²¹ to⁵⁵ ɕo²¹ tɨ⁵̪⁵ 

393 站(站位)* çõ²¹ çiõ²¹ çiõ²¹ çiɑu²¹ çia²¹ ɕo²¹ 

394 剥皮(削皮) sɿ³³   sɿ³³ ɕiɑu³³ dʑi³³ lo³³ la⁵̠⁵ 

395 搅拌 dʑya³³   dʑua³³ ba²¹ dʑu²¹, ba²¹ pɛ²̠¹ 

396 称 tsʰɿ⁵⁵   tsʰɿ⁵⁵ tɕʰye⁵⁵ tɕʰyi⁵⁵ tɕʰyi⁵⁵ 

397 焚(烧)* tɯ̠²¹ tɯ̠²¹ tɯ̠²¹ tɯ²¹ tɕʰu⁵⁵ tɕʰyi⁵⁵ 

398 
烧(烤)(火

里) 
tsʰɿ⁵⁵   tɯ̠²¹ tɯ²¹ tɕʰu⁵⁵ tɕʰyi⁵⁵ 

399 
(烧)烤(火

上) 
ʔɯ̠²¹, ka⁵⁵   kʰa⁵⁵ ka⁵⁵ ka⁵⁵ ka⁵⁵ 

400 咳嗽 ʔi²¹ hiã⁵⁵ tsɿ²¹   tso²¹ tsʰua²¹ tsɿ²¹ tɕʰua²¹ la²¹ tsɿ²̠¹ tɕʰiɛ²¹ tsɿ²¹ 

401 打呵欠 
ha⁵⁵ ju²¹ pʰi⁵⁵, ha⁵⁵ 
ju²¹ pʰiu⁵⁵ 

  ha⁵⁵ la²¹ pʰia⁵⁵ hua⁵⁵ hua⁵⁵ ji²¹ hua⁵⁵ hua⁵⁵ ji²¹ tɕʰi²¹ hou³³ ji²¹ 

402 打喷嚏 ʔa⁵⁵ tʰi²¹ sɿ⁵⁵   ʔa²̠¹ tʰjɯ⁵⁵ ʔa⁵⁵ tʰjɯ²³² ʔa⁵⁵ tʰjɯ⁵⁵ ʔa⁵⁵ tʰjy²¹ 

403 生(生孩子) lo²¹   na²¹ zɿ²¹ ʒɛ²̠¹ zɿ²̠¹ 

404 放屁 tsʰɿ²¹ pfɨ³̪³   tɕʰi²¹ pi²¹ tɕʰi²¹ pi²¹ tɕʰi²¹ pi²¹ tɕʰi²¹ pi²¹ 

405 作大便 tsʰɿ²¹ wa̠²̃¹   tɕʰi²¹ ʔua²̠¹ tɕʰi²¹ wa²¹ tɕʰi²¹ ʔa²¹ tɕʰi²¹ ʔa²̠¹ 

406 作小便 zɿ²¹ ia³³   zɿ²̠¹ tɕʰi⁵⁵ ʑi²¹ sɿ²¹ ʑi²¹ pai²¹ ʔi²¹ tʰa²̠¹ 

407 活 sa²̠¹   dʑa³³ dʑa³³ xã⁵⁵ xa⁵̠⁵ 

408 借 ʔu²¹   ʔu²¹ ɣu²¹ ʔu²¹ ʔõ²¹, tsʰɿ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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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 欠 bvɨ³̪³   vɤ³³ bvɤ³³ vɤ³³ bvɨ³̪³ 

410 (交)换 pu⁵⁵   pu⁵⁵ pu⁵⁵ pu⁵⁵ pou⁵⁵ 

411 吸 xu³³   ɕi⁵⁵ ɕi⁵⁵ ɕi⁵⁵ ɕi⁵⁵ 

412 举起 ta⁵⁵ vɨ⁵̪⁵   tɕyi²¹ to⁵⁵ tɕyi²¹ to⁵⁵ tɕyi²¹ to⁵⁵ yi⁵⁵ tɤ⁵⁵ 

413 挤压 ʔi²̠¹   ʔi²̠¹ ʔie²¹ zɿ²̠¹ ʔi²̠¹ 

414 捏 ȵo³³   ʔȵũ³³ ʔjou³³ ʔju̠⁵⁵ nai²¹ 

415 白* pfʰɨ⁵̪⁵ ʔu²¹ pʰɨ⁵̪⁵ le⁵⁵ pfʰɤ⁵⁵, ʔu²¹ pfʰɤ⁵⁵ pfʰɤ⁵⁵ pfʰɤ⁵⁵ pfʰɨ⁵̪⁵ 

416 黑* na³³ na³³ kua³³ na³³ kɯ³³ na³³ na³³ na³̠³ 

417 红* sɿ²̠¹ ȵi⁵̠⁵ sɿ²̠¹ʔȵie⁵⁵ sɿ²̠¹ nie⁵⁵ nɛi⁵⁵ ȵi⁵⁵ ȵi⁵⁵ 

418 黄* sua⁵⁵ wo²¹ suo⁵⁵ wo²¹ ʃua⁵⁵ sua⁵⁵ ʃua⁵⁵ sɛ⁵̠⁵ 

419 蓝 tɕʰya⁵⁵ ɕi³³   ʔi⁵⁵ tɕi⁵⁵ tɕʰɛ⁵̃⁵ tɕʰi⁵⁵ tɕʰiɛ⁵⁵ 

420 绿* ʔn̩⁵⁵ tsʰɿ²¹ li⁵̠⁵ ʔn̩⁵⁵ tsʰɿ²¹ li⁵̠⁵ ʔi⁵⁵ tɕʰi³³ tɕʰi²¹ tɕʰi³³ lyi⁵⁵ 

421 快(刀快) ʔȵi²̠¹, tʰa³³   tʰa³³ tʰa³³ tʰa³³ ʑi²¹ 

422 钝(刀钝) ni⁵⁵   mo²¹ tʰa³³ n̩²¹ tʰa³³ tʰɯ³³ kʰu⁵⁵ 

423 平(路很平) bua⁵⁵   ba⁵⁵ bua⁵⁵ ba⁵⁵ bɛ⁵⁵ 

424 直 tɯ̠³³   tɯ³³ tɯ³³ tɯ⁵⁵ dza²¹ 

425 
圆  (球很

圆)* 

ʔu⁵⁵ lɯ³³, kʰu³³ du³³ 
lu³³, duo³³ lua³³ 

kʰu³³ du³³ lu³³, duo³³ 
lua³³ 

li⁵⁵ lu³³ ŋwɛi²¹ ŋwɛ²¹, li⁵⁵ lu³³ wei⁵⁵ 

426 软 ȵa²̠¹ ʔnɯ̠³³   hia²̠¹ nɯ̃³³ ȵa²¹ nɯ³³ no²¹ nɯ̠²¹ 

427 亮 ɿ⁵⁵ mia⁵⁵   ȵia³³ ma²¹ ȵia³³ ma²̠¹ 

428 满* bvɨ³̪³ bɨ³̪³ bie³³ bie³³ bi³³ bie³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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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空 

kʰɯ⁵⁵ （=白语）, 
ʔn̩²¹ dza⁵⁵ （=没有

） 
  kʰo⁵⁵ ɕa⁵⁵ kʰo⁵⁵ kʰɨ⁵̪⁵ 

430 胖 ɡɯ⁵⁵ tʰɯ³³   ɡo⁵⁵ tʰɤ²¹ ɡo⁵⁵ tʰo³³ zɛ⁵⁵ ɡɨ⁵̪⁵ tʰɨ²̪¹ 

431 瘦(肉瘦) ɡua³³ nɯ⁵⁵   tɕɯ⁵⁵ ja⁵⁵ sɿ⁵⁵ la³̠³ ka³̠³, ja⁵⁵ sɿ⁵⁵ lɑ³̠³ kɑ³̠³ 

432 脏 
ma²¹ n̩²¹ da⁵⁵ (= not 
clean) 

  tsa⁵⁵ la⁵⁵ tʰa⁵⁵ tsa⁵⁵, la⁵⁵ tʰa⁵⁵ ʔua³̠ 

433 老(老人) ma²¹   ma²¹ ma²¹ ma²¹ ma²¹ 

434 年轻 ʔla²̠¹   ȵi³³ hia²̠¹ ʔja⁵⁵ ȵi³³ çia²̠¹ ja⁵⁵ ȵi³³ çia²̠¹ ja⁵⁵ lɑ²̠¹ 

435 好* dzua³³ dzua³³ dzua³³ dzua³³ xu³³ dʑiɛ³³ 

436 坏 xuɛi³³   hɛi⁵⁵, bia³³ bia³³, hai³³ bia³³, hai³³ kua²̠¹ 

437 快(走得快) miõ³³   mia³³ miɑu³³ miɑu³³ dʑi⁵⁵ 

438 慢(走得慢) dʑu⁵⁵   pʰi⁵⁵ la²¹ pʰi⁵⁵ pʰi⁵⁵ 

439 湿 zɿ³³   ʔnua³³ nua³³ pʰɯ³³ dʑi²¹ 

440 干* xua³³ xua³³ xua³³ xua³³ xua³³ dʑyi³³ 

441 新* ɕi⁵⁵ nu³³ ɕi⁵⁵ nu³³ sei⁵⁵, si⁵⁵ sɿ²¹ ʃɿ²̠¹ sɿ²¹ 

442 旧 ɡɯ²¹ nu³³   ɡɯ²¹ no³³ lo⁵⁵ lo⁵⁵ ɡɯ²¹ 

443 生 (生肉) ji³³ dzɿ²¹   ji³³ dzɿ²̠¹, dzɿ²̠¹ dzɿ²̠¹ dʑi²¹ dʑi²¹ mu³³ 

444 熟(熟肉) mɨ ̪³̠³   ʔmi³³ mie³³ mi³³ nõ⁵⁵ ɡa⁵⁵ 

445 早(来得早) na²¹   na²̠¹ na²¹ na²̠¹ nɑ²̠¹ 

446 热* tsʰu⁵⁵ tsʰu⁵⁵ tsʰu⁵⁵ tsʰu⁵⁵ lɯ⁵⁵ ʔɨ²̺¹ 

447 冷* dʑa³³, dʑa³³ kɯ³³ dʑa³³ kɯ³³ dʑa³³ dʑa³³ dʑa³³ dʑa³³ 

448 暖和 lɯ⁵⁵, lɯ⁵⁵ mɯ²¹  lɯʔ⁵⁵ mɯ²¹ lɯ⁵⁵ lɯ⁵⁵ mɯ²¹ lɯ⁵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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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凉快 hi⁵⁵ sɿ³³   nia⁵⁵ nia⁵⁵ nia⁵⁵ - 

450 酸 tsɯ⁵⁵   tsɯ⁵⁵ tsɯ⁵⁵ tsɯ⁵⁵ tsɯ̃⁵⁵ 

451 甜 tsʰɿ⁵⁵ mɨ⁵̪⁵   mi⁵⁵ mi⁵⁵ mi⁵⁵ ɕiou⁵⁵ 

452 苦 kʰu²¹   kʰu²¹ kʰu²¹ kʰu²¹ kʰɑu²¹ 

453 辣 dzɿ³̠³   dzɿ³̠³ dzɿ³³ dʑi³̠³ dʑi³³ 

454 好吃 ɕu²¹ ɱɨ⁵̪⁵   hɯ̃²¹ dzua³³ ɕu⁵⁵ ɕa²¹ dʑua³³ dzou²¹ dʑiɛ³³ 

455 臭 bi²¹ nɯ⁵⁵   bɯ²¹ nɯ⁵⁵ bɯ²¹ nɯ⁵⁵ bɯ²¹ nɯ⁵⁵ tsʰɨ ̪²̠¹ nɯ⁵⁵ 

456 饿 mɯ̠²¹   mɯ̠²¹ mɯ²¹ mɯ̠²¹ mɯ²¹ 

457 渴 sɿ²̠¹, hua³³   sɿ²̠¹ sɿ²¹ ɕi²̠¹ ɕi²¹ 

458 累(疲倦) dya³³   su²¹ su²¹ ʃu²¹ so²¹ 

459 忧愁 mɯ̠³³ tsa³³   ʔũ³³ tɕʰi³³ tsʰɑu²¹ ʔou³³ tɕʰi³³, tsʰɑu²¹ ʔou³³ tɕʰi³³ 

460 惭愧 ɨ⁵̪⁵ ɡu³³ n̩²¹ di²¹   ɡu̠³³ mu²¹ dzua³³ ʔi⁵⁵ ɡu³³ n̩²¹ dai²¹ ɡɯ̠³³, ɡɯ̠³³ n̩²¹ zai³³ tsʰa⁵⁵ tsʰɯ̃³³ 

461 高兴 di²̠¹ lua⁵⁵   ɕi²¹ huã⁵⁵ kou⁵⁵ ɕɯ³³ ɕi²¹ huã⁵⁵ ɕi²¹ huã⁵⁵ 

462 生气 
vɨ⁵̪⁵ tsɿ⁵⁵, ɕya²¹ 
kʰɯ³³ 

  tu⁵⁵ tɕʰi³³ zɿ²¹ tɕʰi⁵⁵ tɕʰi³̠³ tu⁵⁵ hɑu²¹ tsʰɯ̃²¹ 

463 痒 ju²¹, dzɿ⁵⁵ ju²¹   dzi⁵⁵ jo²¹ do²¹ ʑu²¹ jõ²¹ 

464 痛 nu⁵⁵   nu⁵⁵ nu⁵⁵ nua⁵⁵ nũ⁵⁵ 

465 病(生病) nu⁵⁵   bæ²¹ ŋua²¹ nu⁵⁵ bæ²¹ nõ⁵⁵ 

466 聪明 tʰi⁵⁵   tsʰu⁵⁵ miŋ⁵⁵ tsʰu⁵⁵ miŋ⁵⁵ 
nɯ̃²¹ kã⁵⁵ （=能干

） 
da³³ 

467 疯狂 
vɨ⁵̪⁵ lua³⁵ (lua³⁵ = 
很) 

  vɤ⁵⁵ ni⁵⁵ kʰua²¹, vɤ⁵⁵ kai²¹ ʔõ³³, vɤ⁵⁵ ɣou⁵⁵ 

468 懒 bua³³ jo³³   nã³³ bua³³ jou³³ ba³³ ʔju³³, nã³³ la³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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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勇敢 dʑa³³ lua³⁵, ta³³ do²¹   ta³³ wa²¹ 
xou²¹ tɕʰi⁵⁵, nɛi³³ 
wa²¹ 

zɯ²¹ du⁵⁵, nɛ⁵⁵ wa²¹ nɛ³³ ɣa²̠¹ 

470 (喝)醉了 ʑi²̠¹   ʑi²̠¹ ʑi²¹ ʑi²̠¹ ji²̠¹ 

471 一样(相同) dzɿ⁵⁵ kʰɯ²¹   tɕʰi²¹ ʃɿ²¹ dʑi²¹ jɑu²¹ di²¹ jo²¹ dʑi²¹ jo²¹ 

472 贵 pfʰɨ²̪¹ kʰa³³   pfʰɤ̠²¹ kʰa³³ pfʰɤ²¹ kʰa³³ fɤ²¹ kʰa³³ pfʰɨ²̪¹ kʰa³³ 

473 正确 xu⁵⁵   hu⁵⁵ hu⁵⁵ do⁵⁵ hu⁵⁵ li²¹, hu⁵⁵ hou⁵⁵ ja²¹ 

474 足够 lo²¹   lu̠²¹ lɑu²¹ lu̠²¹ lo̠²¹ ɡa³³ 

475 近 dʑu⁵⁵ nu²¹   dʑi³³ dʑi³³ dʑu⁵⁵ no²¹ dʑu⁵⁵ na²¹ 

476 高 ɨ⁵̪⁵   ʔũ⁵⁵ ʔo⁵⁵ ʔõ⁵⁵ ʔɨ⁵̪⁵ 

477 低 ʔȵi⁵̠⁵, ʔȵi²̠¹   ʔi⁵⁵, ʔni⁵⁵ nɛi⁵⁵ ni⁵⁵ ȵi⁵⁵ 

478 长* sɿ⁵⁵ sɿ⁵⁵ ʃɿ⁵⁵ xɯ⁵⁵ xɯ⁵⁵ xɯ⁵⁵ 

479 短 ʔju̠²¹   ȵũ²¹ ʔju²¹ ʔjũ²¹ ʔy̠i²¹ 

480 多* mia²¹ mia²¹ mia²¹ mia²¹ mia²¹ miɛ²̠¹ 

481 少 ɕu³³   ʔni²¹ nai²¹ ni²¹ sɿ²̠¹ ȵi²¹ 

482 宽 kʰuã³³, la²¹ sa⁵⁵   kʰua³³ kʰua³³ kʰua³³ kʰua³³ 

483 窄 tsuã³³   tsua³³ ɡua³³ tʃua³³ tsai̠³³ 

484 大* wa²¹ wa²¹ wa²¹ wa²¹ wa²̠¹ ɣa²̠¹ 

485 小* ʔja³³ ʔja⁵⁵ ʔja⁵⁵ ʔja³³ ʔja³³ ʔja⁵⁵ 

486 深(水深) na²̠¹   ʔna²̠¹ na²̠¹ na²̠¹ nɑ²̠¹ 

487 轻 la⁵⁵   la⁵⁵ la⁵⁵ la⁵⁵ la⁵⁵ 

488 重 zɿ²¹   zi²¹ ʑi²¹ li²̠¹ li²̠¹ 

489 厚 kɯ²¹ tʰɤ⁵⁵   kɯ²¹ tʰo⁵⁵ tʰua⁵⁵ tʰo⁵⁵ tʰɨ ̪⁵̠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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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 薄 kɯ²¹ bu²¹   kɯ²¹ bu²¹ bu²¹ bu²¹ bou²¹ 

491 粗(粗大) mu⁵⁵ tu³³   tsʰu⁵⁵ tsʰu⁵⁵ bæ⁵⁵ bei⁵⁵ 

492 细(细小) mu⁵⁵ tsʰɿ⁵⁵, mo²¹   mo̠u²¹ mɑu²¹ tɕʰi⁵⁵ tɕʰi⁵⁵ 

493 一* tɕʰi²¹ tɕʰi²¹ tɕʰi²¹ tɕi²¹ ti²̠¹ tɕi²¹ 

494 二* ȵi²¹ ȵi²¹ ȵi²¹ ȵi²¹ ȵi²¹ ȵi²¹ 

495 三 su⁵⁵   su⁵⁵ su⁵⁵ su⁵⁵ su⁵⁵ 

496 四 ɿ⁵⁵   zi⁵⁵ ʑi⁵⁵ li⁵⁵ li³³ 

497 五 ŋu²¹   ŋu²¹ ŋu²¹ ŋu²¹ ŋo²¹ 

498 六 tɕʰo²¹   tɕu̠²¹ tɕʰɑu²¹ tɕu²¹ tɕʰou²¹ 

499 七 sɿ²¹   ʃɿ²¹ sɿ²¹ ʃɿ²̠¹ sɿ²̠¹ 

500 八 çi²̠¹   hi²̠¹ hai²¹ hai²¹ hai²¹ 

501 九 kɤ⁵⁵   ko³³ ko⁵⁵ ko³³ kɤ̪³³ 

502 十 tsʰɿ⁵⁵   tsʰɿ⁵⁵ tsʰɿ⁵⁵ tɕʰi⁵⁵ tɕʰi⁵⁵ 

503 十一 tsʰɿ⁵⁵ tsɿ²¹   tsʰɿ⁵⁵ tɕʰi²¹ tsʰɯ⁵⁵ tɕi²¹ tɕʰi⁵⁵ ti²̠¹ tɕʰi⁵⁵ ti²̠¹ 

504 十二 tsʰɿ⁵⁵ ȵi²¹   tsʰɿ⁵⁵ ȵi²¹ tsʰɯ⁵⁵ ȵi²¹ tɕʰi⁵⁵ ȵi²¹ tɕʰi⁵⁵ ȵi²¹ 

505 二十 n̩²¹ tsɿ⁵⁵   ȵi²¹ tsʰɿ⁵⁵ n̩²¹ tsɿ⁵⁵ ȵi²¹ tɕi⁵⁵ ʔɛ²¹ tɕi²¹⁵ 

506 二十一 n̩²¹ tsɿ⁵⁵ tɕʰi²¹   ȵi²¹ tsʰɿ⁵⁵ tɕʰi²¹ n̩²¹ tsɯ⁵⁵ tɕi²¹ ȵi²¹ tɕi⁵⁵ ti²̠¹ ʔɛ²¹ tɕi²¹⁵ ti²̠¹ 

507 百 çiũ⁵⁵   hiũ⁵⁵ çiu⁵⁵ çiũ⁵⁵ ɕõ⁵⁵ 

508 千 tɤ⁵⁵   tɕʰi⁵⁵ tɕʰɛ⁵̃⁵ tɕʰi⁵⁵ tɤ̪⁵⁵ 

509 
庹(两臂伸

直) 
bo³³   bu³³ bɑu⁵⁵ bo⁵⁵ bo⁵⁵ 

510 
柞(拇指-中

指) 
tʰɯ⁵⁵   tʰɯ⁵⁵ tʰɯ⁵⁵ tʰu²¹ tʰo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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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我* ŋu⁵⁵ ŋu⁵⁵ ŋu⁵⁵ ŋu⁵⁵ ŋu⁵⁵ ŋo⁵⁵ 

512 我们* ŋu²¹ ŋu²¹ ŋo²¹ ŋua²¹ ŋo²¹ ȵa²¹ 

513 你* ȵi⁵⁵ ȵi⁵⁵ ȵi⁵⁵ ȵi⁵⁵ ȵi⁵⁵ ȵi⁵⁵ 

514 你们 nu²¹   nõ²¹ na²¹ no²¹ no²¹ 

515 他 ji³³   ʑi³³ ji⁵⁵ ʔi⁵⁵ ʔɛ⁵⁵ 

516 他们 çia⁵⁵ mu³³   ʑi²¹ tʰa²¹ tu²¹ to²¹ 

517 这(个)* ʔa³³ tɕʰu⁵⁵ ʔa³³ tɕʰu⁵⁵ ʔa³³ mu⁵⁵ ʔa³³ n̩²¹ tsu⁵⁵ ʔa³³ mu⁵⁵ tɕi⁵⁵ ki⁵⁵ 

518 那(个)* xu³³ tɕʰu⁵⁵ kʰu³³ tɕʰu⁵⁵ kʰu³³ mu⁵⁵ kʰu⁴⁵ tʰo³³ kʰu³³ hõ⁵⁵ ko⁵⁵ ki⁵⁵ 

519 这里 ʔa³³ mua⁵⁵   ʔa⁵⁵ mu⁵⁵ ti⁵⁵ ʔa²¹ ba²¹ ʔa³³ lu⁵⁵ tɕi⁵⁵ ko²¹ 

520 那里 xua⁵⁵   kʰu⁵⁵, kʰua⁵⁵ kʰu⁵⁵ kʰu³³ lu⁵⁵ kou⁵⁵ ko²¹ 

521 这边 ʔa³³ mua⁵⁵ pʰa³³   ʔi⁵⁵ tɕʰu²¹ ʔi⁵⁵ tɕʰu²¹ di⁵⁵ ba²¹ tɕi⁵⁵ tɕʰyi²¹ 

522 那边 xua⁵⁵ pʰa³³   
kʰua⁵⁵ tɕʰu²¹, kʰu⁵⁵ 
tɕʰu²¹ 

kʰu³³ tɕʰu²¹, kʰu³³ 
ba²¹ 

kʰu³³ ba²¹ ko⁵⁵ tcʰyi²¹ 

523 中间 ka⁵⁵ la⁵⁵ mu³³   
ka⁵⁵ la⁵⁵ tɯ³³, ka⁵⁵ 
la⁵⁵ 

ka⁵̠⁵ na⁵⁵ ʔwa⁵⁵ ɕi⁵⁵ mi²̠¹ ʔa⁵̠⁵ ɕi⁵⁵ miɛ²¹ 

524 左边 ua²¹ a³³ pʰa³³   ʔua²¹ tɕʰu²¹ la²¹ ʔo²¹ 
la²̠¹ ʔo²¹, ʔo²¹ o³³ 
ba²¹ 

lo²¹ ʔa²̠¹⁵ tɕʰyi²¹ 

525 右边 ʔja⁵⁵ pʰa³³   ʔja⁵⁵ tɕʰu²¹ la²¹ ʔju⁵⁵ la²̠¹ ʔya⁵⁵, ʔyæ̠⁵⁵ ba²¹ lo²¹ ʔja⁵⁵ tɕʰyi²¹ 

526 旁边 mɯ̃²¹ hɯ̃²¹   bia²̠¹ to⁵⁵ tɕʰu²¹ ŋu²¹ bie⁵⁵, ŋ²̩¹ dzɿ⁵⁵ ŋua³³ bia³³ pi⁵⁵ tɑ²̠¹ 

527 上面 ʔu⁵⁵ pʰua⁵⁵   ko̠²¹ to³³ 
ɡa²¹ ʔa⁵⁵ mi²¹, ko²¹ 
to³³ 

ɡa³³ ba²¹ ka⁵⁵ tɑ²̠¹ 

528 下面 tsʰɿ⁵⁵ kʰɤ²¹   ji³³ tɕi³³ 
wa²¹ ʔa⁵⁵ mi²¹, ʔi³³ 
tɕi³³, tɕʰi⁵⁵ kʰo²¹ 

ʔwa³³ ba²¹ 
wa²¹⁵ tɕʰyi²¹, tɕʰa⁵⁵ 
kʰɨ³̪³ 

529 里面 kʰɯ²¹   kʰɯ²¹ kʰo⁵⁵ kʰa²¹ kʰo⁵⁵ kʰa²¹ kʰo⁵⁵ kʰɨ⁵̪⁵ sɯ⁵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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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外面 ŋuã³³   ŋa³³ mi⁵⁵ ŋa³³ ba²¹ ŋa³³ ba²¹ ma³³ ba²¹, ha³³ ba²¹ 

531 前面 ɯ⁵⁵ xɯ²¹   ʔa⁵⁵ xɯ²¹ ɣɯ²¹ ɣæ̠²¹ ʔa²¹⁵ ɣɯ³³ 

532 什么?* ʔa⁵⁵ tsʰa⁵⁵ ʔa⁵⁵ tsʰa⁵⁵ ʔa³³ tsʰa⁵⁵ ʔa⁵⁵ tsʰa⁵⁵ tʰo²¹ ʔa⁵⁵ tsʰa⁵⁵ mu²¹ ʔa⁵⁵ tsʰa⁵⁵ 

533 哪里? ʔa³³ dia⁵⁵   ʔa⁵⁵ ti⁵⁵ pa²¹ ʔa²¹ li²¹ ba²¹ 
ʔa²¹ di³³ lu⁵⁵, ʔa²¹ 
di³³ ba²¹ 

ʔa²¹⁵ ɡo²¹ 

534 为什么? ʔa³³ pia⁵⁵ su³³   ʔa⁵⁵ tsʰa⁵⁵ lu⁵⁵ bɯ²¹ ʔa⁵⁵ tsʰa⁵⁵ la⁵⁵ bɯ²¹ 
ʔa²¹ su³³ ko³³, ʔa⁵⁵ 
tsʰa⁵⁵ lu⁵⁵ bɯ²¹ 

ʔa⁵⁵ mɨ⁵̪⁵ 

535 怎么? ʔa³³ su³³   ʔa³³ si³³ ʔa³³ ɕi³³ ʔa²¹ su³³ ʔa⁵⁵ sɯ⁵⁵ 

536 谁?* 
ʔa³³ di⁵⁵, ʔa³³ di³³ 
tɕʰu⁵⁵ 

ʔa³³ die⁵⁵ ʔa³³ tu⁵⁵ ʔa³³ sɿ²¹ ʔa³³ sa²¹ ʔa⁵⁵ sɿ²¹ 

537 现在 ʔi³³ n̩²¹ tɕʰa⁵⁵   ʔi⁵⁵ tʃɿ²¹ 
ʔi³³ n̩²¹ tɕʰi³³, ʔi⁵⁵ n̩²¹ 
ka²̠¹ 

ʔa³³ tɕʰi³̠³ tɕi⁵⁵ ka²̠¹ 

538 以前(过去) 
xu⁵⁵ vɨ⁵̪⁵, ʔa²¹ sɿ³³ 
vɨ⁵̪⁵ 

  ʔa⁵⁵ xɯ²¹ ka²¹ dou³³ ku̠²¹ bi³̠³, ka²̠¹ du³³ kou⁵⁵ ŋɛ⁵̠⁵, ɡa²¹ ba²¹ 

539 今后(将来) 
çia⁵⁵ dza³³, ʔa⁵⁵ 
dza³³ 

  
tia²¹ a³³ ȵi³³, ʔa²¹ 
ta⁵⁵ ȵi³³ 

tia²¹ a⁵⁵ ȵi³³ 
ʔa²¹ ka³³ na²¹ ʔu⁵⁵ 
ȵi³³ 

tia²¹ ba²¹ 

540 最(最大) ka³̠³   kæ³³ ka³̠³ ka³̠³ ka³̠³ 

541 再 tɕi³³   tsɛi³³ tsai³³ tsai³³, ha²̠¹ tsɛ³³ 

542 一定 ŋɯ⁵⁵ di²̠¹ ai⁵⁵   tʃɿ²¹ ʔa²¹ tou⁵⁵ tou²¹ - ȵa²¹ ʔa³³ sɯ³³ lɛ⁵⁵ 

543 不* ʔn̩²¹ ʔn̩²¹ mo²¹ ʔn̩²¹ ʔɯ̃²¹ dza²¹ a³³ 

544 都* ʔi⁵⁵ ʔi⁵⁵ ʑi⁵⁵ ʔi⁵⁵ - ʑi³⁵ sɿ²¹, mia⁵⁵ 

545 别 ʔn̩²¹ ȵu̠⁵⁵   tʰu²¹ tʰu²¹ tu²¹ no³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