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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引言

明傳奇承襲南戲而來,從明中葉開始進入繁盛時期,湧現出大批優秀的明傳奇作

家和作品,很多作品具有文學上和語言學上的雙重價值,對這類材料的挖掘和研究對

近代漢語語音史及漢語方言語音史都將是有益的補充｡ 本文研究了明代蘇州府吳江
縣傳奇作家顧大典兩部傳世戲曲作品的用韻,發現顧氏不是完全遵照《中原音韻》用

韵的, 顾氏用韵的很多地方反映的应该是16世紀吳語方言的語音特點｡ 
顧大典(1540-1596), 詩人､ 戲曲家､ 書畫家, 字道行, 一字衡宇, 號恒獄, 明代

蘇州府吳江人｡ 明穆宗隆慶二年(1568年)進士, 授紹興府教授, 歷任處州府(今浙

江省麗水市)推官､ 刑部主事､ 南京兵部主事､ 吏部郎中､ 山東按察副使､ 福建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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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使等職, 居官清正, 後因不徇私情被人彈劾, 被貶謫為禹州知州, 顧氏於是辭官

回到家鄉教授戲曲､ 創作傳奇｡ 顧氏私家花園“諧賞園”建成於顧大典外出為官之前,

棄官後即以此作為燕樂終老之地｡ 顧氏在家中蓄養戲班, 常常拍著紅牙板自己譜詞

唱曲｡ 著有《青衫記》､ 《義乳記》､ 《葛衣記》､ 《風教篇》, 合稱《清音閣傳奇》四種, 今

僅存《青衫記》､ 《葛衣記》兩種｡ 
顧氏與沈璟交往密切, 沈璟1589年辭官回鄉後也在家蓄養戲班, 經常與顧大典在

一起切磋曲學,二人“每相唱和,邑人慕其風流”(潘檉章《松陵文獻》卷九)｡ 眾所周知,

沈璟是“吳江派”的領袖, 主張作曲必遵《中原音韻》, 以至其追隨者及後代曲學家常以

《中原音韻》為標準來評判曲家用韻｡如徐複祚批評張鳳翼用韻“但用吳音,先天､廉纖
隨口亂押,開閉罔辨,不復知有周韻矣”｡1) 顧大典也被歸入吳江派, 但考察顧氏戲曲

的用韻, 我們發現, 顧氏作曲並沒有完全遵照《中原音韻》, 其用韻的很多地方還是

反映了自己的方音特點｡ 

Ⅱ. 本文考察對象及研究方法

顧大典共兩部傳世戲曲: 《青衫記》和《葛衣記》｡ 《青衫記》現存明萬曆金陵鳳毛館

本､ 明末汲古閣本､ 《六十種曲》本, 《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據明末汲古閣本影印; 《葛

衣記》現僅存梅蘭芳所珍藏舊抄本, 《古本戲曲叢刊》五集據以影印｡ 本文考察的《青

衫記》､ 《葛衣記》均是《古本戲曲叢刊》中收錄的版本｡ 《青衫記》全劇30出共182支曲

子, 《葛衣記》全劇27出共128支曲子, 兩劇共310支曲子｡ 本文以這310支曲子作為

考察對象, 一支曲子算作一個基本用韻單位｡ 
本文使用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韻腳字歸納法｡ ｢本方法的操作程式可分為四個

步驟:選定研究對象,分析韻例,歸納韻部,分析‘異部互押’的性質､原因｡｣本文研究
時, 依據的就是這四個步驟, 其中最複雜的步驟是分析韻例｡ 韻例, ｢即押韻字出現
位置的規律, 或者叫作押韻的格式｣｡ 相同曲牌的曲子, 韻例一般相同｡ 我們把相同
曲牌的曲子放在一起進行排列對比, 就比較容易看出該曲牌的韻例, 從而確定韻腳

1) 徐複祚 《曲論》;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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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如《青衫記》第二出【高陽臺】曲(“[前腔]”即用前面一支曲子的曲牌):

【高陽臺】 [生]藩鎭縱橫｡ 朝綱解紐｡ 正澄淸攬轡時節｡ 建立何先｡ 賢豪須有施
設｡ 顚越｡ 道傍築室猶未決｡ 笑蘇張漫勞饒舌｡ 倘遭逢｡ 弛張戰守｡ 早權優劣｡ 
【前 腔】 [小生]明哲｡ 謀斷兼資｡ 昔推房杜｡ 而今付之空說｡ 國是盈庭｡ 雌黃未
有分別｡ 迂闊｡ 依違廟堂無石畫｡ 歎君門萬里懸絕｡ 運嘉謀｡ 只愁阻隔｡ 未能
直達｡ 
【前 腔】 差迭｡ 言路當開｡ 直臣應奬｡ 須知帝裾難絕｡ 自林甫奸邪｡ 把忠賢視同
吳越｡ 悲咽｡ 九齡已老韓休死｡ 仗馬鳴杜鵑啼血｡ 到如今｡ 滿朝鉗口｡ 百僚結
舌｡ 
【前 腔】 員缺｡ 推轂宜精｡ 建牙當選｡ 豈容債帥星列｡ 二卵棄干城｡ 把膺揚付之
彈鋏｡ 崩竭｡ 汾陽薨逝西平殞｡ 有誰人奉公竭節｡ 到如今｡ 虎臣矯矯｡ 化為蛇
蠍｡ 

此曲共四支, 首支共十一句, 從第二支開始每曲十二句, 摘錄每句的最後一字排

列對比如下:

【高陽臺】 橫紐節先設越決舌逢守劣

【前 腔】 哲資杜說庭別闊畫絕謀隔達

【前 腔】 迭開奬絕邪越咽死血今口舌

【前 腔】 缺精選列城鋏竭殞節今矯蠍

根據排列對比, 此曲首支第三､ 五､ 六､ 八､ 十一句的最後一字是韻腳字｡ 第二
支至第四支的第一､ 四､ 六､ 七､ 九､ 十二句的最後一字是韻腳字｡ 把不入韻的字
去掉, 此曲的韻腳字就確定為:

【高陽臺】 節設越舌劣

【前 腔】 哲說別闊絕達

【前 腔】 迭絕越咽血舌

【前 腔】 缺列鋏竭節蠍

有時同一曲牌的曲子作者會加上襯字或對句式做些變動, 但根據句意和排列對比

仍可確定韻腳字｡ 如【集賢賓】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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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賢賓】 秋花點點浥露芬｡ 繞碧砌苔茵｡ 菊散叢金蓮墜粉｡ 喜寒葩似帶餘春｡ 
繁華易隕｡ 恐靑女又侵靑鏡｡ (合)心自忖｡ 拚取綠醑靑尊同引｡ (《青衫記》第二

十五出)

【前 腔】 秋風隱隱入座馨｡ 更秋色宜人｡ 把豔舞嬌歌還再整｡ 奈感時濺淚傷神｡ 
金風漸緊｡ 怕玉露又催霜信｡ (合前)

【集賢賓】 稱觴膝下祈壽考｡ 望西池怎借蟠桃｡ 論反哺猶慚枝上鳥｡ 賴俎豆三千
恩教｡ 寂寥梧槁｡ 望西池慈母勳勞報｡ (合)齊祝禱｡ 願忘憂似北堂萱草｡ (《葛衣

記》 第二出)

【前 腔】 橐砧亡祿捐棄早｡ 只遺下書卷簞瓢｡ 書為兒郎求窈窕｡ 締婚盟扳附同

袍｡ 我的憂心悄｡ 論六禮全德缺少｡ (合前)

此曲共八句, 句句入韻｡ 雖然《葛衣記》此曲第二句由五字變為七字, 其他一些地

方加上襯字, 但我們仍可根據句意和排列對比確定韻腳字如下:

【集賢賓】 芬茵粉春隕鏡忖引(《青衫記》 第二十五出)

【前 腔】 馨人整神緊信忖引

【集賢賓】 考桃鳥教槁報禱草(《葛衣記》 第二出)

【前 腔】 早瓢窕袍悄少禱草

運用排列對比的方法確定韻腳字後,我們共系聯歸納出《青衫記》韻部12個, 《葛衣

記》韻部11個｡ 下面是兩部戲曲的韻部及各韻部的韻腳字｡ 

Ⅲ. 顧大典戲曲用韻韻部

(“[ ]”中為曲牌名, “( )”中為該曲在戲曲中所在出數)

1. 《青衫記》韻部

1) 東鍾(8支曲子)

[浣溪沙]紅慵濃櫳風(3)[番卜算]封擁雄重(9)[紅繡鞋]雄雄通通轟橫弓,紅紅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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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墉龍風(9)[畫堂春]宮龍風中(11)[豹子令]動動峒峒擁龍功,誦誦風風勇雄功

(11)[虞美人]窮中風東(26)

2) 江陽(17支曲子)

[蔔算子]往訪(15)[剔銀燈]坊攘向傍傷鄉忘,郎樣攘況莊房鄉(15)[鵲橋仙]講上

鄉爽(23)[解三酲]仗章降堂帳鄉望陽,暢娘上鴦傍長望陽(23)[生查子]江舫邦賞

(23)[太師引]惶恙傷悵忙浪揚行房,訪郎傍梁上喪行商,巷陽亮漿響攘方亡,掌廊向

腸障網場梁,愴張障郎帳攘廂凰(23)[鎖南枝]方張梁鄉長枉,行茫鄉行堂傍(29)[天

下樂]然邊衫弦(29)[江頭金桂]訪邦鴦漾涼恙償陽傍量狂,障鄉芳仗香上腸鄉放量長

(29)

3) 庚青(17支曲子)

[鷓鴣天]聲名生青驚平(2)[北點絳唇]影靜,靜悃(6)[四邊靜]整境並勝令應,競陣

迸勝令應(12)[正宮粉蝶兒]鳴映庭耿聽(14)[耍孩兒]命成哽定傾甚靈(14)[四煞]懲

明令聽平甚靈(14)[三煞]爭兵進行應邢(14)[二煞]成名境平獍生(14)[一煞]精興逞

停令明(14)[朝元歌]程景聲境影梗塵情深平隱慶慶,嶺青橫屏清星聽京增生情隱慶

慶(18)[風入松]城亭艇慶行迎,情婷定慶傾迎(30)[催拍]京生城旌盟程並, 盟馨情

燈鶯程並(30)

4) 真文侵尋(18支曲子)

[駐馬聽]綸聞塵鄰因本諄隱(6)[駐雲飛]聞忱引隱紜震訓臣,聞恩閫損存問淨雲

(6)[山花子]穩新宸文恩聞塵鄰(6)[菊花新]塵人春飲(7)[香遍滿]塵春人新(7)[宜春

令]新津近英蔭警,頻茵映民井警,蘋宸影旬頓警(7)[雙勸酒]緊頓人信雲昏(24)[好

姐姐]恩信人憫問塵,嗔聘新憫問塵(24)[畫堂春]雲臣勻顰(25)[集賢賓]芬茵粉春隕

鏡忖引,馨人整神緊信忖引(25)[貓兒墜]塵雲唇顰春,身塵雲盈春(25)[尾聲]問醞身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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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寒山先天桓歡監咸廉纖(18支曲子)

[滴溜子]傳剪殿選宣,天淺變點仙(6)[破陣子]淺娟遠煙彈(8)[清平樂]斷半伴散

(8)[六犯清音]掩燕慘年先換添眠筵鈿面遷仙(8)[琥珀貓兒墜]天顏鞭連苑娟,氈年

邊連苑娟(8)[醉扶歸]面泉滿(13)[懶畫眉]箋遷鞭遣延,箋煙懸雁錢(20)[哭相思]牽

潸難(21)[淘金令]轉淺汗伴煙年牽扇(21)[步步嬌]遣限船眠欠歡塹(27)[玉嬌枝]戀

緣伴煎涎面弦猿(27)[川撥棹]怨鉗顏顏嫌拳前見撏(27)[尾聲]賤綣泉(27)[出隊子]

怨怨緣煙間前(29[天下樂]然邊衫弦(29)

6) 支思齊微魚模(23支曲子)

[看花回]期隨飛為眉枝歸(1)[菩薩蠻]淒嘶翠淚啼迷(4)[園林好]衣裾裡居居(5)

[江兒水]麗迷際去系語曳(5)[清江引]矣翳市侶(5)[清平樂]眉萋西(8)[駐馬聽]遲之

迷悲碎驅止(15)[金瓏璁]肌移(17)[耍孩兒]蟻翠宜幾泥,美媚遲幾泥(17)[東甌令]

癡誰淚計兒辭,兒些誓棄棲雞(17)[月雲高]避裡樹細誰枝,止事慮戾忌衣遲(19)[生

查子]閨倚至(19)[紅衲襖]知緋敝的疑知衣,時回系易迷密衣,的誰事枝知伊移,眉圍

意枝知疑悲,伊渠費珠知迷枝(19)[鵲橋仙前]淚喜(21)[鵲橋仙後]起(21)[眼兒媚]

萋西棲溪歸閨(23)[一封書]姬淒餘飛迷隨違題(21)

7) 家麻車遮(9支曲子)

[一剪梅]霞花花斜涯涯(4)[菊花新]華誇家亞(4)[黃鶯兒]霞賒畫麻加價家花,馬

咼花掛瓜咱下嗟紗(4)[簇禦林]賒花掛化遮些,花涯掛駕誇槎(4)[尾聲]遐灑誇(4)

[六幺令]畫家沙華話話(16)[普天樂]娃架下花掛麻罷涯(16)

8) 來回(4支曲子)

[七娘子]害債回奈待(13)[不是路]來猜在回尬階怪慨在在(13)[皂角兒]霾塞埃敗

黛海排雷來, 捱奈埋戴礙敗猜哀開(13)

9) 蕭豪(41支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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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池春]好倒曉廟少早鳥老(1)[霜天曉角]悄曉了勞(3)[錦纏道]聊消憔交刀槽腰

笑操道招(3)[普天樂]躁俏喬拋著騷,鈔釣燒橋著妖(3)[古輪台]饒梢笑噪勞套繞宵

貌熬掃凋少消苗(3)[尾聲]料拋夭(3)[玩仙燈]調抱巧(7)[惜奴嬌]髦綃惱抱刀好(7)

[鬥寶蟾]嬌宵調表倒少豪笑(7)[錦衣香]醪倒肴造嬈笑袍陶老保禱照島(7)[漿水令]

小桃朝搖廟少了高(7)[尾聲]報拋腰(7)[十二紅]貌豪宵少調腰梢到(7)[似娘兒]皋寥

消杳(20)[水底魚]蕭腰雕,敲高勞(12)[秋夜月]高寶道照嫖嫖,喬寶笑照嫖嫖(17)

[喜遷鶯前]詔道朝遙(26)[虞美人]了老小渺(26)[孝順歌]高霄招巢照緲討陶調

(26)[喜遷鶯後]到邀眺袍(26)[啄木兒]久勞寥宵朝保道軺,鳥毛桃鷯搖要趙蕭,調騷

饒皋勞耗笑消(26)[新水令]槽少鳥蛟嘈調(28)[步步嬌]老道高倒聊到(28)[折桂令]

消勞嬌腰槽糟熬高(28)[江兒水]表杓曉操(28)[雁兒落帶過得勝令]腰貌高抱拋操也

不管參商和卯酉巢燒廟橋要要(28)[僥僥令]惱苗造要要(28)[收江南]宵道膠條交交

描(28)[園林好]標髦早喬喬(28)[沽美酒帶太平令]鴞鴞膠毫騷璈趙笑誥綃潮老

(28)[尾聲]早宵桃(28)[探春令]九重綸紼映昭回,捧天書特來宣召(30)[大環著]召

召朝詔廟曹要好耀堯鮑(30)[越恁好]倒倒髦笑交交調霄道老(30)[尾聲]少道毫(30)

10) 尤侯(14支曲子)

[神仗兒]守守驟厚後州州,守守柳候臭留留(10)[白練序]友頭奏遊秋手酒,眸頭流

留收遊手酒(10)[集白句]悠頭(20)[山查子]耦袖,厚候(22)[玉胞肚]輳樓後裯遊,

柳留守洲牛(22)[山坡羊]僽瘦鷗耦流由有彀羞舟留頭(22)[臨江仙]州頭收悠投秋

(22)[浣溪沙]秋悠留頭幽(25)[朝天子]秋羞收浮樓酬酬, 頭浮投留由流流(25)

11) 列發(7支曲子)

[高陽臺]列月烈發(2)[生查子]舌傑(2)[高陽臺]節設越舌劣,哲說別闊絕達,迭絕

越咽血舌,缺列鋏竭節蠍(2)[尾聲]傑說愒(2)

12) 曆質(6支曲子)

[菩薩蠻]寂力(4)[鬥黑麻]執急悒給息曆質,匹失濕適息曆質(21)失濕適息曆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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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憶多嬌]日憶密識息息室,日息隔跡寂寂惜(21)

2. 《葛衣記》韻部

1) 東鍾(2支曲子)

[引]通峰同濃重(27)[山花子]擁東通龍榮重同紅(27)

2) 江陽(17支曲子)

香涼傷江堂忘常郎場(1)[引]相涼祥怏(8)[甘州歌]相藏謗牆常妨祥狂量當養床強

忘張常(8)[解三酲]廣床狀量上丈翔講皇,養涼想商丈量講浪鴦(8)[引]傷長行江

(13)[五更轉]喪裳上養上講障浪(13)[香柳娘]光唱上長茫莽腸向(13)[香柳娘]廂廂

上傍傷漾張上(13)[引]賞涼(23)[引]怏裳(23)[刮鼓令]鄉堂狼光,傷霜亡江攘房嫜

(23)[引]章揚常(24)[泣顏回]行章忘郎望光鄉,光傷央傍恙忘當,揚忘涼江漾商量

(24)

3) 庚青(19支曲子)

[窣地錦襠]青行情聲, 軍城京聲(5)[駐雲飛]征城瞑冷行贈成淨兵銘, 城生緊影征

耿零哽(5)[引]庭聲(6)[引]淨影(6)[降黃龍]明淨靈境齡影燈(6)[太平令]憎情迎,

情橫輕(6)[滾]爭逞迸爭忖盟(6)[引]聲營陵勝(9)[紅繡鞋]橫騰迎行城(9)[引]警整

(17)[引]城明(17)[啄木兒]情更名屏貧競證迥(17)[三段子]驚生靜經兵佞藎情穎

(17)[歸朝歡]零頸挺騁靜名(17)[鎖窗郎]婷藤城聘定稱, 輕盟生徑定命(12)

4) 真文(13支曲子)

[齊天樂]春門貧存論津坤(2)[引]袞鬢寸(3)[引]褪芬信嫩(4)[金梧桐]印春暈悶問

(3)[東甌令]溫人韻昏論(3)[大勝樂]神盡近氛恨魂緊韻(3)[解三酲]粉芬魂裀鱗曛恨

雲(3)[尾]訊春頻(3)[出隊子]勲聞濱津(25)[哭相思]梗引(25)[三換頭]影盡身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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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盟雲, 深緊論窨忍人盟雲(25)[望吾鄉]門因引粉近分門(25)

5) 支微(16支曲子)

[三學士]去居足書取遲(11)[引]細議契(12)[引]閉悴曳(12)[四換頭]你誰兒悔底

移昧違水媒遲非,楣恥持移志題非裡違渠垂逼妻(12)[繡花郎]棲時閉蔽旨理(13)[金

井梧桐]書計禮霓為事茲秘淚,余志符意齊蔽異時淚(14)[引]飛許(14)[引]眉知

(16)[好事近]垂飛幃知義疑此涯(16)[榴花泣]思書離渠取移去姿棄(16)[催拍]去提

舒虞知(16)[剔銀燈]絮質矣取期推禮, 據繼取誼悲的輩, 醉勢濟取知威罪(20)

6) 魚模(10支曲子)

[引]謨府符武(4)[玉芙蓉]符鼓軀粗主狐,圖戍徂孤主狐(4)[不是路]居去虛嫗書

顧語絮(18)[宜春令]覄踈慮軀楚錄,篤苦羽侶取錄(18)[引]楚廬(11)[引]途儒[一江

風]黍釜悞無路, 故許無疏舒踈暮(20)

7) 來回(13支曲子)

[引]衰捱懷外(7)[引]懷擺乖耐(7)[桂枝香]待愛礙賴在排揣諧,態待駭才賴猜改

諧(7)[金蕉葉]腮開賴(10)[山坡羊]愛改豺海猜在懷哉哀堆來, 擺賴懷解乖災再睞徊

開灰(10)[縷縷金]街外台愛哀待,狽在尬諧胎敗債開來(10)[貓兒墜]排態台開財,

徊街慨涯懷財(10)[二犯傍妝台]催腮諧(11)待開裁捱(11)

8) 蕭豪(31支曲子)

[齊天樂]好繞道杳孝紹消(2)[引]遙寶廟老調(2)[集賢賓]考勞桃鳥寥報禱草,早

瓢窕袍悄少禱草(2)[黃鶯兒]蒿遭道豪寥料抱稍(2)[貓兒墜]鷯燒高朝寮(2)[尾]豹遙

毛(2)[忒忒令]凋保造藐了,拋告妙勞遙杳了(15)[沉醉東風]交鮑霄孝鳥高搖腰, 苞

喬曹保草高搖腰(15)[哭相思]搗迢袍綃(15)[江兒水]遙孝少道惱老(15)[五供養]告

夭濤窕操潮造(15)[玉胞肚]禱燒交濤要(15)[玉交枝]杳到燒霄寶超抄(15)[川撥棹]

惱消皐邀了(15)[尾]抱遭遙(15)[金蕉叶]高槁道(22)[紅衫兒]了條靠操料,惱騷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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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好(22)[新水令]交笑陶刀哨(26)[步步交]道料落莦靠(26)[折桂令]敲聊遨高蕭濤

毫高(26)[江兒水]燥嘲到倒誚曉敲調(26)[雁兒落]標草拋了朝薄巧喬敲敲了(26)

[僥僥令]早桃造操交橋勞老豪鴞(26)[園林好]要操老交(26)[沽美酒]叨曹較叨了趙

討噪交交哨(26)[尾]照褒簫(26)

9) 家車(4支)

[點絳唇]野滅蹶(19)[水底魚]笳遮法邪, 霞賒蛇(19)[四邊靜]雪烈赫烈邪闕(19)

10) 敵德(3支)

[引]劃責(21)[憶多姣]錫急德濕戟(21)[鬥黑麻]敵劃檄德職力德(21)

Ⅳ. 對顧氏戲曲用韻的討論

顧氏一生所著傳奇共四部,但流傳下來的只有以上兩部｡從這兩部的用韻情況來
看,顧氏用韻比較複雜,有的地方受《中原音韻》的影響(如顧氏在兩部戲曲用韻中都

有意把“庚青”､ “真文”分開, 《葛衣記》中還可以歸納出一個“魚模”部, 該部中有入聲字

入韻等等),有的地方押寬韻(支思､齊微､魚模部中的一些字的押韻或許是押寬韻),

但很多方面則自然地流露出自己的方音｡ 這裡分陽聲韻部､ 陰聲韻部和入聲韻部分
別討論顧氏用韻中流露出的方音特點｡ 討論時參考現代蘇州方言, 現代蘇州方言的

發音取自北京大學中文系編的《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 《漢語方音字彙》未收的字

根據《廣韻》同小韻的字的讀音歸類｡ 

1. 陽聲韻部

1) 庚青 真文 侵尋互押

顧氏作曲時好像有意把庚青和真文分開,但其庚青部中有真文､侵尋部字押入,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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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部中也有庚青和侵尋部字押入, 如《青衫記》第六出[北點絳唇]叶“影靜, 靜悃”, 第

十八出[朝元歌]叶“程景聲境影梗塵情深平隱慶慶,嶺青橫屏清星聽京增生情隱慶

慶”; 《葛衣記》第二十五出[哭相思]叶“梗引”, [三換頭]叶“影盡身沉臣認盟雲,深緊論

窨忍人盟雲”｡ 現代蘇州方言中, 這類韻腳字字全部讀成[əո]韻｡ 
沈寵綏《度曲須知·收音問答》中說: ｢緣吳俗庚青皆犯真文,鼻音並收舐齶,所謂兵､ 

清諸字, 每溷賓､ 親之訛, 自來莫有救正｡｣2) 在教吳人辨別不要混淆吳語中同音但

《中原》不同音的字時作者舉了｢貞非真｣｢英非因｣｢青非親｣｢升非申｣｢興非欣｣｢靈非隣｣
｢擎非勤｣｢景非緊｣｢映非印｣等例,又舉了｢鍼非真｣｢音非因｣｢侵非親｣｢深非申｣｢歆非
欣｣｢林非隣｣｢琴非勤｣｢錦非緊｣｢蔭非印｣3)等例,說明在當時吳語中“貞真鍼” “英因音”

“青親侵” “升申深” “興欣歆” “靈隣林” “擎勤琴” “景緊錦” “映印蔭”等是同音字｡因此顧氏
的這種用韻現象明顯是其方音的自然流露｡ 

2) 寒山 桓歡 先天 監咸 廉纖部字大量相押

顧氏戲曲用韻中屬《中原》“寒山” “桓歡” “先天” “監咸” “廉纖”五部字在一起相押形成

“寒廉”部,韻腳字主要包括中古山攝寒桓山刪先仙韻字以及咸攝覃談鹽添咸銜嚴凡韻

字, 這也部分地反映了當時吳語的特點｡ 
在現代蘇州方言中,這些韻腳字可分為以下幾類(有文白異讀的列出文讀和白讀,

下同):

[ ]類: 彈難; 限(白)散

[⌀]類: 半伴絆[b⌀, p俗]滿斷汗; 慘; 氈 衫 潸 扇然; 傳轉船

[i⌀]類: 怨綣遠猿苑; 娟拳緣

[u⌀]類: 歡換

[iɪ]類: 顏; 顏; 間(文); 點添; 嫌掩雁; 言軒; 鞭變面連眠先撏; 煎遷牽箋延

筵仙前錢鉗剪淺遣賤; 煙燕天殿塹涎欠鈿年邊牽弦遣; 宣選泉戀懸

2) 沈寵綏 《度曲須知》;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五)》(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221

頁

3) 沈寵綏 《度曲須知》;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五)》(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2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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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字在現代蘇州方言中的讀音可分為三類: [⌀]､ [u⌀]､ [i⌀]; [ ](字數足

够多的話應該還有[u ]音); [iɪ]｡ 其中[ ]音與來回部字主母音的讀音相同, 但顧

氏戲曲中並沒有來回部字與此部字押韻的現象, 因此, 十六世紀的蘇州方言中這類

字一定是有韻尾的, 可能是[-n], 也可能是鼻化韻｡ 此部有以下幾點需要討論:

[-m]尾併入[-n]尾

監咸､廉纖與先天寒山相押(即[-m]尾併入[-n]尾))是當時吳語的特點,徐複祚

《曲論》說張鳳翼“但用吳音, 先天､ 廉纖隨口亂押, 開閉罔辨”就證明了這一點｡ 實際
上, 宋元南戲用韻的特點反映出, 南方某些方言在宋元時期[-m]尾就已經併入[-n]

尾了｡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序: “吳人呼‘饒’為‘堯’, 讀‘武’為‘姥’, 說‘如’近‘魚’, 切‘珍’為

‘丁心’之類,正音豈不誤哉!”4) “丁心”切“珍”反映出吳語區的一些地方-n尾和-m尾已經

合流了｡ 

[iɪ]類與[ ]類的關係

[iɪ]類山､ 咸攝開口二等牙喉音字的白讀音都是[ ], 從聲母來看, 這些二等字白

讀音聲母都是未齶化的[k]類, 文讀音的聲母都是齶化[tɕ]類, 因此, 白讀音[ ]是

蘇州本地早期的讀音, 而且, 在十六世紀的蘇州方言中, 這類字很可能還沒有[iɪ]
音, 因為見系二等的齶化是十六世紀以後才在北方開始發生的, 顧氏所處的時代蘇

州方言還沒有[tɕ]類音｡ 山､ 咸攝二等牙喉音字韻母讀成[iɪ]是較晚的事情, 剛開

始出現文讀時可能讀成[i ], [ ]受介音[i]的影響高化為[ɪ]｡ 我們推測, [iɪ]類其
他一些字可能早期也讀成[i ]音, 後來主元音高化變成[iɪ]｡ 我們在丁邦新(2003)

總結的《字彙》和《方言志》的“語音的差異”部分找到了證據, 茲抄錄如下:

｢《字彙》[i ]韻的字如邊pi ､ 偏pʻi ､ 棉mi ､ 顛ti ､ 天tʻi ､ 田di  
《方言志》作[iɪ]｡ 大體都是從山咸兩攝三四等來的｡ 這些字《方言志》

都作-iɪ, 沒有音類的不同｡ 相信在《字彙》的時代這些字都能夠跟-i ､ 

4) 周德清 《中原音韻》; 《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一)》(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1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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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兩韻的字押韻, 到《方言志》的時候就不行了｡｣5)

這說明我們的推測是正確的, [iɪ]韻的出現或許只是近幾十年來的事情,顧氏所處

的時代此部沒有[iɪ]類音｡但是此部的[ ]類字四百年前是否一定讀成這個音?应该

不是｡ 山咸攝二等牙喉音字在一百年前也有文白異讀, 其韻母文讀是[ɛ]白讀是
[i ], 如“監姦揀澗間艱減”文讀“[tɕi ]”,白讀“[kɛ]”; “眼”文讀[i ],白讀[ŋɛ], “閑咸”

文讀[ji ], 白讀[ɦɛ]｡6) 這說明山咸攝二等部分字主母音在蘇州方言中早期的讀音

是[ɛ], 那麼山咸攝一等部分字主元音可能也是[ɛ],也可能發音部位比[ɛ]還要低,所

以此部[ ]､ [u ]類字在當時的蘇州方言中主母音並非[ ]音｡ 《字彙》顯示, 一

百年前的蘇州話中“蘭lɛ≠來､ 雷l ”7), 那麼四百年前它們的讀音更是不同的, 因為

“蘭”類字還有鼻音韻尾的存在｡ 

[⌀]類和[ ]類的押韻

[⌀]類和[ ]類的區別是現代蘇州方言的一大特點, 但在顧氏的戲曲中是完全可

以互押的｡ 有證據證明在明代這兩類音就是對立的: 沈寵綏《度曲須知》例: “蠶,

叶慙, 非攢閉口｡ 曇潭, 叶談, 不作傳字閉口｡”8)這是教吳人辨別閉口韻, 石汝傑

(1991)認為: “這說明, ‘蠶曇潭’當讀為[⌀],與‘慙談’[ ]不同,所以要特意指出｡”9)

胡明揚(1981)把《山歌》中這種互押的現象解釋為: “山寒兩類讀音很不同, 合用顯

然是韻書的影響｡”10)

5) 丁邦新 《一百年前的蘇州話》(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124頁

6) 丁邦新 《一百年前的蘇州話》(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27頁

7) 丁邦新 《一百年前的蘇州話》(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12頁

8) 沈寵綏 《度曲須知》;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五)》(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279

頁

9) 石汝傑 <明末蘇州方言音系資料研究>;《鐵道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1年 3期, 66-71

頁

10) 胡明揚 <三百五十年前蘇州一帶吳語一斑 — 《山歌》和《掛枝兒》所見的吳語>; 《語文研

究》 1981年 2期, 93-1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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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陰聲韻部

1) 家麻 車遮互押

顧大典的兩部作品中《中原》“家麻”､ “車遮”部字在一起押韻組成“家車”部,韻腳字包

括中古假攝麻(舉平以賅上去入,下同)､蟹攝佳韻字｡ 這種用韻現象反映的也很可能

是作者的方音特點｡
在現代蘇州方言中, 這些韻腳字韻母的讀音主要可分為兩類:

[ɒ]類:他大(文)家(文白)嫁(文白)價(文白)駕(文白)假(文白)灑葭瑕呀迓訝涯斜

嗟夜吒差(文)霞(文)鴉(文)也(白)

[⌀]類:麻靶罷差(白)霞(白)鴉(白)沙罵媧誇花華話畫掛卦遮車捨下(文白)(有bɒß､
b⌀ß､ 二音)

可以看出,以上很多韻腳字在現代蘇州方言中有文白異讀｡ “鴉” “霞” “差”字的文白

異讀屬於較早的層次,這類字文讀音是[ɒ],白讀音是[⌀],白話音代表較為早期的讀

法, 因此[ɒ]類字早期在蘇州方言的讀法應該是[⌀]｡ [ɒ]類字中假開二牙喉音字(“鴉”

“霞”除外)的文白異讀屬於較晚的層次, 這類字韻母主母音都是[ɒ], 不同之處在於聲
母: 文言讀舌面音, 白話讀舌根音｡ 馮夢龍編纂的《山歌》中也有家麻車遮押韻的現

象, 胡明揚(1981)將之歸為“家麻車遮”部; 石汝傑(2006)歸之為“麻鞋”韻, 並將其中

[ɒ]類和[⌀]類的“通押”現象解釋為“可能是方音的差別” “也可能是官話的影響”｡11)

我們認為, 對這種現象的最合理的解釋是: 它們在作者的口中是屬於一個韻部的｡
清人劉禧延曾說: ｢車遮, 吳語呼此韻字, 與家麻無別｡ ‘車’如‘差’, ‘遮’如‘渣’, ‘賒’

如‘沙’, …… 彈唱家或因二韻通用, 竟讀此韻作家麻, 以為通融借叶, 雜吳語于中原

雅音, 不又儒衣僧帽道人鞋乎?｣12) 《葛衣記》第十九出有入聲字“法滅蹶雪烈赫烈闕”

和陰聲韻字“野笳遮邪霞賒蛇”押韻的現象｡俞為民先生對入聲字押入陰聲韻有一個
較好的解釋:

11) 石汝傑 《明清吳語和現代方言研究》(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6), 169頁

12) 劉禧延 《中州切音譜贅論》; 任讷 辑 《新曲苑》 第三十種, 上海, 中華書局, 1940,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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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入聲字, 沈璟提出: “倘平聲窘處, 須巧將入韻埋藏”｡ 這也就是說, 若在按

曲律該用平聲字而找不到合適的平聲字時, 可用入聲字代替｡ 這就指出了入聲字的
字腔特徵｡ 入聲僅南曲有, 北曲無入聲, 如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韻》中, 將入聲字

分別派入平､ 上､ 去三聲｡ 南曲入聲字的字聲特徵是短促, 字一出口便戛然而止｡ 
由於入聲字出聲急促, 聲音低啞, 這便與南曲細膩婉轉的唱腔不合, 故在剛吐字出

聲時, 尚作入聲, 通常稱作“斷腔”, 首音一出口即止, 以表現入聲字短促急收的特

點; 在稍作停頓後, 再接唱腹腔與尾腔, 隨腔格的變化, 抑揚起伏, 以與纏綿婉轉

的旋律相合｡ 若延長, 則似平聲, 若上升或下降, 則成上聲或去聲, 故入聲字可代

替平､ 上､ 去三聲｡｣13)

2) “支思” “齊微” “魚模”互押

顧氏戲曲中《中原》“魚模”部的部分字與 “支思”､ “齊微”部字在一起大量相押, 韻腳

字包括《廣韻》支之脂微､ 齊灰祭以及魚虞各韻字｡ 在現代蘇州方言中這些入韻字韻
母的讀音主要可分為以下幾類:

[ɿ]類: 茲姿辭此思嘶; 事士市

[ɥ]類: 知支枝之止志旨至癡遲持時恥勢誓; 珠處舒書樹; 水(白)

[i]類: 眉媚楣(白), 伊, 喜起異離裡理疑矣意你, 衣, 肌幾雞計寄際忌期棲淒妻

萋齊西稀溪繫細霓泥底啼提題禮戾麗閉敝蔽迷, 翳移宜誼義蟻議; 飛非緋

費; 涙(白); 些; 侶慮; 聚取; 去(白)曳 兒棄避姬 契計秘濟

[ ]類: 悲輩; 眉媚楣(文)媒美昧; 垂推悴翠碎水(文)誰涙(文); 罪醉; 許(白)

[u ]類: 歸回悔; 威為圍(文)違幃; 閨

[y]類: 居裾據驅渠去(文)許(文)餘語; 虞絮; 圍(白)

[iɒ]涯

此處入韻字絕大部分是[i]類字, 其次是[ɥ]類､ [ ]類､ [u ]類和[y]類字, 這幾

類字雖然在現代蘇州方言中讀音分歧很大, 但在十六世紀的蘇州方言中, 它們很有

可能可以在一起押韻的, 從保存在現代蘇州方言中的個別字的文白異讀現象或許可

13) 俞為民 <沈璟對昆曲曲體的律化>; 《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 6期,

110-1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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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 ]類字中, “眉楣媚”與“淚”韻母的白讀音都是[i], 白讀音代表較早期的讀法, 蘇

州方言中止開三唇音字和止合三來母字的韻母早期應該讀成[i]音; “去”的白讀音為

“[i]”,文讀音為“[y]”,早期的讀音應該也是“[i]”;遇合三字“許”字韻母的白讀音是

“[ ]”, 文讀音是“[y]”,白讀音的聲母均未齶化, 應是較早的讀法, 但是, 明代這些

字並不一定讀“[ ]”音, 《度曲須知》有“吳興土俗以勤讀群､ 以喜讀許”14), 說明當

時吳語中“喜”字與“許”字是同音字, 那麼這些字在當時應讀成“[i]”音｡ 此類中“水”韻母

的白讀音是[ɥ],說明止合三知章組字在蘇州方言中早期不是讀“[ ]”音｡丁邦新根據
《字彙》“吹､ 水”有文白異讀(文讀音為[ ],白話音為[ɥ])的現象,推論說: “我們從

白話捲舌聲母看得出來源較早,還保留照三系的捲舌音;也許中古uei一類的音變成

ui,再在捲舌聲母之後變成｡”15)根據這個推論,止合三知章組字在早期的蘇州方言中

很可能讀[ɥ]音｡
[u ]類字“圍”的白讀音是[y], 說明在蘇州方言的歷史上, [u ]類字曾經有[y]的

讀法｡ 石汝傑文中有例: “葉盛《水東日記》(15世紀中葉)卷四‘方言暗合古音’稱‘吾

昆山吳淞江南, 以‘歸’呼入虞字韻’ ”｡16) 現代蘇州方言中“歸”字的韻母只有[u]音一

讀, 應是失去了曾經存在過的白讀音“[y]”｡ 清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中提到:

“吳中方言‘鬼’如‘舉’, ‘歸’如‘居’, ‘跪’如‘巨’, ‘緯’如‘喻’, ‘虧’如‘去’平聲, ‘逵’如‘瞿’ …… 
‘小兒毀齒’之‘毀’如‘許’｡”17)現代蘇州方言中這類字很多失去了歷史上存在過的白讀

音, 只保留了後期的文讀音的讀法｡ 因此, [u ]類字和[y]類字當時是可以押韻的｡ 
根據沈寵綏《度曲須知》“吳興土俗以勤讀群､ 以喜讀許”的說法, 它們和[i]類字也

是可以押韻的｡ 
[ɥ]類字包括中古止開三､ 蟹開三知章組字､ 止合三個別知章組和精組字, 相當於

《中原》的“支思” “齊微”部的部分字; 另外, 還包括遇合三知章組字, 相當於《中原》“魚

模”部的部分字｡ 《度曲須知》指出: “…豈非以蘇城之呼書為詩, 呼住為治, 呼朱為支,

14) 沈寵綏 《度曲須知》;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五)》(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232

頁

15) 丁邦新 《一百年前的蘇州話》(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34頁

16) 石汝傑 <明末蘇州方言音系資料研究>; 《鐵道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1年 3期,

66-71頁

17) (清)錢大昕 《十駕齋養新錄》(上海, 上海書店, 1983), 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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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除為池之故乎?”18) 《山歌》也中有“知珠”同音的例子,如: “結識私情人弗覺鬼弗知,

再來綠紗窗下送胭脂｡ 仰面揥塵落來人眼裡, 算盤跌碎滿街珠｡”19)(原注: 吳音“知､ 
珠”相似｡)“滿街珠”即諧音“滿街知”｡

[i]類字中《中原》“魚模”部字都是中古遇合三精組和來母字,它們在明代的讀音應

該就是[i]音, 不僅如此, 遇合三牙喉音字在當時也應是[i]音, 《度曲須知》中“以喜讀

許”的例子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y]類字全是遇合三牙喉音字, 其中“去”字的白讀音是

[i]也可以證明這類字在明代的讀音是[i]｡ 
因此, 顧氏戲曲用韻中“支思”､ “齊微”､ “魚虞”互押可能並非一些前輩學者所說的

“押寬韻”或“相鄰韻部可以通押”, 實際情況是, 在作者的口中, 這些韻腳字主元音的

發音是相同或非常相近的, 它們之間有可以相押的語音基礎｡ 關於齊微､ 支思､ 魚
模三者相互混叶, 明人徐渭曾說“松江人支､ 朱､ 知不辨”20), 清人劉禧延也說: “韻

中撮口字後人析為居魚韻, 其屬齒音者吳人俱讀如支思齊微韻｡ 諸作支, 樗作差(從

正齒音), 書作詩, 苴作躋, 蛆作淒, 胥作西, 除作直時切, 殊作時徐作夕移切, 聚

作集異切, 如作日時切(沽模韻中梳蔬字吳語讀司, 居魚韻鬚字又讀如蘇, 至吳興語

全無撮口字, 讀居如基, 祛如欺, 渠如其, 於如伊, 餘如移, 蓋作齊齒呼), 又閭作

黎(此半舌音), 前人詞曲亦有沿土音而誤入支思齊微者”｡21)

[i]類中有一“些”字｡ 明昆山作家梁辰魚《浣紗記》第7出[出隊子]叶“翠妻飛眉些”,

王驥德《曲律》卷二《論須識字第十二》評論《浣紗記》用韻時說: “伯龍又以‘盡道輕盈略

作胖些’與‘三尺小腳走如飛’同押, 蓋認‘些’字作‘西’字音, 又蘇州土音矣!”22)顧氏同時

期的蘇州曲家張鳳翼､ 許自昌戲曲中都有“些”字壓入“支微魚”部的現象, 應是以方音

入韻｡ 
《葛衣記》第十出[貓兒墜]叶“徊街慨涯懷財”, “涯”字押入皆回部;第十六出[好事近]

18) 沈寵綏 《度曲須知》;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五)》(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232頁

19) 劉瑞明《馮夢龍民歌集三種注解(下冊)》(北京, 中華書局, 2005), 349頁, 此書以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馮夢龍全集》(出於明寫刻本)為底本｡ 
20) 徐渭《南詞敘錄》;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三)》(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224

頁

21) 劉禧延 《中州切音譜贅論》; 任讷 辑 《新曲苑》 第三十種, 上海, 中華書局, 1940, 8頁

22) 王驥德 《曲律》;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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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垂飛幃知義疑此涯” “涯”字押入“支微魚”部; 《青衫記》第四出[一剪梅]叶“霞花花斜

涯涯”, “涯”字押入“家車”部｡ 
魯國堯先生在《元遺山詩詞曲韻考》“若干韻字的討論”部分對“涯”字做過討論:

｢“ ‘涯’字, 早在唐代就有麻韻音, 但《廣韻》只有佳韻五佳切, 支韻魚羈切; 《集韻》

增加了麻韻牛加切; 《五音集韻》麻韻五加切, ‘涘也’, 佳韻､ 支韻音亦收｡ 王文鬱《新

刊韻略》麻韻‘新添’欄目下有‘涯’, 五佳切, 也注明另有二音｡ 元好問古體詩2次, 詞7

次, 近體詩8次押入家車部, 但是在古體詩中2次, 古賦中1次押入皆來部 … 可見金
代麻車部音佔優勢,皆來部音還保存｡而《廣韻》魚羈切音也在語言中有表現,如南宋

福建詞人曾以‘涯’與支微部字叶:陳德武《望海潮·三分春色》叶‘菲知時詩期涯眉飛宜

衣歸’｡ 只是在同時代的北方, 此音似不存, 《五音集韻》､ 《新刊韻略》仍錄魚羈切音,

只是抄舊書罷了｡”｣23)

從顧氏用韻的情況看, “涯”字的這三種讀音或許在當時的吳語中同時存在｡ 
此部有五個入聲字(質､ 逼､ 的､ 密､ 足)押入, 可能是受《中原音韻》的影響所致,

也可能是找不到合適的平聲字, 於是用入聲字代替｡ 

3) “皆來”和“齊微”合口字相押

顧氏戲曲中《中原》“皆來”與“齊微”合口字在一起相押形成“皆回”部, 韻腳字包括《廣

韻》佳皆灰咍泰夬等韻字和部分止攝合口字｡ 在現代蘇州方言中, 此部字韻母的讀

音可分為以下幾類:

[ɒ]類: 賴(白)戴(白)蓋慨; 外; 街霾解債; 埋(白)擺諧排尬; 敗塞捱涯

[uɒ]類: 乖(白) 怪(白)揣

[ ]類: 賴(文) 戴 (文); 海害奈台胎哀來睞待愛埃態哉災再在才財豺裁腮開改

猜黛捱礙駭 耐; 狽; 埋(文); 雷堆催;

[u ]類: 回徊灰; 乖(文)懷; 快(文)怪(文); 衰

以上讀音主要有兩類: [ɒ]類和[ ]類｡ 我們可以看到, 蟹攝一等咍､ 泰韻部分字

23) 魯國堯 <元遺山詩詞曲韻考>; 《魯國堯語言學論文集》,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439-4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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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皆､ 佳､ 夬､ 怪韻部分字如“戴”(代)､ “帶､ 泰､ 太､ 賴､ 外”(泰)､ “奶”(蟹)､ 
“埋､ 挨”(皆)､ “乖(皆)､ 怪(怪)”､ “快(夬)”等有文白異讀, 其文讀為[ ]､ [u ]白

讀音[ɒ]､ [uɒ]｡ “雷堆催罪回徊灰會”等字也入支微魚部, 表明此部字當時文讀音

[ ]的讀法是存在的｡ 
劉禧延指出, ｢皆來, 此韻母每有混入歸回韻者, 如‘乖’作‘歸’､ ‘歪’作‘威’､ ‘衰’作色

威切､ ‘台’作‘頹’､ ‘杯’作‘回’之類”｣,24) 劉氏認為這是吳人不知分別韻腳之病, 但這可

以反應出早期吳語中“皆來”與“齊微”合口字同音的現象｡ 

3. 入聲韻部

顧氏戲曲共用到兩個入聲韻部:月帖部和德質部｡ “月帖”部韻腳字主要來源於中古

山､ 咸攝入聲字, 包括《廣韻》月曷屑薛合帖諸韻字及部分《廣韻》未收字, 例見《青衫

記》及《葛衣記》“月帖”部;德質”部韻腳字主要來源於中古梗､ 曾､ 臻､ 深四攝入聲字,

包括《廣韻》麥陌昔錫德職緝質等韻字, 例見《青衫記》“德質”部｡ 
同時代的蘇州曲家張鳳翼､許自昌戲曲用韻中也有類似的現象,入聲字單押都可

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廣韻》“屑薛月葉帖合洽轄曷合末沒德職質緝”等韻字在一起押

韻,如張鳳翼《紅拂記》第15出[高陽臺引]叶“節越決別”, [卜算子]叶“轍接”, [高陽臺]

叶“合訣設怯截,列別發說雪,發突說滅活”,第21出[南江水兒]叶“冽月節絕別闕”, 《竊

符記》第2出[寶鼎兒]叶“舌節列轕”, [錦堂月]叶“列葛折別業,悅葉夾怯別業”, [醉翁

子]叶“蘖雪竭歠熱結,潔澈沫冽爇結”;又如許自昌《桔蒲記》第22出[絳都春]叶“撇結

設疊月接”, [滴滴金]叶“徹舌怯闕啜折雪”, [尾聲]叶“別頰撇”, 《靈犀配》第14出[金蕉

葉]叶“別血堞”, [傍妝台]叶“濶合絕裂血穴滅結”, [尾聲]叶“月節說”｡ 另一類是《廣韻》

“麥陌昔錫德職緝沒物術質櫛”等韻字在一起押韻,如《紅拂記》第18出[謁金門]叶“脈

碧識覓力曆昔尺”, 《祝發記》第2折[瑞鶴仙]叶“紱昔日籍力斁”､ [尾聲]叶“策赤失”, 第

24折[四邊靜]叶“敵律鏑尺刻北”､ [紅繡鞋]叶“革革易易客逆黑”, 《灌圓記》第2出[高

陽臺]叶“急吸食測益, 夕失識逆入, 敵及擊墨惜, 役默直責得”, 《切符記》第23出[遶

池遊]叶“織璧惜”､ [五更轉]叶“食急息色翮力墨,粒泣急吸翼立急”, 《虎符記》第7折

24) 劉禧延 《中州切音譜贅論》“皆來歸回之辨”, 任讷 辑 《新曲苑》 第三十種, 上海, 中華書

局, 1940, 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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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邊靜]叶“黑赤鏑百璧責, 嚇策碧百璧責, 國棘繳百璧責”; 又如許自昌《節俠記》第

15出[卜算子]叶“黑轍,失碧”､ [畫眉序]叶“客碧滴集栗北, 屋色碧幗栗北”､ [滴溜子]

叶“織日北跡珀”､ [鮑老催]叶“隔色白密得瀝極”､ [雙聲子]叶“腋石轄轄極極籍”､ [余

文]叶“席瀝急”｡
這樣看來顧氏用韻中入聲單押的現象不是顧氏個人用韻的特點, 這幾位蘇州曲家

這些共同的用韻現象反映的很可能是當時的一種語言現象｡ 
顧氏“月貼”部韻腳字在現代蘇州方言中的讀音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iɪʔ]類: 列烈傑節劣別絕迭咽竭蠍愒

[ɤʔ]類: 舌設哲說

[uɤʔ]類: 闊

[yɤʔ]類: 月越缺血

[aʔ]類: 發達

這些字韻母的讀音有[iIʔ]､ [ɤʔ]､ [uɤʔ]､ [yɤʔ]四種, ｢ɪ出現在入聲韻裡要後些短
些, 同舌面輔音相拼時也可以讀成iə｣25), 《漢語方音字彙》把它們列為相應的開､ 齊､ 
合､ 撮韻, 它們在一起押韻是沒有問題的, 在明代蘇州方言中它們的音值或許與現

在不同,但也是可以在一起押韻的｡ [aʔ]類字押入[ɤʔ]類韻可能是因為在當時這兩類
字的主母音是相同的, 現在的不同是幾百年來語音演變的結果｡ 
顧氏“德質”部韻腳字在現代蘇州方言中的讀音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iIʔ]類: 寂力急悒給息曆匹憶密跡惜日(白)錫戟敵檄

[ɤʔ]類: 執質失濕適識室責德職

[uɤʔ]類: 劃

[ɒʔ]類: ; 隔

這些字韻母的讀音主要有[iIʔ]､ [ɤʔ]､ [uɤʔ]､ [ɒʔ]四種, [iIʔ]､ [ɤʔ]､ [uɤʔ]三類
字在現代蘇州方言中是可以押韻的,它們在明代韻母的音值或許與現在不同,但可能

25) 袁家驊 《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 語文出版社, 2006), 61頁｡ 其中的“ə”即《漢語

方音字彙》中的“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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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可以在一起押韻的｡ “隔”字韻母主母音讀音為“[ɒʔ]”,但在現代蘇州方言中梗開二
字如“策､冊､澤､格､ 嚇､額､魄”等都有文白異讀,韻母文讀為“[ɤʔ]”白讀為“[ɒʔ]”,
“隔”字現在或許失去了曾經存在過的文讀音,只剩下白讀“[ɒʔ]”的讀法,但在明代它的

文讀音很可能是存在的｡ “月帖”部和“德質”部很多字韻母的讀音在今蘇州方言中是完

全相同的, 但由於它們的中古音來源是不同的, 它們在吳語的歷史上讀音一定曾經

有過不同｡ 從來源看, 德質部字主要來自梗曾兩攝, 而月帖部字主要來自山咸兩攝,

山咸兩攝字互押的現象說明十六世紀的吳語中-p尾已經併入-t尾, 但當時這兩部入

聲字的對立是-k尾與-t尾的對立嗎? 應該不是, 因為此部中有部分臻､ 深攝入聲字,

如“日室質急”等,它們與梗､ 曾攝入聲字押韻只能說明當時的入聲韻尾都變為喉塞音
了｡德質部與月帖部的對立也只能是主元音的對立,其中前[a]與後[ɒ]的對立是很明

顯的｡丁邦新解釋[a]與後[ɒ]形成的原因時說“從絕大多數的例字看來, [ɒ]韻母來自
梗宕兩攝的入聲,大概是原來的-k尾使得母音向後移;而[a]韻母來自咸山兩攝的人

聲,相信是-p尾先併入-t尾, -t尾使得母音向前移, 形成了前a､ 後ɒ對立的局面｡”26)

從顧氏的用韻看, 這種對立的局面當時已經形成了, 而[iIʔ]､ [ɤʔ]､ [uɤʔ]､ [yɤʔ]四
類字和後[ɒʔ]押韻也許因為梗攝的部分字當時可能有文白兩讀(文讀ɤʔ,白讀的ɒʔ)並
存的情況｡ 
明傳奇從南戲發展而來, 南戲是宋元時期在我國南方地區流行的一種戲曲藝術．

它原是一種採用“村坊小曲”演唱的民間小戲,因為它最初發源於浙江溫州一帶(溫州

在唐時曾改為永嘉郡), 所以又稱為溫州雜劇或永嘉雜劇｡ 據徐渭《南調敘錄》記載:

“永嘉雜劇興, 則又即村坊小曲而為之, 本無宮調, 亦罕節奏, 徒取其畸農､ 士女順
口可歌而已｡”27)可見它最初只是一種採用農村中群眾熟悉的流行曲調來演唱的民

間小戲, 後因受到人民群眾的喜愛, 逐漸流傳開來｡ 南戲流傳到某一地區, 就和當

地的方言相結合, 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戲曲｡ 游汝傑先生認為: “任何一種戲曲, 其起

源都局限於一定區域, 採用當地方言, 改造當地的民間音樂､ 歌舞而成, 其雛形都

是地方戲 …… 區別這些地方戲的最顯著的特徵是方言, 而不是聲腔｡”28) 顧氏是蘇

26) 丁邦新 《一百年前的蘇州話》(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32頁

27) 徐渭 《南詞敘錄》;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三)》(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240

頁

28) 遊汝傑 《地方戲曲音韻研究》(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6),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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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府吳江人, “明代初年將元代的平江路改為蘇州府,下轄吳縣､ 長洲､ 常熟､ 吳江､ 
昆山､ 嘉定､ 崇明七縣｡ 到明代中葉, 素稱魚米之鄉的蘇州在經濟､ 文化等方面遙
遙領先, 成為東南地區首屈一指的大都會”,29) 晚明時期, “全國戲劇繁榮的中心在

江南, 而江南戲劇繁榮的中心在蘇州｡ 蘇州借助昆山腔的興起等多種有利條件, 一

躍成為當時的劇壇翹楚､曲學重鎮和演出中心｡”30)周維培先生也認為: “傳統曲學認

為, 曲為詞餘, 包括韻律在內, 都與詞有著血脈繼承關係｡ 這個看法有道理, 但並

不準確｡ 無論北曲雜劇還是南曲戲文, 它們都是地域性極強的聲腔劇種, 它們的語

言基礎與各自發源地的方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從其原始韻律上看, 北曲雜劇及

散曲, 實以元代大都為中心的北方地區的語音為基礎; 南曲戲文及傳奇, 則以江浙

一帶的吳語為韻律主幹 …… 當北雜劇與南戲傳奇成為流布全國的大劇種時, 又出

現了方音與通用語之間的融合, 這些都帶來了南北曲韻律上的特殊性｡”31)蘇州曲家

一些相同的又不同於當時通語的用韻現象反映的很可能是當時蘇州方言的特點｡ 

Ⅴ. 結語

吳江派領袖沈璟主張南曲應遵循《中原音韻》,他的《南詞韻選》是按《中原音韻》十

九個韻部列目的, 《南詞韻選·範例》云: “是編以《中原音韻》為主, 雖有佳詞, 弗韻,

弗選也｡ 若‘幽窗下教人對景’､ ‘霸業艱危’､ ‘畫樓頻傳’､ ‘無意整雲髻’､ ‘群芳綻錦鮮’

等曲, 雖世所膾炙, 而用韻甚雜, 殊誤後學, 皆力斥之｡”為了幫助吳語地區昆曲作家

與演唱者糾正字音不准的問題, 沈璟還編撰了《正吳編》一書, 來糾正吳地的方言土

音｡ 他的追隨者們如馮夢龍､ 沈自晉等作曲也都是嚴格按照《中原音韻》用韻的｡ 顧
大典由於家住吳江且與沈璟過往甚密向來被認為是吳江派很重要的一位作家, 但顧

氏作曲並不是完全遵循《中原音韻》用韻,而是在很多地方流露出當時的吳語方音特

點｡ 僅從戲曲用韻的角度講, 顧氏或許並不適合歸入吳江派｡ 

29) 鄭雷 《昆曲》(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7頁

30) 劉召明 <晚明蘇州劇壇傳奇創作重心的下移及原因>;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年 3期, 129-134頁

31) 周維培 《曲譜研究》,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9年, 323-324頁｡ 



明代蘇州曲家顧大典戲曲用韻考 119

【參考文獻】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編 《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重排本), 北京, 語

文出版社, 2003

丁邦新 《一百年前的蘇州話》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耿振生 《20世紀漢語音韻學方法論》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顧大典 《青衫記》; 《古本戲曲叢刊(2)》, 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

顧大典 《葛衣記》; 《古本戲曲叢刊(5)》, 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

胡明揚 <三百五十年前蘇州一帶吳語一斑— 《山歌》和《掛枝兒》所見的吳語>; 《語文研

究》 1981年 2期

李修生 主編 《古本戲曲劇碼提要》 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7

李漁 《閒情偶記》;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七)》 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劉禧延 《中州切音譜贅論》; 任讷 辑 《新曲苑》 34種, 上海, 中華書局, 1940

劉召明 <晚明蘇州劇壇傳奇創作重心的下移及原因>,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年 3期

魯國堯 <元遺山詩詞曲韻考>; 《魯國堯語言學論文集》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3

潘檉章 《松陵文獻: 十五卷》, 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電子圖書｡ 
沈寵綏 《度曲須知》,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五)》 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沈璟 《南詞韻選》, 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民國間版本

石汝傑 《明清吳語和現代方言研究》 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6

吳梅 《南北詞簡譜》; 《吳梅全集》 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徐朔方 《晚明曲家年譜》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徐渭 《南詞敘錄》,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三)》 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俞為民 <沈璟對昆曲曲體的律化>; 《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年 6期

遊汝傑 《地方戲曲音韻研究》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6

袁家驊 《漢語方言概要》 北京, 語文出版社, 2001

鄭雷 《昆曲》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劉召明 <晚明蘇州劇壇傳奇創作重心的下移及原因>;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年, 3期

周德清 《中原音韻》, 《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一)》 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周維培 《曲譜研究》,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9



120 《中國文學硏究》⋅제47집

【英文提要】

Large number of drama works handed down from Ming

dynasty have double values both on literature and on linguistic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rhymes of the 2 dramas by Gu Dadian, a

dramatist in Suzhou in the mid-Ming dynasty, by summing up

the rhymes in his dramas. By referring to modern Suzhou dialect

and the discussion of some Ming and Qing drama theoris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ough rhymes in GU’s dramas are complex,

they can reveal many phonetic features of Suzhou dialect in the

16th century, and that it may not right for Gu Dadian to be

classified to Wujiang School.

【主題語】

Gu Dadian rhyme Ming Dynasty Wu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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