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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何时成为汉语的一种方言，学术界并没有一

致的看法，有人认为当在秦代以前［1］148、［2］、［3］80-83，有人

认为当在西晋前后［4］、［5］。在没有发现新的直接证据

之前，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所以，本文所提的古吴

语在西晋以前很可能并非汉语，而是百越语。不过，

这并不影响我们讨论古吴语北界问题。从目前学界

研究成果来看，多数学者认为古吴语北抵淮河一线，

今江淮方言区以前也是吴语［1］12-114；136-180、［6］201-216、［7］

12-22。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比如林语堂

《前汉方音区域考》所画前汉方言区域图中吴扬越为

一系，其北界在长江一线［8］22；游汝杰在《吴语地理在

历史上的演变》中认为作为汉语方言的吴语在西晋时

代才真正独立，其北界从严应为长江，从宽可以远至

淮河［5］。

一、从古文献材料看古吴语北界

（一）扬雄《方言》与汉代的吴语区

公元一世纪初，扬雄撰写了《輶轩使者绝代语释

别国方言》（以下简称《方言》）。《方言》记录了当时各

地的方言（语言）差异，主要是词汇差异，并且指明了：

（1）某词是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四方之通语；（2）

某词是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3）某词是某地某地

之间通语。这样，人们就可以据此划分汉代的方言区

划。林语堂在《前汉方音区域考》中设立了四条通则
［8］29：（1）甲地在《方言》所见次数多半为与乙地并举则

可知甲乙地方音可合一类（如秦晋）。（2）甲地与某邻

近地名并举之次数多于其他方面邻近地名次数，则可

知甲方音关系之倾向（如齐之与鲁）。（3）某地独举次

数特多者，可知其独为一类（如楚及齐）。（4）凡特举一

地之某部，其次数多者，则可知某部有特别方音，别成

一类，由该地分出（如齐分出东齐，73次。楚分出南

楚，85次。燕分出北燕，43次）。

这四项通则基本是正确可行的。后来的学者只

要利用《方言》区分当时的方言也只能这样做。林语

堂据此推测汉代方言可分为十二个系，其中“吴扬越”

为一系。林语堂在文中没有明确指出吴扬越所包含

的具体范围，但从他所画的地图来看，似乎吴扬越只

涵盖了长江以南地区［8］22。

罗常培、周祖谟也根据《方言》认为汉代方言在词

汇方面比较接近的有七个大的地区，其中代表吴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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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吴越区”［9］72。遗憾的是，罗、周两位先生没有具

体说明吴越区所包括的范围。时隔近三十年之后，周

振鹤、游汝杰利用《方言》，结合《说文解字》，给汉代的

方言做了分区。根据他们给出的分区图，我们可以看

出吴语的北端到达淮河流域，但越语属于少数民族语

言区域［10］100-101（见附图1）。这种把吴、越分别为汉语

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做法恐怕与实际情形不合。

根据文献记载，吴、越言语相近，应该可以通话，比如，

“夫吴之与越也，接土临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

通，……”（《吕氏春秋·知化》），再比如，“且吴与越，同

音共律，上和星宿，下共一理”（《吴越春秋·纪策

考》）。而且，《方言》中吴越也经常并提，显示了它们

之间密切的关系，绝不可能分属汉语和非汉语。

刘君惠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方言》材料为

主，参考其他材料及各地的人文历史情况，为汉代划

分出十二个方言区，其中代表吴语的是“吴越区”［11］

105-106。据刘君惠等的研究，《方言》中的“吴”包括今江

苏大部和安徽浙江的部分地区；“越”大体指今浙江

省。按照他们给出的地图，汉代的吴语大致也是北到

淮河，只是最北端比周、游稍南一点［11］117-128（见附图

2）。华学诚则根据《方言》把汉代分为12个方言区：

秦晋、周韩郑、赵魏、卫宋、齐鲁、东齐海岱、燕代、北燕

朝鲜、楚、南楚、南越、吴越。在华学诚的体系中，吴越

方言区以吴县为中心，跟楚方言关系十分密切，江淮

为楚方言下的一个次方言区［3］121。李恕豪的观点跟华

学诚是一致的，他认为楚方言对吴越方言影响很大，

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江淮地区来实现的［12］215。

由于《方言》中地名种类繁多，既有行政区划地

名，又有自然地理地名；既有古代地名，又有汉代地

名；既有代表广大区域地名，又有表示个别地域地名，

这就给后来的研究者设置了许多障碍。而且扬雄在

当时也不可能掌握科学的方言调查方法，用汉字做方

言调查工具也很难如实反映方言的真实面貌，所以上

述学者对汉代方言区域划分的研究都只能是大概

的。但我们从中也大致可以看出，汉代吴语的范围肯

定比现在大，有些学者认为其北端直抵淮河流域。而

且吴、楚两种方言关系极为密切，具有很多共同特征。

（二）魏晋六朝时期的吴语区

1. 周振鹤、游汝杰还利用郭璞的《尔雅注》、《方

言注》结合《世说新语》以及史籍中的移民材料对西晋

时代方言区划进行了拟测［10］89-104。汉末和三国时期，

北方战争频仍，人口出现了大规模的流动。这些人口

流动引起了方言的混化和统一，特别是北方方言内部

的统一；同时，大批北方移民来到南方，也给吴语造成

了很大的影响。周、游发现，郭璞常拿晋代的方言和

扬雄时代作比较。扬雄时代有许多还是某方域语的

条目，到郭璞时代已成通语。不过，吴语和楚语跟北

方方言差异还是很大的，这一点到南北朝时期依然如

此。《世说新语》和《北史》中就有相关记载。按照周、

游的拟测，西晋时汉语方言可分为七区，其中吴语的

北界没有什么变化，仍在淮河一线［10］104（见附图3）。

值得注意的是，游汝杰在2001年的《吴语地理在

历史上的演变》中修正了他以前的看法。在2001年

的论文中，游汝杰认为，作为汉语方言之一的吴语直

到西晋时代才真正独立，其北界从严应是长江。他根

据的主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材料。《颜氏家

训·音辞篇》中有一段话：“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

考核古今，为之折中，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游

汝杰认为，颜之推将金陵的语音看作标准音，那么，当

时的金陵就不可能是纯吴语的地盘［5］46。

2. 除了《方言》等以词汇为主的文献外，古代文

人所做韵文和古代流传的韵书也是考察古代方言区

划的重要材料。在《切韵》系韵书出现以前，南北朝时

候的文人对于方音抱着“各有土风，递相非笑”的态

度，那么，他们所作的诗词歌赋之类当然不会不按自

己的方音压韵，转去效仿别处的方音。尤其是当时流

行的民间文艺更不会强压违背乡音的韵脚［13］359。所

以，通过系联韵文，再与韵书做比，也可以看出当时的

方音状况。①

《切韵》“鱼”、“虞”分作两个不同韵部，根据《切

韵》编写原则来看，这两个韵在当时的方音和隋以前

的古音中一定是有区别的。但是，《切韵序》中说：“又

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颜氏家训·
音辞篇》也说：“其谬失轻微者，……北人以庶为戍，以

①后代虽然有了官修韵书，但文人写诗填词有时仍用方音。比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鲁直在戎州，作乐府曰：‘老子

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予在蜀见其稿。今俗本改‘笛’为‘曲’以协韵，非也。然亦疑‘笛’字太

不入韵，及居蜀久，习其语音，乃知泸戎间谓‘笛’为‘独’。故鲁直得借用，亦因以戏之耳。”（中华书局1979年第一版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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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为儒，……”“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钜”。这都表

明，隋时某些地区的方音“鱼”、“虞”两韵已经混淆。

综合《切韵序》、《颜氏家训·音辞篇》和《经典释文序》

提供的信息，从晋到隋的方音显然有“南”“北”两大界

限，而“鱼”、“虞”两韵在南音中有分别，在北音中已混

淆。罗常培《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遍考

六朝诗文归纳出的结果是：大概吴郡，丹阳秣陵，吴兴

故鄣，吴兴长城，吴兴武康，会稽山阴，会稽余姚，广

陵，彭城等地方，对“鱼”、“虞”两韵很少混用。如果以

金陵为中心，彭城作北极，余姚作南极，而画一圆周，

恰好把这些“鱼”、“虞”分用的地方包括在内。而在此

范围以外的地区，“鱼”、“虞”多已相混［13］358-385。

《切韵》取韵是采取所谓“最小公倍数的分类法”，

即无论哪种声韵只要在当时某一地方有别，或是在从

前某一时代有别，《切韵》也因其或异而分，不因其或

同而合，所以，《切韵》中“鱼”、“虞”从分。而“鱼”、

“虞”分立则正是六朝江东方言的特色之一［13］377。而

江、淮之间恰恰正是属于“鱼”、“虞”分立的区域。

不过后人对罗常培的研究也提出过质疑，比如潘

悟云认为罗常培对古代诗人诗歌用韵情况考察不够

全面，只考察了诗人的郡望，而对更能反映其所操方

言的里居重视不够，所以得出的结论难免会有问题。

潘悟云得出的结论是：（1）中古汉语“鱼”、“虞”不分的

方言区域主要在河南及其周围；（2）长江以南和西北

地区的中古方音是能够区分“鱼”、“虞”的，幽燕一带

的方言也可能属于这种类型。这样的话，我们仅仅根

据“鱼”、“虞”两韵的分合的地域分布还是很难确定古

代江东方言到底包括不包括江淮之间地区［14］50-51。

3. 时隔六十年之后，丁锋（1995）在《〈博雅音〉音

系研究》中系统地研究了《博雅音》，整理出了《博雅

音》的声、韵、调系统，并将它与同时代的韵书、音读著

作所反映的语音系统进行了对比［15］。《博雅音》是隋唐

之际曹宪为三国时魏人张揖《广雅》作的音注。据丁

锋考证，张揖乃扬州江都人，生平历梁陈隋唐四朝。

《博雅音》成书于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反映的

是梁陈隋三代的江淮方音。丁锋拿《博雅音》声系状

况与其前后的十四家音系作了比较。中古方言分为

南北两大区，分别以金陵、洛下为代表。南北方言的

声母差异表现在南方明微分化略迟，泥娘日混切，匣

云同母，演变的步子慢于北方，有稍多存古性质。丁

锋认为，《博雅音》所代表的江淮音与《玉篇》、《经典释

文》所代表的江东音（吴语）一样，具有南方方言的所

有声母特征，将隋以前的江淮话划归吴语是不成问题

的。但是，《博雅音》全浊声母已经开始清化，这又可

以看作吴语和江淮话分化的开始［15］38。

丁锋还考察了《博雅音》的韵母系统。他发现，

《博雅音》三等重韵混切93次，但“鱼”’、“虞”自切93

次与107次，整整二百个字无一相混，与其他重韵组

大不相同。这与罗常培《切韵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

言考》中的结论是不谋而合的。这就说明了“鱼”、

“虞”之分在江淮地区不仅在六朝，而且在隋唐之际都

是分明的。从这点来说，江淮地区的方言不近北语而

近南音［15］40-104。

但从其他韵母表现来看，《博雅音》更接近北音。

具体表现在，《博雅音》重纽四等韵和纯四等韵合流，

跟重纽三等韵和普通三等韵对立；而顾野王和陆德明

所代表的南音，重纽三等韵和重纽四等韵难分辨，跟

纯四等韵和普通三等韵对立。张渭毅和丁锋的看法

不同，张认为《博雅音》所反映的不是梁陈隋三代的江

淮方音，而是带有南音色彩的北方洛阳音［16］146-147。

张渭毅的看法可能更接近事实。因为曹宪常年

在长安讲学著述，不可能还说家乡话，更不可能用家

乡话为《博雅》作音注，而隋时通行的最有可能的还是

洛阳话。但从《博雅音》中表现出的接近南音的成分

也可看出曹宪的乡音仍属于南音系统。换句话说，我

们认为当时扬州话更接近南音而不是北音。

（三）宋金时期的吴语区

由于历史文献没有直接的记载，也没有像《方

言》、《方言注》、《尔雅注》那样资料集中的著作，所以

对宋金时代方言区划所做的研究较少。我们见到的

只有周振鹤、游汝杰的研究［10］91-104。他们根据以下三

个方面来拟测当时的方言区划：（1）唐宋时代的移民

材料；（2）宋人笔记中有关方言类别的零散记载；（3）

对比宋代的行政区划和现代方言的区划，寻求相重合

的部分。据周、游的研究，南宋时代的吴语分布范围

较之魏晋已大为缩减，但比现代要稍大一些。大致包

括今浙江省全部、上海市全部、苏南（宁镇地区外）、苏

北的通州和海门、江西的婺源、玉山、上饶、永丰、福建

的浦城［10］95-107（见附图4）。

二、通过文献考证与历史比较相结合看

古吴语北界

（一）文献与方音材料的结合

最早明确提出古吴语的北部边界是在淮河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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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鲁国尧先生。他在1961年完成初稿，在1988年

公开发表的《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中提出

古吴语本北抵淮河，永嘉之乱后北方方言进入江淮之

间，通泰方言即来源于此［1］12-114。后来，鲁先生又在

《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和《“颜之推谜题”

及其半解》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并且补充了一些材

料。鲁先生所用的研究方法是将“历史文献考证法”

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

首先，鲁先生举出大量文献上的证据说明早在春

秋战国时期江淮地区就属于吴国一部分。如《左传·
襄公三年》：“六月，公会单顷公及诸侯，己未同盟于鸡

泽。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清高士奇

《春秋地名考略》认为“淮上”乃吴地，“当在临淮、泗州

之境”。类似例子鲁文中还有很多。鲁先生在文中还

引文献证明越灭吴之后，越将吴原有淮南之地并吞直

至楚灭越。公元前223年秦灭楚之前，楚统治江淮之

间达一百一十年之久。即便如此，越在人们头脑中仍

是与楚不同的地区。秦汉之际江苏的江淮之间的居

民没有多大变动，当仍为吴语区。《宋书·州郡志》：“三

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居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

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

故复立焉。”所以，包括今扬州、泰州等地的江淮地区

在西晋时仍为吴语区。四世纪初的永嘉之乱，西晋王

朝崩溃，导致南北分裂。北方战乱频仍，大量人口南

迁。从有关史书记载中可看出，江淮之间、长江以南

满布北方流民。自然，这些南来的北方人也同时带来

了北方话，此后北方话占领了江淮之间和江南的北部

地区，迫使吴语后撤到江南中部。后来又经过反复斗

争，吴语又重新取得了今丹阳、武进、常熟，北方话则

固守于今丹徒、句容一线［1］86-92。

文献只能作为外部证据，要真正令人信服还需语

言学内部证据。鲁国尧找到一个切入点，即中古音系

的“谈”、“覃”、“寒”、“桓”四韵。在诸家音韵学说中，

上述四韵都是一等韵，“谈”、“覃”为咸摄一等重韵，

“寒”、“桓”为山摄一等开合韵。从现代方言这四韵表

现来看，多数官话方言“谈”、“覃”、“寒”韵表现一致，

不因声纽的类别（即是舌齿还是牙喉）而有所区别；

“桓”韵是寒韵的合口。江淮方言中的扬州话稍有不

同，但“谈”、“覃”、“寒”三韵平行性仍很强；桓韵也是

合口，但主元音却与寒韵不同，是后半高圆唇元音。

在湘方言里，“谈”、“覃”、“寒”三韵具有一致性，只是

桓韵主元音有异。客家方言“谈”、“覃”两韵完全一

致，寒韵的主元音，舌齿为前低元音，牙喉音则为后半

低圆唇元音；桓韵为合口。粤语谈韵舌齿与牙喉主元

音有别，覃韵并无二致；寒韵、桓韵是另一路子。闽

南、闽东方言四韵主元音都相同，桓韵多一个合口介

音。但在通泰、吴、赣三方言内，上述四韵的今音和其

他方言有很大不同［1］162-173。为方便起见，我们把鲁文

中的表简化，每种方言只录两个代表点见表1：

从上表中鲁先生得出一个公式：谈韵舌齿音：（谈

韵牙喉音+覃韵）=寒韵舌齿音：（寒韵牙喉音+桓

韵）。鲁国尧认为，通泰、吴、赣方言四韵的分派跟切

韵音系相差太远。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鲁先生

认为这是三种方言同根演化的结果。这根就是古吴

语。公元四五世纪发生在淮南、江南的“语言入侵”使

北方话席卷南方，形成“南朝通语”。通泰方言就是南

朝通语的嫡系后裔。

王洪君对鲁国尧的某些材料和观点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她认为，今吴、赣方言的材料显示，“覃”、

“谈”牙喉音字今为开口的同一韵母，“寒”、“桓”韵牙

喉音字却是相互对立的开合两类韵母，这说明“谈”、

“覃”与“寒”、“桓”的关系并不平行。在现代吴方言中

也有中古“谈”、“覃”为一等重韵、“寒”、“桓”为一等开

合韵的反映。王洪君认为，“谈”、“覃”分韵的特点倒

值得注意。现代方言可以区分一二等重韵的，只有吴

语、北部赣语、闽语和通泰方言，它们或与古吴方言的

地域相当，或是古吴方言区居民的移民地，这可能是

古吴语的特点［17］360-362。

鲁国尧先生力图将“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

较法”结合起来，为后人的研究指出了一条光明大

道。虽然在具体操作中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更详细的

论证，但这种把死的文献和活的语言结合起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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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古“谈”、“覃”、“桓”、“寒”今音韵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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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值得称道的。其他也有一些学者试图用这种方

法来解决古方言划界问题。

（二）文献与词汇和语法材料的结合

1. 李小凡、陈宝贤的论文《从“港”的词义分布和

地域分布看古吴语的北界》是一篇专门讨论古吴语北

界的论文。它通过考察地名通名“港（河流）”的分布

区域来判定古吴语的北界。现代汉语共同语里“港”

的基本义是“港口”，但其本义却是“与江河湖海相通

的河流”。通过作者的考察，“港”的本义主要保留在

地名中，此类地名主要分布在江浙皖鄂湘赣，这种地

域分布古今一致，且与古吴语和古楚语的地域范围吻

合。据此，两位作者推测，“港”可能源自古吴语并扩

散到古楚语，属早期吴楚通语而为早期字书失收。该

地名分布的北界为古淮河，所以作者认为这也许可以

作为一条词汇上的证据证明古吴语的北界应该在古

淮河一线。除此以外，该文还引用了大量古代诗文中

出现的“河流”义“港”，联系作者郡望，验证前文的观

点［6］201-216。李小凡、陈宝贤选题新颖，引用资料丰富，

深化了对古吴语北界问题的认识。

颜逸明在《吴语概说》里也提到“港”指与江湖相

通的小河，苏南地名多用“港”。其实，还有其他一些

地名用字也可以列入考察的范围，比如“浜”、“浦”、

“渎”、“埭”等［18］215。因为地名往往有存古的性质，所

以考察地名的地理分布或许是我们推测古方言区域

的一个很好的角度。

2. 一般来说，语法结构的演变速度比语音和词

汇要慢得多。这样，通过考察某些语法结构的分布就

应能为发现古方言的地域分布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袁毓林、王健的《吴语的动词重叠式及相关的类型学

参项——从几种语法格式的分布地域看古吴语的北

界》就是一篇试图从这个角度探讨古吴语北界的文

章。文章先介绍了吴语动词重叠式的表义功能。与

北京话不同的是，吴语动词重叠式不能单独用来表示

尝试义，一定要在后面附加后缀“-看”，构成“VV看”

格式后，才能作为一个自足的句法格式，表示尝试

义。从历史发展来看，东晋以后，用在动词性成分之

后的动词“看”逐渐虚化成助词，表示尝试义。唐宋以

后，动词重叠式发展起来，并引申出尝试义。在表示

尝试意义方面，动词重叠和附加“看”两种手段互相竞

争，最终“-看”退出北方话。比较起来，可以说，吴语

中动词重叠式发展得相对不充分。这就是吴语中动

词重叠不能单独用来表示尝试的原因。文章认为，可

能正是因为吴语中动词重叠式发展得相对不充分，所

以在结构上自主性比较弱，相应地对其他语法手段的

排他性就跟着比较弱；结果，它们在结构上的兼容性

就表现得比较强，可以跟有关的其他语法手段结合起

来表示某种语法意义；或者跟其他语法结构一起组成

更大、更复杂的结构，表示更加复杂的语法意义。比

如在吴语中，动词重叠式后面可以带结果补语和趋向

补语，形成VVCR格式和VVCD格式；动词重叠式前

面可以附加单音节形容词充当的状语，形成AVV格

式；动词重叠式后面可以带表示处所的介词结构，形

成VV+PP格式；正反问句不用“VP不VP”，而用“K+

VP”格式，这可能也是因为吴语的动词重叠式发展得

相对不充分，因而许多地区没有用动词正反重叠的形

式来表示疑问的结构。作者认为，上述几种语法现象

基本是北方官话所无的，是吴语区别于官话的重要语

法指标；同时这些现象形成了吴语中跟动词重叠相关

的类型学参项。文章接着考察了这些参项的分布地

域，结果发现大多数参项分布地区相对一致，其北界

十分靠近古淮河。这样，作者认为古吴语北抵淮河的

说法在语法上也是有比较充分的根据的。最后，文章

还解释了《西游记》《儒林外史》和《金瓶梅》等文献上

的有关语法现象［7］。我们认为，从语法方面入手应是

寻找古方言分布地域的一条可行的路子。袁毓林、王

健在这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三、留给我们的问题

除上述各家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并非专门研究

古吴语北界问题，但其成果也可给我们一些启示。

张光宇在《吴闽方言关系试论》中也提出早期吴

语伸及江淮地区，在北方话势力的影响下逐渐萎缩。

张先生提出的证据主要是北部吴语咸山两摄三四等

韵母合流，读前高元音。这一类型的韵母形式在长江

以北一直延伸到江苏中部（如盐城）、北部（如涟水）等

地［19］。由于这篇论文张先生主要是论述吴方言和闽

方言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并没有用很大的篇幅讨论吴

语的北界问题。

顾黔在她的《通泰方言音韵研究》中还举出流摄

一等“楼、走、狗”等混入蟹止摄灰微韵、“支微入鱼”的

分布范围，与咸山两摄三四等韵母形式 的范围大

体相当，都覆盖了江淮、吴、徽、闽、湘。顾黔认为这种

现象说明闽语现状是“吴音南移”，江淮方言是吴语底

层的沉积，吴湘（徽）之间的共同点则是原来相同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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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方言因素在异地的共同保留［20］178-179。她的这种看

法与鲁国尧的结论大体接近。不过，我们也注意到

“支微入鱼”的现象在晋语中也广泛存在，很难说是早

期吴语的一个特征。

郑再发的论文《就韵母结构的变化论南北方言的

分歧：官话方言元音谐和小史》认为汉语南北方言韵

母结构除了韵尾的不同之外，韵头、韵腹、韵尾三者结

合的方式也有不同。北音有元音谐和现象，南音则

无。以北京话为例，根据赵元任记音，北京音系共有

12个元音，分成两大类：（1）中元音［e，o］只接元音韵

尾，［ə，ʌ］只接鼻音韵尾。低元音［a，］可接元音及

鼻音韵尾。这六个音是一类，分阴阳，讲谐和。韵头

及韵尾的［±后］征性，概由韵腹元音决定。（2）高元音

［i，y，ɨ，u］与非高元音［F，］可独自构成韵母。高元

音也可接辅音韵尾，前后不限。非高元音不接韵尾，

但可接韵头，前后不拘。这一类是中性元音，无所谓

元音谐和。郑先生在文章中以有无元音谐和现象为

依据，大致以淮河为界划分南北方言，江淮之间为过

渡区。而这种元音谐和现象是受北方阿尔泰语系语

言的影响产生的［21］。郑先生的文章虽然不是以古吴

语的北界为专题进行研究的，但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提

醒我们：中古南北两大方言的分歧可能也是以淮河为

界的。江淮之间一方面受到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

出现了部分元音谐和现象；另一方面，古吴语的底层

还在发挥作用，使得演变进行得不彻底。

以上我们综述了前人和时贤关于古吴语北界问

题所做的研究，可以看出，多数学者认为，江淮地区跟

古吴语和古楚语关系非常密切。大体来说，江淮东部

（今江苏境内的江淮地区）跟古吴语关系更密切一些；

江淮西部（今安徽境内的江淮地区）跟古楚语的关系

更密切一些。而古吴语和古楚语虽有区别，但也有很

多共同的特征，跟秦晋、齐鲁等地方言差别较大。

我们仍有许多问题没有找到明确答案。第一，正

像文章开头指出的，作为汉语方言的吴语是什么时候

形成的？是秦以前，还是西晋前后？回答这个问题，

需要更细致地爬梳文献，看能否在古人记载中找到直

接证据。第二，今天吴语和江淮方言大致以长江为界

划然有别的局面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是在晋室南渡

后就形成了，还是在此以前或以后？王健通过考察动

词重叠的历时演变和动词重叠加补语格式的共时分

布，得出结论：江淮方言跟吴语的分化是在宋元之际
［22］256。这比通常的看法要晚了许多。他的结论可靠

吗？我们能否从文献中找到更直接的证据？第三，现

代吴语和江淮方言中存在的若干共同特征到底是因

它们拥有相同的底层呢？还是后来接触的结果？抑

或是平行演化的结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有赖于

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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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堂，花竹窈然，子弟肃然，臧获粥粥然。请观所藏，

则抱书而入者，即其垂髫之子。其于甲乙之部居、宋

元钞校之流别，执簿呼名，应声而赴，乃知瑶环瑜珥

皆寝于炱巍之间，如雅琴弄具之不可须臾离也，瞿氏

之流泽长矣。古今藏书家四明而外罕有及三世者，

瞿氏已历四世……吾知敦裕堂上，卿云轮囷，以较东

明，主人三百余年之世业，其必相倍蓰、相什百无疑

也，无疑也！”[1]3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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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of Tie Qin Tong Jian Library in History of Private Collection of Books
CAO Pei-gen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shu 215500,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our famous librar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ie Qin Tong Jian Library owned by Qu
Family is different from Yianyi Library in Ningbo by Fan Family in tastes, contents and principles for collecting
books, which reflect different cultural features in different regions.
Key words: a collection of books; Tie Qin Tong Jian Library; Yianyi Library

A Review of Northern Border Issue of Ancient Wu Dialect
WANG Jia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ept.,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shu 215500, China)
Abstract: Most scholars in Chinese dialectology believe that the northern border of ancient Wu dialect is Huai River.
This supposition is supported by the evidence from both ancient literature and modern dialect. But some scholars
think Wu dialect became an independent Chinese dialect in Xijin. To be exact, therefore, the northern boarder should
be Yangtze River rather than Huai River. From our analyses of various opinions, we conclude that the northern
boarder of ancient Wu dialect is Huai River.
Key words: ancient Wu dialect; northern border; review; ancient literature; historical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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