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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文字改革家的方言观
李 宇 明

提要 本文利用切音字运动的资料，研究清末对方言的认识。1、
“方言”的概念已基本
建立，但是方言与语言的界限还不明了，没有把握住方言的本质。2、当时官话仍有南派、
北派之分，南派官话有相当高的地位，清末是南北官话的权势关系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北
派官话的地位正逐渐超过南派官话。3、当时已清醒认识到，方言分歧妨碍交际、教育和国
民团结，应统一方言分歧。切音字运动对方言的认识，应该是达到了扬雄以来方言研究的高
峰。切音字运动促使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派官话向国语标准的地位发展，为现代汉民族共同
语的建立作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
关键词 切音字运动 清末文字改革家 方言观
清末的中国内忧外患，志士仁人以民族振兴为己任，寻求强国富民之道。其中有一批
文字改革家强烈地意识到，国强需民智，民智需教育，普及教育需有“易识之字”，需“统
一国语”。于是，以卢戆章 1892 年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始、到 1911
年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止的清末 20 年，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影响深
远的被称为“切音字运动”的文字改革风潮。
这批文字改革家虽以设计、推行新字为主要使命，但对新字的设计、推行必然直接或
间接地涉及到方言问题。在他们的著作言论中，既有对方言的宏观看法，形成了特定时期的
方言观，也有对当时方言状况的直接或间接的描述。这种方言观和对当时方言状况的描述，
既是对我国传统方言研究的继承与总结，又有他们自己的观察与新得。我国现代的方言学虽
然是在西方方言学的直接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但也吸收了我国古代传统的语言研究精华。清
末的文字改革家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对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方言学的产生是否发生过影响，尚
不清楚。但是，清末的 20 年，正是我国由传统的语文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变的时期，研究这
一时期文字改革家关于方言的论述，从语言学史上看是有价值的。
本文主要研究清末文字改革家的方言观。研究素材以《清末文字改革文集》为主，必
要时参以《拼音文字史料丛书》26 种。《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收录了清末 20 年间有关文字
改革的著文、序跋、书信、演说、奏折、说帖（会议提案）
、批文等 60 余篇，基本囊括了当
时文字改革家的主要观点。为行文方便，引文出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的只注页码；出自
《拼音文字史料丛书》的，加注“拼音文字史料丛书”字样。

一、“方言”的含义及其相关概念
鲁国尧先生（1991）指出，
“方言”首见于典籍是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序》。此后“方
言”一词历代都用，但使用频率并不高。有清一代，方言研究有了新发展。文献表明，清末
文字改革家已经较为普遍地使用“方言”这一概念。例如：
（1）王炳耀《拼音字谱·自序》：
“惜今人鄙俗言，弄文字，玩风吟月，胸无实际，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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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于文字之外复加拼音之字，拼切方言
．．，使男女易习，立强国无形之实基。……
方言
．．无字，民昧如故矣。仆抱杞人之忧，设精卫之想，妄拟新字，拼切方言
．．，
字母比之泰西，书法依乎本国，拙者习之，旬日卒业，简莫如也。（P12～13）
（2）温灏《拼音字谱·序》：
“今王君煜初，苦心孤诣，汇合各省方言
．．，创为拼音字谱。”
（P14）
（3）陈虬《新字瓯文七音铎》：
“此书专为各处方言
．．而作。论音不论韵，音近皆可假借。”
（拼音文字史料丛书，P58）
甚至有人还把“方言”看作是与算学、格致等并列的一个学科。例如：
（4）孙金铭《拼音代字诀·序》：“（田生廷俊）预料科举必停，遂究心时务，凡笔算
格致方言
．．诸科，靡不潜心详求。……且中国各方俗语，有音无字者恒多，以邃
学之士，欲著一俗语示浅学之人，使之易解，可通消息，每苦于窒碍难行，良
可慨也。”（P66）
这些文字改革家笔下的“方言”，是与“官话”及后来提出的“国语”相对应的概念，
主要是指“四方之言”。当时除使用“方言”外，还有“土语、某话、某语”的说法。例如：
（5）刘世恩《音韵记号》：“无论何处土语
．．，皆带轻音。”（拼音文字史料丛书，P11）
（6）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
“凡京师所在，人皆趋之，千百年会萃
摩练，在成此一种京话
．．，斯即中央非偏隅也。且原与京语
．．大略相同者，已有直
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甘肃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十一省及安徽江苏之两半省
矣。此外各语无两省相同者，为高因陵，为下因泽，岂有舍京语
．．而别事矫揉之
理哉？京语
．．非北京人私有之语，乃全国人共有之语。”（P125～126）
就语言结构而言，方言也应包括方言语音、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但是，由于当时对
语言结构的认识还相当有限，而且由于方言语音的差异人们感知最为明显，由于拼音文字的
设计与语音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当时人们对方言的关注点主要在方言语音上，较少涉及
方言词汇，罕见论述方言语法的。
当时指称方言语音的术语有“方音、土音、土腔、闰音”等，有时采用“地名、区域
名、方位词+音”或“某腔”等表述方式，如“广东音、宁音（南京音）
、闽广之音、南音、
厦腔”等。这些概念与表述，是与“官音、正音”及后来提出的“国音”相对的。例如：
（7）马体乾《谈文字》：
“鄙意以为应择全国公有之音定为国音
．．，各地特有之音定为方
．
音
．。所谓国音
．．者即与向之国音
．．相类，而方音
．．即今之所谓闰音
．．。”（P86～87）
（8）汤金铭《传音快字·书后》：
“而儒生有皓首不知其解者，缘见、溪、群、疑诸字
母，以土音官音
．．．．读之皆不合，故疑不能明矣。……西音既与中国不同，各省以
土音
．．相近者代之，其字互异。”（P6）
（9）卢戆章《北京切音教科书》：“中国土腔
．．甚多。”（拼音文字史料丛书，P5）
（10）王照《字母书·序》：“合声字母，仿国书之制，取京音
．．为准。”（P32）
（11）劳乃宣《致〈中外日报〉馆书》：“北音
．．原谱五十母，十二韵，四声，非特无入
声也。其母与韵亦与南音
．．有互相出入之处。故今增六母、三韵、一入声之号为
宁音
．．之谱，而宁属各府厅州与皖省语言相近之处皆可通。然宁音
．．虽有入声而与
苏属母韵犹有出入，且无浊音也，故又增七母、三韵、一浊音之号为苏音
．．之谱。
而苏属各府厅州与浙省语音相近之处皆可通。……今吾新定两谱，尚未能包括
闽广之音
．．．．。”（P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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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郑东湖《〈切音字〉之说明书》
：
“因正音
．．与广东音
．．．有特异之点，如‘鞋’与‘哉’
在正音
．．中本为同韵，而广东音
．．．则否。又如‘颜’与‘翻’在广东音
．．．本为同韵，
而正音
．．亦否。（P136）
（13）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总字母写法之次第》：“全中国可用此字
母。各处土腔
．．不等，当依腔音之多少，输出其当用之音之字。此书输用厦腔
．．字
母而已，漳泉附之。其余各处土腔
（拼音文字史料丛书）
．．之字母，候另书著出。”
正因为当时看方言偏重于语音，所以也有用“方言”偏指“方音”的现象。例如：
（14）劳乃宣《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中国用旧字数千年，用方言
．．
亦数千年，今欲数千年之方言
．．一旦变为官音
．．，闻者咸苦其难。”（P55）
鲁国尧先生（1991）指出，
“方言”在古代不仅指今天意义上的地域方言，而且也指中
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此前，赵元任（1980，P98）、张清常（1990，P39）也
有相似的看法。高时良（1992）收集了洋务运动时期上海创办广方言馆的资料，广方言馆的
主要任务是培养外语人才，可见当时“方言”也指外语。
清末文字改革家也还没有把“语言”和“方言”区分开，往往把不同的语言也称为“方
言”，或把不同语言的语音称为“方音”。例如：
（16）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西人既有希腊拉丁之字，可以稽古，以待上才，复有
英法德各国方音
．．．．，可以通今，以逮下学。使徒用希腊古字而不济以今之方音
．．，
则西人文言之相离，必与吾同。”（P8）
（16）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弁言》：“他如妇孺鄙俚之土语，为文字所不能传，此
字足以传之；各省各国之方言
．．，为文字所不能达，此字足以达之。其所以济文
字之穷者。”（P85）
（17）王炳耀《拼音字谱·自序》：
“日本重我国之文，并用本国方言
．．之字，广习西学，
人民智而国强，已有足征者。”（P12）
（18）沈学《盛世元音·自序》：“余考中国之方音最多最乱，欧洲方音
．．不大远殊，尚
不能切合，各成字母。英文不切法音，法文不切俄德丹音，其字母亦不能相通。
欧人每议合数国音，使之同文，卒至今日无成。”（P10～11）
此外，在《马氏文通》中也可见到类似的表述，说明这在当时是通行的看法。例如：
（19）马建忠《马氏文通》：“泰西文字，原於切音，故因声以见意，凡一切动字之尾
音，则随语气而为之变。古希腊与辣丁文，其动字有变至六七十次而尾音各不
同者。今其方言
．．变法，各自不同，而以英文为最简。惟其动字之有变，故无助
字一门。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P323）
将“方言、方音”与“官话、官音、国语、国音、正音”等相对，说明在清末之际，
方言的概念已经基本建立。但是，总体上说对方言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因为：
第一，方言与语言的界限不明，说明还没有把握住方言的本质；
第二，主要关注方言语音甚至用“方言”偏指“方音”，说明对方言的语言结构系统的
认识还很不全面；
第三，使用“地名、区域名、方位词+音、语、话”等方式来表示不同的方言或方音，
说明对我国方言的分区还是感性的，没有科学的方言分区标准，对方言的级次还没有较为理
性的认识；
第四，与“方言、方音”并用的还有“土语、土音、土腔”等俗名，说明“方言”作
为科学术语的地位还不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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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言的形成和方言权势
我国古代常用“自然环境说”来解释方言的形成。例如：
（20）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第十八》：“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
然矣。……南方水土和柔，其音轻举而切诣，失在肤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
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
清末的文字改革家对于方言的形成，有沿袭古代的“自然环境说”的。例如：
（21）杨琼《形声通·自序》：“管子曰，五方之民，其声之清浊高下，各象其山川泉
壤，浅深广狭而生。故于五音，必有偏得。”（P46） ①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方言的形成是因为文字不能随语言的变化而变化，言文分离而致
使口音迁变。例如：
（22）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一）》
：
“文字不随语言，二者日趋日远。文字既不
足当语言之符契，其口音即迁流愈速，百里或岁不相通，千里或世不相通。异
者不可复同，而同国渐如异域。”（P20）
（23）王用舟、何凤华等《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我中国自文言分离以来，口音日
杂一日，而读书识字之人愈日少一日，此今日所万不容不补救者矣。”（P35）
自然环境说解释不了方言的形成，而方言的形成与发展，与言文分离的关系也并不十
分密切，即使是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也仍然会有方言的分歧。显然，当时对方言是如何形
成的并无科学认识。
但是当时却意识到了方言权势的存在。所谓“方言权势”，是指由于文化、政治、经济
等原因而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方言（包括共同语 ② ）地位的高低差异。
官话的地位高于方言。人们将官话及其语音也称为“国语、国音、官音、正音”，将方
言或方音也称为“土语、土音、土腔”，这些说法所附带的正俗色彩说明了官话的地位。当
时也有不少文字方案是专为某方言而设计的，但并不说明方言的权势高于官话，因为，其目
的或为普及教育，或将其作为进一步学习官话的手段。例如：
（24）劳乃宣《致唐尚书函》：“以方音为阶梯，以官话为归宿。”（P114）
在当时，官话仍有南派、北派之分。江谦 1910 年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
中，曾明确指出中国官话有南派北派之分（见例 39）。从下面例（25）、
（26）卢戆章、长白
老民的话语中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南派官话以南京话为代表，北派官话以北京话为代表，而
且南派官话有相当高的地位，其地位甚至高于北派官话。例如：
（25）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
“切音字乌可不举行以自异于万国也哉？
又当以一腔为主脑。19 省之中，除广福台而外，其余 16 省，大概属官话，而官
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 19 省语
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P3）
（26）长白老民《推广京话至为公义论》：“今用字母拼京话以助文字所不逮，则惟显
宦及名士往往力为反对，非其心之不仁也，盖其见之不明有数端焉。其在北人，
则因二百余年常隐然畏南人斥吾之陋，故务作高雅之论，不敢言推广京话以取
南人讥笑。实则文野之分，自在知识行能，岂在咬文嚼字之皮毛哉。其在南人
则狃于千数百年自居文明之故见，以为惟江南为正音，又因其乡人习北语甚难。
若用京话字母拼译中西各书，使南人读之，较之读解文章，不见有倍蓰之易。

①

杨琼在《形声通·自序》中，还用管子的这种说法来解释不同语言的形成：“繇此言之则即一国一乡
之近，且不能相通，矧云环球哉？……国各殊语。”（P47）
②
理论上说，共同语是一种高级形式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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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为多一周折不如任各省语言各异，专用文章通译，或专用外国文通译，钝
则均钝，利则均利。呜呼，彼未知语言不一，暗中损碍之大，收拾之难，后祸
之烈何如耳。（P34）
卢戆章长期生活在南方,认为“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长白老民是北人，而且又
是旗人，从他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200 余年来南方官话的地位高于京话，在人们的心目中，
南雅北陋，南文北野。
鲁国尧先生（1985）通过研究《利玛窦中国札记》发现，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
话。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金元明清的官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很可能表明
这样一种情况：在明代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比较有权势，但在明代改都北京以后，北京话
的地位也在提高。到了清代，虽然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南派官话还有相当的权势，但以北京话
为代表的北派官话的地位急剧上升，到了清末，南北官话的权势关系正在发生转变，北派官
话的地位正逐渐超过南派官话。在切音字运动和后来的国语运动中，主张以北京话为国语标
准的越来越多。例如：
（27）吴汝纶《上张管学书》：“近天津有省笔字书……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
下语音一律。”（P29）
连原来主张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的卢戆章，1906 年也改变主张，提出以北京话
为国语。例如：
（28）卢戆章《颁行切音字书十条办法》
：
“颁定京音官话，以统一天下之语言也。”
（P73）
1911 年，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的《统一国语办法案》
，基本确定了北京话的地位，
在“审定音声话之标准”条中规定：
（29）各方发音至歧，宜以京音为主……话须正当雅训，合乎名学，宜以官话为主。
（P143）
当然，北方官话的权势地位的最后确定，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以张一麟为会长的
国语统一筹备会，确定以北京语音作为国语的标准音。

三、方言分歧之弊
工业化国家要求形成统一的市场，统一的市场要求统一语言。欧洲如此，东洋亦如此。
吴汝纶 1902 年受学部之命到日本考察教育，日本人伊泽修二曾告诉他，中国的当务之急是
统一语言：
（30）吴汝纶《东游丛录·与伊泽修二谈话》：“伊泽氏又曰，欲养成国民爱国心，须
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语言是也。语言之不一，公同之不便，团体之多碍。
种种为害，不可悉数。察贵国今日之时势，统一语言尤其亟亟者。”（P27）
吴汝纶归国后，著《东游丛录》向国内介绍日本教育状况，也包括统一语言的问题，
并且还向当时的管学大臣上书：
（31）吴汝纶《上张管学书》：“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
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P29）
统一语言，消除方言分歧，在清末逐步形成社会的共识。例如：
（32）长白老民《推广京话至为公义论》：“世界各强国无不以全国语言一致为要端。
故近年吾国洞达治体者，亦无不深明此理。南省仁人亦多以推广京话为言。……
南人已早有因全国宜归一致之公理……”（P34）
切音字运动的主将王照，以北京音为标准，创《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为在南方推行
王照字母，在《官话合声字母》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表示东南方言的字母，目的是“不必强南
以就北，自能引南以归北……以土音为简易之阶，以官音为统一之的”（P58），但是仍然受
惧闲聊斋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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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外日报》的批评：
（33）
《〈中外日报〉评劳乃宣〈合声简字〉》
：
“中国方言不能画一，识者久以为忧。今
改用拼音简字，乃随地增撰字母，是深虑语文之不分裂而极力制造之。
”（P59）
当时人们从统一语言的角度出发，指出了方言分歧的许多弊端。第一，方言分歧妨碍
交际。例（23）已包含方言分歧妨碍交际的意思。再如：
（34）刘兆藜等《陈请资政院推行官话简字说帖》：“乃中国地域辽阔，言语殊异，文
字繁难，通晓匪易。今值预备立宪时代，在上者如京都资政院，各省谘议局，
议员文理，固属高深，而口音不同，语言不无扞格。在下如农工商贾，大都各
操土音，文字半多不识，……”（P132）
（35）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
“（则 19 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
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语之对面无言也。”
（P3）
方言分歧，妨碍公务人员行政，上下不通；影响农工商贾交流，
“各守疆界”，
“对面无
言”。此种弊端不仅当时的文字改革者有所认识，连直隶学务处这样的官方机构也深明此义。
例如：
（36）
《直隶学务处复文》
：
“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多
扞格。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P43～44）
第二，方言分歧影响教育。当时，许多贤达认为，创易识之字（切音字）、统一语言是
普及教育、开启民智富国强民之要务。方言分歧使汉字读音因地而异，影响创制读音统一的
切音字。例如：
（37）李文源《形声通跋》：“是以四万万众，目不识丁者殆三分之二，虽由教育未普
及，抑亦汉文之困难、方言之庞杂致之也。”（P51）
（38）沈学《盛世元音·自序》
：
“汉文一字，各随方音而异，欲其惠于后学，得乎？”
（P11）
为普及教育计，必须全国语言一致，消除方言分歧。例如：
（39）江谦《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东西各国方音之殊，无异中国。自
用标准语为教育，而全国语言一致。英之小学读本用伦敦音，法之小学读本用
巴黎音，日之小学读本用东京音。中国官话既有南派北派之分，而南北之中，
又相差异，学部既谋国语之统一，编订此项课本时，是否标准京音。”（P116）
连当时的学部也是这样看的，虽然它在骨子里并不真的支持切音字运动：
（40）
《学部咨外务部文》
：
“今欲造切音字母以济象形文字之穷，则宜审求三十六母之
本音，稍去其微妙难辨者，以为标准声母若干字，又按四呼四收法，参酌古今
韵书，以为标准韵母若干字。声韵既定，或仿日本片假名之例，取原字之偏旁
以造新字，或竟用泰西各国通例借罗马字为之。新字成立，乃以《玉篇》
《广韵》
等书所注之反切，逐字配合，垂为定程，通行全国，不得迁就方言，稍有出入。
要使写认两易，雅俗兼宜，然后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徐谋教育之普及。”
（P69～
70）
方言分歧的确影响教育。但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因素很多，不完全是方言分歧的问题。
第三，方言分歧影响情感，妨碍国民团结。例如：
（41）王用舟、何凤华等《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也。吾国南北
各省，口音互异，甚有隔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夫国人所赖以相通相接者，
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彼泰西各国，类皆言文合一，故团
体最固。至于日本，尤以东京语为普通教育，诚握要之图也。我国无事不规仿
泰西，步武日本，独于此漠然置之，可惜孰甚。……各省语言不一，隐然互视
惧闲聊斋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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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异族。”（P36～37）
（42）卢戆章《颁行切音字书之益》：“我大清国统一天下，岂容各省言语互异，不相
闻问，不相交接。故统一语言，以结团体。”（P72）
（43）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关系最重者，其在感情之不洽，何
有团体？即如山东山西，其与畿辅临近相等也，而山东人与畿辅人联合经营，
农工商贾，无微不入，居处言笑，若无省界。山西人与畿辅人，除多财之大贾
与达官来往外，则彼忌此骄，视为异类。推求其故，惟言语一小异一大异为之
也。苏常淮徐同省也，而淮徐人对北省人情意较对苏常人反似加亲，亦言语为
之也。而各省胥视乎此矣。善哉！江益园之言曰，岂有合语言不通情意不达之
部落而得为同胞者？……而一致非取京音不可。（P125～126）
语言情感是语言在人们心理上的投射。一般来说人们对自己的母语具有亲近感和归属
感。为国家上下团结，以结团体，以强国御敌，消除因方言分歧而造成的情感隔膜有一定的
作用。但是作用是否有当时人们所讲的如此之大，还值得再考察。当然，方言的存在并非都
是消极的，只谈方言存在的弊端是不全面的。

四、结语
清代最末的 20 年，文字改革家已经非常关心方言问题。他们开始建立与当今相似的方
言概念，讨论南派官话和北派官话的权势问题，讨论方言分歧对于交际、教育和国民团结的
影响，涉及到了方言情感问题。当然由于他们的目的不是研究方言，加之时代和学术、技术
发展的局限，总体上看，他们对方言的认识还是不自觉、不全面的、不成体系的，有些看法
甚至是偏激的、不科学的。
尽管如此，他们这些言论所反映的成果，应该是达到了扬雄以来我国方言研究的高峰，
其中许多观点今天重温起来仍发人深思，因为我国现在方言分歧仍然相当严重，推广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富国强民、普及教育仍是社会的热点话题。同时，他们还
是一批社会实践家，通过他们的奔走呼号，著书立说，上陈官府，下启民众，使南北官话的
权势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派官话最终上升到作为国语标准的地位，为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
此外，清末文字改革家的论述和各种具体方案中，还包含着人们对当时方言状况的叙
述和描写。这些叙述和描写涉及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对某些方言的语音、词汇的描写；第
二，各地方言的差异；第三，方言区划。这三方面内容，或是直接叙述出来，或是隐含在为
方言而设计的具体文字方案中。清末之时，方言学还没有正式建立，方言调查手段还没有发
展起来，而且也不可能对方言进行科学的田野调查，因此这些著述和方案中所反映的当时方
言的状况，其科学性可以想见不会很高。但是，研究这些叙述和描写，对于了解当时的方言
状况，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只有当对这些资料从这一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才
能对清末文字改革家的方言观及其对我国方言学的贡献，作出全面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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