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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客家方言原来只分布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即闽西、粤东和赣南。 

从明代末年到清代初年，由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诸方面的原因，以广东省东部为中

心的闽、粤、赣之交大批居民迁往广东中部、沿海地区和广西、江西、湖南、四川、香港、

台湾等地。 

清代中期以后，又有许多客家人继续迁往东南亚，甚至远徙到欧美大陆。把客家话也

带到了这些地方，形成了今天的客家方言分布格局。 

江西境内的客家话可分为客籍人说的客籍话和本地人说的本地话。 

客籍人指明末清初从闽西、粤东（主要是粤东）迁来的客家人，他们的客家意识很强。 

本地人指在客籍人迁来之前就已经在赣南定居的居民，对那些客籍人来说，他们自称

本地人，没有客家意识。 

客籍话主要分布在赣西北、赣中山区、赣西罗霄山脉地区及赣南南部紧邻粤东的地区，

如武宁县西南、修水县南部、铜鼓县大部、上犹县西北和崇义县西北、井冈山、寻乌县、定

南县、龙南县等。 

本地话主要分布在赣南中部地区，如赣县、于都、大余、南康、上犹、信丰、安远、

瑞金西南等。 

宁都、石城话也属本地话的范畴，他们本来也都没有客家意识。 

在福建，客家话主要集中在闽西山区的明溪、将乐、顺昌、建宁、泰宁、邵武、光泽、

宁化、清流、长汀、连城、武平、上杭、永定这十四个县，又以宁化、清流、长汀、连城、

武平、上杭、永定等七个为主。 

此外，在闽中、闽东、闽北还有一些大小不一的客家方言岛。闽西客家话以长汀客家

话为代表。 

在广东，主要分布在梅县、大埔、兴宁、五华、蕉岭、丰顺、和平、龙川、紫金、河

源、连平、始兴、英德、翁源、仁化、平远等县，另外还有 44 个县分布有客家话。 

由于明末清初迁往各地的客家人多来源于广东嘉应州，即今天的梅州，因此梅县被认

为是粤东客家话的代表。 

闽、粤、赣三地客家话虽然有共同的特征，也有各地自己的特点。其共同的语音特征

是： 

1．古全浊声母与次清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时不论平仄都合流为送气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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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都有一部分轻唇音字读重唇。 

3．精组声母与洪音韵母相拼时，与庄组声母、知组二等声母相混同。 

4． 牙喉音声母逢开口二等韵未颚化，仍读☯ ，韵母为洪音。例如： 

   见母字      家架阶界街解交教监间江讲角夹甲------ [  

   溪母字      揩楷敲嵌掐确——————————---- [  

   疑母字      牙咬眼颜硬额岳—————————---- ☯  

   晓、匣母字  虾下夏鞋效校咸狭闲限瞎项学---------- [  

   影母字      鸦哑亚鸭压———————————---- [  

5．疑母洪音字声母为☯ 。 

6．果、假二摄主要元音普遍为☯ 和☯ 之别。而且果开一和果合一舌齿音都没有

[ 介音。假摄三等章组声母字的韵母为☯ ，其他声母字的韵母为［ια］例如： 

   果摄     多左坐歌可河饿妥糯—— [  

   假摄     把马茶沙家牙下虾夏—— [  

假开三（章） 遮者蔗车扯蛇社舍――☯  

假开三  借斜谢爷野夜爹惹写――［ια］ 

7.开口一等和江摄二等读[ ，入声（如果有入声的话）读☯ ；宕摄三等读

[ ，入声读☯ 。它们的主要元音都是[ ☯ 。 

   宕摄一等    帮忙当汤脏仓桑冈刚杭（含三等“张章昌”等）——[  

       入声    博落托诺作凿昨索各恶 ———————————— ☯  

   江摄二等    邦绑撞窗双江讲虹项巷—————————————[  

       入声    驳雹桌捉觉确岳学———————————————[ ] 

   宕摄三等    娘良将枪相疆让强央样—————————————[  

       入声    略爵鹊削脚虐约药———————————————[  

8.梗摄字有主要元音为☯ 的白读音。其阳声韵母为[ 、☯ 、[

（或   的鼻化音），入声韵母为☯ 、☯ 。彭泽、波阳、横峰、

鹰潭等地除外。例如： 

    开口       争冷正整生声硬郑————————[  

    齐齿       名明病精清醒惊轻————————☯  

    合口       梗———————————————[  

    入声       百白摘拆尺石隔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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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劈踢锡吃———————————☯  

9. 流摄一等主要元音为☯ 或☯ ☯ ，韵母多为☯ ☯ ；三等韵

母多为[ 。 

10．遇摄疑母字往往读声化韵，其中“五”字除石城之外都读☯ ⎛ ，不少地方“吴、

午、鱼”等字也读☯ ⎛⎛ 。 

下面，我们主要分析它们在语音上的区别。 

二、  

（一）声母区别 

1.关于轻唇音字读重唇。 

江西客家话的帮组字都读[π][πℑ][μ],非组字读[φ][ϖ]，各地非敷奉微四母字读 

[π][πℑ][μ]的情况不同，客籍话和宁石话字数较多，本地话较少。 

如上犹县非母字读[π][πℑ]的有“甫痱”，敷、奉母字读[pℑ]的有“扶伏辅孵”，微母字

读[μ]的有“忘望尾网蚊问袜亡巫诬” ；南康县非母字读[π][πℑ]的有“甫”，敷、奉母字

读[πℑ]的有“扶伏辅孵”，微母字读[μ]的有“忘望尾网蚊问袜亡巫（痱）” 。 

闽西客家话中古非敷奉母字今多读[f]，少数口语常用字读[π][πℑ]，如“飞痱肥分粪

放蜂腹”等。闽西各地在轻唇读重唇方面表现往往不一致，如“飞”在长汀、上杭、永定、

宁化读[π]，在连城读[πℑ]；“舞”在长汀读[μ]，在宁化读[μℑ]。但其中还是有一些规律

的，如非母字一般不送气，敷、奉母字送气。 

广东客家话中非母字有相当多的轻唇读重唇，如梅县非母字读[π][πℑ]的有“甫斧粪

痱缚发腹分复”，敷、奉母字读[πℑ]的有“伏辅孵吠扶坊放房冯翻缝番藩纺”，微母字读[μ]

的有“忘望尾网蚊问袜亡巫诬” 。 

从比较中我们发现，闽粤赣都有轻唇不彻底的现象。在轻唇读重唇的字数方面，梅县

最多，其次是闽西，赣南最少。                                                                     

2.来母细音读[τ]： 

江西客家话不论是客籍话还是本地话，[ν][λ]都区分得很清楚，只有大余县南安镇泥

来洪混细分。 

但是来母细音字在本地话中多读[τ],特别是原属南安府的大余县南安镇、上犹县东山镇

和社溪乡、南康县蓉江镇等比较突出。客籍话和宁石话则基本没有这种现象，或只有少数几

个古来母细音字读[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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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来母三等有读[τ]的现象，而且内部比较一致。如连城、长汀、上杭、武平都读[τ]

的字有：李里鲤留榴林粒笠栗凉量两粱力领岭六绿；都不读[τ]的有：理流柳廉痢亮谅。当

然各地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笠里”在宁化、清流、永定仍读[λ]，在连城、长汀、上杭、

武平读[τ]；其中，连城读[τ]的最少，长汀最多。 

在粤东客家话中这种现象基本上没有了。 

3.尖团音情况： 

江西客籍话和宁石话多数地方都分尖团，本地话多数地方不分尖团，特别是古属南安府

的各县。 

客籍话分尖团的常见情况是精组字读[τ⎭、τ⎭ℑ、⎭]或[τσ、τσℑ、σ],见组字通常读[κ、

κℑ、η]。 

本地话分尖团通常是精组字读[τσ、τσℑ、σ]，见组字读[τ⎭、τ⎭ℑ、⎭]。宁都话则有所

不同，其见组细音字读[τσ、τσℑ、σ]（韵母同时变为洪音），与闽西长汀一带有点相似。 

粤东客家话多数分尖团，见组细音韵字读[κ、κℑ、η]是其特色。闽西则分尖团与不分

尖团约各占一半。 

4.各地古溪母字的读法很特别。粤东客家话有较多的古溪母字读[η][φ]的现象，如

“开、口、糠、坑、肯、去、起、气、器、弃、溪、翘、壳”，读[φ]的有“苦、裤、阔”。 

江西本地客家话古溪母字读[η]的较少，如“开、口、糠、坑、肯、去”，读[φ]的很

少，只有“苦、裤”，读[⎭]的也只有“起、气”。 

宁都、石城很少有这种读法。闽西客家话的情况大致与江西本地客家话相似，但“壳”

字读[η]。 

5.古晓、匣母合口字读[φ]： 

在江西客籍话和宁石话中，古晓、匣母逢合口韵字都读[φ]，如“火祸花华红毁或划画

荒魂欢淮槐桓”等。 

在本地话中，只有古模韵字“湖胡呼糊虎户戽”等字读φ]，其余各韵的晓、匣母合口都

读[η]。粤东、闽西古晓、匣母合口字基本上都读为[φ]，但长汀、武平也有少数字读[η]。   

（三）韵母区别 

1.韵母是否简化方面  

与《切韵》的 193 韵或《广韵》的 206 韵相比，客家方言的韵母数目要少得多。梅州话

的韵母较多，有 74 个。闽西客家话与江西本地客家话的韵母则大大简化了。 

韵母简化的主要表现：（1）复合韵母的元音韵尾[ι、υ]失落而单元音化；（2）阳声韵尾

[μ、ν、Ν]的失落，或变为鼻化元音；（3）入声韵母的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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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元音韵尾是否丢失变成单元音   

    江西宁石话和客籍话复合韵母丰富，有元音韵尾[ι、υ]；在本地话中，元音韵尾[ι、υ]

基本失落，韵母向单元音简化。例如其蟹开二韵母为单元音Θ,没有元音韵尾 I；效摄字韵母

为单元音[ ]，没有元音韵尾[u]。 

               宁石话、客籍话          本地话    

   蟹摄      i                e   ue 

             ai         uai            Θ  uΘ 

             ei         uei            e   ue 

止摄（合）ei         uei            e   ue 

   效摄      au                           

             iau                       i  

   流摄      Εu                        io 

             iu                        iu   

   闽西客家话古蟹效流三摄字也无[ι、υ]韵尾，例如： 

    

例字 宁化 清流 连城 长汀 上杭 永定 武平 

牌 pℑα pℑα pℑe pℑe pℑΕi pℑαi pℑα 

外 Νuα Να Νu  Νue Νuα Ναi ΝuΕ     

腿 tℑuα tℑuα tℑue tℑue tℑΕi tℑei tℑei  

料 li u li  li  li  lie li↔u li u     

休 xieu ΣiΦ Σ ∝ Σi↔∝ ⎭iu ⎭iu ⎭iu 

   而以梅县为代表的粤东客家话却是复合元音保留完整，元音韵尾[ι、υ]基本无失落。例

如其古蟹摄一等开口字今读[αi]韵或[oi]韵。 

   盖 koi      改 koi     海 hoi     载 tsαi     乃 nαi  

(2)鼻音韵尾是否丢失变为鼻化元音，入声韵尾是否丢失 

江西境内的客家话中，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等九摄舒声字的韵母根据

它们的鼻音韵尾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与之相应，以上九摄入声字的韵母根据它们的韵尾

情况也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宁石话基本保留了古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三类阳声韵的鼻音韵尾[μ、ν、Ν]，即咸、

深二摄字收-μ尾，山、臻二摄字收-ν尾，宕、江、曾、梗、通五摄字收-Ν尾（但曾、梗二

摄的细音韵字收-n 尾）。与之相应，宁石话的入声字也保留了 [π、τ、κ]三个塞音韵尾。即

咸、深二摄字收-π尾，山、臻二摄字收-τ尾，宕、江、曾、梗、通五摄字收-κ尾（但曾、梗

二摄的细音韵字收-τ尾）。 

而客籍话中，[-μ] [-π]两个韵尾基本消失。古咸深、山臻、宕江曾梗六摄的阳声韵字

的韵尾大都合流为[-ν]。入声字的韵尾大都合流为[-τ]，宕、江、曾、梗、通五摄阳声韵字

的韵尾为[-Ν] 其入声字的韵尾为[-k]或者至少全部入声字有[-/]尾。 

本地话却有不同的表现。其各摄阳声韵字除少数保留[-Ν]尾之外，多数鼻音韵尾失落，

而以鼻化元音为韵腹。部分地区咸、山二摄阳声韵字变读阴声韵，入声字没有[π、τ、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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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塞音韵尾，有的连喉塞音韵尾[-/]也不很普遍。 

闽西客家话中，古咸、山、深、臻等摄字今读均无μ、ν韵尾，和其他阳声韵一样读为Ν

尾韵或鼻化韵。其中，永定的山咸为鼻化，深臻曾梗为[-ν]，宕江通为[-Ν]。连城分为两

套，山咸细音为阴声韵，无鼻韵尾，其余为[-Ν]。而长汀的所有九摄均以[-Ν]为韵尾。另

外，闽西客家话的入声韵也演变较快。虽说多数方言仍保留入声塞尾，有阴、阳入之分，但

从韵部来看，入声韵尾已不再保留塞尾[π、τ、κ]，而只剩下喉塞[-/]，少数客语甚至连[-/]

也消失了，仅存一个调位，如连城新泉的畲部浊入归阳平，清入尚存，至于长汀连城的入声

韵则归入阴声韵中，入声声调也已不复存在了。例如： 

例字 宁化 清流 连城 长汀 上杭 永定 武平 

贪 ∨τℑαΝ ∨τℑ∇α) ∨τℑ∇αΝ ∨τℑαΝ] ∨τℑ∇α) ∨τℑΘ) ∨τℑαΝ 

山 ∨σΘ) ∨σα)) ∨σα ∨σαΝ ∨σα ∨σΘ) ∨σαΝ 

心 ∨σιΝ ∨σ⊗Ν ∨σεΝ ∨σεΝ ∨σ↔Ν ∨σ↔Ν ∨⎭ιΝ 

顺 σΕ)ι⇓ Σ⊗Ν⇓ ΣuεΝ⇓ ΣεΝ⇓ ⇐σ↔Ν ⇐σ↔Ν ⇐σ↔Ν 

 

粤东客家话则基本保留了古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三类阳声韵的鼻音韵尾[μ、ν、Ν]，，

与之相应，入声字也保留了 [π、τ、κ]三个塞音韵尾。 

2.圆唇元音的多少 

      江西境内的宁石话、客籍话以及闽西客家话和粤东客家中，古一等韵字多以[ ]或[o]

为主要元音，因而以[ ]或[o]为主要元音的韵母较多。例如ο、ιο、οι、οΕ、ομ、ον、ιον、

οτ、ιοτ、 Ν、ι Ν、 κ、ι κ等。而本地客家话韵母中的[o]元音比较少，例如其蟹摄一等

字就不读 oi 而读 e 或 ue。 

3.咸摄的一二等字是否有区别的痕迹 

      在客家话中，一等主要元音多为[o]，二等主要元音多为[α]，因此当一摄之内存在

一、二等韵时，往往保留着一、二等区分的痕迹，特别是牙喉音字更加明显。这种情况在

咸、山、蟹、效四摄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 

     例字             甘    监    肝    间    该    街    高    交 

    宁都（宁石话）   kom   kαm   kon   kαn   koi   kαi    kαu   kαu      

    上犹（本地话）   ku )    kα)    ku )   kα    kue   kΘ    k     k  

    定南（客籍话）   kαn    kαn   ko↔n  kαn   ko↔   kαi    kαu   kαu  

    长汀（闽西客话） k Ν    kαΝ   ku)    kαΝ   kue   tΣe    k     k  

梅县（粤东客话） kαm    kαm   kon   kαn   koi   kαI    kαu  kαu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江西境内的客籍话和梅县客家话的咸摄一二等是混读的，而本地话

和宁石话以及闽西客家话的咸摄一二等字是有区别的。 

 4.遇摄二个三等韵是否有区别痕迹 

    《切韵》音系的鱼虞两韵上古有不同的来源。鱼韵来自上古鱼部，而虞韵字大部分来自

上古侯部，只有唇音字来自上古鱼部。在《切韵》时代，这两个韵的主要元音也有区别，所

以鱼韵总是独用，而虞韵总是与同摄的模韵通押。中古以后，鱼、虞、模三韵逐渐靠近，并

终于合并为元代《中原音韵》鱼模韵。在现代普通话中，鱼虞两韵的字基本上合流为 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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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韵母。 

    在客家方言中，鱼虞两韵的大多数字也合并了。但是，也有一部分鱼韵字的韵母很特别。

这些少数的鱼韵字的韵母为 e（或↔等），以此显示着鱼、虞二韵的区别。其中，宁石话有

十个以上这样的鱼韵字，而且与之相邻的闽西客家话也和宁石话情况相似： 

    例字  蛆  女  猪  苎  煮   薯  书  梳  锯  去  渠  鱼  圩  鼠  锄 

    宁都     ⁄iΕ  τ⎭iΕ τ⎭ℑiΕ τ⎭iΕ  σα  ⎭iΕ  σ↔  κiΕ  ⎭iΕ  τ⎭iΕ ΝiΕ  ⎭iΕ  σα     

    石城 τ⎭ℑiΕ ⁄i↔ τs↔ τσℑ↔  τs↔  s↔  s↔      κ↔  h↔   κ↔  Ν↔  h↔     

τσℑ↔ 

    宁化     Νi⊗  τs⊗  τsℑ⊗  τs⊗  s⊗      s⊗  κ⊗  κℑ⊗  κ⊗  Ν⊗  

    而本地话中，大约有 5—8 个鱼韵字具有这种韵母。例如： 

    例字  蛆   女   猪   苎   煮   薯   锯   梳   渠   鱼   鼠 

    南康            τσε   τσℑε  τσε   sε   κε    sε   κε   Νε   

    于都 τσℑε   ⁄iε  τΣε   τΣℑε  τΣε   Σε   κε                   Σε 

    上犹            τσε   τσℑε  τσε   sε                   Νε 

    但是，江西境内的客籍话的鱼韵字一般都没有这样的韵母，而且这种情况与以梅县为代

表的粤东客家话是一样的。例如： 

    例字  蛆    女    猪    煮    书    薯    去    锯    鱼    鼠 

    定南  τ⎭i    ni    τσυ    τσυ    τσu    σu    ⎭i     τ⎭i    Ν∇    σu    

    全南  τ⎭i    ni    τσυ    τσυ    σu    σu    ⎭i     τ⎭i     Ν∇    σu  

    梅县  τ⎭i    ni    τσυ    τσυ    σu    σu    ⎭i     κi     Ν∇    τσℑu 

    

四、声调比较 

  1.古入声调的变化。 

     客家方言的声调与古代的平、上、去、入四声相比，或有分化，或有归并。综合看来，

影响其声调分化的主要因素是古声母的清浊和古韵类的不同。如受声母的清浊的影响，入声

的清声母字为阴入，浊声母字为阳入。而古韵类的不同影响调类分化只见于入声。 

在江西境内的客家话中，宁石话的古入声字仍读入声。其中宁都依古声母清浊分为阴

入和阳入，石城入声不分阴阳，只有一个入声调。客籍话的古入声字也是仍读入声。并且也

根据古声母的清浊分为阴入、阳入二调，阴入调值低，阳入调值高。而本地话中，入声多依

古韵类的不同来分类。即古咸、深、山、臻摄入声字为一类，宕、江、曾、梗、通五摄入声

字为另一类。有些地区只有入声调，没有入声韵母，如上犹县的东山镇。有些地区完全没有

入声调，更没有入声韵母。如安远县的欣山镇。 

     而在闽西的客家话中，入声也演变得很快。其中，上杭、永定、武平的入声分阴阳，

但入声[π、τ、κ]尾都已消失，只剩喉塞尾[-/]。宁化和清流入声只剩一个，宁化保留清音

入声，浊入归去；清流保留浊音入声，清入归上声。而长汀和连城的入声都已消失，长汀的

清音入声归阳平，浊音入声归阳去；连城的清音入声归阳去，浊音入声归阴去。 

     在梅州的客家话中，入声保留得非常完整，塞音韵尾[π、τ、κ]都未消失。因声母的清

化，入声一分为二，即依声母的清浊分为阴入与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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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江西境内客家话的入声调是基本消失或只有一个调；而且闽西客家话的入

声调也有消失的趋势。只有梅州客家话的入声调才保留得非常完整。 

2.去声是否有阴阳分流 

     在江西本地和闽西客家话中，去声字大都阴阳分流。有的去声分为阴阳两类，有的去

声虽然不分阴阳，但古去声字清浊分流。 

     在梅州客家话中，去声是不阴阳分流的，它的去声只有一个调。江西的客籍话也与梅

州话相同。 

3.全浊上声字、次浊上声字是否读阴平 

     客家方言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特点，即部分全浊上声和次浊上声归入阴平，尤其是全浊

上声归阴平。在这上点上，江西的宁石话、客籍话与闽西客家话、梅州客家话的情况大致相

当。它们有较多的古上声全浊、次浊声母字读为阴平。其中，全浊上声读阴平的有：坐、簿、

柱、在、弟、被、舅、淡、旱、辫、断、丈、动、重、近、上、下、厚、苎、拌等 20 个左

右。次浊上声读阴平的有：马、码、瓦、雅、惹、野、也、每、尾、里、耳、理、鲤、礼、

蚁、美、吕、旅、鲁、卤、买、乃、奶、卯、恼、咬、偶、儡、某、亩、有、满、懒、免、

暖、软、冷、猛、领、岭、往、染、两、养、痒等 45 个左右。而在江西本地客家话中，虽

然也大都有这种浊上归阴平的现象，但只有全浊上声读阴平的字与上述情况大致相同，次浊

上声读阴平的字在数目上却要少大约 2/3 ，即只有：尾、里、鲤、奶、懒、软、岭、两、

暖、痒等 10 多个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地话中的大余南安话、安远欣山镇话、上犹东

山镇话只有极少数浊上归阴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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