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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豐閩語持續體貌標記的特徵與來源

徐宇航 [Yuhang Xu]
澳門大學 / University of Macau

閩語的持續體貌表現形式及標記多與表處所的介詞結構有關，此為閩
語學界公認的事實。然而，處於語言接觸地帶的海豐閩語「動作」、
「狀態」、「事件」持續體貌卻分別由[to35]、[nin53]、[tsu22]三種不
同標記表示。三種持續體貌標記形式特徵各異，狀態、事件持續體貌
標記更是來源不明。本文運用語言接觸理論，通過比較論證，證明海
豐閩語動作持續標記[to35]源於譜系一致，地緣關係密切的粵東潮汕閩
語，狀態持續標記[nin53]則源於區域內接觸頻繁的客家話，事件持續
標記[tsu22]與廣東、海南閩語具有類型一致特徵，是閩語表處所介詞
結構簡省的結果。海豐閩語持續體貌標記的特徵及來源，對與海豐閩
語一樣處在多語多方言接觸地帶的漢語方言，具有類型學意義。

關鍵詞: 海豐閩語, 客家話, 持續體貌標記, 語言接觸

1. 前言

海豐縣為廣東汕尾市所轄，東鄰陸豐縣，西接惠東縣，北有陸河縣，
南為汕尾市區。海豐縣城以閩南語為主要通行方言，縣內另有客、
粵、占米話（一種粵、閩、客混合語）、漁民疍家話等其他方言分
佈，語言生態複雜，接觸現象時有發生。《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二
版）將海豐閩語劃歸閩語閩南片的潮汕小片。潘家懿、鄭守智(2010)從
移民歷史、音韻差距和詞彙異同論證了海豐閩語與潮汕閩語的區別，
認為海豐閩語屬粵東閩語西片的陸海小片，有別於汕頭、潮普等東片
粵東閩語。海豐閩語的內部分類、與鄰近潮汕閩語的關係，及其在閩
南區域中的位置，則有更為細緻的論述。據潘家懿(1996)，海豐閩語
可細分為北片、中片、南片。海豐縣城海城話屬中片閩南語，其音韻
特點包括：有[-m,-n,-ŋ]/[-p,-t,-k]三套鼻音/塞音韻尾，並有鼻化元音與
喉塞韻尾；有平上去入各分陰陽八個單字調；通攝「龍、宮」等字讀
[ioŋ]，「綠、竹」等字則讀[iok]；山攝「酸、飯」等字讀[ũĩ]，「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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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等字則讀[eʔ]；蟹攝「買、雞」等字讀[ei]。從上述音韻特點可見，
中片海豐閩語的韻類分佈有別於鄰近的潮汕閩語，反而與距離稍遠的
漳州閩語更為接近。這種音韻特徵所反映的語言屬性亦同於運用歷史
比較法分群的結果。1北片海豐閩語上聲不分陰陽，只有七個單字調，
且明、泥、來三母多讀[b-,l-,ɡ-]，較之中片更接近漳州閩南語。南片
海豐閩語則「龍、宮」讀[eŋ]，「酸、飯」讀[ŋ]，「買、雞」讀[oi]，
「八、節」讀[oiʔ]，韻類特點上與潮汕閩語非常類似。潘家懿(1996)還
指出，從詞彙分佈上看，北片海豐閩語受周圍客家話作用最大，南片
則深受粵語影響。

本文考察海豐縣城閩語（即中片海豐閩語，下簡稱海豐閩語）的
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據Comrie (1976)對時體概念的區分、Bybee et al.
(1994)對體貌性質與關係的描述、Heine & Kuteva (2002)以跨語言事實
對體貌來源的分類及施其生(2013)對閩南語持續體貌的定義，海豐閩語
持續體貌可細分為「動作持續」、「狀態持續」與「事件持續」。海
豐閩語三種持續體貌分別由形式不一，來源不同的標記表示，異於相
鄰粵東潮汕閩語來源單一的持續體貌標記形式。對海豐閩語持續標記
的描寫可見於楊必勝、陳建民(1996[1984])及施其生(2013)。同時，羅志
海(1995)在語法例句描寫和楊必勝(1996)在語氣詞描寫上亦有所提及。
《漢語方言地圖集．語法卷》（曹志耘2008）圖66、67、68描寫來源不
同的進行/持續體貌標記在漢語方言中的分布時，也對海豐閩語的持續
體貌作了描述。圖66以例句「他吃著飯呢。」描寫持續體貌標記時，
認為海豐閩語用「在」表示進行體（即本文所說的「動作持續」），
圖67以例句「他坐著。」，圖68以例句「路上停著一輛車。」描寫持
續體貌時，認為海豐閩語的持續體貌標記來源分別屬「無對應結構」
與「其他」。「無對應結構」、「其他」這樣的描述顯然無法揭示海
豐閩語持續體貌來源的特徵。可見，海豐閩語持續體貌在語言事實描
寫、時體分類及體貌來源考察深度上皆有發展空間。本文就海豐閩語
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的特徵作進一步調查與描寫，並探究其形成機制
與來源。

本文的海豐閩語持續體貌特徵材料主要通過田野調查取得，主要
發音合作人NGL，男，30歲，出生並成長於海豐縣城海城地區，以海
豐閩語為母語，兼及使用粵語、官話和英語。除了主要發音人，調查

1. 參鄭至君、郭必之(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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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亦已多次向主要發音人的海豐籍親友取證。楊必勝、陳建民(1996
[1984])、羅志海(1995)對海豐閩語的描寫亦是本文參考的語料。

論文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紹閩南語持續體貌及其標記研
究的具體情況；第二部分對海豐閩語三種持續體貌及其標記的表現特
徵作深入描寫，以加強海豐閩語持續體貌在語言事實上的描寫深度；
第三部分對海豐閩語三種持續體貌標記的來源作細緻考究，以語言接
觸理論的一般原則測試標記與模式語的吻合程度，並通過比較論證的
方法，證實及證否學界對海豐閩語三種持續體貌標記來源的推測。

2. 閩南語的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

閩南語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已有諸多研究，這些研究有個別研究與
綜合研究之別。如楊秀芳(1992)從歷時角度討論閩南語「著」標記的
來源及其持續體貌用法。王建設(2004; 2010)、林天送(2006)亦注重歷
時角度，主要從明清戲文的記錄考察泉州閩南語持續標記的變化。
曾南逸、李小凡(2013)也以明清戲文作為考察對象，論證泉州閩南語
持續體標記「咧」是由充當介詞賓語的處所詞「處」虛化而來，並指
出清末民國時期「咧」虛化導致了音變，最終形成現代泉州閩南語的
「咧」。連金發(2005)從明清戲文用例討論閩南語多功能詞「處」從方
位詞到體貌標記轉變時，也論及閩南語持續體貌用法。閩南語持續體
貌形式與標記亦有諸多從共時角度描寫與分析的論著，如黃丁華(1958)
論及廈門閩南語表持續的時態助詞，李如龍(1996)側重泉州閩南語持
續體貌的描寫，施其生(1996)著重描寫汕頭閩南語的持續體貌，張燕潔
(2013)描寫澄海閩南語持續體貌，吳秋麗(2008)則分析泉州閩南語持續
標記由介詞虛化而來的步驟。林頌育(2009)亦從共時角度描寫漳州角美
閩南語持續標記，林頌育(2008; 2010)兩篇論文則以漳州角美閩南語為
描寫起點，論證閩南語持續體貌標記來源於「方位介詞短語虛化」。
陳曼君(2017)綜合歷史文獻與方言現狀，將閩南語持續標記分為兩類，
討論閩南語持續標記虛化所經歷的路徑。

上述諸論文皆以一個或幾個閩南語點為論述對象，討論其持續體
貌形式與標記。比較多種閩南語，綜合討論閩南語持續體貌以施其生
(2013)體系最為清晰，例證最為豐富。施其生通過對福建、台灣、廣
東、海南11個閩語點的調查，討論閩南語持續體貌形式分類與標記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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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將閩南語持續體貌分為「動作持續」、「狀態持續」與「事件持
續」三類，指出閩南語持續體貌形式由「副詞-形尾-句末助詞」形式系
列表示，這些標記來源與表所在介詞結構有直接關係。根據施其生的
描寫，閩南語「動作持續」常以「持續標記+V」表示；「狀態持續」
則常以「V+持續標記」和「動詞重疊」式表示；「事件持續」言及句
子所述事件的整體持續，常以「VP+持續標記」表示。至於其中「持續
標記」的具體形式，則不同地區閩南語具有音形差異。施先生論文亦
討論了潮汕、漳州閩南語「動作持續」、「狀態持續」中「使然」與
「非使然」兩套體貌形式及其殘餘，並指出雷州、海南閩語在體貌系
統與體貌形式來源上與福建-台灣片及潮汕片閩語有較大差別。

施其生(2013)對閩南語諸多方言點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皆作了細緻
準確的梳理與分析，但對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53]」與事件持
續標記「[tsu22]」的來源仍尚無定論。可見，處於廣東中部的海豐閩語
在持續體貌表現上，承東西之別，異於其東面的潮汕、福建、台灣閩
語，亦不同其西面的粵西、海南閩語，呈語言過渡地帶特徵，是觀察
語言接觸的極佳場所，具深入描寫與討論之空間。

3. 海豐閩語的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

3.1 動作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

動作持續指謂詞動作本身的持續，動作持續體貌除了稱「持續體」
外，亦稱為「進行體」。海豐閩語的動作持續體貌由動詞前加標記
[to35]表示， [to35]可弱化為 [lo35]。 [to35]與其後動詞組成一個韻律單
位，在句中其聲調讀為前變調。因此，海豐閩語動作持續形式為
「[to35–223]+V」，持續標記為[to35]，2如：

(1) 阮還[to35–223]講話。（我們還在說話。）

(2) 伊[to35–223]頌件紅色衫。（他在穿一件紅色衣服。）

2. 閩語的[to35–223]寫法有很多，如「在」、「伫」、「著」等，梅祖麟(1989)曾考證
[to35–223]的本字為「著」，本文不討論[to35–223]的本字問題，故以音標表示，特此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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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豐閩語動作持續體貌形式與相鄰的粵東潮汕閩語，乃至福建閩南語
非常相似，體貌標記[to35]更是與潮汕閩語趨於一致，如：

(3) 潮州：伊[to35–223]/[lo35–223]跑步。（他在跑步。）3

(4) 漳州：口外[li22–21]落雨。（外面在下雨。）4

(5) 泉州：我[ləʔ55]食，伊[ləʔ55]洗手噢。（我在吃飯，她在洗手呢。）5

潮州閩語的 [to35]由 [to35–223 hɤ53–223 ko223]（意謂：在那裡）省略而
來（[to35–223 hɤ53–223 ko223]> [to35–223 ko223]> [to35]），漳州閩語的[li22]是
[ti22–21 leʔ121]（意謂：在那）的弱化省略式，泉州閩語的[ləʔ55]則由[tɯ22

ləʔ55]（意謂：在那）簡化形成，皆為表處所介詞結構的簡省。6潮州、
漳州閩語保留表處所介詞結構中與「在」同義的介詞部分，泉州閩語
則保留相當於「那裡」的處所後綴，在介詞結構的簡省類型上具有差
別。7海豐閩語亦有表處所介詞結構置於動詞前的形式，如：

(6) 伊還[to35 hi53–223]講話。（他還在那兒說話。）

例 (6)除了表示「他說話」這個動作持續之外，還言明說話的地點是
「在那裡」。可見，海豐閩語的[to35]源於表處所介詞結構[to35 hi53]，
亦是介詞結構簡省的結果。同時，在海豐閩語表處所介詞結構[to35 hi53]
中，[to35]明顯為義同「在」的介詞成分，「[hi53]」為遠指代詞。8由此
可知，在簡省結構的類型上，海豐閩語亦同於潮州、漳州閩語保持介
詞成分的模式，而有別於泉州閩語。

3. 潮州閩語語料為調查所得。本文潮州閩語發音合作人CYR，女，調查時62歲，出生
並居住於潮州市區，下同。
4. 語料參考施其生(2013)。
5. 語料參考張雙慶主編(1996:202)。
6. 參考李如龍(1996:202)、施其生(2013)、周長楫(2006:6)。事實上，除了閩南語，福
建閩東閩語動作持續標記也有採用介詞結構簡省的用法，與海豐閩語亦為同類，參考
陳澤平(1996)、吳瑞文(2011)等，因本文集中論述閩南語的持續體貌，故不過多涉及閩
東閩語現象，特此說明。
7. 參考劉丹青(1996:26)。
8. 海豐閩語[hi53]為其遠指代詞，與其他閩語遠指代詞來源一致，可寫作「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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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狀態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

狀態持續指謂詞動作所形成的狀態或結果的持續。因與謂詞關係的差
別，狀態持續還可再細分為「動作狀態持續」、「結果狀態持續」及
「伴隨狀態持續」。

3.2.1 動作狀態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

「動作狀態持續」言及句子謂詞所形成狀態的持續，這種持續可稱
為「典型持續體」。海豐閩語以動詞加標記[nin53]表示，體貌形式為
「V+[nin53]」，體貌標記為[nin53]，當體貌標記後接賓語時，[nin53]常
要變調讀為[nin53–223]，如：

(7) 伊頌[nin53–223]件紅色衫。（他穿著一件紅色衣服。）

(8) 門開[nin53]，內底無儂。（門開著，裡面沒人。）

(9) 汝坐[nin53–223]講。（你坐著講。）

例 (9)本質上是連動句式，句中涉及兩個動作：「坐」與「講」。
不過，海豐閩語連動句式的持續形式與單一動詞句式一致，皆為
「V+[nin53]」，持續標記亦都為「[nin53]」。除了單純的「V+[nin53]」
結構表示狀態持續之外，狀態持續標記亦可與動作持續標記共現，以
「[to35–223]+V+[nin53–223]+O」形式表示。如「他在吃著飯。」這句話在
海豐閩語中可有兩種表達；

(10) 伊[to35–223]食飯。

(11) 伊[to35–223]食[nin53–223]飯。

前者表示動作持續，後者將「吃著飯」理解為「吃飯」狀態
的持續，故以「[to35–223]+V+[nin53–223]+O」表示。換言之，這種
「[to35–223]+V+[nin53–223]+O」結構，是雜糅「動作持續」與「狀態持
續」的結果，本質上也是一種狀態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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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結果狀態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

「結果狀態持續」言及謂詞的動作義已淡化，句子的持續狀態是由
謂詞動作所形成的結果，這種持續體貌或稱為「存續體」或「成續
體」9，海豐閩語仍以「V+[nin53]」表示，如：

(12) 行李還放[nin53]在這。（行李還在這放著呢。）

(13) a. 鋪頂困[nin53–223]個儂。（床上躺著一個人。）

(14) 黑板畫[nin53–223]蜀幅畫。（黑板上畫著一幅畫。）

在施其生(2013)的描寫中，「床上躺著一個人。」海豐閩語亦可用
「鋪頂困個儂[to35–223 hi53]」表示。經調查，海豐閩語「床上躺著一個
人。」說法有以下三種：

(13) a. 鋪頂困[nin53–223]個儂。
b. 鋪頂困個儂[to35–223 hi53]。
c. 鋪頂困[nin53–223]個儂[to35–223 hi53]。

據發音人語感，當句子出現[to35–223 hi53]時，如(13b–c)，語義中「在那
裡」的意味尚在，並非僅為純粹的持續體貌句式。類比鄰近海豐閩
語的潮州閩語「床上躺著一個人。」可以「眠床頂[uk51–31]個儂[to35–21

ko21]。」表示的現象可知，海豐閩語結果狀態持續表示方式具有「層
次疊加」的特徵：

層次一： V+O+[to35–223 hi53]

層次二： V+[nin53–223]+O+[to35–223 hi53]

層次三： V+[nin53–223]+O

形式差異實為表處所介詞結構[to35–223 hi53]與體貌標記[nin53]的競爭。
據語言調查結果可知，「層次三」是目前海豐閩語最常用的結果狀
態持續表達方式，「層次一」與「層次二」屬於「合法而不常用」形
式。同時，「層次三」「V+[nin53–223]+O」表狀態持續的特徵更加明
確，「層次一」與「層次二」句式中介詞結構的「處所義」仍在。簡

9. 參考劉丹青(2008: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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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海豐閩語結果狀態持續體貌展現出有如「層次疊加」的特徵，
這種「層次疊加特徵」源於表處所介詞結構「[to35–223 hi53]」與體貌標
記「[nin53–223]」的競爭。在這種競爭中，體貌標記「[nin53–223]」較有
優勢。

「[nin53–223]」的優勢除了有發音人語感證明外，連動句式的
持續表現形式亦是重要證據。在連動句式中，海豐閩語只能以
「V+[nin53–223]+O+VP2」表示，不能以「V+O+[to35–223 hi53]+VP2」，如
「戴著帽子找帽子。」，海豐閩語必須表達為：

(15) a. 戴[nin53–223]帽[tshue11–223]帽。

不能表達為：

b. *戴帽[to35–223 hi53][tshue11–223]帽。

用「V+[nin53–223]+O+[to35–223 hi53–223]+VP」表示的句子合法而句義有
別：

c. 戴[nin53–223]帽[to35–223 hi53–223][tshue11–223]帽。

例 (15c)的句義會變成「戴著帽子在那兒找帽子。」，處所義明顯。同
時，句式中[to35–223 hi53]的[hi53]必須讀變調[hi53–223]。這種變調特徵顯
示了[to35–223 hi53–223]與其後的語音單位組成韻律結構，而非與前面的語
音單位組合的語言事實，即[to35–223 hi53]與連動句式VP2關係更為密切。
簡言之，在(15c)中，「[to35–223 hi53–223]」不作VP1的持續標記，而是成
為了VP2的地點狀語。

由上述論證可知，海豐閩語「結果狀態持續」雖有不同的體
貌表現形式，但還是以「V+[nin53–223]+O」為最常見形式。介詞結構
「[to35–223 hi53–223]」表示持續體貌僅限於單一動詞句式，不能出現在連
動句式，且介詞結構的「處所意義」仍在。因此，海豐閩語「結果狀
態持續」標記應為「[nin53–223]」，表處所介詞結構「[to35–223 hi53–223]」
尚未虛化為體貌標記。

這種體貌表現形式的疊加現象在其他方言中亦有類似。如Lien
(2007)就曾在歷時層面討論泉州閩語經歷體標記「曾cheng5」與「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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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4」的疊加現象10，並論證「曾」、「識」連用與「曾」在消極語境
中的限制是「識」發展成經歷體標記的關鍵。泉州閩語經歷體標記疊
加現象與海豐閩語結果狀態持續體貌的疊加互不蘊含，平行發展，共
證體貌疊加現象的可能性。

3.2.3 伴隨狀態持續體貌形式

「伴隨狀態持續」言及持續狀態作為句子謂詞的伴隨成分，表示持續
狀態中出現了另一個事態，前者的持續過程成為後一事態密不可分的
伴隨結構11。海豐閩語主要以「重疊」形式表示。具體來說，這種重疊
亦可細分為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為單純的動詞重疊「V+V…」動詞既
可一次重疊，亦可多次重疊，如：

(16) 伊講講講講就[to35–223]哭。（他說著說著就哭起來了。）

(17) 恁做呢唱唱好隨時 [suk11]掂？（你們怎麼唱著唱著就停了？）

第二種形式為動詞加詞尾再重疊「V+[a33–223]+V」，如：

(18) 行啊行唔知行遘底塊去。（走著走著不知走到哪裡去了。）

(19) 食啊食食條蟲出來。（吃著吃著吃出一條蟲子來。）

由上述描寫可知，海豐閩語的「伴隨狀態持續」是由動詞重疊的形式
表示，並非用體貌標記表示。同時，伴隨狀態持續亦可與動作持續標
記[to35]共現，如(16)。因本文主要討論持續體貌標記特徵與來源，故對
這種動詞重疊形式僅作描寫，不作詳細討論。

3.3 事件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

事件持續指句子整個謂語所陳述事件、情况的持續，亦稱為「情況持
續」。海豐閩語的事件持續體貌以句末助詞[tsua22]或[tsu22]為體貌標
記，持續體貌形式為「VP+[tsua22]/[tsu22]」，如：

(20) 時間還早[tsua22]/[tsu22]。（時間還早著呢。）

(21) 伊呾未收工[tsua22]/[tsu22]。（他這會兒沒下班呢。）

10. 「曾」、「識」疊加例子為論文匿名評審專家所告知，特此致謝。
11. 參考施其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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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伊未遘十八歲[tsua21]/[tsu22]。（他沒滿十八歲呢。）

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可與動作、狀態持續標記共現，形成雜糅的
持續體貌形式。根據發音人的語感，在事件持續標記單獨出現的句
子中，既可用[tsua22]，也可用[tsu22]，[tsua22]比[tsu22]更具強調意味。
在多種持續標記共現的句子中，事件持續標記多用[tsua22]，較少使用
[tsu22]，如：

「事件持續標記」與「動作持續標記」結合，形成[to35–223]+VP+[tsua22]
結構：

(23) 伊[to35–223]跑步[tsua22]，無閒聽電話。（他在跑步呢，沒空聽電話。）

「事 件 持 續 標 記」 與 「狀 態 持 續 標 記」 結 合， 形 成
V+[nin53–223]+O+[tsua22]結構：

(24) 塗骹點[nin53–223]蠟燭[tsua22]，[mai223–35]踢著。（地上點著蠟燭呢，別踢
到。）

「事件持續標記」與「動作持續標記」、「狀態持續標記」結合，形
成[to35–223]+V+[nin53–223]+O +[tsua22]結構：

(25) 伊還[to35–223]頌[nin53–223]許件衫[tsua22]。（她還在穿著那件衣服呢。）

雜糅句式本質上亦為事件持續的一種，言及句子所述情況作為持續的
事件，只不過這個事件中涉及動作的持續與狀態的持續。三種持續標
記句法層次有別，並行不悖。事件持續標記[tsua22]比[tsu22]有更強烈的
語氣色彩，符合句末助詞的語用特徵，故比[tsu22]的使用範圍更廣。據
楊必勝(1996:139)，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tsua22]同時也是個多功能語
氣助詞，為[tsu22]與[a33]（「啊」）的合音，即[tsu22]+[a33]=[tsua22]。如
此，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tsua22]與[tsu22]應為同一形式，前者比後者
多了語氣成分，後者為前者的簡省形式。因本文主要考察持續標記的
形式，並不過多涉及語氣成分，為行文方便，下文以[tsu22]表示海豐閩
語事件持續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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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豐閩語持續標記的來源

如上文所述，海豐閩語「動作持續」、「狀態持續」與「事件持
續」分別由「[to35]+V」、「V+[nin53]」和「VP+[tsu22]」表示。施其生
(2013)曾提及，海豐閩語動作持續體貌形式「[to35]」可能來自潮汕閩語
的「[to35]」，事件持續體貌形式「[tsu22]」可能來自粵語，與表處所的
介詞結構沒有關係，狀態持續體貌形式「[nin53]」也看不出與表處所介
詞結構的關係，其來源仍有待探討。本文從音韻形式與語法功能角度
比較海豐閩語三種持續標記，論證三種持續標記的來源與發展。

4.1 海豐閩語動作持續標記[to35]的來源

海豐閩語動作持續標記「[to35]」語音形式與潮汕閩語一致，動作持續
標記的語法功能亦同於潮汕閩語，因此施先生對海豐閩語動作持續
標記「[to35]」的推測具合理性，[to35]屬海豐閩語與潮汕閩語的語法共
性。海豐閩語與潮汕閩語在語言譜系上皆屬閩南語，從潮汕與海豐的
地緣關係可知，閩系移民從陸路進入海豐，須經過潮汕，移民史也有
明代江西、福建、潮州、惠州諸縣移民入海豐之記錄。12可見海豐閩語
的形成，與潮汕閩語關係密切。基於此，海豐閩語動作持續標記來自
潮汕閩語的論斷，除了標記音韻形式與語法功能完全吻合的直接證據
外，亦有語言譜系、地緣關係、移民路線等方面的間接證據，海豐閩
語動作持續標記「[to35]」應源於潮汕閩語，或兩者有共同的音義演變
路徑。

4.2 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53]的來源

較之鄰近海豐閩語的潮汕閩語及其他地區閩語，我們的確無法找到
與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53]」相類似的形式，可見海豐閩語的
「[nin53]」未必是閩語表處所介詞結構虛化而來的持續標記形式。因
此施其生(2013)對此標記的來源存疑。海豐閩語語言譜系上屬閩語，
地理位置上接近粵東潮汕地區，且歷史上有來自福建的移民記錄。與
此同時，海豐地區又有較多人口使用客家話，海豐閩語長期與客家話
共居，區域內聚集了大量閩客雙語使用者。因此本文將海豐閩語狀態

12. 參考吳建新(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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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標記與有地緣接觸關係的客家話作比較，為「[nin53]」的來源與發
展，尋找新的線索與證據。經比較，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53]」
與各地客家話在語音形式與語法功能上皆有相似，海豐閩語的狀態持
續標記「[nin53]」應是語言接觸的產物，與閩語表處所的介詞結構沒有
直接關係。以下論證這一觀點。

首先，從音韻角度上看，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53]」與客家
話持續標記音同或音近。考察位於海豐縣北部，與其接壤的陸河地區
客家話可知，陸河客家話的狀態持續標記用「[ȵin24]」，如13：

(26) 門背落[ȵin24–33]水。（外面在下雨。）

(27) 坐[ȵin24–33]（來）食。（坐著吃。）

(28) 徛[ȵin24]，唔好動！（站著，別動！）

陸河客家話的「[ȵin24]」與海豐閩語的「[nin53]」聲母皆為鼻音，韻母
[in]完全一致，聲調亦都源於上聲，語音形式極為相近，具有同源可能
性。

當然，從邏輯角度而言，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53]」與陸河
客家話的「[ȵin24]」在音韻形式上極為相近，並不能證明海豐閩語的
「[nin53]」源於客家話。這種形式的相近亦存在陸河客家話借自海豐閩
語或兩者只是語音形式巧合類同的可能性。此時，只要把考察範圍擴
大，即可有效解決問題。除了位於海豐縣北部的陸河客家話，海豐縣
西部有惠州客家話，東部有陸豐、揭西（普寧）客家話。陸河以北還
有廣東客家話的腹地梅州與河源。考察這些地區客家話的持續標記，
可為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的來源提供有力證據。上述各地客家話的
動作持續與狀態持續體貌表示形式一致，皆為「V+持續標記」，其中
的「持續標記」語音形式相近，可視為同源標記的語音分化，如：

(29) 梅縣：V+[ten31]/[ten31 ne21]
外背落[ten31]/[ten31 ne21]雨。（外面正下著雨。）14

(30) 惠州：V+[ten31]
桌頭放[ten31]一盆飯。（桌子上放著一盆飯。）15

13. 陸河客家話持續體貌形式語料材料來自中國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海內外客家話的
語料庫建設和綜合比較研究」（項目號：14ZDB103），特此致謝。
14. 參考林立芳(1996:38)。
15. 參考惠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2008:4394)，並已調查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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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海陸：V+[ten31]/[nen31]
面瀝青走[ten31]/[nen31]出來。（臉色發青地跑著出來。）16

(32) 普寧：V+[ŋin42]
坐[ŋin42]看好，還系企[ŋin42]看好?（坐著看好，還是站著看好？）17

由上述描寫可見，客家話的持續標記從梅縣、惠州地區的[ten]，到海
陸腔的[nen]，再到揭西普寧的[ŋin]，是一種聲母弱化，韻母更替的
音變。這種弱化音變在客家話中並不罕見。江敏華(2013)就曾指出，
海陸、四縣客家話的持續體標記一般讀為[ten]，有些說話者會弱化為
[nen]，語料《海陸客語短篇故事選集》18中，此持續體標記一律弱化為
[nen]，並寫成「寧」字。可見無論是[ten]、[nen]，還是[nin]、[ŋin]，
語音形式雖有異，但來源一致19。因此，從音韻角度看，海豐閩語的
[nin]與梅縣、惠州、海陸、普寧客家話的持續標記同源。海豐閩語音
系中韻母有[in]而無[en]，而聲母[ŋ-]、[n-]發音方法相近，因此持續標
記[nin]，是海豐借入客家話「[ten]/[nen]/[ŋin]」類標記後依自身音系調
整的結果，音韻上與客家話的「[ten]/[nen]/[ŋin]」相對應。

其次，從功能上講，客家話動作持續標記與狀態持續標記一致，
皆為上述「[ten]/[nen]/[ŋin]」類標記。海豐閩語[nin53]僅用作狀態持續
標記，功能取自客家話，使用範圍比客家話小，符合語言借用的一般
原則。可見，海豐閩語「[nin53]」源於客家話。

那麼，既然客家話的「[ten]/[nen]/[ŋin]」類標記既可表示動作持
續，亦可表示狀態持續，為何海豐閩語對該標記功能的借用，僅限於
狀態持續，而不用於動作持續？只有明確功能借用與否的規則與界
限，方可為海豐閩語「[nin53]」的借用與形成找到機制。

16. 語料參考江敏華(2013)。台灣的海陸腔客家話源於廣東海陸豐客家話，其語言譜
系屬性在學界不具爭議，故台灣海陸客家話的持續標記用法可作為海陸豐客家話的參
考。
17. 參考普寧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5:672)，並已調查核實。
18. 《海陸客語短篇故事選集》收錄報章雜誌故事作為藍本，以海陸客語編譯而成。
全書共三集，第一集為純羅馬拼音，無漢字，第二集為第一集的漢字本再加上兩篇故
事，第三集為漢、羅對照，共二十八篇故事。該書作者詹益雲，以台灣新竹海陸客家
話為語言基礎。（參江敏華(2013)）
19. 楊永龍(2005)指出客家話的持續體標記來自「穩緊義形容詞」，本文不考證客家話
整體持續標記的來源，故引用觀點以供參考，不作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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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海豐閩語「[nin53]」僅借用客家話的狀態持續標記功
能，不借用其動作持續標記功能，與閩南方言動作、狀態持續體貌的
表示形式差異相關。如上文所述，海豐閩語與其他諸多閩語一樣，用
來自表處所介詞結構的簡省形式置於動詞前，表示動作持續。這種動
作持續的表達形式穩固，表處所介詞結構簡省形式與動詞間不能有其
他成分插入。而表示狀態持續的形式，則在閩語內部具有差異。當狀
態持續體貌句式帶賓語時，部分閩語，如福建的泉州、廈門，台灣的
台中，廣東的潮汕等地，動詞後一般不加持續體貌標記，以無標記的
方式表示狀態的持續，如「床上躺著一個人」，在廈門、台中、汕頭
方言中可表示為20：

(33) 廈門：眠床有儂咧倒。

(34) 台中：眠床頂倒蜀個儂。

(35) 汕頭：眠床頂[ĩ35–21]睡個儂。

又如「他穿著一套新衣服」，在泉州、潮州閩語中可表示為21：

(36) 泉州：伊頌<一>副新衫褲嘞。

(37) 潮州：伊頌<蜀>副新衫<[to21/lo21]>。

可見，在帶賓語的表持續體貌句式中，閩語句子主要動詞之後可直接
加賓語而不加任何體貌標記，此時的狀態持續標記缺位。閩語帶賓語
句式的狀態持續標記缺位，給客家話持續標記進入海豐閩語提供了可
能。也因此，海豐閩語借入客家話既可表示動作持續，也可表示狀態
持續的標記「[nin53]」時，只借用了其狀態持續標記用法，而不借用其
動作持續標記用法。

基於此，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53]」的來源與形成機制已
明確。這種形式與功能的借用，實為語言接觸過程中的「語法結構複
製」。「語法結構複製」是語言接觸中「語法複製」的重要步驟，言
及一種語言對另一種語言語法結構的模仿與移植。22由「語法結構複
製」產生的語法範疇在世界語言及中國方言已有先例。譬如以法語

20. 語料參考施其生(2013)。
21. 泉州閩語語料參考李如龍(1996:204)，潮州閩語語料為調查所得。
22. 語法結構複製的概念與運作程序參考Heine & Kuteva (2002; 2003; 2005)、吳福祥
(2009)、Matthews & Yip (2009)、郭必之&林華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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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層語而屬於Creole語的語言Tayo，複製了同區屬於Melanesian語的
Drubéa和Cèmuhî兩種語言中的雙數範疇，23而廉江粵語動詞後置成分
「倒」，則是複製同區客家話多功能詞「倒」的結果。24

類比世界語言的「語法複製」模式，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
「[nin53]」這個語法結構複製過程中，客家話為模式語，海豐閩語為
複製語，狀態持續標記「[nin53]」為模式範疇，「[nin53]」的複製過程
中，海豐地區知曉客家話的閩語使用者及雙語使用者起到了重要作
用，結構複製的程序可沿用接觸引發語法化的策略：

A. 知曉客家話的海豐閩語/雙語使用者注意到海豐閩語帶賓語句式
中狀態持續標記缺位的特徵，也留意到客家話有穩定的持續標記
「[ten]/[nen]/[ŋin]」；

B. 海豐閩語/雙語使用者依音系用「[nin53]」來與「[ten]/[nen]/[ŋin]」
對應；

C. 類比客家話的用法，海豐閩語/雙語使用者把「[ten]/[nen]/[ŋin]」表
示「狀態持續」的方式複製到海豐閩語帶賓語的持續體貌句式中；

D. 最後，海豐閩語/雙語使用者把「[nin53]」作為狀態持續標記的功能
擴大到無賓語句式，「[nin53]」成為海豐閩語所有類型句式的狀態
持續體貌標記。

根據上述的策略與步驟，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53]」的來源與形
成模式得以釐清。25

23. 用例參Heine & Kuteva (2005)、吳福祥(2009)。
24. 用例參郭必之&林華勇(2012)。
25. 本文匿名評審專家提出，海豐縣境內的西坑和黃羌等地客家話持續標記不是
用ȵin24之類，而是用「著」（黃羌）、「緊」（西坑）等，論文須說明海豐閩語不
選用「緊」而選用「ȵin24」的理由。我們認為，在語言接觸中，複製語較易受區域
強勢的模式語影響。海豐閩語附近的客家話，如陸河、普寧等地客家話持續標記
以讀鼻音聲母的「[nen]/[ȵin]/[ŋin]」類形式為主。如此，海豐閩語借入模式語客家
話「[nen]/[ȵin]/[ŋin]」類標記，同以鼻音聲母標記形式顯現屬於借入常態。黃羌用
「著」、西坑採用「緊[kin]」作持續標記在海豐地區的客家話中屬罕見的非常態現
象。黃羌、西坑位於海豐北部山區，地勢偏遠，影響力弱。因此，海豐閩語借入客家
話持續標記時，選用區域內常見的鼻音聲母類標記，而沒有選用西坑地區的「緊」。
本文另一匿名評審專家指出，無論是漢語和民族語言之間的接觸，抑或漢語方言間的
接觸，因接觸而發生「複製」的語法成分都不止是單單一個語法標記。因此海豐閩語
從客家話「複製」了一個只有單一功能的[nin53]顯得有點突兀。事實上，海豐閩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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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tsu22]的來源

承上文，施其生(2013)認為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tsu22]」可能來自
粵語。如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真如施先生預測，直接借自粵語26，那
麼其音韻特徵與語法功能皆要與粵語相對應。以下我們從標記形式的
音韻對應、語法功能兩個角度比較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tsu22]」與
粵語「住」的關係。

從音韻對應角度看，粵語表持續體貌的「住」為中古澄母虞韻
字，在廣州、香港等地粵語讀[tsy22]。海豐閩語音系不具[y]韻母，在粵
語中讀[y]的虞韻字在海豐閩語中多讀[i]，如「廚、主、聚、區」等。
因此，如海豐閩語直接借入粵語的「住」，最有可能的讀音應為[tsi]，
而非[tsu]。事實上，我們也在羅志海(1995:27)描寫海豐閩語的同音字
彙中找到「住」讀音為[tsi35]的記錄。可見海豐閩語的[tsu22]，並非表示
「住」的讀音。「住」的[tsu]類讀音，反而多見於潮汕閩語。同時，無
論是潮汕還是海豐地區，皆非以「住」表示「居住」，海豐閩語表示
居住的詞彙為「紮」，讀音為[tsap11]。

音韻對應或有較多概率耦合因素與音變詮釋空間，但海豐閩語
[tsu22]與粵語「住」在語法功能上的區別，則是兩者關係的直接證
據。根據張洪年(2007[1972])、李新魁等(1995)、彭小川(1996)、侍建國
(2007)、鄧思穎(2009)的研究，粵語的「住」可細分為動詞詞尾「住
1」和體貌助詞「住2」，前者緊跟動詞之後，作為「表示與動作、行

[nin53]除用作狀態持續標記，亦可置於動詞前，「[nin53–223]+V」表示動作反覆，如
「[nin53–223]跳」表示反覆不斷地跳、「[nin53–223]拍」表示反覆不斷地打。在梅縣、
陸河客家話中也有[kin31]+V表示動作反覆的用法，各地閩語如泉州閩語、漳州閩語、
潮州閩語皆無[nin53]、[kin31]類標記加動詞表動作反覆用法（如潮州閩語動詞前表動
作反覆的標記為[tiəm21]而非[nin53]），可見海豐閩語[nin53]置於動詞前表動作反覆之
用法，亦與客家話的影響相關。簡言之，海豐閩語用[nin53]這個音節複製了客家話動
詞前表動作反覆、動詞後表狀態持續結構之不同功能。基於此，海豐閩語[nin53]借用
客家話的功能，則並不單一。從這個角度上看，海豐閩語對客家話語法成分的「複
製」，符合語言接觸引發結構複製的常態。因本文集中論述海豐閩語的持續體貌問
題，故對持續體貌以外的語法功能並不展開論述，特此說明。
26. 本文所言「直接借用」，意謂海豐閩語的事件持續標記直接借自粵語，與粵語具
有承襲關係。須指出的是，由於海豐閩語與粵語皆為漢語方言，其持續標記的歷史淵
源完全可能一樣，如羅自群(2005)就曾論證粵語的「住」實為「著」，與其他漢語方言
淵源有一致性。語源一致並不構成彼此的借用關係，故非本文所稱「直接借用」。因
此所謂「直接借用」，與語源是否一致並沒有蘊含關係，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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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關的某種狀態的持續」，如「睇住」（意謂：看著），27後者出
現在動詞短語之後，表示動作、狀態的存續，如「講唔講得俾佢聽
住？」（意謂：能不能說給他聽？）28。由於「事件持續」的對象是句
子所述情況，故「事件持續標記」須置於句末或小句之末。如此，能
與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相對應的，應為粵語的「住2」。然而，粵語
「住2」的出現有語法條件限制，並非所有的句子都能用「住2」。鄧
思穎(2009)詳細總結了作為句末助詞「住2」的四項語法限制，將粵語
「住2」的語法特點與海豐閩語的[tsu22]作比較，可見兩者的差異。

首先，粵語的「住2」只能出現在否定句，不能出現在肯定句。海
豐閩語的[tsu22]並無此限制，如在粵語中(38)不合法29：

(38) *佢講個答案住。（他暫時把答案說出來。）

而在海豐閩語中(39–41)皆合法：

(39) 時間還早[tsu22]。（時間還早著呢。）

(40) 湯正[lo223]滾[tsu22]。（湯正在煮著呢。）

(41) 你細[tsu22]，唔好食薰啊。（你還小著呢，不能抽煙啊。）

第二，粵語「住2」必須跟否定詞位於同一小句內，距離不能太遠，例
如 (42b)成立而(42a)不成立：

(42) a. *我唔贊成佢講個答案住。（我不贊成他（暫時）把答案說出來。）
b. 我贊成佢唔講個答案住。（我贊成他暫時不把答案說出來。）

海豐閩語的[tsu22]同樣無此限制，(43a)與(43b)皆可成立：

(43) a. 我唔贊成伊講個答案[tsu22]。（我不贊成他把答案說出來呢。）
b. 我贊成伊唔講個答案[tsu22]。（我贊成他不把答案說出來呢。）

第三，粵語「住2」可與否定詞「唔」（不）、「咪/唔好」（別、不
要）、「未」（還沒）共現，但不能與「冇」（沒有）搭配，例如：

(44) 唔/咪/唔好/未/*冇唱歌住。（暫時不/沒/別/還沒唱歌。）

27. 參考彭小川(1996:216)。
28. 參考侍建國(2007:416–417)。
29. 例句(38–50)中，粵語例句來自鄧思穎(2009)，海豐閩語例句則為調查所得，並參考
楊必勝、陳建民(1996: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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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豐閩語以「唔」表示「不」，以「[mai223]/唔好」表示「別、不
要」，以「未」表示「還沒」，以「無」表示「沒有」，如海豐閩語
與粵語共享與否定詞的搭配限制，則要求[tsu22]不能與「無」共現。不
過，據調查，海豐閩語的[tsu22]能與「無」共現在句子中，如：

(45) 伊無食[tsu22]。（他沒吃飯呢。）

(46) 伊無唱歌[tsu22]。（她沒唱歌呢。）

第四，粵語「住2」出現的句子表示動態，不表示靜態，例如 (47–48)皆
不成立：

(47) *佢唔知呢件事住。（他不知道這件事。）

(48) *佢唔係專科醫生住。（他不是專科醫生。）

海豐閩語[tsu22]則可出現在表示靜態的句子中，如：

(49) 伊唔知這件事[tsu22]。（他不知道這件事呢。）

(50) 伊唔是專科醫生[tsu22]。（他不是專科醫生呢。）

綜合而言，海豐閩語的[tsu22]在語法特點上無法與粵語的「住2」相匹
配，使用範圍要比「住2」廣，音韻對應亦不直接。我們也無法找到海
豐閩語借入粵語「住2」後突破粵語「住2」使用限制的條件。同時，海
豐地區以閩、客語分佈為主，粵語在區域內僅有零星存在，並無強勢
分佈，粵語對海豐閩語的影響，主要作用於近代外出務工者及近幾十
年通過影視等媒介間接影響地區文化，語言接觸的條件也不夠直接。
如此，認為海豐閩語的[tsu22]直接借自粵語，不符合語言借用的一般原
則，借用的證據不足。

除了粵語，在華南地區的各方言中，位於粵東地區的潮汕閩語
用[to35–21]表示「事件持續」，粵西地區的雷州、遂溪，海南地區的文
昌、三亞、屯昌閩語皆有不同的事件持續體貌表示方式，如：

(51) 雷州：領導開會[tu33 tsia55]。（領導開著會呢。）30

(52) 雷州/遂溪：伊繼續食藥[tu33]。（他繼續吃藥呢。）31

(53) 文昌：天尚早[lu21]。（天還早呢。）

30. 語料參考張振興、蔡葉青(1998:26)。
31. 參考林華勇(20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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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三亞：伊現旦還無落班[lu53]。（他這會兒還沒下班呢。）32

(55) 屯昌：伊[ziaŋ325]坐帶[ʔde35]講話[lo33]。（她還坐在那兒說話呢。）33

廣西、粵東地區受閩語影響的客、粵語也有類型相當一致的事件持續
標記，如34：

(56) 貴港客家話：佢盲結婚[tshoi212]。（他還沒結婚呢。）

(57) 貴港粵語：都準備五十了，佢仲未曾結婚[tshuəi335]。（都快五十歲了，他
還沒結婚呢。）

(58) 欽州粵語：都五十歲咯，佢（仲）未結婚[tʃhuɔi13]。（都五十歲了，他
（還）沒結婚呢。）

(59) 豐順客家話：哥哥盲結婚[tseu52 kai24]。（哥哥還沒結婚呢。）

細緻考察上述各方言持續標記的種類與用法，可獲悉這種廣東中西
部、海南閩語及受閩南語影響之客、粵語共同特徵的來源。據張振
興、蔡葉青(1998:158)及林華勇(2014:61)，粵西雷州閩語表示「事件持
續」的方式有「VP+[tu33 tsia55]」與「VP+[tu33]」兩種，「[tu33]」實為
表處所介詞結構「[tu33 tsia55]」（意為「在處」）的簡省，「[tu33]」相
當於「在」。據施其生(2013)與林華勇(2014:61)，粵西遂溪閩語事件持
續標記雖僅有「[tu33]」，但「[tu33]」卻也來自其表示動作持續的處所
介詞結構「[tu33 ta55]」，其中「[tu33]」也相當於「在」。由上述論證
可知，粵西雷州、遂溪閩語的事件持續標記都來源於表處所介詞結構
及其簡省形式。這種現象同樣出現在海南閩語。據錢奠香(2002:117)，
海南屯昌閩語的持續標記「[lo33]」實為「[ʔdu33]」的弱化，「[ʔdu33]」
在屯昌方言中表「（處）在義」，「與共同語的動詞『在』相當」。
可見屯昌閩語的事件持續標記亦與表處所的介詞結構關係密切。同
時，據林華勇等(2017)，廣東、廣西地區受閩語影響的客、粵語事件
持續標記，如上述貴港客家話的[tshoi212]、貴港粵語的[tshuəi335]、欽
州粵語的[tʃhuɔi13]、豐順客家話的[tseu52]在當地方言中皆是一個相當
於「在」義的語素。該文亦認為這種「在」義語素置於句末表持續的
用法，與閩語接觸有關，正因語言接觸，導致客、粵語各自選用方言

32. 文昌、三亞語料參考施其生(2013)。
33. 語料參考錢奠香(2002:117)。
34. 語料參考林華勇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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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表處所的「在」義語素進行進一步語法化，因此就有了句末助詞
「在」表情況/事態持續的用法。

由諸學者的論述可知，廣東、海南閩語及受閩語影響之客、粵語
事件持續標記雖讀法有別，寫法參差，但都源於表處所的介詞結構。
雷州、遂溪、屯昌閩語事件持續標記的來源為海豐閩語提供了線索。
類比雷州、遂溪、屯昌方言，海豐閩語的事件持續標記，也有源於表
處所介詞結構的可能。海豐閩語的[tsu22]，相當於雷州、遂溪閩語的
[tu33]，亦相當於海南屯昌閩語由[ʔdu33]弱化而來的[lo33]，與貴港客家
話、貴港粵語、欽州粵語和豐順客家話句末助詞「在」類型也一致，
是表處所介詞結構簡省的結果， [tsu22]與 [tu33]、 [ʔdu33]、 [tshoi212]、
[tshuəi335]、[tʃhuɔi13]、[tseu52]等相當於「在」義語素。

論證海豐閩語的[tsu22]與粵瓊閩語及受閩語影響之客、粵語持續標
記係屬同源，皆來自表處所介詞結構的簡省，[tsu22]亦相當於「在」義
語素，可在音韻特徵對應與語法功能類同兩方面找到證據。

從音韻特徵上看，粵瓊閩語及受閩語影響之客、粵語的事件持
續標記，聲母有[t]、[ʔd]、[ts]、[tʃh]、[tsh]之別，塞音[t]、[ʔd]系列主
要見於閩語內部，塞擦音[ts]、[tʃh]、[tsh]系列主要見於受閩語影響之
客、粵語。上文已經論述，海豐地區語言情況複雜，閩客接觸時有發
生，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的聲母讀塞擦音[ts]，有較大概率是在語言
接觸的影響下源自[t]>[ts]音變，即由塞音轉讀塞擦音的結果。這種由
塞音轉讀塞擦音的音變，在海豐閩語內部，並不僅限於[tsu22]。考察海
豐閩語音系，我們發現，有少數福建、粵東、粵西閩南語讀[t]、[th]聲
母之字，在海豐閩語中變讀[ts]、[tsh]，如「啄」讀[tshoʔ11]，「塗」讀
[tsu55]，「推」讀[tshui33]，「悼」讀[tsau35]35。可見海豐閩語塞擦音[ts]
可與其他閩南語塞音[t]形成音韻對應關係。

至於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tsu22]的韻母為[u]，這本就與粵瓊閩
語一致。聲調讀低平調更是作為句末助詞的常態。因此，從音韻角度
上，海豐閩語[tsu22]與粵瓊閩語及受閩語影響之客、粵語的事件持續標
記可建立對應關係。

35. 字音參考羅志海 (1995:29, 34, 39, 41)。同時，須說明，「啄」字雖有「端」、
「知」母兩種聲韻地位，「塗」字雖有「定」、「澄」母兩種聲韻地位，「推」字雖
有「透」、「初」母兩種聲韻地位，但根據聲、韻母的搭配，比較反切組合可判定，
海豐閩語讀塞擦音聲母的「啄」、「塗」、「推」各字，皆為端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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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語法功能而言，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與粵瓊閩語及受閩語
影響之客、粵語使用特徵一致。首先，兩者都既可出現於肯定句，
也可出現於否定句，皆無僅出現在否定句的限制，如上述(39–41)與
(51–53)、(55)皆非否定句式。

第二，兩者都無與否定詞的搭配限制，如上述(45–46)與(54)的否定
詞正是粵語「住2」不能搭配的「無」。

第三，兩者皆既可出現於靜態句式，亦可出現於動態句式，並無
粵語「住2」不能出現於靜態句式的限制，如上述(49–50)與(53)就是靜
態句式的例證。

第四，閩語由表處所介詞結構發展而來的「在」義語素持續標記
常可發展出「表確信或申明語氣」用法，此用法早見於唐宋詩文，
如「未死會應相見在」（唐．白居易〈山居〉），「天下道理更闊
在」（宋．黎靖德《朱子語類》）中的「在」，並非表存在義，而表
確信語氣36，包括海豐閩語在內的現代粵瓊閩語諸方言亦有此用法，
如：

(60) 海豐閩語：許個儂噉呣好[tsu22]。（那個人非常好呢！）37

(61) 潮州閩語：恁以後還有機會遇著[to21]。（你們以後還有機會遇到呢。）38

(62) 屯昌閩語：伊[ve55]來[lo33]。（他還要來呢。）39

這種用法是粵語「住2」所不具備的，如：

(63) 香港粵語：*你哋以後仲有機會見面住。（你們以後還有機會見面呢。）40

由上述論證可見，粵瓊閩語及受閩語影響之客、粵語事件持續標記用
法上與海豐閩語趨於一致，皆而有別於粵語。如此，較之認為海豐閩
語事件持續標記[tsu22]承襲粵語的觀點，將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視為
廣東及海南閩語的共同特徵看法，更能在語言事實上找到依據。

海豐地區民系複雜，語言接觸時有發生，今天的海豐閩語表示所
在義的動詞已音同於潮汕閩語讀[to35]，與表示事件持續體貌的標記

36. 參黃曉雪(2007)。
37. 海豐閩語例句參考楊必勝(1996)。
38. 潮州閩語例句為調查所得。
39. 屯昌閩語例句參錢奠香(2002:117)。
40. 香港粵語例句為調查所得，發音合作人兩位：LYN，女，調查時34歲，居住香港
島；LPS，女，調查時31歲，居住香港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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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22]在讀音上存在距離。正是這種讀音差距，掩蓋了其源於表處所介
詞結構的事實。而從標記與其他閩語的音韻對應與語法功能看，海豐
閩語的[tsu22]與粵瓊閩語的事件持續標記音韻對應有線索，語法功能類
型相當一致。這種一致性遠超過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與粵語句末助
詞「住2」的關係。海豐閩語與廣東、海南閩語皆屬閩南語系統，歷史
上移民路線有重疊，且這些地區都處在多語多方言接觸地帶，語言接
觸形成的層次足以覆蓋方言原有層次。因此，今天海豐閩語表存在義
的動詞同於粵東潮汕方言讀[to35]，表事件持續的標記則讀[tsu22]。語
音差距導致的源流不明須由音韻對應關係、語法功能類型補證。基於
海豐閩語與廣東閩語、海南閩語事件持續標記在音韻對應上可建立關
係、語法功能類型完全一致的表現，我們認為，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
記與粵西雷州、遂溪，海南屯昌、文昌、三亞等地閩語一致，屬於來
自表處所介詞結構簡省的形式。這種來自表處所介詞結構的簡省形式
與福建、潮汕等地閩語亦具來源一致特徵，為閩語事件持續標記的共
性。

5. 結語

根據上文對海豐閩語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的描寫與論述，海豐閩語持
續體貌的特徵與來源詳見下表：

表 1. 海豐閩語持續體貌的形式、標記特徵及來源

持續體貌分類 持續體貌表示形式 標記 標記來源

動作持續 [to35–223]+V [to35] 潮汕閩語

狀
態
持
續

動作狀態持續 V+[nin53] [nin53] 客家話

結果狀態持續 V+[nin53–223]+O
V+[nin53–223]+O+[to35–223 hi53]
V+O+[to35–223 hi53]

伴隨狀態持續 V+V… / V+[a33–223]+V

事件持續 VP+ [tsu22] [tsu22] 閩語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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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見，海豐閩語持續體貌有三個不同的標記，分別為表示動作持
續的[to35]，表示狀態持續的[nin53]和表示事件持續的[tsu22]。三個標記
來源各異，動作持續標記源於譜系相同，地緣關係密切的粵東潮汕閩
語，狀態持續標記則源於區域內接觸頻繁的客家話，事件持續標記與
廣東、海南閩語，乃至福建閩語皆具有類型一致特徵，是閩語表處所
介詞結構簡省的結果。

海豐閩語的形成與福建閩語、粵東潮汕閩語關係密切，因地緣因
素，又與客家話有直接的接觸可能。海豐閩語三種持續體貌標記的存
在，正是區域語言接觸、語法特徵競爭的結果。探究海豐閩語持續體
貌標記的特徵與來源，對與海豐閩語同樣處在多語多方言接觸地帶的
漢語其他方言，具有類型學意義。上文提及的雷州、遂溪、文昌、屯
昌、三亞等地方言，亦有因語言接觸、形式競爭形成的持續體貌標記
差異，因此施其生(2013)認為「雷州片、海南片的閩語在體貌系統及體
貌形式的來源上與福建-台灣片及潮汕片有較大差異。」這種形式與來
源上的差異亦是接觸與競爭導致的結果。這類與海豐閩語持續體貌類
型平行的語法現象，應是語言接觸、語法層次競爭研究的重要素材。
本文拋磚引玉，希翼有更多材料與論述豐富語言接觸、語法層次競爭
的事實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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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s of the durative aspectual markers in
Haifeng Min dialects

It is recognized that durative aspects and aspectual markers are related to prepositional struc-
tures in the Min dialects. But, in the Haifeng Min dialect (HFM), which located in a language
contact zone, there are three aspectual markers [to35], [nin53], [tsu22] to indicate duration of
action, state, or ev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markers are varied and the sources of [nin53]
and [tsu22] are unknown.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markers and explore their
sources, we have relied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nd the theory of language contact. We
mak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o35] must come from Chaoshan Min, because of geo-
graphic and genetic closeness to Haifeng Min; (2) [nin53] is from Hakka, due to constant con-
tact with HFM; and (3) [tsu22] is traceable to HFM contact with Guangdong, Hainan, and
other Southern Min dialects, which likewise omit prepositional structur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s of the durative aspectual markers in HFM have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dialects
located in multilingual/multidialectal zones.

Keywords: Haifeng Min, Hakka, durative aspectual markers, language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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