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5&%-2-+1 &%6 7"8-&’ 78-+%8+1）
!"#$%&’ "( )*+,-&%. /%-0+$1-23

B.3 , <:，C., <
D2E !"":

论朱熹《诗集传》叶音对吴棫
《毛诗补音》的改订
刘晓南
（南京大学 中文系，江苏 南京 !%""9<）
［摘

要］朱熹《诗集传》叶音是在参考吴棫《毛诗补音》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考察朱熹对吴棫补

音的修改，可以看出三条修订意图：一是运用方言与文献语料考定古音，做到理据更充分、更合理；二是
在叶音中注意韵段押韵的开合洪细和谐；三是在不违背古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靠近诗韵。此外，改订语
料里面还可能透露了新的语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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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末陈第以来，古音学开讲必批宋人乱改字音，批改音则必提及宋儒朱（熹）、吴（棫）叶韵，讲
到朱吴叶韵则通常会说朱抄吴音，似乎成为定式。但笔者对宋儒叶音所作的系统研究表明，事实并
［%］
非完全如此。对于叶音是否乱改字音，笔者已有《朱熹诗骚叶音的语音依据及其价值》
、
《 朱熹叶
［!］
［<］
音本意考》
两文辨之，而在《朱熹吴棫音叶异同考》
一文中，根据宋人杨简《慈湖诗传》和王质《诗

总闻》两书，笔者钩稽其中引述吴棫《毛诗补音》的音叶计 % <:9 条。将这 % <:9 条叶音与《诗集传》
相应叶音逐条对比后，发现两者不同有 #%9 条，又有 &! 个韵段因对其中叶音处理不同而引起对韵
段的韵例或押韵方式理解不同，两者相加，朱吴差异几乎达 #"A ，足见朱抄袭吴之说难以成立。证
明 朱 子 自 己 所 说“ 叶 韵 乃 吴 才 老 所 作，某 又 续 添 减 之”，
“ 叶 韵 多 用 吴 才 老 本，或 自 以 意 补
［#］
（ ), !"?%，
!";9）
入”
，确非虚语。这两句自述还告诉我们，朱子叶音是在参考吴棫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是
“添减之”、
“以意补入”，说明有许多修改，其中包括两种形式：一是改变吴氏所补古音的切语用
字；二是不取吴氏补音作为叶音，即对吴氏某些注了叶音的韵字，朱子或不注音或将吴氏叶音当作
正常音读注出。朱子对为何要改变吴氏的叶音有过说明：
“近因推考见吴才老功夫尽多，但亦有未
［:］
［#］
（ ), !"?"）
尽处。
”
“吴才老《韵补》甚详，然亦有推不去者。
”
可见，朱子是在作纠正吴氏“未尽处”、
“推

不去者”的勘谬补缺。那么，朱氏究竟勘正了吴氏的什么错讹？除了在《朱子语类》中偶然提及外，
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资料。幸而有修订的实例在，可以从分析这些实例推知其修改的意图，
相信这些修订实例中一定隐含了朱熹的语言学思想，也隐含了许多宋代实际语音的信息，这对语音
史和语言学术史无疑都是很有价值的。
全面考察朱子对吴棫的近五百处修订，仅就改订切语用字这一点来看，如果拿《切韵》音系为参
照系的话，朱子对切语下字绝大多数都改动了音类，一小部分没有改动音类的修订，也可以说明朱
子在作叶音时不是抄袭吴氏的切语，可见，朱子的修改是有其意图的，以下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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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订古音理据更合理、理由更充分
朱熹古韵叶音有三条理据：方音证古、文献考证与音理推阐［!］。在《毛诗补音》和《韵补》中也可
以看到这三种理据的存在，但在具体问题上，运用各种资料来证明古音时，其深入程度与合理性还
是有差异的。朱熹改订的音叶中，有一些就在利用各种理据方面做得更加合理。
首先，从运用方言理据的例子来看，
《郑风·清人》第三章韵脚字为“轴陶抽好”，王质《诗总闻·闻
音》引吴氏“陶徒报切、好呼报切”。“轴抽”不见引补音，可能是吴氏未作补音，若如此，则可认为吴
氏将该韵段当作隔句韵：一押豪韵，一押尤韵。查吴氏两个补音均来自《释文》。韵书也有记录，
《广
韵》
“好”字就有去声一读，但《广韵》去声号韵不收“陶”字，
《集韵》收之，注“陶陶，驰驱貌”，音注全同
《释文》，可知是存古。吴氏注叶乃据古注给两字的声调异读定其去声一读。朱氏则不然，朱氏“陶
徒报反叶徒候反”、
“好呼报反叶许候反”，把吴氏之补音改作本音加注读候韵的叶音，然后将“轴叶
音胄”、
“抽叶勑救反”，则全段协宥候（即相当清代学者的幽部去声），句句韵。朱子将豪韵字改读侯
韵来协韵，是以闽北方音为据［"］，吴棫也是闽北人［#］，他同样也知道其方音中“好”可读候韵去声，因
为吴氏《韵补》去声宥韵就收“好”字，音许候切，所引文例为《楚辞》。可他在《清人》诗中不取此叶，
恐怕是他看到韵脚字全属豪韵字本身可协的缘故吧，这就过于拘泥诗韵了。该韵段的叶韵，不但朱
氏理据充分，而且与后人的古韵归部相符。朱吴相较，朱胜于吴。
其次，在文献考证方面，宋人用来考证古音的文献大致有两类：韵书和包含古音注的经传注释
与古诗用韵的统计。统计的思路大约是：古诗中一个字较多的与另一类韵字相押，即使不合诗韵，
也应当认作古有此读。朱子在跟学生讲学时曾对吴棫两处叶音有过正面批评，都与根据古文献考
订古音相关。一是批评吴棫将《小雅·常棣》的韵句“蒸也无戎”、
“外御其务”的“务（侮）”读作“蒙”的
叶韵。朱子说：
“‘外御其务’叶‘蒸也无戎’，才老无寻处，却云‘务’字古人读做‘蒙’，不知‘戎，汝
也’‘
；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协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亦是
［$］
（ %& ’()(）
协音‘汝’也。
”
朱子认为这段诗不该“务”读如“蒙”，应当是“戎”读如“汝”。理由为：第一，戎

古训为汝，
《诗经·大雅》之《江汉》、
《民劳》、
《崧高》、
《烝民》、
《韩奕》等篇郑笺均“戎犹女也”，
《 韩奕》
“纉戎祖考”句下的郑笺，李善《文选注》卷二四《答贾谧》下引作“戎，汝也”。可见，
“戎”、
“汝”二字古
训相通。第二，
“蒸也无戎”与“务”相韵，出自《小雅·常棣》，此外《诗经·常武》篇又有“戎”与“祖”、
“父”相韵。可知“戎”读作“汝”与遇摄字相韵并非偶然，有统计的支持。其实，朱子将“戎”读作“汝”
［!］
（ %& ’*）
还有一个理据，就是“戎”与“汝”声母相同，可以“切响同用”
。朱熹批评吴棫“无寻处”，显然

是指其证据不足。比较朱吴音叶，吴读“务”为“蒙”确实几乎没有提供实际可考的根据 !，朱子则有
三据，可备一说。另一处是批评吴氏将《商颂·长发》中“严”字改读“庄”不对。朱熹说：
“‘下民有
严’，协‘不敢怠遑’。才老欲音‘严’为‘庄’，云避汉讳，却无道理。某后来读《楚辞·天问》见一‘严’
字乃押从‘庄’字，乃知是叶韵，
‘严’读作‘昂’也。《天问》才老岂不读？往往无甚意义，只恁打过去
［$］
（ %& ’()(）
也。
”
这段话批评吴棫的“严为庄之避讳”
“无道理”。同样，王质在《诗总闻》也说“吴氏不必

以严作庄，避汉讳而改”，王氏引《集韵》
“严，鱼衔切”来解释“严”与“遑”叶韵，引韵书作据，不过咸摄
“鱼衔切”与宕摄“遑”之间协韵也觉得勉强，还需要解释。朱子引述《天问》
“熏阖梦生，少离散亡，何
壮武厉，能流厥严”来论证“严当叶音昂”，在《楚辞集注·天问》严字下，朱注“严叶五郎反，
《诗·殷武》
篇有此例”，以同时代文献相似的用韵互相印证，寻求其条例，显得理据比较充足。当然，
“ 严读同
（ %& !*）
昂”还有闽音为依据，不过朱子在这里没说［"］
。此外，
《 商颂·长发》第五章句末韵字“共厖龙勇

《韵补·一东》中读“务”为谟蓬切，引的例据正是《常棣》，可见其证据不足。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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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竦总”，吴氏仅于“共”补音居容切，
“厖”补音莫红切，认作两韵段：
“共厖龙”叶平声，
“勇动竦总”叶
上声。王质认为这种叶音不妥。他说：
“若欲平叶则六句皆叶龙，若欲仄则六句皆叶动，三平三仄亦
可，但与上不类。”所谓“与上不类”，是指本诗第四章在句式上是与第五章对偶的。而第四章的用韵
是通押尤韵的句句韵，故而其对偶章也须句句韵。朱氏正是取与前章相似的方式对吴氏进行大修
改，
“共音恭叶居勇反”、
“厖莫邦反叶莫孔反”、
“ 龙叶丑勇反”、
“ 动叶德总反”，则句句韵，叶东钟上
声。对吴氏叶音而言，朱氏只改动“共”、
“厖”两字而已，但关键却在“龙厖”。“龙厖”字本读平声，未
见上声的读法，
“共”有平去两读，故吴氏定“共”字读平声。然“龙共厖”均有上声古读，
《经典释文》：
“龙，毛如字，郑作宠”；
“共，毛音恭，法也，郑音拱，执也”；
“ 厖，莫邦反，厚也，徐云郑音武讲反，是叶
拱及宠韵”，载之甚详，读上声者，郑玄说也。朱子取郑读，做到了句句韵，符合王质说的与上章对偶
相称，较吴氏胜。
其三，朱子论定古音据音理推阐主要有四声互用、声符推古两例［!］。据声符推古音，吴棫也是
用的，但在某些问题上似不如朱子。如《邶风·二子乘舟》第二章叶“逝害”，吴氏“害”补音“暇憩切”，
叶去声。朱氏在“逝”下注：
“此字本与害叶，今读误。
”
“害”下不但没有照抄吴氏，而且没有注叶音。
表面上看，好像朱子这里也是按去声来叶韵，说“逝”本与“害”字叶韵，似乎是要改读三等细音的
“逝”为洪音。但后面却又来一句“今读误”，就叫人不太明白，毕竟“逝”的“今读”究竟怎么“误”他没
有说。朱子经常说注书从简，不过这里似乎太简了一些，致使这个叶韵该读哪个音，为什么要读这
个音，不甚清楚。从《朱子语类·卷一四〇》找到了他的一段话，恰是对这个叶音的说明：
“‘逝’字从
［"］
（ #$ %%%&）
‘折’，故可与‘害’字叶韵”
。原来，朱子认为“逝”字的“今读误”是指其声调，因为“逝”字从

折得声，其古音就是读“折”，今音读成了去声，所以误。朱子是从谐声来推古音的，按谐声推求古音
“逝”的古音从其声符推就读为入声“折”。然而，
“逝”读入声
符合宋代古音学求古音原则［!］。所以，
“折”音，跟去声“害”怎么押韵呢？朱子认为，
“害”字古音也读入声“曷”，这个叶音在《诗集传》中是
一以贯之的，如《诗集传》的《蓼莪》第五章、
《 四月》第三章、
《 生民》第二章、
《 荡》第八章下都可见到
“害叶音曷”叶音，所以，在这里“害”应当也一样读为“曷”。“曷”属山摄曷韵开口一等，
“ 逝”的入声
“折”音属山摄入声薛韵开口三等，两音声调和主元音是和谐的，仅洪细略有差异。《郑风·女曰鸡
鸣》第三章叶“来赠”，吴氏“来”叶陵之切，王质看出有问题。他说：
“惟来赠不叶，赠当作贻字转。
”从
王质的话推测，吴氏只叶“来”字，没注“赠”字的读音，按王质的意见，
“ 赠”当转读“贻”，方可叶韵。
“赠”为什么可转读为“贻”呢？猜想是“赠”、
“贻”义通，而取其训读。无论怎么说，吴棫是将本段叶
阴声之韵，但他没有解决“赠”字阳声如何与阴声韵“来”相叶的问题。《毛诗补音》和《韵补》中都不
见说到“赠”字的古音。而朱氏叶音则完全不同：
“来叶六直反”、
“ 赠叶音则”。从所注切下字看，朱
子认为本段古音当叶入声职韵。“来”读入声，音如“力”，有两个根据：其一是当时方言“来”有“陵之
切”的实际读音，此亦见于《集韵》，为平声；其二是据宋代古音学“四声互用”的音理读为入声，就是
“六直反”，
“赠”叶音“则”也是根据“四声互用”转读入声的。“四声互用”又称“旁纽”，其内容类似清
（ #$ ’(）
人的对转［!］
。朱子这样叶音，可以说对解决该韵段古音叶韵问题提供了在当时学术水平下的

最佳方案。
此外，朱子还综合运用文献与音理两条途径来修订吴氏的叶音。《大雅·抑》第十一章叶“昭乐
惨藐教虐耄”，吴叶去声，故昭之笑切，乐鱼教切，惨七到切，藐眉教切，虐宜教切。朱氏改叶入声，则
为昭叶音灼，惨（按，当为懆字）叶七各反，教叶入声，耄叶音莫。这个韵段从《切韵》音系来看，有三
个入声字，两个去声字，一个上声和一个平声字，声调不和。吴氏认为古音当叶去声，故除原读去声
的字外，给 ) 个字补注去声的音。朱子改订为入声，就只需注 " 个叶音，其中昭叶音灼，其实是昭
（炤）的异读，
《诗经·小雅·正月》第十一章“亦孔之炤”
《释文》炤音灼，该句《礼记·中庸》引作“亦孔之
昭”，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据此定“昭”、
“炤”为或体，在该书第六卷二萧与宵通云：
“ 昭，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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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或作炤。
”可见，朱子读“昭”为“灼”是有根据的。耄叶音莫亦见于《周南·关雎》。只有“惨”、
“教”两字读入声可据“四声互用”来定。可见，朱子的改订较之吴氏非但经济合理，而且理据充分。

二、期于古韵相协的前提下使韵段入韵字洪细开合与声调和谐
有一些《诗经》韵段在协什么韵部的大前提下，朱子同于吴棫，但又修改了吴棫切语，这是因为
朱熹的叶音不但考虑到韵（韵基）是否可叶，而且还照顾到了开合洪细（介音）和声调是否相同，这样
的叶音朗读起来更加和谐。主要包括以下三条：
第一，对开合和谐的修订。朱子改吴氏叶音合口为开口的例子如《郑风·将仲子》第三章韵字
“墙桑兄”，吴氏补音“兄虚王切”，阳合三；朱改为“叶虚阳反”，阳开三。全诗若按吴氏则开口（墙桑）
与合口（兄读虚王切）押韵，朱子将“兄”字改订成“虚阳反”，就同属开口。《大雅·抑》第五章：
“ 白圭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
“ 为”字吴氏叶“吾何切”，读果摄歌韵开口一等，其音同
“娥”；朱改“叶吾禾反”，戈合一，其音同“讠为”。这样一改就与本韵段的“磨”字同属合口，介音和谐。
其实，这里朱子还照顾到跟“为”字本身的等呼相应，即“为”字本为五支合口，从支韵读为歌韵也当
读合口的“讠为”。从谐声来看，
“为”读“讠为”也是合音理的。这比吴氏简单地将“为”字读入果摄开口
就多了一层讲究。
第二，对洪细和谐的修订。《大雅·生民》第二章第一韵段韵字“达害”，吴氏“达”补音“徒对切”，
读队韵合口一等；
“害”补音“暇憩切”，读祭韵开口三等，同叶去声，虽同读蟹摄且声调相谐，但开合
洪细明显不伦。朱氏“达”注音“他末反”，
“ 害，叶音曷”。“达”字《广韵》音唐割切，定母，而朱子音
“他末切”，透母，是否有误？查《生民》篇之“达”字原句“先生如达”，毛传“生也”，郑笺“羊子”，朱子
释为“小羊也”，从郑氏。陆德明《经典释文》音“他末反”。而《广韵》唐割切的“达”，义为“通达”，显
然不是《诗经》上的“达”字。《广韵》曷韵他达切小韵收“

，小羊也”，此即“先生如达”的“达”。原

来，朱子的注音是结合音韵训诂综合考察的，所以他取《经典释文》的音，直接注音“他末反”
（即他达
切），不看作叶音。而吴棫读作定母，可能没注意到韵书的“羍”才是《诗经》的“达”，于是就根据韵书
“达”字作音了。这一条生动反映了朱、吴两人注音的旨趣不同。当然，这里也绝不是定母的浊音清
化。“害叶音曷”的根据还是那条“四声互用”。如此，读“他达切”的“达”与“音曷”的“害”就都是曷
韵开口一等，读起来开合洪细都和谐了。朱熹在这里不但改订了洪细，还改订了韵部（韵基）。当
然，
朱子只改订洪细而不改动韵基的例子也是有的，如《唐风·扬之水》第一章韵字“凿襮沃乐”，
“沃”，吴《补音》
“
“叶

缚切”，切下字属药合三等，照吴氏读，全韵段药铎两韵洪细通押。朱子将“沃”改

反”，属铎韵一等。则全韵段均叶铎韵一等。此外，朱子还有改吴氏所叶洪音为细音的例

子，如《小雅·桑扈》第二章韵字“翰宪”，吴氏“翰”叶“胡干切”，
“宪”叶“虚言切”，取山摄一三等相叶。
朱氏“翰”叶“胡见反”，
“宪”不注音，叶读本音，则取山摄三四等去声细音相叶。同样，
《 大雅·江汉》
第四章：
“宣翰”，吴氏“翰”叶“胡干切”，寒开一，
“宣”字不注叶读本音，则本段取仙三等与寒一等韵
相叶。朱氏“翰”改订“叶胡千反”，读先韵开口四等，则本段乃平声仙先两韵相叶，同为细音。上两
例“翰”字吴氏补音实际上只是改声调一律叶平声，音的洪细并没有措意；而朱熹则“翰”字声调取平
去两读之平声外，韵却一律读细音。原韵段中韵字洪细夹杂，朱熹统一改洪读细，可能反映了他对
山摄古音的看法。
朱子这种强调开合洪细相谐绝非偶然，而是有意为之，其意可归为两点：一是照顾被叶音字原
来的开合洪细，如“为”字本为合口字，改叶也读合口；二是尽可能照顾改叶以后韵段读音的等呼和
谐。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凡属于需要强调等呼和谐的地方，朱子总是加以改订，甚至不厌其烦。典
型的例子是给“友有右”三字改订开合。“友有右”三字中古属流摄，在《诗经》时代属之部，现在这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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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常识。吴氏当时叶止摄，音“羽轨切”，读为合口，在《韵补》中均收入上声四纸。三个字中古都是
流摄开口三等喻母字。吴氏怎么定其古音为合口？推测吴氏的根据来自对“有”字的古诗用韵与谐
声的双重考察。杨简《慈湖诗传》之《芣苢》下云：
“《补音》有，羽轨切。《说文》痏洧鲔皆以有得声。
《史记·封禅颂》有与祉叶。《龟策传》有与纪叶。《司马相如叙传》有与始叶。班固《西都赋》有与里
叶。付毅《洛都赋》有与畤叶。按，采有此苟切，有有云九切，宜从两读例。而诗十用有韵，无作云九
切者，今定从一读。
”! 徐蒇《韵补·序》也说“有为云九切，而贿痏洧鲔皆以有得声，当为羽轨切”，从
这条引文可知吴氏是折中古韵与谐声而得其音。也就是说，吴氏认为“有”字古韵押“祉始畤里”等
止摄字，又与“洧”等合口字谐声，故定其古音当为止摄合口。“有”既为合口，则同类的“友右”也还
看作合口。但朱子在《诗集传》中将这三字的叶音大多改订为开口“叶羽己反”，总计 !" 次（友 #、有
$$、右 %），不避重复。大概是认为在这里简单应用“谐声推古”定其开口似有不妥。因为“有”字所
有的谐声字并不同质，
“洧”固然是止摄合口三等字，但“贿”乃灰韵合口一等，
“ 宥囿”等字又属于开
（ &’ !()）
口三等，而朱熹古音中灰韵独用，既不同于咍韵，也不同于支微韵［#］
，故此，仅据谐声取音则开

合均宜，那么确定其开合主要看它出现在什么样的韵段中，改叶之后能达到韵脚字开合洪细和谐即
可。“有右友”诸字多与止蟹摄开口字相押，故其音叶也就多改为开口了。
第三，对于声调和谐的修订。《小雅·斯干》第九章第一段：
“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
弄之瓦。
”
“瓦”，吴氏叶危委切，纸合三，上声；朱氏改“叶鱼位反”，至合三，去声。该段韵脚字为“地
裼瓦”，吴氏“瓦”字叶上声，则取上去通押；朱氏叶去声，与同韵段“地”、
“裼”两字同读去声。

三、期于在不变更古韵的前提下使韵脚更接近诗韵
众所周知，宋代实际语音已与诗韵大不相同，但诗韵凭借其在科举考试中的权威仍在读书人中
有很高的地位，文人做诗通常还是依从诗韵。朱熹在《诗经》叶音中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不违背
他的古音前提下，朱子注叶在许多场合是照顾了诗韵的。比方说宋代实际语音中蟹摄细音祭废齐
三韵已并入止摄，形成支微部。而蟹摄许多字在上古音中本属脂、之两部，在《诗经》中也常与脂、之
两部字同韵段相叶。遇到这种情况，吴棫通常是将这些蟹止摄字叶读齐韵，如采叶此礼切、子叶奖
礼切、丝叶新赍切、宰叶奖礼切、在叶此礼切等。按照吴氏叶音读，原韵段中就成了脂之与齐通押，
这当然符合宋代通语，无可厚非。但却不符合诗韵。朱子在很多韵段就将吴氏的齐韵系切下字改
订为止摄诸韵字，共 $# 条，见于“采子丝弟宰在涘梓耔”等 * 个韵字的切语，下面略举几例：
《召南·何彼秾矣》第二章：子，吴补音奖礼切，荠开四，朱改叶奖履反，旨开三。
《鄘风·蝃蝀》第一章：弟，吴补音待礼切，荠开四，朱改叶待里反，止开三。
《小雅·小弁》第三章：在，吴补音此礼切，荠开四，朱改叶此里反，止开三。
这些改订是不是反映了在朱子口中齐韵四等与止摄三等存在语音分别？全面考查朱熹叶音就
会发现，他的叶音对吴氏此类改订并不严格。如《周南·葛覃》第一章第二韵段韵字“萋飞喈”，吴棫
在“喈”下补音“居西反”，并明确注上“叶飞”字样，止摄的“飞”下不注叶音。这意味着止摄“飞”字可
以凭本读的身分跟齐韵的“萋”和读作齐韵的“喈”字相叶。朱子对该条用韵的处理与吴氏相同，仅
将喈“居西切”写作“叶居奚反”，
“飞”字下不注叶音，仍是齐与止摄字相叶。在《诗集传》中，齐叶止
摄的例子计有 )% 例，有的是改叶别韵字为齐韵以与止摄字相叶，如前所引例。还有的韵段韵字本
身就是齐韵字与止摄各韵的字，那么，朱子就不注叶音，表示它们直接相叶，如《卫风·硕人》第一章
韵字为“颀衣妻姨私”，齐韵的“妻”与脂微韵字相叶，朱子没有注一个叶音。王力先生因此指出：
“齐
《韵补》上声纸韵羽轨切小韵的“有”字下没有，可见《补音》不同于《韵补》。
! 这段考证文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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荠霁已经和支纸、脂纸至、之止志、微尾未合为一个韵部了。朱熹反切在这方面是和宋元韵图一
［!］
（ "# $%&）
致的。
”

由此可见，在“以齐叶止摄”中，朱熹跟吴棫没有什么不同，对某些吴棫补音“以齐叶止摄”进行
改订，是一种局部修订，其目的可能是为了使原韵段用韵更接近诗韵。如《关雎》第三章韵字“采
友”，吴氏“采”补音此礼切，
“友”补音羽轨切。从诗韵的角度来看，就是上声荠韵与旨韵通押，不合
诗韵，且开口合口混押。朱子改订“采”字“叶此履反”，
“ 友”字“叶羽己切”，就是止旨同用，符合诗
韵，且均为开口相押。全部 ’! 条改订都可以这样来看。

四、结

论

通过上述实例考察，大致可以看出朱熹批评吴棫的“未尽”与“推不去”有两层意思：一是吴棫有
错讹之处，典型的如将“严”字认作避讳改读“庄”，
“务”字读“蒙”，
“害”字读“暇憩切”等；二是吴棫没
有做到尽善尽美，虽不一定至于错，但其所补音还有可议之处，因而在不违背其古音的前提下，朱子
作出许多修订，使之更加和谐，更符合一般音理。从所修订内容来看，朱熹音韵学造诣明显高于吴
棫。还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雅·抑》第三章韵字“今政”，吴氏仅叶“政诸仍切”，
“ 今”字不注
音，显然吴氏只注意到该韵段中平声与去声不合，故改“政”为平声，而没有考虑这里还有韵尾不合
的问题，这是因为吴棫口语中() 尾与(!已经相混，这个韵段照吴氏的叶音，是() 尾混押(!尾。朱
氏改订为“今叶音经，政叶音征”，则全诗押(!，修正了吴氏鼻尾混淆的问题。
看到朱子对吴棫这些修订，不得不使我们产生更多的思考，以重新审视朱子叶音的语音价值。
如《月出》第二章韵脚字“懰皓受慅”，吴棫补音“受时倒切”，
“慅七老切”，朱熹同之，连皓字一起都是
洪音，仅“懰”字音细，所以朱子改叶“朗老反”，让它们全叶洪音。至于“受叶时倒切”以三等上字切
一等下字，不合音理，但如此讲究洪细和谐的朱熹却没有改换切上字，这就恐怕不能简单地看作疏
忽，很可能实际语音中章组字正在洪化，亦即正在卷舌化，故可以拼一等。又如《小雅·大田》第一章
韵脚字“谷硕若”，吴氏“谷”补音“讫约切”，读为药开三细音；朱改“叶工洛反”，为铎韵开口洪音。但
吴氏叶硕“常约切”，下字仍是三等，朱子却从之，又不据洪细改订其切下字了。表面上看，这个韵段
朱熹的改订有两个问题：一是吴氏叶音均为三等，全读细音，照《切韵》音系本身洪细是和谐的，朱子
改订谷“叶工洛反”似画蛇添足；其二，若要改读洪音，则“硕”从吴氏“叶常约反”又不伦，也当改读洪
音而未改。其实关键就在章组字，只要将韵段中章组字看作洪音，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
“硕若”两个章组字本身如果已读洪音的话，该韵段中朱子只需将吴氏“谷讫约切”改读洪音就和谐
了。这也可以印证为什么会有“受叶时倒切”等章组切一等韵的音，前文提及的“害读洪音曷”与“据
声符读为折的逝”叶韵洪细略为不谐，若章组读洪音则“折”与“曷”就无不谐。总之，如果章组卷舌
化的话，不论下字是洪是细，切出来的都可以看作是洪音。当然，仅凭这几个例证就论定南宋时章
组就已经卷舌化似为时过早，不过这可以提醒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同时也体现了朱熹叶音改
订吴棫补音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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