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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本文

獻給

在石門坎和我一起度過童年時代的朋友們！ 



 





前言 

 

敝人是一個能講苗語、會寫苗字的人，但對語言文字只有初淺的瞭解，不會

賦詩，不會填詞，更不是語言文字工作者。僅僅由於苗語滇東北方言即大花苗語

是我的第一母語，所以我對自己認為還沒有完全解決的苗語問題，如，什麼是石

門坎語音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來和同胞們交流討論。 

苗語滇東北方言即大花苗語，目前至少有六種文字，其中四種文字的比較，

敝人曾另紙敍述過。本文所提及的苗文，筆者一律僅指石門坎苗文，敬請原諒。 

   

 

                      





















《》的中文直譯

愚者耿忠藏禮柯，感謝老一輩教導，尚能講苗語，會寫苗字。但是大量的苗

族文化知識則較缺乏。依著我們自己有苗族人的血脈，大家從小講苗語長大，這

樣，我想說出自己的一個想法來與同胞們商討，大家共同探索，將其分辨清楚。

這件我想說的事是：什麼是我們大花苗的石門坎語音。

耿忠藏礼柯

主後二千零六年新曆第九月二十四日

在大城開始動筆



1         什麼是石門坎語音 

查閱詞典，我們得到了關於“話、語和語音”的概念。 

話，“從人的發音器官發出的用於表達思想的聲音”。 

語，“人說的話”。 

語音，“語言的聲音，即人說話的聲音”。 

這麼看來，石門坎語音就是石門坎人說話的聲音。石門坎居住著苗族人漢族

人回族人彝族人，他們有著共同的語音——漢語語音，也有著不同的語音——各

民族自己的語音。我這裏只討論苗族人的語音，所以這篇文章所說的石門坎語

音，從其特義上來講，就是石門坎苗族人說苗語的聲音。 



























石門坎語音，或稱石門坎苗語，是我們大花苗居住在石門坎的同胞講苗話時

所使用的語調。 

這些語調，在一百年前開始創制苗文的時候，柏格理牧師就已將它用作大花

苗的標準語音。因為這種話與其他地方的大花苗語相比，它的語調溫柔悅耳，語

句斯斯文文，同大花苗人的形象很相似。

    這種話以首先遷徙到比諾領地居住的苗胞語音為基礎，又接受其他地方大花

苗同胞所有的文明禮貌用詞來補充於內，創導出各處老一代的苗族知識份子們都

遵行使用的普通話。 

    按照石門坎語調講出來的大花苗話，我們稱為石門坎苗語那些按照柏格理

牧師率漢族苗族老一代知識份子們創制出的苗文字母及其組字原則、又依照石門

坎語音寫成的字，我們稱其為石門坎苗文。 

石門坎苗語和石門坎苗文都需要認真學習才能明瞭、掌握。 



2        為什麼要討論石門坎語音 

2.1 一百年來，即自從有石門坎苗文，石門坎語音便被當作大花苗的標準語

音。也就是說，大花苗的標準話是石門坎當地的苗語。但是，為什麼要以石門坎

語音為標準語音？這種語音有什麼特點？怎樣才能做到正確使用？這些問題我

們還沒有詳細討論過。為了弄清楚這些問題，我不得不試一試寫出自己的看法。 

2.2 五十多年來，石門坎語音在苗語滇東北方言中所處的位置、所起的作

用，以文字形式記錄下來的有以下內容及文件： 

2.2.1「苗文的標準音是貴州省威甯縣第八區石門坎的話」。見於《苗語北部

方言文字的改革方案（草案）》，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 

2.2.2「滇東北方言------以貴州省威甯縣石門坎的語音為標準」。見於《苗族

語言文字問題科學討論會決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七日，貴陽。 

2.2.3「苗文以貴州省威甯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石門坎的語音為標準音」。見

於《苗漢簡明詞典》(滇東北方言)，貴州省民族語文指導委員會研究室編，一九

六五年二月，貴陽。 

2.2.4「決定繼續用石門坎標準音規範滇東北次方言」。見於《苗漢簡明詞典》

(滇東北次方言) ,張志宏主編，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楚雄。 

上述這些書文都一再提到以石門坎語音為苗語滇東北方言的標準音。但近五

十年來，不少滇東北苗文著作，並沒有使用石門坎語音作標準音來書寫。許多作

品，朗讀起來語調怪怪的，沒有石門坎苗語的語韻和情感。 

 

大花苗的文字是一種表音文字，不一樣的話音，會出來不一樣的字。為了不

把非石門坎語音當作石門坎語音來推廣，把大花苗的文字弄得五花八門。筆者不

得不寫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來同真正關心大花苗語文的同胞們探討。 

 

2.2.5 相當一些年份以來，我們一些處在領導崗位的大花苗同胞曾多次講

出：只要大花苗人能聽懂的苗語，就是石門坎語音。 

    2.2.6 有一部分從事教育工作的同胞談到：石門坎方圓一百華里的區域內，

大花苗人講出的話，都是石門坎語音。 

    後面這兩種觀點，也有待於商榷。 

    一九五二年以前，大花苗的知識份子們是很重視石門坎苗文和石門坎語音在

整個大花苗語言區的使用和推廣的，不論是講道是教學或是書寫，都特別認真對

待。為什麼老一輩們要那樣做？值得我們大家去好好深思並盡力去效仿。 

 



3      石門坎語音是如何變成大花苗的標準話的 

根據苗族老師們的講述，首先，選中用石門坎苗語做大花苗標準話的人是

Rev.Samuel Pollard ,即柏格理牧師，他是石門坎苗文最關鍵的創建人。 

一九〇四年，在同各地的苗族拜訪者認識以後，羅但以理（新隆廠）是柏格

理的第一任苗語教師，之後還有朱彼得（黑石頭）等，一九〇四年底選定家居石

門坎雨灑壪的楊雅各為他的苗語老師。據先輩們講，這是其他地方的苗語語調不

夠柔和、命令語氣很重，用苗語說是，而楊雅各講

出的石門坎苗語婉轉柔和，柏牧師認為，這種語調很似苗族人的形象：禮貌，謙

讓，文明。就依據語言聲調和大花苗的民族形象非常吻合這一點，柏格理牧師確

定了用石門坎苗語作大花苗的標準話。

如此看來，楊雅各先生是第一位用石門坎苗語同外界交流後，其出生地的語

音被確定為大花苗標準話的人。所以如果可以用人名來限定語音的話，那麼，敝

人認為將石門坎語音稱為雅各語音那也未嘗不可。 

    建立了教堂和學校以後，石門坎成了各地求學的前輩們滙聚的地方；來自各

方的教牧人員也彙攏到石門坎工作。他們語言的優秀部分逐漸融進了石門坎苗

語，增加了它的語彙語音內容；他們也把石門坎語音帶到了各自出發而來的村

落。如此不斷地來往，經過近半個世紀的交流，到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石門坎

苗語的內涵已經不停滯于初創苗文時的那種狀態了， 它更豐富更完全了。所以

石門坎苗語語音是大花苗內部各地方語言交流、選擇而出現的成果，它自然應當

成為大花苗的標準語音，即大花苗的普通話。 

以後創制大花苗文的先輩們，又按石門坎語音編寫和翻譯了教材和書籍。一

九五二年，中央民族學院苗語專業的畢業生來實習滇東北方言苗語，也選址在石

門坎。這些行動，進一步肯定了石門坎語音在大花苗語裏的指導地位這一現實。

 



4      要明瞭石門坎語音必須熟讀的一本書 

石門坎當地的苗族語言，隨著時代變遷和人員交往增多，加上事前沒有可能

特別地加以規定，所以幾十年後也會發生一些變化，但其基本語音是沒有變的。

也由於苗文創制年限不長，文字的書寫尚不能完全達到規範要求，所以用石門坎

語音作標準音所創制的字和出版的書也難免有少部分的字詞存在需要改進的地

方，但總體看來《》（新約全書）依然是按石門坎苗語去造字刻寫刊印

出來的。從研究文字、語音和苗語語法的角度去看，目前和將來《》

都是一本最有權威的苗文書籍。 

任何人想瞭解石門坎語音進而能講出一口流利的石門坎苗語的話，都應該去

讀熟這本書，否則就可能會有許多非石門坎語音的辭彙、語序、稱呼等被當作標

準話納入教材。 

另外，也不能囿於這本書，該書出版年代較早，其中有一些當時尚不能明確

從而能及時解決的語音及文字問題，它們是前輩人留下的作業，我們有責任根據

石門坎教師們探明了的苗文書寫造句組詞規律，去逐一識別補充。 

 



5      石門坎在什麼地方 

為了便於普及推廣苗族語言文字，苗文各大方言區都明確指出本方言標準語

音的發生地。那麼，苗語滇東北方言的標準語音發生地石門坎在什麼地方呢？ 

    石門坎位於北緯二十七度十九分東經一百零四度偏西一點的地方。在貴州省

的威寧西北、赫章以西，雲南省的昭通以東、彝良以南，在雲貴邊界上礴刀嶺東

南面的一個偏坡上。 

 

 



6      石門坎語音的特點 

石門坎語音包容了各地方苗語滇東北方言的基本語音，與其他地區的大花苗

苗語比較，石門坎苗語的語氣較為婉轉，語調較為優美，語音較為悅耳，並且組

詞文明。 

它有六個聲調和十餘處在字片語成（字詞組成）及發音上不同於大花苗苗語

其他語區的地方。這些特點，我們將在後面第八部分（8）分別一條一條地進行

介紹。 

 



7      石門坎語音的六聲調 

石門坎苗語有六個聲調。 

一九五〇年前，石門坎學校的苗語老師曾講述過它有七個聲調，究其原因，

主要是為了用其第一、三、五、七這四個調來標注漢語的陰陽上去這四聲而人為

規定的。因為七聲調中的第二、三聲的調是一樣的，所以按當時講解“七聲調”

的老師們的本意來講，石門坎苗語也只有六個調。 

尊從石門坎苗族老師們的意見，張紹喬、張繼喬兩位牧師在他們與王明基先

生一起收集，而後由他們兩位在英國整理完稿的《苗英辭彙》，也使用七調注音。

但是其中標二調與三調或三調與四調的字詞，它們裏面有不少實際讀音相同。 

 

如同漢語四聲調，可以用“英雄好漢”、“高朋滿座”、“山明水秀”、“光

明磊落”等詞語來向初學者說明語音高低一樣，苗語的六個聲調，也可以用字詞

和句子等來表示或說明。 

 

7.1用字標示 

第一聲 第二聲 第三聲 第四聲 第五聲 第六聲 

兔 友 罵 丟 劈 高興 

難 厚 宰 來 吵 踢 

犬 遠 摘 江河 粥 脫離 



用句子表示

字在句中的順序，也即是聲調順序。如：



脫病痛棄苦難，

書指點隨拼讀，

虎擒豬畜跑盡，

主施恩羔羊喜，

遵教導能及人，

錦裙衣妞製成。

 

這裏要指明的是，石門坎苗文發第二第三聲的字詞，其韻母均寫於聲母的右

上角；發第五第六聲的字詞，其韻母均寫在聲母的右下角；發第一聲的字詞，其

韻母寫在聲母的上方（頂端）；發第四聲的字詞，其韻母寫於聲母的右中側。 

 



73用樂譜標示 

石門坎苗語的六聲調還可以用線譜近似地表示如下 

 

 



關於苗語聲調的其他論述 

一九五六年以後，出於研究的需要，學者們先後提出過苗語滇東北方言，即

大花苗語有十個調（見於《苗語北部方言文字改革方案（草案）》，一九五六年十

一月，在貴陽公佈），八個調（見於《滇東北苗文改革方案（草案）》和《滇東北

次方言規範苗文》）。 

這麼多的聲調出現僅是學者們研究的需要呢？還有其他需要？感興趣的人

們可以深入地去探尋。但是，作為講苗語滇東北方言的人來說，也即作為講大花

苗語的人來說，要緊的是自己一定要記住，苗語石門坎語音只有六個調，千萬自

己別把自己搞糊塗了。 



關於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右上角和右下角，讀第二、三調和第五、六調

的字詞判讀說明

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右上角和右下角的字詞各分別存在兩個讀音，因此讀

准這類字詞有一定困難，但只要我們經常使用自己的文字又注意分辨，那麼讀准

它們並明瞭詞義不是很難的。通常，單個字可能有兩種讀音，而雙字連詞便可能

有四種發音方式存在。 

現將母音字母都寫於一處的兩個字組成的詞存在的四種發音方式簡介於後。 



兩個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右上角的字，可讀第二、三調的詞語判讀舉例



兩個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右上角的字，兩個都讀第二調的 


粉狀，

根系，


後面，
多少，

習性，


何時，

人，
侄子，

俯伏，
十字架，





醜，不好看。

兩個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右上角的字，兩個都讀第三調的 


怎麼樣，

喉，
頭，

一個樣，
每年，


君王，

福音、好消息，
今天，

送客。



兩個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右上角的字，頭一個讀第二調後一個讀第三

調


子孫，

新郎新娘，
朱姓，

真理，
教導，


先生，

小了，
聲音，

客人。

兩個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右上角的字，頭一個讀第三調後一個讀第二

調


做事，

過年，
每天，

安康，
好客


放心，

壯膽，
可憐，

住處，
坐月子



兩個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右下角的字，可讀第五、六調的詞語判讀舉

例



兩個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右下角的字連詞，且兩個都讀第五調的 


蝙蝠，

他說，
來往，

接著背負，
妻姐的丈夫，


能到達，

全部打完，
周圍、附近，

窮困，


縫帽子。 



兩個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右下角的字連詞，且兩個都讀第六調的 


昨天，

真高興，
看嘛，

捉走，
快點，


跑到，

顯出，
偷看，

擺脫，
學你們。



兩個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右下角的字連詞，頭一個讀第五調後一個讀

第六調的


回來了，

真能幹，
等待、期盼，

對不對，


姐妹，

去研討，
詛咒，

到達，
災難，


幸災樂禍。



兩個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右下角的字連詞，頭一個讀第六調後一個讀

第五調的


很相，

留神、小心，
看得起，

人們說，
疲乏，


燃起來，

十步，
挨打，

可能是，
笨小夥，


各人、各自，

放聲哭、喊。







由於有上述情況存在，這類苗字若要一看到便能讀准它們是困難的。如

可為二也可謂做，可為子也可謂斷，

可為菜也可謂好，可為教也可謂客，

可為嚇也可謂讀，可為勤快也可謂鋤，

可為膽量也可謂撕，等等。 

又如：

可為內弟也可謂做事，可為根系也可謂怎麼樣或怎麼回事，

可為後面也可謂人發出的聲音，可為問他也可謂控告他，

可為能走也可謂去探究，可為能跑也可謂被驚嚇致癱軟， 

可為不給也可謂不買，等等。 

於是，許多學人萌發了對石門坎苗文再行創改，這種願望是非常美好的，但

用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收效不大。

已有數千年歷史的中文，許多字都有一字多音多調多義的情況。如：行、和、

會、參、長、覺、還、差、車、卡、樂、單、率、堡、落、見、瀑、重，等等這

些字。類似的漢字上百近千，運用數千年沒有聽說造成了使用混亂。苗字就一定

非改成一字一調一義不可嗎？ 

這是離開了苗語六聲調的敍述，不過筆者認為要在這裏特別強調一下，所以

贅述了。

一個特殊注釋

本節（）的開頭寫道：用苗語聲調的「第一、三、五、七這四個調來標注

漢語的陰陽上去這四聲」。這裏的漢語聲調不是指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漢語普

通話的四聲調，而是指川南、滇東北、黔西北三省交界區的漢語方言聲調，因此

那時苗語的第一、三、五、七聲這四個調與漢語普通話的四聲並不對應。 

現在看來與當時苗語第一、三、五、七聲這四個調對應的漢語普通話四聲應

該如下表所示 

等同苗語一、三、五、七聲的例字    

苗語例字的漢字詞義 抬、拎 水 來 買

與漢語普通話與其對應的聲調 陰 去 陽 上

以漢語普通話發音

與苗字字音高低對應的漢字

思

真

慮 

叫

前

人

景

喜

 



8 石門坎語音不同於大花苗其他語音的地方 

這種不同點有十七個方面，它們是筆者在本篇文章想強調的部分。 

（分別分條目敍述於後）



8.1 有很明顯的區別的一些常見詞和片語  

8.2 下列名詞石門坎苗語的聲調與其他地方的不同 

8.3 在對父母、夫妻的稱謂上，石門坎語音較其他地方的稱謂形式多，且含

義準確 

8.4 在下列代詞發音和使用上不同於其他地區 

8.5在人群稱謂上石門坎苗語和其他地方的苗語有以下不同之處 

8.6 在或這對詞的使用上，石門坎苗語極其嚴格，有別於相當廣泛

的苗區 

8.7石門坎人幾乎不用和這兩個字冠於詞前 

8.8石門坎苗語形容程度的辭彙豐富和表示語氣的詞句多樣  

8.9 在下來、講、說這些詞上石門坎苗語也有其特點  

8.10 石門坎苗語發第五、第六聲表示動作、意願、狀態、能力的辭彙，

在組成疑問式或否定式時，會發生音調改變

8.11 石門坎語音關於的的表述方式  

8.12 量詞在同數詞結合時其讀音會發生改變  

8.13 石門坎苗語表示序數的方式  

8.14 石門坎苗語關於方位的表示  

8.15 帶姓氏和地點的人名稱謂在石門坎苗語裏的表述形式  

8.16 頭一個字讀第一聲但不具備實義的詞，講話造句時那頭個字會發生變

調 

8.17苗語動詞及其首碼引發的詞義變化



有很明顯的區別的一些常見詞和片語 

下面列表對比相關的字詞 

石門語音 其他語音 漢語詞義 石門語音 其他語音 漢語詞義 

  道，光，理 
  炒 





  街 

  秤 


  斤（重） 

  欺淩 





  道理 




  趕集 





  曬壩 

  讀 


  拿，取 

  乾旱 

  破費 


  兩位 

  雙，對 



  蟾蜍 




  見亮 





  明天 

  弟，妹，孫   挑 


  關   溝渠 




  溝 
  空閒 


  你 

  壓抑 


  罩，籠 




  捅 


  划船 

  度日 

同時，也要強調指出，由單輔音   及其相關複合輔音與母音  組成的

字詞中，石門坎語音與本方言其他地區的苗語辭彙語音其詞義相同的仍然不少。 

如： 

那麼，掃，生氣，說道，談到，到達、趕上，，里程，

地點，地方，爬，趟、次，溜達、遊玩，照亮，亮堂

堂，明亮，馬鞍，那麼，種，犁地、執掌，菌，燃燒，

髮髻，小的，槍支，咒駡，無沿帽，、樹樁，

樹樁，農作物茬樁，噘，、香脆，號

角，捯線架、十字架，布穀鳥，匠人。

 

 



下列名詞石門坎苗語的聲調與其他地方不同 

下列名詞石門坎苗語的聲調與其他地方的不同，並且石門坎語音的聲調數要比其

他地方的多出一至兩個聲調。這種名詞在其基本聲調為第二第三聲的裏面。現分

列於後 



基本聲調為第二聲的名詞，可因為組詞不同而分別發第五第六聲；而

和    

則這些名詞基本上只發第六聲。

苗詞 音源 漢義 調序 苗語例詞及其漢義







石門

石門

其他

鼻

鼻

鼻

二

六

六

牛鼻，擤鼻涕，鼻涕

嘴臉，鼻子，鼻孔

牛鼻，鼻子痛擤鼻涕







石門

石門

其他

大

大

大

二

六

六

大水，大河，大雨，

大房子，大床，大老林

大水，大海，大房子









石門

 

石門 

石門 

其他

眼



眼

眼

眼

二

 

五 

六

六

大眼、到處張望，眼花， 

眼紅

眼球 

眼睫毛，眼淚，葡萄 

到處張望、大眼，眼球，眼痛









石門

石門 

石門 

其他

漢族

漢族

漢族

漢族

二

五 

六

六

漢語，漢族寨子，漢文書籍

漢族婦女，漢族少女

布鞋，漢族漢子

漢語，漢族小夥，漢文書籍







石門 

石門 

其他

男子

男子

男子

二

六

六

男學生，男子漢、大丈夫

一個男子，男女

男孩子







石門 

石門 

其他

伴，友



伴，友

二

六

六

男友，女友，別人的，別人

朋友，朋友，女朋友，男朋友，

朋友









石門

石門 

石門 

其他

城、鎮

城、鎮

城、鎮

城、鎮

二

五 

六

六

苗族古城，苗族古城，苗族古城

城市、城鎮，昭通

京城，昆明，城牆

苗族古城，苗族古城，昆明









石門 

石門 

其他

習性

習性

習性

二

六

一六

好習性，改舊習，

那個脾氣

壞脾氣，改舊習





石門 

其他

露水

露水

二

一六

露水，形成露水

露水，形成露水





石門 

其他

多少

多少

二

一六

多少位，多少匹馬

多少位，多少匹馬





石門 

其他

的

的

二

六

我的，你的，誰的

我的，你的，誰的









石門 

石門 

石門 

其他

豆

豆

豆

豆

二

五

六

六

綠豆，大豆，紅豆，豆腐

豆葉，豆莢，豆粒

野豌豆，豆殼，豆汁

綠豆，豌豆，大豆，豆腐





石門 

其他

邊

邊

二

六

地邊，海邊

地邊，海邊









石門 

石門 

石門 

其他

賊 

賊 

賊 

賊

二

五 

六

六

捉賊，追賊，兵匪，守哨

毛賊

小毛賊，大盜，匪首

捉賊，追賊，守哨小毛賊









石門 

石門 

石門 

其他

事情

事情

事情

事情

二

五 

六

六

大事，要緊事，事情、事務

大事小事

大事，重要事

大事，要緊事，事情、事務







石門 

石門 

其他

舅

舅

舅

二

五 

六

內弟，妻子的兄弟

一對郎舅

內弟、舅舅，妻子的兄弟









石門 

石門 

石門 

其他

雨

雨

雨

雨

二

五 

六

六

下雨，冰雹，一場雨

毛毛雨

大雨

下雨，冰雹，雨很大







石門 

石門 

其他

鳥

鳥

鳥

二

六

六

一種鳥，大雁

啄木鳥，鳥類，鳥巢，小鳥

大鳥，一種鳥

 石門 大麥 二 收大麥，大麥炒麵，播大麥









石門 

石門 

其他

大麥

大麥

大麥

五 

六

六

割大麥

小麥大麥、麥類

大麥杆

大麥炒麵，播大麥割大麥







石門 

石門 

其他

坡

坡

坡

二

六

六

坡，野鷹梁子，陡坡

坡面，坡內，滿坡樹木

坡，野鷹梁子，陡坡







石門 

石門 

其他

力量

力量

力量

二

五 

六

雇工，用力，有力枉自花

力氣

力量，有力堅定

雇工，用力，有力，白費力

氣





石門 

其他

親家

親家

二

二六

親家

親家









石門 

石門 

石門 

其他

軍隊

軍隊

軍隊

軍隊

二

五 

六

六

紅軍，當兵、參軍，抓壯丁

軍士、兵丁、戰士

匪盜、匪兵，大部隊，軍官

紅軍，當兵、參軍，抓壯丁





石門 

其他

疙瘩

疙瘩

二

六

疙瘩，起疙瘩

疙瘩，起疙瘩









石門 

石門 

石門 

其他

小夥

小夥

小夥

小夥

二

五 

六

六

男青年，男青年夥伴，英俊

青年男女

名誘之弱冠，名雅之弱冠，笨

小夥

男小夥，英俊、帥氣





石門 

其他 

內，裏

內，裏

二

六

城裏，家裏，中國

城裏，家裏，中國









石門 

石門 

石門 

其他 

飯

飯

飯

飯

二

五 

六

六

做飯，吃飯，米飯，蕎飯

剩飯，飯稻，非糯米非糯玉米

飯甑，飯鍋、盛有飯的鍋

做飯，吃飯，米飯，蕎飯

又如在綢、手鐲、生意、官員、下方、腋臭等等辭

彙的發音上，石門坎苗語的語音也明顯有別於其他地方。在上述辭彙的語調中，

石門坎苗語以第二音為主，並兼有第五第六聲的運用。而其他地方的苗語，則基



本上只發第六聲，且組詞時前面一個字有時要發第一聲。

石門坎苗語基本聲調為第三聲的名詞，可因組詞不同而發第二聲及第五

聲，而其他地方的苗語則只發第五聲。 

列表舉例如下：

苗詞 音源 漢 

義

調 

序

苗語例詞及其漢義









石門

石門

石門

其他

語，話

語，話

語，話

語，話

三

二

五

五

說話，好話，外語

苗語

刺耳的話，漢語

漢語，苗語，好話







石門

石門

其他

魚

魚

魚

三

五

五

漁，網魚，賣魚

魚肉，魚眼

漁，網魚，賣魚









石門

石門

石門

其他

手

手

手

手

三

二

五

五

手腳，伸手，用手寫

手掌，仙人掌

手指，拇指，手背

一隻手，伸手，仙人掌









石門

石門

石門

其他

柴，火

柴，火

柴，火

柴，火

三

二

五

五

柴燒，拾柴，燒火，啟火

柴禾

火焰，碳末，樹

樁，

柴燒，拾柴，燒火，背柴











石門



石門



其他

馬



馬



馬

三



五



五

騾，馬，驢，二月，

牽馬，騎馬，馬掌

騍馬，馬鬃，馬尾，

馬轡頭，駒子

騾，馬，驢，二月







石門

石門

其他

鼠

鼠

鼠

三

五

五

鼠很多，有鼠，貓逮耗

子

八月，鼠年，小耗子

鼠很多，有鼠，貓逮耗

子





石門

其他

衣裳

衣裳

三

五

衣裳，好衣裳，衣裳多

衣裳，衣裳多









石門

石門

其他

尿

尿

尿

三

五

五

排尿，尿臭，尿騷味

大小便，小便池，尿糞

排尿，尿臭，尿騷味

上述發第二、三聲的這些名詞將近有四十個，加上它們的片語，數量就更多

一些。近五十年來，相當一些有關苗文的書籍沒有使用石門坎語音的上述辭彙，

反而用上述表列裏其他地方的語音作為石門坎語音來發表，這是非常不恰當的。

我希望真正想用石門坎語音來表述苗語滇東北方言的同胞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 



8.3 在對父母、夫妻的稱謂上 

在對父母、夫妻的稱謂上，石門坎語音較其他地方的稱謂形式多，且含義準確。 



列表說明如下

石門坎語音辭

彙

漢語詞義 其他地方語音辭

彙

漢語詞義

 媽媽，我母親  媽媽，我母親

 爸爸，我父親  爸爸，我父親

 父母  

 夫妻  父母，夫妻

   

   

 我丈夫  我父，我夫

   

 我妻子  我母，我妻

   

 我妻子  

 我丈夫  

 我兒媳  

 我女婿  

要強調指出，在交談中提到對方或第三方父母時，石門坎苗語講作 

或 ，和都發第三聲。若使用或是不尊重

人的、失禮的；給在旁聽到的人印象是，講話者沒有教養或涵養差。

     

 

 



8.4 在下列代詞發音和使用上不同於其他地區 

 

8.4.1 人稱代詞你我他的讀音 

你，石門坎語音是，其他地區語音是；

他，石門坎語音是，其他地區語音是；

我，石門坎語音的苗文寫為，但應讀為第二聲。苗語我的讀音和角、

金、燙的發音相同，都是第二聲，不過寫法不同，我的苗文要寫為。目的

是為一目了然。

 

8.4.2 指示代詞的構成上，石門坎苗語很少使用母音為“”的相關辭彙。母音

“”的拉丁苗文為“ai”，如： 

“這張桌子”，石門坎苗語講 或 ，不講

“該女青年”，石門坎苗語講或，不講

；

“這個毛驢”，石門坎苗語講或，不講

總之，在使用指示代詞時，石門坎苗語幾乎不用與母音字母“（ai）”組成的

詞。 



8.在人群稱謂上石門坎苗語和其他地方的苗語有以下不同之處 



8.1在和的使用上不同

用石門坎苗語的稱謂 漢語譯義 其他地區苗語的稱謂

 我父母他們 

 親友們 

 新人們 

 朋友們 

 老師們、先生們 

 同學們、學生們 





在石門坎苗語裏決不用 稱呼友人，也不用於一般場合，用 稱呼他人是

很不禮貌的。 這個詞在石門坎苗族人看來，相當於漢語的“那幫、那夥、那些

傢夥、那夥子人”。

 

8.2 對成雙成對成群人員的稱呼上不同 

用石門坎苗語的

稱謂 

漢語譯義 其他地區苗語的稱

謂 

用漢語解釋其義 

 你們倆  倆臭小子 

 他們倆  那倆小子 

 他們倆   

 這兩位   

 那兩位   

 那兩位姑娘   

 這對新人  這對傢夥 

，在石門坎苗語裏包含了“你們兩位、他

兩位、這兩位、那兩位”的漢語意思。，在石門坎苗族人聽來，有“那

兩個傢夥”的意思，聽了給人不舒服的感覺。或在一些地方的苗胞很

隨意用，但石門坎苗語看作是最不禮貌的當面稱呼。和在講石門坎苗語

的人看來，有“倆小子、倆臭小子”的含義。和（他們）比和

好；（你們）比，，好。對於你們 這個詞，石門坎苗語只

用，而這些詞在石門坎苗族人聽來含有“你們這夥人”的內

容。



、和，、和，、和這三組詞中，

每組的三個詞都具有相同的含義，但禮貌程度文明程度依次遞減。

說話帶“ ”會給旁聽者造成兩種直接的印象：

一，說話人提及的對方是一些不值得他尊敬的人。

二，說話者不懂禮貌涵養差。 

 

8.3 石門坎苗語對人群的冠稱不用

用於對畜群或成群鳥獸的冠稱。來源於，如，，

，，等等。一些地方的同胞也用來稱“他們”。

  沒有貶義。

但石門坎人不用這個詞來稱呼人群，人群的“群”用“”。

指一大群人，而指一大群牲口。和都有“群”的含義，但苗語

使用有別，用於人，用於畜。 

 

8.4石門坎苗語對長輩的簡稱忌用

用冠於人名或稱謂，有“傢夥”“東西”的含義。有“那個小傢

夥”或“那些小傢夥”之意，一般沒有貶義，有時還可能是愛稱。但用於長者就

只 有 貶 義 ，  有 “ 老 傢 夥 ” 、 “ 老 東 西 ” 的 意 思 。 用

都比用好。

這十多年來，筆者去訪問過的苗寨苗鄉，包括石門坎，幾乎都存在不少人用

（



）或（




）來稱呼長輩的現象。就連一些身居要職的大花

苗幹部，都用這個詞語稱呼長者。 

    石門坎的老師告訴我們，（



）或（




）這些辭彙，只用

來指物件和牲畜。如果用於稱呼人，便等於稱他們為“老東西”、“老傢夥”、

“老畜生”；同時，另一方面給人感覺：講話者沒有教養、不懂禮貌、涵養差。 

 

 



在不要和不耐煩要的使用上不同 

8.在或這對詞的使用上，石門坎苗語極其嚴格，有別於相當廣泛的

苗區。



現在許多地方，經常用、、、、、

、，來表示不要、不吃、不去、不聽、不挖、不唱、不做等謝絕

或推辭的語句，在石門坎苗語裏是寫為及讀為



。

這個詞，在苗語裏有不願、不耐煩、不希罕、看不上等意思，所以石

門坎苗語極少在口語中使用，因為有對另一方不敬之嫌。 

用、、、、，不論哪一種片語都比用

好。

用、、、、，不論哪一種片語都比

用敬人。

在此要特別強調，不要隨便使用這個詞。有不願要、不耐煩要、

不希罕和看不上這些意思；也有不耐煩吃和看不上那些食品之意。千萬

不要因為一個使用不當而造成習慣于運用石門坎苗語語音的人聽後有不悅

之感。所以，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濫用這個詞是得罪人的。 

 



不用和這兩個字冠於詞前



講石門坎語音的苗族人幾乎不用和這兩個字冠於詞前。如

石門坎苗語不用這樣的說法。只用

或

等等。

上列這些不用或用的辭彙，主要是語音不同。石門坎語音語氣平和並且悅耳

一些。但就詞義而言，沒有特別不同之處。 

順便提一句，整部《》除了用來書寫翻譯名詞使用字之外，沒

有一個源于苗語詞彙的“ ”字出現。 

 



形容程度的辭彙豐富和表示語氣的詞句多樣 

石門坎苗語形容程度的辭彙豐富和表示語氣的詞句多樣 

 

8.8.1 在形容程度的片語上，石門坎苗語包含的內容豐富，在主體詞的前後加上

一些字，便能構成形容詞或副詞的比較級和最高級。如： 

好，可以有 

 等; 

知道，可以有 

等;

又如快，可有

等。

許多辭彙，如鋒利、深、仁慈、踏實等等，都可以有多種組

詞形式，從而增加其程度。

雲南環州地區常用在詞前、用在詞後，表示很及非常的意思，如很

好、很瞭解、很快、很鋒利、很喜愛、很醜、很兇

惡、很賢慧、很富有、很笨；或，非常好、非常瞭解、

非常快、非常鋒利、非常喜愛、非常醜、非常

兇惡、非常賢慧、非常富有、非常笨，等等。這些辭彙的使

用，有助於擴充苗語滇東北方言即大花苗語的辭彙表達範圍。

 

8.8.2 石門坎苗語表示語氣的詞句多樣 



石門坎苗語的一個問句、警示句可以有七八個以上能供選用的語氣詞。加上這些

語氣詞後，原來的句子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傳遞出不同的情感。如：

這個問句，可以有以下變化。





這個警示句，可以有以下變化。 







對於這個短語，可以有 

 

 



上面短短的三個句子，是否這樣做，這樣做，走吧，分

別加進不同的語氣詞，就出現很有意思的情感變化，有徵求意見的、有關照的、

有不滿的、有命令的、有發怒的，他們反映出石門坎苗語有豐富的語氣表現形式。   

 

 



8.9.在下來、講、說這些詞上石門坎苗語也有其特點 

 

8.9.1 下來石門坎苗語講，環州一帶的苗語講。在古苗語有下來

的意思，現在石門坎苗語講這個詞時，專指下降，而下來是。 

8.9.2 講或說石門坎苗語講 ；環州地區另外其他地區講

，。

只有與、不同。在漢語裏表示敍述的詞，用說、講、稱、謂、道

等都可以，苗語裏用與、來表示講述之意，應該沒有什麼不可以。 

上面提到的有說、講含義的苗語詞彙，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組合來用。如：



等等。如果將換成或，也不是不可以，只是石門

坎語音以使用為主，基本上不講或。



石門坎苗語發第五、第六聲表示動作、意願、狀態、能力的辭

彙，在組成疑問式或否定式時，會發生音調改變。



變調的形式有兩種：

一，被否定的原詞發第五聲的，變為發第三聲；發第六聲的變為發第二聲。

二，原詞不變調，否定詞由第三聲變為第一聲，即此時否定詞變為。

筆者要強調，後面將提到的這些辭彙，其變調後的書寫形式，僅作提示讀音

使用，將來這些詞是否就可以這樣寫，需要同胞們共同議決。

現在於後面分別舉例介紹。

 

8.10.1發第五聲表示動作、意願、狀態、能力的辭彙 

8.10.1.1 否定詞後的詞變為第三聲的詞例

例詞 漢譯 疑問式 漢譯 否定式 漢譯

 老  老不老  不老

 來，回  來否、回否  不回

 隱晦  天氣轉陰否  沒變陰

 能  能不能  不能

 習慣  習慣否  不習慣

 笨  笨不笨  不笨

 如，比得過  比得上否  比不上

 等待  等不等  不等

 完結  完結否  沒完

 壓  壓不壓  不壓

 割、劃  割不割  不割

 後退  退不退  不退

 走  走不走  不走

 買  買不買  不買

 細  細否  不細

 赦免  赦免否  不赦免

 肯、願  肯否  不肯

 齊、夠數  夠數沒有  不夠數

 抵達  抵達了嗎  沒到

 清醒  清醒否  不清醒

 懶惰  懶不懶  不懶



 驚  受驚嚇否  未受驚嚇

 籽粒成熟透  籽粒熟透否  不熟透

 流、淌  流淌否  不流

 樓、抱  樓抱否  不摟

 抓、撓  抓撓否  不抓

 撮  撮否  不撮

 發炎  發炎否  沒發炎

 服  服不服  不服

 解小便  解小便否  不解

 

8.10.1.2否定詞由第三聲變為第一聲，而原來的詞不變調的詞例

例詞 漢譯 疑問式 漢譯 否定式 漢譯

 劈  劈否  不劈

 鑽  鑽不鑽  不鑽

 剖  剖開否  不剖

 掰、擘  掰否  不掰

 挾  挾不挾  不挾

 碰  碰否  不碰 

 埋  埋不埋  不埋

 猜  猜不猜  不猜

 發掘  發掘否  不發掘

 點燃  點不點燃  不點燃

 放毒  放毒否  不放毒

 拴  拴不拴  不拴

 織  織不織  不織

 連接  連接否  不連接

 借  借不借  不借

 接受  接受否  不接受

 濺  濺不濺  不濺

 夠  夠否  不夠

 砌  砌不砌  不砌

 豎立、建  建不建  不建

 堵  堵否  不堵

 擠壓  擠不擠壓  不擠壓



 咳  咳嗽嗎  不咳

 揉  揉嗎  不揉

 嚇  嚇唬嗎  別嚇

 拿、撿  撿不撿  不撿

 起效  起效嗎  無效

 插  插不插  不插

 清楚  清楚嗎  不清楚

 背負  背不背  不背

 隔  隔不隔  不隔

 忌諱  忌諱否  無忌諱

 窮  窮不窮  不窮

 贏、占  占不占  不占

 擦黑  是否擦黑了  沒擦黑

 勝  勝了嗎  沒勝

 掐  掐不掐  不掐

 結束、末  結束了嗎  沒結束

 像、似  像不像  不像

 縫  縫不縫  不縫

 累  累不累  不累

 裂、損  裂損了嗎  無裂損

 浸染  染不染  不染

 變  有變化嗎  沒變

 笑  笑不笑  不笑

 年輕  年輕嗎  不年輕

 割、宰  宰不宰  不宰

 脫色  脫不脫色  不脫色

 脫皮  脫皮否  沒脫皮

 辨別  辨別否  不辨

 復發  復發否  不復發

 搶  搶不搶  不搶

 講、說  講不講  不講

 占、霸  占否  不占

 修剪  修剪否  不修剪

 清理  清理否  不清理



 收攏  收攏否  不收攏

 

8.10.2 發第六聲表示動作、意願、狀態、能力的辭彙其疑問式、否定式聲調變

化情況 

8.10.2.1  在否定詞後的原詞，其聲調從第六聲變為第二聲的詞

例詞 漢譯 疑問式 漢譯 否定式 漢譯

 高興  高不高興  不高興

 曾  曾不曾（作）  不曾（作）

 鬧  鬧不鬧  不鬧

 晚  晚不晚  不晚

 抱  抱不抱  不抱

 覆蓋  覆蓋否  不覆蓋

 熄滅  熄不熄滅  不熄滅

 賣  賣不賣  不賣

 鬆弛  松不鬆弛  不鬆弛

 下蛋  下不下蛋  不下蛋

 炸  炸不炸  不炸

 真  真不真  不真

 墊  墊否  不墊

 留心、防  要防備嗎  無須防備

 鑿  鑿不鑿  不鑿

 到達  到達了嗎  沒到達

 聽  聽不聽  不聽

 問  問不問  不問

 （畜）吃草  畜吃草嗎  不吃草

 偷  偷不偷  不偷

 乖順  乖順嗎  不乖順

 淡  淡不淡  不淡

 搬運  搬不搬  不搬

 搬運  搬不搬  不搬

 累、疲乏  累不累  不累

 燃  燃不燃  不燃

 空閒  空不空閒  不空閒

 少  少不少  不少



 直立  直不直立  不直立

 趕上  趕得上嗎  趕不上

 讀  讀不讀  不讀

 種植  種不種  不種

 磨牙  磨不磨牙  不磨牙

 爬  爬不爬  不爬

 傻、憨  憨不憨  不憨

 看中  看中否  不中意

 討菜  討不討菜  不討菜

 跑  跑嗎  不跑

 參與  參不參與  不參與

 倒  倒不倒  不倒

 可以  可不可以  不可以

 願意  願不願意  不願意

 減少  減少沒有  沒減少

 爛  爛不爛  不爛

 花斑  有花斑否  無花斑

 肥胖  胖不胖  不胖

 滴  滴不滴  不滴

 羡慕  羡慕否  不羡慕

 瘦  瘦不瘦  不瘦

 苗條  苗條否  不苗條

 學  學不學  不學

 涮  涮不涮  不涮

 是  是否  不是

 牧  放不放牧  不放牧

 

8.10.2.2 發第六聲表示動作、意願、狀態、能力的辭彙，它們變疑問式、否定

式時，原辭彙聲調不變，但否定詞要由發第三聲變為發第一聲。

這部分內容的例詞如下

例詞 漢譯 疑問式 漢譯 否定式 漢譯

 游泳  游不遊  不遊

 去了  去了沒有  沒去

 進入  進不進入  不進入



 爆炸  爆沒爆炸  沒爆炸

 踢  踢不踢  不踢

 （病）緩解  病緩解否  沒緩解

 渡  渡不渡  不渡

 裝  裝不裝  不裝

 想  想不想  不想

 出  出不出  不出

 咬  咬不咬  不咬

 宴客  要不要宴客  不宴客

 夠數、齊  到齊了嗎  沒齊

 出產、立於  出不出產  不出產

 忍耐  忍不忍  不忍

 祭  要不要行祭  不行祭

 般配、適合  適不適合  不適合

 割  割不割  不割

 看  看不看  不看

 騰、空出  騰不騰出  不騰出

 須  須不須  不須

 需  需不需  不需

 硬  硬不硬  不硬

 坐  坐不坐  不坐

 勒  勒不勒  不勒

 咀嚼  嚼不嚼  不嚼

 成器  成器否  不成器

 捉  捉不捉  不捉

 引然  引然了嗎  沒引然

 碎睾  碎不碎睾  不碎睾

 縮  縮不縮  不縮

 糊、粘  糊了沒糊  沒糊

 忙  忙不忙  不忙

 許諾  許不許諾  不許諾

 驚恐（畜）  驚不驚恐  不驚恐

 剩餘  剩不剩  沒剩

 算  算不算  不算



 脫  脫了沒有  沒脫

 躲避  躲不躲  不躲

 剩餘  有剩餘嗎  沒剩餘

 脫離  脫不脫離  不脫離

 粘稠  粘不粘稠  不粘稠

 鞭打  用鞭打嗎  勿撻

 機警  機警不機警  不機警

 割（草類）  割不割  不割

 牢騷  發牢騷嗎  沒發牢騷

 錯、罪  錯不錯  不錯

 舔  舔不舔  不舔



編碼 8.10.1.1到 8.10.2.2的內容，即發第五、第六聲表示動作、意願、狀

態和能力的辭彙，它們與否定詞結合時，會發生音調改變，其中要麼原詞聲調改

變，要麼原詞聲調不變但否定詞音調要改變。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它們有沒有

規律？筆者尚不完全清楚，有待學者們去研究。上面羅列出的這些見解，僅僅是

將我們石門坎苗族人從小就這麼講的內容表述出來而已。 

 



8.11.使用石門坎語音的苗語關於的的表述方式 

 

這裏將列舉具有修飾關係、表示領屬且用漢語可以翻譯為的的苗語詞彙。石

門坎苗語除了其他地區常用的和來表示的之外，還有其他更常見的方式，現

在分述於後。 

 

8.11.1  無的的的,如： 

我的母親，我的父親，我們學校的老師，

你的外婆，你的叔叔，我們村的住房。

 

8.11.2  用作的 

母親的母親我稱為外婆，亞伯拉罕的

子孫，

老師的姑姑管我們伙食，內弟的岳父，

姨娘的小叔子是法官，

張牧師的妹妹教我們音樂。



8.11.3  用量詞作的 

    這種表示法在石門坎苗語裏最多，可以說有多少個量詞，就有多少個可翻譯

為的的詞。

  如：老師的筆，我的兒子，你的女兒，

那一家的老太太，嫂子的鋤頭，明年的九月，

老虎的腳印，

野豬的一對獠牙，騾子的轡頭，這房

子的大柱。

這時的量詞既表示的，也表示數量；有時還能反映出情感傾向。如下列短語

中，方框裏的每一個量詞，在苗語裏都有的的含義，但是他們所表示的數量和感

情就大有不同。而這種情感的表述，用一兩句漢語還不容易解釋清楚，所以只有

請大家原諒，用苗語去體會算了。

，娥贊妮傍的小腿； 

，老變婆的家禽；

，老師的女兒；

，水牛的角；

，對門那家人的大兒子；



，這個錦衣的繸子；

，這大廳裏的窗戶。

 

8.11.4  用作的 

在天上飛的鳥，幫助我們的朋友，

裝糧的倉櫃，犁地的牛，咬嬰兒的精靈，

矇騙人的妖魂。 偷東西的賊， 打仗的軍隊，

奔馳在路上的車，打鐵的匠人，

從京城來的官員。

這裏的表示一種性質。

 

8.11.5  用作的 

祖母的，爺爺的，人民的，國家的，

醫院的，軍隊的，自己的，別人的。這裏的表示所屬關

係。 



8.11.6用表示的的 

8.11.6.1 

坐的坐，站的站； 笑的笑，哭的哭；

走的走，跑的跑； 叫的叫，嚎的嚎；

喊的喊，吼的吼。

這種表示狀態的的，很常用。

8.11.6.2 

 他的想法，我們的期望。

這種說法現在許多地方很常用，但石門坎苗語很少用。 

 

 



8.12量詞在同數詞（數字）和代詞每結合時其讀音會發生改變 

 

8.12.1 讀第二聲的量詞在同數詞結合時的讀音變化 

 

8.12.1.1以下讀第二聲的量詞和數詞組合時，不發生變調，它們是： 

鐮，張、床，車，邊、坡，尺、肘長，桶，

腳，次（跌、打、吃），小木匙，樓，錢（衡），

塊，千，日、天，袋，碗，針，條、紋，

升（量），掛、串，筷，面、頁，聲，房（蜂），

盞，棵，罐、壇，壇，簸。

 

8.12.1.2 以下讀第二聲的量詞和數詞組合時，同一二三四五和九組詞的不變

調，而與六七八和十組詞的就變第四調， 它們是： 

在 12345和 9後的讀音 在 678和 10後的讀音 漢譯詞義 

  個（果實、器皿、物件） 

  個（人） 

  絞股（繩索）、扭曲 

  片、塊 、條（土地） 

  股（繩索） 

  棵 

  杯 

  條（線、繩、路） 

  首（歌） 

  錢（衡） 

  樣、類 

  冬（季節） 

  爐、堆（火） 

  時、點鐘 

  次、趟 

  筒 

  顆、粒；元（幣） 

  庹（約五尺長） 

  由此看來，讀第二聲的量詞與數字結合，即量詞出現在數詞後面時，



其讀音會出現兩種情況：一，不變調，二、在六七八十後面，部分量詞讀第四聲

。 

8.12.2讀第三聲的量詞在同數詞結合時的讀音變化 

 

8.12.2.1以下讀第三聲的量詞和數詞組合時，不發生變調，它們是： 

腳，指寬，瓣，甑，  挑，

一彎指長、寸關尺的寸 皺褶、條、杠

8.12.2.2以下讀第三聲的量詞和數詞組合時，同一二三四五組詞時不變調，而

與六七八九十組詞就變為第一調， 它們是： 

同 12345組詞時讀音 同 6789和 10組詞時讀音 漢譯詞義 

  升斗的斗，十升 

  種，類 

  背籮 

  間（房） 

  煙斗 

  塊 

  朵（花），張（紙） 

  處 

  塊，處，段 

  勺，調羹 

  坡 

  段，節，枝 

 

 

 

 

8.12.3 讀第五聲的量詞在同數詞結合時的讀音變化 



8.12.3.1以下讀第五聲的量詞和數詞組合時，不變調。 

瓢，臺階、級，塊、片，棍，罐，

串，馱，鏵、犁。

 

8.12.3.2以下讀第五聲的量詞和數詞組合時，量詞在一二三四五和八九十後面

的不變調，而在六七後面者則變為第三調。 



在



及  後的

調

在  後的

調

漢譯詞義 在



及  後的

調

在  後的

調

漢譯詞義

  口，嘴   百

  見方（布）   團，塊，坨

  塊，丘   套（衣裳）

  晚，夜   束（麻）

  斤   屆，輪次

  場（集市）   

  華里   捧

  匹（布）   行（土丘）

  行，排   刀

  夥，群，幫   年，歲

  拃   月



8.12.3.3以下讀第五聲的量詞同數詞組合時，在一二三四五和八九十後面的不

變調，而在六七後面的就變為第六調。

在



及  後的

調

在  後的

調

漢譯詞義 在



及  後的

調

在  後的

調

漢譯詞義

  兩（衡）   石（量）

  堆   腳（踢）

  張（床）   次，趟

  雙，對   幢

  縱（跳躍）   步（跨）

  章，冊，張   戶

 

8.12.4讀第六聲的量詞在同數詞結合時的讀音變化 

 

8.12.4.1下述讀第六聲的量詞和數詞組合時，不變調。 

窩、娩次，瓶，周、轉。 

 



8.12.4.2 下述讀第六聲的量詞和數詞組合時，在一二三四五後面不變調，在六

七後變為第三調，而在八九十後變為第五調。

在 12345後的調 在 67後的調 在 89和 10後的調 漢譯詞義 

   把 

   個，隻，條，頭 

   抱，捆 

   捆（麻稈） 

   群，幫，夥 

   村，寨 

 

8.12.4.3 下述讀第六聲的量詞和數詞組合時，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後面不變調，

而在八九十後變為第五調。

在 

後

在 和 

後

漢譯詞義 在 

後

在 和 

後

漢譯詞義

  捆   冊

  條（裙）   次，趟，回

  餐次   窩（雞）

 

8.12.5相當多的一些量詞在同代詞每（）結合時，會出現讀音的變化。 

 

8.12.5.1發第二聲的量詞同（每）結合時，一部分量詞讀音會變為第四聲。 

後面將量詞與一（）和與每（）組合後的讀音變化列表說明如下： 

一（）+ 量詞 漢譯詞義 每（）+ 量詞 漢譯詞義 

 一根  每根 

 一首（歌）  每首（歌）

 一样  每样 

 一冬  每冬 

 一炉，一堆火  每炉，每堆火 

 一小时  每小时 

 一次  每次 

 一筒  每筒 

 一粒  每粒 

 一庹  每庹 

 



8.12.5.2發第三聲的量詞同（每）結合時，一部分量詞讀音會變為第一聲。 

後面將量詞與一（）和與每（）組合後的讀音變化列表說明如下： 

一（）+ 量詞 漢譯詞義 每（）+ 量詞 漢譯詞義

 一斗  每斗

 一間  每間

 一背籮，一背  每背籮，每背 

 一塊  每塊

 一煙斗  每煙斗

 一朵  每朵

 一處  每處

 一塊，一處  每塊，每處

 一勺  每勺

 一段，一節，一枝  每段，每節，每枝



8.12.5.3 發第五聲的量詞同（每）結合時，一部分量詞讀音會變為第三聲；

另一部分量詞讀音會變為第六聲。 

 

8.12.5.3.1發第五聲的量詞同每（）組合後其讀音變為第三聲的例子 

後面列表將量詞與一（）和與每（）組合後的讀音對比，來看發生的變化 

一（）+ 量詞 漢譯詞義 每（）+ 量詞 漢譯詞義

 一口  每口

 一百  每百

 一瓢  每瓢

 一晚  每晚

 一斤  每斤

 一馱  每馱

 一屆  每屆

 一場（集市）  每場（集市）

 一華里  每華里

 一群，一幫  每群，每幫

 一年  每年

 一拃  每拃

 一月  每月

 



8.12.5.3.2發第五聲的量詞同每（）組合後其讀音變為第六聲的例子 

後面列表將量詞與一（）和與每（）組合後的讀音對比，來看發生的變化 

一（）+ 量詞 漢譯詞義 每（）+ 量詞 漢譯詞義

 一兩（衡）  每兩（衡） 

 一石（量）  每石（量） 

 一堆  每堆 

 一腳（踢）  每腳（踢） 

 一張，一架  每張，每架 

 一趟  每趟 

 一對，一雙  每對，每雙 

 一幢  每幢 

 一縱（跳躍）  每縱（跳躍） 

 一條（裙）  每條（裙） 

 一步  每步 

 一冊，一張，一章  每冊，每張，每章 

 一萬  每萬 

 一戶，一家  每戶，每家 

 

8.12.5.4發第六聲的量詞同（每）結合時，一部分量詞讀音會變為第三聲。 

後面列表將量詞與一（）和與每（）組合後的讀音對比，來看發生的變化 

一（）+ 量詞 漢譯詞義 每（）+ 量詞 漢譯詞義

 一把  每把

 一個，一隻，一頭  每個，每隻，每頭

 一捆，一抱  每捆，每抱

 一頓，一餐  每頓，每餐

 

8.12.6阿韻讀第四調的量詞 

8.12.6.1石門坎苗文的部分輔音字母與母音字母（）組字讀第四聲時，該量詞

具有特殊意義。

如 ：



這些量詞後面接名詞時，常表示其計量單位為一，且所提及的人或物都不同

程度地或小巧或讓人喜歡，至少不叫人討厭。

如：一個男孩，一個女孩，一條袋子，一間小屋；



一小堆土，一小堆灰一條披氈，一床被子，一

件蓑衣一群小孩，一群麻雀，一幫牲口，一幫雞

一匹小馬，一隻小猫，一根小棍子，一張小桌子、

一條小凳子；一小團煤，一小團牛糞，一小塊鹽；

一條繩，一條小帶，一張床一只鞋，一條小腿，

一隻小腳，一隻小手一件事一小堆火，一小堆煤火

一小點炒麵，一小點包穀，一小點豆粒一束

麻，一小扣線一對學生，一對小夫妻，一對

母子，一對表兄弟的組詞與相似一朵花，一片果

葉，一片白菜葉；一處，一個匪窩一窩蜂，

一窩馬蜂一塊布，一面旗子，一本書、一小片紙一

棵樹，一棵花椒，一根竹子一戶工人，一家地主，

一家教師。

上面這些組詞，其量詞的發音與一些苗區（）的同類辭彙常

常使用母音字母的大不一樣。

  

8.12.6.2上面阿韻讀第四調的量詞，其前面也可加上數詞造句。如：倆

小女孩，三條披氈，四小張床，五小匹馬，六小

塊煤團，（不濁化）七小片白菜葉，八小棵樹。等等

 

8.12.6.3對上面 8.12.6.1裏提到的阿韻讀第四聲的量詞，在一些苗區不僅常使

用母音字母，而且讀音為第六調，其內涵意思也不一樣。 

如：一頭牛、一頭笨牛，一個小孩、一個不叫人喜歡的孩子、

一個傻乎乎的像小孩那樣幼稚的人，一張床、一張使人睡不舒服爛床，

一對父子、一對叫人討厭的父子、一塊毛巾、一塊污穢的毛巾，一

棵櫻桃樹、一棵不會結果的櫻桃樹或一棵老朽的櫻桃樹，一戶富有的人

家、一家貪得無厭的人。等等。我聽到過的這種組詞，其前面似乎沒有加數詞的。

但是，石門坎苗語幾乎不這樣用。

 



8.13石門坎苗語表示序數的方式 

有一些著作提到大花苗文的序數詞時，指出苗語沒有用於表示序數的辭彙，

需要的時候用漢語的第放于苗語的數詞前面表示。 

但是大花苗石門坎苗語完全不是這樣，它是把相關的量詞放在數詞前表示。

所以一般情況下，有多少個量詞，也就有多少個可以用作第的辭彙。略微舉例如

下： 








第二位（女），







（每年）第三月，

第三張，第四個（物件或牲畜），第五位（男），第二鍋，

第二坨，第二套（衣服），第十二代，第五

天，第七袋，第三晚，第四件、第四樣第三

櫃，第十七屆，第六間（房室），第四塊，

第八針，第五次，第十五行，第三碗，第三

步，第十一筒，第三隊、第三幫，第三包，

第九升，第十三年，第二筷，第二十八頁，

第三聲部，第二串、第二吊，第五勺、第五調羹，第

四拃，第三袋，第十八棵，第六簸，第十

四節，第三十截，第三箭，等等。

石門坎苗語序數的表示方式，通常用量詞+數詞+量詞這種組詞形式，其中

的第一個量詞，可以譯為漢語的第。

 



8.14石門坎苗語關於方位的表示 

8.14.1在方位詞的發音方面，表列的這些少數辭彙的發音不相同 

石門坎語音 非石門坎音 漢譯詞義 石門坎語音 非石門坎音 漢譯詞義 

  邊緣   上方 

  後方   上面 

  下方   裏面 

  上方   上面 

  那裏   這裏 

  內裏   

除了上述表列的少數辭彙的發音不同以外，許多大花苗地區的苗語方位詞發

音同石門坎苗語發音沒有太大的區別。這些發音相同的辭彙如下：

上面，上方，末端，起始處，側方，上面，

上面，

下方，下面、上面，對面，對岸，對面，

對岸，

這邊，那邊，背面，反面，看不見的那一面，

被遮擋的那一面，這裏，尖端，起始部、中、內裏、

裏面、下面，外，底部，太陽升起的那一方、江河流向

的一方，天南海北、四面八方，東方，東南

方，東北方，西方，西南方，

西北方，南方，北方，右邊，左邊，位置處

下的一方，位置處上的一方，下方，上方，上面，

下面，看不見的那一方、背面，看不見的那一方、背面，

面上、表面，太陽落下的那一方、江河發源的一方，下方、在

之下，前面、面對的一方，上方、在之上，外部、在之表面，

上方、在之上，

那裏，那一方，這一方，那方，那一邊。

這裏要提請注意，發音相同的這些辭彙，在組詞造句時，其他地方的苗語又

會出現不同于石門坎語音的發音，例如： 

石門坎苗語說為 漢譯詞義 其他地方的苗語

說為

漢譯詞義 

 地的邊緣，邊疆  地的邊緣，邊疆 

 在那上面  在那上面 

 在城外  在城外 



 在屋內  在屋內 

 就放在裏面  就放在裏面 

 在那下面  在那下面 

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這些不同的地方只有在使用石門坎語音的過程中去逐

步解決。

8.14.2 在筆者看來，大花苗語中，尚有既表示方向又表示地域的方位詞，這部

分辭彙各地發音都與石門坎語音一樣。如：

等等。

 

 



8.15帶姓氏和地點的人名稱謂在石門坎苗語裏的表述形式 



，來自的爺爺；

，來自的老奶奶； 

，來自的舅舅或姑父；

，來自的姨娘；

，來自京城的侄女或表姐；

，來自的表弟

，名謂楊華芬的姐姐；

，名謂陶開祥的叔叔；

，名謂楊芝的爺爺；

，名謂楊雅各的爺爺；

名謂王丕承的爺爺；

，名謂潘興田的舅舅；

，名謂紹堯的哥哥；

，名謂王德升的舅舅

柏格理牧師；

，李司提反老師；

，張老師；

，王老師；

，高老師；

，邰老師；

，李正文牧師；

，張鴻猷牧師；

，吳忠烈牧師。

這種稱呼法，與目前相當多的一些苗族地方對人的稱謂不同，石門坎苗語對

人的稱呼，總是把稱謂放在被稱呼者的姓氏姓名前或地點前。 

 



8.16   頭一個字讀第一聲但不具備實義的詞， 

講話造句時那頭個字會發生變調  

    由兩三個字組成且第一個字發第一聲其餘發第五或第六聲的詞，那個讀第一

聲的頭一個字常不具備實義，但講話造句時，它會發生變調。這樣的詞在石門坎

苗語裏雖然不多，然而讀不准用不好，也會使人感到是其他地方語音，而不是石

門坎苗語。如以下的辭彙： 

    匠人，匠人，右，左，鏵，犁俱，人民；

焰，故事，結，繩結，繩結，火星子，

電閃光；

橫向，赤身，側身，直豎，背部；

用牛羊角製成的號角，用金屬做成的號角，螞蟻，喜

鵲，儘快飯勺，馬桑樹，衣裳、布匹，野貓；

塵埃，證、約、合同，墳墓

用這些辭彙講話造句，可有如同以下的情形出現：

鐵匠，那位匠人不識字，右邊、右側，

那位小夥子是一個左撇子，在左邊，去買鏵

口， 這個鏵口要脫了， 你們有沒有犁俱，

我一張犁俱也沒有，人民是我們的父母，

那些民眾起來反抗了；

火焰很猛，那爐火的火焰過於高了，

神話故事，建一段故事給孩子們聽，樹結，

 這 條 繩 子 打 結 了 ，  打 一 個 繩 結 ，

火星四濺，

管理不好的話那些火焰會燒著房子，閃電

 橫 向 埋 葬 ，  小 孩 子 赤 著 身 子 游 泳 ，

 光著身子出門害羞人，  背部發癢，

他的背癢；

吹號，一對軍號，有螞蟻在糖的上面，

五隻螞蟻，喜鵲叫貴客到，一群喜鵲，

快來，跑快一點，拿那個飯勺過來，

這裏要兩個飯勺，

這種樹叫馬桑，兩棵馬桑樹，洗衣裳，以背篼

衣裳，

玩火會出危險（見野貓），一隻野貓，小



野貓；

灰塵，糞土，立約，約法，造墓，

一座墳塋。

本段提到的這些辭彙在石門坎苗語裏不多，要注意與其他地方的類似辭彙區

別。如，石門坎苗語裏 習性、習慣、困難，露水，多少，

運氣、機遇，在其他地方的苗語裏常被講為。所以，石門

坎苗語講改舊習、困難沒辦法、 

蹚露水、有多少、運氣不好等等這些話，在其他地方

的苗語常被說成，，，，。但後面這些詞語

已不屬於我們本小節所提到的內容，即它們已不屬於石門坎苗語的發音。 

 



8.17苗語動詞及其首碼引發的詞義變化 

大花苗語的一些動詞，其前面附上另一個同輔音異母音的字時，雖然這個字

本身無實際意義，但它們結合在一起，能產生新的語義出現新的語境，使該動詞

具有稍稍一點、或隨隨便便、或簡簡單單、或毛毛糙糙、或不經意地、或無真心

實意地怎麼一下的含義。這個加在動詞前的字，有類似或的意思，若

將它們相互重疊使用，能加強語氣。這種修辭方式，有上百個，而那個附加的字

幾乎全部發第二聲。他們結合後，發第一聲（書聲）的動詞，幾乎讀成第三聲（導

聲）；發第六聲（讀聲）的動詞，也幾乎讀為第五聲（拼聲），與原來的動詞讀音

相比，似乎變得有一點模模糊糊。現列表舉例如下： 

動詞原型 漢語詞義 搭配方式及動詞注讀 搭配後的漢語詞義

 做 


 適當做一點，隨便做一下

 賴抱（雞） 


 草草地賴抱兩天

 責駡  稍稍責駡兩句，不疼不癢地

罵

 丟  隨便扔了

 遊  隨便遊兩下

 剪（羊毛）  毛毛糙糙地隨便剪剪

 碾 


 隨便碾一碾

 探、找  心不在焉地找幾下

 移、挪  稍稍挪一下

 追、趕、攆  裝模作樣地驅趕以下

 折  不經意地摘折一些

 捏  稍微捏一下

 砍  隨便砍兩下

 拍  輕微拍拍

 撥、鑽  稍稍撥開一點，隨意鑽鑽

 掰  稍微掰兩下

 助  隨便幫一把

 覆蓋  草草地覆蓋

 拉  隨手拉一下

 踢  輕輕地踢兩下

 踢  輕輕地踢兩下

 展  稍稍攤開一些



 挾  隨便挾帶以下

 砌  隨手馬馬虎虎地砌砌

 打  輕輕地拍打

 吼  不特意地吼吼

 猜  不認真思索地猜猜

 頂住  稍稍頂一下，不用大力氣頂

 推  稍稍推推

 捆  隨便捆一下

 堵、擋  稍稍擋一擋

 阻、攔  隨便耽擱一下

 滑  有一點滑

 煨、重加熱  稍稍煨一下，適當加一點熱

 織  隨便織一下

 連接  隨便連接一下

 留心  稍稍留神

 吹  隨便吹一下

 煽  稍稍扇一下

 洗  稍稍洗一下

 壓、按  稍加按壓

 切  任意切一點

 訓  稍加訓練

 煽動  稍加鼓動、稍微挑動一下

 粉粹  稍加粉粹

 扭、擰  稍微擰一擰

 勸  稍加勸請

 建、築  稍加壘一壘

 看  不經意的看一眼

 擠、捏  稍微擠一擠、稍稍捏一下

 吃  隨便吃兩口

 咳嗽  稍微有一點咳嗽

 告發、控告  稍加控告、稍許告發

 問  隨便問一問

 聽 



聽到一點風聲、不確定的傳

聞



 給  任意給一點

 病  稍微有一點病痛

 坐  稍微坐一坐

 守  稍加看守

 赦免  適當赦免算了

 惜  有一點可惜

 測  大約測一測

 碎、敲打  稍微敲打一下

 掃  隨便掃一掃

 爬  隨意爬一爬

 剃、刮  隨便刮一下、稍稍剃幾下

 薅  草草薅鏟幾下

 籠、罩  隨便罩一罩

 罵  稍微罵兩句、不疼不癢地罵

一下

 管  稍微管教一點

 騙  施點小計騙一騙

 拐彎、繞  稍稍繞一點彎、適當拐個彎

 刨  隨意刨兩下

 拉、拽  稍微拽一拽

 跨、越  匆匆而過

 恐嚇  擺個樣子嚇唬一下

 讀  心不在焉地讀

 拿、揀  隨便揀一揀

 牽、拉  稍微牽一牽

 攀  稍微攀一攀、稍稍夠一下

 搖  稍微搖一搖

 刺  稍稍刺一下

 縮  稍稍縮一點

 刻、扣  稍稍刻一下、稍微扣一點

 爬  微微爬一爬

 醫、治  簡單治療一下

 張口  稍稍張一下口

 拆  簡單地拆一拆



 插  隨便插一下

 舂  隨便舂幾下

 煨、煎  簡單煨煮一下

 給  隨意給一點

 拔  不在意地拔一下

 忙  有一點忙、抓緊一點

 擋、攔、阻  稍微擋一擋

 背  隨便背一點

 驚  稍稍被嚇了一下

 跑  稍稍跑一跑

 拔、抽  不用力地拔一拔、隨便抽抽

 拴、捆  稍微捆一捆

 扳、挽  稍微扳一扳、稍稍挽一點

 倒  不經意便倒下了

 包、裹  隨便包紮一下、草草裹兩下

 指點  稍加指點

 烘烤  稍稍烘烤

 撈  隨便撈幾下

 熟  有以點熟了

 鋸  稍稍鋸一鋸

 收  稍稍收揀

 恨  有一點討厭

 站、立  隨便站一站

 擦、抹  隨便抹幾下、草草擦擦

 伸  稍微伸一伸

 摸  稍微摸一摸

 掐、捏  隨意掐一下、不用力地捏一

捏

 寫  隨意寫寫

 縫  高低縫縫

 送  隨便送一點、多少送一程

 控（豆腐）  高低控一控、稍稍讓液體流

出

 撕、扯  無序的撕扯幾下



 往  無特意目標地走往

 躲  稍微躲一躲

 蘸、沾  隨便蘸兩下

 摘  無特意地摘一點 

 解  稍稍松解、多少有一點改進

 塗、抹  隨便塗抹幾下

 畫、點、繪  稍微畫一畫

 笑  不在意地笑一笑

 套  隨便套一套

 勤  稍稍勤快一點

 倒  隨意倒一倒

 憐  有一點可憐

 脫  稍稍脫一點

 脫  隨便脫一下

 躺  稍稍躺一躺

 繪、畫  簡單畫幾筆

 劃、刮  適當刮劃幾下子

 使熄滅  草草幾下使…熄滅

 搶、奪  適當搶一點

 煮  稍稍煮一下

 飲、喝  隨便喝一點

 說  隨便說幾句

 吼、吆喝  隨便吼幾声

 叫、喊  隨便喊一喊、不在意地邀約

 帶、領  隨便帶領…走一躺

 磨  稍稍磨幾下、稍使鋒利一點

 收縮、收緊  隨便收縮一下

 漆  簡單地刷上一點漆

 學  不很深入地學了一點

 服、佩服  有一點佩服、勉強服從

請允許筆者再贅述一次：從 8.1到 8.17的各項敍述，不是苗語石門坎語音的

全部內容，論述石門坎語音的專著，需要學者們去撰寫，筆者僅僅是希望這些專

著快一點到來。不過，如果我們都留心去瞭解上述記敍並加以實踐，那麼也許我

們已基本上跨過苗語滇東北方言石門坎語音的門檻了。 



9 非石門坎語區容易出現讀與寫不一致的苗語字詞 

近十餘年來，我去許多苗鄉訪問學習時，在聽同胞們集體誦讀《》

後發現，住在的大多數弟兄姐妹不按字的組成去拼讀。我按幾率

出現最多的字詞列表指出如下 

寫是這樣 漢語詞義 讀成這樣 

 海邊 

 做事 

 眼睛  

 坡，山坡  

 心，肝  

 話，話語 

 網   

 多少  

 把柄  

 中間，當中  

 的 

 那些  

 人  

 平安 

 場場（常常） 

 跪拜 ， 

 他，她 

 容易的事  

 驢 

 你們的  

 只有  

 道理，道路，道 

 兄弟  

 關  

 你  

 空閒  

 讀書  

 君王  

 道，真理  



 悔改  

 天，天上，天空 

 或者  

 心中  

 新約全書  

 說，講 

 說話，講話 

 不是 

 生意，買賣 

 政府，官府 

 朋友  

不按字的組成去拼讀，只看字的整體形狀而按本地方言去讀，就不容易瞭解

如何去正確拼寫苗字，即不容易寫准母音子母的位置。 

讀苗文要認真按字詞的組字形式去拼讀，否則容易發生會讀不會寫的事。

 

 

 



10        在《》這本書裏 

有極少量的字詞其母音字母位置待改正 

10.1少部分母音字母放錯了位置的字   下面列表說出筆者的看法

原書字 修正字 漢譯 原書字 修正字 漢譯

  為什麼   因為

  樹幹   但是

  將熄、將死   將要到

  長久   折斷

  播種   煙霧

  掰   這些

  這些   這些事

  取名   害羞

  樹   醫生

  腳   特遣來

  小的   鋪設

  那些   毒素重

  吐   小男孩

  結果子   那男的

  這位   鑽孔

  那位   男孩、兒子

  填滿   抽穗

  接受   這

  在   在這裏

  肯、原   壓榨、勒索

  走   走遍

  完美無缺   若有

  放心   奇妙

  繸子   肯、願意

  邁步   一點都

  掃   菜籽

  周圍   儘快

  鞋   釀、蒸餾

  哪里   雜草

  長笛   什麼



  嫁女   拐杖

  收割   收、受

  編織   餅

  收錢   升與斗

  動身   這樣寫

  高   右臉

  天亮   高過於

  規勸   摘

  大過於   長成

  崇拜   轉動

  還未到   還未到

  不願   割下收藏

  攥拳頭   攥

  帶領   家庭、戶

以上這些字詞的更正，不是隨意寫出的，它們是筆者閱讀了整部《》

後，悟到了石門坎苗文的書寫規律，才決定作出這些變動。但願這些意見有助於

進一步研究的參考。 

10.2 在文字還沒有創制到其數量足以探究規律以前，有少部分的字，前輩們可

能有時使用了（我）和（六）作樣本創字，所以後面的這些字其母音字母

的書寫位置放錯了。

10.2.1 可能以 （注：我，寫為讀為
）作樣本創字，使母音字母放錯位置

的字 

母音錯

置 

       

校正位

置 

       

漢語譯

義 

那 慢，才 那些 深 位（男） 位（男） 現在 

母音錯

置 

       

校正位

置 

      

漢語譯

義 

這 處、裏 餅 還未 方、面 高 私生子 



 

10.2.2可能以 （注：六，寫為讀為
，參閱 10.1.2）作樣本創字，使母

音字母錯置的字 

母音錯置       

校正位置       

漢語譯義 樹木 完全 穿通 結果穗 謝謝 幹、莖 

母音錯置       

校正位置       

漢語譯義 什麼 鉤掛 收 同樣說 撕開到 如似 

母音錯置       

校正位置       

漢語譯義 腳 鞋 嫁 濾 摘   

 



11     石門坎苗文中幾對要很注意辨別其使用的字 

 

11.1三對不易從上下文或詞組中分清其意思的字。 

它們是蛇和鼠、四和六、不和相互這三對。 

 

11.1.1 关于蛇和鼠 

按照發音，蛇發第二聲，苗字寫作、；鼠在石門坎苗語裏發第

三聲或第五聲，其字可寫作或。

  在（蛇）、（青蛇）、（四腳蛇）、（鱷）、

（蛇鑽洞）、（蛇滑行而過）和（貓逮老鼠）、（耗

子鑽洞）、（安置器具逮鼠）、（這屋裏老鼠挺多）、

（這個灶房裏有鼠洞）、（那些蕨草裏有鼠窩）

這些詞句裏，可以容易分清什麼與蛇有關，什麼與鼠相聯。但是，當把它們作為

生肖屬相月日時辰來使用時，就會出現混淆，所以前輩們訂下：寫作、、

、時，為苗族人稱屬蛇的年份月日時辰；而寫作、、、

 時，為苗族人稱屬鼠的年份月日時辰。

11.1.2 關於四和六

  同上項一樣，苗文的四發第二聲、六發第三聲，寫成字時都是

 。顯然很容易發生混亂，從字面上分辨不清楚到底是四還是六。為克服這個

缺點，規定作為數位來講時，四寫為，六寫為。這樣，是初四，

是初六；是四個，為六個；為第四章，為第六章；是四

十，是六十。四十四寫作，四十六寫作，六十四寫作，

六十六寫為。

 

11.1.3在苗文裏面聲母和韻母組成詞的含義不少，單獨使用有一未、

不、沒有，（二）講說、談、論，相互，（三）感歎，等含義。含的片語

有嘻笑，，不必、不需，約書、合同，，在之上，

面前等等。在與動詞的搭配中，若不適當變動韻母的書寫位置，完全按

讀音寫下來，就可能在閱讀時發生歧義。如可以理解為像、相似，也可以

分開解釋為不、為像，同連起來為不像；又如按讀音規律寫下來的

，可以理解為辯論，也可以把說成是不或未，把當成爭論，這時

又可以解釋為不爭論或無辯解；再如可以理解為團結互助，也可以把

解釋為無或未，因而把理解為袖手旁觀；還如按讀音規律寫下來的

片語，有交錯往來如同網路的含義，但若按單個字來認讀，也可以解



釋為不相遇未碰到。

為了解除因為讀音和文字書寫可能產生的誤解誤釋，由聲母和韻母組

為與動詞組成沒有否定意義的片語時，其中讀第三聲的字應寫為，如，

相似、相像，爭論、辯論，入網交織，團結互

助。

所以，我們在書寫到與蛇鼠、四六和不相互等有聯繫的字詞

時，要留心仔細斟酌。

 

11.2 在石門坎苗語中，還有兩對其讀音和意思有聯繫又有區別的字，這裏也要

提一下。

這兩對字是：（一）公和老，（二）男和爺。

在讀音上，老人、公、先輩們的，都發第三音。但當作

老一輩和長者來書寫時，寫為，如老人、老婆婆、老爺爺；

在作為公的或雄的來書寫時，用，如公雞、男子漢。

按石門坎苗語，男性寫為，男孩子寫為、男同伴寫為、

男老師寫為，讀第二聲。石門坎苗族人對男子的稱呼從來不用

這種語調。

爺爺寫為，讀第五聲（）。如老爺爺、格赤爺老、

楊芝老爺爺、親家或這位爺等。

恕筆者贅述，上面提到的五對字（一）蛇和鼠，（二）四和六，（三）

不和相互，（四）公和老，（五）男和爺，我們使用時，最好參照上

述介紹，特別是前三對。

 

 



12. 筆者的願望

 

我出生在石門坎，長到十四歲，我還沒有機會單獨走出離石門坎學校五公里

以外的地方。因為小時候我們那裏的山區野獸不少，虎豹熊狼到處有，所以不經

大人允許或沒有大人陪伴私自離開石門坎村子和學校，到三四公里以外的地方去

玩耍，即使安全回到家裏，也難免要挨鞭訓。這樣，石門坎周圍的山村，除了邱

家苗寨、雨灑壪和新街子這三個寨子之外，其他的地方

我很少去。不過有一個好處，既然不能遠去，我們石門坎的小夥伴們便經常在一

起玩，大家一起講著石門坎苗語長大。因此，石門坎語音在我的腦子裏從小就生

了根，在沒有思索及不知不覺中獲得，所以它的語彙在我的腦海中保留得比較牢

固，可以脫口而出。十六歲那年，我離開了石門坎，一別四十八年才有機會回去。

於是，有人斷定這人肯定不會講苗語了。殊不知，倒是由於我到其他苗族地區去

居住的機會不多，苗語中摻雜其他語言成分的地方很少，這樣我終於能保持住自

己苗語中的石門坎語音。 

五十年來不少滇東北苗文書刊都聲稱以石門坎語音為其標準語音，但是讀過

這些出版物後，覺得願望和實際並非一樣，念起來很生硬，沒有石門坎語音的韻

味。 

近三十年來，當我認真研究我的母語苗語滇東北方言即大花苗語及其文字的

時候，我曾多次拜訪了楊富益老爺爺，聽他講故事，和他交談，細品他的語音。

楊富益老人是楊雅各先生最小的胞弟，一九四八年他從石門坎雨灑壪遷到安順紫

雲新馳去了。我也有幸會晤過徐志淼老師和楊漢嵩老師，大家用石門坎苗語交

談，他們的石門坎語音很純正。徐、楊兩位老師也誇過我對石門坎苗語運用得不

錯。我又讀過英國友人 Rev. Richard Keith Parsons 和 Rev. Philip Kenneth Parsons

用苗文寫給我們各地大花苗同胞的所有來信，他們寫出的字、選用的詞全是依照

石門坎語音拼寫而成。離開石門坎離別中國五十年後，他們的苗語苗文仍然運用

的那麼嫺熟準確，實在了不起。 

我希望我們全體講苗語滇東北方言的苗族同胞能真正地運用大花苗石門坎

語音來統一我們的語言、規範我們的文字，所以寫出上面這些話。

我不是語言文字工作者，僅僅是一個能用石門坎語音講苗語滇東北方言的

人，苗文知識絕大部分是靠自學獲得的。這有許多不好的地方，即我所提的事和

問題是非專業的，有的詞語興許搞錯了。但也可能由於我不是語言文字工作者，

僅僅是一個苗族人所以頭腦裏沒有太多的框框套套，沒有一定非遵循不可的原

則，事情怎麼樣發生就怎麼說，因而我提到的事和問題，有一些或許近乎目前大

花苗人的實際。更因為我不是專業語文工作者，所以文中存在的問題和錯處也不



會少，懇求大家提出意見，把各位認為什麼是石門坎語音的論著拿出來，共同討

論，以便進一步承接好苗族語文知識，讓講苗語滇東北方言的三十多萬同胞，都

能熟練正確地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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