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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著一匹》與東北方言札記  

           浙江⼤學  王雲路 

《騎著一匹》(《中華正音》)，“由精通漢語東北方言的朝鮮人所編寫”(見汪維輝、

遠藤光曉、朴在淵、竹越孝編《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續編·〈中華正音〉（騎著一匹）

解題》)描述了朝鮮商人在從東北到北京做生意的路上趕路、住店、與人交談的片段，篇幅

雖然都不長，但主要使用東北方言，口語化程度高。將其與現今的東北話進行對照描寫，不

僅可以使古今方言相互證明，還用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筆者近期看到五篇相關的詞語

研究論文，都解釋了一些相關詞語，很見功力。然也有一些詞語尚未解釋，也有的解釋可以

進一步補充和修正，故分為這樣兩類詞語試作探討。 

一、尚未有人解釋過的方言詞語 
這一部分舉例討論以下五個詞語：1、治得（治不得）；2、講到（說到）；3、我一個（你

一個）；4、不差甚嗎；5、差不多點。為了方便理解，筆者把看到的例子儘量排列出來，以

供討論。同時為省篇幅，具體篇名就從略了。 

 

例 1.治得(否定形式“治不得”) 

1、下雪一化成光道咧，牲口治淂拉嗎？ 
2、明个咱們車却是不用走咧，動不動的牲口拉車治得走嗎？ 
3、伱们橫竪黑着走不着，這个山道黑嗎古動的時候，車治淂走嗎？頑不開啊。 
4、伱們爺𠚤們說的是𠚤話。我咳（該）怎嗎的呢？小（少）一个馬，車治淂走嗎？ 
 
以上是“治得”在動詞前，作狀語，猶言“堪”、“能夠”，“禁得住”，通常用於疑

問句。也可以直接用於否定句，寫作“治不得”，就是“禁不住，不堪”。如： 

 
5、大哥，你咳不知道我們走路的莘（辛）苦。北京是離這裡両千多里地，限十幾天的

日子，手忙脚亂的，走得来囬，黑着白日裡跑的時候，連覺也治不得睡，何時顧得吃飯不吃

飯？ 
6、一天走一百多里地，一場下雪，一場蝸（颳）風，凍手凍足，治不得走。 
7、今年六站裡也雪大咧，治不得走咧。 
8、那嗎伱呢急流児徃前赶罷。噯喲，咱們治不得走咧。 
9、本地方是在蘇州烟舘活洞（衚衕），傳来大財主百十多萬陳底。渾他過隣住的時候兒，

摠督家貧窮的治不得，二人交淂不錯。 
 

這例 9 用法不同，“治不得”直接作補語，猶言“不得了”、“厲害”，言程度甚，“摠

督家貧窮的治不得”整句意思是：“總督家貧窮極了”。下面一組對話有助於我們理解“治

得”、“治不得”的含義： 

 
10、那嗎，伱問一問走路的，走淂走不淂。 
這様半夜風雪天道，何時有人走道嗎？ 
管他呢，把牲口加上幾鞭子，急流児混走就完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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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治不淂。若混走咧雪裡半凍半水的河溝子那裡，車一翻咧，悩出小難子来嗎？ 
 
“治得走”就是“走得”；“治不得走”就是“走不得”。現代北方方言有“不治得”

或“治不得”的用法，似乎“不治得”更常見。如：“這衣服袖子太破了，不治得穿了。”

就是衣服破的無法穿了。這與“不值得”完全不同。如：“這衣服式樣不好，價格又貴，不

值得買。”前者是客觀事實的認定，表示“不可能”，“沒有辦法”；後者是對價值預測的

評判，表示“沒有必要”。 

為什麼用“治”表示“能夠”的意思呢？筆者以為或許是“濟”字的音變。“濟”的本

義是水名。劉熙《釋名·釋水》：“天下大水四，謂之四瀆，江、河、淮、濟是也。”又指

渡河。《書·說命上》：“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爾雅·釋言》：“濟，渡也。”《方言》卷七：“過度謂之涉濟。”能夠渡過，就是成功，

故其核心義是完成，成功。《書·君陳》：“必有忍，其乃有濟。”孔傳：“爲人君長必有所

含忍，其乃有所成。”《文選》卷六左思《魏都賦》：“英辯榮枯，能濟其厄。”晉葛洪《抱

樸子·博喻》：“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尠並全。”皆其例。故《爾雅·釋言》：“濟，成也。”

《釋名·釋飲食》：“虀，濟也，與諸味相濟成也。”“濟成”為同義並列雙音詞。《京氏易

傳·夬》：“柔來文剛，陰道存也，陰之道不可終否，剛柔相濟，日月明矣。”至今成語有

“剛柔相濟”。 

用於施動句，就產生了使動用法，讓……成功，就是救助。《易·繫辭上》：“知周乎萬

物，而道濟天下。”這是用“道”讓天下成功，就是救助，幫助。《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楚莠尹然、王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預注：“濟，

益也。”《後漢書·列女傳·陳留董祀妻》：“明公廄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

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是其證。 

用於形容詞，就是擅長，具備。元劉唐卿《降桑椹》第四折：“爲因延岑文武兼濟，刀

馬過人，聖人見喜，官封太尉之職。”  

用於否定句，“不濟”，可以表示本義不渡河，也表示不成功。《管子·大匡》：“事之

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即其例。 

“不濟”表示不成功。先秦以来文献中屡见。《国语·周语》：“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

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又：“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左

傳·僖公十年》：“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說苑·尊賢》：“又有士曰慶足，國有

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新書·無蓄》：“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

餘，何饗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周書·晉蕩公護傳》：“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

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皆其例。 
在近現代漢語中，“不济”這一用法一直延續，而且含义变得十分丰富，施用于诸多方

面的“不成功”。如唐白居易《論行營狀·請因朱克融授節後速討王庭湊事》：“實恐軍用不

濟，更須百計誅求。”此例表示不充足。《儒林外史》第十七回：“太公自知不濟，叫兩個

兒子都到跟前。”此例“不濟”謂生命危殆。 

更多的“不濟”作形容詞用，猶言不頂用；不好，不行。元宮天挺《范張雞黍》第一折：

“區區實是不濟，不是詐謙。”《醒世恒言·陸五漢硬留合色鞋》：“或者你老人家目力不

濟，待我與你尋看。”清宋永嶽《志異續編·袁彈子》：“今觀其徒，甚屬不濟。”柳青《創

業史》題敘：“梁三的命運不濟，接連著死了兩回牛，後來連媳婦也死于產後風。”葉聖陶 

《記金華的兩個岩洞》：“最高的一個叫朝真洞，洞中泉流跟冰壺、雙龍上下貫通，我因為

足力不濟，沒有到。” 王蒙《深的湖》：“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再不濟也比‘寬嚴大會’

上被歪戴上銬子押走的強！”  

用於比較句，猶言不及，不如。《紅樓夢》第三回：“已經預備下老太太的晚飯，每年



3 
 

都不肯賞些體面，用過晚飯再過去。果然我們就不濟鳳丫頭了？”又第八四回：“（黛玉）

要賭靈怪兒，也和寶丫頭不差甚麽，要賭寬厚待人裏頭，卻不濟他寶姐姐有耽待，有盡讓了。”  

 “不濟”作副词，犹言不堪。唐李復言《杜子春》：“生而多病，針灸藥醫，略無停日。

亦嘗墜火墜牀，痛苦不濟，終不失聲。” 

中古以來還有“濟得”和“濟不得”的表達方式。“濟得”就是可以，行；“不濟得”

就是不可以，不行。如《三國志·魏書·高貴鄉公髦》：“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

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為

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白孔六帖》卷七十一《中書令二》：

“於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撓，故濟得及之。” 

上引《騎著一匹》中，“治得”就是“濟得”就是能夠、可以，可以是形容詞，也可以

是副詞；“治不得”就是“濟不得”，也就是“不濟得”。只是東北方言翹舌與不翹舌音的

混用，就記音為“不治得”了。
1
 

 

例 2.講到/說到 

1.阿哥一到卑處那嗎誇獎我們咧，我們又是那裡當得起呢？今日咱們哥兒既是都在一處

講到（道）閑話，這个時候比不如先時宴惱（熱閙），咱們裡外的生意家，差不多點成一般

不值咧。 
2.一百二十両是咱們大家通（同）着伱們講到（道）明白的，也有啚（圖）便宜把到（霸

道）講主的嗎？ 
3.大家説到半天，上下終沒有活動的意思，粧惱結實樣児，這如何成得来呢？講到一

天，終是講不停儅，敢（赶）天氣發黑咧，掌樻的也肚（賭）氣。 
前兩個例子，整理者在括弧中標注“道”，說明知曉“講到”就是“講道”，屬於並列

結構雙音詞，但是例 3 中“説到”“講到”就沒有標注，就是没有注意到这里的两个词也是

同义并列结构，應當與前兩例一樣對待，“説到半天”就是“说了半天”，“講到一天”就是

“說了一天”，而不能理解為說到半天，說到一天。 

另外，明白“講到”就是“講道”，對其他校勘是有益的。比如： 

4.伱呢各人思想着，損人利己的道理也有嗎？橫竪伱呢各人明白就是咧，咳用我講到這

裡嗎？ 
按：“講到”就是“講道”，應當標注。“這裡”，應當是“這個道理”的意思。所以

“這裡”應當校勘為“這裡（理）”。 

“講到”就是講道，說道，也就是念叨，說。為並列結構雙音詞，更常見的是“說道”

和“念叨”、“念道”。如： 
白居易《登郢州白雪樓》詩：“朝來渡口逢京師，説道煙塵近洛陽 。” 

宋张栻 《答朱元晦书》：“上聰明，所恨無人朝夕講道至理，以開廣聖心，此實今日興

衰之本也。”  
《兒女英雄传》第五回：“再要講道夜間嚴謹門户，不怕你腰纏萬貫，落了店都是店家

的干係，用不着客人自己費心。”  
《兒女英雄傳》第三六回：“他還得耳輪中聒噪著探花，眼皮兒上供養著探花，嘴唇兒

邊念道著探花，心坎兒裡溫存著探花。” 

《京語會話》：“我聽人家念道過，您打算作什麼買賣呢。”
2
 

老舍《駱駝祥子》二二：“我們全時常念道你！” 

《小額》：“孫先生怎麽老沒來呀，掌櫃的還直念叨你哪。” 

                                                        
1 此條在日本東京大學報告時，木津祐子教授提出了很好的建議，謹致謝忱。 
2
 此條清華大學張美蘭教授幫助提供了數條例證，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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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章：“他回家来常念叨林老师好。”  

陳登科《赤龍與丹鳳》第一部七：“我們莊上信耶蘇的人，吃飯時，像下神一樣，鼓着

嘴念叨。” 

這裡有“講道”、“說道”、“念道”、“念叨”，均為同義並列，也有寫作“念到”

的，如元王實甫 《西廂記》第三本第一折：“俺小姐至今脂粉未曾施，念到有一千番張殿

試 。”這個寫法與《騎著一匹》完全相同。 

還有其他兩種重疊形式：  

劉梓鈺《霸王別姬》：“咱們到會議室，現在就說道說道。”  

孫犁《白洋澱紀事·村歌下篇》：“李三說：‘現在開會，各組的人往一塊湊湊吧，回

頭還要討論哩！誰先說說？’他回頭望著代表們問。‘三哥念道念道吧！’代表們說。”  

賀敬之《秦洛正》：“洛正哥！這兩天咱們村裡的事，你大半也知道了，今兒我來，咱

們再念道念道。”  

浩然《豔陽天》第一二八章：“他要到一隊的場上，找找喜老頭 ，把自己的想法跟老

人家說道說道，讓老人家幫自己出出主意。” 

這是並列式的重複並列，口語性較強，含義不變。也有變為ＡＡＢＢ式的，如： 

清冷佛《春阿氏謀夫案》：“一見阿氏走出，翻身起來，念念叨叨的罵個不住。”  

“念念叨叨”是說話囉嗦的意思，含義有所不同，類似的四字格如“絮絮叨叨”“語語

叨叨”“喁喁叨叨”，也有“囉裡囉嗦” 的表達方式。 

 

例 3.我一個  / 你一個  
《騎著一匹》多見“我一個”的表述： 

1.難淂説是我一個対着伱們胡説咧，却就必不依我作呢？ 
2.我一個好意思，特以（意）给伱們二位交成生意，終不領半点情，也不给一点臉，這

又是何道理呢？ 
3.太爺們，這个是都呌（交）给我，全擱淂我的身上罷。我一個並不是一半年走過的，

本来走慣，年𠚤塘（趟）𠚤拉過伱們爺𠚤們，連装車也不會咧，白當車户家干甚嗎呢？ 
4.就是我一個從前買不慣這些个東西，只怕捎来的大哥不中意啊。 
5.伱們爺𠚤們要打就打，要罰就罰，要赦就赦罷。我一個就像伱們爺𠚤們対着太剛嗎，

却就不能的。 
6.憑伱們爺𠚤們該怎嗎罰我呢，我一個敢不從命嗎？ 
7.難得（道）説是我一個対着你们胡説咧，却就必不依我作呢？ 
8.若不信我的話，李千里現在東屋裡喫飯，憑伱們目馬目尚（馬上）問一問去，却知道

我一個厚待伱們的道理。豈敢慢待伱們？ 
9.所以知人知靣不知心。橫竪我一個難報伱們爺𠚤們的恩典哪。 
以上諸例“我一個”就是“我”的意思，表示指称的突出和強調。值得注意的是，“我

一個”不等於“我一個人”，前者突出主語“是我”，後者強調數量的“唯一”。看下面的

例子： 

10.伱這个話是説不出口来的話，從着（這）以後再不必徃我提。這並不是但我一個人

的勾當。 
除了“我一個”的表達方式外，《騎著一匹》也有“伱一個”的說法： 

11.到底是伱一個有福氣的人哪！ 
12.阿哥，伱一個本来走慣，差不多点老成京逰子咧，如何不慟（懂）這个理呢？ 
 13.這是豈有此理呢？伱一個是出门的客，明个我們應該找阿哥送行去纔道（到）淂禮

呢，何必偏我們不講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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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掌樻的，伱一個好嗎？ 
 15.王夥計，伱這个明白人，又是惱粧胡塗！説的是何道理呢？該行的就行，不該行的

行不出去。再着（者）這一件事伱一個輕以（易）不能行。 
16.就是給我們赶車的時候，清（成）天家偏要打盹，我們也好幾沒狠肚過。伱一個到

底不記聲児，莫不了的今个又是那嗎打盹。 
 17.我們也怕的是伱們這裡沒有地方，所以早起打派護送的頭裡给伱們送信来，不許存

别的客呢。伱一個粧不記聲児，那不是不肯教存我們的意思嗎？ 
 18.王夥計，伱一個本来詭大，知道這个枉宴（玩藝），家裡不帶艮（銀）子來，我們

也說不淂咧，不淂不吃伱的詭，却不知伱一個領情不領情啊？ 
19.咱们不必多說，要罰伱幾吊錢罷，伱一個本来不講别的理，只啚（圖）銀錢的，必

不肯出錢。要打伱定罰罷，伱却是管包喜劝（欢）願意，我們無益。 
與“我一個”用法相同，“你一個”強調主體是“你”，“一個”起強調和突出作用。

這與“你一個人”是完全不同的。 

“我一個”強調“我”，“你一個”強調“你”，是指稱的強調，不是數量的“唯一”。

所以“一個”就起突出主語人稱代詞的作用。  

目前第一人稱“我一個”、第二人稱“你一個”例子不少，但是沒有第三人稱“他一

個”。原因恐怕與對話文體有關，對話的語境通常是你我之間
3
。 

 
例 4、不差甚嗎  
1.古来人說，“大人不見小人的過”啊，不差甚嗎，有錯的否咧，旣徃不咎。徃眼子有

埋怠（汰）否咧，憑客人們怎嗎，嘴不敢答應。 
2.裡頭有幾个軟的呢，這不是六年的根，不差甚嗎，四五年栽的根，拔咧櫊（擱）淂

鍋裡頭蒸出来，沒有陰乾，篩（曬）日頭多不過三四天就収拾。 
3.王四爺，伱的外頭的生意，不差甚嗎，筭完事否咧，咱們一都児進去，打派人呌金

云景招幾个海蔘主候-乚来，給他們過稱。晚㫾（晌）給他們筭𠚤賬，纔明天好出裡貨呢。 
4.伱呢教一个小子們，給他幾个錢，把那个馬給我們外頭溜𠚤。溜幾回，敢（赶）牲口

不差甚嗎，沒有汗咧，拉河溝子去飲水。 
5.再歪一瓢水洗洗4，洗到乾净，拿薄刀斲一斲，鍋裡頭添点油，把那箇鷄都攪淂一塊

炒着，敢（赶）多候兒炒一炒，不差甚嗎不離，添小（少）点水，拿鍋盖好生盖着，别徃

上走氣——若走氣就爛不了。 
 “不差甚嗎”是一俗語，猶言不要緊，沒有關係。 

 
例 5、差不多點  
1.我們也怕的是伱們這裡沒有地方，所以早起打派護送的頭裡给伱們送信来，不許存别

的客呢。伱一个粧不記聲児，那不是不肯教存我們的意思嗎？差不多点當先白認淂伱咧。 
2.阿哥，你一个本来走慣，差不多点惱成京逰子咧，如何不慟（懂）這个理呢？ 
3.嗳呀，這个店裏的大使夫（師傅）好手倴（笨），惱半天的工夫擃（弄）不出纔幾个

                                                        
3
這種表示強調的人稱代詞的用法，古代漢語、現代漢語中都不存在，那麼為什麼獨獨存在于韓語教科書呢？

據說韓語“我”和“你”的讀音，其尾音均與“一個”近似，也許也就記音聯想而記錄成“我一個”“你一

個”了吧？這是韓國人的教科書，記錄的是東北方言，也許韓語的讀音也會夾雜其中，所以就有了這樣特

殊的表達方式出現了。在普通人名後都沒有加上“一個”，恐怕也能夠證明這一點吧。在日本東京大學報告

論文時，一位通曉韓語的哈佛大學留學生提出了這個建議，暫錄於此，謹致謝忱。 
4 “歪”就是舀水的“舀”，東北方言“舀”讀作“崴”音，這裡也就用了一個記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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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飯来咧？怪不得這个店看着光京（景），差不多点不久就荒咧。 
4.啊（阿）哥一到卑處那嗎誇獎我們咧，我們又是那裡當得起嗎？今日咱們哥児既是都

在一處講道閑話，這个時候比不如先時熱閙，自（咱）們裡外的生意家，差不多点成一般

不值咧。 
5.于今擱下東西䓁着時候，却是了不得咧，萬一擱𠚤到敀（皈－歸）起，差不多点惱

腐咧。 
“差不多点”就是“幾乎”的意思，作副詞狀語，是口語詞。也作“差不多”： 

6.嗳呀，你這个小子們不知正南正北，只惱胡説。你們是白增（掙）我們的来咧！一个

買賣是差不多裏外一理啊，要“哀二（而）不傷”罷了。説那嗎大謊，誰肯買着那些个貴

東西！寧可不買鷄拉倒是淂。肚（賭）氣偏不買你們的鷄，只管拿回去，×（躱）開罷！ 
現代漢語口語中也用“差不多”表示“幾乎”“ 大概”。比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八回：“有了一萬或八千，我想萬把銀子的老債，差不多也可以將就了結的了。”郭沫

若《洪波曲》第一章三：“在這並不怎麼寬大的島市，只要你一出街去，便差不多隨處都

可以碰見熟人。” 

需要注意的是，“差不多”與“差不離”有區別。上引“差不多”是副詞，而“差不離”

可作形容詞，表示“接近”“相同”的意思。如張天翼《皮帶》：“士跟兵差不離，腰上只

配綁一條橫皮帶。”郭沫若《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劉大傑的見解和鄭振鐸的見解

差不離。”以上兩例“差不離”都作謂語。當然，轉為副詞，作狀語，就是“幾乎”。這

時候“差不離”就與“差不多”含義和用法都相同了。張天翼《仇恨》：“那傷兵差不離昏

了過去：張開著一半嘴，張開著一半眼睛，盡讓別人拖著。”是其例。 

 

二、时賢已有解釋，但釋義、理據尚可討論  
這一部分我們討論以下四個詞：1、見光；2、歸起；3、不離（不離胡）；4、記聲児。

這四個詞已經有學者討論過，但需要進一步完善。 

例 1.見光  
1.若把伱們那裡的大紙、海菜蔵（藏－裝）船送得南京否咧，不但説是寡省車脚錢，却

是管包大見光。 
2.我服侍伱們爺𠚤們拉淂来回，不啚（圖）大見光是淂，大費（賠）錢搁淂住嗎？ 
3.作比説是草料到處不貴咧，多增（掙）我們艮（銀）子呢，增（掙）多少找我們多小

（少）嗎？咱們生意家見光不見光是只在運氣呢。伱這个話是説不出口来的話，從着（這）

以後再不必徃我提。 
《試論〈騎著一匹〉的語料價值》一文把“見光”釋作“發財”，未說明理據。筆者以

為，“見光”其實就是“沾光”的音變。“沾光”當然可以獲利，可以發財，但徑直釋作“發

財”是釋義而不是釋詞。另外，“見光”還可以成為離合詞，這也說明作為常用詞已經很成

熟了。比如： 

4.太爺們説的是那裡的話呢？伱們雖是外㕵（國）人，行道存店交易差不多点裡外一理

啊。我們店裡也見過伱們爺𠚤們的多少年的光，所以清（成）天家盛心候着伱們。 
5.王夥計，伱這个話，我們如何當淂起呢？伱們從来並沒有見過我們的光，也沒有增（掙）

過我們的艮（銀）錢；不過是年𠚤一同走路，正沒有瞪過眼睛，也沒有反過一沒乚嘴。 
6.我從本地来，一到瀋陽，聽着説，大紙、海蔘大家見一点光都賣出去，除咧這两種貨，

别的行市哺哩都臭。 
“沾光”喻憑藉別人或某種事物而得到好處。現代漢語依然使用。例如《兒女英雄傳》

第十三回：“咱都是一家人，往後只有我們沾光的。”孫犁《白洋澱紀事·女保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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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沾光，我就聽你使喚；要不，你再官兒大點吧，我也不怕！” 

“發財”只是沾光的一種，所以這個解釋不確切。 

同樣的意思，《騎著一匹》還用“借光”一詞，如： 

7.我們借伱的光，伱呢教一个小子們，給他幾个錢，把那个馬給我們外頭溜𠚤。 
在這個意義上，“借光”與“沾光”是完全相同的，比喻憑藉別人的名聲、地位或榮譽

而得到好處。如明阮大鋮 《燕子箋·辨奸》：“賢契高才，自當首選，老夫借光不淺。”這

是已然，是事實。《儒林外史》第三三回：“久聞世兄才品過人，所以朝廷仿古徵辟大典，

我學生要借光，萬勿推辭。”這是未然，是期望。  

“借光”在現代漢語中還用於寒暄問候或請求幫助的客套語。如魯迅《故事新編·理

水》：“臨末是一個粗手粗腳的大漢……連聲說道‘借光，借光，讓一讓，讓一讓’，從人

叢中擠進皇宮去了。”這是請求幫助的套語。老舍《趙子曰》第七：“借光！這是六十號嗎？”

這是詢問語，也是一種寒暄和問候。這是“沾光”一詞所不具備的。 

 
例 2.歸起 /皈起  
1.擱到歸起，行事（市）若違咧，立刻就徃別處拉，愛發那裡就發那裡，普天下不拘甚

嗎地方否咧，再沒有賣不出去的。 
2.如候東西擱下䓁著時候，卻是不用説咧，若一擱𠚤到敀（皈－歸）起，差不多點惱腐

咧。 
3.伱也是顧（估）量著，他們這一䓁雜貨是原是不像我們本地的大路貨爽當，作比買下

咧，動不動堆得這裡，䓁著時候纔發賣。知道趕歸起味道何如呢？卻是包不准。 
4.所以打着這一両天的工夫都要遮完。一層𠚤𠚤（一層）的徃下敢（赶）着完，辨（辦）

到敀（皈－歸）起，若有完不了的是説不淂咧，顧得我們勾當，𠚤（當－耽）悮王法嗎？故

此候（後）个就不淂不走，一定在走啊。 
5.咱們纔剛煮鷄的時候，我們囑付𠚤𠚤（囑付）只要爛𠚤的，伱呢高聲大話，把我们連

話也不讓說，伱呢各人說是敀（皈－歸）起若不好咧，罰我怎嗎的罷，有這個話沒有啊？ 
“歸起”就是“最終”、“最後”、“結果”。已有學者解釋過，但未談構詞理據。這

是一個難解的問題，試討論如下： 

第一，筆者以為“歸起”也許就是“歸結，聚集”義。晉郭璞《巫鹹山賦並序》：“林

薄叢蘢，幽蔚隱藹。八風之所歸起，遊鳥之所喧會。”是其例。也表示“結局，最後，最終”

等義。 

與之同義的有“歸終”。晉袁宏《後漢紀·光武帝紀七》：“故久處貧賤，誠有志者之

所恥也。歸終而言，取保家之主乎！” 

有“終歸”。唐張鷟 《遊仙窟》：“縱使身遊萬里外，終歸意在十娘邊。” 

有“歸結”。 《紅樓夢》第六五回：“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媽也有了安身之處，

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才是正禮。”魯迅《花邊文學·論秦理齋夫人事》：“一切回聲中，對

於這自殺的主謀者－－ 秦夫人 ，雖然也加以恕辭；但歸結卻無非是誅伐。” 

“歸”有終，最後的意思。《孟子·萬章上》：“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

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後漢書·袁術傳論》：“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故以上屬於同義並列雙音詞。 

第二，“歸起”也許是“歸齊”的記音寫法。  

《兒女英雄傳》第二七回：“歸齊不到一個月，你還轉著彎兒，到底照市價還了我了。” 

曹禺《北京人》第一幕：“好，鬧了歸齊，你在這兒！” 

现代汉语（尤其东北方言）依然有此用法。如：“他盼了很久，歸齊還是沒有去成。”

“歸齊”是最終，結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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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齊”是什麼結構？筆者有一個大膽的設想。先秦時齊為大國，“歸於齊”往往是一

個好的歸宿，先秦兩漢文獻多見“歸齊”的記載。《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至國，脩政，

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史記·管晏列

傳第》：“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沬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即其例。 

“歸齊”逐漸抽象化，也是“歸於齊”，但是屬於泛指，比喻恰當的歸宿。《管子·輕

重甲》：“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

《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管子·輕重乙》：“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

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管子·輕重戊》：：“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歸齊”甚至成為理想的結局和標準。申鑒《時事》：“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

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

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晋虞子卿《駮谷士風議》：“士風所議。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適之義。昔姜氏以殺嫡

立庶，歸齊怨魯。陳媯以子死君卒，于禮宜歸。此婦非姜氏義絕之倫。” 

焦氏易林《家人之第三十七》：“離、南行出城，世得福祉。王姬歸齊，賴其所欲。” 

《梁元帝集》卷四《薦鮑幾表》：“旌蒲出魯，賁帛歸齊，頌聲既興，盛業斯在。” 

“歸齊”隨着使用的廣泛，意義更為抽象，就有了“結局、最後”的意思。我們看下面

一例： 

南朝梁王僧孺《為韋雍州致仕表》：“一旦攀附，遂無涯限，……變狹室於高門，改小

冠於侯服，況復還周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此例可以看作實義，也可以看作虛義。尤

其“歸齊”在句中位置的變化，處於動詞之前，就有了副詞的用法，上引《兒女英雄傳》即

其例。《騎著一匹》寫作“歸起”，本字就是“歸齊”。 

除了“歸起”外，還有其他的寫法，如：  

楊朔《紅石山》：“一個老人家，受苦受難，心上磨得起繭，歸期落得這樣慘。”《漢

語大詞典》：“謂晚年。”應當是結果、最後的意思。 

 “歸期”“歸起”都是 “歸齊”的不同記音詞。  

以上兩說，僅供批評。 

 
例 3.不離  
1.嗳呀，今年年成比不如在先哪，不過是三分年成。就是関東地方却倒不離，徃西走，

沿道上春天却道（倒）不離，一到夏天下雨，老平䓁礙（矮）地，連山垉地，澇大水都衝

去咧。 
2.再歪一瓢水洗洗，洗到乾净，拿薄刀斲一斲，鍋裡頭添点油，把那箇鷄都攪淂一塊炒

着，敢（赶）多候兒炒一炒，不差甚嗎不離，添小（少）点水，拿鍋盖好生盖着，别徃上

走氣——若走氣就爛不了。 
3.年成却倒不離，就是粮食不值銭。連財主們也变不出銭来呢，何况沒有銭的，又是該

怎嗎的呢？ 
4.噯呀，人品卻倒不離，天生明公。就是性品忒急，作比要販（辦）這一件事，立刻就

辨（辦）淂來纔対淂他的邊。 
5.大哥，聼著説今年伱們這裡海菜行事（市）不離，那個也不出勢。 
6.我看著不離，橫竪可以吃淂咧。 
 
以上“不離”猶言“不差” 、“好”，是形容詞。這是從語義上容易體會出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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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騎著一匹〉的語料價值》一文徑直把“離”釋作“差，不好”，這就是隨文釋義了，

缺乏理據。 

 “不離”作為動詞，大約有三種表達方式： 

不及物動詞用法——分離義。《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

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這是主語承前省，即“上下不分離”。《文

選·曹植〈求通親親表〉》：“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

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亦其例。 

及物動詞——離開義。《孟子·盡心上》：“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

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不離道”即不離開道義。《文選·夏侯孝〈若東方

朔畫贊〉》：“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群。”《弘明

集》卷二《明佛論》：“夫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爾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

純朴不離。”亦其例。 

還有動補結構的表達方式。《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

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曹植》：

“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

手，誠難能也。’”《宋書·江夷傳》：“是以小心翼翼，可祗事於上帝，嗇夫喋喋，

終不離於虎圈。”  

還可以省略介詞，《禮記·曲禮上》：“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意思是說鸚鵡能言，還是飛鳥；猩猩能言，也還是禽獸。“不離飛鳥”謂與飛鳥沒有差距，

或者说与飞鸟没有分别；“不離禽獸”，謂與禽獸沒有距離。《魏書·劉芳傳附芳族子晰》：

“愚以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

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即與松樹沒有分開。 

《嵇康集》十一卷《釋私論》：“今執必公之理，以繩不公之情，使夫雖為善者，不離

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重其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謂與

有私沒有不同。 

還可以進一步省略賓語。如《人物志》卷中《八觀》：“亦有善情救惡，不至為害。愛

惠分篤，雖傲狎不離。”後一句的注文是：“平生結交，情厚分深，雖原壤夷俟而不相棄，

無大過也。”即用“無大過”解释“不離”。 

筆者以為，“離”是分離，不同。“不離”通常指與對象沒有分離，沒有不同。如果把

對象省略了，就是與標準沒有距離，就是差不多；還不錯。因而徑直寫作“不離”，隱含了

比較的“標準”和“規範”，是一種縮略的表達方式。上引《人物志》即其例。到了近代漢

語中，常常有此類表達方式，如： 

《紅樓夢》第一○八回：“湘雲道：‘別人還不離，獨有璉二嫂子，連模樣兒都改了，

説話不伶俐了。’”“別人還不離”是說別人與原樣差距不大。 

還可以直接用“不離”表示與標準沒有差距，也就可以理解為“稱讚”了。老舍《駱駝

祥子》四：“老頭子看了車一眼，點了點頭：‘不離！’”是其例。 

“不離”在《騎著一匹》中還有比較完整的表達方式：“不離胡”。其實就是“不離譜”

的記音詞。 

7.論分量的貨却是俗有大小呢，有个七成貨就不離胡呢。 
8.伱這説的是寔（實）在𢙣心哪。買着四五个鷄否咧，啚（圖）甚嗎便宜呢？上下不離

胡就罷咧。 
“不離胡”變成四字格的表達方式，就是“不離不胡”： 

（9）橫竪是六站里的年成是咳筭不離不胡，一過遼陽就十分荒年，故此沿道的艸料越

發貴的離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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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譜”謂離開公認的準則、規範。“不離譜”就是不離開標準，也就是符合規範，從

語義上說，就是一種肯定和讚賞，因而可以理解為“好”、“不差”。 

 
例 4.記聲児  
1.一来他那个馬並不是稀鬆的牲口，當先拉不慣車的套車咧，白遭他（糟蹋）可惜了；

二来車户家沿道遭他（糟蹋）牲口，我們記聲児给車户家借牲口套車，只怕底些留咧（例）。

所以他們不肯借给伱啊。 
2.伱們爺𠚤們說的是𠚤話。我咳（該）怎嗎的呢？小（少）一个馬，車治淂走嗎？辨（辦）

到這頭不合宲（實－適），辨（辦）那頭又不対盡（勁）。各人要不記聲児罷，這是小（少）

不淂的；要 挪（張羅）些罷，一点不随心。 
3.王夥計，咱們不是賺伱說，却是這嗎着：伱有甚嗎别的難勾當，都退（推）淂我們身

上，我們都不给伱記聲児出力，由伱苦甜，是咱們管不着甚嗎咧；咱们坐的車是小（少）

一个牲口，怎嗎随心走呢？ 
4.王夥計，你這个為人却到（倒）不錯，本来重厚呢，清（成）天家沒有經過不依我们

的話，也沒有見過待我們利害。就是給我們赶車的時候，清（成）天家偏要打盹。我們也好

幾沒狠肚過，你一个到底不記聲児，莫不了的今个又是那嗎打盹。 
5.我們也怕的是你們這裏沒有地方，所以早起打發後（護）送的頭裏給你們送信来，不

許存别的客呢。你一个粧不記聲児，那不是不肯教存我們的意思嗎？差不多点當先白綛（認）

得你咧。 
6.伱這白說咧。伱們那裡懂淂這些个縁故来呢？伱拿這一張標退他們的時候-乚，别提

我們的話罷，不記聲 -乚纔好呢。 
7.那嗎伱的别記聲児罷。海蔘主候-乚那裡我給伱商量去。 
8.古人說是，公平交易纔両下裡過淂去呢。每一桿稱多跑一二斤否咧，我們不記聲児，

每一桿称傷耗五六斤的，還有七八斤的，两萬多斤的貨，裡外差多少呢？富貴是天給的，不

在稱頭-児上呢。 
9.值錢的上称就高性（興），海蔘過称就不記聲児？上伱的當就正対伱的边児咧？ 
10.伱這白説咧。伱們那裡懂淂這些个縁故来呢？伱拿這一張票退他們的時候-乚，别提

我們的話罷，别記聲児纔好呢。 
11.那庅伱的别記聲児罷。海蔘主候那裡我給伱商量去。 
12.伱在裡頭别記聲児罷，若是他們知道外国的来咧，管包不給開門哪。 
 
《試論〈騎著一匹〉的語料價值》一文把“記聲”釋作“記得”，未確。其實“記聲”

就是“吱聲”的記音詞，謂開口說話、應聲，就是應答，加上“兒”表示已經兒化，是已經

成詞的重要標誌。而“記得”沒有兒化的形態。“吱聲兒”通常都接在否定詞“不”、“別”

之後。 

 
以上詞語從詞語類型上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記音詞： 

“吱聲”寫作“記聲”是記音詞，反映了北方方言翹舌音通常讀作不翹舌音的語言實際

狀況。“沾光”寫作“見光”也是這種情形。 

“不離胡”就是“不離譜”，也同樣反映了北方人讀音的實際情況，是音近相混。 

“歸起”本字當為“歸齊”。“講到”就是念叨，講道、說道。這兩例是同義並列雙音

詞，而記音為非並列方式，或許與理解不確有關。 

 

第二類是俗語詞：“治得”及其否定形式“治不得”屬於北方俗語，猶言“不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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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點”“不差甚嗎”也是北方程度副詞的俗語表達方式。“你一個”“我一個”是表示強

調的表達方式。“不離”是“不離譜”等的縮略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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