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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湘方言语音研究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中国知网中的｜学术期刊库Ｂ为数据来
源，采用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通过ｃｩｴ･ｓｰ｡｣･等工具，从发文信息、聚类分析及演进
趋势等维度对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和可视化知识图谱绘制，全方位考察近四十年的
研究概貌，提出｜类型学Ｂ、｜语音层次Ｂ将会是湘方言语音研究较新的、有待进一步开
拓的领域，为今后开拓新的研究方向提供理论依据，为湖南语保工程的资源进行深度
开发利用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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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方言又称湘语，历史源远流长。ＱＹＰＰ年，章太炎作为最早给现代汉语方言分区的人，将
汉语方言分为九种，湖南、湖北、江西被视作同一种方言。但直到ＱＹＳＷ年李方桂在《中国年
报》上发表《语言和方言》，正式提出湘语作为八大汉语方言之一。湘方言的几代学者在研究
范围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多样、具体语言学问题探讨等方面开展了诸多研究。

ＲＰＱＵ年，国家正式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Ｂ，同年ＱＲ月，湖南语保工程正式启
动。ＲＰＱＹ年底，湖南已完成省内ＱＰＰ个调查点的调查摄录工作。进入语保工程二期，语保工
作者积极投身于湘方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中。因此，全面
统计和概览湘方言语音研究的全貌，对已取得的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总结，十分迫切也很
有必要。

从已有的论文来看，对湘方言语音研究做文献综述的研究以描述和梳理等方法为主，鲜见
采用计量分析和图谱绘制的方法对该领域发展趋势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本文选取与湘方言语
音研究有关的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以下简称ｃｎｋｉ）中的｜学术期刊Ｂ数据库进行检索，全面
梳理ＱＹＸＰ年至ＲＰＲＱ年的相关论文，进行计量分析和知识图谱绘制，厘清国内湘方言语音研究的
历史脉络和演进趋势，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和湖南语保工程的开展提供数据参考。

2 研研研究究究方方方法法法与与与数数数据据据来来来源源源

本研究采用的文献计量分析方法，是通过数据挖掘、计量分析、可视化图谱绘制等手段，
对学科主题进行全面分析。文献计量分析工具是采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所开发
的ｃｩｴ･ｓｰ｡｣･。该软件的原理是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对某个领域的文献资料进行
计量分析，探寻该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绘制可视化图谱来分析该学科领域
研究热点具体的变化过程、学科演化的潜在动力机制，并探测学科发展前沿，作为科学计量学
普遍使用的新工具来有效帮助读者充分了解所从事的研究领域。

本文以ｃｎｋｉ中的｜学术期刊Ｂ数据库为来源库，时间跨度为ＱＹＸＰ至ＲＰＲＱ年，根据专家建
议和文献阅读，确定检索式为（湘语Ｋ湘方言Ｋ新湘语Ｋ老湘语Ｋ湖南话Ｋ湖南方言Ｋ长益
片Ｋ衡州片Ｋ娄邵片Ｋ辰溆片Ｋ永州片）Ｊ（语音Ｋ声母Ｋ韵母Ｋ声调Ｋ元音Ｋ辅音），检索时
间为ＲＰＲＲ年Ｔ月ＱＰ日，对检索到的数据进行去重、勘误以及选择等清洗后，筛选出有效数
据ＳＸＳ条，输出ｅｸ｣･ｬ数据表和ｒ･ｦｷｯｲｫｳ文献数据表。然后对有效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主要包
括同义词和缩写词的规范统一，机构名称的合并（同一个机构前后名称不一致，改成最新的名
称），缺少关键词的文献进行关键词提取，不规范关键词的删除等，从而保证软件运行结果的
客观性和准确性。

本文通过ｅｸ｣･ｬ对年度发文量、发文作者、研究机构和刊发载体进行统计并绘制图表，再通
过ｃｩｴ･ｓｰ｡｣･对ｒ･ｦｷｯｲｫｳ文献数据表进行可视化分析，分析类型依次为作者、机构和关键词，生
成年度发文量统计图、作者共现网络、研究机构共现网络、关键词聚类图谱、关键词突现趋势
图，分析湘方言语音研究的发文量、核心作者、合作网络、研究热点和演进趋势等。

3 发发发文文文信信信息息息分分分析析析

发文信息包含发文时间、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刊发载体等，用于分析湘方言语音研究论
文发表的基本信息。

3.1 发发发文文文时时时间间间分分分布布布

学术论文数量的时序变化是衡量某领域发展的重要指标。绘制分布曲线对文献分布做历
史的、全面的统计，对评价该领域所处的阶段、预测发展趋势和动态具有重要意义（邱均平･ｴ
｡ｬＮＬＲＰＱＲ）。湘方言语音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分布如图Ｑ所示Ｌ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Ｑ）改革开
放后至ＱＹＸＴ年为起步阶段，开展湘方言语音研究的高校与机构还较少，研究规模不大，涉及的
主题也不多。Ｒ）ＱＹＸＵＭＲＰＰＱ的平稳发展阶段，发文量缓慢上升，以湖南师范大学为主，其他高
校的成果数量较少。（Ｓ）ＲＰＰＲ年至今的高速发展阶段，ＲＰＰＶ年、ＲＰＰＹ年、ＲＰＱＰ年分别出现Ｓ次
发文高峰，其中ＲＰＱＰ年达到峰值（ＲＷ篇）。ＲＱ世纪初为湘方言语音研究发展的重要节点，此前
的方言普查为之后的语音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方言材料，同时湖南省内高校的学科建设取得初步
成果，如湖南师范大学分别于ＱＹＸＵ年、ＱＹＹＸ年获得汉语言文字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吉首
大学于ＲＰＰＶ年获得汉语言文字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一批高校将方言研究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有机结合，培养了一批具备调查能力的方言工作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渐成为湘方言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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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骨干力量。这一时期，湘方言工作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尝试发掘出语音研究的相关规
律，归纳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性结论。同时，从原来单一的学科内部研究向跨学科和社
会应用发展，取得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其中ＲＰＰＵＭＲＰＱＳ的发文总量为ＱＹＸ篇，约占四十年发文
总量的二分之一。总体而言，湘方言语音研究文献量呈较为稳定的上升趋势。这表明湘方言语
音研究的热度和受关注程度在不断上升，专家学者在个别年份进行了集中、大范围的研究。

ｆｩｧｵｲ･ ＱＺ 文献年度发文量分布

3.2 核核核心心心作作作者者者分分分布布布

核心作者概念由德瑞克·约翰·德索拉·普赖斯提出：该领域论文的高产作者，具有一定的学
术影响力。宗淑萍（ＲＰＱＶ）的研究表明：发文量与被引量分别从｜量Ｂ和｜质Ｂ方面反映了核心作
者的学术水平。发文量代表了作者对期刊的重要性，被引量代表了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著者至少发表论文数为mp篇，计算公式：mp ］ Ｐ.ＷＴＹ

√
npmax，其

中mp为统计时段内作为核心作者至少发表的论文数量，npmax是统计时段内发表论文最多的作
者发表的论文数量。计算出湘方言语音研究领域核心作者至少发表的论文数mp≈ＳＮ ＱＸ，按照取
整原则即发表Ｓ篇或Ｓ篇以上论文的作者入选为核心作者候选人。

ｆｩｧｵｲ･ ＲＺ 作者共现网络

本文根据综合指数对核心作者候选人进行测评。对于发文量和被引量Ｒ个指标权重值大小，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其中宗淑萍（ＲＰＱＶ）将权重值分别确定为ＰＮＵ和ＰＮＵ。本文认为，重
要性和学术影响力具有相同的重要程度，因此对核心作者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的权重值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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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ＰＮＵ。按照公式zi ］ xi/６x× ＱＰＰ× Ｐ.ＵＫ yi/６y× ＱＰＰ× Ｐ.Ｕ计算得出综合指数值：zi为第ｩ位候选人
综合指数，６x为核心作者候选人平均发文量，６y为核心作者候选人发文平均被引量，xi为第ｩ 位候
选人累计发文量，yi为第ｩ位候选人累计被引量。综合指数统计表见附录表。

本文基于图Ｒ与核心作者分布情况表（见附录），将排名靠前的作者大致分为四类研究方
向：（Ｑ）湘方言的区划，鲍厚星、陈立中等对湘方言的区划问题作深入研究，对湘方言内部分
片研究有重要影响，帮助正视湖南方言内部的差异性；（Ｒ）语言接触与影响，瞿建慧、李冬
香、李启群等关注湘方言、乡话、赣方言等不同方言接触影响后的方言面貌；（Ｓ）语音学本体
研究，李姣雷、夏俐萍等对语音特征有深入研究，在语音本体研究领域贡献了大量文章；（Ｔ）
实验语音学研究，彭建国、贝先明等对湘方言的实验语音学研究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图Ｒ可看出：湘方言语音研究形成了数个规模较小的作者合作群体，展开合作研究的核心
作者大多为师生或同事关系，如鲍厚星与陈晖、彭泽润（师生与同事），詹伯慧与杨蔚（师
生），朱晓农与彭建国（师生）。结合综合指数表，可见排名靠前的核心作者的互动和合作较
少。

总体而言，湘方言语音研究已形成小规模的作者合作群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学术团
体等机构之间通过互相合作而产生学术增量的现象并不多，主要依靠部分高产作者、部分高产
机构进行研究。通过对作者的籍贯和年龄进行统计，核心作者以湘籍学者居多，中青年群体研
究人员出现一定程度的断层，说明湘方言语音研究的梯队建设任重道远。

3.3 主主主要要要研研研究究究机机机构构构的的的分分分布布布与与与合合合作作作

ｆｩｧｵｲ･ ＳＺ 湘方言语音研究高产研究机构发文量

图Ｓ为湘方言语音研究高产研究机构发文量图。可看出：湖南师范大学作为主要的湘方言语
音研究机构，排名第一（ＵＵ篇），其中文学院（ＴＹ篇）、外国语学院（Ｓ篇）、物理与信息科学
学院（Ｒ篇）、新闻与传播学院（Ｑ篇）。吉首大学排名第二，发文ＳＶ篇。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
研究所排名第三，发文ＲＵ篇。这些机构产出活跃，组成了湘方言语音研究的学术重镇。

ｆｩｧｵｲ･ ＴＺ 研究机构共现网络

由研究机构共现网络（图Ｔ）和ｅｸ｣･ｬ表中的研究机构统计相结合分析，较为明显的合作机
构有：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中山大学中文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暨南
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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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分析：ＱＮ发文机构以湖南省内的高校为主；ＲＮ各研究机构在发文数量上存在一定差距，
前三名机构发文量明显超过其他机构；ＳＮ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并不紧密。

3.4 主主主要要要刊刊刊发发发载载载体体体分分分析析析

对于刊发载体的分析应结合学科领域核心期刊和期刊发文量两个指标来进行综合评测。按
邱均平（ＲＰＰＷ），学科领域核心期刊遴选的依据是布拉德福定律，布拉德福定律是对出版该文
献的专业期刊中专业文献数量分布规律的总结，是文献计量学中的基本定律之一。

根据布拉德福定律，按学科文献载文量的多少，将期刊划分为三个区域，每一个区域的载
文量相等，三个区域的期刊数量之比为Ｑ Ｚ n Ｚ n2。其中，第一个区域为该领域的核心期刊区，
第二个区域为相关期刊区，第三个区域为边缘期刊区。湘方言语音研究的论文总数为ＳＸＳ篇，
刊文的期刊为ＱＲＹ种，每一个区域约为ＱＲＸ篇。其中，核心期刊区有Ｕ种（ＱＲＶ篇），相关期刊区
有ＲＶ种（ＱＲＹ篇），边缘期刊区有ＹＸ种（ＱＲＸ篇）。三个区域的期刊数量之比为Ｕ∶ＲＶ∶ＹＸ，n的
比值接近Ｕ，在各分区论文占比大致相等的情况下，期刊数量呈现Ｑ Ｚ n Ｚ n2数量的区域分布Ｌ基
本符合布拉德福定律的定义。从湘方言语音研究发文的核心期刊区来看，《方言》（ＶＴ篇）、
《语言研究》（ＲＱ篇）、《中国语文》（ＱＶ篇）、《语言科学》（ＱＵ篇）是国内语言学科的专
业刊物，《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ＱＱ篇）是湘方言研究重镇湖南师范大学的学报。上
述Ｕ种期刊也均为ｃｓｓｃｉ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ＨＲＰＲＱＭＲＰＲＲＩ来源期刊和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学科权威性较强。从总体分布来看来看，排名靠前的刊物以湖南省内
高校学报居多，约占总发文量的ＳＰＥ，核心刊物和ｃｓｓｃｉ期刊数量约占总发文量的ＴＰＥ。

尽管跨学科协作研究是方言研究的趋势，但从刊发载体分布来看，并未在其他相关学科中
形成核心期刊群，学界应大力推动湘方言语音的跨学科研究，将｜湘方言语音Ｂ放在更多元的学
科背景中进行分析和探讨。

4 湘湘湘方方方言言言语语语音音音的的的研研研究究究热热热点点点及及及演演演进进进趋趋趋势势势分分分析析析

关键词作为文章的主题提炼，能体现文章的核心内容，有助于深入挖掘该领域的研究内
涵。通过关键词的出现频率、聚类分析和共现图谱，可以分析研究热点和预测演进趋势。

4.1 关关关键键键词词词共共共现现现图图图谱谱谱分分分析析析

ｆｩｧｵｲ･ ＵＺ 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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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表达了论文的研究主题，是论文的核心与精髓。通过ｃｩｴ･ｓｰ｡｣･绘制出现频次≥Ｒ的
关键词聚类图谱（图Ｕ）。除了｜湘语Ｂ（ＸＱ）、｜湘方言Ｂ（ＲＸ）、｜汉语方言Ｂ（ＱＷ）以外，｜同
音字汇Ｂ（ＲＴ）、｜声调Ｂ（ＱＹ）、｜赣语Ｂ（ＱＸ）、｜入声Ｂ（ＱＵ）、｜西南官话Ｂ（ＱＴ）、｜乡
话Ｂ（ＱＴ）、｜演变Ｂ（ＱＳ）、｜文白异读Ｂ（ＱＳ）、｜湘西乡话Ｂ（ＱＲ）、｜声母Ｂ（ＱＱ）、｜塞擦
音Ｂ（Ｙ）、｜层次Ｂ（Ｘ）、｜比较Ｂ（Ｘ）、｜全浊声母Ｂ（Ｘ）等关键词共现频次均大于等于Ｘ，
它们反映了ＱＹＸＰＭＲＰＲＱ湘方言语音研究的热点，建构了该领域的知识网络。由关键词共现图可以
看出，整个高频关键词网络是比较紧密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湘方言语音的研究都是围绕这些
核心展开的。

4.2 关关关键键键词词词聚聚聚类类类分分分析析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用于将相似的关键词进行归类，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进行，其原理是将
检索时间范围内的关键词按照对数似然率算法（ｌｌｒ）进行提取，运行后得到关键词聚类，每
个聚类由多个紧密相关的词组成。表中知识图谱模块值（ｑ值）均值为ＰＮＷＸＴ，轮廓值（ｓ值）
均值为ＰＮＹＲＵＵ。ｑ值>ＰＮＳ，说明聚类结构显著，ｓ值>ＰＮＵ，说明聚类合理。本次聚类效果显著。

聚类号 聚类成员数量 轮廓值 年份中位数 聚类标签（ｌｌｒ）

Ｐ ＲＴ ＰＮＹＶＶ ＲＰＰＹ 赣语

Ｑ ＲＱ ＰＮＹＳＸ ＲＰＰＹ 方言调查

Ｒ ＲＱ ＰＮＹＶＹ ＱＹＹＶ 粤北土话

Ｓ ＲＱ ＰＮＹＷＸ ＲＰＱＳ 同音字汇

Ｔ ＲＰ ＰＮＹＵＱ ＲＰＰＸ 不送气

Ｕ ＲＰ ＰＮＹＸＷ ＱＹＹＷ 比较

Ｖ ＱＶ ＰＮＹ ＱＹＹＴ 演变

ｔ｡｢ｬ･ ＱＺ 聚类表（本文选取前Ｗ个聚类）

表Ｑ显示了关键词聚类情况，Ｐ、Ｑ、Ｒ、Ｕ、Ｖ号聚类着重考察湘方言与相关方言的接触，内
部片区划分。Ｓ、Ｔ号聚类着重考察音韵研究。结合图Ｕ，我们将意义相近的关键词再次进行合并
与归类，着重阐释各关键词聚类标签下关注的研究重点，得出两个热点领域。

4.2.1 语语语言言言接接接触触触和和和片片片区区区划划划分分分

（Ｑ）语言接触

｜语言接触Ｂ是湘方言语音研究的重要方向，湘方言地区诸方言相互影响和渗透。关注度较
高的关键词有｜赣语Ｂ｜西南官话Ｂ｜乡话Ｂ。瞿建慧、李冬香、罗昕如、杨蔚等以湘方言复杂的方
言现象为依托，关注湘方言、乡话、土话、赣方言等不同方言接触影响后的语言面貌，对方言
分区和归属进行探讨，分析语言接触现象，探索语言互动的规律并构建其理论。瞿建慧从声
调、声母、文白异读和语音比较及演变等角度，研究湘西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特
征。瞿建慧（ＲＰＱＲ）指出，湘西州土家语、苗语与汉语方言都有一套完整的浊声母系统，大量
浊声母汉借词的进入强化了湘西土家语和苗语浊声母的语音特征，延缓了其清化进程，而浊声
母清化和浊塞擦音擦音化则是各自演变的产物。李冬香关注与比较湖南、江西境内赣语、湘语
的音韵特点，把动态演变和静态结构联系起来，从共时表现和历时演变的角度对不同方言相互
接触后的层次关系与渗透关系进行探讨分析。李冬香（ＲＰＰＳ）对比湖南、江西、粤北等地的方
言，发现湘语、赣语、平话、乡话及土话中普遍存在表处置结果和动作完成的｜咖Ｂ；通过考求
其语音和语义，提出它们都来源于古代汉语的｜过Ｂ，由此分析湘语、赣语及客家话的关系密切
程度。罗昕如关注湖南省内的湘语、湘南土话及广西省内的湘语，揭示在方言间的接触和频
繁影响下，其语音面貌与特征的演变，总结方言的发展趋势。罗昕如（ＲＰＰＲ）从声母、韵母、
声调及部分常用词语等方面对蓝山境内四个土话片的代表点及其中一片内部八个姓氏的土话
（共ＱＱ个点）进行比较，兼同蓝山官话作对比，对其存在的主要差异及差异程度进行分析。杨
蔚从语言接触和影响的角度，结合历史地理背景，探讨湘西乡话的分布与分片、语音特点和内
部关系等情况，分析湘西乡话共时体系的形成原因，把握其层次关系与动态演变，与湘方言、
赣方言和吴方言等周边汉语方言进行横向比较，考察方言之间的密切联系。杨蔚（ＲＰＰＲ）对沅
陵乡话、东安土话、宜章土话、江永土话等集中在湖南境内尚未分区定性的土话韵母进行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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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将其与吴语、湘语进行比较，研究其韵母演变格局，指出沅陵、东安、宜章、江永与吴
语、湘语韵母的相同之处应该是原来相同或相近的方言因素的共同留存。

（Ｒ）省内方言分布和湘方言片区划分

湖南是多方言地区，除了湘方言，还包含西南官话、赣方言、客家话及系属未定的湘南土
话和乡话。湘方言不仅仅分布于湖南省内，还分布于广西东北部、陕西南部、四川及贵州等
地。鲍厚星、颜森、李蓝、陈晖等对湖南省内方言分布和湘方言的分区分片问题作了深入思
考，研究湖南方言内部的差异性。鲍厚星在《汉语方言学大词典》中指出：根据湘语确认的语
音标准，并结合考察人文历史地理等因素，湘语可划分为五片：长益片、娄邵片、衡州片、
辰溆片、永全片。鲍厚星、颜森（ＱＹＸＶ）将湖南省汉语方言分为湘语、赣语、客家话、江淮官
话、西南官话、乡话区六个区。李蓝（ＱＹＹＴ）对当时几种湖南方言分区说法作了分析和评论，
提出按照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的方法重新给湖南方言分区，并用湖南花鼓戏的流行区域来验证
其分区结果。鲍厚星、陈晖（ＲＰＰＵ）讨论湘语的分区问题，对《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湘语分
区进行介绍，提出对湘语分区的重新思考与湘语内部分片结果。学者们基于对湖南省内汉语方
言的实际调查，结合之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湘方言进行分区并简述各方言区的语音共同
特征及主要差异。学界对湘方言内部具体方言归属问题也有着较高的关注。陈立中（ＲＰＰＲ）根
据古全浊声母的今读、知组与端组的分混等语音演变关系证明湖南汝城话属于湘南土话。瞿建
慧、谢玲（ＲＰＱＱ）经过对比分析，认为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南地区会同、靖州、通道等地的湘
西南酸汤话是当地苗族居民向汉人学习湘语过程中形成的中介语，在演变过程中受到了官话和
赣语的影响，属于湘语。覃远雄（ＲＰＲＱ）以归属仍有争议的广西全灌话为研究对象，将其语音
特点与湘语、西南官话分别对比分析，提出将全灌话视作跟湖南永州等湘南官话相同方言的结
论。

4.2.2 方方方言言言音音音韵韵韵研研研究究究

方言音韵研究是语音研究的重点和根本，学界重点关注声调、声母、文白异读等方向，学
者们从声调、声母、韵母等方面对湘方言语音面貌不断深入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成果。

（Ｑ）声调

声调研究是湘方言语音研究的主要领域，众多学者运用传统音韵研究和实验语音学的方法
对其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李星辉（ＲＰＰＵ）认为古入声韵尾在湘语中发展渲变的大致轮廓是从有
塞音韵尾演变到塞音韵尾发生合并，再到韵尾塞音进一步弱化为只剩下音节后的紧喉动作，
最后入声韵特色逐渐消失，发音同于舒声韵。ＲＱ世纪初开始，实验语音学在湘方言声调研究中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和发展。朱晓农在《语言语音学和音法学：理论新框架》《全浊弛声
论ｼｼ兼论全浊清化（消弛）》等文中提出完整的理论框架和工作取向，强调要加强关于发声
态的研究，以实验的手段研究跟语言有关的发音性质、语音的组织、分布和演化问题，解决
了｜湖南岳阳话中的假声Ｂ等具有语言学意义的问题。彭建国、朱晓农（ＲＰＱＰ）指出湖南岳阳话
中的假声是具有语言学意义的一种发声态，涉及阴去、次阴去、阴入三个调类，作声调描写时
应分中声域和高声域两个声域，认为湘语中普遍存在高域调。

（Ｒ）声母

早在ＱＹＸＷ年，湘方言语音的计算机实验研究就进入了学界的研究视野，陆致极（ＱＹＸＷ）以
《汉语方音字汇》为基本材料，利用计算机整理出包括长沙、双峰在内的汉语十七个方言调查
点在声母和韵母分布方面的数据，并采用聚类分析程序对数据进行统计，对各方言之间的联系
密切程度以及归类状况作出计量描写，根据统计结果讨论各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分区的问
题。蒋军凤（ＲＰＰＸ）发现湘乡市现辖的Ｕ乡ＱＳ镇Ｔ个办事处中，只有金薮乡存在部分端组字今读
舌尖后塞擦音｛ｴ｝组声母的现象，根据该方言的新老差异及类似材料作为旁证，推测出金薮乡方
言端见组今读舌尖后塞擦音的演变过程。陈晖（ＲＰＰＸ）详细考察古全浊声母在湘方言中的今读
音情况，揭示了仍保留浊音的湘语点与吴语，浊音清化的湘语点与闽语在古全浊声母演变上的
差异，总结了湘方言古全浊声母演变的特点和规律，指出古全浊声母在湘语部分方言中仍保留
浊音，在部分方言中浊音清化，并对古全浊声母的今读在方言分区中的局限性进行了探讨。

（Ｓ）韵母

学者们从韵母入手对湘方言语音深入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成果。李姣雷、赵日新（ＲＰＱＶ）
对学界有关湘语蟹假果遇四摄元音推链音变的观点进行讨论，具体分析湘方言中果摄一等与遇
摄模韵、蟹开二与假开二、假开二与果摄一等的关系，认为湘方言中不存在蟹假果遇摄的元音
推链现象，果假摄元音的高化是一种自主的后高化演变。贝先明（ＲＰＰＸ）运用元音格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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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长沙、萍乡、浏阳三地方言的一级元音格局，从中古韵摄的角度比较三地方言一级元音格
局的异同，发现了始发方言、混合方言、目的方言的元音格局分布模式。

4.3 关关关键键键词词词突突突现现现趋趋趋势势势分分分析析析

关键词突现能够显示出该领域研究热点的演化动态，预测其发展趋势。突现趋势图
中ｋ･ｹｷｯｲ､ｳ为关键词，ｙ･｡ｲ为检索数据的年份，ｓｴｲ･ｮｧｴｨ为突显强度，突显度越大，说明研
究前沿越明显，ｂ･ｧｩｮ为某一关键词研究热点的起始年份，ｅｮ､为终止年份。关键词的突显年份
即该研究领域在某一较短时间段内追踪的热点。

由图Ｖ可知，｜方言点Ｂ、｜方言音系Ｂ和｜全浊声母Ｂ的突现时区相对一致，都在ＱＹＸＶＭＱＹＹＸ，
其中｜方言点Ｂ的突现年限（ＱＹＸＷＭＱＹＹＸ）稍长于｜方言音系Ｂ（ＱＹＸＸＭＱＹＹＵ）和｜全浊声母Ｂ（ＱＹＸＸＭ
ＱＹＹＶ）。随着湘方言语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方言工作者增加了对湘方言语音的全面认识，对
个别地点的深入调查也取得了重要成绩。这一时段有关语言本体的研究体现了湘方言不同方言
点的语音基本面貌，主要围绕方言音系、全浊声母等语音特点展开，发文量也不断上升。

ＲＰＰＲＭＲＰＱＴ湘方言内部区划与归属成为研究的热点，｜分区Ｂ（ＲＰＰＵＭＲＰＰＷ）、｜内部差
异Ｂ（ＲＰＱＰＭＲＰＱＴ）等成为突现热词。同时，有关湘方言语音本体的研究持续且集中，具体体
现在｜声韵调Ｂ（ＲＰＰＲＭＲＰＰＷ）、｜语音特点Ｂ（ＲＰＰＶＭＲＰＰＷ）、｜语音Ｂ（ＲＰＱＰＭＲＰＱＲ）等突现热词。

ＲＰＱＰ年开始，湘方言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新气象。实验语音学在湘方言语音研究中得到了
全方位的应用，围绕湘方言语音的声学特性而展开研究，强调量化分析和实证研究。语言接
触和影响也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重点，学界围绕湘方言、客家话、赣语、湘南土话和乡话之
间的基础关系与各方言点的语音面貌展开论述。如｜乡话Ｂ（ＲＰＱＳＭＲＰＱＸ）、｜湘西乡话Ｂ（ＲＰＱＵＭ
ＲＰＱＷ）等突现热词。这两个关键词突现时间虽然较短，但以其为研究主题涌现了一批学术成
果。进入新时代，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强调推
进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发展，学界围绕湘方言区的教学与社会应用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ｆｩｧｵｲ･ ＶＺ 关键词突现趋势图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近四十年来湘方言语音研究热点交叠更新，受国家语言政策和学
界认识不断深入的影响，研究热点的演进在不同的时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关键词突现终止
的时间可以看出，近几年新颖度较高的研究焦点是｜类型学Ｂ、｜语音层次Ｂ，显示出在近些年湘
方言语音研究中，它们是在国内目前较新的、有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目前学界在湘方言语音
研究领域尚未形成新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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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湖湖湖南南南语语语保保保工工工程程程和和和方方方言言言文文文化化化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传传传承承承

5.1 方方方言言言文文文化化化的的的保保保护护护与与与传传传承承承

湖南省作为国家首批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试点省份之一，于ＲＰＱＵ年正式启动语言资源
保护工程，从湖南省语保调查点一览图（图Ｗ）可以看出，按照｜一县一点Ｂ的原则在全省铺
开，对全省ＱＰＰ个方言点进行调查和数据处理，分别于ＲＰＱＶ年、ＲＰＱＷ年、ＲＰＱＸ年获得国家立
项ＲＱ项、ＲＸ项、ＲＵ项，均位居全国第一，积累了大量的音视频、图片、文化资源。同时，在国
家语保工程的总体框架内，在国家语保工程的总体框架内，湖南省整合了政府、民间、企业的
力量，开展了省级语保工程，全方位采录了省内的语言材料，初步建设了湖南语言资源数据
库，有力推动了湘方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ｆｩｧｵｲ･ ＷＺ 湖南省语保调查点一览图

5.2 湖湖湖南南南方方方言言言文文文化化化资资资源源源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传传传承承承

ＲＰＲＲ年Ｕ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
见》，提出｜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关联形成中华文
化数据库Ｂ的重点任务0 。本文提出：在语保工程二期启动建设之际，有必要在已有语料数据库
的基础上，对湘方言文化资源进行全方位的数字化处理，建设湖南方言数字博物馆，实现数字
化成果的全民共享。

语言数字博物馆是集语言社会生态数据采集、语料数字化采录和存储、语料数据分类存储
和转写标注、语料资源专业检索和大众化服务为一体的网络空间平台，数据类型包括数字化文
献资料、数字多媒体基础语料、数字多媒体转写资料、社会生态数据四类，其中的语料库和文
献库是博物馆最重要的基础数据资料。语料库包括编码、条目、音标注音、拼音、注释、媒
体、语言、音韵、方言或民族文字、分级分类、普通话词对译、字、词汇、句子、语篇等主要
字段。文献库包括书本编码、书名、地点、地点编码、语言、作者编码、作者、出版社编码、
出版社、出版年份、出版语言、目录页数、内容页数、阅读量、下载量、文件、上传时间、引
用、在线阅读、本地下载等主要字段。

6 结结结语语语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积累了丰富的湘方言材料，对湘方言语音的基本面貌有了整体把
握，对湘方言语音的认识逐渐清晰，对湘方言个别地点的深入调查也取得了重要成绩。重视差
异性的同时也重视共同性，内容从调查语音铺开，从单点调查到成片地区的比较，从共时描写
到历时研究，从纯语音研究到与地域文化的结合，探讨了入声的演变、泥来母的分混和古全浊
声母的演变等一系列重要的语音现象。但由于湘方言内部情况复杂，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来自其
他语言或方言的影响，形成了多样的方言现象，因此仍然有颇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分析。

在新时代背景下，湘方言语音研究议题亟待深化。一方面，借助相关语言政策，聚焦重点
与创新机制，紧扣新时代，提出新目标，持续深入对湘方言语音方面的研究。同时，还应该将

0http://www.gov.cn/xinwen/2022-05/22/content 5691759.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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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焦点定位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求上，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和深化，多做应用研
究，如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建设相关数据库，充分利用方言文化资源，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语言文化，做到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并重。

本研究为今后湘方言语音研究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但需要说明的是，可视化软
件和文献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虽然可以直观、全面地揭示湘方言语音研究领域的研究现
状、热点和趋势，但其中可能存在一些局限，诸如｜标引者效应Ｂ的存在、数据规范化处理和相
关参数与阀值的设定等，这可能对分析结果有微弱影响，但不会影响基本结论。同时，由于
受ｃｎｋｉ文献来源的局限，尚有会议论文和未入库的论文未能考虑到评价体系中，因此在核心
作者分析等方面可能不够全面和准确。这些问题的改进有待于在后续研究中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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