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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试从语言资源保护的视角探析中世纪蒙古语发展演变形成的保安语及蒙古语同源词，对其来
源、类型、差别及变异进行分析的同时，对语言资源的整合进行了初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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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语是中国西北特有的人口较少民族语
言，也是阿尔泰语言中最小的语种之一。目前其使
用者保安族主要聚居在我国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
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简称积石山县）大墩、甘河
滩、 梅坡等地区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
的年都乎、郭麻日、尕洒日、保安下庄等地区。另有
少数散居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各县及兰州市、
青海省河东地区及新疆等地。 据2010年全国第六
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 全国保安族有20074人，其
中90%以上在甘肃省，且大多数居住在积石山县。

长期以来， 人口较少民族语言资源的研究并
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导致其语言资源意识淡
薄，且开发利用率较低。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由
于受到语言接触及语言自身演变的影响， 保安语
正面临使用人口减少、语言功能锐减、语言活力下
降等现状并逐步走向濒危。 但其蕴含的语言资源
对保安族乃至整个蒙古语族都具有不可逆转的文
化价值。作为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语言，保安语中
保存着许多古蒙古语的特点。 例如，在语音方面，
保留着词尾元音（同于蒙古语书面语）及中世纪蒙
古语中一些古老的读法；在词汇方面，近一半同于
早期蒙古语词汇。

保安语词汇由固有词和外来词构成。 固有词
包括蒙古语或蒙古语族其他语言同源的词、 保安
语特有词，以及这些词的基础上产生的派生词，复
合词等。根据以往对保安语的调查来看，其与蒙古
语同源词的比例大致如下：

第一， 据上世纪50年代的调查，3020个词汇
中， 与蒙古语同源词在同仁保安语中共677个，在
积石山保安语中共686个， 分别占全词的22.4%和
22.7%； 在同仁保安语的685个基本词及积石山保
安语的710个基本词中， 与蒙古语同源词分别是
284和309，占全词的41.5%和43.5%。 [1]

第二， 据上世纪80年代的调查，3596个词汇
中，与蒙古语同源词在同仁保安语中共有1032个，
占全词的28.7%；在《保安语词汇》5000个词条中，
与蒙古语同源词共1417个，占全词的28.3%。

第三，2014年，内蒙古大学哈申格日勒等对其
500个基本词汇调查中，与蒙古语同源词在积石山
保安语中共201个，占全词的40.2%。 [2]

第四，2016-2017年， 中国语言资源调查工作
显示，其3000个基本词汇中，与蒙古语同源词在积
石山保安语中有1094个， 占到了全词的36.5%；在
同仁保安语中有1076个，占到了全词的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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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外， 保安语和蒙古语同源词中本义相
同的根词还包括大量表示动作行为、性质状态、时

间方位的词，还有表示数量的词及少量代词、副词
等，例如：

本文在充分利用以上资料，主要以2016-2017
年调查资料为主进行研究。

一、来源及类型

关于保安族的早期历史及来源，有如下记载：
明朝初年，封建王朝为了镇压少数民族，在今青海
省同仁县境内设立保安站、堡。明清两代先后从河
州和其他地区派兵前往戍边屯垦。 这些来自不同
地区、不同民族的居民因“吃粮当兵”去保安地方，
在漫长的年代里与回回民族和其他民族共同生活
在一起，政治经济上互相支持，文化上相互交流，
逐渐地融合了汉、回和其他民族，形成了今日的保
安族。

保安语与其各亲属语言蒙古语、达斡尔语、土
族语、东乡语、东部裕固语有密切的联系。例如，保
安语词首的h�和f， 与13、14世纪蒙古语词首的h对
应；保安语固有词多保留词末短元音，与蒙古书面
语、土族语、东乡语一致；保安语中有41.5%的词汇
和蒙古语相同， 保安人和东乡人可以直接通话[3]。

因此， 我们可得知保安语和蒙古语同源词来源于
中世纪蒙古语，并随其发展演变而显现其差异及变化。

保安语和蒙古语同源词包括词义相同、 词义
不同、词义有差别的三种对应类型。 例如，词义相
同的根词、词义不同的根词、词义有差别的根词、
词义相同的复合词、词义不同的复合词、词义有差
别的复合词等等。 下面以根词为例探讨同源词的
类型：

（一）词义相同的根词
第一，本义相同的根词。一个词的最初的含义

叫本义，从本义引申发展而来的意义叫引申义。这
是以词的历史发展时间为依据的， 即判定词义类
型中哪个是最初产生的、哪个是后来产生的。而根
词是基本词汇中相对稳定、 普遍使用且构成新词
基础的一部分词。他在一种语言中占的比例虽小，
但对一种语言的稳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保安语和蒙古语同源词中本义相同的根词占
绝大多数，包括自然物名称、动植物名称、日常用
品及人体部位、人品称谓等的词，如下表所示：

保安语[4] nɑrɑ耷 sɑrɑ Ｇurɑ 誼ɑsu耷 s藜 χɑl

蒙古语书面语[5] nɑrɑ sɑrɑ χurɑ cɑsu usu 酌ɑl

释义 太阳 月亮 雨 雪 水 火

保安语 ukh藜r Ｇoni ＧɑＧ藜i noＧ藜i m扌du耷 ebs扌耷

蒙古语书面语 üxer χoni 奕ɑχɑi noχɑi modo ebesü

释义 牛 羊 猪 狗 树 草

保安语 ɡer toχu耷 rɑk藜 dɑbs藜耷 sɑm χi蘼t鬛藜

蒙古语书面语 ɡer to酌o酌ɑ ɑrixi dɑbusu sɑm χɑici

释义 房子 锅 酒 盐 梳子 剪子

保安语 χɑr kh扌l n藜tɡɑ ebd藜ɡ n扌d扌耷 χɑwɑr

蒙古语书面语 酌ɑr x觟l nidur酌ɑ ebüdüɡ nidü χɑmɑr

释义 手 脚 拳头 膝盖 眼睛 鼻子

保安语 ku耷 Ｇ扌lＧ藜i s扌χ扌r d扌Ｇlɑ耷 ver藜 khurɡɑ耷

蒙古语书面语 xümün xulɑ酌ɑi soχor do酌olɑnɡ beri xürɡen

释义 人 贼 瞎子 瘸子 媳妇 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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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义及引申义相同的根词。由于同一个
语族内部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的限制， 保安语和
蒙古语同源词中，有一部分词不但本义相同，引申
义也相同。 当然我们所指的引申义相同并非指所
有引申义完全相同，而是指某一个引申义相同。例
如：（1）蒙古语中“x觟xe”（蓝），其本义是“像晴天天
空的颜色”， 引申义是“绿”； 而保安语中“kuɡ扌”
（蓝）的本义及引申义也分别与蒙古语相同。例如：
“kuɡ扌 te耷ɡ藜r藜ɡ”（蓝天）、“kuɡ扌 ebs扌耷”（绿草） 等；
（2）蒙古语中“χɑrɑ”（黑），其本义是“像煤或墨的
颜色”，引申义有“黑暗的、烈性的、粗重的、狠毒
的”等等；而保安语中“χɑrɑ”（黑）的本义及引申义
也与蒙古语相同或相近。 例如：“χɑrɑ n扌d扌耷”（眼
睛），“χɑrɑl 扌lsɑlɑ（一直到天黑）等；（3）蒙古语中
“ere”（公的），其本义是“牲畜两种性别之一，非雌
性”，引申义有“丈夫、汉子”等等；而保安语中“er藜”
（男）的本义及引申义也与蒙古语相同或相近。 例
如：“er藜 ku耷”（男人），“er藜 Ｇoni（公羊），“er藜em藜”（夫
妻）“sɑ耷 er藜”（好汉）等；（4）蒙古语中“bɑr-”（抓），
其本义是“手指聚拢，使物体固定在手中”，引申义
有“握、把、掌握、建设、捉、沿”等等；而保安语中

“bɑr-”（抓）的本义及引申义也与蒙古语相同或相
近。 例如：“χɑr wɑr”（握手），“sɑ蘼n藜 wɑr”（号脉），

“Ｇ扌lＧ藜in藜 wɑr”（捉贼）“拶ɡ扌m扌rn藜 wɑr誼i χ扌l藜”（沿
着大路跑）等；（5）蒙古语中“dɑＧɑ-”（跟随），其本
义是“跟随物体移动”，引申义有“跟踪、遵守、投
降”等等；而保安语中“dɑＧɑ-”（跟随），除了有跟随
的意思外， 还表示相似的意思。 例如：“藜ɡt揶idu�

ɡuɑlɑdɑＧɑwɑ”（姐妹俩相似）。
（二）词义不同的根词
保安语和蒙古语同源词中， 部分词代表不同

的意义或不同的事物。 例如：
第一，“ɑr藜l”(岛 )�，在蒙古语中指“江河、湖海

中被水包围的陆地”； 而同源保安语中“ɑlɑr” 指
“河塘”。 例如：“ɑlɑrn藜 ɡɑ諬ir”（河塘田地）。

第二，“ɡol”（河），在蒙古语中指“比溪大的水
流、央、重要组成部分等义”；而同源保安语中“Ｇ扌l”
指“沟”。 例如：“Ｇ扌ld藜 wɑ”（在沟里）。

第三，“m觟r（踪迹）,�在蒙古语中指“干净的、不
脏乱的”；而同源保安语中却指“路、小径”。 例如：

“m扌r謃扌蘼r藜（途中）。
第四，“sorm藜s”（睫毛），在蒙古语中指“顺着眼

脸生长的细毛”；而同源保安语中“somso耷”指“眉
毛”，睫毛则用“somso耷 su耷”（眼边毛）来指代。 例
如：“nodo耷 somso耷”（眼眉）。

第五，“ɑro耷”（清洁的）,�在蒙古语中指“干净
的、 不脏乱的”； 而同源保安语中却指“完全、全
部”。 例如：“ɑro耷 wil藜”（全部工作）。

第六，“nɑ蘼”（粘贴）,�在蒙古语中指“干净的、
不脏乱的”；而同源保安语中却指“传染”。 例如：

“nɑ蘼ɡu nɑd”（传染病）。
结合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这种词义零对应关

系反映了同一语族内部发展演变的特点， 对进一
步研究不同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依
据，并对其语言资源的整合、归并、开发、利用都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保安语 ud捺藜 諬ɑ耷le ne蘼 χɑ蘼 ɑb藜 扌kh藜

蒙古语书面语 üe cinɡnɑχu neɡe χɑ奕ɑ ɑbχu 觟ɡxü

释义 看 听 开 关 拿 给

保安语 under b扌Ｇni kitɑ耷 χ扌l扌耷 χ藜rɑ 諬iχɑ耷

蒙古语书面语 觟nd觟r bo酌oni xüiten χɑlɑ酌un χɑrɑ cɑ酌ɑn
释义 高 低 冷 热 黑 白
保安语 nud藜 mɑχ揶i di蘼r藜 d扌蘼r藜 emɑlɑ χi蘼nɑ

蒙古语书面语 觟n觟d觟r mɑr酌ɑsi deɡere do酌orɑ emüne χoi蘼nɑ

释义 今天 明天 上 下 前面 后面

保安语 n藜ɡ藜 Ｇuɑr 捩ɑrwɑ耷 χoru耷 kutu耷 Ｇullɑ

释义 我 你 这个 那个 谁 不

蒙古语书面语 niɡe χoyɑr ɑrbɑ χori xedüɡüle 奕urbɑ酌ulɑ

释义 一 二 十 二十 几个 仨

保安语 b藜 諬i en藜 th藜r藜 kɑ耷 藜l藜

蒙古语书面语 bi ci ene tere xen ülü

总第 174期文学 语言学研究

170



◇

JOURNAL OF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

青
海
民
族
大
学
学
报

二、差别及变异

在话语交际过程中，随着历史的演变，词义也
会产生细微的变化。 由于词的歧义性、概括性、模
糊性、系统性等特点，其义也会随之扩大或缩小。
也正因此特点， 同一个语族内两种语言的同源词
存在差异。

（一）差别
第一，保安语和蒙古语同源词词义的差别，主

要体现在义项的多少及涵盖范围的大小上。例如：
（1）蒙古语中“χo酌olɑ”（饭）指“供人饮食的营养
品；牲畜的饮食品等”，而保安语中“χ扌l扌”仅指
“早餐”，晚餐则用“耷ɡu諬i”（藏源词来代替）。 例如：
“諬i 藜rte χ扌l扌 u蘼誼扌”（你吃早餐了吗？），“b藜 耷ɡu諬i
u蘼nɑ”（我吃晚餐）；（2）蒙古语中“modo”（木）指“硬
根多年植物通称；柴火及树类产品通称”，而保安
语中“morto耷”仅指“柴火、树类产品”，植物树类则
用“揶iu”指代；（3）蒙古语中“sɑ奕o”（坐）指“把臀部
放在椅子、凳子或其他物体上，支持身体重量；居
住、生活”，而保安语中“sou-”仅指“生存居住”，

“坐”则用“d扌ndi-”指代；（4）蒙古语中“ɑr諬i”（擦
拭） 指“硬根多年植物通称； 柴火及树类产品通
称”，而保安语中“ɑr諬i”仅指“锄”。 例如：“Ｇɑ誼ir�
ɑr諬i”（锄地），“en藜 誼蘼扌r藜 Ｇɑ誼ir ɑr諬iɡun藜 拶ɑɡ藜”
（这个时候锄地好）。

从以上例词观察到， 均是同源保安语的词类
义项或涵盖范围比蒙古语少或小， 也就是说蒙古
语的词类义项和涵盖范围比保安语多。

第二， 同源保安语的义项或涵盖范围比蒙古
语多或大的，例如：（1）蒙古语中“xɑm藜r”[6]（鼻）指
“人及高级动物的嗅觉器官，同时也是呼吸器官之
一”，而保安语中“χɑwɑr”除了指“人及高级动物的
嗅觉器官， 呼吸器官” 还表示“鼻涕”。 例如：
“χɑwɑrn藜 n扌ku耷（鼻孔）；（2）蒙古语中“nilbusu”
（眼泪）指“从眼角流出的无色液体”，而保安语中
“nims扌耷”除了指“眼泪”还表示“唾液”。 例如：
“n扌d扌誽n藜nims扌耷”（眼泪），“ɑmɑ耷n藜 nims扌耷”（唾沫、
唾液）；（3）蒙古语中“u蘼”（喝）指“人畜吞咽液体或
吸烟”，而保安语中“u蘼”除了人畜吞咽液体或吸
烟，还表示“吃”。 例如：“χolon?��u蘼-”（吃饭）；（4）蒙
古语中“dɑＧɑ-”（跟随）， 其本义是“跟随物体移
动”，引申义有“跟踪、遵守、投降”等等；而保安语
中“dɑＧɑ-”（跟随），除了有跟随的意思外，还表示

相似的意思。例如：“藜ɡt揶 idu ɡuɑlɑ dɑＧɑ wɑ”（姐妹
俩相似）。

（二）变异
词义折射着词汇的变化，因此，词汇也在相对

的发展变化。 如新词的增加、旧词的淘汰、词的替
换等现象。 那些被淘汰或被替换的词可以在早期
文献或蒙古语族语言中找到印迹。

第一，与中世纪蒙古语同源词。保安语中有一
部分中世纪蒙古语同源词。 这部分词虽然在中世
纪蒙古语中应用广泛，但由于词义的发展演变，在
现代蒙古语中已经停止使用或仅存于极特别方言
中的早期旧词。例如：（1）“ünüɡün”（羊羔）在《蒙古
秘史》[7]中指“不到一岁的山羊羔”。 现代蒙古语中
该词的使用率大大缩减，只存于少数方言土语中。
例如，“unёɡ”（科尔沁土语）、“拊n拊ɡ拊n”（鄂尔多斯
土语）。 保安语中“unɡu”指山羊，词义与中世纪蒙
古语“ünüɡün”相同。 与“ünüɡün”（羊羔）同源词义
相同的词在蒙古语族其他语言中也存在。例如：东
部裕固语“noɡon”、土族语“nuɡu”、东乡语“unu
掼u耷”等；（2）“huni”（烟）在《蒙古秘史》中指“物质
燃烧时产生的混有未完全燃烧的微小颗粒的气
体， 烟”。《穆卡迪玛特蒙古语词典》 中的“huni
（n）”、《华夷译语》中的“忽纫”（huni）都具有“烟”
这个含义。现代蒙古语中该词已经不再使用，只留
存在词汇的旧词中。例如：保安语年度乎方言中的

“hunɑ耷”和积石山方言中的“fune”均指“烟”，词义
与中世纪蒙古语“huni”相同。 与“huni”（烟）同源
词义相同的词在蒙古语族其他语言中也存在。 例
如：达斡尔语“xoni”、土族语“fune”、东乡语“funi”
等；（3）“m觟lsün”（冰）在《蒙古秘史》中指“水在零
摄度下冻结的固体， 即冰”。 现代蒙古语中已用

“m觟s觟”（冰）代替。 保安语中用“mels扌耷”指代“m觟s觟”
（冰）， 词义与中世纪蒙古语相同。 例如 ：
“mels扌耷wɑr”结冰；（4）“qudusun”（鞋、靴）在《蒙古
秘史》中指“筒式的穿在脚上的用品或鞋、靴”。 现
代蒙古语中不在使用该词，而用“ɡ尬t藜l”代替。 保安
语中“Ｇodso耷”指代“ɡ尬t藜l”靴子，词义与中世纪蒙古
语相同。

第二， 与中世纪蒙古语词义相同的词。 将保
安语及蒙古语同源词与中世纪蒙古语比较后，不
难看出部分词在现代蒙古语中完全变异， 而在保
安语中仍保留着最初的词义。也就是说，古代蒙古
语词义发展演变的结果导致现代蒙古语及保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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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词出现了变异。 例如：（1）“m扌r”（路）在《蒙古
秘史》中记为“路、印迹”。现代蒙古语中已用“m扌r”
指代“人畜的足迹”，而“路”由“誼ɑm”代替，即指

“人畜、交通工具来回穿梭的专门通道”。而“誼ɑm”
在古代蒙古语中译为“站”，随着词义的演变，在现
代蒙古语中分别承担“踪迹”、“路”两个不同词义。
在现代蒙古语中的“m扌r”仅指代“踪迹”。而保安语
的“m扌r”仍保留着“路”的本义，例如：“tem藜r�m扌r”
（铁路）、“m扌r�誼扌蘼r藜”（路途中），词义与中世纪蒙古
语相同；（2）“kei”（风） 在《蒙古秘史》、《至元译
语》、《华夷译语》中都记为“克”译为“风”。 在现代
蒙古语中“xi”并不指“风”而是“气体、气物”。 而保
安语中“ki蘼”（风） 保留着更早的词义。 例如：“ki蘼
hil藜”（刮风）。 与“ki蘼”（风）同源词也见于蒙古语族
其他语言。例如，东部裕固语“ki蘼”、土语“ki蘼”、东乡
语“kɑi”、达斡尔语“x藜in”等；（3）“χol藜”在《华夷译
语》中都记为“忽剌”译为“跑”。在现代蒙古语中用

“ɡui”表示“跑”。 而保安语中“χol藜”（跑）保留着更
早的词义。例如：“Ｇ扌rd扌耷 χol藜”（快跑）；（4）“jɑrim”
在《蒙古秘史》、《穆卡迪玛特蒙古语词典》[8]中都记
为“jɑrim”译为“半”。 在现代蒙古语中“jɑrim”指代
“某个人、时间、地点、事件、事物等的代替”。 而保
安语中“jɑrim”（半） 保留着更早的词义。 例如：
“jɑrimn藜 nde蘼”（吃一半）。 与“jɑrim”（半）同源词也
见于蒙古语族其他语言。 例如： 东部裕固语
“誼ɑr藜m”、土语“誼覸r藜m”、东乡语“d拮ɑru耷”等。

将保安语及蒙古语的一部分同源词与《蒙古
秘史》中相同的词作一比较，发现现代蒙古语词义
不同于古代蒙古语， 而保安语词义与中世纪蒙古
语相同或相近。因此，可知保安语及蒙古语同源词
的变异是中世纪蒙古语发展演变造成的。

对于人口较少民族而言， 其语言中又蕴含着
独特的文化及丰富的历史资源。 但在现今多元文

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语言逐渐削弱，像保安语这
样的小语种正在走向濒危， 其语言的继续保持面
临着极大的挑战。 因此，在语言资源的视角下，审
视保安语言资源，开发利用濒危民族语言资源，挖
掘民族语言的经济潜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濒危
民族语言的认同， 凸显其经济价值及社会文化价
值，也有助于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保护民族语
言的多样性。 另外，从语言资源的角度，应着力开
发人口较少民族语言资源， 小语种语言资源尤其
是濒危语言资源。 因此，整合保安语言资源，梳理
保安语及蒙古语同源词， 对蒙古语族语言发展演
变规律的探索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继而对保安
语言资源及蒙古语族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提供
依据和借鉴， 从而进一步保持蒙古语族语言资源
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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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Resources
probe into Cognate word of Bao'an and Mongolian language

Bai Aruna

Abstract:Taking�this�as�an�example,�this�paper�tries�to�explore�the�origin,�types,�differences�and�variations�of�the�Bao'an�and�Mongolian�cognates�
with�the�development�and�evolution�of�the�Mongolian�language�in�the�Middle�Ages�From�the�perspective�of�the�protection�of�language�resources.�at�the�
same�time,�it�makes�a�preliminary�reflection�on�the�integration�of�the�language�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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