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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海若干地名用字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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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当地方言音义以及地理位置等角度探讨了福建省龙海市白水镇若干地名的正确用字，认为

（磁窑”应作（瓷窑”，（大下”优于（大霞”，（內人口”应规范为（內垄口 ”，（山尾”可以沿用（山美”的雅称等％ 

地名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的地名用字问题相当复杂，应全方位统筹考虑，促进对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与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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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作为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符号,代代口耳相传。作为汉语基本词汇中的专有名词,其字义相对 

比较稳定，但字音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地域的阻隔、不同地区的交流而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当口耳相传 

的方音转写为汉字时，有时会出现音字不符的现象。“就地名中的语言文字问题而言，最复杂也最值得 

注意的是用字问题。”*1+本文以福建龙海市白水镇地名用字为调查对象，探讨若干地名用字的正确 

写法。

一、白水镇地名概况

白水镇背靠玳瑁山脉，东接浮宫镇，西连东泗乡,南邻漳浦县,北与东园镇隔溪相望，距漳州市区约 

36千米,离厦门岛内约45千米,交通十分便捷。旧称白水营、碧溪，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山清水秀，人文 

古迹、风景名胜众多。

根据1980年《龙海县标准地名录》[2]74-76，白水镇辖16个大队,80个自然村（其中一个是后来的居 

民委员会）,1993年《龙海县志》[3]26载白水镇辖1个居民委员会,15个村民委员会,84个自然村;现在白 

水镇辖1个居委会,15个村,84个自然村。从1980年以来，白水镇之下的行政单位只是叫法不同，数目 

和名称并没有变化，一直都是1个居委会（即白水居委会）,15个村。但自然村无论是数量，还是叫法都 

有较明显的变化，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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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
1980年《龙海县标准地名录》

白水镇所辖自然村

1991年《龙海县志》白水镇所 

辖自然村
2019年白水镇所辖自然村

白水 白水、过港、三落
白水、过港、三落、王爷庙、许厝 

后、田厝
白水、过港、许厝尾

方田
方田、寨内、下方苏、市尾、后 

港、刘厝后、九节桥、下潘、上潘

方田、寨内、下方苏、市尾、刘厝 

后、九节桥、后港、上潘、下潘

方田、寨内、下方苏、市尾、后港、刘厝后、九 

节桥（又分上潘、下潘）

崎吩 田洋、崎汾、下庄、后头、郊仔尾 田洋、崎汾、下庄、后头、郊仔尾 田洋、崎"、下庄、后头、郊仔尾

西凤
石厝兜、坑西、龙田、后埔、山仔 

顶、羡仔园、罗坑

石厝兜、坑西、龙田、后埔、山仔 

顶、羡仔园、罗坑

坑西、龙田、后埔、山仔顶、樣仔园、田中央、

上陈、欧厝、祠堂、庙后

郊边
郊边、下寮、土兰、下潭、内垄

口、杜田、蔗尾

郊边、下寮、土兰、下潭、内垄

口、杜田、蔗尾
郊边、下寮、土兰、下潭、内垄口、杜田、蔗尾

金鳌
金鳌、和尚埔、林厝井、岭脚、过 

溪、三板桥头、碗内

金鳌、和尚埔、林厝井、岭脚、过 

溪、三坂桥头、碗内

和埔、林厝井、岭脚、三板桥、澳内、灶上、杨 

梅内、长潭誐、顶埕、石埕、山头、布店、大宗

楼埭
楼仔前、下尾李、树兜、埭头、龙

舌、桥仔头、新厝、田洋

楼仔前、下尾李、树兜、埭头、龙

舌、桥仔头、新厝、田洋

楼仔前、霞美、树兜、埭头、庙边、杨厝、仑 

仔脚

井园
圳边、后山、园尾后、白埕、内家 

方、下坑口、上坑口、中洋

圳边、后山、园尾后、白埕、内家 

方、下坑口、上坑口、中洋

圳边、后山、园美后、白埕、内家坊、下坑口、 

上坑口

山美
大社、三保、新和、六壁、井仔、

后洋

大社、三保、新和、六壁、井仔、

后洋、后巷、下尾厝
大社、三保、新河、井仔、后巷、下厝尾、楼仔

庄林 庄林、美居、东坑、埔尾山 庄林、美居、东坑、埔尾山 庄林、溪尾沟（也叫美居）、东坑

磁美 磁灶、田厝吴 磁灶、田厝吴 磁美、田厝

下田 下尾、下屿 下尾、下屿 下美、下示

山边 山边、奇美、田厝、刺屿、横安 山边、奇美、田厝、刺屿、横安 山边、奇美、田厝、刺示、横安

大下 大埔、下厝、田寮 大埔、下厝、田寮 大埔、下厝、田辽

下辽 灶柄、下辽、横山 灶柄、下辽、横山 灶柄、下辽、横山

从表中可以看到白水镇1991年的自然村名和1980年的自然村名相差不大,但现在的自然村名与 

前面两次普查的地名有一定差距，一方面是自然村数量较之以前有所增删，但总体变化不大，可见几十 

年来白水镇居民生活安定、人口稳定;另一方面村名用字有所改变，呈雅化、从简的倾向。从现在自然村 

名与前面两次地名的普查情况的对比来看，新的地名普查有其必要性与重要性&

除了村委会与自然村名之外，还有一些自然实体名称，例如山名：大寨、三台尾、石古尾、蛟龙寨、后 

背山、猪哥寨、陈仓岭、西凤岭、牛岗岭、老鼠墓、猪公寨、鸡啼岭、鹰山、鹰仔岭、小尖、烘炉山、东坑岭、西 

坑岭、中崙寨;地名：十八洞、洪田等等。

二、若干地名用字探析

1.磁窑与瓷窑

［hu!2^2 ］是白水镇郊边村辖下一个自然村（上面表格所列自然村是大的自然村,小的自然村没录进 

去,:hui2io2 ］属于郊边村辖下郊边自然村下面的一个小自然村,身份证上有显示）,因昔有瓷窑而得名, 

但现在一般写作“磁窑”。本地方言里,“磁”指磁铁，读* zu2 ］；'瓷”指瓷器，音［hui2 ］&从语音的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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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里的[huoio2 ]应该写作“瓷窑”。

又白水镇辖下磁美行政村中有一个自然村，《龙海县标准地名录》与《龙海县志》及现在官方用字皆 

作“磁灶”,但根据其读音[hui2zau5 ]也应为“瓷灶”，意即古时用以烧制陶瓷之灶。

“瓷”，《康熙字典》云:“《说文》瓦器也。《类篇》陶器坚致者。”⑷749即“瓷”曾有两个义项，一个指瓦 

器,是普通的陶器;一个指坚固细密的陶器，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瓷器。

“磁”，《康熙字典》云:“《说文》石名。可以引针。”⑷跆又“《韵会》州名。古邯郸地,隋置#州，唐改 

惠州，寻复为磁。《前汉-艺文志》作慈。”⑷跆即“磁”字也有两个义项，一个是磁铁义，一个用于地名。

由此可见,“瓷”与“磁”原本意义井然有别。为什么两者会混用呢？明谢肇膌《五杂俎•物部四》 

云:“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河南磁州窑最多,故相沿名之，如银称朱提,墨称蚗麋。” *5]223谢肇膌所称 

河南磁州,在明代属河南彰德府，今属河北邯郸市。磁州窑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中国古代北方 

最大的民窑体系，也是著名的民间瓷窑。磁州窑所产瓷器名气大,品类多，质地好,所以当时不少地方称 

“瓷器”为“磁器” &在“国学宝典（http：//www. gxbd. com/） ”上进行检索，“磁器”于165种书中出现464 

次，“瓷器”于138种书中出现405次,“磁器”的使用频率及范围皆超过“瓷器”,明清以来尤盛。

其实,把“瓷器”作“磁器”早在北宋初年李昉等所撰《太平广记》中就有记载:“遂闻至南廊，有阁子 

门,不启键，乃推门而入&即闻轰然,若扑破磁器……迟明，验其南房内,则茶床之上，一白磁器，已坠地 

破矣。”印1-汶中所言“白磁器”显然是白色的瓷器。

闽语韵书《渡江十五音》喜母馗韵中有“磁”无'瓷”，“磁”释义“瓦器总名”*7妙，根据上面《说文》所 

释,这里当是误“瓷”为“磁”；而曾母慈韵下则两字并收:磁，释义“石可引针”*7]210 ；瓷，释义“陶器坚 

致”[7]210 &简言之，《渡江十五音》中“瓷”有两个读音，用国际音标表示分别是①[hut2 ],瓦器总名；② 
[zu2 ],陶器坚致;“磁”则只有一个读音* zu2 ],意为“石可引针”&“磁”的音义与白水方言相符，但在白 

水方言里，“瓷”只有[hut2 ]的读音，见于瓷碗、瓷仔砖等词&《普通话闽南方言常用词典》收录了“瓷碗” 

“瓷槌” “瓷土”“瓷窑” “瓷器店”等，其中“瓷”的注音也皆为[hut2 ] &

综上可知，白水方言中“瓷”与“磁”的意义和读音迥然有别，两者的混写显然是受到当时“瓷器”改 

写为“磁器”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2001年发布的《第一批异形 

词整理表》里,淘汰了“磁器”一词，而以“瓷器”为正体&因此，新的地名普查和地名用字规范时，我们建 

议把白水镇的“磁窑”还原“瓷窑”，把磁美村的“磁灶”改为“瓷灶”，以使他们音字相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闽南地区还有两个与此相同的地名，一个是漳州东山县杏陈 

镇的磁窑村，“宋时此地盛产瓷器,方言瓷器称磁’，故名&”⑷2128; 一个是晋江市的磁灶镇，“南朝起开 

窑设灶制陶瓷,故名”[8]2098 &这两个地名的情况应该与白水镇的“磁窑”与“磁灶”一样&

2.山美与山尾

[suCbue3 ],非本地的闽南人一听，会自然而然地写作“山尾”，但实际上这个村庄的官方用字是“山 

美”&

“美”与“尾”常见于闽南地名用字，如白水镇所属县级市里，带“美”的镇名有角美，村名有山美、磁 

美、美山、石美、东美、坂美、斗美等；带“尾”的村名则有埭尾、埔尾等&白水方言中，白读常见音为 

[bue3 ],带“美”的地名有两个常见读音,一个是文读[be3 ], 一个是白读* bue3 ] &例如：

[bi3 ]:磁美、美山、斗美

[bue3 ]:山美、石美、东美、坂美

根据《普通话闽南方言常用词典》，“美”文读* be3 ],白读* be3 ]、[ bue3 ] ＜漳＞，其中一个义项是“用于 

地名（原来作'尾’）” *9]356，音读[be3 ]（这里的[be3 ]是厦门方音,漳州方音为[bue3 ]）& “美”的[bue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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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应该只出现于地名，因为“美”与“尾”音近，“美”比“尾”文雅,所以把地名中的“尾”改为“美” &

闽南地区带“尾”的地名雅化为“美”的，也不少见。同是龙海市白水镇，如上文表格所示，井园村的 

“园尾后”雅化为“园美后”,下田村的“下尾”雅化为“霞美” &又如龙海市角美镇的“角美”，因历史上先 

后为同安、龙溪、海澄三县边界地带，故称角尾，后雅化称为今名；“东美”，徐光天开基于江东桥东部小 

港尾,称东尾，后雅化为今名&漳浦县“霞美”镇，在绥安东南15千米，旧镇港西岸，处溪流下游末端，名 

下尾，后雅化为今名；赤岭畲族乡的“杨美”，原名羊尾，后雅化为今名&东山县“康美”镇处于通往内海 

的水坑下游,名坑尾，后雅称今名&华安县沙建镇的“建美”,处沙建对岸下方,名建尾,后以方言谐音雅 

化为今名&云霄县陈岱镇的“礁美”，处东山港海边，多礁，称礁尾，后雅化为今名&除此之外，厦门集美 

区集美镇的“鼎美”，处文圃山（鼎山）麓,名鼎尾，后雅化为今名；同安区的莲花镇的“美埔”，古名尾埔, 

后雅化改今名&泉州鲤城区的“浔美”，原名浔尾，后雅化为今名；晋江市西滨镇的“南霞美”，村处西滨 

埭南侧末尾,称南下尾,后雅化为今名;南安市“溪美”镇,处兰溪、西溪汇合处末端，古称溪仔尾,简称溪 

尾，后雅化为今名；南安市“康美”镇，古有坑尾桥，以桥名雅化为村名，后几经改变成为镇名；南安市英 

都镇的“霞美”，因处凤冠山下，原名下尾，后雅化为今名；德化县龙浔镇的“宝美”，俗名草埔尾，后雅化 

为今名&三明市大田县的“湖美”乡，地处田洋尾端,称洋尾，后雅化为“仁美”，1952年与“湖上”合并建 

乡，各取1字得今名&地名中的“尾”雅化为“美”可以说是闽南地区的一个特色，带有浓厚的方言色彩&

龙海市白水镇的［suCbue3 ］村位于大帽山尾端,本是依山托名“山尾”，后谐音雅称“山美”&“山 

美”之名，虽稍减当初命名之本意，但改变不大，也寄寓了人们对家乡山水的美好感受，再加之全国地名 

雅化现象较为普遍，“山美”之名也沿用甚久,继续使用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3. 大霞与大下

［dai6he4 ］ ,1980年《龙海县标准地名录》写作“大下” ,1993年《龙海县志》写成“大霞”，现在官方用 

字是“大下”，但民间“大下”与“大霞”两种书写形式并存&现代汉语里，“霞”与“下”仅有声调的差异， 

中古音中，“下”为匣母马韵或？韵字，“霞”属匣母麻韵，它们也只是声调不同&闽南方言里，“下”有一 

个白读音是* he4］、“霞”有一个白读音是［he2 ］,两者的差异也仅在声调&

［dathe4 ］村位于大帽山下,最早应该是依山托名，叫做“大下”，后来谐音改作“大霞”，可能是因为 

“大霞”的地名比“大下”更加文雅美观&地名中由“下”雅化为“霞”的例子并不少见&如龙海市九湖镇 

“林下”雅化为“霖霞”,南靖县奎洋镇“下峰”雅化为“霞峰”,漳浦县霞美镇“霞美”系“下尾”之雅化等 

等&也有个别地名“霞”谐音改为“下”的,如“霞瑶”改为“下瑶”,“霞河”改为“下河” &这很可能是出 

于“从简”的心理,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下河”显然比“霞河”更容易写、容易记&

就“大霞”由“大下”雅化而成来看，“大霞”与原本“大帽山下”之意相差太远，“大下”又因笔画简单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建议还是统一采用“大下”之名为好&

4-内人口与内垄口

［lai4laI12kau3 ］是白水镇郊边村所辖一个自然村&有“内人口 ”和“内垄口 ”两种写法&其中“内垄 

口 ”是官方用字,但“内人口 ”更广为人知、大量使用&

从语音上来看，白水方言“人”和“垄”都读［la" ］&《普通话闽南方言常用字典》中“垄”无此音，但 

《渡江十五音》柳声IL韵下同时收录了 “垄”和“人”字&

就意义而言，白水方言的“人”与普通话一样，指“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 

物” ［10］1061，“垄”在白水方言里则指田垄& ［ latlalkau3 ］这个自然村四面环山，村庄坐落于山坳处，由其 

他自然村进来，先到［lata"kau3 ］，然后往前进就是一片片田垄，所以从意义上来说“内垄口”更符合村 

庄的地理特点&内人口应该是内垄口的同音假借，“人”因笔画简单、常见常用而为教育程度不高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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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居民所青睐。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农村的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我们认为应该规范“内垄 

口 ”的写法，逐渐摒弃“内人口”这一同音假借形式。

5. 崎分、崎汾、崎礳与崎"

[k1a2pu14]是白水镇辖下一个行政村,1980年《龙海县标准地名录》写作“崎汾”，1993年《龙海县 

志》写成“崎礳”,现在官方用字“崎"”,但是民间三个地名混用,有时还会出现“崎分”写法。“崎分”的 

“分”,很显然是为了书写简便而选择同音替代,这里不多做讨论。

汾，根据《康熙字典》[4](f609),大概有下面几个义项:①水名；②地名,在襄城;③县名；④郡名；⑤与 

“纷”同，汾禨;⑥温汾，水转貌。《汉语大字典》[11]659的义项基本与此同。

吩,《康熙字典》⑷308和《汉语大字典》[11]321都列两个义项:①"$，山势高峻貌;②同“岔”。

礳,《康熙字典》⑷225和《汉语大字典》[11] 178-179皆引用《说文》释义:“塵也。一曰大防。”大防即大堤。

闽南方言中，[kia2 +是“陡”的意思，从上述三字的释义来看，“汾”多用于专有名词及连绵词，“"” 

也是只用于固定搭配，从词语组合规律来看，“礳”才能与“崎”相组合,释义陡堤,声调上也是“礳”与方 

音接近。然而* km2pum ]村并不靠近堤坝,是否是地貌改变也无从考证，也未找到有关村名的记载，村民 

之间亦无相关传说,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我们提倡统一使用官方用字,摒弃其他异形字。

6. 羡仔园与樣仔园

[suai3a3hui2 +是白水镇西凤村辖下一个自然村,1980年《龙海县标准地名录》写作“羡仔园” ,1993 

年《龙海县志》写成“樣仔园”，现在官方用字“樣仔园”，但当地老百姓依然常常以“羡”代“樣” &

该自然村因种芒果而得名，芒果在闽南方言称[suaO +，“羡”字当地方言读音为* suan3 +，与此音不 

符&又《汉语大字典》：“樣she,果木名，即？果&”*11]544“羡”亦无此意&因此* Sua3a3hut2 +作“樣仔园”是 

毫无疑义的&“樣”之所以会写作“羡”，更多的是因为村民文化程度不高，同时为了方便书写，以字的半 

边代替全字&这种省略写法应该予以规范&

7. 陈仓岭、陈创岭与陈苍岭

[tan2tsg"Um +座落于漳浦县与龙海市的交界处，曾是隆教、漳浦佛昙、马坪、前亭、赤岭等镇通往漳 

州州治所在地的官道，也是士子游学赶考、官员走马上任、商贩外出经商、军士调防拒敌、百姓走亲访友 

都得经过的一座山岭&目前主要有陈仓岭、陈苍岭两种写法，相传该道是一个叫陈仓(苍)的商人开辟 

的,后人为纪念他而以他的名字命名&另有传说该道是姓陈的人铺的,所以叫陈创岭，即陈姓创建的一 

条道路,后因书写简便写作陈仓岭，后面又因同音替代，有了陈苍岭的写法&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很难 

考证哪种说法最接近于事实& 1980年《龙海县标准地名录》写作“陈仓岭”，我们认为可以以此为准，统 

一规范[tan2ts/O"1lia3 + 的写法。

8. 沟边与郊边

[kau1 ph +是白水镇辖下一个行政村,明清以来的地方志就写作“郊边村”，但根据《俊美之郊边• 

陈氏家谱》谱序记载,“郊边村开基始祖佛才，系俊美四世&佛才肇居郊边时还未有郊边’之地名&约 

650年前,佛才在此山坳的沟边搭寮棚养母鸭，数条小沟的山涧泉水汇聚成常年有水的大溪沟，向东汇 

入蔗尾溪&沟里有水，水里有田螺和小鱼小虾，在此养鸭成就了佛才的家业& '沟边’不知经几世之后 

就成了 ’郊边’了 &” *12]5《圳尾陈氏族谱》里* kau1 ph]亦作“沟边”，《崇祯海澄县志》里的地图用的也是 

“沟边”的名称&

虽然“郊边”这个名称沿用已久，当地几乎没有人会写错,但一个名字就是一部历史&重提“沟边” 

这个名称,除了与历史书籍接轨外,也是为了记住先祖的过去,记住村庄的历史&地名普查时，对于已经 

被遗忘的旧地名，我们觉得也是有必要标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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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佳人寨、胶囊寨与蛟龙寨

［ka1 la"tse3 ］是白水镇郊边村一个古代烽火台。据村民口耳相传，郊边村共有五个唐宋时期的烽 

火台，分别为天鹅寨、牛岗寨、大旗寨、* ka1lari2tse3 ］、新楼仔寨。［ka4ari2tse3 ］是其中之一，位于内垄口 

自然村后面的山顶。根据村民所述，* ka^altse3 ］得名于其山形，因形似胶囊而得名。如果该传说属实 

的话,那么正字应该为“胶囊寨”,而“胶囊寨”的方言读音也与［kAla"tse3 ］相同,遗憾的是这个烽火台 

只剩下残垣断壁,形似胶囊已无从辨认，而且该寨历史悠久，而“胶囊”却是一个新词汇,作为古寨名也 

是存疑& 1980年《龙海县标准地名录》写作“蛟龙寨”，龙，根据《普通话闽南方言常用字典》，文读为 

［li$"］，白读［li"］，与［la"］的读音不符，如果作“蛟垄寨”的话，倒是与当地读音吻合。而“佳人寨”则 

完全是同音借代。

这些烽火台要么已经找不到痕迹,要么已成为残垣断壁，有关原名的历史基本都是传说，很难找到 

相关记载。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之前，还是沿用《龙海县标准地名录》所定“蛟龙寨” 

的名称，以此统一规范该寨名&

10. 下屿与下示、刺屿与刺示

［as］和*tsgsS］分别是白水镇下田村、山边村辖下一个自然村。原来分别写作“下屿”与“刺 

屿”，现在方言谐音写作“下示”“刺示”。

“屿”，《汉语大字典》［11］337收录了两个义项:①小岛。②平地小山。“示”读“ shi”音时，《汉语大字 

典》［11］997收录了很多义项:①天显现出某种征象，向人垂示休咎祸福;②泛指把事物摆出来或指出来使 

人知道;③告诉,告知;④教导;⑤公文,告示;⑥对别人来信的敬称;⑦通“施”；⑧通“视” &

［as］和*tsgsC］的名称由来，无论是从典籍还是当地村民口中都很难考证。但“屿”作为地名用 

字在漳厦地区极为普遍，例如漳州龙海市海澄镇的屿上、港尾镇的浯屿;云霄县的簐屿镇;漳浦县的狮 

屿、霞屿等等。又如厦门市鼓浪屿区，海沧区的东屿、嵩屿等等。比较有名的是厦门“鼓浪屿”，既是国 

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项目。“屿”这个地名用字与漳 

厦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反映了当地靠海多岛屿的地理特点。虽然“示”比“屿”笔画简单，但将带“屿”的 

地名改为“示”，仍应慎重,要有理有据。

三、结语

在对福建龙海白水镇地名用字的调研中,我们对以下几点感受颇深：

1•有些地名经由漫长的岁月流逝，几经改变，虽然逐渐规范化,但目前的官方用字是否是最佳选择 

还有待斟酌。比如将带“屿”的地名改为“示” &

2- 虽然有些地名用字已经由官方固定下来,但受方言读音、村民文化水平及从简心理的影响，民间 

多种字形混用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尤其是并不广为人知的自然村名，即便是当地村民，会说但不知正确 

写法的情况并不少见，更遑论外村、外镇、外县市的人了&地名用字的宣传、推广还有待加强，尤其是村 

委会以下的地名&

3- 地名普查除了应该重视村庄下面的自然村名及有历史意义的自然实体等名字的普查外,还应将 

其与卫星定位结合起来,让每一个地名都能在导航中出现，这样既有利于地名用字的普及，也大大方便 

了人们的出行&

4.地名用字的改变很多是采用同音或音近字替代 ，具有浓厚的方言色彩，这些异文对于方音研究具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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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异写字和异体字一样，是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对异写字进行甄别、遴选和规范是语言文字 

规范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地名用字中的定形问题相当复杂，既要追溯地名渊源，也应顾及汉字音义与 

方言音义的一致，还须考虑当地居民的主观意愿等等。因此应全方位统筹考虑，避免顾此失彼;也应循 

序渐进,做好过渡,不可操之过急。

[参考文献]

[1 ]周文德.地名用字及其分类一一地名用字研究之一* J].中国地名,2014(6).

[2 ]龙海县标准地名录* M].龙海县革命委员会,1980.

[3] 黄剑岚.龙海县志* 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4] 张玉书，等.康熙字典* 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 谢肇膌.五杂俎* M].傅成，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 +笔记小说大观:第5册* M].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7] 渡江书十五音* M].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1987.

[8] 崔乃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9] 林宝卿.普通话闽南方言常用词典* 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1]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缩印本)*  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

[12] 福建省龙海市白水镇郊边陈氏族谱编纂委员会.俊美之郊边-陈氏族谱* M].艳阳天广告策划部.2012.

The Discussion on Some Tononymy of Longhai City in 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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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as discusses etia corree characters of soma places' names in Baishui town, Longhai city,

Fujian Province, from tea aspects of dialectae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and geovI■aphical location. The study 

thinks that 11 Ci( maanetic) yao 11 shoull be changed te 11 Ci( porcelain) yao 11 , and 11 Daxia( below) 11 is botes 

than 11 Daxia ( glow) 11，“ Neicnkou" should be standardized as "NOlongkou" , and 11 Shanwei" can follow the 

elegant name of " Shanmei" , etc. Places' names belong te aie non -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ae. As the

problems of characters in the Chinese places' names arc quite complicated, we ought te have a holistic consid

eration te promote the protection and research of places' names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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