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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照方言资料目录 

A. 说明

1. 本目录列举绘制地图时使用的主要方言资料，原则上录入 2007 年年底以前出版的文献资

料，2008 年出版的个别的重要资料也予以录入。

2. 选点及选资料原则

1) 选点

因为本地图集收录的多数是词汇地图，对于词汇资料较为丰富的地点多数都选取，而对

于只有语音资料的地点则不予选取。但对于地点密度过高的地区即使各点都存在较为丰

富的词汇资料有时也只能割舍若干点，反之，对于地点密度稀疏的地区，即使各点只有

质量较差的资料也只好选取其中的一些点。被选的地点即是“地点过滤嘴(filter)”的组

成地点，参见地图与解说的凡例。

2) 选资料

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我们陆续将庞大的方言资料收录到信息库中。其对象主要是

含有第一手调查资料的，至于理论性的论文以及不标明具体地点而只采录某省或某地区

通用词汇的资料一般不录入到信息库里。本目录仅列举涉及到上述被选地点的方言资料，

并且由于篇幅有限，以多记录基本词汇且附有音标标记的资料为主，而割爱了不提供词

汇信息的资料。但地点密度稀疏的地区，凡是被选的地点，即使是质量较差的资料也都

列出。地图上标示出来的语言信息多数都来自本目录所列的文献资料，但也有为数不多

的语言信息来源于本目录未列出的资料，这是由于“地点过滤嘴(filter)”只能过滤地点

而不能过滤资料的缘故。

B. 凡例

1. 编排顺序首先按省份的汉语拼音缩写排列，如：

AH：安徽，EB：河北，EN：河南，FJ：福建，GD：广东，GS：甘肃，GX：广西，

GZ：贵州，HA：海南，HB：湖北，HL：黑龙江，HN：湖南，JL：吉林，JS：江苏，

JX：江西，LN：辽宁，NM：内蒙古，NX：宁夏，QH：青海，SC：四川，SD：山东，

SN：陕西，SX：山西，TW：台湾，YN:云南，ZJ：浙江  

直辖市在方言学上没有自成一个单位的意义，因此，我们把北京和天津归入河北，上海

归入江苏，重庆归入四川。由于地图版面的限制，新疆、黑龙江以及吉林的北部无法表

示，但有关这些省份的资料如有需要也在解说中提及。

2. 行政单位的名称时有变更，本目录所举的名称基本按《中国地名录》(地图出版社，1983

年)的记载。如方言资料所提的名称与此不一致，则在括号内标示。如该资料描写的对象

不是县城的方言，则在县市名之后附写该乡镇名，但不标出乡和镇的区别，如有描写一

个村落的资料才加“村”字。罗马字地名，因篇幅有限，只标县市名称而不标乡镇名。

自治县及自治州均简称“zz”。

3. 为了标记某一点的客观位置，本目录就每一点标明其北纬和东经的度数。北纬和东经分

别以三位数字标示。如安徽合肥市位于北纬 31.8 度、东经 117.3 度，北纬的小数点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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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318”；东经的百位从略，标为“173”。西部东经未满 100 度的地点，如云南保山

市位于北纬 25.1 度、东经 99.1 度，东经则标为“991”。县城的位置全部根据《中国地名

录》，但乡镇的正确位置无法完全以此为依据，《中国地名录》未载入的乡镇或村落，暂

以县城的北纬和东经代替。

4. 所列出的每一方言资料以书名(论文名)、作者、出版社(期刊名及刊号)、出版年份为序。

单刊的书籍，标书名不使用书名号，载在期刊上的论文则以书名号标之。县志的作者名

从略。下列期刊使用字母缩略符号：

 FY： 方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组) 

 ZGYW： 中国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YYYJ：  语言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YWYJ： 语文研究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所) 

 CLAO：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CAAAL：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 African Languages (日本、国立亚非言语

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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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 东经 县名罗马字 地名汉字 依据资料 

     
 AH an hui 安徽省  

305 170 an qing 安庆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05 170 an qing 安庆市 安庆市志 (方志出版社,1998) 
305 170 an qing 安庆市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29 173 beng bu 蚌埠市 蚌埠市志 (方志出版社,1995) 
329 173 beng bu 蚌埠市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38 157 bo xian 亳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24 171 chang feng 长丰县 长丰县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315 178 chao hu 巢湖市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 1997) 
315 178 chao hu 巢湖市 <巢湖方言词汇(一)(二)(三)(四)> (许利英,FY1998-2,3,4/ 

1999-1) 
323 183 chu zhou 滁州市(滁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44 163 dang shan 山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15 184 dang tu 当涂县 当涂县志 (中华书局,1996) 
315 184 dang tu 当涂县 宣州片吴语特殊词汇举例 (蒋冰冰,语文论从 6,2000) 
300 170 dong zhi 东至县 东至县志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300 170 dong zhi 东至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10 182 fan chang 繁昌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18 174 fei dong 肥东县 肥东县志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 
318 174 fei dong 肥东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16 171 fei xi 肥西县 肥西县志 (黄山书社,1994) 
316 171 fei xi 肥西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28 175 feng yang 凤阳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28 175 feng yang 凤阳县 凤阳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9) 
328 158 fu yang 阜阳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28 158 fu yang 阜阳市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33 173 gu zhen 固镇县 固镇县志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 
333 173 gu zhen 固镇县 安徽方言概况 (合肥师范学院方言调查工作组,合肥师范学

院,1962) 
309 194 guang de 广德县 安徽方言概况 (合肥师范学院方言调查工作组,合肥师范学

院,1962) 
309 194 guang de 广德县 广德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6) 
309 194 guang de 广德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06 174 gui chi 贵池县 安徽方言概况 (合肥师范学院方言调查工作组,合肥师范学

院,1962) 
306 174 gui chi 贵池县 贵池县志 (黄山书社,1994) 
306 174 gui chi 贵池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35 162 guo yang 涡阳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17 181 han shan 含山县 含山县志 (黄山书社,1995) 
318 173 he fei 合肥市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318 173 he fei 合肥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18 173 he fei 合肥市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26 169 huai nan 淮南市 安徽方言概况 (合肥师范学院方言调查工作组,合肥师范学

院,1962) 
326 169 huai nan 淮南市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03 166 huai ning 怀宁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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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171 huai yuan 怀远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23 162 huo qiu 霍邱县 霍邱县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323 162 huo qiu 霍邱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13 163 huo shan 霍山县 霍山县志 (黄山书社,1993) 
300 185 ji xi 绩溪县 徽州方言研究 (平田昌司编,开篇单刊 No.9,1998) 
300 185 ji xi 绩溪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00 185 ji xi 绩溪县 绩溪方言词典 (赵日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302 185 jing de 旌德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02 185 jing de 旌德县 徽州方言(徽州文化全书) (孟庆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306 184 jing xian 泾县 泾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6) 
306 184 jing xian 泾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06 184 jing xian 泾县 <宣州片吴语特殊词汇举例> (蒋冰冰,语文论从 6,2000) 
324 184 lai an 来安县 来安县志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311 191 lang xi 郎溪县 郎溪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8) 
309 183 nan ling 南陵县 南陵县志 (黄山书社,1994) 
309 183 nan ling 南陵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06 189 ning guo 宁国县 宁国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06 189 ning guo 宁国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06 178 qing yang 青阳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298 177 qi men 祁门县 徽州方言研究 (平田昌司编,开篇单刊 No.9,1998) 
298 177 qi men 祁门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298 177 qi men 祁门县 徽州方言(徽州文化全书) (孟庆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306 165 qian shan 潜山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298 184 she xian 歙县 歙县志 (中华书局,1995) 
298 184 she xian 歙县 徽州方言研究 (平田昌司编,开篇单刊 No.9,1998) 
301 174 shi tai 石台县 石台县志 (黄山书社,1991) 
301 174 shi tai 石台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01 174 shi tai 石台县 <宣州片吴语特殊词汇举例> (蒋冰冰,语文论从 6,2000) 
301 174 shi tai 石台县占大 徽州方言(徽州文化全书) (孟庆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325 167 shou xian 寿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14 169 shu cheng 舒城县 舒城县志 (黄山书社,1995) 
301 161 su song 宿松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301 161 su song 宿松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01 161 su song 宿松县 宿松方言研究 (唐爱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

社,2005) 
336 169 su xian 宿县 宿州市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36 169 su xian 宿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04 162 tai hu 太湖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03 182 tai ping  太平县 黄山市志 (黄山书社,1992) 
303 182 tai ping  太平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26 189 tian chang 天长县 天长县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326 189 tian chang 天长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10 169 tong cheng 桐城县 桐城县志 (黄山书社,1995) 
310 169 tong cheng 桐城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09 178 tong ling 铜陵市 <铜陵方言记略> (王太庆,FY1983-2) 
309 178 tong ling 铜陵市 铜陵县志 (黄山书社,1993) 
309 178 tong ling 铜陵市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297 183 tun xi 屯溪市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297 183 tun xi 屯溪市 徽州方言研究 (平田昌司编,开篇单刊 No.9,1998) 
297 183 tun xi 屯溪市 徽州方言(徽州文化全书) (孟庆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301 166 wang jiang 望江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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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178 wu he 五河县 五河县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313 183 wu hu 芜湖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13 183 wu hu 芜湖市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41 169 xiao xian 萧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41 169 xiao xian 萧县 萧县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97 181 xiu ning 休宁县 徽州方言研究 (平田昌司编,开篇单刊 No.9,1998) 
297 181 xiu ning 休宁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297 181 xiu ning 休宁县 徽州方言(徽州文化全书) (孟庆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309 187 xuan cheng 宣城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299 179 yi xian 黟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299 179 yi xian 黟县 徽州方言研究 (平田昌司编,开篇单刊 No.9,1998) 
299 179 yi xian 黟县柯村 徽州方言(徽州文化全书) (孟庆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326 162 ying shan 颍上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26 162 ying shan 颍上县 颍上县志 (黄山书社,1995) 
308 163 yue xi 岳西县 安徽省志 65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08 163 yue xi 岳西县 岳西县志 (黄山书社,1996) 
306 172 zong yang 枞阳县 枞阳县志 (黄山书社,1998) 
     
 EB  he bei 河北  
384 153 an guo 安国县 安国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6) 
382 155 an ping 安平县 安平县志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388 159 an xin 安新县 白洋淀志 (中国书店,1996) 
388 159 an xin 安新县 安新县志 (新华出版社,2000) 
397 172 bao di 宝坻县 宝坻县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388 154 bao ding 保定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99 164 bei jing 北京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99 164 bei jing 北京市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380 165 bo tou  泊头市 泊头市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384 154 bo ye 博野县 博野县志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383 168 cang zhou 沧州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97 191 chang li 昌黎县 昌黎方言志 (科学出版社,1960) 
409 179 cheng de 承德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98 169 da chang 大厂回族 zz 大厂回族自治县志 (中国画报出版社,1995) 
362 151 da ming 大名县 大名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4) 
392 157 ding xing 定兴县 定兴方言 (陈淑静·许建中,方志出版社,1997) 
385 150 ding zhou 定县 定州市志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 
378 165 dong guang 东光县 东光县志 (方志出版,1999) 
364 142 feng feng 峰峰 峰峰矿区志 方言志 (尹大仓等,峰峰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办公室,1992) 
395 181 feng nan 丰南县 丰南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0) 
412 166 feng ning 丰宁满族 zz 丰宁满族自治县志 (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 
398 181 feng run 丰润县 丰润县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88 141 fu ping 阜平县 阜平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9) 
398 165 gao bei dian 高碑店市 高碑店市志 (新华出版社,1997) 
380 148 gao cheng 藁城县 藁城县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386 157 gao yang 高阳县 高阳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9) 

286



394 163 gu an 固安县 固安县志 (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373 159 gu cheng 故城县 故城县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365 153 guan tao 馆陶县 馆陶县志 (中华书局,1999) 
366 144 han dan 邯郸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84 160 he jian 河间县 <河间方言一脔> (张洵如,国语周刊 54,1932) 
384 160 he jian 河间县 河间县志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403 166 huai rou 怀柔县 怀柔县志 (北京出版社,2000) 
380 143 huo lu 获鹿县 获鹿方言志 (陈淑静,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375 155 ji xian 冀县 冀县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400 173 ji xian 蓟县 蓟县志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380 150 jin xian 晋县 晋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5) 
389 169 jing hai 静海县 静海县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372 150 ju lu 巨鹿县 巨鹿县志 (文化技术出版社,1994) 
393 147 lai yuan 涞源县 涞源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8) 
394 189 le ting 乐亭县 乐亭县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384 155 li xian 蠡县 蠡县志 (中华书局,1999) 
368 155 lin xi 临西县 临西县志 (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383 143 ling shou 灵寿县 灵寿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3) 
394 186 luan nan 滦南县 滦南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09 173 luan ping 滦平县 滦平县志 (辽海出版社,1997) 
389 153 man cheng 满城县 <河北满城方言的特点> (陈淑静,FY1988-2) 
380 171 meng cun 孟村回族 zz 孟村回族自治县志 (科学出版社,1993) 
403 168 mi yun 密云县 密云县志 (北京出版社,1998) 
373 153 nan gong 南宫县 南宫市志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 
370 146 nan he 南和县 南和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6) 
380 167 nan pi 南皮县 南皮县志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372 145 nei qiu 内邱县 内邱县志 (中华书局,1996) 
376 149 ning jin 宁晋县 宁晋县志 (中华书局,1999) 
401 171 ping gu 平谷县 平谷方言研究 (陈淑静,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 
410 186 ping quan 平泉县 平泉县志 (作家出版社 2000) 
382 141 ping shan 平山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82 141 ping shan 平山县 平山方言志 (盖林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370 150 ping xiang 平乡县 平乡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9) 
399 195 qin huang dao 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志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404 189 qing long 青龙县 青龙满族自治县志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 
385 168 qing xian 青县 青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9) 
368 151 qiu xian 丘县 邱县志 (中华书局,2001) 
410 139 shang yi 尚义县 尚义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9) 
365 136 she xian 涉县 涉县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380 155 shen xian 深县 深县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381 152 shen ze 深泽县 深泽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7) 
380 144 shi jia zhuang 石家庄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80 144 shi jia zhuang 石家庄市 石家庄地区方言志 (李藏柱·刘建洲,香港金陵出版社,1993) 
388 151 shun ping 顺平县 顺平县志 (中华书局,1999) 
384 158 su ning 肃宁县 肃宁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9) 
396 181 tang shan 唐山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96 181 tang shan 唐山市 普通话与唐山方言 (刘安祥·张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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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181 tang shan 唐山市 唐山市志 (方志出版社,1999) 
391 172 tian jin 天津市 <天津方言词汇(一)(二)(三)(四)> (李行健·刘思训,FY1986-1,

2,3,4) 
391 172 tian jin 天津市 天津简志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391 172 tian jin 天津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91 172 tian jin 天津市 天津方言 (韩根东,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391 172 tian jin 天津市西青区 西青区志 (天津社会学院出版社,2003) 
419 177 wei chang 围场满族蒙古族 zz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志 (辽海出版社,1997) 
369 152 wei xian 威县 威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8) 
363 149 wei xian 魏县 <河北魏县话和普通话的差别> (止戈,方言与普通话集刊 6,

1959) 
363 149 wei xian 魏县 <冀鲁豫三省毗连地区的方言分界> (贺巍,FY1986-1) 
378 158 wu yi 武邑县 武邑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8) 
381 161 xian xian 献县 献县志 (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 
384 154 xing tang 行唐县 行唐县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389 161 xiong xian 雄县 雄县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90 156 xu shui 徐水县 徐水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8) 
406 150 xuan hua 宣化县 宣化县志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406 150 xuan hua 宣化县 宣化方言及其时空变异研究 (郭风岚,语文出版社,2007) 
380 172 yan shan 盐山县 盐山县志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401 141 yang yuan 阳原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401 141 yang yuan 阳原县 阳原县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398 177 yu tian 玉田县 玉田县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376 143 zan huang 赞皇县 赞皇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8) 
408 148 zhang jia kou 张家口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401 179 zun hua 遵化县 遵化县志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EN  he nan 河南  
360 143 an yang 安阳县 河南省志 11 方言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51 130 bo ai 博爱县 博爱县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 
342 137 chang ge 长葛县 长葛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351 146 chang yuan 长垣县 长垣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336 151 dan cheng 郸城县 郸城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344 130 deng feng 登封县 登封县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326 120 deng xian 邓县 邓州市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26 120 deng xian 邓县 邓州方言研究 (郭振生,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326 120 deng xian 邓县 河南省志 11 方言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40 143 fu gou 扶沟县 扶沟县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321 157 gu shi 固始县 河南省志 11 方言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20 149 guang shan 光山县 光山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358 141 he bi 鹤壁市 鹤壁市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355 144 hua xian 滑县 滑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324 154 huai bin 淮滨县 淮滨县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337 148 huai yang 淮阳县 淮阳县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352 136 huo jia 获嘉县 获嘉方言研究 (贺巍,商务印书馆,1989) 
350 125 ji yuan 济源县 <济源方言记略> (贺巍,FY1981-1) 
350 125 ji yuan 济源县 济源县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339 132 jia xian 郏县 郏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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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143 kai feng 开封市 <开封方言记略> (刘冬冰,FY1997-4) 
347 143 kai feng 开封市 河南省志 11 方言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48 148 lan kao 兰考县 <兰考方言语汇拾零> (王学森,开封大学学报 1999-3) 
360 138 lin xian 林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60 138 lin xian 林县 林县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360 138 lin xian 林县 河南省志 11 方言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60 138 lin xian 林县 林州方言志 (陈鹏飞,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337 139 lin ying 临颍县 临颍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45 108 ling bao 灵宝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45 108 ling bao 灵宝县 <灵宝方言> (杨时逢·荆允敬,清华学报 9,1971) 
345 108 ling bao 灵宝县 灵宝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345 108 ling bao 灵宝县 河南省志 11 方言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37 128 lu shan 鲁山县 鲁山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337 115 luan chuan 栾川县 栾川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335 140 luo he 漯河市 漯河市志 (方志出版社,1999) 
344 116 luo ning 洛宁县 洛宁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346 124 luo yang 洛阳市 洛阳方言研究 (贺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346 124 luo yang 洛阳市 洛阳方言志 (曾光平等,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346 124 luo yang 洛阳市 洛阳方言词典 (贺巍,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330 125 nan yang 南阳市 南阳市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330 125 nan yang 南阳市 河南省志 11 方言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30 125 nan yang 南阳市 南阳方言 (丁全·田小枫,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334 124 nan zhao 南召县 南召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359 148 nei huang 内黄县 内黄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330 118 nei xiang 内乡县 内乡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344 153 ning ling 宁陵县 宁陵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356 149 pu yang 濮阳县 濮阳县志 (华艺出版社,1989) 
356 149 pu yang 濮阳县 河南省志 11 方言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55 142 qi xian 淇县 淇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45 147 qi xian 杞县 杞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350 129 qin yang 沁阳县 河南省志 11 方言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58 151 qing feng 清丰县 清丰县志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327 140 que shan 确山县 确山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327 140 que shan 确山县 河南省志 11 方言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30 143 ru nan 汝南县 汝南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347 111 shan xian 陕县 陕县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332 142 shang cai 上蔡县 上蔡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344 156 shang qiu 商丘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44 156 shang qiu 商丘市 商丘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344 156 shang qiu 商丘市 <商邱市方言研究> (张启焕等,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0) 
335 145 shang shui 商水县 商水县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333 150 shen qiu 沈丘县 沈丘县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341 120 song xian 嵩县 嵩县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331 139 sui ping 遂平县 <河南遂平方言记略> (丁声树,FY1989-2) 
340 148 tai kang 太康县 太康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326 128 tang he 唐河县 唐河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358 143 tang yin 汤阴县 汤阴县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323 134 tong bai 桐柏县 桐柏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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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144 tong xu 通许县 通许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344 141 wei shi 尉氏县 尉氏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334 135 wu yang 舞阳县 舞阳方言研究 (崔灿·夏跃进,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331 114 xi chuan 淅川县 淅川县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337 142 xi hua 西华县 西华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333 140 xi ping 西平县 西平县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333 114 xi xia 西峡县 西峡县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342 161 xia yi 夏邑县 夏邑县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327 149 xin cai 新蔡县 新蔡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315 148 xin xian 新县 新县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352 138 xin xiang 新乡市 河南省志 11 方言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21 140 xin yang 信阳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21 140 xin yang 信阳市 河南省志 11 方言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25 123 xin ye 新野县 新野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352 134 xiu wu 修武县 修武县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340 138 xu chang 许昌市 许昌县志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340 138 xu chang 许昌市 河南省志 11 方言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35 139 yan cheng 郾城县 郾城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351 142 yan jin 延津县 延津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347 127 yan shi 偃师县 偃师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339 163 yong cheng 永城县 永城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1) 
343 158 yu cheng 虞城县 虞城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350 139 yuan yang 原阳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40 153 zhe cheng 柘城县 柘城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330 122 zhen ping 镇平县 镇平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8) 
326 143 zheng yang 正阳县 正阳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6) 
347 136 zheng zhou 郑州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47 136 zheng zhou 郑州市 郑州方言志 (卢甲文,语文出版社,1992) 
347 136 zheng zhou 郑州市 河南省志 11 方言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36 146 zhou kou 周口市 河南省志 11 方言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36 146 zhou kou 周口市 周口地区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FJ fu jian 福建  
250 181 an xi 安溪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0 181 an xi 安溪县 安溪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4) 
259 195 chang le 长乐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9 195 chang le 长乐县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 (林寒生,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259 195 chang le 长乐县 长乐市志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246 177 chang tai 长泰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8 163 chang ting 长汀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58 163 chang ting 长汀县 长汀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258 163 chang ting 长汀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8 163 chang ting 长汀县 客家方言 (罗美珍等,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258 163 chang ting 长汀县 闽西客家方言 (蓝小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277 180 chong an 崇安县 武夷山市志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277 180 chong an 崇安县 闽语研究 (陈章太·李如龙,语文出版社,1991) 
277 180 chong an 崇安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7 178 da tian 大田县 闽语研究 (陈章太·李如龙,语文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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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178 da tian 大田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5 182 de hua 德化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37 174 dong shan 东山县 东山县志 (中华书局,1994) 
237 174 dong shan 东山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37 174 dong shan 东山县 福建汉语方言基础语汇集 (中岛干起,东外大 AA 所,1979) 
237 174 dong shan 东山县 闽语东山岛方言基础语汇集 (中岛干起,东外大 AA 所, 

1977) 
271 196 fu an 福安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71 196 fu an 福安县 福安市志 (方志出版社,1999) 
271 196 fu an 福安县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 (林寒生,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271 196 fu an 福安县 畲族语言 (游文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273 202 fu ding 福鼎县 闽语研究 (陈章太·李如龙,语文出版社,1991) 
273 202 fu ding 福鼎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73 202 fu ding 福鼎县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 (林寒生,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273 202 fu ding 福鼎县 畲族语言 (游文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257 194 fu qing 福清县 福清方言研究 (冯爱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257 194 fu qing 福清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7 194 fu qing 福清县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 (林寒生,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260 193 fu zhou 福州市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260 193 fu zhou 福州市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0 193 fu zhou 福州市 福州方言词典 (冯爱珍,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260 193 fu zhou 福州市 福州方言研究 (陈泽平,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260 193 fu zhou 福州市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 (林寒生,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260 193 fu zhou 福州市 福州方言志 (李如龙·梁玉璋,海风出版社,2001) 
260 193 fu zhou 福州市 福州方言词典 (李如龙等,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260 193 fu zhou 福州市 福建汉语方言基础语汇集 (中岛干起,东外大 AA 所,1979) 
265 187 gu tian 古田县 闽语研究 (陈章太·李如龙,语文出版社,1991) 
265 187 gu tian 古田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5 187 gu tian 古田县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 (林寒生,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275 173 guang ze 光泽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0 175 hua an 华安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0 175 hua an 华安县 华安县志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 
250 175 hua an 华安县 畲族语言 (游文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250 187 hui an 惠安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8 168 jian ning 建宁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68 168 jian ning 建宁县 建宁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5) 
268 168 jian ning 建宁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70 183 jian ou 建瓯县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270 183 jian ou 建瓯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70 183 jian ou 建瓯县 建瓯方言词典 (李如龙·藩渭水,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273 181 jian yang 建阳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73 181 jian yang 建阳县 福建县志方言志 12 种 建阳市方言志 (李如龙,福建教育出版

社,2001) 
267 174 jiang le 将乐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7 174 jiang le 将乐县 将乐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48 185 jin jiang 晋江县 晋江市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 
248 185 jin jiang 晋江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44 183 jin men 金门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7 167 lian cheng 连城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7 167 lian cheng 连城县 客家方言 (罗美珍等,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257 167 lian cheng 连城县 闽西客家方言 (蓝小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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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195 lian jiang 连江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2 195 lian jiang 连江县 连江县志 (方志出版社,2001) 
244 178 long hai 龙海县 龙海县志 (东方出版社,1993) 
244 178 long hai 龙海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1 170 long yan 龙岩市 闽语研究 (陈章太·李如龙,语文出版社,1991) 
251 170 long yan 龙岩市 龙岩市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251 170 long yan 龙岩市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4 195 luo yuan 罗源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4 195 luo yuan 罗源县 罗源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4 195 luo yuan 罗源县 畲族语言 (游文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262 188 min qing 闽清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3 172 ming xi 明溪县 闽语研究 (陈章太·李如龙,语文出版社,1991) 
263 172 ming xi 明溪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3 172 ming xi 明溪县 福建县志方言志 12 种 明溪县方言志 (李如龙,福建教育出版

社,2001) 
249 183 nan an 南安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49 183 nan an 南安县 福建县志方言志 12 种 南安市方言志 (李如龙,福建教育出版

社,2001) 
245 173 nan jing 南靖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6 181 nan ping 南平市 南平市志 (中华书局,1994) 
266 181 nan ping 南平市 闽语研究 (陈章太·李如龙,语文出版社,1991) 
266 181 nan ping 南平市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6 195 ning de 宁德县 闽语研究 (陈章太·李如龙,语文出版社,1991) 
266 195 ning de 宁德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6 195 ning de 宁德县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 (林寒生,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266 195 ning de 宁德县焦城 閩東語福寧方言群の調查研究 (秋谷裕幸,平成 17-19 年科研

費研究成果報告書,2008) 
262 166 ning hua 宁化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62 166 ning hua 宁化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2 166 ning hua 宁化县 闽西客家方言 (蓝小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262 166 ning hua 宁化县 宁化县志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243 173 ping he 平和县 平和县志 (群众出版社,1994) 
243 173 ping he 平和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9 189 ping nan 屏南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5 197 ping tan 平潭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79 185 pu cheng 浦城县 <浦城方言的南北分区> (郑张尚芳,FY1985-1) 
279 185 pu cheng 浦城县 闽语研究 (陈章太·李如龙,语文出版社,1991) 
279 185 pu cheng 浦城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79 185 pu cheng 浦城县 浦城县志 (中华书局,1994) 
254 190 pu tian 莆田县 闽语研究 (陈章太·李如龙,语文出版社,1991) 
254 190 pu tian 莆田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4 190 pu tian 莆田县 福建汉语方言基础语汇集 (中岛干起,东外大 AA 所,1979) 
261 168 qing liu 清流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1 168 qing liu 清流县 闽西客家方言 (蓝小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261 168 qing liu 清流县 清流县志 (中华书局,1994) 
249 185 quan zhou 泉州市 泉州市方言志 (林连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249 185 quan zhou 泉州市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49 185 quan zhou 泉州市 泉州方言与文化(上下) (王建设·张甘荔,鹭江出版社,1994) 
262 176 san ming 三明市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2 176 san ming 三明市 福建县志方言志 12 种 三明市方言志 (李如龙,福建教育出版

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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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176 san ming 三明市 畲族语言 (游文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264 177 sha xian 沙县 闽语研究 (陈章太·李如龙,语文出版社,1991) 
264 177 sha xian 沙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4 177 sha xian 沙县 福建县志方言志 12 种 沙县方言志 (李如龙,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 
250 164 shang hang 上杭县 上杭县志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250 164 shang hang 上杭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0 164 shang hang 上杭县 闽西客家方言 (蓝小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273 174 shao wu 邵武县 邵武市志 (群众出版社,1993) 
273 174 shao wu 邵武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73 174 shao wu 邵武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74 195 shou ning 寿宁县 寿宁县志 (鹭江出版社,1992) 
274 195 shou ning 寿宁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74 195 shou ning 寿宁县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 (林寒生,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268 178 shun chang 顺昌县 顺昌县志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268 178 shun chang 顺昌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8 178 shun chang 顺昌县 闽语研究 (陈章太·李如龙,语文出版社,1991) 
268 178 shun chang 顺昌县 <福建省顺昌县境内方言的分布> (冯爱珍,FY1987-3) 
268 178 shun chang 顺昌县 畲族语言 (游文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275 187 song xi 松溪县 闽语研究 (陈章太·李如龙,语文出版社,1991) 
275 187 song xi 松溪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75 187 song xi 松溪县 松溪县志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269 171 tai ning 泰宁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9 171 tai ning 泰宁县 泰宁县志 (群众出版社,1993) 
247 181 tong an 同安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1 160 wu ping 武平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51 160 wu ping 武平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1 160 wu ping 武平县 闽西客家方言 (蓝小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250 160 wu ping 武平县中山 <武平县中山镇的“军家话”> (梁玉璋,FY1990-3) 
244 181 xia men 厦门市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244 181 xia men 厦门市 厦门方言志 (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北京语言学院

出版社,1996) 
244 181 xia men 厦门市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44 181 xia men 厦门市 厦门方言词典 (周长楫,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244 181 xia men 厦门市 厦门方言研究 (周长楫·欧阳忆耘,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269 200 xia pu 霞浦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9 200 xia pu 霞浦县 霞浦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9) 
253 186 xian you 仙游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3 186 xian you 仙游县 福建县志方言志 12 种 仙游县方言志 (李如龙,福建教育出版

社,2001) 
259 173 yong an 永安市 永安方言 (周长楫·林宝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59 173 yong an 永安市 永安市志 (中华书局,1994) 
259 173 yong an 永安市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9 173 yong an 永安市 福建汉语方言基础语汇集 (中岛干起,东京外大 AA 所, 

1979) 
253 183 yong chun 永春县 永春方言志 (林连通·陈章太,语文出版社,1989) 
253 183 yong chun 永春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3 183 yong chun 永春县 <永春方言词汇(一)(二)> (林连通,FY1987-4/1988-1) 
247 167 yong ding 永定县 永定县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247 167 yong ding 永定县 <永定(下洋)方言词汇(一)(二)(三)> (黄雪贞,FY1983-2,3,4) 
247 167 yong ding 永定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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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167 yong ding 永定县 闽西客家方言 (蓝小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258 189 yong tai 永泰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8 189 yong tai 永泰县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 (林寒生,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261 181 you xi 尤溪县 闽语研究 (陈章太·李如龙,语文出版社,1991) 
261 181 you xi 尤溪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39 173 yun xiao 云霄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0 173 zhang ping 漳平县永福 漳平方言研究 (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53 174 zhang ping 漳平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41 176 zhang pu 漳浦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45 176 zhang zhou 漳州市 <漳州方言词汇(一)(二)(三)> (林宝卿,FY1992-2,3,4) 
245 176 zhang zhou 漳州市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45 176 zhang zhou 漳州市 漳州方言研究 (马重奇,纵横出版社,1994) 
237 171 zhao an 诏安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37 171 zhao an  诏安县秀篆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72 198 zhe rong 柘荣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72 198 zhe rong 柘荣县 柘荣县志 (中华书局,1995) 
273 188 zheng he 政和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71 193 zhou ning 周宁县 周宁县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271 193 zhou ning 周宁县 福建省志 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71 193 zhou ning 周宁县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 (林寒生,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269 193 zhou ning 周宁县咸村 閩東語福寧方言群の調查研究 (秋谷裕幸,平成 17-19 年科研

費研究成果報告書,2008) 
     
 GD guang dong 广东  
231 142 bo luo 博罗县 东江中上游土语群研究-粤语惠河系探考 (刘叔新,中国社会

出版社,2007) 
236 166 chao zhou 潮州市 潮州方言 (李永明,中华书局,1959) 
236 166 chao zhou 潮州市 潮州方言词汇 (蔡俊明,香港中文大学,1991) 
236 166 chao zhou 潮州市 潮州词典 (蔡俊明,三民书局,1976) 
236 166 chao zhou 潮州市 畲族语言 (游文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236 166 chao zhou 潮州市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234 167 cheng hai 澄海县 澄海方言研究 (林伦伦,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235 135 cong hua 从化县 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 (詹伯慧·张日昇,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 
231 117 de qing 德庆县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慧·张日升, 暨南大学出版

社,1998) 
231 117 de qing 德庆县 德庆县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215 109 dian bai 电白县 <广东电白旧时正话> (陈云龙,FY2003-3) 
215 109 dian bai 电白县 旧时正话研究(中国濒危语言和方言研究) (陈云龙,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6) 
215 109 dian bai 电白县 电白方言志 (戴由武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 
215 109 dian bai 电白县 电白县志 (中华书局,2000) 
215 109 dian bai 电白县 电白县方言志 (电白县地方志办公室,戴汉辉,中山大学出版

社,1992) 
217 112 dian bai  电白县沙琅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等,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230 137 dong guan 东莞县 <东莞粤语常平方音说略> (殷柱华,第十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

论文集,2007) 
230 137 dong guan 东莞县 东莞方言词典 (詹伯慧·陈晓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230 137 dong guan 东莞县 东莞方言说略 (陈晓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222 122 en ping 恩平县 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 (詹伯慧·张日昇,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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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117 feng kai  封开县南丰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慧·张日升, 暨南大学出版

社,1998) 
237 161 feng shun 丰顺县 丰顺县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237 161 feng shun 丰顺县 畲族语言 (游文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238 135 fo gang 佛冈县 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惠等,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230 131 fo shan 佛山市 佛山市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230 124 gao yao 高要县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慧·张日升, 暨南大学出版

社,1998) 
220 109 gao zhou  高州县新垌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等,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236 124 guang ning 广宁县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慧·张日升, 暨南大学出版

社,1998) 
231 132 guang zhou 广州市 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 (詹伯慧·张日昇,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 
231 132 guang zhou 广州市 广州方言词典 (白宛如,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231 132 guang zhou 广州市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慧·张日升, 暨南大学出版

社,1998) 
231 132 guang zhou 广州市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229 153 hai feng 海丰县 海丰方言 (罗志海,德宏民族出版社,1995) 
229 153 hai feng 海丰县 海丰方言词典 (罗志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229 153 hai feng 海丰县 广东海丰方言研究 (杨必胜等,语文出版社,1996) 
209 100 hai kang 海康县 <广东海康方言记略> (张振兴,FY1987-4) 
209 100 hai kang 海康县 海康方言志 (蔡叶青编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 
209 100 hai kang 海康县 雷州方言词典 (张振兴·蔡叶青,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209 100 hai kang 海康县 广东省志 方言志 (高华年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244 149 he ping 和平县林寨 东江中上游土语群研究-粤语惠河系探考 (刘叔新,中国社会

出版社,2007) 
237 146 he yuan 河源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37 146 he yuan 河源县 东江中上游土语群研究-粤语惠河系探考 (刘叔新,中国社会

出版社,2007) 
233 131 hua xian 花县 花县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216 104 hua zhou  化州县新安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等,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239 121 huai ji 怀集县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慧·张日升, 暨南大学出版

社,1998) 
229 147 hui dong  惠东县 东江中上游土语群研究-粤语惠河系探考 (刘叔新,中国社会

出版社,2007) 
226 148 hui dong  惠东县平海 军话研究 (丘雪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30 143 hui zhou 惠州市 <惠州话的归属> (黄雪贞,FY1987-4) 
230 143 hui zhou 惠州市 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 (詹伯慧·张日昇,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 
230 143 hui zhou 惠州市 惠州方言志 (刘若云,广东科学出版社,1991) 
230 143 hui zhou 惠州市 东江中上游土语群研究-粤语惠河系探考 (刘叔新,中国社会

出版社,2007) 
230 143 hui zhou 惠州市横沥 东江中上游土语群研究-粤语惠河系探考 (刘叔新,中国社会

出版社,2007) 
230 143 hui zhou 惠州市水口 东江中上游土语群研究-粤语惠河系探考 (刘叔新,中国社会

出版社,2007) 
246 161 jiao ling 蕉岭县 蕉岭县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234 158 jie xi 揭西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23 126 kai ping 开平县 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 (詹伯慧·张日昇,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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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126 kai ping 开平县 开平方言 (邓钧,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2000) 
251 133 le chang 乐昌县 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惠等,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251 133 le chang 乐昌县 粤北乐昌土话 (余伟文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51 133 le chang 乐昌县 乐昌县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251 133 le chang 乐昌县黄圃 乐昌土话研究 (张双庆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 
251 133 le chang 乐昌县三溪 乐昌土话研究 (张双庆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 
251 133 le chang 乐昌县北乡 乐昌土话研究 (张双庆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 
251 133 le chang 乐昌县皈塘 乐昌土话研究 (张双庆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 
251 133 le chang 乐昌县长来 乐昌土话研究 (张双庆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 
218 103 lian jiang 廉江县石角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等,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216 099 lian jiang  廉江县青平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等,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247 122 lian nan 连南瑶族 zz 连南瑶族自治县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245 120 lian shan 连山壮族瑶族 zz 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惠等,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250 125 lian xian 连县星子 连州土话研究 (万波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249 121 lian xian 连县清水 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惠等,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249 122 lian xian 连县西岸 连州土话研究 (万波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247 123 lian xian 连县保安 连州土话研究 (万波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250 122 lian xian 连县丰阳 连州土话研究 (万波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247 123 lian zhou 连州市 连州土话研究 (万波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241 152 long chuan 龙川县四都 东江中上游土语群研究-粤语惠河系探考 (刘叔新,中国社会

出版社,2007) 
241 152 long chuan 龙川县陀城 东江中上游土语群研究-粤语惠河系探考 (刘叔新,中国社会

出版社,2007) 
237 141 long men 龙门县平陵 东江中上游土语群研究-粤语惠河系探考 (刘叔新,中国社会

出版社,2007) 
237 141 long men 龙门县路溪 东江中上游土语群研究-粤语惠河系探考 (刘叔新,中国社会

出版社,2007) 
227 115 luo ding 罗定县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慧·张日升,暨南大学出版

社,1998) 
227 115 luo ding 罗定县 罗定县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216 108 mao ming 茂名市 茂名市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43 161 mei xian 梅县 梅县客家方言志 (谢永昌,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 
243 161 mei xian 梅县 梅县方言词典 (黄雪贞,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243 161 mei xian 梅县 广东省志 方言志 (高华年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243 161 mei xian 梅县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234 170 nan ao 南澳县 南澳县志 (中华书局,2000) 
251 143 nan xiong 南雄县 <The Nanxiong Dialect> (S.Egerod,FY1983-2) 
251 143 nan xiong 南雄县 南雄珠玑方言志 (林立芳·庄初升,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251 143 nan xiong 南雄县 南雄县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233 161 pu ning 普宁县 普宁县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237 130 qing yuan 清远县 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惠等,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246 135 qu jiang 曲江县 <广东曲江县龙归土话的小称> (伍巍,FY2003-1) 
246 135 qu jiang 曲江县 曲江县志 (中华书局,1999) 
246 135 qu jiang 曲江县马坝 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惠等,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251 137 ren hua 仁化县 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惠等,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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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132 ru yuan 乳源瑶族 zz 乳源瑶族自治县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233 166 shan tou 汕头市 <汕头方言词汇(一)(二)(三)(四)> (林伦伦,FY1991-2,3,4/ 

1992-1) 
233 166 shan tou 汕头市 广东省志 方言志 (高华年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233 166 shan tou 汕头市 汕头市志 (新华出版社,1999) 
248 136 shao guan 韶关县 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惠等,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225 142 shen zhen  深圳市沙头角 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 (詹伯慧·张日昇,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 
233 126 si hui 四会县 四会县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233 126 si hui 四会县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慧·张日升,暨南大学出版

社,1998) 
213 102 sui xi 遂溪县 The Suixi Dialect of Leizhou (Anne Yue-Hashimoto,香港中

文大学,1985) 
222 127 tai shan 台山县 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 (詹伯慧·张日昇,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 
222 127 tai shan 台山县 台山方言 (黄剑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243 141 weng yuan 翁源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14 107 wu chuan 吴川县 <广东省吴川方言记略> (张振兴,FY1992-3) 
239 157 wu hua 五华县 广东省志 方言志 (高华年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240 141 xin feng 新丰县 <广东新丰客家方言记略> (周日健,FY1992-1) 
240 141 xin feng 新丰县 新丰方言志 (周日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240 141 xin feng 新丰县 广东省志 方言志 (高华年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240 141 xin feng 新丰县大席 东江中上游土语群研究-粤语惠河系探考 (刘叔新,中国社会

出版社,2007) 
241 142 xin feng 新丰县马头 东江中上游土语群研究-粤语惠河系探考 (刘叔新,中国社会

出版社,2007) 
227 122 xin xing 新兴县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慧·张日升,暨南大学出版

社,1998) 
223 109 xin yi 信宜县 信宜方言志 (罗康宁等,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 
224 116 xin yi 信宜县思贺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等,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223 112 xin yi 信宜县钱排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等,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241 157 xing ning 兴宁县 广东省志 方言志 (高华年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203 101 xu wen 徐闻县 A grammatical description of Xuwen : A colloquial dialect

of Lei-zhou peninsula  (C.Li & S.Thompson,CLAO12:1/2, 
1983) 

203 101 xu wen 徐闻县 徐闻县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220 114 yang chun  阳春县三甲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等,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218 119 yang jiang 阳江县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244 126 yang shan 阳山县 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惠等,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218 115 yang xi  阳西县塘口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等,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241 133 ying de 英德县浛光 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惠等,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232 115 yu nan  郁南县平台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慧·张日升,暨南大学出版

社,1998) 
229 120 yun fu 云浮县 云浮方言志 (宋长栋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229 120 yun fu  云浮县云城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詹伯慧·张日升,暨南大学出版

社,1998) 
232 138 zeng cheng 增城县 增城方言志(第一分册) (何伟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232 138 zeng cheng 增城县 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 (王李英,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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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133 zhong shan 中山县 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 (詹伯慧·张日昇,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 

225 133 zhong shan 中山县 中山客家话研究 (甘甲才,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 
225 133 zhong shan 中山县 中山市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222 135 zhu hai 珠海市 珠海市志 (珠海出版社,2001) 
222 135 zhu hai 珠海市 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 (詹伯慧·张日昇,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 
235 146 zi jin  紫金县古竹 东江中上游土语群研究-粤语惠河系探考 (刘叔新,中国社会

出版社,2007) 
     
 GS gan su 甘肃  
405 957 an xi 安西县 安西县志 (知识出版社,1992) 
337 057 cheng xian 成县 成县志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 
401 946 dun huang 敦煌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401 946 dun huang 敦煌县 敦煌方言志 (刘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363 039 gao lan 皋兰县 皋兰县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 
384 021 jin chang 金昌市 金昌市志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 
360 037 lan zhou 兰州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60 037 lan zhou 兰州市 <兰州方言概说> (黄伯荣等,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0) 
360 037 lan zhou 兰州市 兰州市志 59  方言志 (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360 037 lan zhou 兰州市 兰州话音档 (王森等,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356 031 lin xia 临夏回族 zz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356 031 lin xia 临夏回族 zz 临夏方言 (兰州大学中文系临夏方言调查研究组·甘肃省临夏

州文联,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349 046 long xi 陇西县 陇西县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 
355 066 ping liang 平凉县 平凉市志 (中华书局,1996) 
388 011 shan dan 山丹县 山丹方言志 (何茂活,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388 011 shan dan 山丹县 山丹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346 057 tian shui 天水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46 057 tian shui 天水市 天水方言 (王廷贤等,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 
352 042 tong wei 通渭市 通渭市志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 
351 041 wei yuan 渭源县 渭源县志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330 046 wen xian 文县 文县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334 049 wu du 武都县 武都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98 975 yu men 玉门市 玉门市志 (新华出版社,1991) 
358 040 yu zhong 榆中县 榆中县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350 062 zhang jia chuan 张家川回族 zz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 
389 004 zhang ye 张掖县 张掖市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338 043 zhou qu 舟曲县 舟曲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GX guang xi 广西  
215 091 bei hai 北海市 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 (陈晓锦·陈滔,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线装书局,2005) 
215 091 bei hai 北海市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16 094 bei hai 北海市南康 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 (陈晓锦·陈滔,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线装书局,2005) 
214 094 bei hai 北海市营盘 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 (陈晓锦·陈滔,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线装书局,2005) 

298



227 103 bei liu 北流县西埌 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调查研究 (陈晓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4) 
227 103 bei liu 北流县唐僚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27 103 bei liu 北流县塘岸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32 088 bin yang 宾阳县新桥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22 099 bo bai 博白县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22 099 bo bai 博白县新田 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调查研究 (陈晓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4) 
239 066 bo se 百色县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39 066 bo se 百色县那毕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48 112 fu chuan 富川瑶族 zz 七都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48 112 fu chuan 富川瑶族 zz 秀水 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富川秀水九都话研究 (邓玉荣,

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 
248 112 fu chuan 富川瑶族 zz 八都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26 079 fu sui 扶绥县龙头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48 108 gong cheng 恭城县 恭城县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254 111 guan yang 灌阳县 灌阳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5) 
254 111 guan yang 灌阳县观音阁 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灌阳观音阁土话研究 (白云,  

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 
256 111 guan yang 灌阳县文市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52 102 gui lin 桂林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252 102 gui lin 桂林市 广西通志 汉语方言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252 102 gui lin 桂林市 <桂林方言词汇> (杨焕典,FY1982-2) 
252 102 gui lin 桂林市朝阳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32 076 guilin 桂林市雁山竹园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31 096 gui xian 贵县南江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16 092 he pu 合浦县(廉州) 广西通志 汉语方言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216 092 he pu 合浦县(廉州) 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 (陈晓锦·陈滔,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线装书局,2005) 
216 092 he pu 合浦县沙田 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 (陈晓锦·陈滔,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线装书局,2005) 
244 115 he xian  贺县(贺州市) 贺州市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244 115 he xian  贺县(贺州市)黄田 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贺州九都声研究 (张秀珍,广西

民族出版社,2005) 
244 115 he xian  贺县(贺州市)九都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26 092 heng xian 横县 <广西横县平话词汇(一)(二)(三)> (闭克朝,FY1994-1,2,3) 
226 092 heng xian 横县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52 102 lin gui 临桂县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53 100 lin gui 临桂县五通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52 102 lin gui 临桂县义宁 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临桂义宁话研究 (周本良,广西

民族出版社,2005) 
224 092 ling shan 灵山县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43 094 liu zhou 柳州市 柳州方言词典 (刘村汉,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243 094 liu zhou 柳州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257 100 long sheng 龙胜各族 zz <广西龙胜伶话记略> (王辅世,FY1979-2,3) 
257 100 long sheng 龙胜各族 zz 红瑶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23 102 lu chuan 陆川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23 102 lu chuan 陆川县 广西通志 汉语方言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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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102 lu chuan 陆川县横山 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调查研究 (陈晓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4) 
237 081 ma shan 马山县片联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42 105 meng shan 蒙山县 蒙山县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242 105 meng shan 蒙山县西河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42 105 meng shan 蒙山县西河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28 083 nan ning 南宁市 <记南宁心圩平话> (张均如,FY1987-4) 
228 083 nan ning 南宁市 南宁平话词典 (覃远雄等,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228 083 nan ning 南宁市 广西通志 汉语方言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228 083 nan ning 南宁市 南宁话音档 (杨焕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228 083 nan ning 南宁市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21 070 ning ming 宁明县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46 106 ping le 平乐县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35 104 ping nan 平南县 广西通志 汉语方言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235 104 ping nan 平南县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35 104 ping nan 平南县雅埠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19 086 qin zhou 钦州县(钦州市)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59 110 quan zhou 全州县 广西通志 汉语方言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259 110 quan zhou 全州县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62 111 quan zhou 全州县文桥 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全州文桥土话研究 (唐昌曼,  

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 
250 092 rong shui 融水苗族 zz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29 105 rong xian 容县县底镇 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调查报告 (陈晓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4) 
233 109 teng xian 藤县 The Teng-xian dialect of Chinese (Yue Anne.O.,CAAAL 

Monograph No.3,1979) 
235 104 wu xuan 武宣县樟村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34 113 wu zhou 梧州市 广西通志 汉语方言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234 113 wu zhou 梧州市 梧州市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249 103 yang shuo 阳朔县葡萄 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阳朔葡萄平话研究 (梁福根,  

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 
247 104 yang shuo 阳朔县骥马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44 086 yi shan 宜山县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49 099 yong fu 永福县 永福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6) 
249 099 yong fu 永福县桃城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49 099 yong fu 永福县塘堡 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永福塘堡平话研究 (肖万萍,  

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 
226 101 yu lin 玉林县 玉林市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226 101 yu lin 玉林县 广西通志 汉语方言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229 098 yu lin 玉林县(兴业县)高峰 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调查研究 (陈晓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4) 
225 101 yu lin 玉林县新桥 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调查研究 (陈晓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4) 
245 112 zhong shan 钟山县 钟山县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245 112 zhong shan 钟山县 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钟山方言研究 (邓玉荣,广西民

族出版社,2005) 
245 112 zhong shan 钟山县公安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 (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60 106 zi yuan 资源县延东 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资源延东直话研究 (张桂权,  

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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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Z gui zhou 贵州  
273 053 bi jie 毕节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273 053 bi jie 毕节县 毕节方言研究 (明生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85 057 chi shui 赤水县 赤水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258 075 du shan 独山县 独山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262 075 du yun 都匀市 都匀市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262 075 du yun 都匀市 贵州省志 汉语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79 077 feng gang 凤冈县 凤冈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267 075 fu quan 福泉县 福泉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266 067 gui yang 贵阳市 贵阳方言词典 (汪平,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266 067 gui yang 贵阳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266 067 gui yang 贵阳市 贵州省志 汉语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66 067 gui yang 贵阳市 贵阳话音档 (李蓝,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262 091 li ping 黎平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277 074 mei tan 湄潭县 湄潭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267 053 na yong 纳雍县 纳雍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258 052 qing long 晴隆县 晴隆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278 064 ren huai 仁怀县 仁怀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279 082 sin an 思南县 思南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281 068 tong zi 桐梓县 桐梓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7) 
271 067 xi feng 息烽县 息烽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283 062 xi shui 习水县 习水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272 078 yu qing 余庆县 余庆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270 084 zhen yuan 镇远县 贵州省志 汉语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1998) 
257 062 zi yun 紫云苗族布衣族 zz 紫云苗族布衣族自治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275 068 zun yi 遵义县 遵义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277 069 zun yi 遵义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HA hai nan 海南  
195 095 dan xian 儋县(儋州市) 海南省志 3 (南海出版公司,1994) 
200 103 hai kou 海口市 海口方言词典 (陈鸿迈,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192 104 qiong hai 琼海县 琼海县志 (广东科技出版社,1995) 
193 100 tun chang 屯昌县 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 (钱奠香,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196 107 wen chang 文昌县 海南省志 3 (南海出版公司,1994) 
     

 HB hu bei 湖北  
312 137 an lu 安陆县 <湖北安陆方言词汇(一)(二)> (刘兴策等,FY1994-4/1995-1) 
312 137 an lu 安陆县 安陆方言研究 (盛银花,湖北长江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300 149 da ye 大冶县 大冶县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303 148 e cheng 鄂城县(鄂州市) 鄂州市志 (中华书局,2000) 
303 148 e cheng 鄂城县(鄂州市) 鄂州方言志 (万幼斌,天地出版社,2000) 
320 107 fang xian 房县 房县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300 122 gong an 公安县 公安县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 
298 155 guang ji 广济县 广济方言志 (卢源斌等,广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1985) 
305 140 han yang 汉阳县 汉阳县志 (武汉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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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146 hong an 红安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04 148 huang gang 黄冈市 黄冈市志 (崇文书局,2004) 
304 148 huang gang 黄冈市 <黄冈方言量词的单用> (汪化云,YYYJ1996) 
300 159 huang mei 黄梅县 黄梅县志 (中华书局,1999) 
303 121 jiang ling 江陵县 荆州地区志 (红旗出版社,1996) 
310 131 jing shan 京山县 京山县志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310 131 jing shan 京山县 湖北荆沙方言 (王群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294 093 lai feng 来凤县 来凤县志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311 150 ma cheng 麻城县 麻城县志 (红旗出版社,1993) 
296 138 pu qi 蒲圻县 蒲圻方言 (陈有恒,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304 128 qian jiang 潜江县 潜江县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304 128 qian jiang 潜江县 湖北荆沙方言 (王群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306 131 tian men 天门县 天门县志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306 131 tian men 天门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06 131 tian men 天门县 湖北荆沙方言 (王群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306 131 tian men 天门县 天门方言研究 (邵则遂,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 
292 138 tong cheng 通城县 通城方言 (刘国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292 138 tong cheng 通城县 <湖北通城方言的量词“只”> (方献初,FY2003-3) 
295 145 tong shan 通山县 通山县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295 145 tong shan 通山县 通山方言志 (黄群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302 106 wu feng 五峰县 五峰县志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 
305 142 wu han 武汉市 武汉方言研究 (朱建颂,武汉出版社,1992) 
305 142 wu han 武汉市 武汉方言词典 (朱建颂,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305 142 wu han 武汉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05 142 wu han 武汉市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304 152 xi shui 浠水县 <浠水方言纪要> (詹伯慧,龙溪书舍,1981) 
304 152 xi shui 浠水县 浠水县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298 142 xian ning 咸宁市 咸宁市志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 
320 121 xiang fan 襄樊市 襄樊市志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 
320 121 xiang fan 襄樊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08 148 xin zhou 新洲县 新洲县志 (武汉出版社,1992) 
297 152 yang xin 阳新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97 152 yang xin 阳新县 阳新方言志 (黄群建,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 
306 112 yi chang 宜昌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06 112 yi chang 宜昌县 宜昌方言研究 (刘兴策,华中师大出版社,1994) 
303 114 yi du 宜都县(枝城市) 宜都县志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316 138 ying shan 应山县 应山县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307 156 ying shan 英山县 湖北英山方言志 (陈淑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329 104 yun xi 郧西县 郧西县志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304 117 zhi jiang 枝江县 枝江县志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311 125 zhong xiang 锺祥县 锺祥县志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311 125 zhong xiang 锺祥县 锺祥方言记 (赵元任,商务印书馆,1939) 
311 125 zhong xiang 锺祥县 湖北荆沙方言 (王群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310 107 zi gui 秭归县 秭归县志 (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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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L hei long jiang 黑龙江  
457 266 ha er bin 哈尔滨市 哈尔滨方言词典 (尹世超,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455 251 zhao yuan  肇源县 黑龙江站话研究 (陈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HN hu nan 湖南  
267 132 an ren 安仁县 安仁方言 (陈满华,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267 132 an ren 安仁县 <湖南安仁方言词汇(一)(二)(三)(四)> (陈满华,FY1995-2,3,4/

1996-1) 
294 121 an xiang 安乡县 湖南安乡方言 (应雨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94 121 an xiang 安乡县 常德地区志 民俗志 方言志 (罗祚韩,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267 135 cha ling 茶陵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67 135 cha ling 茶陵县 茶陵县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290 117 chang de 常德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290 117 chang de 常德市 常德方言志 (李永明,岳麓书社,1989) 
290 117 chang de 常德市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90 117 chang de 常德市 常德方言研究 (郑庆君,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64 123 chang ning 常宁县 常宁县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264 123 chang ning 常宁县 常宁方言研究 (吴启主,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82 129 chang sha 长沙市 长沙方言词典 (鲍厚星等,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282 129 chang sha 长沙市 长沙方言研究 (鲍厚星等,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282 129 chang sha 长沙市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282 129 chang sha 长沙市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82 129 chang sha 长沙市 长沙方言 (李永明,湖南出版社,1991) 
282 129 chang sha 长沙市 长沙话音档 (鲍厚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280 101 chen xi 辰溪县 辰溪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257 130 chen xian 郴县 郴州市志 (黄山书社，1994) 
257 130 chen xian 郴县 郴县志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 
263 103 cheng bu 城步苗族 zz 城步苗族自治县志 (湖南出版社,1996) 
263 103 cheng bu 城步苗族 zz 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 (李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94 111 ci li 慈利县 常德地区志 民俗志 方言志 (罗祚韩编写,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291 104 da yong 大庸县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55 115 dao xian 道县 道县志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 
255 115 dao xian 道县 广西汉语方言研究(谢建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64 113 dong an 东安县 东安土语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70 108 dong kou  洞口县黄桥 <湖南洞口县黄桥镇方言> (唐作藩,语言学论丛 4,1960) 
260 139 gui dong 桂东县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57 127 gui yang 桂阳县敖泉 <湖南桂阳敖泉土话方言词汇> (范峻军,FY2004-4) 
257 127 gui yang 桂阳县 桂阳方言词典 (范俊军,民族出版社,2008) 
289 119 han shou 汉寿县 常德地区 志民俗志 方言志 (罗祚韩编写,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272 128 heng shan 衡山县 衡山方言研究 (彭泽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68 126 heng yang 衡阳市 衡阳方言 (李永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68 126 heng yang 衡阳市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68 126 heng yang 衡阳市 衡阳方言研究 (彭泽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95 125 hua rong 华容县 华容方言志 (吾泽顺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275 099 huai hua 怀化市 怀化市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268 097 hui tong 会同县 湘方言调查报告(上) (中岛干起,东外大 AA 所,1987) 
268 097 hui tong 会同县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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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097 hui tong 会同县 会同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283 097 ji shou 吉首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283 097 ji shou 吉首市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83 097 ji shou 吉首市 吉首方言研究 (李启群,民族出版社,2002) 
255 123 jia he 嘉禾县 湖南省南部中国语方言语汇集 (辻伸久,东外大 AA 所, 

1987) 
255 123 jia he 嘉禾县 <湖南嘉禾土话的特点及内部差异> (卢小群,FY2003-1) 
249 117 jiang hua  江华瑶族 zz 湖南江华寨山话研究 (曾毓美,湖南师大出版社,2005) 
252 113 jiang yong 江永县 江永方言研究 (黄雪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252 113 jiang yong 江永县 <湖南江永方言词汇> (黄雪贞,FY1991-1,2,3) 
252 113 jiang yong 江永县 江永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5) 
296 118 jin shi 津市 津市志 (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 
296 118 jin shi 津市 常德地区志 民俗志 方言志 (罗祚韩编写,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265 096 jing zhou 靖州苗族侗族 zz 靖州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264 128 lei yang 耒阳县 <湖南省耒阳方言记略> (锺隆林,FY1987-3) 
264 128 lei yang 耒阳县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64 128 lei yang 耒阳县 耒阳方言研究 (王箕裘·钟隆林,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2008) 
276 135 li ling 醴陵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96 117 li xian 澧县 澧县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296 117 li xian 澧县 常德地区志 民俗志 方言志 (罗祚韩编写,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277 116 lian yuan 涟源县 涟源方言研究 (陈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77 116 lian yuan 涟源县 <涟源方言(蓝田)词汇(一)(二)> (刘丽华,FY2000-4/2001-1) 
294 116 lin li 临澧县 临澧县志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 
294 116 lin li 临澧县 常德地区志 民俗志 方言志 (罗祚韩编写,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252 125 lin wu 临武县 临武方言 (李永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252 125 lin wu 临武县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62 116 ling ling 零陵县 零陵县志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 
265 137 ling xian 酃县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81 136 liu yang 浏阳县 浏阳方言研究 (夏剑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81 136 liu yang 浏阳县南乡 <浏阳南乡方言记略> (夏剑钦,FY1983-1) 
277 119 lou di 娄底市 娄底方言词典 (颜清徽等,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277 119 lou di 娄底市 娄底方言研究 (刘丽华,中南大学出版社,2001) 
278 098 ma yang 麻阳县 麻阳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288 130 mi luo 汨罗市 汨罗市志 (方志出版社,1995) 
288 130 mi luo 汨罗市 汨罗长乐方言研究 (陈山青,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 
282 125 ning xiang 宁乡县 宁乡县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256 119 ning yuan 宁远县 <双言区的宁远方言词汇> (李永明,湖南师大学报・湖南方言

专辑,1985)  
256 119 ning yuan 宁远县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56 119 ning yuan 宁远县 宁远平话研究 (张晓勤,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87 136 ping jiang 平江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87 136 ping jiang 平江县 <平江方言词汇> (张胜男,湖南师大学报・湖南方言专辑, 

1985) 
287 136 ping jiang 平江县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66 118 qi yang 祁阳县 祁阳方言研究 (李维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66 118 qi yang 祁阳县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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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136 ru cheng 汝城县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55 136 ru cheng 汝城县 汝城方言研究 (曾献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

社,2006) 
272 114 shao yang 邵阳市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72 114 shao yang 邵阳市 邵阳方言研究 (储泽祥,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96 113 shi men 石门县 常德地区志 民俗志 方言志 (罗祚韩编写,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274 122 shuang feng 双峰县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283 128 wang cheng 望城县 望城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267 106 wu gang 武冈县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78 129 xiang tan 湘潭市 湘潭话音档 (曾毓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279 124 xiang tan 湘潭县韶山 韶山方言研究 (曾毓美,湖南师大出版社,1999) 
277 125 xiang xiang 湘乡县 湘乡县志 (湖南出版社,1993) 
277 125 xiang xiang 湘乡县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77 125 xiang xiang 湘乡县月山 湘方言调查报告(下) (中岛干起,东外大 AA 所,1987) 
277 113 xin hua 新化县 湘方言调查报告(下) (中岛干起,东外大 AA 所,1987) 
277 113 xin hua 新化县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77 113 xin hua 新化县 新化方言研究 (罗昕如,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64 108 xin ning 新宁县 新宁县志 (湖南出版社,1995) 
273 114 xin shao 新邵县 新邵县志 (人民出版社,1994) 
279 105 xu pu 溆浦县 溆浦方言研究 (贺凯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86 123 yi yang 益阳市 益阳地区志 (新华出版社,1997) 
286 123 yi yang 益阳市 益阳方言研究 (崔振华,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54 129 yi zhang 宜章县 宜章县志 (黄山书社,1995) 
254 129 yi zhang 宜章县 宜章土话研究 (沈若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62 116 yong zhou 永州市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62 116 yong zhou 永州市 永州方言研究 (张晓勤,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 
270 133 you xian 攸县 <湖南省攸县方言记略> (董正谊,FY1990-3) 
270 133 you xian 攸县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88 123 yuan jiang 沅江县 沅江县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284 103 yuan ling 沅陵县 沅陵乡话研究 (杨蔚,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84 103 yuan ling 沅陵县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93 131 yue yang 岳阳市 湖南省志 25 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93 131 yue yang 岳阳市 岳阳方言研究 (方平权,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93 131 yue yang 岳阳市 岳阳柏祥方言研究 (李冬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

出版社,2007) 
274 096 zhi jiang 芷江县 芷江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259 133 zi xing 资兴市 资兴市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259 133 zi xing 资兴市 资兴方言 (李志藩,海南出版社,1996) 
     

 JL ji lin 吉林  

439 253 chang chun 长春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439 253 chang chun 长春市 长春市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417 259 tong hua 通化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417 259 tong hua 通化市 通化市志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 
     
 JS jiang su 江苏  
332 193 bao ying 宝应县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32 193 bao ying 宝应县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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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207 chang shou 常熟市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16 207 chang shou 常熟市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16 207 chang shou 常熟市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8 199 chang zhou 常州市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18 199 chang zhou 常州市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18 199 chang zhou 常州市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8 199 chang zhou 常州市 常州市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16 213 chong ming 崇明县 崇明方言词典 (张惠英,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320 195 dan yang 丹阳县 丹阳方言词典 (蔡国璐,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320 195 dan yang 丹阳县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20 195 dan yang 丹阳县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45 187 dong hai 东海县 东海方言研究 (苏晓青,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 
345 187 dong hai 东海县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37 198 fu ning 阜宁县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48 191 gan yu 赣榆县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48 191 gan yu 赣榆县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48 191 gan yu 赣榆县 赣榆方言志 (刘佳贤,中华书局,2001) 
348 191 gan yu 赣榆县 赣榆县志 (中华书局,1997) 
313 188 gao chun 高淳县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13 188 gao chun 高淳县 高淳县志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313 188 gao chun 高淳县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27 194 gao you 高邮县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27 194 gao you 高邮县 高邮县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343 192 guan yun 灌云县 灌云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9) 
343 192 guan yun 灌云县 灌云方言志(张可·刘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325 204 hai an 海安县 海安县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319 211 hai men 海门县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19 211 hai men 海门县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9 211 hai men 海门县 海门方言志 (袁劲,黄山书社,1997) 
319 211 hai men 海门县 海门县志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319 211 hai men 海门县 南通地区方言研究 (鲍明炜·王均,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319 211 hai men 海门县四甲 南通地区方言研究 (鲍明炜·王均,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324 194 han jiang 邗江县 邗江县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332 188 hong ze 洪泽县 洪泽县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335 191 huai an 淮安市 淮安市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336 190 huai yin 淮阴县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36 190 huai yin 淮阴县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3 212 jia ding 嘉定县 嘉定方言研究 (汤珍珠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324 195 jiang du 江都县 江都县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319 188 jiang ning 江宁县 江宁县志 (档案出版社,1989) 
319 202 jiang yin 江阴县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19 202 jiang yin 江阴县 江阴市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330 190 jin hu 金湖县 金湖县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17 195 jin tan 金坛县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20 202 jing jiang 靖江县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20 202 jing jiang 靖江县团结 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 (Richard Simmons·石汝

杰·顾黔,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 
319 191 ju rong 句容县 句容县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19 191 ju rong 句容县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14 209 kun shan 昆山县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16 190 li shui 溧水县 溧水县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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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190 li shui 溧水县 溧水方言探索集 (郭骏,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 
337 192 lian shui 涟水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46 191 lian yun gang 连云港市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46 191 lian yun gang 连云港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46 191 lian yun gang 连云港市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1 215 nan hui  南汇县周浦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20 187 nan jing 南京市 南京方言词典 (刘丹青,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320 187 nan jing 南京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20 187 nan jing 南京市 南京方言志 (南京出版社,1993) 
320 187 nan jing 南京市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20 187 nan jing 南京市 南京话音档 (刘丹青,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320 208 nan tong 南通市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20 208 nan tong 南通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20 208 nan tong 南通市 南通市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320 208 nan tong 南通市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20 208 nan tong 南通市 南通地区方言研究 (鲍明炜·王均,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320 210 nan tong 南通县 南通县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320 210 nan tong 南通县 南通方言词典(陶国良,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343 179 pi xian 邳县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43 179 pi xian 邳县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43 179 pi xian 邳县 邳县志 (中华书局,1995) 
318 216 qi dong 启东县 启东县志 (中华书局,1993) 
320 216 qi dong 启东县吕四 吕四方言研究 (卢今元,上海世纪出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320 216 qi dong 启东县吕四 <吕四方言记略> (卢今元, FY1986-1) 
323 211 ru dong 如东县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23 211 ru dong 如东县 <江苏如东境内几种方言的词汇比较> (顾黔,吴语研究-第二

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 
324 205 ru gao 如皋县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24 205 ru gao 如皋县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24 205 ru gao 如皋县 南通地区方言研究 (鲍明炜·王均,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324 205 ru gao 如皋县 如皋县志 (香港新亚洲出版社,1995) 
324 205 ru gao 如皋县 如皋方言研究 (吴凤山,政协如皋市委员会·中国文献出版社,

2006) 
318 205 sha zhou 沙洲县 沙洲县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312 214 shang hai 上海市 上海市区方言志 (许宝华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312 214 shang hai 上海市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12 214 shang hai 上海市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12 214 shang hai 上海市 上海方言词典 (许宝华等,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312 214 shang hai 上海市 上海话音档 (游如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334 182 si hong 泗洪县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34 182 si hong 泗洪县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37 186 si yang 泗阳县 泗阳县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337 186 si yang 泗阳县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10 212 song jiang 松江县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10 212 song jiang 松江县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10 212 song jiang 松江县 松江方言志 (张源潜,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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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183 su qian 宿迁县 宿迁县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339 183 su qian 宿迁县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13 206 su zhou 苏州市 苏州方言志 (叶祥苓,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313 206 su zhou 苏州市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13 206 su zhou 苏州市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313 206 su zhou 苏州市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3 206 su zhou 苏州市 苏州方言词典 (叶祥苓,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313 206 su zhou 苏州市 苏州话音档 (叶祥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313 206 su zhou 苏州市 苏州方言地图集 (叶祥苓,日本龙溪书社,1981) 
325 201 tai xian 泰县 泰县方言志 (张建民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321 200 tai xing 泰兴县 <泰兴方言词汇(一)(二)> (顾黔,FY1994-3,4) 
321 201 tai xing 泰兴县曲霞 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 (Richard Simmons·石汝

杰·顾黔,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 
324 199 tai zhou 泰州市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24 199 tai zhou 泰州市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42 171 tong shan 铜山县 铜山县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11 206 wu jiang 吴江县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8 199 wu jin 武进县 武进县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15 203 wu xi 无锡市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15 203 wu xi 无锡市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15 203 wu xi 无锡市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5 203 wu xi 无锡市 无锡市志 (苏州人民出版社,1995) 
343 183 xin yi 新沂县 新沂县志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329 198 xing hua 兴化县 兴化方言志 (张丙钊,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29 198 xing hua 兴化县 兴化市志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30 185 xu yi 盱眙县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30 185 xu yi 盱眙县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30 185 xu yi 盱眙县 盱眙县志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342 171 xu zhou 徐州市 徐州方言词典 (苏晓青等,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342 171 xu zhou 徐州市 徐州方言志 (李申,语文出版社,1985) 
342 171 xu zhou 徐州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42 171 xu zhou 徐州市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33 201 yan cheng 盐城市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33 201 yan cheng 盐城市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22 198 yang zhong 扬中县 扬中县志 (文物出版社,1991) 
324 194 yang zhou 扬州市 扬州方言词典 (王世华等,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324 194 yang zhou 扬州市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324 194 yang zhou 扬州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24 194 yang zhou 扬州市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3 198 yi xing 宜兴县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13 198 yi xing 宜兴县 <宜兴方言(张渚)方言词汇(一)(二)(三)> (汪平等,FY1999-2,3/

2000-1) 
322 194 zhen jiang 镇江市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322 194 zhen jiang 镇江市 镇江市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322 194 zhen jiang 镇江市 江苏省志 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JX jiang xi 江西  
273 146 an fu 安福县 安福县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273 146 an fu 安福县枫田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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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155 an yi 安义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88 155 an yi 安义县 安义县志 (南海出版公司,1990) 
288 155 an fu 安义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51 153 an yuan 安远县 安远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3) 
251 153 an yuan 安远县欣山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90 166 bo yang 波阳县 波阳县志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290 166 bo yang 波阳县鄱阳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90 166 bo yang 波阳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77 160 chong ren 崇仁县石庄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56 143 chong yi 崇义县 崇义县志 (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 
256 143 chong yi 崇义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53 143 da yu 大余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53 143 da yu 大余县梅关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9 175 de xing 德兴县程营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47 150 ding nan  定南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47 150 ding nan  定南县历市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82 166 dong xiang 东乡县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82 166 dong xiang 东乡县 东乡县志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282 166 dong xiang 东乡县邓家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92 161 du chang 都昌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92 161 du chang 都昌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92 161 du chang 都昌县 都昌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3) 
293 164 du chang 都昌县土塘 赣方言概要 (陈昌仪,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292 161 du chang 都昌县阳峰 都昌阳峰方言研究 (卢继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

出版社,2007) 
277 146 fen yi 分宜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2 157 feng cheng 丰城县 丰城县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82 157 feng cheng 丰城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36 153 feng xin  奉新县 奉新音系 (余直夫,艺文印书馆,1975) 
236 153 feng xin  奉新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36 153 feng xin  奉新县冯川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95 173 fu liang 浮梁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0 163 fu zhou 抚州市 赣方言概要 (陈昌仪,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280 163 fu zhou 抚州市 抚州市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280 163 fu zhou 抚州市 抚州方言研究 (付欣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

社,2005) 
258 150 gan xian 赣县 赣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1) 
258 150 gan xian 赣县蟠龙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58 149 gan zhou 赣州市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4 153 gao an 高安县 赣方言概要 (陈昌仪,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284 153 gao an 高安县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84 153 gao an 高安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4 153 gao an 高安县 高安县志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284 153 gao an  高安县杨墟 <高安(老屋周家)方言词汇(一)(二)(三)> (颜森,FY1982-1,2,3)
268 153 guang chang 广昌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4 182 guang feng 广丰县 吴语江山广丰方言研究 (秋谷裕幸,爱媛大学法文学部, 

2001) 
284 182 guang feng 广丰县洋口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3 172 gui xi 贵溪县 贵溪县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283 172 gui xi 贵溪县志光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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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172 gui xi 贵溪县樟坪 贵溪樟坪畬话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

出版社,2008) 
284 176 heng feng 横峰县 横峰县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284 176 heng feng 横峰县上坑源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97 162 hu kou  湖口县双钟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55 157 hui chang 会昌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71 149 ji an 吉安市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71 149 ji an 吉安市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78 167 jin xi 金溪县 金溪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2) 
278 167 jin xi 金溪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3 162 jin xian 进贤县 进贤县志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283 162 jin xian 进贤县梅庄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8 153 jing an 靖安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93 172 jing de zhen 景德镇市 赣方言概要 (陈昌仪,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264 142 jing gang shan  井冈山县黄坳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97 159 jiu jiang 九江市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74 158 le an 乐安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9 171 le ping 乐平县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89 171 le ping 乐平县 乐平县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89 171 le ping 乐平县(乐平市)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72 169 li chuan 黎川县 黎川方言研究 (颜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272 169 li chuan 黎川县 黎川方言词典 (颜森,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272 169 li chuan 黎川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72 169 li chuan  黎川县日峰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71 139 lian hua 莲花县 莲花县志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271 139 lian hua 莲花县琴亭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71 139 lian hua 莲花县良坊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79 162 lin chuan 临川县 临川音系 (罗常培,商务印书馆,1940) 
279 162 lin chuan 临川县 临川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3) 
279 162 lin chuan 临川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79 162 lin chuan 临川县上顿渡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49 147 long nan  龙南县龙南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49 147 long nan  龙南县龙南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6 159 nan chang 南昌市 南昌方言词典 (熊正辉,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286 159 nan chang 南昌市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286 159 nan chang 南昌市 南昌话音档 (魏钢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286 159 nan chang 南昌市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6 159 nan chang 南昌市 南昌方言研究 (张燕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

社,2007) 
285 159 nan chang 南昌县 南昌县志 (南海出版公司,1990) 
285 159 nan chang  南昌县塔城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87 160 nan chang 南昌县蒋巷 <南昌县(蒋巷)方言词语举例> (谢留文,FY1991-2) 
275 166 nan cheng 南城县 赣方言概要 (陈昌仪,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275 166 nan cheng 南城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72 165 nan feng 南丰县 南丰县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272 165 nan feng 南丰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72 165 nan feng  南丰县琴城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56 147 nan kang 南康县 南康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3) 
256 147 nan kang 南康县唐江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56 147 nan kang  南康县蓉江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64 159 ning du 宁都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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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159 ning du  宁都县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64 159 ning du  宁都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98 165 peng ze 彭泽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76 138 ping xiang 萍乡市 萍乡方言志 (魏钢强,语文出版社,1990) 
276 138 ping xiang 萍乡市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76 138 ping xiang 萍乡市 萍乡方言词典 (魏钢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276 138 ping xiang 萍乡市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76 138 ping xiang 萍乡市 萍乡市志 (方志出版社,1996) 
276 140 ping xiang 萍乡市芦溪 芦溪方言研究(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 
280 155 qing chuan 清川县樟树(樟树市)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47 145 quan nan  全南县城厢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47 145 quan nan  全南县 全南县志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296 156 rui chang 瑞昌县 瑞昌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0) 
296 156 rui chang 瑞昌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58 160 rui jin 瑞金县 瑞金方言 (罗肇锦,台湾学生书局,1989) 
258 160 rui jin 瑞金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58 160 rui jin 瑞金县 瑞金县志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58 160 rui jin 瑞金县 瑞金方言研究 (刘泽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

社,2006) 
282 149 shang gao 上高县 上高县志 (南海出版公司,1990) 
282 149 shang gao 上高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2 149 shang gao 上高县敖阳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84 179 shang rao 上饶市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58 145 shang you 上犹县社溪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58 145 shang you 上犹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63 163 shi cheng 石城县 石城县志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263 163 shi cheng 石城县 <石城(龙岗)客话常见名词词缀> (曾毅平,FY2003-3) 
263 163 shi cheng 石城县观下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63 163 shi cheng  石城县琴江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63 145 sui chuan 遂川县 遂川县志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263 145 sui chuan 遂川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67 148 tai he 泰和县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67 148 tai he 泰和县 泰和县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267 148 tai he 泰和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67 148 tai he 泰和县 <江西泰和方言记略> (谢留文·张骅,YWYJ2006-1) 
284 143 tong gu  铜鼓县丰田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64 147 wan an 万安县 万安县志 (黄山书社,1996) 
264 147 wan an 万安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7 170 wan nian 万年县青云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1 144 wan zai 万载县 万载县志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281 144 wan zai 万载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1 144 wan zai  万载县康乐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92 150 wu ning 武宁县 武宁县志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292 150 wu ning 武宁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92 150 wu ning 武宁县 Un dialecte du nord Jiangxi: Wuning (L.Sagart,CLAO, 

1990-2) 
292 150 wu ning  武宁县泉口 赣方言概要 (陈昌仪,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292 178 wu yuan 婺源县 婺源县志 (档案出版社,1993) 
292 178 wu yuan 婺源县 徽州方言研究 (平田昌司编,开篇单刊 No.9,1998) 
292 178 wu yuan 婺源县高沙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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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154 xin gan 新干县 新干县志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3) 
277 154 xin gan 新干县三湖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77 149 xin yu 新余县 新余市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 
277 149 xin yu 新余县观巢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77 149 xin yu 新余县渝水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77 149 xin yu 新余县沙土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63 153 xing guo 兴国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94 160 xing zi 星子县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94 160 xing zi 星子县 星子县志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294 160 xing zi 星子县蛟塘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90 145 xiu shui 修水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90 145 xiu shui 修水县义宁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49 156 xun wu 寻乌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3 177 yan shan 铅山县 赣方言概要 (陈昌仪,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283 177 yan shan 铅山县新滩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3 177 yan shan 铅山县 铅山县志 (南海出版公司,1990) 
283 177 yan shan 铅山县 铅山方言研究(胡松柏·林芝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

出版社,2008) 
277 143 yi chun 宜春市 赣方言概要 (陈昌仪,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277 143 yi chun 宜春市 江西省 宜春市志 (南海出版社,1990) 
277 143 yi chun 宜春市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3 147 yi feng 宜丰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83 147 yi feng 宜丰县 宜丰县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89) 
283 147 yi feng 宜丰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75 162 yi huang 宜黄县 宜黄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3) 
275 162 yi huang 宜黄县凤冈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75 162 yi huang  宜黄县凤凰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84 174 yi yang 弋阳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73 154 yong feng 永丰县 永丰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3) 
273 154 yong feng 永丰县恩江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73 154 yong feng 永丰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69 142 yong xin 永新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69 142 yong xin 永新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69 142 yong xin 永新县 永新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2) 
292 157 yong xiu  永修县江益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59 153 yu du 于都县 于都方言词典 (谢留文,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259 153 yu du 于都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59 153 yu du 于都县贡江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刘纶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87 166 yu gan 余干县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李如龙·张双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87 166 yu gan 余干县 <江西余干方言词汇(一)(二)(三)(四)> (陈昌仪,FY1995-3,4/

1996-1,2) 
287 166 yu gan 余干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7 166 yu gan 余干县 余干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1) 
282 168 yu jiang 余江县 余江县志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282 168 yu jiang 余江县潢溪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6 182 yu shan 玉山县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 (曹志耘等,好文出版,2000) 
286 182 yu shan 玉山县 江西省方言志 (陈昌仪,方志出版社,2005) 
286 182 yu shan 玉山县 玉山县志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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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 liao ning 辽宁  
389 216 da lian 大连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401 243 dan dong 丹东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404 240 feng cheng 凤城市 凤城市志 (方志出版社,1997) 
408 197 jian chang 建昌县 建昌县志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411 211 jin zhou 锦州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407 247 kuan dian 宽甸县 宽甸县志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418 234 shen yang 沈阳市 汉语方言词汇(旧版)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字改革出

版社,1964) 
418 234 shen yang 沈阳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NM nei meng gu 内蒙古  
407 074 lin he 临河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410 131 ji ning 集宁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408 117 hohhot 呼和浩特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408 117 hohhot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话音档 (邢向东,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398 100 ih ju 伊克昭盟 伊克昭盟志 (现代出版社,1997) 
     
 NX ning xia 宁夏  
360 062 gu yuan 固原县 固原县方言志 (杨子仪·马学恭,宁夏人民出版社,1990) 
385 063 he lan 贺兰县 贺兰县志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 
356 061 long de 隆德县 隆德县志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358 066 peng yang 彭阳县 彭阳县志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389 065 ping luo 平罗县 平罗县志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390 065 hui nong 惠农县 惠农县志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 
355 063 jing yuan 泾源县 泾源县志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369 059 tong xin 同心县 同心方言研究 (张安生,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379 062 wu zhong 吴忠市 吴忠市志 (中华书局,2000) 
359 057 xi ji 西吉县 西吉县志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384 062 yin chuan 银川市 银川方言词典 (李树俨等,江苏教育社,1996) 
384 062 yin chuan 银川市 银川方言志 (高葆太·林涛,语文出版社,1993) 
384 062 yin chuan 银川市 银川话音档 (高葆泰等,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382 062 yong ning 永宁县 永宁县志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374 056 zhong ning 中宁县 中宁方言志 (李树俨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375 051 zhong wei 中卫县 中卫方言志 (林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QH qing hai 青海  
373 016 men yuan 门源回族 zz 门源县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366 018 xi ning 西宁市 西宁方言词典 (张成才,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366 018 xi ning 西宁市 西宁方言志 (张成才·朱世奎,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366 018 xi ning 西宁市 西宁话音档 (张成材,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358 024 xun hua 循化撒拉族 zz 循化方言志 (郭纬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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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si chuan 四川  
301 053 an yue 安岳县 安岳县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318 067 ba zhong 巴中县 巴中县志(巴蜀书社,1994) 
317 059 cang xi 苍溪县 苍溪方言与普通话 (高廉平,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317 059 cang xi 苍溪县 苍溪县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298 070 chang shou 长寿县 长寿县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306 041 cheng du 成都市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306 041 cheng du 成都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06 041 cheng du 成都市 成都方言词典 (梁德曼,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306 041 cheng du 成都市 成都话音档 (崔荣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306 041 cheng du 成都市 成都话方言词典 (罗韵希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306 041 cheng du  成都市华阳 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 (董同和,科学出版社,1956) 
295 065 chong qing 重庆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295 065 chong qing 重庆市 重庆方言志 (翟时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95 065 chong qing 重庆市 重庆方言词解 (曾晓渝,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12 074 da xian 达县 达县志 (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312 074 da xian 达县 <四川达县长沙话记略> (崔荣昌,FY1989-1) 
312 074 da xian 达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297 057 da zu 大足县 大足县志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296 034 e mei 峨眉县 峨眉县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296 034 e mei 峨眉县 <峨眉音系> (陈绍龄等,四川大学学报 1959-1) 
310 095 feng jie 奉节县 <四川奉节方言分类词汇> (彭湃,方言与普通话集刊 7, 

1959) 
310 095 feng jie 奉节县 奉节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5) 
280 057 gu lin 古蔺县 古蔺县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6) 
293 026 han yuan 汉源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03 045 jian yang 简阳县 简阳县志 (巴蜀书社,1996) 
292 062 jiang jin 江津县 江津县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281 045 jun lian 筠连县 筠连方言与普通话 (梁冬梅,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296 037 leshan 乐山市 乐山方言 (赖先刚,巴蜀书社,2000) 
296 037 leshan 乐山市 乐山方言辞典 (韦一心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02 050 le zhi 乐至县 乐至县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88 054 lu zhou 泸县(泸州市) 四川泸州方言研究 (李国正,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洪叶

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 
308 060 nan chong 南充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08 060 nan chong 南充市 西南官话教本 (马真等,东外大 AA 所,1986) 
288 048 nan xi  南溪县李庄 李庄方言记 (杨时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87, 

1987) 
288 048 nan xi  南溪县 南溪县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295 050 nei jiang 内江市 内江市志 (巴蜀书社,1987) 
309 039 peng 彭县 彭州方言研究 (杨绍林,四川出版集团公司巴蜀书社,2005) 
319 072 tong jiang 通江县 通江县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98 060 tong liang 铜梁县 铜梁县志 (重庆大学出版社,1991) 
295 046 wei yuan 威远县 威远县志 (巴蜀书社,1994) 
303 063 wu sheng 武胜县 武胜县志 (重庆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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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022 xi chang 西昌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10 058 xi chong 西充县 西充县志 (重庆出版社,1993) 
308 041 cheng du  新都县泰兴 泰兴客家方言研究(兰玉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

版社, 2007) 
287 045 yi bin 宜宾市 宜宾市志 (新华出版社,1992) 
287 045 yi bin  宜宾市王场 <四川省宜宾(王场)方言记略> (左福光,FY1995-1) 
310 065 ying shan 营山县 营山县志 (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298 028 ying jing 荥经县 荥经县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16 056 zi tong 梓潼县 梓潼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9) 
293 047 zi gong 自贡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SD shan dong 山东  
364 192 an qiu 安丘县 <安丘方言词汇> (曹正一,方言与普通话集刊 8,1961) 
364 192 an qiu 安丘县 安丘县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371 181 bo xing 博兴县 博兴县志 (齐鲁书社,1993) 
371 181 bo xing 博兴县 黄河三角洲方言研究 (沈兴华,齐鲁书社,2005) 
348 180 cang shan 苍山县 苍山县志 (中华书局,1998) 
379 207 chang dao 长岛县 长岛方言志 (钱曾怡等,山东史志丛刊 1992 增刊) 
367 188 chang le 昌乐县 昌乐县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368 194 chang yi 昌邑县 山东方言基础语汇集 (中岛干起,东外大 AA 所,1989) 
365 162 chi ping 茌平县 茌平县志 (齐鲁书社,1997) 
374 163 de zhou 德州市 德州方言志 (曹延杰,语文出版社,1991) 
351 155 ding tao 定陶县 定陶县志 (齐鲁书社,1999) 
351 155 ding tao 定陶县 定陶方言志 (王淑霞·张艳华,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 
353 151 dong ming 东明县 山东省志 81 方言志 (殷焕先·钱曾怡等,1993) 
353 151 dong ming 东明县 东明县志 (中华书局,1992) 
374 185 dong ying 东营市 东营县志 (齐鲁书社,2000) 
362 167 fei cheng 肥城县 肥城县志 (齐鲁书社,1992) 
352 179 fei xian 费县 山东方言基础语汇集 (中岛干起,东外大 AA 所,1989) 
370 184 guang rao 广饶县 广饶县志 (中华书局,1995) 
367 211 hai yang 海阳县 山东省志 81 方言志 (殷焕先·钱曾怡等,1993) 
369 181 huan tai 桓台县 桓台县志 (齐鲁书社,1992) 
363 204 ji mo 即墨县 即墨方言志 (赵日新等,语文出版社,1991) 
366 170 ji nan 济南市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366 170 ji nan 济南市 济南方言志 (高文达,山东史志丛刊 1992 增刊) 
366 170 ji nan 济南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66 170 ji nan 济南市 济南方言词典 (钱曾怡,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366 170 ji nan 济南市 济南话音档 (钱曾怡等,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354 165 ji ning 济宁市 山东省志 81 方言志 (殷焕先·钱曾怡等,1993) 
354 165 ji ning 济宁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50 163 jin xiang 金乡县 金乡方言志 (马凤如,齐鲁书社,2000) 
351 188 ju nan 莒南县 <莒南方言简志> (钱曾怡等,汉语方言学第 7 届年会,1993) 
355 188 ju xian 莒县 莒县方言志 (石明远,语文出版社,1995) 
355 188 ju xian 莒县 山东省莒县方言 (石明远,东外大 AA 所,1992) 
355 155 juan cheng 鄄城县 鄄城县志 (齐鲁书社,1996) 
368 205 lai xi 莱西县 莱西县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375 182 li jin 利津县 利津方言志 (杨秋泽,语文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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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182 li jin 利津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58 161 liang shan 梁山县 梁山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7) 
364 159 liao cheng 聊城县 聊城方言志 (张鹤泉,语文出版社,1995) 
364 159 liao cheng 聊城县 聊城市志 (齐鲁书社,1999) 
368 157 lin qing 临清县 临清方言志 (张鸿魁,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 
365 185 lin qu 临朐县 山东省志 81 方言志 (殷焕先·钱曾怡等,1993) 
365 185 lin qu 临朐县 〈临朐方言简记〉 (《钱曾怡汉语方言研究文选》,山东大学

出版社,2008) 
349 186 lin shu 临沭县 临沭县志 (齐鲁书社,1993) 
350 183 lin yi 临沂市 临沂方言志 (马静·吴永焕,齐鲁书社,2003) 
373 216 mu ping 牟平县 牟平方言志 (罗福腾,语文出版社,1992) 
373 216 mu ping 牟平县 牟平方言词典 (罗福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376 168 ning jin 宁津县 宁津方言志 (曹延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367 199 ping du 平度县 平度方言志 (于克仁,语文出版社,1992) 
355 176 ping yi 平邑县 平邑方言志 (李洪延,平邑县志编篡委员会,1987) 
371 164 ping yuan 平原县 平原县志 (齐鲁书社,1993) 
368 167 qi he 齐河县 齐河县志 (中华书局,1990) 
360 203 qing dao 青岛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56 169 qu fu 曲阜县 曲阜方言志 (张志静·丁振芳,山东史志丛刊 1992 增刊) 
354 194 ri zhao 日照县 山东省志 81 方言志 (殷焕先·钱曾怡等,1993) 
354 194 ri zhao 日照县 日照市志 (齐鲁书社,1994) 
354 194 ri zhao 日照县 日照方言研究 (娄华容,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 
371 224 rong cheng 荣成县 荣成方言志 (王淑霞,语文出版社,1995) 
371 224 rong cheng 荣成县 荣成市志 (齐鲁书社,1999) 
362 156 shen xian 莘县 莘县志 (齐鲁书社,1997) 
368 187 shou guang 寿光县 寿光方言志 (张树铮,语文出版社,1995) 
356 172 si shui 泗水县 泗水县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346 183 tan cheng 郯城县 郯城方言志 (邵燕梅,齐鲁书社,2005) 
351 171 teng xian 滕县 滕县志 (中华书局,1990) 
367 191 wei fang 潍坊市 山东省志 81 方言志 (殷焕先·钱曾怡等,1993) 
367 191 wei fang 潍坊市 潍坊方言志 (钱曾怡等,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2) 
367 192 wei fang  潍坊市寒亭(潍县) 寒亭区志 (齐鲁书社,1991) 
348 171 wei shan 微山县 微山县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372 220 wen deng 文登县 文登市志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 
357 165 wen shang 汶上县 汶上方言志 (宋恩泉,齐鲁书社,2005) 
377 175 wu di 无棣县 无棣县志 (齐鲁书社,1994) 
359 177 xin tai 新泰县 新泰方言志 (高慎贵,语文出版社,1996) 
375 214 yan tai 烟台市 烟台方言报告 (钱曾怡等,齐鲁书社,1982) 
375 214 yan tai 烟台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61 157 yang gu 阳谷县 山东省志 81 方言志 (殷焕先·钱曾怡等,1993) 
361 157 yang gu 阳谷县 阳谷县志 (中华书局,1991) 
361 157 yang gu 阳谷县 阳谷方言研究 (董绍克,齐鲁书社,2005) 
371 199 ye xian 掖县(莱州市) 莱州方言志 (钱曾怡等,齐鲁书社,2005) 
371 199 ye xian 掖县(莱州市) <掖县方言调查报告稿> (太田斋,神户外大论丛 37~40) 
371 199 ye xian 掖县(莱州市) <掖城词汇-掖县方言调查研究之二> (钱曾怡等,神户外大外

国学研究 45,2000) 
371 199 ye xian 掖县(莱州市) <掖城词汇与语法-掖县方言调查研究之三> (钱曾怡等,神户

外大外国学研究 5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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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184 yi du 益都(青州市) 青州市志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358 186 yi shui 沂水县 山东省志 81 方言志 (殷焕先·钱曾怡等,1993) 
358 186 yi shui 沂水县 沂水方言志 (张廷兴,语文出版社,1999) 
355 184 yin an 沂南县 沂南县志 (齐鲁书社,1997) 
350 166 yu tai 鱼台县 鱼台县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348 175 zao zhuang 枣庄市 枣庄方言志 (王希文,枣庄市地方史志编篡委员会,1986) 
377 181 zhan hua 沾化县 沾化县志 (齐鲁书社,1995) 
373 204 zhao yuan 招远县 招远县志 (华龄出版社,1991) 
359 194 zhu cheng 诸城市 诸城方言志 (钱曾怡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368 180 zi bo 淄博市 淄博市志 (中华书局,1995) 
365 178 zi bo 淄博市博山 博山方言研究 (钱曾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368 183 zi bo 淄博市临淄 临淄区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366 179 zi bo 淄博市淄川 淄川方言志 (孟庆太·罗福腾,语文出版社,1994) 
368 177 zou ping 邹平县 邹平县志 (中华书局,1992) 
354 169 zou xian 邹县(邹城市) 邹城市志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SN shan xi 陕西  
326 090 an kang 安康县 安康县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326 090 an kang 安康县 陕西方言词汇集 (张崇,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西安外语音像

教材出版社,2007) 
326 090 an kang 安康县 <陕西安康方言的混合特征> (周政,FY2007-8) 
326 090 an kang 安康县 <关于安康方言分区的再调查> (周政,FY2006-5) 
368 093 an sai 安塞县 安塞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328 100 bai he 白河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51 095 bai shui 白水县 白水县志 (西安地图出版社,1989) 
343 071 bao ji 宝鸡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43 071 bao ji 宝鸡市 陕西方言词汇集 (张崇,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西安外语音像

教材出版社,2007) 
351 099 cheng cheng 澄城县 澄城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331 073 cheng gu 城固县 城固县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339 065 feng xian 凤县 凤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345 073 feng xiang 凤翔县 凤翔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343 078 fu feng 扶风县 扶风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343 078 fu feng 扶风县 扶风方言 (毋效智,新疆大学出版社,2005) 
347 091 fu ping 富平县 富平方言志(李虹著,刘静主编《陕西关中东府五县市方言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62 093 gan quan 甘泉县 陕西省志 76 方言志 陕北部分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362 093 gan quan 甘泉县 甘泉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330 070 han zhong 汉中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30 070 han zhong 汉中市 汉中市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330 070 han zhong 汉中市 陕西方言词汇集 (张崇,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西安外语音像

教材出版社,2007) 
352 101 he yang 合阳县 合阳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379 093 heng shan 横山县 横山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341 086 hu xian 户县 户县方言研究 (孙立新,东方出版社,2001) 
344 097 hua xian 华县 华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344 097 hua xian 华县 渭南地区志 (三秦出版社,1996) 
355 098 huang long 黄龙县 黄龙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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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104 jia xian 佳县 陕西省志 76 方言志 陕北部分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375 088 jing bian 靖边县 陕西省志 76 方言志 陕北部分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375 088 jing bian 靖边县 靖边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322 089 lan gao 岚皋县 岚皋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341 093 lan tian 蓝田县 蓝田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346 078 lin you 麟游县 麟游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349 068 long xian 陇县 陇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340 101 luo nan 洛南县 洛南县 (作家出版社,1999) 
342 077 mei xian 眉县 眉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377 102 mi zhi 米脂县 米脂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328 062 ning qiang 宁强县 宁强县志 (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333 083 ning shan 宁陕县 宁陕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349 096 pu cheng  蒲城县 蒲城方言志 (郑宏著,刘静主编《陕西关中东府五县市方言

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44 076 qi shan 岐山县 岐山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346 071 qian yang 千阳县 千阳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370 101 qing jian 清涧县 陕西省志 76 方言志 陕北部分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370 101 qing jian 清涧县 <陕北清涧话的归属> (刘勋宁,FY1988-2) 
346 089 san yuan 三原县 三原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338 099 shang xian 商县 商县方言志 (张成才,语文出版社,1990) 
338 099 shang xian 商县 陕西方言词汇集 (张崇,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西安外语音像

教材出版社,2007) 
388 104 shen mu 神木县 陕西省志 76 方言志 陕北部分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388 104 shen mu 神木县 神木县志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 
388 104 shen mu 神木县 神木方言研究 (邢向东,中华书局,2002) 
374 102 sui de 绥德县 陕西省志 76 方言志 陕北部分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374 102 sui de 绥德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74 102 sui de 绥德县 陕西方言词汇集 (张崇,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西安外语音像

教材出版社,2007) 
350 091 tong chuan 铜川市 铜川方言志 (杨银梅著,刘静主编《陕西关中东府五县市方言

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45 102 tong guan 潼关县 潼关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345 102 tong guan 潼关县 潼关方言志 (李斐著,刘静主编《陕西关中东府五县市方言

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44 095 wei nan 渭南县 渭南县志 (三秦出版社,1987) 
344 095 wei nan 渭南县 陕西方言词汇集 (张崇,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西安外语音像

教材出版社,2007) 
344 095 wei nan 渭南县 渭南方言志 (马毛朋著,刘静主编《陕西关中东府五县市方言

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42 082 wu gong 武功县 Un parler du nord-Nanzhuang (Shaanxi) (Ma Xin-min, 

CRLAO, 1992)  
369 082 wu qi 吴旗县 吴旗县志 (三秦出版社,1991) 
369 082 wu qi 吴旗县 陕西省志 76 方言志 陕北部分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342 089 xi an 西安市 西安方言词典 (王军虎,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342 089 xi an 西安市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342 089 xi an 西安市 西安话音档 (王军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342 089 xi an 西安市 陕西方言词汇集 (张崇,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西安外语音像

教材出版社,2007) 
342 089 xi an 西安市 西安方言研究 (孙立新,西安出版社,2007) 
343 084 xing ping 兴平县 兴平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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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094 yan an 延安市 延安市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365 094 yan an 延安市 陕西方言词汇集 (张崇,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西安外语音像

教材出版社,2007) 
365 100 yan chang 延长县 延长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368 101 yan chuan 延川县 陕西省志 76 方言志 陕北部分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368 101 yan chuan 延川县 延川方言志 (张崇,语文出版社,1990) 
348 081 yong shou 永寿县 永寿县志 (三秦出版社,1991) 
382 097 yu lin 榆林县 陕西省志 76 方言志 陕北部分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368 088 zhi dan 志丹县 陕西省志 76 方言志 陕北部分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368 088 zhi dan 志丹县 志丹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371 096 zi chang 子长县 陕西省志 76 方言志 陕北部分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371 096 zi chang 子长县 子长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325 085 zi yang 紫阳县 紫阳县志 (三秦出版社,1989) 
376 100 zi zhou 子洲县 子洲县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SX shan xi 山西  
361 131 chang zhi 长治市 长治方言志 (侯精一,语文出版社,1985) 
361 131 chang zhi 长治市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61 131 chang zhi 长治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61 131 chang zhi 长治县 长治县方言研究 (王利,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364 107 da ning 大宁县 大宁县志 (海潮出版社,1990) 
401 132 da tong 大同市 大同方言志 (马文忠·梁述中,语文出版社,1986) 
401 132 da tong 大同市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401 132 da tong 大同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90 129 dai xian 代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90 129 dai xian 代县 代县志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390 129 dai xian 代县 代县方言研究 (崔淑慧,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384 129 ding xiang 定襄县 定襄方言志 (陈茂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378 112 fang shan 方山县 方山县志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366 115 fen xi 汾西县 汾西方言志 (乔全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 
366 115 fen xi 汾西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72 118 fen yang 汾阳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72 118 fen yang 汾阳县 <晋語諸方言の比較研究> (橋本萬太郎, AA 言語文化研究

12,1976) 
358 129 gao ping 高平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58 129 gao ping 高平县 高平县志 (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 
358 129 gao ping 高平县 高平方言研究 (白静茹等,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397 142 guang ling 广灵县 广灵方言志 (马文忠,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 
397 142 guang ling 广灵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56 107 he jin 河津县 河津县志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356 107 he jin 河津县 <河津方言述略> (潘家懿,语言学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356 107 he jin 河津县 河津方言研究 (史秀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393 111 he qu 河曲县 山西通志 47 民俗方言志 (中华书局,1997) 
373 135 he shun 和顺县 和顺方言志 (田希诚,语文出版社,1990) 
373 135 he shun 和顺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62 116 hong dong 洪洞县 洪洞方言志 (乔全生,YWYJ 增刊 6,1983) 
362 116 hong dong 洪洞县 洪洞方言研究 (乔全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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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132 hu guan 壶关县 壶关县志 (海潮出版社,1999) 
398 131 huai ren 怀仁县 怀仁方言志 (温端政,YWYJ 增刊 2,1983) 
396 137 hun yuan 浑源县 浑源县志 (方志出版社,1999) 
365 117 huo xian 霍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56 109 ji shan 稷山县 稷山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4) 
361 106 ji xian 吉县 吉县方言志 (蔡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 
361 106 ji xian 吉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55 155 jiang xian 绛县 绛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375 121 jiao cheng 交城县 交城县志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4) 
370 119 jie xiu 介休县 介休方言志 (张益梅,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 
355 128 jin cheng 晋城县 晋城方言志 (沈慧云,YWYJ 增刊 4,1983) 
355 128 jin cheng 晋城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83 119 jing le 静乐县 静乐县志 (红旗出版社,2000) 
383 119 jing le 静乐县 静乐方言研究 (李建校,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382 116 lan xian 岚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65 133 li cheng 黎城县 黎城县志 (中华书局,1994) 
375 111 li shi 离石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75 111 li shi 离石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75 111 li shi 离石县 离石县志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361 115 lin fen 临汾市 临汾方言志 (潘家懿,语文出版社,1990) 
361 115 lin fen 临汾市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61 115 lin fen 临汾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62 109 lin fen 临汾市屯里 臨汾屯里方言詞彙集 (樋口勇夫,中国の方言と地域文化, 

1994) 
379 109 lin xian 临县 临县方言志 (李小平,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 
379 109 lin xian 临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51 107 lin yi 临猗县 临猗县志 (海潮出版社,1993) 
357 132 ling chuan 陵川县 陵川方言志 (金梦茵,YWYJ 增刊 5,1983) 
357 132 ling chuan 陵川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68 118 ling shi 灵石县 灵石县志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 
380 118 lou fan 娄烦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80 118 lou fan 娄烦县 娄烦县志 (中华书局,1999) 
380 118 lou fan 娄烦县 娄烦方言研究 (郭校珍·张宪平,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378 136 ping ding 平定县 平定县志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395 122 ping lu 平鲁县 平鲁方言志 (郭文亮,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395 122 ping lu 平鲁县 平鲁方言研究 (杨增武,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348 112 ping lu 平陆县 平陆方言志 (李雅翠,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62 134 ping shun 平顺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62 134 ping shun 平顺县 平顺县志 (海潮出版社,1997) 
372 121 ping yao 平遥县 平遥方言简志 (侯精一,YWYJ 增刊 1,1982) 
372 121 ping yao 平遥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72 121 ping yao 平遥县 晋语平遥方言分类语汇 (侯精一,东外大 AA 所,1990) 
372 121 ping yao 平遥县 平遥方言民俗词汇 (侯精一,语文出版社,1995) 
364 111 pu xian 蒲县 蒲县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373 123 qi xian 祁县 祁县方言志 (杨述祖等,YWYJ 编辑部,1984) 
356 121 qin shui 沁水县 沁水县志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367 127 qin xian 沁县 沁县方言志 (张振铎,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 
376 123 qing xu 清徐县 清徐方言志 (潘耀武,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 
376 123 qing xu 清徐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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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129 shan yin 山阴县 山阴方言志 (杨增武,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 
394 129 shan yin 山阴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94 129 shan yin 山阴县 山阴方言研究 (杨增武等,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369 108 shi lou 石楼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69 108 shi lou 石楼县 石楼县志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378 131 shou yang 寿阳县 寿阳方言志 (赵秉璇,YWYJ 增刊 9,1984) 
393 124 shuo xian 朔县 <晋語諸方言の比較研究> (橋本萬太郎, AA 言語文化研究 

12,1976) 
393 124 shuo xian 朔县 朔县方言志 (江荫禔,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 
393 124 shuo xian 朔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74 125 tai gu 太谷县 太谷方言志 (杨述祖,YWYJ 增刊 3,1983) 
374 125 tai gu 太谷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78 125 tai yuan 太原市 太原方言词典 (沈明,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378 125 tai yuan 太原市 <太原方言词汇> (温端政,FY1981-4) 
378 125 tai yuan 太原市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378 125 tai yuan 太原市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78 125 tai yuan 太原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78 125 tai yuan 太原市 太原城区与郊区方言比较研究 (郝小明,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 
379 121 tai yuan  太原市古交 古交志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378 125 tai yuan 太原市北郊区柴村 太原北郊区方言研究 (崔容,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377 124 jin cheng 太原市晋源 晋源方言研究 (王文卿,语文出版社,2007) 
404 140 tian zhen 天镇县 天镇方言志 (谢自立,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 
404 140 tian zhen 天镇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63 128 tun liu 屯留县 屯留方言志 (张振铎等,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 
354 108 wan rong 万荣县 万荣方言词典 (吴建生等,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354 108 wan rong 万荣县 万荣方言志 (吴建生,YWYJ 增刊 11,1984) 
354 108 wan rong 万荣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74 120 wen shui 文水县 文水方言志 (胡双宝,YWYJ 编辑部,1984) 
374 120 wen shui 文水县 文水方言志(修订本) (胡双宝,语文出版社,1990) 
374 120 wen shui 文水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53 112 wen xi 闻喜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53 112 wen xi 闻喜县 闻喜县志 (中国地图出版社,1993) 
387 132 wu tai 五台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87 132 wu tai 五台县 <晋語諸方言の比較研究> (橋本萬太郎, AA 言語文化研究 

12,1976) 
387 132 wu tai 五台县 五台县志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368 128 wu xiang 武乡县 武乡方言志 (史素芬等,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 
368 128 wu xiang 武乡县 武乡方言研究 (史素芬,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389 118 wu zhai 五寨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66 109 xi xian 隰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59 108 xiang ning 乡宁县 乡宁县志 (新华出版社,1992) 
365 130 xiang yuan 襄垣县 襄垣方言志 (陈润兰等,YWYJ 增刊 7,1984) 
371 118 xiao yi 孝义县 孝义方言志 (郭建荣,语文出版社,1989) 
356 112 xin jiang 新绛县 新绛方言志 (朱耀龙,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 
356 112 xin jiang 新绛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83 127 xin xian 忻县 忻州方言志 (温端政,语文出版社,1985) 
383 127 xin xian 忻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83 127 xin xian 忻县 忻州方言词典 (温端政等,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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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127 xin xian 忻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355 124 yang cheng 阳城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55 124 yang cheng 阳城县 阳城县志 (海潮出版社,1994) 
403 137 yang gao 阳高县 阳高县志 (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 
380 126 yang qu 阳曲县 阳曲方言志 (孟庆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357 117 yi cheng 翼城县 <翼城方言简志> (潘家懿, 山西师大学报 1989-3) 
395 131 ying xian  应县 应县方言研究 (蒋文华,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348 104 yong ji 永济县 永济方言志 (吴建生等,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 
348 104 yong ji 永济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76 127 yu ci 榆次市 榆次市志 (中华书局,1996) 
370 129 yu she  榆社县 榆社方言研究 (李建校等,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381 134 yu xian 盂县 盂县方言志 (宋欣桥,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 
387 127 yuan ping 原平县 原平方言志 (金梦茵,语文出版社,1989) 
353 117 yuan qu 垣曲县 垣曲县志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350 109 yun cheng 运城县 运城方言志 (吕枕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 
350 109 yun cheng 运城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50 110 yun cheng 运城县安邑 <晋語諸方言の比較研究> (橋本萬太郎, AA 言語文化研究 

12,1976) 
361 128 zhang zi 长子县 长子方言志 (高炯,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373 111 zhong yang 中阳县 中阳县方言志 (胡福汝,学林出版社,1990) 
371 133 zuo quan 左权县 左权方言志 (王希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 
     
 TW tai wan 台湾  
229 205 gao xiong 高雄县美浓 <台湾美浓客家方言> (杨时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 42,1971) 
250 215 tai bei 台北市 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 (董同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7) 
250 215 tai bei 台北市 台湾闽南方言记略 (张振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250 215 tai bei 台北市 台北话音档 (竺家宁,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242 208 tai zhong 台中县东势 台湾中部地区客家方言词汇对照 (涂春景,客家杂志社, 

1998) 
229 202 tai nan 台南市 现代闽南语辞典 (村上嘉英,天理大学,1981) 
229 202 tai nan 台南市 台湾语常用语汇 (王育德,永和语学出版,1957) 
250 213 tao yuan 桃园县 台湾桃园客家方言 (杨时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57) 
250 213 tao yuan 桃园县大溪 台湾诏安方言研究(吕嵩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

版社,2008) 
247 217 yi lan 宜兰县 中国语宜兰方言语汇集 (兰清汉,CAAAL.No.14,1980) 
243 208 miao li 苗栗县桌兰 苗栗县卓兰客家方言词汇对照 (涂春景,涂春景发行,1998) 
     
 YN yun nan 云南  
249 024 an ning 安宁县 安宁方言志 (吴积才等,云南教育出版社,1993) 
251 991 bao shan 保山市 云南省志 58 汉语方言志 (吴积才,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251 991 bao shan 保山市 保山方言志 (文薇等,云南教育出版社,1993) 
246 029 cheng jiang 澄江县 澄江方言志 (张茀,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250 015 chu xiong 楚雄县 云南省志 58 汉语方言志 (吴积才,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250 015 chu xiong 楚雄县 <楚雄市方言志> (韦绍翔,楚雄方言论从,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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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039 da guan 大关县 大关方言志 (张映庚,语文出版社,1990) 
256 001 da li 大理市 云南省志 58 汉语方言志 (吴积才,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256 001 da li 大理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241 023 e shan 峨山彝族 zz 峨山彝族自治县志 (中华书局,2001) 
260 032 dong chuan 东川市 东川市志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260 032 dong chuan 东川市 云南省志 58 汉语方言志 (吴积才,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245 999 feng qing 凤庆县 凤庆县志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265 001 he qing 鹤庆县 云南省志 58 汉语方言志 (吴积才,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266 012 hua ping  华坪县 华坪方言志(何守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264 033 hui ze 会泽县 云南省志 58 汉语方言志 (吴积才,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238 028 jian shui 建水县 建水方言志 (张宁,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242 027 jiang chuan 江川县 江川县志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50 027 kun ming 昆明市 云南省志 58 汉语方言志 (吴积才,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250 027 kun ming 昆明市 汉语方言词汇(旧版) (北京大学,文字改革出版社,1964) 
250 027 kun ming 昆明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250 027 kun ming 昆明市 昆明方言词典 (张华文等,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250 027 kun ming 昆明市 昆明话音档 (毛玉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248 982 liang he 梁河县 梁河县志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238 000 lin cang 临沧县 云南省志 58 汉语方言志 (吴积才,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238 000 lin cang 临沧县 临沧地区志(下)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238 000 lin cang 临沧县 临沧地区汉语方言志 (陈丽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233 034 meng zi 蒙自县 云南省志 58 汉语方言志 (吴积才,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233 034 meng zi 蒙自县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253 005 mi du 弥渡县 弥渡县志 (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 
252 013 nan hua 南华县 南华县志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269 029 qiao jia 巧家县 巧家方言志 (李永延,语文出版社,1989) 
240 041 qiu bei 丘北县 丘北县志 (中华书局,1999) 
255 038 qu jing 曲靖市 云南省志 58 汉语方言志 (吴积才,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286 044 shui fu 水富县 水富方言志 (卢开弟·张茀,语文出版社,1988) 
227 009 si mao 思茅县 云南省志 58 汉语方言志 (吴积才,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285 039 sui jiang 绥江县 绥江县志 (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240 027 tong hai 通海县 通海县志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271 992 wei xi 维西傈僳族 zz 维西汉语方言词典 (吴成虎,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278 050 wei xin 威信县 威信镇雄方言志 (邓天玲等,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233 042 wen shan 文山县 云南省志 58 汉语方言志 (吴积才,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233 042 wen shan 文山县 文山汉语方言 (张行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 
234 046 xi chou 西畴县 西畴方言志 (西畴县志编纂委员会，语文出版社,1993) 
254 006 xiang yun 祥云县 祥云县志 (中华书局,1996) 
240 019 xin ping 新平彝族傣族 zz 新平方言志 (张茀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255 032 xun dian 寻甸回族彝族 zz 云南省志 58 汉语方言志 (吴积才,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280 042 yan jin 盐津县 盐津方言志 (耿德撰,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276 040 yi liang 彝良县 彝良县志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282 036 yong shan 永善县 永善方言志 (张茀,语文出版社,1989) 
267 007 yong sheng 永胜县 永胜方言志 (何守伦,语文出版社,1989) 
243 025 yu xi 玉溪市 玉溪方言志 (张茀,玉溪市地方志办公室,1985) 
235 019 yuan jiang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 zz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志 (中华书局,1993) 
259 993 yun long 云龙县 云龙县志 (农业出版社,1992) 
244 001 yun xian 云县 云县志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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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037 zhao tong 昭通市 云南省志 58 汉语方言志 (吴积才,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273 037 zhao tong 昭通市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273 037 zhao tong 昭通市 昭通方言志(卢开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74 048 zhen xiong 镇雄县 云南省志 58 汉语方言志 (吴积才,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274 048 zhen xiong 镇雄县 威信镇雄方言志 (邓天玲等,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ZJ zhe jiang 浙江  
306 196 an ji 安吉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75 203 cang nan 苍南县 苍南方言志 (温端政,语文出版社,1991) 
275 203 cang nan 苍南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75 203 cang nan 苍南县 浙南瓯语 (颜逸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75 203 cang nan 苍南县 浙南的闽东区方言 (秋谷裕幸,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2005) 
275 203 cang nan 苍南县 畲族语言 (游文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310 199 chang xing 长兴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9 185 chang shan 常山县 常山县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89 185 chang shan 常山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9 185 chang shan 常山县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 (曹志耘等,好文出版,2000) 
296 190 chun an 淳安县 严州方言研究 (曹志耘,开篇单刊 No.7,1996) 
296 190 chun an 淳安县 淳安县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96 190 chun an 淳安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4 186 chun an 淳安县姜家(遂安) 严州方言研究 (曹志耘,开篇单刊 No.7,1996) 
301 212 ci xi 慈溪县 慈溪县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305 200 de qing 德清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00 221 ding hai 定海县(舟山) <舟山群岛的方言> (方松熹,FY1984-1) 
300 221 ding hai 定海县(舟山) 舟山方言研究 (方松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300 221 ding hai 定海县(舟山)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00 221 ding hai 定海县(舟山) 舟山方言 (方松熹,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292 202 dong yang 东阳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3 204 dong yang 东阳县巍山 吴语兰溪东阳方言调查报告 (秋谷裕幸等,科研报告,2002) 
292 202 dong yang 东阳县 东阳市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 
296 214 feng hua 奉化县 奉化市志 (中华书局,1994) 
296 214 feng hua 奉化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00 199 fu yang 富阳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05 207 hai ning 海宁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05 209 hai yan 海盐县 海盐方言志 (胡明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305 209 hai yan 海盐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02 201 hang zhou 杭州市 杭州方言志 (钱乃荣,开篇单刊 No.5,1992) 
302 201 hang zhou 杭州市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02 201 hang zhou 杭州市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02 201 hang zhou 杭州市 杭州方言词典 (鲍士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302 201 hang zhou 杭州市 杭州话音档 (鲍士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308 201 hu zhou 湖州市 <湖州方言の語彙と連讀變調> (木津祐子,漢語史の資料と方

法,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 
308 201 hu zhou 湖州市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08 201 hu zhou 湖州市 湖州市志 (昆仑出版社,1999) 
308 201 hu zhou 湖州市双林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286 212 huang yan 黄岩县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286 212 huang yan 黄岩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08 209 jia shan 嘉善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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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209 jia shan 嘉善县 嘉善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5) 
307 207 jia xing 嘉兴市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07 207 jia xing 嘉兴市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07 207 jia xing 嘉兴市 嘉兴市志 (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 
294 192 jian de 建德县 严州方言研究 (曹志耘,开篇单刊 No.7,1996) 
294 192 jian de 建德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3 192 jian de  建德县寿昌 严州方言研究 (曹志耘,开篇单刊 No.7,1996) 
293 192 jian de  建德县寿昌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7 186 jiang shan 江山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7 186 jiang shan 江山县 吴语江山广丰方言研究 (秋谷裕幸,爱媛大学,2001) 
291 196 jin hua 金华市 金华方言词典 (曹志耘,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291 196 jin hua 金华市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291 196 jin hua 金华市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0 194 jin hua  金华市汤溪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0 194 jin hua  金华市汤溪 <金华汤溪方言词汇> (曹志耘,FY1993-1,2) 
286 200 jin yun 缙云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79 196 jing ning 景宁畲族 zz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79 196 jing ning 景宁畲族 zz 畲族语言 (游文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291 184 kai hua 开化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1 184 kai hua 开化县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 (曹志耘等,好文出版,2000) 
292 194 lan xi 兰溪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2 192 lan xi 兰溪县诸葛 吴语兰溪东阳方言调查报告 (秋谷裕幸等,科研报告,2002) 
284 199 li shui 丽水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4 199 li shui 丽水县 畲族语言 (游文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302 197 lin an 临安县 临安县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 
302 197 lin an 临安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01 192 lin an 临安县昌化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8 211 lin hai 临海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0 191 long quan 龙泉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0 191 long you 龙游县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 (曹志耘等,好文出版,2000) 
290 191 long you 龙游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0 191 long you 龙游县 畲族语言 (游文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298 215 ning bo 宁波市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298 215 ning bo 宁波市 宁波方言词典 (汤珍珠等,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298 215 ning bo 宁波市 宁波方言词典 (朱彰年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 
298 215 ning bo 宁波市 阿拉宁波话 (朱彰年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98 215 ning bo 宁波市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3 214 ning hai 宁海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07 210 ping hu 平湖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76 205 ping yang 平阳县 <平阳方言记略> (陈承融,FY1979-1) 
276 205 ping yang 平阳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76 205 ping yang 平阳县 平阳县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 
276 205 ping yang 平阳县 浙南瓯语 (颜逸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76 205 ping yang 平阳县 <浙江平阳县昆阳镇方言词汇的调查> (王莉,开篇 26,2007) 
294 199 pu jiang 浦江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4 199 pu jiang 浦江县 浦江县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81 203 qing tian 青田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1 203 qing tian 青田县 青田县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76 190 qing yuan 庆元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76 190 qing yuan 庆元县 庆元县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276 190 qing yuan 庆元县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 (曹志耘等,好文出版,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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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188 qu zhou 衢州市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289 188 qu zhou 衢州市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9 188 qu zhou 衢州市 衢县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277 206 rui an 瑞安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77 206 rui an 瑞安县 浙南瓯语 (颜逸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91 213 san men 三门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00 208 shang yu 上虞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00 205 shao xing 绍兴市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00 205 shao xing 绍兴市 绍兴方言 (杨葳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300 205 shao xing 绍兴市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6 208 sheng xian 嵊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4 206 sheng xian 嵊县长乐 <长乐话词语选> (《钱曾怡汉语方言研究文选》,山东大学出

版社,2008 )  
296 207 sheng xian 嵊县崇仁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284 194 song yang 松阳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6 192 sui chang 遂昌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6 192 sui chang 遂昌县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 (曹志耘等,好文出版,2000) 
275 197 tai shun 泰顺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75 197 tai shun 泰顺县 浙南的闽东区方言 (秋谷裕幸,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2005) 
291 210 tian tai 天台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1 210 tian tai 天台县 天台县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 
291 210 tian tai 天台县 天台方言初探 (戴昭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91 210 tian tai 天台县 天台方言研究 (戴昭铭,中华书局,2006) 
298 196 tong lu 桐庐县 桐庐方言志 (县志编纂委员会等,语文出版社,1992) 
298 196 tong lu 桐庐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9 194 tong lu 桐庐县分水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06 205 tong xiang 桐乡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3 213 wen ling 温岭县 <温岭方言> (杭州大学中文系,杭州大学学报,1959-3) 
283 213 wen ling 温岭县 温岭县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280 206 wen zhou 温州市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280 206 wen zhou 温州市 汉语方言词汇第 2 版 (北京大学,语文出版社,1995) 
280 206 wen zhou 温州市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0 206 wen zhou 温州市 温州方言词典 (游如杰等,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280 206 wen zhou 温州市 温州话音档 (潘悟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280 206 wen zhou 温州市 浙南瓯语 (颜逸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80 206 wen zhou 温州市 温州方言志(郑张尚芳,中华书局,2008) 
277 200 wen cheng 文成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77 200 wen cheng 文成县 浙南瓯语 (颜逸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89 198 wu yi 武义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9 198 wu yi 武义县 武义县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86 196 wu yi  武义县柳城(宣平)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8 207 xian ju 仙居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4 218 xiang shan 象山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01 202 xiao shan 萧山县 萧山方言研究 (大西博子,好文出版,1999) 
301 202 xiao shan 萧山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4 209 xin chang 新昌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3 200 yi wu 义乌县 <浙江义乌方言里的 n 化韵> (方松熹,ZGYW1986-6) 
293 200 yi wu 义乌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3 200 yi wu 义乌县 义乌方言研究 (方松熹,浙江新闻出版局,2000) 
304 203 yu hang 余杭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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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203 yu hang 余杭县 余杭方言 (张承模·叶玲玲,黄山书社,2006) 
300 211 yu yao 余姚县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00 211 yu yao 余姚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00 211 yu yao 余姚县 余姚市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281 206 yong jia 永嘉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1 206 yong jia 永嘉县 浙南瓯语 (颜逸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81 206 yong jia 永嘉县 永嘉县志 (方志出版社,2003) 
289 200 yong kang 永康县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289 200 yong kang 永康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1 209 yue qing 乐清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81 195 yun he 云和县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 (曹志耘等,好文出版,2000) 
281 195 yun he 云和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9 217 zhen hai 镇海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297 202 zhu ji 诸暨县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297 202 zhu ji 诸暨县 浙江方言词 (傅国通等,浙江语言学会,1992) 

 

327


	中扉：方言資料目録 273
	方言資料目録凡例 282-283
	方言資料目録 276-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