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 30 蚕豆：综合地图
Map 30 Broad bean: Overall sketch
1. 条目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蚕豆vicia faba是一年
生或越年生草本，自热带至北纬 63 度地区都有种
植。在中国，秦岭、淮河以南秋播春收；以北春播
夏收。
《本草纲目》云：
“蚕豆豆荚状如老蚕，故名”。
《王祯农书》云：
“蚕时始熟，故名”。曹志耘(2008)
词汇卷第 18 图是〈蚕豆〉
，值得参考。
2. 词形的分类
多数词形都含词根的“豆”，故词形根据修饰成
份的种类进行分类。
A. “大”系
大豆(儿)
B. “蚕”系
蚕豆(儿)、蚕豆子、蚕豆嘚、大蚕豆、青蚕豆
C. “豌”系
C-1 “豌”类：豌豆(儿)、豌豆子、豌豆仔、弯豆
C-2 “大豌”类：大豌豆、大弯豆、大腕豆、大豌
C-3 “寒”类：寒豆
D. “胡、佛”系
D-1 “胡”类：胡豆(儿)、胡豆子、葫豆(儿)
D-2 “佛”类：佛豆、佛豆子、佛豆仔
D-3 “罗汉”类：罗汉豆
D-4 “福”类：福豆
E. 地名系
E-1 福州豆
E-2 淮豆、槐豆、回豆、茴豆
E-3 倭豆
E-4 川豆
F. 其他
F-1 “花”类：兰花豆(儿)、兰花儿豆、蓝花豆(儿)
莲花豆(儿)、连花豆
F-2 “皮”类：牛皮豆子、厚皮豆、螃皮豆
E-3 家畜类：马齿豆、马豆、马固豆、马料豆、羊
眼豆、猪屎豆、牛踏瘪
F-4 其他：麦豆、扁豆、碧豆、树豆、钱豆、宽豆
嘚、呉豆、老虎豆、官豆、安豆、大安豆
3. 分布特征与解释
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蚕”系(B)，分布范围很广。
“大”系(A)分布于北方地区，如地图 27 及 29 解说说
明，此乃粒大的〈蚕豆〉带进以后产生。
“胡、佛”系(D)主要出现在南方地区以及四川，
包括四种小类，我们认为均来源于“胡”类(D-1)。
《齐
民要术》引《本草经》云：“张骞使外国，得胡豆”，
使用“胡”原先可能表示〈蚕豆〉是外来的。“胡豆”
现在多数都出现在四川和陕西南部，但我们认为曾
有过时期覆盖长江以南较为广大的地区，而后来开
始变化，很可能是“胡”字不吉利的缘故。“胡”字在
东部浙江、闽北等地区由吉利的“福”字代替，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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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上的类似性为条件。“福豆”(D-4)仅见于浙江建
德，但“福州豆”(E-1)集中于闽北，而两者的中间(即
浙江西部至江西东北部的一带)则出现“佛豆”(D2)，可能是从“福豆”变化来的，是通俗词源的作用。
“佛豆”在绍兴、丽水一带进而变成“罗汉豆”(D-3)，
是由类义词替换的。地名系(E)的各类可能均来源于
“福州豆”。“淮豆”(E-2)、“倭豆”(E-3)和“川豆”(E-4)
都出现在浙江沿海地区，从北到南形成一种推移性
分布。“川豆”位于“倭豆”和“淮豆”的中间，应为最
新兴的词。按，“川”指四川，四川就是现在蚕豆栽
培最多的省份(据《中国大百科全书》)。
“豌”系(C)包括三种小类。“豌”类(C-1)分布于湖
北、湖南。“豌豆”转指〈蚕豆〉应为新兴的变化，
待在地图 32 解说加以讨论。“大豌”类(C-2)既分布
于湖北、湖南也分布于甘肃南部。甘肃的“大豌豆”，
其北边有“大豆”。据此可推原来说“大豆”，而由于
〈豌豆〉说“豌豆”，〈蚕豆〉与此类推以致说成“大
豌豆”。“寒”类(C-3)分布于长江下游流域，说“寒豆”
是因为〈蚕豆〉是一种越冬植物。这一带〈豌豆〉
说“小寒(豆)”或“寒豆”(参见地图 31)。指〈蚕豆〉
的“寒豆”可能是指〈豌豆〉的“豌豆”变为“寒豆”之
后才产生的。
关键词：推移性分布、忌讳词
Summary
The most popular Chinese name for “broad bean”
is candou 蚕豆 (silkworm bean), and it is distributed
all over China. It is assumed, however, that the form
hudou 胡 豆 (foreign barbarian bean) was once
dominant in South China, opposing the Northern
candou 蚕豆 at that time. However, since the form
hudou 胡 sounded somewhat ominous to speakers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 it was replaced by fudou 福
豆 (lucky bean), and eventually gave rise to a series
of folk-etymological changes, which were motivated
by phonetic and semantic conditions. The new names
thus produced included fodou 佛豆 (Buddha bean),
fuzhoudou 福 州 豆 (Fuzhou bean), wodou 倭 豆
(Japanese bean) and chuandou 川豆 (Sichuan bean),
which are distributed in gradation in Zhejiang and its
surrounds. Such forms as dadou 大豆 (large bean),
wandou 豌豆 (pea) and handou 寒豆 (cold bean)
must have been the outcome of relatively recent
innovation.
Keywords: gradated distribution, ominous word
(村上之伸, Yukinobu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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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31 豌豆：综合地图
Map 31 Pea: Overall sketch
1. 条目
豌豆 pisum sativum 是一年生或越年生草本。据
《中国大百科全书》
，在中国，秦岭、淮河以南秋播，
翌年 3～5 月收获；以北春播，6～8 月收获。播种、
收获期间与蚕豆大致相同。
荚型有硬荚和软荚两种。
《本草纲目》曰：“其苗柔弱宛宛，故得豌名”
。
2. 词形的分类
多数词形都含词根的“豆”，故词形根据修饰成
份的种类进行分类。
A. “小”系
小豆(儿)、小豆子
B. “豌”系
B-1 “豌”类
豌豆(儿)、豌豆子、豌豆儿角、豌豆嘚、豌豆荚、
豌豌豆、豌豆米、豌超、豌口米、豌角子、碗朝
儿、小豌豆、小豌、小弯豆、小碗、细豌豆、细
豌子、细丸子、絮豌子、圆豆子、圆豆仂
B-2 “寒、安”类
·寒豆(儿)、寒寒豆、小寒豆、小寒、水寒豆
·安豆、小安豆
C. “蚕”系
·蚕豆、细蚕豆、花蚕豆
D. “麦”系
D-1 “麦”类：麦豆(儿)、麦豆子、麦仔豆
D-2 “麦豌”类：麦豌子、麦弯子、麦丸子、末豌子、
末丸子、模丸子、木豌子、麻豌豆、麻儿
D-3 其他：麦根豆、麦熟豆、麦前豆、麦林豆、
麦黄豆、麦间豆、伴麦豆
E. “冬、雪”系
E-1 “冬”类：冬豆(儿)、冬豆子
E-2 “雪”类：雪豆、雪豆子、雪花豆儿
F. 外来系
荷兰豆、荷兰豆仔、荷仁豆、荷奶豆、呼仁豆、
胡仁豆、扶仁豆、番仔豆、兰豆、河南豆、牙兰
豆、[ŋa lɐn]豆
G. 其他
龙须豆、鱼眼豆、铳子豆儿、蓝豆、罗汉豆、细
乌豆、滚豆、宽豆、扁豆、来山坞、幼豆、白豆、
伴白豆、梅豆、南豆、藤豆、刀豆、川豆、川豆
子、胡椒豆、金豆、官豆、火连豆、煙豆、沿豆、
[pɔn]豆、[ŋei]豆、[lan]豆
3. 分布特征与解释
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豌”类(B-1)，分布范围很
广，多数分布在官话地区，但也分布于江西和湖南。
“寒、安”类(B-2)多数分布于江苏和长江下游流域，
我们认为来自“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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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系词形有不少前头再加上“小”字的，多数
是相对于〈蚕豆〉而加的。如“小豌豆”在〈蚕豆〉
说“(大)豌豆”的方言才出现。它表示其豆粒比〈蚕
豆〉小。湖北出现“细豌豆”和“絮豌子”，其“细”和
“絮”乃为〈小〉义。按，在湖北“絮”和“细”则是同
音[ɕi](据《通城方言》)。“小”系(A)出现在江苏南
通以及甘肃和青海的若干点，参见地图 29 解说。
“蚕”系(C)分布于浙江。关于这个问题，待地图
32 的解说进行讨论。其他南方地区出现的是“麦”系
(D)、“冬、雪”系(E)以及外来系(F)。“麦豆”分布于
福建北部、湖南南部、广东南部。据《中国大百科
全书》
，
〈豌豆〉常与麦子间作或混作。“麦豆”(D-1)、
“麦豌子”(D-2)等词形也许由此而来。至于“麦弯子”、
“麦丸子”等(D-2)，或者着眼于豆荚的形状，或者着
眼于豆粒的形状，均为通俗词源的产物。
〈豌豆〉在
南方属于一种越冬植物，“冬、雪”系的词形由此而
来。论分布，“冬、雪”系的周围都有“麦”系。据此
可推，中国南方过去广泛地分布着“麦豆”，与北方
词形“豌豆”对峙。
外来系分布于闽南、广东一带。但据麦耘(2006:
82-83)，其中“荷兰豆”是以嫩荚为蔬菜的外来种，
而以成熟的豆子实为食用对象的豌豆，广州话叫“麦
豆”。据此可推，闽南、广东原来说“麦豆”，而外来
系是后起的。
关键词：南北对立，非语言因素
Summary
The most popular Chinese name for “pea” in
China is wandou 豌豆 (pea bean), which currently
covers the entire North and has also spread into the
South, Jiangxi and Hu’nan in particular. This form,
wandou 豌豆, changed to handou 寒豆 (cold bean) or
andou 安豆 (calm bean)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South China, there appears a form
maidou 麦豆, which was named after the agricultural
method that planted peas between wheat. It is assumed
that it once covered the entire Southern area, as
opposed to the Northern wandou 豌豆. This form,
maidou 麦豆, later changed to dongdou 冬豆 (winter
bean) or xuedou 雪 豆 (snow bean) because the
planted “pea” is usually a winter crop in South China.
In Southern coastal areas, we find such forms as
helandou 荷兰豆 (Dutch bean), which presumably is
newer in this area than maidou 麦豆.
Key words: North-South opposition, extra-linguistic
factors
(村上之伸, Yukinobu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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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32 指蚕豆的“豌豆”和指豌豆的
“蚕豆”：所指的颠倒现象
Map 32 Reversal of the referents between
the forms for “pea” and “broad bean”
1. 目的
从地图 30 和 31 可以看出，
方言中产生了“豌豆”
指〈蚕豆〉、“蚕豆”指〈豌豆〉的颠倒现象。本地图
旨在阐明如何产生了这种现象。
2. 词形的分类
发生颠倒现象的在地图上以红色显示。
〈蚕豆〉
A. “豌”系
豌豆(儿)、弯豆、豌豆子
B. “胡、福”系
B-1 “胡”类：胡豆(儿)、葫豆(儿)、胡豆子
B-2 “福、佛”类：福豆、福州豆、佛豆、佛豆子、
佛豆仔、罗汉豆、淮豆、槐豆、回豆、茴豆、
倭豆、川豆
〈豌豆〉
C. “蚕”系
蚕豆
D. “麦”系
D-1 “麦”类：麦豆(儿)、麦豆子、麦仔豆
D-2 “麦豌”类：麦豌子、麦弯子、麦丸子、末豌子、
末丸子、模丸子、木豌子、麻豌豆、麻儿
D-3 其他：麦根豆、麦熟豆、麦前豆、麦林豆、
麦黄豆、麦间豆、伴麦豆
3. 分布特征与解释
现基于地图 30、31 的考证推测，指〈蚕豆〉和
指〈豌豆〉的词形分别曾有过形成南北对立的时期：
北方
南方
〈蚕豆〉 蚕豆 / 胡豆
〈豌豆〉 豌豆 / 麦豆
后来北方的“豌豆”和“蚕豆”侵入南方地区。
1) 指〈蚕豆〉的“豌豆”
表〈蚕豆〉的“豌豆”集中分布于湖北和湖南。
这一带有不少地点用以“麦豌”类(D-2)指称〈豌豆〉，
此乃“麦豆”和“豌豆”的混淆词形，也是表〈豌豆〉
的“豌豆”从北方侵入的见证。请注意，此“麦豌”类
已经变成“麦弯子”、“麦丸子”等有缘形式，大概是
着眼于豆荚或豆粒的形状的。试假定，表〈豌豆〉
的“豌豆”在其南迁的过程中遇到了“麦豆”。“麦豆”
这一名称来自豌豆的播种方式，即与麦子间作或混
作，正适合于表〈豌豆〉，因此不易由“豌豆”代替。
此时指〈蚕豆〉的词形很可能是“胡豆”，而其“胡”
字带有不吉利的含义，故易于变化。既然〈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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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蚕豆〉这两种豆子原来就有共同的生态特征，“豌
豆”终于做为〈蚕豆〉的名称被接受。请注意，“豌
豆”原为无缘形式，但它在湖南的几个点已变成“弯
豆”。还要指出，有些方言以形容成份“大”或“小”区
别〈蚕豆〉和〈豌豆〉
。
2) 指〈豌豆〉的“蚕豆”
表〈豌豆〉的“蚕豆”集中分布于浙江。当表〈蚕
豆〉的“蚕豆”侵入浙江的时候，那里很可能已经存
在从“胡豆”变来的“佛”类、“罗汉”类以及“福州豆”
等地名类。凡这种词义明确的词形富于抵抗力，因
而不易由“蚕豆”代替。但是浙江是唐宋以来的蚕丝
重要产地，所以“蚕豆”这个名称可能给老百姓一种
亲切感，
因而在不少方言中转移到生态上相似的
〈豌
豆〉的位子去。由此，原有的〈豌豆〉的词形“麦豆”
没有办法生存，以至趋向消失。
关键词：所指的颠倒现象
Summary
A presupposition here is that a North vs. South
opposition was once formed between candou 蚕豆
and hudou 胡 豆 for “broad bean” and between
wandou 豌豆 and maidou 麦豆 for “pea”, as attested
for in Maps 30 and 31. Later the Northern forms
candou 蚕 豆 and wandou 豌 豆 began to be
introduced into Southern areas, but encountered the
resistance of Southern form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outhern maidou 麦豆 for “pea” resisted the intrusion
of Northern wandou 豌 豆 , but this latter form
eventually succeeded in its intrusion by changing its
referent to “broad bean”. This was made possible
presumably because the Southern form hudou 胡豆 for
“broad bean” sounded somewhat ominous to speakers,
therefore it offered little resistance against the
intrusion of the new influential form. In Zhejiang of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 those well motivated forms
for “broad bean”, such as fodou 佛豆 (Buddha bean)
and fuzhoudou 福州豆 (Fuzhou bean), resisted the
intrusion of Northern candou 蚕豆. But this latter form,
meaning ‘silkworm bean’, was eventually accepted by
people in Zhejiang by changing its referent to “pea”,
presumably because this area was prosperous in
sericulture and this name sounded familiar to people.
Keywords: reversal of referents
(村上之伸, Yukinobu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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