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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与国家战略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语言谱系研究（ 3）
特约主持人： 张家骅

教授

主持人话语： 本期《外语学刊》继续开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语言谱系研究”栏目，根据国家规划
的“丝绸之路”路线图，
从我国出发，
有计划、
有步骤地引进苏联、
俄罗斯学者关于相关国家语言的研究成
果。引进不是目的，
而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 第一，
推动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开启语言类型学和语言
谱系研究的新阶段，
消除当前研究范围过于狭窄的弊端； 第二，
为我国汉语界、
民族语言研究领域的语言类
型学和语言谱系研究提供参考； 第三，
从语言文化切入，
探索基础研究与智库建设相结合的有效路径。“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应该成为我国外语工作者的专业教育和学科研究的重要理念。本栏目各篇文章后面的
“参考文献”在体例上与本刊的惯用体例不同，
采取“译从原文”的原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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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伊朗诸语言（ Индоиранские языки） 又称雅利安

r，k 之后过渡为 -类形的音素； 形态方面原则上形成一套

诸语言，印欧语系的一个语族，分为印度诸语言和伊朗诸

同样的名词变格系统、一系列特殊的动词构 成 方 式 等。

语言，其成员还包括达尔德诸语言和努里斯 坦 诸 语 言。

共同的词汇系统包括表达印度、伊朗的文化（ 首先是神话

使用人口总数 8． 5 亿。印度伊朗诸语言是因存在印度伊

领域） 、宗教、社会规章和物质文化事物的核心概念名称，

朗语言共同体而形成的一个发生学概念，印度伊朗语言

能够证明印度、伊朗共同体确实存在的那些名词。雅利

共同体存在于分解成独立语支之前，它保留一系列共同

*
安（ arya-） 这个共同民族自称语出现在广袤土地上许许

的属于印欧语时代的古旧词。共同体的核心很可能在南

多多伊朗和印度的民族语词中（ 现代伊朗国名就产生自

俄草原时期就已经形成［这可以通过乌克兰的考古发现、

该词形式） 。《梨俱吠陀》和《阿维斯陀》是年代十分久远

与芬兰―乌戈尔诸语的接触痕迹（ 接触地点很可能发生

的印度和伊朗的古文献，这两部著作中那些最古老的部

在里海以北） 、塔夫里亚和北部黑海沿岸的雅利安语地名

分十分相近，可看作同一初始文本的两个变体。雅利安人

和水体名称遗迹加以证实］，在共存于中亚及其毗邻地区

的多次持续迁移导致印度伊朗语族一分为二，两者各自独

的时期继续得到发展。

立始于现代印度―雅利安人的祖先踏入印度西北部时。

历史比较语法为这些语言构拟共同的初始音位系统

至今仍保留着自公元前 1500 年较早一波移民潮时期的语

和词汇系统、共同的形态系统和构词系统，甚至共同的句

言痕迹———小亚细亚和西亚语言中的雅利安词汇（ 诸神、

法特征。比如，印度伊朗诸语在语音方面的特点是，印欧

帝王、
达官的姓名，养马行业语） ，也就是所谓的米坦尼雅

*
*
*
语中的 ， ，  和印度伊朗诸语中的  相同，印欧语中

利安语，
属于印度语支，
但无法完全用吠陀语解释。

*

*
的  印度、伊朗诸语中体现为 i，印欧语中的 s 置于 i，u，

*

印度―雅利安语支较之伊朗语支在许多方面显得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 11＆ZD131） 的阶段性成果。

1

2016 年

Т． Я． Елизаренкова

印度伊朗诸语言

第5 期

加守旧，
它们较好地保留下来一些印欧语和印度伊朗语时

其中很多语言有向作格结构各种变体形式发展的趋势。

代的古旧成分； 相反，伊朗语支却经历过一系列显著的变

在两个语支的各现代语言中，音位发展的共同趋向是，元

化。语音方面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辅音系统中： 清塞音擦

音丧失音量特征对立的音位学地位、词的节奏（ ритм） 结

s 变为 h． 在形态方面，
音化、
辅音丧失送气特征、
复杂的名

构（ 长短音节的排列顺序） 意义加强、词的力重音属性不

词和动词（ 主要在古波斯语中） 古词尾聚合体发生简化。

显著，句调有特殊的作用。

古印度诸语言体现为维达语、梵语以及一定数量的

达尔德诸语言是印度伊朗语族中的一个特殊性质的

米坦尼雅利安语词汇； 中古印度语有巴利语、普拉克里特

过渡语支。学者们对其地位没有达成共识，Ｒ． B． 肖、S． 科

诸语和阿帕卜朗沙诸方言； 新印度―雅利安语分为印地

诺夫、G． A． 格里尔森（ 在早期著作中） 将达尔德诸语视为

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马拉提语、古吉拉特语、旁遮普

伊朗诸语的基础，指出它们与帕米尔诸语的特殊相近关

语、
奥里雅语、阿萨姆语、信德语、尼泊尔语、僧伽罗语、马

系。G． 摩根斯蒂纳则将它们总体归入印度诸语，持相同

尔代夫语和吉卜赛语（ 茨冈语） 等。

看法的学者还有 Ｒ． L． 特纳。格列尔森（ 在晚期著作中）

古伊朗语有阿维斯陀语和古波斯语 （ 阿契美尼德铭

和 Д． И． 埃德尔曼认为，达尔德诸语言是处于印度―雅利

文语言） ，也体现在以希腊语转写的西徐亚语和米堤亚语

安诸语言和伊朗诸语言的中间地位一个独立语支。达尔

的个别单词上（ 以判断这些语言的若干语音特点） 。中古

德诸语就其诸多特点而言，可以纳入中亚语言联盟。
（ 译者： 李侠； 审校者： 许高渝 张家骅）

伊朗语包括中古波斯语（ 巴列维语） 、帕提亚语（ 旧译安息
语） 、栗特语、花剌子模语、塞语 （ 方言） 和巴克特里亚语
（ 主要指苏尔赫 · 科塔勒铭文语言） 。新伊朗语有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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