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形同詞與同形異詞的收釋探略
徐時儀
摘 要：漢字的古今演變往往形成異寫與異構多種寫法，產生於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異
寫與異構以及人們在具體使用過程中出現的訛寫造成了異形同詞與同形異詞現象。
《漢語大
字典》編纂可運用電腦強大的超級連結功能，繫聯每一字的異形同詞與同形異詞，在相關詞
語間建立連結，厘清其所有的變體，體現“存字釋字”的特點，反映漢字形音義的發展，
探求漢字結構和構形的規律，揭示漢字演變的所以然，讓讀者從不同角度點擊檢索都能查看
到其想知道的各種信息。
關鍵詞：異形同詞 同形異詞 字典编纂

語言是人類自別於其他動物的最傑出的創造，也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交際工
具和信息載體。清人陳澧《東塾讀書記》說：“蓋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見之，則
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
之者也。聲不能傳於異地，留于異時，於是乎書之為文字。文字者，所以為意與
聲之跡也。”陳澧所說闡明了文字是語言的另一種傳播媒體，文字的誕生標誌著
人類的歷史由傳說時代進入了信史時代。文字不是由一人一時一地之作，而是由
人民群眾共同創造的。漢字在由古至今的發展中有變，有不變，有變化大的，有
變化小的，而為什麼變，怎樣變，為什麼這樣變而不那樣變則既有漢字自身的發
展規律，又受到語言詞彙和詞義系統變化的影響，還有人們具體使用中取捨的約
定俗成，涉及到語言←→人←→客觀世界的錯綜複雜的關聯。
漢字在由甲骨文到楷書的演化過程中，一字往往有多種寫法。確定其中一種
為正體後，其餘的與正體字音義皆同而筆劃、結構、部位不同的字就是異體字，
大致可分為異構字與異寫字兩大類。1由於這些異構字與異寫字產生於不同時代
不同地域，尤其是人們在具體使用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不規範的訛寫，往往造
成了不同詞義用同一個字表示的同形異詞與同一詞義用不同字表示的異形同詞
現象，而字典是汉语中特有的以单个的字为主要收录单位来解释词义的语文辞书，
字典的编纂，尤其是大型字典编纂的质量高低不仅在于收字全，而且更在于正确
辨析解释異形同詞與同形異詞的字。本文擬以漢語中的“啖、話、貌、惱、嫰、
篩、涩、嚏、舔、仙、燖、囈”為例，就大型字典中異形同詞與同形異詞的收釋
略作探討。
1.啖（噉、啗

㗖、嚪、餤、

）

“啖”表“吃”義。
《墨子·鲁問》：
“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
《說文·口部》
“啖，噍啖也。从口，炎聲。一曰噉。”據《說文》，
“啖”又作“噉”。考《玄應
音義》卷七釋《正法華經》第二卷“噉食”之“噉”：“又作啖、㗖二形，同。
達敢反。噉，食也。經文作骰、骸二形，並非也。”又卷十六釋《大愛道比丘尼
經》下卷“用啖”之“啖”：“又作啗、噉二形，同。達敢、達濫二反。
《廣雅》：
啖，食也。啖亦與也。”據玄應所釋，“啖”又作“啗”“㗖”。 “噉”“啗”
為“啖”的換旁異構，“㗖”似為“啗”的形近異寫。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白话词汇研究”
（13BYY107）
；上海高校高峰学科建设计划资助“中国语言文学”
阶段性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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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寧《漢字構形學導論》
：
“漢字從古至今的演變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不僅僅是構形和構意的發展演變，
同時還伴隨著字符的孳生和消亡，職能的分化、合并。這個過程受漢字自身系統的限制，也就是字符之間
各種關係的制約，更要受到語言詞彙和詞義系統變化的推動。”商務印書館 2015 年版第 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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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噉”又有“喊叫”義。如《韓擒虎話本》：
“衾虎有令：簸旗大噉，旗亞齊
入，若一人退後，斬刹（殺）諸將，莫言不道！”《秦併六國平話》卷上：“王賁
領兵一萬，出城來到十里荒郊之地下寨，大噉數聲。”
“啖”在歷代文獻中還有換旁寫作“嚪、餤”。如宋沈作喆《寓简》卷八：
“飯未及炊也，有飯客所餘肉餅，爾姑餤之。”又據《龍龕手鏡·口部》載，“

”

亦為“啖”的俗寫。
《漢語大字典》釋“啖”的“吃”義似可繫聯“噉、啗

㗖、嚪、餤、

”

等，指出諸字在表“吃”義時為異形同詞，而“噉”在表“喊叫”義時則與其所
表“吃”義為同形異詞。
2.話（䛡、譮、

、舌話、

）

表“話語”義的“話”是籀文“䛡”的隶变字。 考《說文》
：“䛡，合會善
言也。從言，

聲。《傳》曰：‘告之話言。’譮，籀文䛡，從言會。”段玉裁

注：“䛡、會疊韻。
《大雅》
：‘慎爾出話。’毛曰：‘話，善言也。’”楊樹達
《積微居小學述林》
：“䛡字義為會合善言，故籀文字從會作譮，字受義於會也。
字又作䛡從

者， 、會音近，古音同在月部，借

為會也。”“話”又作“咶”。

《集韻·禡韻》：“話，言也。或從口。”“咶”又有“以舌舔物”義。如《管
子·地数》：“十口之家，十人咶鹽。”“咶”在表“以舌舔物”義和“話語”
義時與“話”是同形異詞。
考《玄應音義》卷七釋《正法華經》第七卷“嘲話”之“話”：“下又作譮、
，二形同。胡快反。
《聲類》
：訛言也。”檢玄應所釋佛經為西晉竺法護譯，原
文為：“比丘比丘尼，調譺謿話談。舍離清信女，不與無益言。”例中“嘲話”
謂戲謔調笑。又卷十一釋《正法念經》第三十二卷“調話”之“話”：“古文

、

譮、䛋，三形同。胡快反。合會善言也。經文作嘩，音花，諠嘩也。嘩非字義。”
又卷二十二釋《瑜伽師地論》第二十卷談話之話：“古文 、譮、䛋三形同。胡
快反。合會善言也。”考此例中“
可知“

”似即“

”，《慧琳音義》卷四十八轉錄作“

”，

”字。又考《慧琳音義》卷十五釋《大寶積經》第九十二卷

世䛡之䛡：“胡快反。
《說文》云：‘會善言也。從言， 聲。’《考聲》
：‘話，
調也。’或作譮，古文作 。
《說文》音胡卦反，今取後音。經話俗字變體也。”
又卷十六釋《再譯三十五佛名經》談話之話：“下胡快反。
《博雅》
：話，謿謔也。
《說文》
：善言也。字書作舌話，籀文作譮。”話，據玄應和慧琳所釋，又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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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話、䛋、 ，音胡快反。考《玉篇》云：“ ，古文話。”言與舌旁都可表說話
義，義近而通，“
又是“

”為“話”的換旁俗字，“舌話”為“話”的增旁俗字，“

”的形近訛字。䛋，可能是“䛡”之省訛。
《玉篇》
：“䛋，謀也。”

又作“舙”。
《龍龕手鑒》
：“舙，同 。”《漢語大字典》釋“

”
，

”云：“《改

併四聲篇海·虫部》引《搜真玉鏡》
：‘ ，胡決切。’”快、決形近，
《改併四
聲篇海·虫部》引《搜真玉鏡》：“胡決切”應為“胡快切”之誤。
《漢語大字典》未收录“舌話”，誤以“

”為不同的詞而立目。
《漢語大字典》

釋“話”的“話語”義似可繫聯“䛡、譮、 、舌話、 、咶”等，指出諸字在表
“話語”義時為異形同詞，而“咶”表“以舌舔物”義時則與其所表“話語”義
為同形異詞。
3.貌（皃、皀、㹸、貇、䫉、狠、㒵、

、

、

、

）

表示“容貌”義的“貌”，在歷代文獻中有寫作“皃、皀、㹸、貇、䫉、狠”
等。考《慧琳音義》卷五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百四十六卷“何貌”之“貌”
云：“茅豹反。《韻英》云：容儀也。或作皃字也。《尚書·洪范》云：一曰貌。
孔云：容儀也。或作䫉，古字也。”卷十四釋《大寶積經》第八十八卷“顏貌”
之“貌”云：“下茅豹反。《考聲》云：容儀也，見也。或作䫉，今經中從犬作
狠，非也。
《玉篇》音云午間反。
《說文》云：狠狠，犬鬪聲也。甚錯乖經意也。”
據慧琳所釋，表“容貌”義的“貌”，又作“皃”，古字作“䫉”， 《大寶積
經》經文寫作“狠”。檢《說文》：“皃，頌儀也。從人，白象人面形。䫉，皃
或從頁，豹省聲。貌，籀文皃。從豹省。”“狠，犬鬥聲。從犬，艮聲。”慧琳
指出“經中從犬作狠，非也”，“狠”是“犬鬥聲也，甚錯，乖經意也”，實際
上經文“貌”寫作“狠”與“貌”的俗字“貇”有關。考《龍龕手鏡》：“ 、
貇，二俗；貌，古；䫉、豸皀，二正。”“㹸、犭皀、犭頁、狠，四俗，音皃，儀同（容）
也。”“貇”似為“豸皀”的變體。《隸辨》卷四：“貇，《老子銘》：‘聃然老旄
之豸皀也。’按《說文》：皃，籀文作貌。碑訛從皀。皀，即艮字。從艮者，貇字
也。貇與貌相似，故致訛耳。”
據《隸辨》所說，“皀，即艮字”。檢《說文》：“皀，穀之馨香也。象嘉
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說皀，一粒也。凡皀之屬皆從皀。又讀若香。”
“皀”表“稻谷的香气”義，因“皀、艮”“艮、皃”形近而訛混，形成“貌”
的異形同詞的異體字“豸皀、貇”；因“豸、犭”義近相通，“貌、豸皀、貇”又寫
作“㹸、犭皀、狠”。又因豸與犬義通，故“貇”又寫作“狠”，如《王偃墓誌》：
“形隨歲往，狠與秊流。”又如《房周陁墓誌》：“情高志潔，心直狠溫。”例
中的“狠”是“貇”的換旁俗字。《漢語大字典》“貌”的異體字未收“狠”。
“狠”又是“很”的俗字。段玉裁注《說文》“狠”云：“今俗用狠為很，
許書很、狠義別。”檢《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行難也。從彳艮聲。一
曰盭也。”《廣韻》：“很，很戻也。俗作狠。”彳、犭形近，故“很”俗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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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如《史記·項羽本紀》：“宋義令於軍中曰：‘很如羊，貪如狼，強不
可使者，皆斬之。’”“很如羊”，《前漢紀》卷一作“狠如羊”。
由此可見，“皀”和“很”在表“容儀”義時與“貌”為異形同詞，“皀”
表“稻谷的香气”和“狠”表“不聽從”義時則與表“容儀”義為同形異詞。
表示“容貌”義的“貌”在歷代文獻中還有寫作“㒵、 、 、 、 ”等，
其中“㒵、 、 ”為“皃、貌”的異寫，“
“貇”因“艮、良”形近而訛作“

、犭頁”為“貌、䫉”的換旁異構，

”。

《汉语大字典》釋“貌”似可繫聯“皃、皀、㹸、貇、䫉、狠、㒵、 、 、
、

”，指出諸字在表“容貌”義時為異形同詞，而“皀”表“稻谷的香气”

和“狠”表“不聽從”義時則與其所表“容貌”義為同形異詞。
4.惱（㛴、憹、

、

、惚、

、

、

、

、悩、

、愡、

、

）

表示“怨恨、烦悶”義的“惱”為“㛴”的後出換旁異構字。考《說文·女
部》：“㛴，有所恨也。从女，匘聲。今汝南人有所恨曰㛴。”“㛴”與心相關，
故換形旁為“惱”。
“惱”又作“憹”
。考《玄應音義》卷四釋《大灌頂經》第十
卷“懊憹”和卷十三釋《大般涅槃經》“悲憹”之“憹”：“今皆作惱，同。奴道
反。懊憹，憂痛也。”“憹”為“惱”的改易聲旁字，據玄應所釋，唐代已皆作
“惱”。
“惱”又作“
之“

、

”。檢《玄應音義》卷十三釋《雜阿含經》“憂

”

”：“奴道反。
《說文》
：有所恨痛也。今汝南人有所恨言大 ，今皆作

也。”“

、

”為“㛴、惱”異寫字。

“惱”又作“惚”。據颜元孙《干禄字书》：惚、 為“上俗下正”。檢《慧
琳音義》卷十五釋《大寶積經》第九十三卷“苦惱”之“惱”：“奴倒反。《說
文》：痛恨也。經文作惚，非也，非經意。下愚之情，妄書不成字。”據慧琳所
釋，“惚”為“恍惚”之正字，又為“惱”的俗寫訛字。惱，今簡化作“恼”。
由於“惱”的形體演變漸與“惚”相近，造成惱、惚在表“怨恨；煩悶”義上異
形同詞成為異體字，而“惚”在表“恍惚”義和“怨恨、煩悶”義時與“惱”是
同形異詞。
表示“怨恨、烦悶”義的“惱”在歷代文獻中還有寫作“
、悩、
“

、

、

、

、

”，“

、悩、

、

、

、愡、

、

、

”為“惚”的換旁異構，“愡”為“惚”的異寫，
”則為“㛴、

、

”的換旁異構或異寫。

《漢語大字典》“惚”字下未列其作為“惱”的俗字義，似可在“惱” 的
“怨恨、烦悶”義時繫聯“㛴、憹、 、惚”等，指出諸字在表“怨恨、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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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時為異形同詞，而“惚”表“恍惚”義時則與其所表“怨恨、烦悶”義為同形
異詞。
5.嫰（臑、枘、媆、濡、

、

、女頼、腝）

表示“柔嫰”義的“嫰”，在歷代文獻中有寫作“臑、枘、媆、濡、

、

、女頼、腝”等。
考《廣韻·慁韻》：“嫩，弱也。”“嫰”形容物初生时的柔弱状态。如南朝
梁江淹《丽色赋》：“紺蕙初嫩，頳蘭始滋。”嫰，又作“媆”。《玉篇·女部》：
“媆，與嫩同。”《廣雅·釋詁一》：“媆，弱也。”王念孫疏證：“媆者，曹
憲音女寸、而兗二反，即今嫩字也。”據《廣雅》和《玉篇》，“嫩”為“媆”
的今字。
考《說文》：“媆，好皃。”段玉裁注：“此謂柔耎之好也。”“按俗音奴困切，
又改其字作嫰，於形聲無當。”又考《集韻·恨韻》
：“嫩，好皃。”“嫩”的“好
皃”義本作“媆”。
據《廣韻》和《說文》所釋，“媆”有“弱”和“好皃”二義。又據段玉裁
注《說文》
，“媆”又由俗音奴困切而改其字作嫰。考《龍龕手鑒·女部》
：“嫰，
今；媆，正。”《正字通·女部》：“媆，俗作嫰。”“嫰”為“媆”的俗字，
似為“嫩”的後出異寫字。
據《慧琳音義》卷三十九釋《不空羂索經》第十二卷“腝藕梢”：
“上訥頓反，
正作嫰。”考《說文·肉部》：
“腝，有骨醢也。”
“腝”本義為帶骨的肉醬。據《正
字通·肉部》
：“腝，讀若嫩者，轉音也。後借為嫩弱之腝。”由此可知，“腝”
轉音讀若嫩而有柔軟脆嫰義。考《玄應音義》卷十九釋《佛本行集經》第十二卷
“腝業”引《字苑》
：“腝，柔脆也。”《廣韻·慁韻》
：“腝，肉腝。”又考《慧
琳音義》卷十五釋《大寶積經》第一百九卷“嫰花”引《考聲》云：“小也，弱
也。或作月䎡。”“䎡”為“耎”的異寫，“月䎡”則為“腝”的俗寫。據慧琳所釋，
唐時已以“嫰”為正字。
又據《玄應音義》卷五釋《移識經》上卷“新臑”引《字苑》：“臑，柔脆
也。”“臑”本義為動物的前肢。
《說文解字·肉部》
：“臑，臂羊矢也。”後又
有嫰軟義。《廣韻·虞韻》：“臑，嫰軟皃。”《楚辭·招魂》：“肥牛之腱，臑
若芳些。”洪興祖補注：“臑，嫩耎皃。”
考《玄應音義》卷五釋《移識經》上卷“新臑”：“又作枘，同。乃困反。
《字苑》：臑，柔脆也。《通俗文》：枘，再生也。經文作嫰，近字也。”據玄應
所釋，“臑”又作“枘”，枘指樹木經砍伐後新生的枝條。
《集韻·恨韻》
：“枘，
艸木始生也。”枘又作抐。考《玄應音義》卷十九釋《佛本行集經》第十二卷“腝
業”：“又作抐，同。乃困反。
《字苑》
：腝，柔脆也。
《通俗文》
：抐，再生也。
又作嫰，近字也。”“抐”有“纳入”義，無“嫰”義，蓋俗寫木、扌相混“枘”
訛作“抐”。
又考《玄應音義》卷十一釋《正法念經》第八卷“耎枘”：
“《通俗文》作枘，
5

再生也。又作嫰，近字也。經文作濡，又作 ，並非體也。”玄應指出枘，近字
作“嫰”，“經文作濡，又作

”，“濡”有“浸渍、沾湿”義，無“嫰”義，

似為“臑”之訛。 又作 。
《龍龕手鑒·生部》
：“ ，奴困反。正作嫩，弱也。”
“ ，奴困反。正作嫩，弱也。”

為始生， 為初生，皆當時民間所造會意俗

用字。
由此可見，
“媆”有“柔弱”和“軟好”義，由俗音奴困切而改作“嫩”，
“嫰”
為“嫩”換旁俗寫。“媆”因與“腝”“臑”“枘”義近而通用，“濡”“抐”則為
與“臑”“枘”形近相混而誤，“

”為民間俗用字，諸字在表“柔嫰”義

”“

時與“嫰”為異形同詞。其中“腝”表“帶骨的肉醬”、“臑”表“動物的前肢”
和“枘”表“樹木經砍伐後新生的枝條”義時則與其所表“柔嫰”義為同形異詞。
又據段玉裁注《說文》“媆，好皃”云“俗作輭”。“輭”有“柔”義。
《玉篇·
車部》：“輭，柔也。軟，俗。”媆，又作“㜛”。《龍龕手鑒·生部》：“㜛，
俗；媆，正。”“媆”“輭”皆有“柔弱”義，故“媆”俗作輭，而據《玉篇》
所釋，“輭”表“柔”義又作“軟”。“媆”在表“柔弱”義上與“輭”“軟”
為異形同詞，而與其所表“柔嫰”義則為異形同詞。臑，又有“熱，暖和”義。
如南朝梁江淹 《泣赋》：
“視左右而不臑，具衣冠而自凉。”
《集韻·緩韻》
：“臑，
體燠也。”腝，也有“熱，暖和”義。如《後汉书·东夷传·倭》：
“氣温腝，冬
夏生菜茹。”“臑”“腝”在表“柔嫰”義時與“嫰”為異形同詞，在表“熱，暖
和”義時與“煗、煖、暖”為異形同詞，而與其所表“柔嫰”義則為同形異詞。
《汉语大字典》釋“嫰”似可繫聯“臑、枘、媆、濡、

、

、女頼、腝”，

指出“媆”的“柔弱”和“軟好”義由俗音奴困切而改作“嫩”，
“嫰”
“腝”
“臑”
“枘”
“濡”
“抐”
“

”
“

”“輭”在表“柔嫰”義時為異形同詞，而“腝”表

“帶骨的肉醬”、“臑”表“動物的前肢”和“枘”表“樹木經砍伐後新生的枝
條”義時則與其所表“柔嫰”義為同形異詞。
6.篩（簁、籭、簛）
“篩”是一種用竹絲或金屬絲等編制成的細孔器具，用來去粗取細。又作
“簁”。《急就篇》卷三：“簁箄箕帚筐篋簍。”顏師古注：“簁，所以籮去麤
取細者也。今謂之篩。大者曰簁，小者曰箄。”據顏師古注，“篩”是“簁”的
後出字。考《說文·竹部》
：“籭，竹器也。可以取麤去細。从竹，麗聲。”段玉
裁注：“俗云簁籮是也。《廣韻》云：籭，

也。能使麤者上存，細者

下。籭、

簁古今字也。漢《賈山傳》作篩。
”朱駿聲《通訓定聲》
：“簁，與籭略同。”又
考《說文》：“簁，簁箄，竹器也。”段玉裁注：“按簁箄，器名。以上下文例
之，是盛物之器，而非可以取粗去細之器也。可以取粗去細之器其字作籭，不作
簁。若《廣韻·支韻》云：簁，下物竹器。
《紙韻》曰：簁，籮也。
《皆韻》曰：
6

， 籮。古以玉爲柱，故字从玉。今俗作簁。此皆用簁爲籭，古今字變，非許
意也。小顔注《急就篇》誤。”據段玉裁注，簁箄是盛物之器，“取粗去細之器
其字作籭”，用簁爲籭是古今字變。考《說文》
：“箄，簁箄也。絫呼曰簁箄，單
呼曰箄。
《方言》：箄簍籅䈱， 也。 小者，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箄。郭云今
江東呼小籠爲箄。按許意簁箄與

各物。”又考《說文》
：“

，食牛匡也。方曰

匡，圓曰 。”由此可知，籭是取粗去細之器，簁箄是籮筐類盛物器具，簁是
的後出字，因與籭皆有細孔和縫隙而混用，“篩”則是“籭”的後出字。
段玉裁注《說文》指出，
“籭”音“所宜切，十六部，今音山佳切”，檢《廣
韻》同。考《釋名·釋疾病》第二十六：“癬，徙也，浸淫移徙處日廣也，故青
徐謂癬為徙也。”檢《集韻》：“癬，或作㿅。”癬讀為徙是青徐方言的特徵。
如《詩·小雅·瓠葉》：“有兔斯首，炮之燔之。”鄭玄注：“斯，白也。今俗
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又如《詩·小雅·蓼莪》：“鮮民之生，
不如死之久矣。”阮元補箋：“古鮮聲近斯，遂相通假。‘鮮民’讀為斯民，如
《論語》‘斯民也’之例。”據《廣韻》鮮，心母仙韻；斯，心母支韻。古同元
部而仙為陽聲韻，支為陰聲韻，反映了青徐方言“鮮”、“斯”音近通假的特點。
2
又考《史記》卷一百十六《西南夷列傳》
：“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
人市。”身毒，裴駰集解集解：“一本作乾毒。”又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
載，大夏“其東南有身毒國”，裴駰集解引徐廣曰：“身或作齕，又作訖。”身
毒、乾毒和訖毒皆為印度的異名。乾，群母仙韻；訖，見母訖韻。乾、訖亦音近
相通。3再考《說文》：“曬，暴也。從日，麗聲。”曬與籭聲同。檢《方言》卷
七：“暴五穀之類，秦晉之間謂之曬，東齊北燕海岱之郊謂之晞。”曬、晞為方
言，同義而音近。又檢《玄应音义》卷一释《大方等大集经》第十七卷“曬婆”
之“曬”：“力计反。”又卷一释《法炬陀罗尼经》第三卷“暴曬”之“曬”：“下
所懈反。
《说文》：暴，晞乾也。”4卷四释《大方便报恩经》第二卷“乾曬”之“曬”：
“所懈、所寄二反。谓暴乾物也。
”卷十四释《四分律》第六卷“中曬”之“曬”：
“又作䵘。
《方言》
：曬，暴也，乾物也。郭璞音霜智反，北土行此音。又所隘反，
江南行此音。”5 據玄應所釋，北方曬音霜智反，江南音所隘反。”《廣韻》曬
亦有二切，一為所賣切，生母卦韻；一為所寄切，生母寘韻。所賣切即玄應所釋
所隘反和所懈反，皆為佳韻，所寄切即玄應所釋北土音霜智反。佳、支上古同為
歌二部，6其別在於一為二等洪音，一為三等細音。7考《玄應音義》卷六釋《妙法
蓮華經》第六卷“搗簁”之“簁”：“古文籭、䔮二形，《聲類》作篩，同。所
2

又如《國語·晉語一》
：“夫人知極，鮮有慢心。”俞樾《群經平議·尚書二》
：“鮮，當讀為斯。此言人
知其位已極，斯有怠慢之心也。鮮與斯古音相近。”
3
參拙文《“印度”譯名管窺》
，
《華林》第五輯，中華書局 2004 年版。
4
《玄應音義》卷十五釋《十誦律》二十八卷“捩曬”中“曬”亦為所懈反。
5
《慧琳音義》卷十釋《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下卷“曬”
：“所戒反。”又卷三十七釋《蘘麌梨童女
經》“曬”：“霜芥反。”卷三十八釋《蘖嚕拏王呪法經》
“曬翄”之“曬”：“上所隘反。
《說文》曬，
暴也。從日，麗聲。”
6
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說佳韻接近于支韻、麻韻，王力《南北朝詩人用韻考》支韻與部分佳韻通
押。
7
參拙文《“暴”、“曬”以及“曬”的流行語義》
，
《修辭學習》2009 年第 1 期。
7

佳、所饑二反。
《說文》
：竹器也。可以除麤取細也。”《慧琳音義》卷二十九釋
《金光明最勝王經》第七卷“搗簁”之“簁”：“篩滓反，上聲字也。《韻詮》
云：羅簁也，去麁惡而取精細者。經文從師作篩，平聲字，是竹籠，非此用，俗
誤也。”據玄應和慧琳所釋，“簁”又作“籭、䔮、篩”。檢《史記》卷一百十
七《司馬相如傳》：“其髙燥則生葴䔮苞荔集解”裴骃集解引徐廣曰：“䔮，或
曰草，生水中，華可食。”據徐廣所說，“䔮”是一種水草。艸、竹義近，艹、
形近，檢《玉篇·竹部》：“簛，同篩。”“䔮”為“簛”之訛。慧琳又指出
“篩是竹籠”，俗誤作“簁”，可知“簁”其時已如顏師古所說“今謂之篩”。
考《玉篇》
：“籭，所街、所飢二切。”“所街、所飢二切”即玄應所釋“所佳、
所饑二反”，“籭、簁、簛、篩”的讀音似亦與“曬”相同而有二等洪音和三等
細音之別。
《汉语大字典》釋“篩”似可繫聯“籭、簁、簛”，指出“籭”為取粗去細
之器，因與表“籮筐”義的“簁”義近而相通，又換旁作“簛、篩”，因南北方
音不同而有三等細音與二等洪音兩讀，
“篩”自唐代漸用為正字。
“籭”
“簁”
“簛”
“篩”在表“取粗去細”義時為異形同詞，而“簁”表盛物的籮筐類器具義時則
與其所表“取粗去細”義為同形異詞。
7.涩（濇、淴、澀、歰、 、歮、㴔、澁、
、

、

、

、渋、

、

、

、

）

表示“不滑润不流利”義的“涩”，在歷代文獻中有寫作“濇、淴、澀、歰、
、歮”等。考《說文·止部》：
“歰，不滑也。從四止。”《玄應音義》卷十八
釋《雜阿毗曇心論》第一卷“歰滑”之“歰”：“又作濇，同。所立反。謂不滑
也。字從四止。四止即不通字意也。論文作 、歮二形，非體也。”《慧琳音義》
卷七十二釋《阿毗達磨顯宗論》第四卷“滑澀” 之“歰”：“下森戢反。王逸
注《楚辭》云：澀，難也。郭注《方言》云：歰猶吝也。《說文》云：歰，不滑
也。從四止。二正二倒。或作濇。論文從水作澀，俗字，非也。”涩，據玄應和
慧琳所釋，又作濇，經文作 、歮。《說文》所說“從四止”中上面的倒二止後
訛變為二刃，寫作歰，又省作歮。
“歰”後又增氵旁寫作“澀”，今省作“涩”。
考《說文·水部》
：“濇，不滑也。從水，嗇聲。”段玉裁注：“止部曰：‘歰，
不滑也。’然則二字雙聲同義。”濇為“澀”的換聲旁異構字。俗寫“止”與“心”
不別。玄應所說“論文作 ”，檢獅谷白蓮社本《慧琳音義》作“淴”，“刃”
增筆變異作“勿”。“淴”為“涩”的訛俗字。
《廣韻·没韻》
：“淴，水出聲。”
《龍龕手鑒·水部》：“淴，俗。”表“水出聲”義的“淴”因與涩形近而成為
表“水出聲”和“涩”義的同形字。又據《龍龕手鑒·水部》載，
“㴔”亦為“涩”
的俗字。
《集韻·輯韻》
：“㴔，急流皃。”“㴔”因與涩形近而訛為涩，成為表
“急流皃”和“涩”義的同形字。
“水流不暢”與“說話不流利”義近，
“涩”又可通“
“

”。檢《集韻·輯韻》：

，口不能言也，通作歰。”表示“不滑润不流利”義的“貌”在歷代文獻中

還有寫作“

、 、渋、 、 、 、 、 ”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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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歰”的省寫，

“

、渋、

、

、

、

、

”為“

、澀、澁、濇”的換旁異寫或異構。

《汉语大字典》釋“涩”似可繫聯“濇、澀、歰、 、澁、歮、淴、㴔、 、
、 、渋、 、 、 、 、 ”等，指出諸字在表“不滑润不流利”義時為
異形同詞，而“淴”表“水出聲”和“㴔”表“急流皃”義時則與其所表“不滑
润不流利”義為同形異詞。
8.嚏（䶍、

、啑、

、齂、

、㖒、㗣、䶑、

、

）

表示“鼻黏膜受到刺激而引起的一种猛烈带声的喷气现象”義的“嚏”，即
“打噴嚏”義，在歷代文獻中有寫作“䶍、啑、

、齂、

、㖒、㗣、䶑、

、

”等。檢《說文》：“嚏，悟解氣也。從口疐聲。”徐鍇系傳：“腦鼻中氣壅
塞，噴嚏則通，故云‘悟解氣也’。”《玄應音義》卷十释《大庄严经论》第十
三卷“中嚏”之“嚏”：“又作䶍，同。丁計反。《蒼頡篇》：嚏，噴鼻也。《詩》
云：願言即嚏。箋云：汝思我心，如是我即嚏。今俗文嚏云人道我，此亦古遺語
也。”卷十二釋《普曜經》第五卷“不啑”之“啑”：“丁計反。
《蒼頡篇》云：
噴鼻也。經文作 ，非也。”據玄應所釋，“嚏”又作“䶍”。
《玉篇·鼻部》：
“䶍，本作嚏。”“

”為“䶍”的異構。又據玄應所釋，“啑”是“嚏”的俗

寫。
《廣韻》
：“嚏，鼻氣也。啑，俗。”“啑”又有“水鳥或魚類吃食”義。 如
梅堯臣《雙野鳧》：“驚飛帶波起，行啑拂萍開。”
啑，據玄應所釋經文作“ ”。 ，《慧琳音義》卷二十八轉錄作“哂”。
“哂”有“微笑”義，而無“打噴嚏”義。考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卷五
釋“不 ”之“ ”：“許器反。鼻息也，歕啑也。正作齂、呬二形也。應師以
8

啑字代之。啑，丁計反，亦鼻氣也。” 又卷二十五釋“作

”之“

”：“經

意宜作四（呬）
、齂，二同。許器反。鼻息歕啑也。應和尙以啑字替之。啑音帝，
亦歕鼻耳。”9據可洪所釋，“嚏”又作“齂”“呬”“

”。
《普曜經》為西晉

竺法護所譯，檢今本原文為：“彼時菩薩，眾人怪之，羨之所行，取其草木投著
耳中，耳不痛癢，著之鼻中,鼻亦不 ，亦不棄去。”經文意謂草木著之鼻中,
鼻亦無感覺，沒有反應。考宋法雲《翻譯名義集》第六卷：“有師言：但觀心
想用六種氣治病者，即是觀能治病。何等六種氣：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
噓、六呬，此六種息，皆於唇口之中，想心方便，轉側而作，綿微而用。”（54/1166b）
10
呬，唐宗密《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卷十七記載的這段話作“ ”，“ ”似指
用鼻吹氣。考《說文》
：“呬，東夷謂息為呬。”“齂，臥息也。”《廣韻》
：“齂，
8

《中華大藏經》第 59 冊 700 頁中欄。
《中華大藏經》第 60 冊 369 頁中欄。
10
唐宗密《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卷十七：“有師言：觀心想用六種氣治病者，即觀能治病。何等六種氣：一
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噓、六 。此六種息，皆唇口之中，想心方便，轉側而作。若于坐中，寒時應
吹，熱時應呼。若以治病，吹去寒，呼以去熱，嘻以去病，及以治風，呵以去煩又下氣，噓以治肝，呵以
治肺，嘻以治脾， 以治腎。”
9
9

鼻息。”又據可洪所釋，“呬”有“鼻息噴嚏”義，玄應所釋“

”和慧琳轉錄

“哂”似為“呬”的形近訛字。檢《龍龕手鏡》
：“ ，
《經音義》作啑，丁計反，
鼻噴也。在《普曜經》第五卷。又俗音血。”“
《漢語大字典》據《龍龕手鏡》收錄“

”似亦為“呬”的形近訛俗字。

”，作為“嚏”的異體字釋為“同

‘嚏’”。
表示“鼻黏膜受到刺激而引起的一种猛烈带声的喷气现象”義的“嚏”在
歷代文獻中還有寫作“㖒、㗣、䶑、

、

”。“㖒”為“嚏”的後出換旁異構

字。如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七：
“怎生坐地，忍不定連打㖒。”檢《集韻·霽
韻》
：“嚏，或作㗣。”《玉篇·鼻部》
：“䶑，本作嚏。”《龍龕手鏡·鼻部》：
“嚏，噴
“䶑、

也。”《字彙補·鼻部》
：“ ，音義與䶑同。”“ ，音義與䶑同。”
、

”亦皆為“嚏”的換旁異構字。

《汉语大字典》釋“嚏”的“鼻黏膜受到刺激而引起的一种猛烈带声的喷气
现象”義似可繫聯“䶍、 、啑、 、齂、 、㖒、㗣、䶑、 、 ”等，指出
諸字在表“打噴嚏”義時為異形同詞，而“啑”表“水鳥或魚類吃食”和“哂”
表“微笑”義時則與其所表“打噴嚏”義為同形異詞。
9.舔（舓、舐、

、

、䑛、呧、

、

、

、舌豸、狧、咶、

、

、佸）

“舔”有“以舌触物或取物”義。《說文》未收，似為後出口語詞，宋代始
見。如洪邁《夷堅乙志》卷六《杳氏村祖》：
“撮緜作小包，蘸酒置二老口，亦伸
舌舔之。”又如劉克莊《後村集》卷六《榕溪隐者》：
“解衣舔素陰，擁鼻來微馥。”
考《字彙·舌部》：
“舔，以舌舔物。”又考《說文·舌部》
：“舓，以舌取食也。
從食，易聲。 ，舓或从也。”舔、舓同義。
《玄應音義》卷十一釋《正法念經》
第十卷“舓手”之“舓”：
“古文舓、 二形，今作狧，又作舐，同。食爾反。以
舌取食也。經文作呧、 二形，未見所出。”《慧琳音義》卷十九釋《大方廣十
輪經》第四卷“舐足”之“舐”：“時爾反。《韻詮》云：以舌取物也。《說文》
從舌氏聲。或作佸、舌豸，又作 、咶，五体皆古人隨自意作之也。”又卷二十九
釋《金光明經第八卷“舐血”之“舐”：“食爾反。顧野王云：舐，以舌取食也。
《說文》正作舓，從舌易聲。經本作䑛，俗用字。”11據玄應、慧琳所釋，舓、
是古文，後又作舐、佸、狧、舌豸、咶，经文作呧、
11

。“舐”先秦也有用例。

又：食爾反。
《說文》云：以舌取物也。或作舓、 ，并通，皆古文舐字也，经作䑛，非也，未详何出。
（
《慧琳音義》卷十五釋《大寶積經》第九十九卷若舐)
食爾反。俗字也。
《說文》云：舐者，以舌取物也。從舌氏聲。正作舓，經從口作呧，非也。
《考声》或作
狧、舌豸、 、咶，五体并古字也，出诸史籍。
（
《慧琳音義》卷十六釋《佛說胞胎經》舌舐)
10

如《庄子·田子方》：
“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舐”亦為“舓”的換旁異構字，
俗又作“䑛”。“ ”又作“

”，俗又作“ ”。
《龍龕手鑒·舌部》
：“

俗； ，正。”慧琳所釋“舌豸”似為“
載，“

”同“舐”，“

，

”的換旁訛寫。又據《龍龕手鑒·舌部》

”“ ”為“舓”“

”的換旁異構字。
《集韻》
：“舓，

《說文》：‘此舌取食也。’或從是。”
咶，有“氣息”義。《廣雅·釋詁二》：“咶，息也。”因口、舌義通，故
“舐”又換旁作呧、咶。如《莊子》卷二《人間世》
：“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
“咶”又與“狧”在“以舌舔物”義上相通。考《说文·犬部》
：“狧，犬食也。”
《集韻·紙韻》：“狧，犬以舌取物。”佸，有“会面、聚会”義。如《诗·王
风·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 毛传：
“佸，會也。”
“佸”
或因人的口、舌義近而為“咶”的換旁異構，即慧琳所說“皆古人隨自意作之也”。
舐，又有換旁異構作“
補·齒部》：“
“

”“

”。《篇海類編·齒部》：“

，音義與舐同。”“

，舌取物。”《字彙

，《集韻》與舐同。” 《五音集韻·旨韻》：

，與舐義同。”
《汉语大字典》釋“舔”的“以舌取物”義似可繫聯“舓、舐、 、 、䑛、

呧、 、 、 、舌豸、狧、咶、 、 、佸”等，指出諸字在表“以舌舔物”義
時為異形同詞，“舔”為後起白話詞，而“咶”表“氣息”和“佸”表“会面、
聚会”義時則與其所表“以舌取物”義為同形異詞。
10.仙（僊、

、仚、屳、

、僲、

）

表“神仙”義的“仙”在歷代文獻中有寫作“僊、 、仚、屳、 、僲、 ”
等。
“仙”本作“僊”，考《說文·人部》：
“僊，長生僊去。從人，從䙴，䙴亦聲。”
段玉裁注：
“漢碑或从䙴，或从山。
《漢·郊祀志》仙人羨門，師古曰：古以僊爲
仙。《聲類》曰：仙，今僊字。蓋仙行而僊廢矣。”“仙”爲“僊”的換位異構，
又作“

”。
《集韻· 韻》：
“

，隸作僊，通作仙。” “仚”又是“仙”的換位

異構。
《說文·人部》
“仚，人在山上。”
《字彙補·山部》：
“仚，即仙字。入山長
生曰仙。”“仚”又寫作“屳”。《集韻·

韻》：“仚，山居長往也。”

表示“神仙”義的“仙”在歷代文獻中還有寫作“
龕手鏡·人部》載，“

”同“

”。“

、僲、

、僲、

”。 據《龍

”皆為“僊”的異構字。

《漢語大字典》釋“仙”的“神仙”義似可繫聯“僊、 、仚、屳、 、僲、
11

”等，指出諸字在表“神仙”義時為異形同詞。
11.燖（燅、

、燂、鬻、爓、

、

、

、

）

“燖”有“用熱水燙已宰殺的豬或雞等來煺毛”義。如北魏酈道元《水經
注·若水》：
“又有温水，冬夏常熱，其源可燖雞豚。”考《說文》
：“燅，於湯中
爚肉。從炎從熱省。 ，或從炙。”徐顥注箋：“燅，古通作尋，久而遂專其義，
又增火旁作燖。”又考《玄應音義》卷九釋《大智度論》第十八卷“燂䐗”之“燂”：
“《聲類》作燂、燖二形，
《字詁》
：古文 、鬻二形，今作燅，同。詳廉反。
《說
文》
：燅，熱湯中瀹肉也。
《通俗文》
：以湯去毛曰鬻。論文作爓。案《說文》
、諸
詮之《蜀都賦》音皆餘瞻反，又羊占反。
《說文》
：爓，火爓爓也。爓非今義。”
《慧琳音義》卷七十九釋《經律異相》第五十卷“燅豬”之“燅”：“上祥閻反。
《考聲》云：以熱湯沃毛令脫落也。經文從火從尋作火 ，俗字，非也。”據玄
應和慧琳所釋，燅，古文作 、鬻，又作燂、燖、火 ，經文作“爓”。又據《說
文》和玄應所引《通俗文》，“燅”的本義是“湯中瀹肉”，引申而有“以湯去
毛”義。“ 、 ”為“燅”的換旁異構字。
《玉篇》
：“燅，亦作 。”《正字
通》
：“ ，舊注同燅。按《說文》炎部，燅或從炙作 。今訛作 ，非。”“燂、
燖、爓”亦為“燅”的換旁異構字。“爓”又有“火焰”義，故玄應指出其表“火
焰”義與表“以湯去毛”義為同形異詞。 “鬻”有“煮”義，似為“燅”的義
近借用俗字。檢《集韻》
：“燅，或作 、 、爓、 、燖、燂、煔。”又據《龍
龕手鑒·火部》載，“

”同“燖”。“ 、煔”亦為“燅”的異寫或異構，“

為“燂”的異構，“

”為“爓”的換旁異構字。“火 ”則是“燖”的俗字，

又寫作“撏、

”

”。黃侃《蘄春語》：“吾鄉謂殺禽獸已，納之沸湯去毛，曰燅

毛。或書作撏。”方言中又作“㷟、煺（退）”。如《王昭君變文》：“醞五百
甕酒，煞十萬口羊，退犢燖駞，飲食盈川，人倫若海。”考《集韻》：“㷟，以
湯除毛。”《正字通》：“煺，俗㷟字。”
《漢語大字典》釋“燖”的“用熱水燙已宰殺的豬或雞等來煺毛”似可繫聯
“燅、 、燂、鬻、爓、 、 、 、 ”等，指出諸字在表“用開水燙後去毛”
義時為異形同詞，而“鬻”表“煮”義與“爓”表“火焰”義時則與其所表“用
開水燙後去毛”義為同形異詞。
12.囈（

、寱、䆿、讆、㦣、讛）

表示“說夢話”義的“囈”為“寱”的俗寫，檢《說文》：“寱，瞑言也。
12

從㝱省臬聲。”段玉裁注：“寱，亦作 。俗作囈。”據《說文》和段注，寱為
的省旁字。考《玄應音義》卷二釋《大般涅槃經》第八卷“寱言”之“寱”：
“ 牛世反。《通俗文》：夢語謂之寱。《說文》：眠言也。《聲類》：不覺妄言也。
經文多作讇。案諸字書字與諂同，佞言也。今多以是鹽、以占二反。此或俗語假
借耳，未詳何證。”又卷十四釋《四分律》第三十二卷“寱語”之“寱”：“音
藝。《說文》：寱，眠言也。《聲類》：不覺妄言也。舊律本多作㦣、讆二形。《三
蒼》：於劌反。謊言也。又音牛例反。《廣雅》：㦣，寱也。謊音呼光反。”據玄
應所釋，“寱”又作“㦣”“讆”。考《說文》
：“㦣，夢言不慧也。”原本《玉
篇》
：“讆，為劌反。
《聲類》或㦣字也。㦣，夢言，意不譿也。在心部。”㦣為
讆的換旁字。《漢語大詞典》釋讆有二義，一為“吹捧壞人”，引《管子》例；
一為“虛妄不實”，引秋瑾例，未能指出“讆”的本義是夢囈。
“寱”為夢中之言，有不實義，引申可指吹捧諂諛，故玄應指出經文多作讇，
“此或俗語假借耳”。“讇”後省作“諂”，“諂”表“佞言”義與其假借表
“寱”的“夢中之言”義為同形異詞。“寱”還可寫作“䆿、讛、囈”。如《慧
琳音義》卷十四釋《大寶積經》第六十九卷“寱語”之“寱”：“音藝。
《集訓》
云：睡語也。
《聲類》
：睡中不覺妄言也。
《廣雅》
：睡驚也。
《說文》
：暝言也。從
12
㝱省臬聲也。臬音魚列反。有從穴作寱， 非也。”又卷七十四釋《佛本行贊傳》
第七卷“寱語”之“寱”：“上倪計反。
《聲類》
：寱，眠不覺妄言也。傳文從言
作讛，非也。”又卷九十九釋《廣弘明集》第二十九卷“寱語”之“寱”：“霓
計反。
《聲類》
：不覺忘（妄）言也。
《說文》
：眠語也。從㝱省臬聲。臬音研結反。
集從口作囈，非也。”俗寫宀、穴常混用，䆿為寱的俗訛字。讛、囈則為寱的換
旁異構俗字，
《玉篇·口部》
：“囈，睡語。”《正字通·言部》
：“讛，與囈同。”
口、言相通，後多用“囈”。
據玄應所釋，“㦣”與“寱”在表示“說夢話”義時為異形同詞，而“㦣”
亦有“吹捧諂諛”義。如《管子·形勢》
：“訾讆之人，勿與任大。”尹知章注：
“讆，譽惡也。”《管子·形勢解》：“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
“㦣”表“吹捧諂諛”義與“寱”所表“夢中之言”義為同形異詞。
《汉语大字典》釋“囈”的“說夢話”義似可繫聯“ 、寱、䆿、讆、㦣、
讛”等，指出諸字在表“說夢話”義時為異形同詞，而“諂”表“佞言”和“㦣”
表“吹捧諂諛”義時則與其所表“說夢話”義為同形異詞。
結語
近年來，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字典的編纂已在向數字化和網絡化發展，
形成新世紀字典編纂的新趨勢。
《漢語大字典》是在現代辭書意識指導下編寫出
來的一部新型字典，注重“古今兼收，源流並重”。在信息網絡化的新時代，
《漢
語大字典》編纂還可藉數字化技術，繫聯每一字的異形同詞與同形異詞，闡明每
個字的形體演變，考溯各形體何時產生，辨明其中一些錯訛異寫字的形成原因，
從而運用電腦強大的超級連結功能，在相關詞語間建立連結，厘清其所有的變體，
讓讀者可以從不同角度點擊檢索都能迅速地查看到其想知道的各種信息。如點擊
“貌”不僅可繫聯“皀”和“很”在表“容儀”義時與“貌”為異形同詞，而且
可繫聯其與“貌”為同形異詞的“稻谷的香气”和“不聽從”義。又如點擊“舔”
12

寱，據文意當作“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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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繫聯其表“以舌舔物”義的異形同詞“舓、舐、

、

、䑛、呧、

、

、

、舌豸、狧、咶、 、 、佸”等，又可繫聯其同形異詞“咶”的“氣息”和“佸”
的“会面、聚会”義，還可繫聯“咶”的“話語”義及其表“話語”義的異形同
詞“䛡、譮、 、舌話、 ”等。再如點擊“嫰”可繫聯其表“柔弱”和“軟好”
義的異形同詞“臑、枘、媆、濡、

、 、女頼、腝”，又可繫聯其同形異詞“腝”

的“帶骨的肉醬”義、“臑”的“動物的前肢”義和“枘”的“樹木經砍伐後新
生的枝條”義，還可繫聯“媆”表“柔弱”義的異形同詞“輭”“軟”和“臑”
“腝”表“熱，暖和”義的異形同詞“煗、煖、暖”。由此就盡可能地充分體
現了《漢語大字典》“存字釋字”的特點，反映漢字形音義的發展，探求漢字
結構和構形的規律，揭示漢字演變的所以然。
Exploration of emboding and explaining homograph and variant word
Xu Shiyi
Classical Literature Institute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
Abstract：The ancient and 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often formats
the various of Writem Mode of numerous font and composition. The orgin of
phenomenon of homograph and variant word is that the numerous font and
composition during different times and regions. The compilation of Hanyudazidian
（《汉语大字典》）can make use of the computer’s strong link function to relate with
the homograph and variant word of any word. We can clarify the whole version in
order to exhibit the development of font，pronunciation and menings. By
promulgat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the readers will get everything from
different retrieval mode.
Keywords：homograph；variant word；the compilation of the dictionary comp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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