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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程
2021 年 10 月 31 日：開幕式及主題發言 【實時 ZOOM 會議】
11 月 07 日：閉幕式及總評
【實時 ZOOM 會議】
11 月 01 → 07 日：分組發言 【公開事前錄製視頻（YouTube，騰訊視頻）】

實時 ZOOM 會議

https://us02web.zoom.us/j/5504039813?pwd=THN5TFhyR2ZrNWxXM2RudGtka05Ldz09

會議室 ID： 550 403 9813
密碼：
2021

請下載安裝 Zoom 會議客戶端
https://zoom.us/client/latest/ZoomInstaller.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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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2021 年 10 月 31 日
14:00-14:30（韓國時間）
13:00-13:30（中國時間）
主持人：河永三（世界漢字學會秘書長）

【歡迎辭】
李圭甲
（韓國 延世大學 教授）

【致辭】
大形徹
（日本 立命館大學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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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歧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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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辭】
阮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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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報告】
河永三
（韓國 慶星大學 教授，世界漢字學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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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基礎漢字識別與文言文翻譯
(인공지능 기반 漢字 인식과 文言文 번역)
金愚政（韓國 檀國大學）

【主題發言 2】
Traditional Archive Decoding based on Deep Learning for Digital LARCHIVEUM
李敏鎬（韓國 慶北大學）

【主題發言 3】
古文字智能數據庫研發的現狀與未來
劉志基（中國 華東師範大學）

【主題發言 4】
韓國禮學文獻數據庫與智能化平臺開發
鄭邵琳（中國 華東師範大學）

【主題發言 5】
關於日本中國學的 IT 利用環境的歷史
(日本中國學における IT 利用環境の歴史について)
山田崇仁（日本 立命館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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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總結】
A 組：漢字書寫文獻整理及研究
B 組：漢字使用及漢字變體類型
C 組：漢字資料庫深加工問題
D 組：漢字文化史研究
E 組：漢字認知與教學
F 組：域外漢字研究

【第九屆會議籌備情況報告】
【第九屆會議承辦單位代表發言】
臧克和
（世界漢字學會 會長，中國 華東師範大學 教授）

分組發言
2021 年 11 月 1 日 — 7 日

http://waccs.info/html/sub3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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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머리말
2030년을 살아갈 학생들이 갖춰야 할 역량이 무엇인지를 찾아내고 이를 기르기 위한 교육의 방향을 모색함
을 목적으로 한 OECD Education 2030 프로젝트에서는 미래사회를 변동성(Volatility)ㆍ불확실성
(Uncertainty)ㆍ복잡성(Complexity)ㆍ모호성(Ambiguity), 이른바 ‘VUCA’로 규정한 바 있다.1 분과별로 구축된
학문 구조와 교육 시스템으로는 복합적인 상황에 효과적으로 대응할 수 없다는 문제의식을 드러낸 것이다. 또
한 코로나 팬데믹의 장기화로 비대면이 일상화되면서 디지털을 기반으로 한 정보통신 기술의 도움 없이는 아무
것도 할 수 없는 시대가 되었다. 이제 디지털 기술에 큰 관심을 두지 않았던 인문학자들 사이에서는 디지털과
접목하지 않고는 도태되고 말리라는 불안감이 형성되고 있는 것이다.
漢字와 漢文(古典文言文) 방면에서는 데이터 마이닝, 텍스트 마이닝, 코퍼스 구축, 토픽 모델링, 매핑
(mapping), 비주얼라이제이션(visualization), 의미망(semantic web), 네트워크 분석 등 디지털 기술에 기반한 기
법이 대표자형 선정, 사용빈도 조사, 共起 관계 파악, 시기별 지역별 한자 사용 양상, 고문헌 연구 등에 활용되
고 있다. 특히 인공지능 알고리즘 기술을 이용한 한자인식과 고전문언문 기계번역은 기술적 진화를 거듭하고
1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2030-proj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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있는 디지털 기술을 전문 지식을 갖춘 인간만이 할 수 있다고 간주하여 온 분야에 적용하려는 것이라서 뜨거운
관심을 끌고 있다.
따라서 본고에서는 이 두 분야의 기술적 방법과 성과를 소개함으로써 정보통신 혁명의 시대에 인문학이 지향
해야 할 방향을 함께 고민해보려고 한다.
인공지능을 전문으로 하는 엔지니어 입장에선 기술적 측면보다 콘텐츠의 빈곤이 더 큰 문제다. 자신들이 확
보하고 있는 기술을 실험할 콘텐츠에 대한 지식이 부족하기 때문이다. 반면 인문학자들은 콘텐츠에 대한 지식
은 풍부하나 콘텐츠를 인공지능과 접목하는 방법에 대해서는 잘 모른다. 즉, 원시 형태의 콘텐츠를 기계 가독형
데이터로 변환하는 기술이라던지 변환된 데이터를 자신의 연구에 어떻게 활용할 수 있을지 모르는 경우가 많다.
그러므로 인문학이 기계의 성능을 테스트하기 위한 도구로 소비되지 않고 상호 발전할 수 있도록 하려면 인문
학자들의 관심이 더욱 절실히 필요하다. 인공지능 기술을 적용할 콘텐츠가 부족한 상황을 현명하게 이용하여
인문학자들에 의해 주도되는 인공지능 기반 연구방법을 확보할 수 있도록 힘써야 할 시점이다. 이는 경험과 직
관에 의존하는 경향이 강했던 인문학 연구방법의 한계를 보완하는 데에도 크게 기여하리라 본다.

2. 문자인식 기술의 발전 과정
한자는 形‧音‧義 3요소로 이루어진 문자이지만 그중에서도 형이 가장 중요하기 때문에 形系文字로 분류되
기도 한다. 따라서 문자생활의 혼란을 줄이기 위해서라도 한자 자형을 수집‧정리‧분류하는 일은 매우 중요한
일이었다. 오늘날, 자형의 표준화가 필수적인 중국‧대만‧홍콩‧일본 등에서는 통용되고 있는 자형에 대한 연구
는 물론, 과거의 자형을 수집‧정리하는 데에도 국가적 지원이 이루어지고 있다. 하지만 한자의 활용도가 상대적
으로 낮은 한국의 연구 수준은 이에 미치지 못하고 있다. 따라서 국학 연구의 기초자료를 구축한다는 의미뿐만
아니라 사회적 활용가치를 제고하기 위해서라도 한국의 역대 한자 자형을 종합적으로 수집‧정리하여 데이터베
이스화할 필요가 있는데, 최근 인공지능 문자인식 기술을 활용한 일련의 연구는 2000년 초의 한국역사정보통합
시스템 구축사업과는 달리 시간과 비용을 획기적으로 줄일 수 있다는 점에서 많은 주목을 받고 있다.
이와 관련한 국내 연구 사업으로는 경북대에서 진행된 ｢디지털 라키비움 구축을 위한 기계학습 기반 전통기
록물 해독｣ 사업(한국연구재단, 사업기간 2017~2020), 한국국학진흥원‧㈜NHN다이퀘스트 등이 공동 개발한 ｢
한자 인식 OCR 인공지능 모델 개발｣ 사업(한국지능정보사회진흥원, 사업기간 2020~2021), 단국대 한문교육연
구소의 ｢한국 역대 漢字 字形 字典 데이터베이스 구축 및 활용｣ 사업(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사업기간 2019~2022),
한국전자통신연구원이 주관하고 한국고전번역원‧㈜엘솔루 등이 참여한 ｢인공지능 기반 개방형 한문 고서 번
역 및 해석 지원 기술 개발｣ 사업(한국콘텐츠진흥원, 사업기간 2021~2024) 등이 있다. 이 중 경북대에서 수행
한 사업은 초서로 쓰인 일기류를 해독하는 것을 목표로 하며, 나머지 과제는 주로 해서로 쓰인 문집류와 고문헌
자료를 대상으로 하고 있는데, 자체 발표 결과에 따르면 80% 후반~90% 초반에 육박하는 인식률을 보인 것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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로 알려져 있다. 경북대, 한국국학진흥원, 한국전자통신연구원 과제는 문자인식 또는 문자인식을 통한 번역
에 초점을 맞춘 것이라면 단국대 과제는 방대한 양의 한자 데이터베이스를 구축하기 위한 수단으로 문자
인식 기술을 활용한 것이라는 점에서 다르다. 스타일이 제각각인 자형들을 동시에 학습시켜야 하는 난점만 극복
한다면, 데이터베이스 구축에 필요한 시간과 비용을 대폭 줄일 수 있을 것이며, 자형 데이터를 지속적으로 누
적, 정제, 정리하는 플랫폼을 구축하여 관련 연구에 활용하는 것도 가능하리라 기대된다.
광학적 문자인식(OCR :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기술은 1960년대 초반으로 거슬러 올라간다.2 글자 그
대로 문서에 새겨진 문자를 빛을 이용하여 판독하는 기술로, 지금은 손글씨도 인식하는 수준에 이르렀지만 당
시에는 컴퓨터가 식별할 수 있도록 최대한 단순한 형태의 알파벳만 읽을 수 있었다. 그 결과 OCR-A라고 하는
매우 부자연스러운 모양의 폰트가 완성되었는데, 한 글자를 수십 개의 모눈[方眼]으로 분할하여 특정 모눈의 흑
백을 구분하거나 字劃 形狀의 특징을 구분하는 방식으로 판독했다.
인쇄체 한자를 인식하는 기술은 60년대 후반 IBM의 연구원이었던 Casey와 Nagy가 제안한 ‘階層的 形板 一
致化(hierarchical template matching)’ 기술에서 출발한다.3 이 기법은 필획에 해당하는 부분을 일정 간격의 검은
점으로 나타낸 판(peephole templates)을 이용한다는 점에서 이전의 OCR 기술과 크게 다르지 않지만, 완정한
형태의 한자 외에 構件(common radical form), 구건 간의 거리, 필획의 특성 등을 함께 학습시켜 판독하도록 하
였다는 점이 특징이다. 이후 1979년에 雜影(image noise)을 제거하는 모호화(blurring) 기법이 제안되고, 글자의
선의 요소를 추출하여 이용하는 directional pattern matching 기법이 등장하며 정확도가 향상되었다.4 80년대 중
반에는 relaxation matching 기법과 같이 手書體 한자 인식에 관한 기술과 비선형 규범화(nonlinear
normalization) 기술 등이 등장하며 한자 인식의 정확도가 상당히 높아졌다.5 또한 이전의 단순 거리 기반 한자
분류 및 인식률을 개선한 MQDF(Modified Quadratic Discriminant Function) 기법과 의사결정나무를 사용하여 인
쇄체 한자를 인식하는 기법도 개발되었다. 온라인 한자 인식을 위해서 제안된 semantic-syntactic 연구 또한 80
년대에 출현했다. 하지만 한자는 많은 문자(alphabet)와 문자 간 높은 유사성, 다양한 폰트와 서체가 존재하므로
당시 개발된 방법으로는 높은 인식률에 도달하기 어려웠다. 때문에 기존의 여러 분류 및 인식 기법을 복합적으
로 이용하는 기술들이 개발되었는데, 이 때 적용된 기술이 바로 인공지능 알고리즘을 통한 한자 인식이다.
2004년 Wang은 인공지능의 다층 퍼셉트론(MLP: Multi-layer Perceptron) 기법을 사용하여 한자 인식률을 높

2

G. L. Fischer, Jr. et al., Eds.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Washington, D.C.: Spartan Books, 1962.

3

R. Casey; G. Nagy, Recognition of Printed Chinese Characters . IEEE Transactions on Electronic Computers,
Vol.15, Iss.1, Feb. 1966.

4

M. Yasuda; H. Fujisawa, An improved correlation method for character recognition. Systems‧Computers‧Controls,
Vol.10, No.2, 1979.

5

J. Tsukumo; H. Tanaka, Classification of handprinted Chinese characters using nonlinear normalization methods. Proc.
9th Int. Conf. on Pattern Recognition, Rome, Italy, pp. 168-171, Nov.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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이고자 하였다. MLP는 인접한 층 간의 모든 뉴런들이 연결된 형태로 매우 정확하게 데이터를 구분할 수 있도록
해준다. 하지만 이미지를 분석하는데 있어 MLP는 데이터의 위상학적 구조를 학습하기 어렵다는 단점이 있다.
합성곱 신경망(CNN: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은 이러한 문제를 해결하기 위해 제안된 기술이다. CNN은 시
각적 영상을 분석하는 데 사용되는 다층의 피드-포워드적인 인공신경망의 한 종류로, 공유 가중치 구조와 변환
불변성 특성에 기초하여 영상 인식, 추천 시스템, 의료 영상 분석 등에 널리 응용되고 있다. 다층 퍼셉트론은 일
반적으로 완전히 연결된 네트워크, 즉 한 계층의 각 뉴런이 다음 계층의 모든 뉴런에 연결되는 신경망 구조다.
그런데 네트워크가 완전히 연결될 경우 주어진 데이터에 過適合(overfitting)되는 경향이 있다. 때문에 이를 정규
화하기 위해 최적화 함수에 특정 척도를 추가하는 방법을 쓰는데, CNN은 데이터에서 계층적 패턴을 활용하고,
더 작고 간단한 패턴을 사용하여 더 복잡한 패턴을 표현함으로써 정규화와 같은 효과를 낸다. 동물들의 시각 피
질 조직에서 개별 피질 뉴런이 수용장(receptive field)으로 알려진 시야의 제한된 영역에서만 자극에 반응하는
것과 유사한 원리다. 상이한 뉴런의 수용 필드는 전체 시야를 볼 수 있도록 부분적으로 중첩된다.
CNN을 적용한 한자 인식의 기본구조는 <그림 1>과 같다.6

<그림 1> X. Xiao 등이 개발한 CNN 구조 (C는 conv, MP는 max-pooling의 약어)

이 기술은 합성곱 계층(conv layer)와 통합 계층(pooling layer)으로 구성되는데, conv layer는 입력된 데이터의
특징을 추출하는 역할을 하고 pooling layer는 conv layer로 추출된 특징 맵에 대한 차원축소를 시켜, 인공지능
알고리즘의 문제점 중 하나인 과적합을 해결해준다는 장점을 가진다.
합성곱 계층의 기본 연산과정은 <그림 2>와 같다.7 입력은 3행 3열 크기를 갖는 행렬이지만, 2행 2열 커널과
의 합성곱 연산을 통해 2행 2열 출력으로 나오게 된다. 커널의 크기와 합성곱 연산 횟수에 따라 출력의 크기는
입력과 다르게 변하게 된다. 이를 방지하기 위해 입력 데이터 행렬에 0의 값을 이어붙이는 풀링 기법을 이용하

6

X. Xiao et al., Building fast and compact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 offline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Pattern Recognition, Vol. 72, Dec. 2017.
7

이동구 외, ｢이미지 인식률 개선을 위한 CNN 기반 이미지 회전 보정 알고리즘｣, 『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et, Broadcasting and Communication(IIBC)』, Vol. 20, No. 1, Feb.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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기도 한다.
하지만 이미지 내 어느 부분에 특정 이미지, 즉
문자가 있는지를 판단하려면 별도의 기술이 필요
하다. R-CNN은 이 문제를 해결하기 위해 개발된
알고리즘으로, 이미지 내에 있는 서로 다른 객체를
찾아내고 분류하며 각 객체의 경계를 찾아내는 데
뛰어난 성능을 발휘한다. <그림 3>에서 보듯 RCNN은 복잡한 이미지를 구성하는 개별 개체들을
<그림 2> 합성곱 계층의 기본 연산과정

각각의 특성에 따라 분리하는데 적합하다. 이미지

내 객체의 텍스처(질감), 색, 감도 등 비슷한 특징을 지닌 픽셀끼리 연결시켜 그것을 둘러싸는 다양한 크기의 창
인 bounding box를 찾아내는 selective search 알고리즘을 활용한다. 바운딩 박스가 구성되면 해당 박스 안의 내
용을 CNN을 통해 인식 및 분류하고, 배경으로 분류된 박스는 버리고 객체로 판단된 박스만 남기되, 남은 박스
의 객체의 유사성을 계산하여 박스 크기를 조절하는 구조를 지니고 있다.

<그림 3> R-CNN의 구조

다만 초기에 제안된 R-CNN 모델은 학습 및 테스트 속도가 느리다는 단점이 있었다. 때문에 속도를 개선한
fast R-CNN, faster R-CNN 모델 등이 등장하였으며, 최근에는 바운딩 박스 알고리즘을 개선한 Mask R-CNN이
제안되었다. 단국대에서 한자 이미지 분할을 위해 채택한 모델도 Mask R-CNN인데, 이 기술은 원 이미지의 픽
셀 단위로 바운딩 박스를 선정하기에 표지판 등에 표시된 글자 인식은 물론 한자 인식에도 유용하다고 평가받
고 있다. 해외에서는 이런 인공지능 알고리즘을 한자 인식에 적용하는 기술이 상당히 발전하여, 손글씨를 인식
하는 기술도 상용화 단계에 접어들었다(<그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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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그림 4> Phyton을 이용한 한자판독기술실습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4682059/)

3. 문자인식 기술을 적용한 漢字 字形 데이터베이스 구축
단국대 한문교육연구소에서 구축하고 있는 ‘한국 역대 한자 자형 데이터베이스’에 담아내고자 하는 문헌은
『한국문집총간』, 조선왕조실록, 『일성록』, 『日記廳謄錄』 등 574종이며, 총 자수는 약 3억 자, 자종은 약 1만 7천 자
다. 이미지 분할과 분류(판독)에 각각 다른 알고리즘 모델을 사용하였는데, 이미지 분할에는 ‘Mask R-CNN’을, 분
류에는 ‘Inception-Resnet-V2’ 모델을 사용하였다.

한자 자형 데이터베이스 구축은 이미지 수집, 분할 및 정제, 분류, DB 시스템 입력의 순으로 진행된다. <그림
5>는 본 과제 착수 시점의 기본 계획을 나타낸 것으로, 한국고전번역원 데이터베이스에 저장된 문집 이미지파
일을 면(페이지) 단위로 크롤링(crawling)하여 이미지를 확보한 후, Mask R-CNN 모델을 이용해 글자위치를 추론
하도록 학습시킨다. 이에 따라 이미지들이 글자 단위로 분할되어 바운딩 박스가 생성되면, 바르게 분할되었는지
를 수작업으로 검토‧조정한 뒤 알고리즘을 이용해 순서에 맞게 재정렬한 후, 크롤링한 데이터베이스의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파일에 매칭하면, 유니코드 등록자와의 매칭도 함께 이루어지게 된다. 즉,
해당 자형 및 자체가 유니코드로 개발된 경우에는 유니코드에 따라 배열하고, 유니코드에 등록되어 있지 않는
형태는 별도로 수집하는 것이다. 그 뒤 유니코드와 매칭된 자형을 이용해 CNN 모델을 학습하고, 학습된 CNN
모델을 이용해 특징이 다른 자형들은 나누고(classification), CNN으로 분류되지 못한 자형들은 유사한 자형끼
리 하나로 묶어낸(clustering) 후 시스템에 업로드하여 오류 여부를 점검하는 것이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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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그림 5> 한자 자형 데이터베이스 구축 사업 초기 프레임워크

<그림 6>은 전체 프로세스 중 한자 이미지의 수집, 분할, 분류, 수정 과정만을 보인 것이다. 유니코드 매칭이
이루어진 한자들은 각각의 자형에 대한 메타데이터(속성정보)를 부여한다. 메타데이터는 동양학연구원이 구축
한 ‘통합디지털한한대사전’의 표제자 정보 중에서 총획, 부수, 획수, 의미항 등을 간추려 부여할 예정이며, 유니
코드 제작에 사용되는 IDS(부건 정보), IVD(이체관계정보), 각국의 코드 정보 등도 함께 부여할 계획이다. 유니코
드 매칭이 불가한 한자가 발견되었을 경우에는 전문가 검토 과정을 거친 후 국제표준화회의(IRG: Ideographic
Research Group)에 등록 요청할 예정이다.

① 초기 이미지 스캔

② 세그멘테이션

③ 분류 및 클러스터링

→

↓

→

④ 오류 검토 및 수정

<그림 6> 한자 이미지의 분할, 분류 및 수정 과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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본 연구팀은 1차년도에 이상의 프로세스를 『芝村集』(李喜朝 저, 목판본)에 시범적으로 적용하여 테스트하였
으며, 문집 이미지 한 면을 기준으로 95% 이상의 글자가 정상적으로 분할‧추출되는 결과를 얻었다. 2년차에는
1차년도 모델을 다양한 판종의 문집에 적용하여 자형 데이터베이스를 구축하는 작업을 진행하였다. 자형 데이
터베이스 구축을 위해 투입된 미학습 이미지 데이터는 『한국문집총간』 본집 350책과 속집 150책이다. 서종을
기준으로 하면 총 1,259종(본집 662종, 속집 591종)이며, 판종을 기준으로 하면 목판본 713종, 목활자본 250종,
금속활자본 244종, 필사본 99종, 괘인사본 38종, 석인본 23종, 도활자본 1종이다.
위와 같은 과정을 통하여 최종적으로 134,574,720자의 자형 이미지 데이터를 추출하였는데, 이는 『한국문집
총간』 수록 전체 예상 자형의 약 80%에 해당하는 양이다.

3.1. 세그멘테이션 알고리즘
초기에는 글자의 경계를 최대한 정확하게 탐지하여 글자 추출단계에서 잡영을 최소화하기 위해 글자의
경계 위주로 학습데이터를 생성하였으며, 대량의 데이터를 처리해야 하므로 이미지의 크기는 100×100픽
셀로 제한하였다. 그러나 글자 추출 과정에서 과적합 현상과 자형을 정확하게 분할하지 못하는 문제가 발
생했다. 이 문제를 해결하기 위해 신규 학습데이터를 생성하였다. 신규 학습데이터는 이전 학습데이터보다
글자의 경계선을 완만하게 설정해 전체적인 형태를 학습할 수 있도록 하였다(<그림 7>). 또한 과적합 문제
를 완화하기 위해서 기존 10종의 학습데이터를 60종으로 증가시켰다.

기존 학습데이터의 자형 분할

신규 학습데이터의 자형 분할

<그림 7> 1차년도 개발 모델을 사용한 자형 분할

그 결과 기존 모델의 과적합 문제가 완화되어 학습데이터 외의 글자에 있어서도 이전 모델보다 높은 정확도
로 글자 경계를 탐지할 수 있었다.
초기 모델의 학습 횟수는 에포치(epoch) 당 100스텝(step)이었다.8 전체 학습데이터를 1회 학습하는 동안 파

8

epoch는 전체 학습 데이터를 1회 학습하는 것을 말하며, step은 인공지능 모델의 가중치와 편향값을 조절하는 횟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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라미터(가중치와 편향값)를 100스텝으로 조절하였으나, 신규 모델의 경우 학습데이터의 종류가 증가하였기에
기존 모델에 비해 스텝을 늘려 1에포치 당 500스텝으로 학습을 진행하였다. 총 300에포치를 학습하였으며, 인
공지능 머신인 AMD EPYC 7000/ RTX2080Ti*4을 이용하여 약 2달 간(1,344시간) 학습을 진행하였다. 학습 이후
목판, 필사본 100종 샘플을 대상으로 검출 테스트를 실행하였다. 학습하지 않은 이미지를 분할하는데 1면당 2
초의 시간이 소요되었으며, 판본에 따라서 개선된 결과를 확인할 수 있었다(<그림 8>).

『牧隱藁』 (목판)

『惺所覆瓿藁』 (필사)

<그림 8> 신규 모델을 사용한 한자 검출 결과

<그림 9>는 신규 모델을 이용해 추출한 자형 이미지 데이터를 좀 더 선명하게 보인 것이다.

➜

『農巖集』 권15 (금속활자본)

왼쪽 제2행 자형 이미지 추출 예

를 의미한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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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그림 9> 자형 이미지 추출의 예

이와 같이 2년차에 이루어진 자형 추출물은 다양한 판종에서 양호한 성능을 보였다. 활자, 목판, 필사본에서
무작위로 100개의 표본을 선정하여 글자 추출 성능 테스트를 진행하였는데, 목판본은 평균 93%, 활자본은 94%,
필사본은 74%의 검출 정확도를 보였다. 필사본의 경우 글자의 형태가 다양한 이유로 별도의 학습모델을 개발할
필요가 있는 것으로 판단되었다.

3.2. 군집화 알고리즘
한편 字種별로 분류가 완료된 데이터를 대상으로 자형의 특성에 따라 분류하는 알고리즘을 개발하였다. 이
알고리즘은 비지도 학습을 이용한 인공지능 모델을 기반으로 하며, 데이터의 특징별 거리와 밀도를 측정하여
그룹을 지정해주는 군집화 알고리즘이 추가로 사용된다. 한자를 자형의 특성별로 분류하는 작업은 <그림 10>
과 같이 세 단계로 나누어진다.

<그림 10> 군집화 작업의 전체 시스템 구성도

첫 번째 단계는 인공지능 모델을 이용하여 각 한자 자형들을 분석하는 단계이다. 자종의 특성을 분석하기 위
해서 쓰이는 인공지능 모델인 오토인코더 모델은 비지도 학습을 통해 특성의 정보를 입력 받지 않은 상태로 각
자종의 특성을 자동으로 분석해주는 역할을 한다. 오토인코더 모델 중 한자 이미지를 입력 받는 인코더 모델은
입력된 한자를 다시 재생성하는데 필요한 특징만 추려 저차원으로 매핑(mapping)을 해주는 역할을 한다. 이렇
게 매핑된 정보는 디코더 모델로 입력되어 본래 한자 이미지로 복원된다. 오토인코더 모델의 학습은 복원된 이
미지가 원본 이미지와 최대한 비슷해지도록 학습이 이루어지며, 그 과정에서 저차원으로 매핑된 정보에 한자이
미지의 주요 특징만 추출되도록 학습이 이루어진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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두 번째 단계는 비슷한 특징을 가진 자종끼리 그룹을 짓는 군집화 단계이다. 앞에서 획득한 저차원의 정보는
2차원의 산점도 그래프를 통해 서로의 특징의 유사도를 비교할 수 있다. 군집화 알고리즘을 통해, 산점도 상에
서 각 점(한자)들 사이의 거리를 계산하여 가까운 점들끼리 같은 그룹 점수를 부여하고, 점들이 많이 뭉쳐진 밀
도를 파악하여 추가적으로 그룹 점수를 부여하여 비슷한 점수의 점들끼리 그룹을 확정한다. 세 번째 단계는 앞
의 두 단계를 거치며 확정된 그룹 정보를 한자 이미지 파일에 적용시켜 폴더별로 그룹을 나누는 작업이다.
군집화 모델을 사용하는 목적은 단일 자형의 집합에서 여러 자종이 존재할 경우 이를 분류하기 위함이다. 군
집화 모델이 목적에 맞게 잘 동작하는지 성능을 테스트하고, 문제점을 파악하여 군집화 알고리즘의 고도화 작
업을 수행했다. 군집화 모델의 성능을 테스트하기 위해 다양한 자종으로 이루어진 200만 자의 데이터 집합과
단일 자종과 단일 자형으로 이루어진 데이터 집합을 사용하였다.

본 과제에서는 초기에 개발한 군집화 모델이 서로 다른 특징을 가진 자종들을 잘 구분해내는지 알아보기 위
해 다양한 자종으로 이루어진 데이터를 이용해 실험을 수행하였다.

<그림 11> 다양한 자종으로 이루어진 데이터의 군집화 결과

<그림 11>은 각 2,000개의 서로 다른 12개의 자형으로 이루어진 데이터로 군집화 모델을 실행한 결과를 단
계별로 보여준다. 주요 성분 분석을 통해 12개의 영역으로 데이터를 분류해냈으며, 최종적인 정확도는 98%였
다.
또한 군집화 모델이 단일 자종과 단일 자형으로 이루어진 데이터를 동일한 하나의 그룹으로 분류하는지를 알
아보기 위해, 단일 자종 ‘者’의 자형 이미지 데이터 5,000개를 대상으로 군집화를 수행하였다. 그 결과는 <그림
12>와 같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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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그림 12> 단일 자종과 단일 자형으로 이루어진 데이터의 군집화 결과

<그림 12>를 보면, 기존의 군집화 모델이 동일한 자종과 자형임에도 불구하고 자형 이미지들을 하나의 그룹
으로 분류하지 않고 서로 다른 그룹으로 오분류했음을 확인할 수 있었다. 이를 통해 집합간의 간격의 차이를 설
정하는 옵션이 모든 데이터들에 대해 고정된 파라미터 값을 사용할 경우 오류가 발생할 수 있으며, 콘텐츠의 유
사도(글꼴)보다 글자체(스타일)의 유사도가 더 큰 영향을 미친다는 점을 알 수 있었다. 즉, 자형이 다르더라도 스
타일이 유사하다면 같은 그룹으로 분류할 가능성이 있는 것이다.
따라서 군집화 모델을 고도화하기 위해 4,500여 종의 한자를 기준으로 집합 간의 거리 간격을 가장 적합하게
하는 파라미터가 무엇인지 찾아보는 실험을 진행하였다. 파라미터를 1.0부터 5.0까지 0.1 간격으로 설정하여 군
집화한 후, 각 그룹의 대표자를 뽑아 엑셀로 정리하고 검수과정을 거쳐 이상적으로 그룹을 나눈 파라미터를 선
정하였다.
또한 스타일의 영향을 더 크게 받는 문제를 줄이기 위한 조정도 병행하였다. <그림 13>은 오토인코더 모델을
데이터들이 모두 같은 스타일의 특징을 갖도록 수정한 것이고, <그림 14>는 이러한 과정을 거친 후의 군집화
산점도다. 스타일을 비슷하게 만들었을 때 두 자종의 특징을 더 명확히 구분함으로써 집합 간의 거리가 더 멀어
진 것을 볼 수 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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목표 스타일

스타일 변환

→

원본 이미지

결과 이미지

<그림 13> ‘者’와 ‘爲’의 스타일을 유사하게 변환한 예

스타일 변환 전

스타일 변환 후

<그림 14> ‘者’와 ‘爲’의 스타일 변환 전후 군집화 산점도 그래프

한편 비지도학습을 통해 진행한 군집화 정보들은 전처리 과정을 거쳐 라벨링된 데이터로 활용하였다.
라벨링된 데이터는 인공지능 모델을 통해 지도학습을 수행하는데 쓰일 수 있다. 지도학습은 비지도학습과
달리 정답(라벨)이 존재하는 데이터로 학습이 이루어지기 때문에 훨씬 정확하게 데이터를 분류할 수 있다
는 장점이 있다.

3.3. 데이터 정제와 검수
추출된 자형 이미지 데이터들은 정제과정과 검수과정을 거쳤다. 데이터 정제란 자형 이미지와 유니코드가 일
치하는지를 확인하는 작업으로, 본 연구진이 자체 개발한 프로그램을 사용하였으며 데이터 검토는 2년차 연구
기간 중에 구축한 ‘한자 자형 데이터베이스 관리시스템’의 자형 검수 기능을 활용하여 진행하였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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전처리 작업에서 가장 어려운 공정은 XML의 오류에서 비롯되었다. 데이터 학습을 하기 위해서는 원본 이미
지와 완전히 일치하는 XML 자료가 필요하다. 본 연구진은 추출된 자형이미지에 유니코드를 부여하기 위해
2000년부터 한국고전번역원의 한국고전문헌 디지털화 사업을 통해 구축된 XML 자료를 사용했다. 그러나 본 연
구진이 공공데이터포털(www.data.go.kr)에서 확보한 『한국문집총간』 XML은 전문가의 교감·교열을 거쳐 기타
정보가 추가되거나 산삭되어 연구진이 개발한 데이터 정제 프로그램에는 적합하지 않는 문제가 발생하였다. 이
런 이유로 예상치 못하였던 전처리 과정이 포함될 수밖에 없었다. 본 연구팀에서는 전처리를 하기 위한 별도의
프로그램을 제작(<그림 15>)하여 1차 전처리를 시행했지만, 오류 가능성이 상존했기 때문에 결국 사람이 일일
이 대조‧검수하는 과정을 거쳐야 했으며, 전체적인 프로세스를 지연시키는 원인이 되었다.

<그림 15> 데이터 전처리 프로그램

이와 같이 데이터 전처리가 끝난 자형 이미지 데이터는 이미지 구축 알고리즘을 통해 분할되어, 최종적으로
<그림 16>과 같이 개별적 이미지 형태로 추출된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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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그림 16> 글자 추출후 XML내 유니코드와 매칭한 결과

추출된 이미지는 ‘데이터베이스 관리시스템’에서 사용할 수 있도록 아래와 같은 정보값을 부여하여 최종 정제
본이 된다.

<그림 17> 파일명 부여 규칙

한편 데이터 정제를 위해 별도의 클러스터링 규칙을 정하였다. 이는 모든 한자에 대해 클러스터링을 하는 것
보다는 참고 테이블을 작성하여 클러스터링에 적용함으로써 효율성을 높이기 위한 것이다. 클러스터링에 필요
한 대표자는 3,480종이며, 이에 해당하는 분류는 4,883자이다.

또한 정제 과정을 통해 추출된 데이터를 통합하여 검수, 정리하는 ‘데이터베이스 관리시스템’(http://hancharacter.duckdns.org/manage/hceadmin.php)을 개발하였다. 이 시스템은 ‘자형분석’, ‘자형검토’, ‘자형확정’의 3
단계로 진행된다. 모든 공정에서 추출된 자형의 모양과 유니코드 부여에 문제가 없는 경우 전체를 선택해서 일
괄 수정할 수 있다. 만일 정제된 데이터 중 일부 정보가 잘못 연결된 경우 ‘자형검토’와 ‘자형확정’에서 이를 수정
할 수 있다. 만일 수정 내용이 있는 경우 ‘변경내역’ ‘유니코드 변경’ 등의 내용이 기록되고, 변경된 내용이 없으
면 ‘변경 없음’이라고 표현된다. <그림 18>은 정제과정을 통해 데이터베이스에 ‘可’로 반입된 자형 이미지를 ‘분
석완료’로 일괄 처리한 사례이다.

19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그림 18> 자형분석 화면

3.4. 사용자 공개 개방형 웹서비스 시스템 구축
본 연구팀에서는 ‘데이터베이스 관리시스템’과 동시에 사용자를 위한 개방형 웹서비스 시스템도 구축하였다
(http://han-character.duckdns.org/vtcd/). 현재는 과업이 진행 중이기 때문에 공개하지 않고 있으며 사업 종료 후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의 승인을 거쳐 일반에 공개할 예정이다. 이 웹서비스 시스템에는 자의 정보, 음가 정보, 이체
자 정보 등 각 한자의 기초데이터가 제공된다. 유니코드 정보를 기본적으로 포함하고 있으며, 자음과 자의 정보
는 단국대학교 동양학연구원의 ‘통합디지털한한대사전’의 표제자 정보도 선별적으로 담을 계획이다.
현재의 검색방식은 ‘한자검색’, ‘음가검색’, ‘총획검색’, ‘부수검색’, ‘부건검색’, ‘종합검색’으로 되어 있다. 이 중 ‘종
합검색’은 앞의 다섯 가지 검색을 한 화면에서 할 수 있게 설계되었다. 현재 부건 검색을 제외한 나머지 검색 기
능은 구현이 되었다. 검수 완료된 한자의 경우, ‘자형의 유형’, ‘등록자형 이미지 수’, ‘백분율’, ‘전체자형보기’로 살
펴볼 수 있다(<그림 19>).

<그림 19> 검색 완료된 정보 화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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이 화면에서 ‘전체자형보기’를 클릭하면 데이터베이스에 수록된 전체 자형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해당 자형에는
출전 문집명과 유니코드 정보가 수록되어 있으며, 사용자 편의를 위해 매 한자마다 자음, 자의 정보와 국가별
코드 정보도 함께 제공하고 있다(그림 20>).

<그림 20> 전체 자형 보기 화면

인공지능 문자인식 기술을 활용한 한국 고전문헌 소재 한자 자형 DB 구축 사업은 이제 최종 3차년도 사업을
진행중이다. 그간 문자 인식 모델들에 대한 연구를 거쳐 Mask R-CNN 모델을 확정하고, 본 사업의 목표에 맞게
일부 알고리즘을 수정하였으며, 이미지 잡영을 줄이기 위한 모델, 군집 기능을 강화하는 모델 등도 개발하여 적
용하여왔다. 이를 통해 지금까지 1억 3천여만 자의 한자를 누적 추출하였으며, 3차년도에는 『한국문집총간』 속
집(5천만 자), 조선왕조실록(5천만 자), 『일성록』(6천만 자), 『고려사』(3백만 자), 『동문선』(130권), 『국조보감』(90
권 활자), 『동문휘고』(129권 활자), 『삼국사기』(50권) 등에서 1억 7천만 자를 추출할 계획이다.
그러나 아직도 넘어야 할 산이 많이 남았다. 우선 판본에 따라 차이를 보이는 글자 검출의 정확도를 더욱 높
여야 한다. 앞서 밝혔다시피 200만 자를 대상으로 학습시킨 결과, 목판본과 활자본은 93~94% 정도에 이르렀으
나 필사본은 74%에 불과해 이를 활자본 수준으로 끌어올릴 수 있도록 해야 한다. 이는 분류의 정확도에도 영향
을 미친다. 제한된(학습된) 범위 안에서는 98% 이상 정확하게 분류(200만 자를 선별하여 학습데이터 대 실험데
이터를 8:2 비율로 검증)할 수 있지만 검출 정확도가 낮은 판본 이미지는 정확도가 현저하게 낮아지기 때문이다.
아울러 유니코드로 범주화하기 어려운 각종 이체자를 어떻게 하면 효율적으로 분류할 것인가 하는 점도 풀어가
야 할 숙제다.
이런 문제를 해결하기 위해서는 분할 모델과 분류 모델의 성능을 지속적으로 개량해나가는 것이 필수적이다.
하지만 현실적으로 제한된 연구기간 안에 문자 인식 모델이 3억 자의 한자를 100% 완벽하게 분할하고 분류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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수 있는 수준에 도달하기는 어려운 만큼, 인식률이 낮은 이미지들에 집중하는 방안도 함께 고려하고 있다. 본
연구에서는 이런 문제를 해결하기 위해 모든 한자들에 서종, 유니코드, 이체자 정보를 일관되게 부여하여 분류
의 정확도를 높이는 한편, 유니코드와의 매칭률이 80%에 미치지 못하는 이미지들에 대해서는 인력을 투입하여
집중적으로 검토함으로써 전체적인 성능 개선을 꾀할 계획이다. 향후 계획에 따라 순조롭게 진행된다면 XML
문서와 이미지가 일치하지 않아 별도의 바운딩 박스 프로그램을 개발하여 일일이 대조해야 했던 과정이 불필요
해질 것이며 판독률 90% 이상의 한자 OCR 기기 개발도 가능하리라 기대하는데, 이를 위해서는 학습데이터를
지속적으로 누적할 수 있는 모델 개발이 선행될 필요가 있다.

4. 기계번역 모델의 발전 과정과 성능 향상을 위한 기법들
오늘날 기계번역 하면 대부분 구글이나 네이버 등 대형 포털에서 제공하는 번역기를 떠올리지만, 컴퓨터를
이용한 기계번역의 역사는 그보다 훨씬 오래전으로 거슬러 올라간다. 기계번역은 동서냉전이 한창이던 1947년
록펠러 재단의 웨이버(W. Weaver)가 언어학적 배경 없이 터키어를 기계적으로 번역할 수 있도록 제안한 것에서
시작되었다. 그는 문자의 빈도, 문자의 조합, 문자와 문자 조합 사이의 간격, 문자 패턴 등을 찾음으로써 기계번
역이 가능하다고 생각했으며, 문학작품을 제외한 텍스트에는 논리적인 언어 요소가 있다는 가정 하에 1943년
매컬로치(W. McCulloch)와 피츠(W. Pitts)가 증명한 인공뉴런 이론이 번역의 기계화(mechanization of translation)
에 대한 정당성을 부여할 것이라고 보았다.9 이후 기계번역 기술은 몇 가지 단계를 거치며 발전해나갔다.
그 첫 번째가 ‘규칙 기반 기계번역(RBMT: Rule-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이다. 개발자가 입력한 규칙에 따라
시스템이 번역하는 방식을 말하는데, 규정된 단어의 배열과 어법에 따라 번역해내는 ‘직접적인 기계번역(DMT :
Direct Machine Translation)’을 거쳐 다국어를 좀 더 효과적으로 번역해내기 위해 원문과 번역문 사이에 특정 언
어에 국한되지 않는 ‘중성 언어(neutral language)’를 거치도록 한 ‘중간언어 기계번역(IMT : Inter-lingual Machine
Translation)’이 등장했다. IMT 방식은 각국의 언어를 모두 포함하는 가상의 중성 언어를 매개체로 활용했기 때문
에 보다 적은 규칙으로 효율적인 번역이 가능했다. 이러한 RBMT은 알고리즘의 기초를 문법에 두고 있기 때문
에 번역의 정확성이 비교적 높다는 장점이 있지만 사람이 규칙을 만들어야 하기 때문에 시간과 비용이 많이 든
다는 한계 역시 존재했다.
짧은 시기 안에 성공적으로 개발될 것이라는 기대와 달리 답보상태에 있던 기계번역은 1990년 전후로 말뭉
치 기반 기계 번역(Corpus-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이 등장하면서 크게 발전하게 된다. 말뭉치 기반 기계번역
은 ‘예시 기반 기계번역(EBMT: Example-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와 ‘통계기반 자동번역(SMT: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으로 대별된다.

9

Weaver, W. The mathematics of communic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181(1).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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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MT는 1984년 교토대학의 나가오 마코토(長尾真)가 제안한 것으로, 번역한 원문과 번역문의 정보를 그대로
저장해두었다가 똑같은 문장의 번역 요청이 있을 때 저장한 정보를 활용하는 방식이다. 이러한 발상은 인간이
외국어를 배울 때 거치는 ‘유추’의 과정에서 착안한 것이다. 우리가 전혀 모르는 외국어를 처음 접하면, 복잡한
문법 이론을 배우기보다는 우선 그 언어의 가장 기본적인 문장을 암기한 뒤, 그 문장이 모국어로 쓰인 같은 내
용의 문장과 어떻게 연결되는지 파악하는 데 집중한다. EBMT에서도 먼저 번역 시스템에 다른 언어로 이루어진
한 쌍의 문장을 입력하고, 그 다음으로 입력한 문장에서 단어 하나만 바꾼 문장을 입력하는 과정을 반복함으로
써 시스템이 두 문장의 공통점과 차이점을 파악하도록 한다. 이 과정을 통해 시스템은 해당 언어의 문장 구조와
두 언어의 단어가 대응되는 관계를 파악할 수 있다. EBMT는 긍정적인 연구 결과가 다수 발표되며 인기를 끌었
으나, 수많은 단어에 대한 동의어, 반의어 관계를 모두 시스템에 입력해야 하는 등 실용적인 구현에 한계가 있
었다.
SMT는 기계번역 역사의 초창기였던 1949년에 등장한 아이디어지만, 당시에는 만족스러운 결과를 보여주지
못했다. 그러나 1980년대 후반, IBM 왓슨 연구소에서 새로운 확률론적 기법을 적용하여 놀랄 만한 성과를 보여
준 이후 기계번역의 주류 방법론으로 자리 잡게 되었다. SMT는 번역문을 이루는 구절의 반 이상을 거의 정확하
게 번역할 수 있었으며, 구글 번역 서비스 등이 등장하는 계기가 되었다. SMT는 언어학의 기존 개념에 의존하지
않은 채, 번역하고자 하는 언어에서 주어진 문장에 대응될 확률이 가장 큰 문장을 선택하는 방식이다. 이를 위
해 번역하고자 하는 문장을 단어 혹은 구절 단위로 분할하고, 각 단위를 다른 언어로 번역한 후 다시 문장으로
합치는 세 단계의 과정을 거친다. 다만 각 단위를 다른 언어로 번역할 때 가능한 모든 경우를 동등하게 비교하
는 것이 아니라, 실제 번역되는 언어의 문장에서 어떤 선택지가 더 빈번하게 사용되는지 확률로 나타내고, 더
큰 확률을 보이는 선택지에 가중치를 둔다. 이후 번역된 단위를 합칠 때에도 가능한 여러 조합을 번역될 언어로
쓰인 문장과 비교함으로써 가장 유사성이 높은 문장을 선택한다. SMT는 통계화 방식을 ‘단어’로 하느냐, ‘구절’로
하느냐에 따라 번역 방식이 달라지는 특성이 있다. 단어 기반일 때에는 단어 조합 및 배열에 초점을 두고, 구절
을 기반으로 한다면 구(혹은 말뭉치)에 초점을 두는데, 문맥까지 함께 고려할 수 있는 구절이 주로 사용된다.
SMT는 시스템이 자동으로 번역 방식을 익힌다는 점에서 RBMT보다 번역 구현이 용이하며, 번역 완성도도 높다
는 장점이 있다.
하지만 SMT 방식 역시 두 언어의 어순이 다른 경우 각 단위를 순서에 맞춰 배열하기 어렵고, 번역될 문장이
정확한지 파악하는 모델을 구축하기 위해서는 충분한 데이터를 축적해야 하는 등의 난제를 안고 있었다. 이런
이유로 한동안 정체되었던 기계번역에 활기를 불어넣은 것이 바로 신경망 기반 기계번역(NMT :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이다.
심층학습(deep learning) 연구가 축적되면서 시스템 구축에 필요한 통계 모델 등을 사람이 일일이 정하는 수
고로운 과정을 거치지 않고도 인공신경망을 통해 SMT의 단점을 해결할 수 있게 되었다. ‘어제 식물원에 갔다’는
한국어 문장과 영어로 쓴 ‘I went to the botanical garden yesterday’라는 문장에서 서로 대응되는 구절을 짝지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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면, 영어 문장에서 ‘I’에 해당하는 주어를 한국어로 쓰인 문장에서는 찾을 수 없다. 단어 정렬로 불리는 이 문제
는 SMT가 극복해야 할 맹점 중 하나였는데, 이런 문제들을 인공신경망을 이용해 보완할 수 있게 된 것이다.
당시 인공신경망은 SMT를 보완하는 도구로 사용되었는데, 조경현 교수 등이 제안한 순환신경망 인코더-디코
더(RNN Encoder-Decoder) 기술을 계기로 역전되었다.10 SMT의 성능을 향상하는 데서 한걸음 더 나아가 스스로
새로운 기계번역 기술로 거듭나게 된 것이다. 기존의 여러 인공신경망은 이전에 주어진 정보와 현재 주어진 정
보를 종합적으로 판단하도록 설계되어 있지 않았는데, 순환신경망(RNN :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은 이전 시
점에서의 계산 결과가 뒤이은 시점의 입력으로 작용하도록 함으로써 기존 신경망의 한계를 극복하게 된 것이다.
이러한 특성으로 인해 RNN은 일렬로 나타나는 데이터에서 패턴을 인식하는 데 탁월한 성능을 보였다. 기계번
역을 수행하기 위해서는 문장을 구성하는 단위를 단어, 어순, 문법 등 여러 요인이 포함된 ‘벡터(vector)’로 표현
하는 과정을 거치는데, 이를 임베딩(embedding), 혹은 인코딩(encoding)이라 한다. 문장 단위를 적절하게 임베
딩하면 문장 단위 사이의 관계를 모델링할 수 있고, 이는 더 좋은 번역 성능으로 이어진다. RNN 인코더-디코더
에서는 RNN에 문장 단위를 하나씩 입력함으로써 임베딩을 수행한다. 이렇게 임베딩된 벡터를 또 다른 RNN에
입력해 그 역과정을 수행하도록 하되, 번역하고자 하는 언어로 문장 단위가 출력되도록 하면 인공신경망만으로
도 번역을 수행할 수 있게 될 것인 바, 잘 정제된 ‘병렬 말뭉치’를 활용해 두 RNN을 학습시킴으로써 달성할 수
있다는 것이 기본 개념이다. 이러한 아이디어가 현재 NMT의 토대가 되었다.
NMT의 또 하나의 특징은 SMT에 비해서 단순하면서도 범용적인 성능을 낸다는 데 있다. SMT는 언어 단위의
분할 및 병렬코퍼스에서 대역어를 찾는 정렬 과정이 필요한데, 다른 어군에 속한 언어 간에 나타나는 오류 현상
을 줄이기가 쉽지 않다. 특히 어순 차이가 큰 경우에는 원거리 의존 관계를 파악하기 어려워 별도의 처리 과정
이 뒤따라야 한다. 이에 비해 NMT는 문장 전체를 한꺼번에 읽어 들인 다음 심층학습을 통해 획득한 매개변수
(parameter)를 활용하여 해당 문장에 대응하는 최적의 번역문을 통째로 생성해내는 과정, 곧 ‘end-to-end’ 방식
으로 이루어진다. 연속적이고 통합적인 추론을 통해 번역을 진행하기 때문에 원거리 의존 관계로 인한 문제를
줄일 수 있는 것이다.
NMT 기술은 자동번역은 물론 음성인식, 필기 인식, 주가 분석 등 다양한 분야에서 성공적으로 활용되고 있
다. 번역으로 한정하더라도 구글의 GNMT(Google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를 위시해 마이크로소프트
(Microsoft), 페이스북(Facebook), 중국의 바이두(Baidu), 러시아의 얀덱스(Yandex) 등 각국의 주요 포털기업들이
앞 다투어 자체 플랫폼을 개발하여 번역 서비스를 제공하고 있으며, 국내의 경우 네이버의 파파고(Papago)와 고
전문헌 번역에 적용된 시스트란(SYSTRAN)의 PNMT 등이 있다.
한편 2017년 5월, 페이스북은 자동번역기의 전체 구조에서 합성곱 신경망 기술(CNN : Convolutional Neural

10

Cho et al. Learning Phrase Representations using RNN Encoder–Decoder for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arXiv:1406.1078v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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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을 적용한 ConvS2S를 발표했는데, 이 모델은 구글의 RNN 모델에 비해 속도가 9배 이상 빨랐고, 정확
도 역시 더 높은 것으로 측정되었다.11 CNN은 데이터의 특징을 자동으로 추출하는 다층신경망 구조 중 하나로,
디지털 신호 처리에서 사용하는 컨볼루션 기법을 인공신경망에 적용한 기술이다. 구글 브레인팀도 거의 동일한
시기에 유사한 위치정보가 들어있는 CNN 기반 자동번역 SliceNet을 발표했으며, 12 같은 해에 트랜스포머
(transformer)라는 새로운 구조의 자동번역 기술도 공개했다. 트랜스포머 딥러닝 번역 모델은 높은 정밀도와 적
은 연산으로 기존의 RNN과 CNN 모델의 성능을 능가하였다. 특히 이 엔진에 도입된 셀프 어텐션 메커니즘(selfattention mechanism)은 각 문장의 내부 요소 간의 상관관계를 단어별로 학습하여 함축하고 어휘의 모호성을
해결한다는 장점을 가지고 있다.13
RNN 모델에서는 부적절한 직역으로 인해 의미가 불명료해지거나, 일부가 누락되어 의미가 축소되는 경우도
있고, 접속사나 특정 표현들이 과도하게 반복해서 나타나며, 전문용어가 일반적인 의미를 가진 단어로 번역되기
도 하며, 한국어의 경우 조사 오류가 심각하게 나타나는 등의 문제를 보이고 있다. 또한 문장의 길이가 길어질
수록 문맥을 파악하는 능력이 현저하게 저하되어, 의미 전달의 오류가 심각해지는 경향도 관찰된다. 이러한 문
제를 해결하기 위해 최근의 번역 모델에서는 앞서 소개한 어텐션 메커니즘 외에도 LSTM(Long Short Term
Memory)나 GRU(Gated Recurrent Unit) 등의 기법을 결합하여 사용하기도 한다. 이 밖에 번역 코퍼스나 辭典에
없는 미등록 단어를 처리하는 단어조각 모델(wordpiece model), 복잡한 번역을 효율적으로 학습하기 위해 데이
터를 병렬화하는 모델인 Downpour SGD(Stochastic Gradeint Descent) 알고리즘, 대량의 코퍼스에서 빠르게 번
역문장을 찾는 빔서치(beam search) 기법 등도 활용되고 있다.
RNN 모델은 문장 정보를 사용해 전체 문맥을 파악한 후 단어의 순서, 문맥 의미 등을 반영해 자동으로 번역
하는 시스템이다. 따라서 인간이 구사하는 자연어와 유사하게 번역되며, 인공지능이 스스로 학습하여 번역하기
때문에 번역 품질이 지속적으로 향상된다는 특징이 있다. 하지만 언어는 매우 복잡한 변수를 가지고 있기에
RNN 알고리즘만으로는 해결하기 어려운 문제도 있다. 이런 문제는 특히 한문고전 번역에서 두드러지는데, 양
질의 병렬데이터가 충분하지 않은 경우, 기계번역의 품질이 향상되지 않는다. 심지어 질 낮은 학습데이터가 기

11

페이스북의 FAIR팀에서 합성곱 신경망 기반 자동번역모델을 공개하였다. CNN으로 시퀀스를 처리하는 방식으로 자
동번역

성능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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참조:

https://github.com/facebookresearch/fair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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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ing Deep Learning Research with the Tensor2Tensor Library. 구글AI블로그, 2017.06.17,
https://ai.googleblog.com/2017/06/accelerating-deep-learning-resear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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구글에 따르면, “신경망 아키텍처인 트랜스포머의 경우, 학습에 필요한 계산량이 다른 신경망보다 압도적으로 적기
때문에 언어 이해 작업에 더 뛰어나다”. 구글은 이어서, “트랜스포머 구조를 변형한 알고리즘이 계산 성능이나 번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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계번역 시스템에서 계속 사용되면, 번역품질이 낮아지는 경우도 발생한다. 따라서 양질의 학습데이터를 확보하
는 것이 무엇보다 긴요하다.
한편 기계번역은 데이터에 정답 레이블 정보가 포함되어 있느냐의 여부에 따라 지도학습(supervised learning)
과 비지도학습(unsupervised learning)으로 구분되는데, 지금까지의 기술적 발전이 대부분 지도학습 방식이었다
면 최근에는 비지도 내지 준지도학습으로 옮겨가는 추세다. 지도학습에 기반을 둔 번역에서는 원문과 번역문의
문장마다 정렬된 병렬코퍼스를 제공해 주고 각 언어의 문장 간의 연관성을 컴퓨터가 학습하도록 한다. 이 학습
방법은 현재 기계번역 분야에서 안정적인 성능을 보여 상용 서비스에 적용되고 있다. 지도학습 기반의 신경망
기계번역은 RNN 알고리즘을 토대로 발전했다. RNN은 순차적인 데이터(sequential data) 분석에 많이 활용된다.
기계번역에서 처리하고자 하는 언어도 일종의 시간에 따른 순차적인 순서를 지닌 단위로 이루어져 있으므로
RNN 알고리즘을 적용하기에 적합하다. 신경망 기계번역은 RNN을 이용하여 입력 언어와 출력 언어의 확률분
포함수 계산을 통해 최적의 번역결과물[P(Y|X)](Y는 입력 언어, X는 출력 언어)을 찾는 과정으로 설계된다.14
현대에는 많은 데이터가 디지털 형태로 제공되어 단기간에 대용량 데이터를 수집하는 것은 그리 어렵지 않다.
하지만 학습 샘플마다 기계 학습에서 목표로 하는 정보를 추가하는 데이터 가공작업은 많은 시간과 비용이 소
모된다. 이러한 이유로 가공하지 않은 비정형 데이터를 사용하여 목적에 맞는 기계학습에 바로 사용할 수 있는
알고리즘을 개발하는 것은 빅데이터 및 인공지능 분야에서 궁극적인 과제다. 이러한 기계번역용 데이터 가공을
위한 비용 및 부족한 기계학습 리소스에 대한 방안으로 비지도학습 기반의 연구가 활발히 진행되고 있다. 비지
도학습은 기계 학습 과업에서 특히 군집화, 확률밀도 추정, 공간 변환, 특징 추출, 차원 축소 등에 활용되고 데이
터에 내재된 구조를 파악하여 새로운 정보를 발견하는 방법론이다. 이러한 비지도학습은 대역어 관계로 구성된
병렬코퍼스 데이터 없이 자동번역 모델을 생성할 수 있다. 원문과 번역문의 단일어 코퍼스 데이터만을 이용하
여 잠재 공간(latent space)을 학습하고 공유된 특징 공간(feature fpace)을 재구성하는 방식으로 자동번역을 수행
한다. 이 기술에는 원문과 번역문에 대한 다국어 워드 임베딩 기술, 생성 대립 네트워크(GAN :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역번역(back-translation), 언어모델링(language modeling) 기술이 결합되어 있으며, 아직
상용 단계까지 이르지는 않았지만 많은 가시적인 성과를 보여주고 있다.
이외에도 다양한 지도, 비지도학습 모델들이 현재에도 세계 곳곳에서 연구되고 발표되고 있다. 적은 양의 데
이터셋을 이용하여 번역 품질을 높이는 연구, 초기 데이터셋의 가공에서부터 노이즈를 제거하여 순도 높은 데
이터셋을 구축하는 방안, 번역과 관련한 다양한 참조번역(reference)을 제공하여 번역 품질을 높이는 방안, 전문
가 집단을 활용하여 심층 강화학습을 제고하는 방안, 입력 데이터와 출력 데이터를 병렬로 구성하는 방안 등,
도메인에 따라 다양한 모델들이 출현하고 있다.

14

자세한 수식은 Wu, Yonghui. et al. Google’s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arXiv:1609.08144v2, October 8, 2016. 참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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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T 모델은 인코더(encoder)와 디코더(decoder) 모델에 기반하고 있는데, 인코더는 입력한 문장의 특징을
추출하기 위해 정보를 추상화해 학습하고, 디코더는 추상화한 정보를 번역어로 복원‧생성하는 기능을 담당한다.
수학적 모델링을 통해 원문을 고정길이 벡터로 인코딩한 후, 그 벡터를 번역문으로 디코딩하여 학습하는 방식
이다. 기본 확률 모델과 달리 단어와 문자를 고차원 벡터로 표현하고, 문장을 구성하는 단어 벡터 간의 연산을
통해 유사어를 분류하는 과정을 거쳐 번역을 수행하기 때문에 언어적 특성을 분석하지 않더라도 인공지능이 학
습할 신경망 구조만 결정하면, 종단 간 기계학습을 통해 원문-번역문 간의 학습을 직접 수행할 수 있다. 물론 여
기에 품사 및 구문, 더 나아가 단어의 의미 정보를 추가로 인코딩할 수도 있다.

<그림 21> GNMT의 구조 (Wu et al., 2016)

<그림 21>과 같이 구글 신경망 기계번역은 인코더 네트워크와 디코더 네트워크, 그리고 그 사이에 어텐션
네트워크가 결합되는 구조로 이루어져 있다. 인코더 네트워크와 디코더 네트워크에는 8개의 층(layer)이 존재한
다. 인공 신경망 이론의 핵심 중 하나가 은닉층(hidden layer)을 설계하는 것인데, 층을 얼마나 많이 둘 것인지에
대해서는 여러 주장이 존재하지만 대체적으로 층이 깊을수록 성능이 좋다고 알려져 있다. Wu et al.(2016)에서는
8개의 층으로 구성된 네트워크가 비용대비 효과가 가장 좋다고 하여 인코더와 디코더에 8개의 층을 설정하였다.
또한 신경망 기계번역은 대량의 병렬코퍼스를 학습하는 시간을 줄이기 위해 여러 개의 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를 병렬화하여 사용한다. <그림 21>의 각 층은 별도의 GPU로 모델 병렬화(model parallelism)하
여 최신 컴퓨터 하드웨어에 맞는 딥러닝 아키텍처를 구현하였다.
신경망 기계학습 과정에서는 양방향 순환신경망(Bi-Directional RNN)과 단방향 순환신경망(Uni-Directional
RNN)이 언어적 특성에 따라 선택적으로 사용되는데, Wu et al.(2016)에서는 두 종류의 RNN을 모두 사용하였다.
인코더의 첫 번째 GPU1에서는 입력 문장을 왼쪽에서 오른쪽으로 읽어 들여 정보를 저장한다. 그 다음 GPU2에
서는 문장을 역방향(오른쪽에서 왼쪽)으로 읽어 들여 정보를 저장한다. 이처럼 양방향 순환신경망을 사용하면
어순의 차이가 큰 두 언어의 번역을 할 때 원문과 번역문의 성분의 분포가 멀어져도 양쪽 방향에서 단서를 찾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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수 있어 원거리에 분포하는 대역어를 포착하는 데 효과적이다. 그러나 모든 LSTM 층을 양방향으로 하면 계산이
복잡해지므로 GPU1과 GPU2에 한하여 양방향으로 설계하였으며, GPU3에서부터는 모두 단방향으로만 처리하
도록 설계하였다. 또한 LSTM 메모리에 저장된 정보는 잔차 연결(residual connection) 방식을 통해서 서로 연결
되는데, 이는 다수의 층에서 발생하는 기울기 소실(vanishing gradient) 문제를 해결하여 원활하게 기계학습을
수행하도록 한다.
디코더 네트워크는 인코더를 통해 획득된 정보에 대응되는 번역문을 생성하는 역할을 한다. 즉, 병렬코퍼스
로 학습된 정보를 토대로 입력 문자열에 가장 적합한 번역문을 찾는 과정이다. RNN 모델이 적용된 LSTM 층과
소프트맥스(softmax) 층으로 이루어져 있는데, 소프트맥스는 일종의 확률값을 보여주는 것으로, 출력할 번역문
을 결정하는 데 사용된다. 소프트맥스 함수는 입력 문자열에 대응되는 번역문을 확률 점수에 따라 높은 것부터
낮은 것까지 보여주며, 여러 후보 중에서 P(Y|X)가 가장 높은 출력 언어 문장을 생성해낸다.
그러나 디코더 네트워크가 여러 층위의 복잡한 구조를 가지면 확률적으로 가장 적절한 문장을 찾는 데 시간
이 많이 걸린다. 따라서 찾는 시간을 줄이고 효율을 높이기 위해서 별도의 알고리즘을 추가하는 것이 일반적이
다. 예를 들어 구글에서는 처리시간을 단축하기 위해 빔서치 모델이 사용된다. 신경망 기계번역에서 디코더가
출력할 수 있는 문장은 대개 병렬코퍼스에서 빈도수가 높은 단어로 구성된다. 빈도수가 낮거나 병렬코퍼스에
등장하지 않아 번역하기 곤란한 어휘는 대개 복사 방법론(copy mechanism), 곧 해석이 되지 않는 단어는 입력
언어를 그대로 출력하는 방법으로 해결한다. 이 밖에도 저빈도 단어, 미등록 단어를 번역하는 방법으로는 이전
에 훈련된 단어 모델을 사용하여 단어를 분리한 후 각각의 의미를 바탕으로 적합한 의미를 추론하는 단어조각
모델이나 혼합된 단어·문자모델(mixed word-character model) 등도 활용된다.
어텐션 메커니즘은 신경망 기계번역 과정에서 긴 문장을 효율적으로 처리하기 위해서 개발된 방법으로, 말
그대로 ‘집중’해서 봐야 할 정보를 포착하고 가중치를 부여하여 전달하는 것이 핵심이다. 구글 신경망 번역에서
는 인코더와 디코더 사이에 위치한 어텐션 메커니즘을 통해 집중해서 봐야 할 문맥 정보를 벡터 형태로 전달하
도록 설계되어 있다. 어텐션 메커니즘은 인코더가 생성한 정보와 디코더가 생성한 정보를 모두 읽어 들이고, 그
다음에 출력할 언어 표현을 예측하기 위해 집중해서 봐야 할 문맥 정보 벡터에 가중치를 부여한다. 이러한 가중
치를 결정하기 위해서는 별도의 신경망인 FFNN(Feed Forward Neural Network)이 활용된다.
RNN 번역 모델은 입력 언어의 길이에 상관없이 고정된 차원의 벡터로 부호화한다. 짧은 문장은 고정된 차원
의 벡터 안에서 충분히 해결이 가능하지만 문장이 길어지면 고정된 벡터로 모두 부호화하기가 어려워진다. 부
득이하게 정보의 손실을 감수하고서라도 긴 문장을 고정된 벡터 안에 압축시켜서 처리하게 되며, 그 결과 긴 문
장은 번역품질이 낮아지게 된다. 하지만 벡터 공간을 늘리면 연산량이 증가하여 효율이 떨어지게 되므로 무작
정 늘릴 수도 없다. 따라서 실제 신경망 기계번역에서는 구글과 같이 어텐션 메커니즘을 사용하여 그 문제를 해
결하고 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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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바이두 번역기의 古典文言文 번역
일반적인 기계번역과 관련된 연구 성과는 상당히 많지만 고전문언문에 관한 연구 성과는 2019년 바이두 번
역기를 대상으로 한 논고가 유일하다.15 주지하다시피 문언문은 자연어에 비해 코퍼스의 양이 절대적으로 적을
뿐더러 학습과정에 필요한 질 좋은 참조번역문은 더더욱 적다. 寫作 시기에 따른 변화가 다양하고 표현의 차이
가 매우 크며, 문법 규칙으로는 설명되지 않는 경우도 허다하다. 또한 띄어쓰기, 표점 등 데이터를 어떻게 정제
하느냐에 따라서도 전혀 다른 결과를 낳을 수 있다. 이런 이유로 한문은 기계번역 분야에서도 매우 난해한 영역
으로 꼽히며, 수요도 많지 않기 때문에 기계번역 관련 종사자들의 관심 역시 높지 못한 편이다. 한국고전번역원
에서 ‘한문고전 자동번역(시험판)’(이하 번역원 번역기)을 개발하기 전까지 중국의 바이두 번역기(바이두翻译:
BaiduMT)만이 문언문 기계번역 서비스를 제공하는 유일한 번역기였던 이유도 이 때문이다.
바이두 번역 시스템도 구글이나 페이스북에 못지않은 강력한 신경망 엔진이 장착되어 있는 것으로 알려져 있
으며, 홈페이지에는 200종을 상회하는 언어를 처리할 수 있다고 소개되어 있다. 바이두 역시 심층 신경망 기술
을 기반으로 하지만, 다중언어 기계번역 방식을 채택한 점이 특징이다. 다중언어 기계번역은 병렬코퍼스를 하나
로 모아 학습하는 것으로, <그림 22>와 같이 영어－프랑스어, 영어－스페인어, 영어－독일어, 영어－포르투갈
어 등 다양한 언어의 병렬코퍼스를 하나로 합쳐 학습하도록 설계되어 있다.

<그림 22> 바이두 다중 타겟 언어 번역을 위한 다중 언어 학습 프레임 워크 (Daxiang Dong et al. 2015)

이처럼 언어 종류가 다른 여러 병렬코퍼스를 다층적으로 학습하면 언어의 보편적인 구조와 의미 정보를 귀납
할 수 있으며, 임베딩 단계에서 하나의 네트워크를 공유할 수 있게 된다. Dong et al.(2015)에 따르면 다중의 병
렬코퍼스를 결합하여 구축된 바이두 기계번역 시스템은 단순한 신경망 모델보다 성능도 뛰어나고 정확도도 높

15

조성덕 외, ｢바이두(百度) 번역기의 한문고전 번역 수준과 향후의 과제｣, 『한문학논집』 53집, 근역한문학회,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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다고 한다.16
일반적으로 자연어의 기계번역을 위해서는 데이터 전처리, 형태소 분석, 구문 분석, 어휘 사전의 활용 등의
정제과정이 필요하며, 그 정제 수준에 따라 번역 품질에 큰 차이가 발생한다. 전처리 과정은 입력 문자열(input
string)에서 기호, 숫자, 문장부호 등을 추출하는 작업이며, 형태소 분석은 자연언어 분석의 첫 단계로, 단어 단위
로 분리된 입력 문자열로부터 각각의 형태소를 분리하고, 용언의 불규칙 활용이나 굴절 현상이 일어난 단어는
원형으로 복원하는 과정이다. 구문 분석은 자연어를 다시쓰기규칙(rewriting rule, 重寫規則)이라 불리는 방식으
로 품사 기호와 구문 기호를 사용하여 자연언어의 문법을 문맥자유문법(context-free grammar)의 형태로 기술한
것이며(중국어의 경우 방향 보어, 連動文 처리 등이 여기에 포함된다), 어휘 사전의 활용이란 단음절/복음절어,
중첩어, 連語(collocations, 搭配) 및 빈도, 성씨 등을 처리할 수 있도록 관련 정보를 제공하는 것을 말한다.
그러나 번역과정에서 인간이 개입할 여지가 없는 신경망 기계번역에서는 이러한 과정이 불필요한 것으로 알
려져 있다. 바이두 번역기의 경우, 학습데이터의 유형 및 정제에 관한 정보를 공개하지 않아 자세한 내용은 알
수 없다. 하지만 2019년 3월에 조사한 바에 따르면 고도로 정제한 데이터를 쓰지 않은 것은 분명한 듯하며, 이
는 신경망 기계번역의 번역 체계 및 프로세스에 비춰볼 때 납득할 만하다. 당시 내린 결론은 다음과 같다.17

첫째, 바이두 번역기에서는 대량의 문언문 코퍼스를 심층학습하였다고 단정할 만한 정황을 찾을 수 없었다.
그러나 중문 번역문을 문언문으로 역방향 번역했을 때 원문과 동일한 문장으로 번역되는 사례가 발견되는 점으
로 보아, 일정 수준 이상의 문언문 데이터를 학습데이터로 사용한 것으로 판단된다.
둘째, 문언문을 입력할 때, 상세표점 텍스트와 방점 텍스트, 그리고 기본 표점 텍스트에서 공히 대체로 동일
한 번역 결과를 보였다. 이로 볼 때 바이두 번역기는 기본 표점만으로도 전후 문맥을 스스로 판단하여 상세표점
에 준하는 수준의 번역을 해내는 것으로 보인다. 그러나 표점이 없는 문장은 띄어쓰기한 문장이건 붙여쓰기한
문장이건 동일하게 대체로 번역이 제대로 이루어지지 못하고 입력 원문을 그대로 보여주는 경우도 있었다.
셋째, 오류 양상을 구체적으로 살펴보면, 문언문의 문장 성분을 올바로 파악하지 못하거나, 어휘의 의미를 잘
못 선택한 경우도 빈번히 발견되며, 전후에 위치한 다른 어휘의 간섭으로 인한 오류, 결역, 고유명사를 잘못 파
악한 오류 등도 있었다.

16

Dong, Daxiang. et al., Multi-Task Learning for Multiple Language Transl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5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l.1, pp.1723-1732, 2015. 이하 바이두 번역기 모델에 대
해서는 조성덕 외(2019)에서 이미 다룬 바 있으므로, 여기에서는 본고의 주제와 밀접한 내용만 발췌하여 소개한다.

17

백문(가공되지 않은 원문), 띄어쓰기, 표점, 인용부호 등을 각각 구별하여 테스트하였으며, 입력문은 번체자로 입력
하되 출력문은 바이두 번역기의 출력 방식 그대로 간화자로 표기하였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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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한국고전번역원 ‘한문고전 자동번역’ 개발 과정과 성능 평가
‘한문고전 자동번역’은 2017년 한국고전번역원과 충남대학교가 ICT기반 공공서비스 촉진사업의 하나로 수행
한 ‘인공지능 기반 고전문헌 자동번역시스템 구축’ 사업의 결과물이다. 총5년의 사업기간 동안 『승정원일기』와
『일성록』을 비롯하여 한글로 번역되지 않은 한국 한문고전문헌을 고전번역 전문가가 아닌 딥러닝 기반 인공지
능 자동번역 등 ICT 기반의 신기술을 통해 번역하고 미래 성장 동력으로의 가능성을 타진하기 위한 것이었다.
현재 『승정원일기』 자동번역 모델 개발을 완료하였으며, 번역자를 위한 ‘번역공정관리시스템’과 대국민 서비스
를 위한 ‘한문고전자동번역서비스’ 사이트도 개발하였지만, 사업 대상 코퍼스 중 『일성록』이 빠지고 한국천문
연구원에서 天文 관련 기록을 모은 ‘天文古典’ 코퍼스가 활용되는 등 일부 변화도 있었다. 그간의 사업성과를
정리하면 다음과 같다.18

첫째, 학습 코퍼스 구축. 3년간 약 129만 쌍의 병렬 코퍼스를 구축하였는데, 이는 기계번역에 필요한 최소량
으로 알려진 40만 어절을 3배 상회하는 분량이다.
표 1 인공지능 기반 고전문헌 자동번역시스템의 코퍼스 구축 현황
항목

구축왕대(서종)

구축량

구축년도

인조대(1년1월16년5월)

144,000

2018~2019

영조대(1년1월~10년10월)

800,000

2017~2019

고종대(1년1월~11년12월)

149,000

2018~2019

조선왕조실록

정조대(즉위년~22년12월)

132,000

2018

천문고전

고려사 외 39종

60,000

2019

승정원일기

총계

1,290,000

둘째, 기계번역 알고리즘의 개발. 본 사업에 적용한 모델은 신경망 기반 모델인 시스트란의 PNMT다. 모델 적
용 방식은 우선 다양한 조합의 병렬코퍼스를 원문과 번역문 기준으로 전처리하고, 토큰을 어떤 단위로 분석할
지에 대한 검증 작업을 완료한 다음, 데이터 기반으로 샘플링하여 인공신경망에 입력한 후 번역 데이터를 공급
하는 것이다. 데이터셋(data-set) 조합 중에는 기존 번역을 역방향으로 번역하는 모델을 통해 생성된 합성 코퍼
스(synthetic corpus)도 적용하였다. 이를 번역엔진에 적합하게 정의한 후, 주요 성능 요인이 되는 하이퍼파라미
터(hyperparameter)19 세트를 구성하여 자동번역모델 성능을 튜닝하게 된다. <그림 23>은 전체적인 프로세스를

18

한국고전번역원(2020), ｢한국고전번역원 제31회 연구집담회 발표자료집｣, 17쪽.

19

하이퍼파라미터란 인공신경망 자동번역 모델에 직접 설정해야 할 튜닝 옵션으로, 기계학습의 성능을 최적화하거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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나타낸 것인데, 2단계부터 5단계까지 번역 모델의 성능을 고도화하기 위해 앞서 소개한 어텐션 메커니즘, 빔서
치 알고리즘 외에도 역번역, 조기 멈춤(early stopping), 노이즈 믹스(noise-mix), 정칙화(regularization)20, 혼합 정
밀도(mixed precision)21, 지식 증류(knowledge distillation)22 등 다양한 방법을 적용하였음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평
가는 6, 7단계에 이루어졌는데, 학습에 투입되지 않은 별도의 코퍼스를 검증데이터로 삼아 자동평가의 한 가지
인 BLEU(BiLingual Evaluation Understudy) 평가를 실시한 후, 고전번역 전문가에 의한 수동평가(휴먼평가)를 진
행한 것으로 밝혀져 있다.

<그림 23> 인공지능 기반 고전문헌 자동번역시스템의 번역 절차
(｢한국고전번역원(2020), ｢한국고전번역원 제31회 연구집담회 발표자료집｣, p.16)

한국고전번역원에서 2017년부터 3년간 진행한 평가결과는 <그림 24>와 같다. 3년간 다양한 번역모델을 대

편향(bias)과 분산(variance) 사이의 균형을 맞출 때 알고리즘을 조절하는 용도로 사용한다.
20

정칙화 기술은 기계학습 시 모델의 과적합을 방지하기 위해 적용되는 알고리즘으로, 학습 오차를 줄이기보다는 일
반화 성능을 높이는 데 활용된다.

21

혼합 정밀도 기술은 메모리 사용량을 줄여 컴퓨팅 성능을 높이는 기술로, 행렬 연산과 저장에 각기 다른 정밀도를
적용하여 이를 효율적으로 혼합한다.

22

지식증류는 큰 네트워크로부터 작은 네트워크에 지식을 전달하는 전이학습 방법으로, 모델을 경량화하기 위해 흔
히 활용된다.

32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상으로 확인한 결과, BS_SJ_26번 모델이 가장 좋은 성능을 보여, 자동평가와 수동평가 모두에서 목표치를 상회
하였으며, 코퍼스 학습량에 따라 성능도 함께 상승하는 결과를 보여준 것으로 나타나 있다.
이를 연도별로 살펴보면, 5점 척도로 진행된 휴먼평가의 경우, 3.41점(2017년)→3.68점(2018년)→4.31점(2019
년)의 결과를 얻어 매우 우수한 성능을 지닌 것으로 밝혀져 있다. 자동평가도 26.35점→29.08점→30.72점으로
범용 기계번역에 육박하는 성능을 낸 것으로 밝혀져 있으며, 특히 특수고전의 경우는 더 높은 점수를 취득하여
40.02점을 취득한 것으로 되어 있다.23 그러나 투입된 모델이 단일모델을 베이스로 하여 파라미터를 조정한 변
이 모델인지에 대해 명확히 설명되어 있지 않고, 자동평가와 수동평가 방법에 대해서도 자세히 밝혀져 있지 않
다. 또한 『승정원일기』라는 특수한 도메인이 아닌 다른 특성을 가진 문헌을 투입하였을 경우에 대한 평가도 진
행되지 않았다. 이런 이유로 인해 번역원 번역기의 성능이 과장된 것 아니냐는 의심을 사기도 했다.

<그림 24> 베이스모델 성능향상 추이(2017~2019)
(｢2019년 클라우드 기반 고문헌 자동번역 확산 서비스 구축 : 사업추진결과보고서｣, p.18)

사실 사업팀에서 택한 평가방식에는 많은 허점이 존재한다. 우선 BLEU 평가의 경우, 후보번역 속의 단어나
구(n-gram) 중에서 참조번역에도 사용된 단어나 구가 몇 개인지를 측정하여 후보번역의 n-gram이 얼마나 유사
한지를 평가하는 방식이기 때문에 번역전문가의 평가와 비교하기 어렵다는 문제가 있다. BLEU 점수는 짧은 번
역이 많으면 벌점을 부여하는 장치가 있으나,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짧은 번역이 많을수록 상대적으로 높은 점수
를 받을 수 있는 것으로 알려져 있다. 또한 BLEU 점수는 대체로 하나의 참조번역만을 반영하므로, 단어나 구의
배열순서에 따라서 적절하고 다양한 참조번역을 반영하지 못하는 한계가 있다. 극단적인 경우에는, 원문의 의미
와 반대인 후보번역에 높은 BLEU 점수를 부여하기도 하는 문제점도 존재한다. 최근 위와 같은 BLEU 점수의 한
계를 극복하기 위해서 참조번역을 여러 개 사용하여 n-gram의 다양성과 통사구조를 반영하거나 반복적으로 번

23

BLEU 평가는 100점 척도로 표현하는데, 범용 목적의 기계번역에서는 30점 이상이면 품질이 우수한 것으로 평가된
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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역되는 동일한 통사구조를 보정(clipping)하여 n-gram의 정밀도를 수정하는 방식도 사용된다.24 그러나 이 경우
에도 참조번역을 많이 사용할수록 BLEU 점수가 높아지기는 경향이 있고, n-gram의 수를 짧게 하지 않는다고 해
서 반드시 문법적으로 적절한 번역을 생성한다는 보장도 없기 때문에 BLEU 점수가 높아졌다고 해서 기계번역
의 품질이 꼭 향상되었다고 볼 수 있는 것은 아니다. 실제 연구에서도 수동평가에서 1등을 한 번역이 BLEU 점
수로 6등을 한 경우도 보고된 바 있다.25
최근에는 이런 문제를 보완하기 위해 METEOR, ROUGE, LePOR, BLEUmod., WER 등의 평가방법도 많이 사용
되는데, 이들 역시 각각의 장단점이 존재한다. 예를 들어 METEOR는 조화평균에서 정밀도와 재현도에 가중치를
부여하는 방식인데, 그 타당성이 문제가 된 바 있다. METEOR의 조화평균은 정밀도(P)에 비해 재현도(R)에 9배나
높은 가중치를 부여하는데, 정확도에 비해 재현도가 번역평가에서 좀 더 의미 있는 지표로 알려져 있긴 하나,
정밀도(P):재현도(R)의 비율을 9:1로 설정하는 것이 타당한지를 두고 논란이 일었던 것이다. 요컨대, 현재로서는
특정 자동평가 모델만으로 번역성능을 판단하기 어려우며, 다양한 장르의 텍스트가 존재하는 문언문을 범용적
으로 측정하기는 더더욱 어려우므로, BLEU 점수만으로 특정 도메인에 특화된 자동번역기의 성능이 향상되었다
고 속단할 수 없다.
수동평가의 경우, 평가의 기준이 되는 ‘정답문’(즉, 참조번역)과 테스트 모델별 자동번역 결과문을 비교하는
방식으로 진행되었으며, 참조번역문에 오류가 있을 경우에는 원문을 참고하여 평가위원이 직접 평가하도록 하
였다. 수동평가에서 평가자에게 제시된 평가 기준은 아래와 같다.
<표 2> 한국고전번역원 수동평가 자체 평가 기준
평가

평가기준

점수

보조 설명

오류의 중요성
및 비율

※ 평가요소 : 번역율(누락 여부), 표현 및 문법, 의미 전달의 명확성
5
4

3

24

의미 전달이 명확하고 문법적 오류가 없는 경우

0%

표현 및 문법에 사소한 오류가 있으나 비교적 의미
가 이해 가능한 경우

문맥에 큰 영향을 주지 않는 오류

주요 단어는 번역했으나 의미 전달이 일부 부정확한 번역어휘 선택의 오류, 문법적 오류(비
경우

문), 사소한 결역 및 중복번역

10~20%

30~50%

Callison-Burch, C. et al., Re-evaluating the Role of BLEU in Machine Translation Research. 11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Chap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06.

25

Callison-Burch, C. et al.,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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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주요 단어를 번역하지 못해 의미 전달이 전반적으로 번역 누락 및 중복의 오류(심각한 결역
부정확한 경우

및 중복번역)

1

번역은 하였으나 이해가 전혀 불가능한 경우

전문 오역(종합 오류)

0

번역 결과가 없는 경우

50% 이상
90%
100%

그런데 이 평가방식에서 다음과 같은 문제점을 확인할 수 있었다.

첫째, 번역원 번역기 수동평가 방식은 일반적인 수동평가 방식, 즉 유창성(가독성)/정확성(적절성)으로 분류하
지 않고 번역의 정확성만을 기준으로 하여 5점 척도로 단순화하였다. 이로 인해 번역 품질 평가의 또 다른 주요
요소인 가독성 부분에 대한 평가가 제대로 이루어지지 못했다.
둘째, 각각의 척도에 해당하는 기준이 명확하게 제시되지 않아 평가자의 주관에 따라 평가결과가 크게 달라
지는 경우가 나타났다. 평가의 신뢰성을 높이기 위해서는 평가자 훈련과 사전 조율도 필수적인데, 한국고전번역
원 수동평가에서는 이 과정이 생략되었다.
셋째, 번역원 번역기 수동평가는 한국고전번역원의 번역방식에 익숙한 전문역자로만 평가를 진행한 점도 문
제다. 전문 번역자가 수동평가를 수행할 경우 지나치게 엄격하게 평가할 우려가 있기 때문에 기계번역에 대한
기본적인 이해를 가지고 있는 인력이 평가를 수행할 필요가 있기 때문이다.26
넷째, 평가 결과에 대한 신뢰도 분석을 별도로 수행하지 않은 점도 짚고 넘어갈 일이다. 일반적으로 수동평가
를 수행할 때는 평가의 신뢰도를 확보하기 위해 카파 상관계수(Cohen’s Kappa Coefficient) 등을 활용하여 평가
일치도를 측정하는 과정을 거친다. 이는 평가 결과가 얼마나 객관적이고 합리적으로 이루어졌는가를 검증하기
위한 것이기도 하지만, 성능 개선에 유용하기 때문이기도 하다.

향후 이러한 점들을 종합적으로 고려하여 신뢰도 높은 수동평가 방식이 개발되어야 할 것인데, 이때 고려하
여야 할 사항을 구체적으로 제시하면 다음과 같다.27

① 평가지표 개발 :
◦ 평가자의 지식수준, 환경 등 정량화하기 어려운 변수들도 반영할 수 있는가

26

Rossi, L. & Wiggins, D.. Applicability and application of machine translation quality metrics in the patent field. World
Patent Information, 35. 2013.

27

김우정 외, ｢2020년도 한국고전번역원 기획연구과제 최종보고서 : 『승정원일기』 자동번역시스템의 활용방안 연구
｣, 한국고전번역원,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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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평가지표는 번역의 명확성과 유창성을 고루 평가할 수 있도록 구성되었는가
◦ 누락되거나 중복된 평가요소는 없는가
◦ 배점은 평가지표의 특성이나 중요도에 알맞게 부여되었는가
◦ 배점의 총합이 번역품질의 차이를 확인할 수 있도록 적절하게 부여되었는가

① 평가방식 개선 :
◦ 기계번역문과 인간번역문 차이를 감별할 수 있는지도 평가할 수 있는가 : 자동평가와 수동평가는 단지 평가
방식만 다른 것이 아니라 그 목적과 성격도 다르다. 원문, 참조번역, 후보번역을 모두 제시한 후 평가하는 기존의
평가방식, 즉 기계학습의 결과물임을 인지한 상태에서 진행되는 평가는 ‘원문 VS 번역문’에 대한 평가 외에 ‘정답
문 VS 번역문’에 대한 평가도 동시에 이루어지는 셈이어서, 정답문에 의해 왜곡될 가능성이 있다.
◦ 평가자의 주관에 따른 편차를 줄일 수 있는 절차가 마련되어 있는가
◦ 번역품질 평가집단은 합리적이고 객관적으로 구성되었는가
◦ 번역기의 활용 가능성(역자들의 번역 지원, 대국민서비스 등)을 판단하는 절차가 포함되었는가

③ 평가지표 개발 원칙 :
◦ 포괄성 : 번역 품질을 전반적으로 평가할 수 있는가
◦ 구체성 : 평가요소가 구체적으로 드러나는가
◦ 독립성 : 평가요소 간 중복이 없도록 구성되었는가

④ 평가점수 부여 방식 : 지표의 특성에 맞게 감점제 또는 배점제 등을 선택

⑤ 평가 대상 텍스트 제공 방법 :
◦ 원문과 번역문만 제시하는 것이 바람직함
◦ 번역문 중에 전문역자의 번역문을 포함시켜 기계번역과의 차이를 감별할 수 있는지, 동등한 조건 하에서
기계번역 평가결과와 어떤 차이를 지니는지 평가할 수 있도록 함

⑥ 평가자 구성 :
◦ 전문가 집단과 비전문가 집단으로 나누어 진행
◦ 전문가 집단은 5년 이상 또는 3종 이상의 전문 번역서 실적이 있는 자로서, 한국고전번역원의 번역기준을
이해하고 있되 일반적인 번역기준까지 함께 고려하여 평가할 수 있는 자 3인 이상으로 구성
◦ 비전문가 집단은 한문에 대한 기초적인 이해력을 갖춘 사람을 대상으로 선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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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전문가 집단 평가의 목표는 ‘실제 번역 작업에 활용 가능성 진단’, 비전문가 집단 평가의 목표는 ‘대국민 서
비스 가능성 진단’

⑦ 평가방식과 절차의 개선 :
◦ 전문가 집단과 비전문가 집단 각각에 적합한 평가방법 적용
◦ 전문성을 갖추었으되 한국고전번역원 스타일에 구애받지 않고 평가할 수 있는 평가자가 포함되어야 하며,
전문가 이외의 일반사용자들의 반응을 조사할 수 있도록 비전문가 집단 평가도 병행
◦ 평가절차 : 평가지표에 대한 충분한 사전 설명 → 예비문항을 통한 상호조율 → 본 평가 → 본 평가 후 평
가점수의 편차가 큰 문항에 대한 의견 조율 → 본 평가 → 평가결과 분석

⑧ 기타 사항 : 번역 품질의 다각적 검토
◦ 『승정원일기』 미학습 부분, 실록의 중복(동일 기사)/비중복 부분, 기타 성격이 유사한 문헌자료 등을 평가
에 반영
◦ 『승정원일기』와 문체 및 내용이 상이한 자료(사서, 삼경, 문집류 등)도 평가에 활용
◦ 다른 번역기(바이두 번역기)와의 비교 평가 병행

<표 3>은 바이두 번역기와 번역원 번역기(http://aitr.itkc.or.kr/)의 번역품질을 비교해본 것으로, 테스트 원문은
2019년 3월 바이두 번역기를 대상으로 조사한 10개의 문장에 『승정원일기』 미학습 부분, 『肅宗實錄』, 『大典
會通』, 『萬機要覽』, 『改修日記謄錄』 등 10개의 문장을 포함하여 구성하였으며, 조사일은 2021년 6월 26일로
동일하다.
1~10번 문장까지 비고란에 적힌 숫자는 2020년 11월 3인의 전문역자에게 연구진이 자체 개발한 평가지표
(25점 만점으로 구성)를 제공하고, 이에 따라 평가하도록 의뢰하여 얻은 점수다. 점수차가 두드러진 문장(7, 9번)
도 있으나 대체로 유사한 패턴을 보이며, 평균점수는 바이두 번역기 15.9점, 번역원 번역기 14.5점으로 바이두
번역기가 근소하게 우세했다.28
11~20번 문장은 번역원 번역기가 집중 학습한 『승정원일기』와 유사한 패턴을 보이는 문헌들에서 뽑은 글이
다. 예상대로 바이두 번역기보다 번역원 번역기의 결과물이 대체로 우수했는데, ‘是乎矣’(이오대), ‘爲去乎’(하거
온), ‘是去等’(이거든), ‘爲只爲’(하기삼)‘ 등 吏讀가 쓰인 20번 문장은 번역원 번역기도 제대로 번역하지 못하였다.

28

구체적인 결과는 김우정 외, 상게문 참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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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표 3> ‘바이두翻译’과 ‘한문고전 자동번역’ 번역 결과 비교
연번

입력문

1

謂一元者, 大始也。知元年誌者, 大人之所重, 小人之
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

2

治國者 敬其寶, 愛其器, 任其用, 除其妖。

출전

바이두翻译 번역문(2021.06.26)

春秋繁露

对一元的, 非常开始的。目的了解元年, 伟大的
人是重要的, 普通人轻视。所以治理国家的端在
正确的名称。

14.3

治理国家的人对他的宝贝, 爱他的工具, 任用,
除了那些妖怪。

15.7

荀子

비고

한국고전번역원 ‘한문고전 자동번역’(2021.06.26)

비고

이일원을 말한 것은 큰 시작입니다. 지원지원지(知元年誌) 라는 것
은 대인(大人)의 소중함과 소인이 경시하는 바입니다. 이 때문에

15.3

나라를 다스리는 단서는 정명(正名)에 있습니다.
나라를 다스리는 자는 그 보배를 공경하고 그 그릇을 사랑하여
그 용(用)을 맡기고 그 요점을 제거합니다.

18.3

공자가 말하기를, 군자가 어버이를 섬기는 효도를 일삼기 때문에

3

子曰, 君子之事親孝, 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 故順可
移於長。居家理, 故治可移於官。 是以行成於內, 而
名立於後世矣。

孝經

孔子说：“君子侍奉双亲孝顺, 所以忠臣可以转
移给你。侍奉兄长友爱, 所以李顺可以转移到
长。居家理, 所以治理可以转移到官。因此行成
于内, 而名声建立在后世了。”

충(忠)은 임금에게 옮길 수 있다고 하였습니다. 형 섬기기를 섬김
18.0

에 공손하기 때문에 순리에 옮길 수 있다. 집안의 이치를 살았기
때문에 잘 다스려지는 것을 관직에 옮길 수 있었던 것이다. 이 때

14.7

문에 행동이 안에서 이루어지고 이름이 후세에 확립되는 것입니
다.
시인(詩人)이 고려를 가르칠 때에는 인사(人事)를 사양하고 음탕함

4

詩人之賦麗以則, 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
也, 則賈誼升堂, 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揚子法言

“诗人之诗丽以则, 诗人的赋丽以淫。如孔子的
门用赋的, 那么贾谊堂, 相如进入房间了。如果
不使用什么?”

15.3

으로 간음합니다. 예컨대 공씨(孔氏)의 문하에서 부(賦)를 쓰면 가
의(賈誼)가 당(堂)에 오르기를 마치 입방(入室) 하듯이 하였습니다.

12.7

그를 기용하지 않는다면 어찌하겠는가?
놀라서 병사가 들어온 것은 극도에 달하였다. 놀랄 것이 없다는
5

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不要害怕的是什么? 展无
無駭帥師入極。無駭者何? 展無駭也。何以不氏? 貶。
春秋公羊傳 骇啊。为什么不氏? 贬。为什么要贬低? 有病才
曷爲貶? 疾始滅也。始滅昉於此乎?
消灭了。开始了防在这吗?

13.3

것은 무엇인가? 알하는 것은 놀라울 것이 없다. 어찌하여 불씨가
있는가? 폄하하였다. 어찌 폄하되었겠는가. 병이 비로소 없어졌다.

12.3

처음에는 윤방을 섬멸하였는가?

6

三軍之衆, 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 奇正是也。兵之所
加, 如以碬投卵者, 虛實是也。

孫子兵法

全军, 可以使必受敌而不会失败的, 正是这样
的。军队的增加, 如以碬把鸡蛋的人, 事实是这
样的。

38

삼군(三軍)의 백성들이 반드시 적을 맞아서 패할 수 없게 할 수 있
13.7

는 것이 기특하고 올바릅니다. 군대가 늘어난 것은 마치 쑥으로
알을 던지는 것과 같은 것이니, 허실이 그것입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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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扈江離與闢芷兮, 紉秋蘭以爲佩。汩余若將不及兮, 恐
年歲之不吾與。

離騷

世之論事者, 以才高當爲將相, 能下者宜爲農商。

강호(江扈)와 이척(離斥), 지붕(地莫)을 꿰고, 추란초(秋蘭炒)를 꿰어 찼

我身披幽香的江离白芷啊, 缝纫秋兰作为佩带。
巾, 担心年龄的不与我。

17.3

論衡

社会上的议论事情的人, 认为才高应为将相, 能
下的应该是农商。

19.3

論語

子张学习求职。孔子说：“听说朝廷怀疑, 慎言
其余, 那么我们尤其；多见朝廷危险, 慎行其余,
那么我们后悔。说话少过失, 行寡悔, 禄在其中
矣。

다. 나를 골몰하면 장차 미치지 못할 듯이 한다라고 하였으니, 해

11.0

가 나에 미치지 못할까 두렵다.
세상에서 일을 논하는 자들은 재주가 뛰어난 사람을 장상(將相)으
로 삼고, 잘 내려가는 자는 농상(農商)으로 삼아야 합니다.

18.0

자장(子張)이 장수록(張壽祿)을 구하였다. 공자(孔子)는 《서경(書經)》
9

子張學干祿。 子曰, 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 則寡尤, 多
見闕殆, 慎行其餘, 則寡悔。言寡尤, 行寡悔, 祿在其
中矣。

에 의문이 많이 들었고, 신언(申言)과 그 나머지는 과오(寡誤)를 많
13.7

이 드러냈는데, 빠짐없이 신행(新行)하고 그 밖에는 후회를 적게

9.0

한다고 하였습니다. 말이 허물이 적고 행실이 후회가 없으면 녹이
그 안에 있는 것입니다.

10

侍中裵克廉等白王大妃曰, 今王昏暗, 君道已失, 人心
已去, 不可爲社稷生靈主, 請廢之。遂奉妃敎廢恭讓。

太祖實錄

侍中裵克廉等白王大妃说：“现在大王昏暗, 君
道已经失去, 人的心已经离开了, 不可为国家百
姓主, 请求废除他。” 于是, 奉太妃敎废弃恭敬
谦让。

평균

11

시중(侍中) 배극렴(裵克廉) 등의 백왕대비(白王大妃)가 말하기를, 지
18.3

금 왕이 혼미하여 임금의 도리가 이미 잘못되었고 인심이 이미
떠났으므로 사직과 생령(生靈)의 군주가 될 수 없으니, 폐지하소서.
마침내 비(妃)가 공양왕(恭讓王)의 가르침을 폐하였다.

15.9

眇予小子, 當國家危亂之秋, 承祖宗艱大之統, 托乎兆
民之上, 九年于玆。

肅宗實錄

瞎我小子, 在国家危乱的秋天, 祖宗困难大的统,
寄托在百姓之上, 在这九年。

14.5
보잘것없는 소자(小子)가 나라가 위태롭고 어지러운 때를 당하여
조종(祖宗)의 어렵고 큰 왕통을 계승하여 만민의 위에 가탁한 지
이제 9년이 되었다.
예로부터 임금이 행행할 때에는 무릇 효행(孝行)이 두드러진 사람

12

自古人君, 行幸則凡有孝行表著之人, 必加嘉奬, 亦或
有召見矣, 今此道內孝行表著者, 亦依老人例, 賜以食
物。

顯宗實錄

从古代的君主, 前往则共有孝顺的品行卓著的人,
一定要给予奖励, 也有的召见了, 现在这道内孝
行为显著的, 也依老人例, 赐给他食物。

이 있으면 반드시 가상히 여겨 장려하고 또한 혹 소견(召見)하기도
하였는데, 이번 도내의 효행(孝行)이 드러난 자도 노인의 예에 따
라 음식물을 하사하라.

13

多人擊錚, 士庶上言, 固出於通民隱而無遺, 伸冤枉而
很多人打者, 一般上说, 当然从通民情而无遗,
承政院日記
不掩也, 有何禁戢之可?
伸张冤枉而不遮住了, 有什么可以禁止的?

39

18.0

많은 사람이 격쟁(擊錚)하고 사서인(士庶人)이 상언(上言)한 것은 진
실로 백성의 고통을 통하게 하여 남김없이 억울함을 풀어주는 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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이니, 어찌 금지할 수 있겠습니까?

범한 죄가 지극히 중하고 법과 기강이 지엄하니, 잇달아 형신(刑
14

罪犯至重, 法紀至嚴, 不可不連加刑訊, 期於輸款, 然
犯罪最重要, 方法记录到严, 不可不连加刑审讯,
後獄體乃正, 凶醜可懲, 待拷限加刑, 期於取服, 何 承政院日記 希望对捐赠款, 然后监狱体制是正, 凶丑可以惩
如?
罚, 待拷打限处罚, 期於取服, 怎么样?

訊)을 가하여 기어이 자백을 받아낸 뒤에야 옥사의 체모가 바르게
되고 흉추(凶醜)를 징계할 수 있을 것이니, 고한(拷限)을 기다려 형
(刑)을 가하여 기어이 자복을 받아내는 것이 어떻겠습니까?

15

16

17

18

我在昨天席, 已有所抬头奏, 但这不是大臣请求
臣於昨筵, 已有所仰奏, 而此非大臣請對之事, 如是相
承政院日記 对的事, 这样相继抬头真的, 已按规定擧违反行
率仰籲者, 已違按例擧行之本意矣。
为的根本意思了。

外方祠院冒禁創設, 觀察使拿處, 守令以告身三等律
論, 首倡儒生遠配。

外方祠院冒禁止创设, 观察使拿处, 守令来告诉
自己三等律论, 首先倡导儒生远配。

大典會通

逆賊父年八十者減律絶島定配, 二三歲兒應在放流者
勿爲定配。

大典會通

府北二百里, 有三十里大野, 中有二大澤, 澤邊有臺,
高數百丈。

萬機要覽

府以北二百里, 有三十里大野, 其中有两大湖泊,
泽边有台, 高几百丈。

萬機要覽

每次在荒年, 有发卖的命令, 那么汉城府抄饥户,
修成册报在救济厅, 分巡发卖, 而当时价值虽然
很高腾, 一个根据该厅确定式价格, 大米一石三
两, 小米一石二两个七钱, 发卖, 大户五斗, 中
户四斗, 小卢三斗, 单户二斗。

叛贼父八十岁的减少律绝岛定配, 两三岁的孩子
应在被流放的人不要为定配。

신이 어제 연석에서 이미 우러러 아뢰었습니다만, 이는 대신이 청
대한 일이 아닌데 이렇게 서로 이끌고 와서 우러러 호소하는 것
은 규례를 살펴 거행한 본뜻을 이미 어긴 것입니다.
지방의 사원(祠院)은 금령(禁令)을 무릅쓰고 창설하니, 관찰사는 의
금부로 잡아다 처리하고 수령은 고신(告身) 3등을 처벌하는 것으
로 논죄하고 앞장서서 주창한 유생은 원배(遠配)하라.
역적의 아비로서 나이가 80세가 된 자는 형률을 감하여 절도에
정배하고, 2, 3세의 아이로서 응당 유배 중에 있는 자는 정배하지
말라.
부(府)와 북(北) 200리에 30리 큰 들판이 있는데, 가운데에 두 개의
큰 은택이 있어 못에 대(臺)가 있고 백 장(丈)의 높이가 있습니다.
흉년이 들 때마다 발매(發賣)하라는 명이 있으면 한성부가 기호(飢

19

每於荒年, 有發賣之命, 則漢城府抄出飢戶, 修成册報
于賑廳, 分巡發賣, 而時直雖極高騰, 一依該廳定式
價, 大米一石三兩, 小米一石二兩七錢, 發賣, 大戶五
斗, 中戶四斗, 小戶三斗, 獨戶二斗。

戶)를 뽑아내어 성책(成冊)하여 진휼청에 보고하고 분순(分巡)하여
발매(發賣)하는데, 시청(時廳)은 비록 매우 비싸지만 한결같이 해당
청의 정식(定式)에 따라 대미(大米)는 1섬 3냥, 소미(小米)는 1섬 2냥
2전으로 발매(發賣)하고 대호(大戶)는 5말, 중호(中戶)는 4말, 호(戶)는
3말, 호(戶)는 2두(斗)입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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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本厅员役等侵犯晚上不要禁止帖, 从本厅照例完
本廳員役等犯夜勿禁帖, 自本廳依例成給是乎矣, 當此
成给这里了, 在这个夜晚严厉整顿的时候, 有没
夜禁嚴飭之時, 或不無見阻之慮, 如是牒報爲去乎, 本 改修日記謄 有受到阻碍的考虑, 如果这文件报告为去吗, 本
廳員役等, 因公犯夜是去等, 憑考夜標以爲勿禁事, 分 錄
厅员工作等, 于是公犯夜是距等, 靠考察夜标认
付三營及左右捕廳爲只爲。
为不要禁止事, 分别给三营和左、右捕厅为只
为。

41

본청의 원역(員役)들이 야금(夜禁)을 어긴 물금첩(勿禁帖)은 본청에
서 규례대로 성급(成給)하는 것이 옳습니다만, 이렇게 야금(夜禁)을
엄히 신칙하는 때에 혹 저지당할 염려가 없지 않아 이와 같이 첩

吏讀미

보(牒報)를 보냈으니, 본청의 원역 등이 공무로 인하여 야금(夜禁)을

번역

떠가는 등의 일을 빙자하여 야표(夜標)를 금하지 말라고 삼영과 좌
우 포도청에 분부하였습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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번역원 번역기는 『승정원일기』를 집중적으로 학습한 번역모델로, 문체, 표현, 어휘 등이 『승정원일기』와 유
사한 자료를 번역하는 데는 상당한 성능을 발휘하지만, 범용 번역기로는 명확한 한계를 지니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
다.
한편 『승정원일기』 국역에 종사하고 있는 전문역자 5인에게 기존 방법대로 번역했을 때와 번역기를 이용해
번역했을 때의 차이를 묻는 설문조사를 수행한 바 있다. 우선 소요시간에 있어서는 공히 인간번역보다 번역기
를 활용한 번역의 소요시간이 상당히 절감되었다고 답하였으며, 번역 품질에 대해서는 다소 유보적인 태도를
보였지만 업무에 활용 가능성에 대해서는 대체로 긍정적으로 평가하였다. 세부 의견을 살펴보면 상투적인 구문
의 번역 품질은 상당히 뛰어나나 그 밖의 경우에는 번역 품질이 낮다는 의견, 고유명사 번역에서 오류가 많다는
의견 등이 많았으며, 또 컨텍스트를 충분히 파악하지 못한다는 점을 한계로 꼽았다. 즉, 번역기의 번역 결과가
아직 신뢰할 만한 수준에 이르지는 않았지만 특정 어휘나 형식이 반복적으로 나열되는 저맥락 텍스트의 경우
초벌 번역으로서 활용할 수 있으며, 원문의 전후 내용을 번역기를 통해 신속하게 확인하여 참고할 수도 있고,
번역의 규식을 파악하는 데도 유용하다고 보았다.29
<표 4> 인간 번역과 번역원 번역기 활용 번역 소요시간 비교
소요시간

평가자

원문 1(인간 번역)

원문 2(번역기 활용 번역)

A

1시간 30분

1시간

B

31분 55초

14분 43초

C

2시간

1시간

D

1시간 30분

1시간

E

1시간 35분

55분

이상의 설문 조사를 통해 『승정원일기』 번역기의 번역 품질은 아직 충분히 신뢰할 만한 수준은 아니지만, 전
문 역자들의 업무 효율을 높여주는 유용한 도구로 인식되고 있음을 확인하였으며, 이로 볼 때, 번역기 개발의
목적은 어느 정도 달성한 것으로 판단된다.

7. 古典文言文 기계번역의 과제
한국고전번역원의 한문고전 기계번역은 당분간 국내는 물론 해외에서도 유일한 성과물로 회자되리라 전망되

29

김우정 외, 상게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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는데, 이 성과가 앞으로도 지속적으로 발전하려면 다음과 같은 점을 고려해야 할 것으로 보인다.

첫째, 클라우드 기반 고전문언문 번역 플랫폼 구축 : 현재의 시스템은 기초적이지만 클라우드 기반의 고전문
헌 플랫폼을 구축하고 있다. 즉 고문헌에 특화된 자동번역 모델을 하나의 시스템으로 구축하여 다양한 환경에
서 사용자들에게 제공할 수 있으므로, 이 플랫폼을 클라우드 방식으로 확장성을 제고하는 것도 가능하리라 본
다. 클라우드 환경 하에서는 학습을 위한 별도의 하드웨어 설정 없이도 새로운 데이터에 대한 번역 프로파일을
생성할 수 있으며, 번역모델의 크기가 커지더라도 효율적인 데이터 관리가 가능해진다. 또한 클라우드 내에서
기계학습을 진행할 수 있어서 개발 프로세스의 운영이 양호해지는 효과도 기대할 수 있다. 한문고전을 특정 도
메인과 범용 도메인 두 축에서 기계번역 모델을 통해 학습하고 이를 클라우드 환경의 플랫폼으로 제공한다면,
일반 사용자가 번역하기 힘든 문언문을 여러 곳에서 번역하는 것이 아닌 하나의 플랫폼에서 손쉽게 번역할 수
있다는 장점도 있다. 일반 사용자 또는 개발자는 고전문헌 자료 수집을 위해서 여러 플랫폼을 사용할 필요 없이
단일 플랫폼을 사용하여서 사용 또는 개발을 수행할 수 있고, 특수하거나 특화된 기계번역이 필요한 경우 플랫
폼 학습데이터에 누적된 데이터를 제공받아서 효과적인 사용자 번역시스템을 구성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또한 기
계번역된 모델을 생성하게 됨에 따라서 차후 비슷한 유형의 데이터 또는 동일한 추가 데이터를 학습함에 있어
서도, 기존의 기계번역이 누적 데이터로써 도움이 되기 때문에 기계학습에 도움을 줄 수 있을 것이다. 그리고
방대한 양의 양질의 고전문헌 데이터를 클라우드 환경에 저장하여 확보할 수 있고 이를 번역하여서 일반 사용
자에게 제공하고 또한 사용자가 클라우드를 통한 개발을 기대해 볼 수 있으므로 고문헌 번역 및 개발 비용 절감
에 기여할 수도 있을 것이다.
둘째, 양질의 병렬코퍼스 구축 : 학습데이터는 기계번역의 성능과 직결되므로, 양질의 병렬코퍼스를 구축하는
것이 관건이다. 그런데 현재 번역원의 코퍼스 구축 지침은 외부에 공개되지 않고 있는데, 향후 데이터를 확장해
나가려면 모든 고전문언문에 적용될 수 있는 표준안을 만들고 이를 외부에 공개하여 누구라도 동일한 기준에
따라 데이터셋을 구축할 수 있도록 하여야 할 것이다. 아울러 한국고전번역원에서는 입력 데이터의 변경 없이
사업을 진행하였는데, 이는 입력 데이터 자체가 얼마만큼 효과적인 데이터였는지도 살펴볼 필요가 있다. 즉, 합
성데이터나 Out-of-Domain 데이터 등등이 실제 번역 학습에 도움을 주었는지에 대한 연구, 원문을 어떤 규칙
의 코퍼스로 구성할 때 가장 효과적인 학습효과가 나타났는지에 관한 연구 등이 병행되었다면 더 풍부한 자료
를 확보할 수 있었을 것이다.
셋째, 기계번역 성능 향상을 위한 부가 시스템 개발 : 문언문은 그 특성상 다양한 참고 자료가 필요하다. 따라
서 기계번역 시스템의 효율을 위해서는 코퍼스 구축이나 기계번역 알고리즘의 선택 못지않게 자연어 처리를 위
한 사전정보, 예를 들어 한자의 이체자·통가자 처리와 다양한 자의군의 통합과 연계, 특수 용어 시소러스를 포함
한 어휘망, 컨텍스트적 해석을 가능하게 하는 감성어휘 사전 등이 함께 제공될 필요가 있다. 전처리 과정에서
필수적인 토큰을 어떤 단위로 분석할지 검증하기 위한 시스템 구축도 요긴한 과제다. 토큰분석기는 쉽게 말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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자동 표점기와 형태소 분석기로, 언어적 특성에 맞게 처리하는 과정이기 때문에 자연어 처리에서는 기본적인
작업에 속한다. 추측컨대 번역원 번역기에서 한자의 자의 정보가 번역 결과에 큰 영향을 미치지 않는다면 이는
토큰을 단어 위주로 구성하였기 때문일 수 있으며, 반대로 일정 정도 영향을 미쳤다면 이는 토큰이 낱글자 단위
로 구성되었기 때문일 수 있다. 기계번역은 알고리즘을 해당 언어의 특성에 맞춰주는 것이 매우 중요하므로 이
러한 부가 시스템의 개발과 적용 역시 요긴한 과제 중 하나다.
넷째, 번역평가의 신뢰성 제고 : 번역 품질에 대한 평가는 객관적인 성능 평가라는 점에서도 의미가 있지만
번역모델의 지속적 개선을 위해서도 중요하다. 이를 위해서는 BLEU나 METEOR 등의 자동평가 방식과 전문가와
비전문가들이 적절하게 참여하는 수동평가 방식을 목적에 맞게 선택하거나 보다 나은 평가 방식을 개발할 필요
가 있다. 아울러 포스트에디팅(MTPE :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을 적극적으로 활용해볼 필요도 있다.
MTPE는 기계가 번역한 텍스트를 인간이 교정하는 것으로, 이미 기계가 초벌 번역한 텍스트를 기반으로 하여 새
로운 텍스트를 번역하는 작업이다. 기계번역의 도움 없이 평균적인 전문 번역가가 제공하는 번역 품질 수준으
로 번역하려면 시간과 비용이 많이 드는데, MTPE는 시간과 비용을 절약하면서 기계번역 프로젝트를 수행하는
대안이 될 수 있다. 기계번역의 품질평가에도 활용될 수 있는데, 기계번역을 수행한 후보 번역들을 대상으로 전
문 번역가가 MTPE를 수행했을 때 어느 번역모델이 시간 당 생산성이 높은지를 측정하거나 시간 당 평균 몇 단
어 정도의 오류를 수정하였는지를 검토하는 방식으로 기계번역의 품질을 평가할 수 있다.
다섯째, 고전문언문 범용번역기 개발 : 향후 연구를 통해서 『승정원일기』 특화 모델이 아닌 다양한 입력 데
이터 환경에서도 번역이 가능한 범용적 모델을 구성하는 연구도 반드시 수행되어야 한다. 범용 모델 연구를 통
해서 다양한 문헌에 대한 학습 데이터를 구성할 수 있을 것이며, 이를 통해 번역기 작업에서 조금 더 넓은 범위
의 고전문언문 번역도 가능하리라 본다.

디지털 기술은 인문학, 어문학의 종말을 의미하는 것이 아니다. 오히려 인문학, 어문학을 새로운 단계로 끌어
올리는 수단이 될 가능성이 높다. 인문학, 어문학의 새로운 미래를 위해 더 많은 관심을 가져야 할 때다.

2021년 10월 31일 世界漢字學會 발표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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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發言

Traditional Archive Decoding
based on Deep Learning for
Digital LARCHIVEUM

李敏鎬
韓國
慶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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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發言

古文字智能數據庫研
發的現狀與未來

劉志基
中國
華東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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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识别与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

摘要：古文字图像识别的初步成功，撞开了古文字智能化研究的大门。智能化模式下的古文字研究，需要
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来提供数据支撑。为营造智能化研究所需要的大数据，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必须保证
计算机能够识别所有古文字材料的所有方面和所有层次，因此除了整合图像识别功能外，其建设重任主要
是再造数字化的古文字资料系统：大面积增补以及重新制作图像资料；异体、异写、笔迹、偏旁、书体等
不同角度的穷尽式逐字构形分类；多层次分类框架下的穷尽式逐字语境字义标注整理；古文字考释论著的
数字化集成及多路径索引。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建设策略：
“算法”与“数据”互动，持续推进；公共数据
库的社会共建模式；以传统古文字研究学界为主体的跨学科合作。
。
关键词：古文字 图像识别 古文字研究智能化 智能型古文字公共数据库

一、图像识别·古文字研究智能化·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
随着古文字数字化研究的推进，古文字图像识别得到了初步实现，这标志着古文字研
究已经跨过了智能化研究的门槛。
这一判断的做出，基于如下事实依据：虽然古文字数字化的研究和平台建设已有二十
余年的历史，但在古文字图像识别实现以前，图像材料始终会造成古文字资料数据链的脱节。
古文字数字平台，主要是通过数据库建设来实现的。古文字资料输入数据库，大致有两种形
式，一是文字输入，二是图像输入（一般采用外部关联方式）。文字输入，借助于电脑字符
集的编码，相关资料可以获得标志自己身份的唯一识别码，因此它无论被移动到哪里，都是
可以被计算机所识别的；图像输入，则由于缺失这种身份信息，计算机输入只能采用“绑定”
的方式来认定它的身份，而一旦它挣脱了“绑定”，就会消失在计算机视野的盲区中，而实
际存在的古文字资料是不可能都被特定数据库绑定的。这一盲区的存在，会带来两种断裂。
古文字第一手材料的原始形态，通常是人们与古文字发生交集中首先照面的对象，因此也是
人们最希望以数字化手段来助力研习的对象。一手材料通常只有转换成图像才能进入计算机
的视野，而由图像生成的盲点，却使人们无从利用数据库来解决识读问题——这是人机交互
层面的断裂。数据库贮存的数据，只要是计算机可以识别的，都可以通过程序设计，使之发
生某种逻辑关联沟通。而这种系统联系，正是大数据之来源，也是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可以
实现的基础。而图像不被识别，又势必导致它与相关数据的联系无法建立——这是计算机信
息处理数据链的内部断裂。显然，由于这两种断裂的存在，古文字研究智能化研究并不具备
前提条件。而古文字图像识别的实现，恰恰可以修复这种断裂，因而为古文字研究的智能化
撞开了大门。
虽然这一步的跨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对于具有千年传统的古文字专业而言，
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却并无任何现成的路线图可以参照。可以确定的是，一切都需要按全新
的智能化模式进行改变、调整。而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要建设一种功能升级的古文字数据库，
以适应智能化研究的要求。
保证智能化研究得以展开的主要是两种因素：一是算法，二是数据。一般认为，两者
之中，数据更为关键，因为它是既是算法的产生来源，又是算法实现价值的依据。智能化研
究所需的数据，当然是所谓“大数据”。大数据是需要数字化手段处理加工的，因此这种数
据只能来自于数据库。作为古文字智能化研究的前哨战，古文字图像识别的初步成功，正得
益于古文字数据库的数据支持。据此不难判断，随着古文字图像识别研发的进一步深入，以
及由此带动的古文字智能化研究的全面展开，古文字数据库的支撑作用也将进一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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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古文字数据库才能提供满足智能化研究要求的大数据呢？毫无疑问，首先需要
为古文字数据库添加图像识别功能，理由就是非此无以修复前文言及的关涉古文字资料的人
机交互和机内数据的断裂，不烦赘述。而这一改变，在古文字图像识别程序已经出现，而古
文字数据库也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显然并非难事。那么，服务于智能化研究的古文字数据库
是不是唾手可得了呢？当然不是。智能化研究所需要的大数据的营造，是需要苛刻条件的，
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尽可能让计算机能够识别所有材料的所有方面和所有层次。以如此要求来
看，古文字数据库需要进行全面进行资料补充与深度处理加工，使之成为一种与智能化研究
模式精准对接的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
创建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不必白手起家，因为古文字数据库的建设已有 20 余年的历史。
而如何建设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则需要反省迄今古文字数据库建设的现状，评估得失，进
而明确建设任务。
2015 年，张三夕等编成《汉语古籍电子文献知见录》①，这是迄今古籍数字化成果最系
统完整的资料汇编。有此“知见录”
，下文的讨论就方便了很多，我们无需一一铺陈，即可
作鸟瞰式概括评估。以张氏“知见”为基础，再综合该书以后的新研发古文字数字化资料成
果，我们可以将既有的古文字数据库类成果分为如下几个层次：二手文献类、贴标签类、开
天窗类、全文检索类。
所谓“二手文献类”
，就是数字化的对象并不是古文字文献的本体，而是后人对原始古
文字资料的整理、研究之作。这类成果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说文解字》的光盘版或网络版。
虽然可以方便人们查检相关书籍，但因这类成果不涉及古文字资料的本体，所以在古文字智
能化研究中无法提供第一手资料的数据。就资料的数字化而言，由于处理对象是已经编辑整
理的材料，因而相对一手古文字资料的数字化而言难度大大降低。比如要生成《说文》小篆
的字体，可以省去有区别意义的唯一字形与通用字符集唯一编码的对应整理工作。
“贴标签类”成果，虽然关乎第一手古文字材料，但并不直接对材料本体做数字化处理，
而只是对资料的篇章名称、著录出处等进行数字化方式的标识索引。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
②
西安大东国际数据有限公司合作研制的《商周金文资料通鉴》 ，以及“国学大师”网上的
甲骨文、金文检索等。不能否认，
“贴标签类”成果提升了相关古文字材料的使用便利，但
由于资料的文字记录本体不在数字化处理的范围内，对古文字智能化研究也缺乏直接的支持
作用。由于不涉及古文字文献本体的数字化处理，这类成果标签类工作也回避了古文字材料
数字载体转化的难度。
“开天窗类”的成果，虽然试图完成古文字文献本体的数字化，但却没有完成古文字材
料中集外字的数字处理，于是，这类成果对古文字材料的数字化处理功能是不完全的，凡遇
到集外字，只能以一种统一符号表示数字处理的空白点。毫无疑问，由于其数字化转换的不
完全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支撑古文字智能化研究的基础。“开天窗类”的古文字数字
化成果，是在字符集的中文信息化现实局限条件下实现的，在理所当然地保留了字符集局限
的前提下，自然也因此降低了数字化处理的难度。

张三夕、毛建军主编《汉语古籍电子文献知见录》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5 年 9 月版
该成果 2008 年起见于市场销售。收录截止于 2007 年 12 月公布商周青铜器铭 18000 多，器物图像 9000 多
幅，随器附有相关的简介文字（包括器物名称、出土时间、出土地点、收藏单位、尺寸重量、花纹描述等）
。
具有器名等检索功能，不能实现铭文的全文检索。
①
②

72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图一：
“中国古代简帛字形、辞例数据库”的辞例检索结果，用“○”表示集外字

“全文检索类”成果，以不留死角地完成古文字文献本体的数字化为基本特征，当然也
很方便在此基础上对被数字化了材料做各种标注索引。仅以 2017 年结题的国家社科重大项
①
目“出土古文献语料库建设研究”最终成果“先秦古文字网络数据库” 为例，该项目结题
报告之《成果简介》称：项目最终成果“先秦古文字网络数据库”，
“在材料收录上以穷尽目
前已公布古文字资料为原则，在数据库功能开发上根据出土古文献的材料价值特点，注重多
种功能的实现。如多层次保真，关联相关考释研究信息，呈现古文字材料字形和用字特点，
揭示字际关系等。
”具体来说，在这个数据库成果中，作为先秦古文字的主体甲骨文、商周
金文、战国楚简帛文字，材料已经实现了全面的数字化转换，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文献用
字的释字、释义、语境、字际关系、构形分析、出处、文献类型、时空属性等信息的整理标
注。
很显然，在以上四类古文字数据库中，只有“全文检索”类数字化处理和加工的程度更
高，层次更深，因而也相对更接近于满足古文字智能化研究的需求。因此，前者也就成为我
们确定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建设任务的最好参照。

二、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的建设任务
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的具体建设任务或因古文字智能化研究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有不同
的内容，当前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做，基于以往的古文字数字化研究的经验，简述管见如次。
（一）古文字资料的图像处理
古文字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固然是实物载体的。古文字研究以这种实物为对象自然是
最理想的。但是由于实物的唯一性和易损性，大多数的研究者并不可能享有直接面对实物的
研究的便利。迄今为止，用来代替实物而充当古文字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基本上就是图像，
具体可以细分为拓片、照相等形式。在智能化研究的模式下，古文字数据库中的图像资料必
须做重新的系统处理，既需要大面积的补缺，也需要全方位的返工。
对传统古文字研究而言，图像资料的短缺也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2012 年，吴镇峰《商
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出版，各家对其的好评，都不约而集中在它增补图像这一点。裘
锡圭曰：
“青铜器在铭文之外的各种信息对于铜器研究的重要性，宋人就已经注意。吕大临
《考古图》即有铜器器形、尺寸、发现地、藏家等信息的记录。上个世纪郭沫若先生的《两
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更树立了铜器铭文与器形图像综合研究的典范。但因为种种原因，
影响最大的《殷周金文集成》至今未能将器形图像数据公布出版，造成研究上的不便。《商
周》（笔者按：即《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吸收了前人的成功经验并发扬光大，收
集有铭铜器的图像多达一万一千余幅，清晰直观，同时还对铜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详细标注，
省去了研究者大量查检核对之劳（有些资料一般研究者要查也无从查起），无疑将大大促进
青铜器的综合研究。”②李学勤曰：
“前已提到的宋朝《考古图》等青铜器著录，本来有着一
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附有器物的图像，同时记有出土地点、流传过程、当时藏家，以及器
物的尺寸、重量等顼，一直到今天迢是对研究有很大帮助。然而随着金石学的演进越来越偏
重于文字，后出的著录多敷只录铭文，甚至成为单纯的拓本（或摹本）集，以致很多重要的
金文没有原器的图形可查，对深入研究造成很大障碍。从现代的考古学来说，青铜器乃是考
古遗物的一种，应该按照考古学的方法去考察研究。即使是金文的研究也不能孤立进行，必
须结合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功能、组合、工艺等方面，作出全面的分析。”③两位先生对
全国社科办《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基础类重大项目结项成果概述》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8/0319/c219545-29875808.html，2018 年 03 月 19 日）对该数据库成果作
了如下评价：
“
‘出土古文献语料库建设研究’课题组，建成《战国简帛文》
《商周金文》
《殷商甲骨文》三
个网络数据库，为迄今最完备的古文字网络数据库。
”
②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
“序二”
。
③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
“序一”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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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资料图像缺失现状的批评，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当然，应该受到批评的，绝不仅仅限于
金文图像资料的现状。
相对传统的古文字研究，古文字智能化研究无疑更需要图像资料支持的。而图像资料
的缺失，恰恰成为智能化研究的第一大障碍。裘、李两位先生提及的青铜器缺图问题，便给
“商周金文智能镜”的研发不利影响。
“商周金文智能镜”计划开发“认字”
“识形”
“读篇”
“辨器”四种识别功能，目前，前三种功能已经开通，而“辨器”路径的开通尚待时日，主
要原因，就是器物图像资料存在短板。即便是以收器物图像数量多而被称道的《商周青铜器
铭文暨图像集成》来说，所收器物图像也只有 11000 余幅，而该书所收的青铜器铭则达 18000
余。

图二：
“商周金文智能镜”之“辨器”功能显示为暂不能使用的灰色

近年来，有的学者开始尝试运用计算机技术来辅助甲骨缀合的研究，对于研发中遇到
的问题作了这样的表述：
“通过边界特征来判断两个轮廓是否匹配来达到拓片缀合的目的甲
骨文拓片不同于实物图像，其边界具有不完整性，尤其是二值化的拓片图像上，文字部分和
甲骨碎片上的自然凹陷都会形成图像上的白色区域，导致文字区域与自然凹陷无法区分。”
①
研究者在这里提出的传统甲骨文拓片作为计算机缀合依据材料的局限是很容易理解的，利
用计算机技术来发现碎裂甲骨片之间的可衔接关系应当是这种技术的基本原理，然而，甲骨
片碎裂之间的接缝却并不是简单的二维图像，在龟板的厚度上所形成的断裂面，是另一需要
进行衔接计算的维度，因而，如果没有这一维度的图像资料，计算机辅助甲骨缀合的技术是
很难真正发挥作用的。但是迄今为止，这种图像资料并不存在。

张长青、王爱民《一种计算机辅助甲骨文拓片缀合方法》，《电子设计工程》2012 年 9 月第 20 卷 17 期。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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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圈红标识甲骨厚度上的断裂面

随着甲骨学研究的深入，甲骨上的钻凿形态，也逐渐被研究者所重视，成为考察甲骨
的时代、殷人的卜法、卜辞文例等的重要研究对象。由于钻凿形态的纯图像属性，在古文字
智能识别的研究中势必占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位置。但因前辈学者多数只重视卜骨上的字形,
在摹拓甲骨时，往往忽视保留甲骨背面的钻凿。与此相应，除了小屯南地甲骨、花园庄东地
甲骨等近几十年新发掘的甲骨材料外，早期甲骨著录钻凿图像基本是缺如的。正因为如此，
有这一方面的补缺工作，便会得到人们的格外称许。许进雄《从长凿的配置试分第三与第四
期的卜骨》一文，对明义士所藏甲骨的钻凿资料作了详细的介绍，被认为是“是不可多得的
珍贵资料”
，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旧著录无钻凿记录的缺陷。”①由此不难判断，在古文字智能
化研究的模式下，甲骨钻凿资料的图像补缺任重而道远。
相对于图像资料缺失的补充，既有古文字图像资料的大面积返工制作，可能是一个更
为巨大的工程。在古文字智能化研究的模式下，审视古文字资料的图像的除了人眼以外，还
有数字技术的机器之眼，而且机器之眼的观察，是一切智能研究的基础。相对人眼，机器之
眼的视力当然要强大很多，看远，可以是天文望远镜，看小，可以是医学显微镜，因此，许
多人眼视力所不及的观察对象，在机器之眼下无所遁形。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
机器之眼只有在观察真实物体时，强大的观察力才会不打折扣，而如果面对的只是真实物体
的图像，则其强大视力的发挥程度将受制于图像本身的保真程度。
传统的古文字资料图像，是为满足人眼观察而制作的，因此，从人们的主观要求上说，
这种图像的保真度，只要满足于人的视力观察就可以了。然而，从传统图像制作设备、技术
及印刷传播手段的客观条件来说，即使是满足人眼看清的要求，也往往力不从心。试举一例：
甲骨文合集 17870 反，右边两行的刻辞有重叠，由此导致了两种释文，
《甲骨文合集释文》
为：
“…三日啱…嚾傴…侬仨□…”
；
《甲骨文校释总集》为“…三日乙丑…嚾傴…冎仨塊…”
，
并扩注“前五字刻于‘才啱高’三字上”，而前者的释文，则显然是认为“啱”刻在“乙丑”
等字上的。
①

刘风华《殷墟村南系列甲骨卜辞的整理与研究》
，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年。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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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甲骨文合集 17870 反

平心而论，合集 17870 反的拓片，在甲骨拓本中，还算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其重叠的
字迹“才啱高”和“三日乙丑…嚾”孰为先刻孰为后契，仅靠观察现有拓片确实难以判断。
如果拓本图像足够保真，后契者的刻痕虽然也会遭先刻线条的切割，但因为后契一定是显现
为相对连贯的，而先刻者则因契痕被后来刻具所截断而必然会显现为相对割裂状。但因为拓
片图像的保真度不到位，这种契刻先后的差异被模糊了。因为是图像本身的模糊，不但人眼
无法识别，机器之眼也同样无用武之地。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重新对合集 17870 片实物拍
摄保真度足够区分上述差异的图像。
事实上，现存大量的古文字资料的图像，都是程度不同存在类似于合集 17870 片的图
像保真度缺陷，普遍的情况是，从人眼观察的角度来说都是模糊不清的，自然也就更无法满
足机器之眼的观察要求。
（二）字形的分类整理
对于文字研究而言，字形总是永恒的基本研究对象。古文字智能化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就现实情况来看，因为智能化手段本身的研发，即导致新的文字构形处理任务产生。作为古
文字智能化研究的前哨战，古文字智能识别的直接的识别对象主要是字形。目前的文字识别
技术，以神经网络技术为主流。这种技术环境下，要让识别程序通过学习，即反复识读被识
别对象的特征来获得识别能力。在程序学习的过程中，以怎样的方式给程序提供学习样本（即
其将要负责识别的字形图像），对其学习效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将学习样本按构形特点
分类，可以有效地提升程序识别样本的图像特征，进而推进识别的成功。
《商周金文智能镜》
的研发过程中，为提升程序的识别能力就对识别样本根据程序学习的要求分类，如字形简略
类、字迹模糊类、背景残损类、字形微别类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类，是根据商周金文
智能识别的要求而确定的，未必适合其他古文字的识别，也就是说，要全面实现各类古文字
的智能识别，古文字数据库需要完成形形色色的构形分类任务。
毫无疑问，古文字智能化研究不限于古文字识别，随着古文字智能识别的成功应用，古
文字智能化研究将全面担负传统古文字研究各种任务。就传统古文字研究而言，文字构形的
研究直接关涉文字的考释、发展演变、断代分期、国别地域归属等方方面面的探究。对古文
字智能化研究来说，手段变了，但这些任务依然。而且因为手段的进步，完成任务的要求还
需要提升。为保证智能化研究手段的有效运用，需要相应的更加精细化的材料分类整理工作
来作为保障。总体来说，只有将分类整理的范围覆盖相关材料的所有，对资料分类整理的广
度包括所有方面，深度包含所有层次，才能让计算机能够识别所有文字材料中的所有字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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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构形层次，进而挖掘相关大数据，使智能化研究成为可能。当然，落实到具体操作，需
要明确逐项实事。覆盖所有文字材料的所有字符，负担虽然很重，任务倒还明确，故无需赘
言；而关乎构形的所有方面和层次究竟是哪些，有必要进行梳理。
因为只是踏在智能化研究的门槛上，目前还难以对智能化研究环境下古文字构形分类的
要求列出详细目录，能够做的还是基于传统构形研究的认识来盘点构形分类任务，因此，异
体、异写、笔迹、偏旁、书体等不同角度的构形分类应当视为不可回避的构形分析整理工作。
异体分类，目的是让计算机在造字本义的层次上识别每个古文字字符。概括学界共识，
如下几个方面，大体可以作为判断相关字形是否可以视为一字异体的标准：1.造字意图是否
相同；2.独体字的字符单位是否同一；3.合体字的构件单位、数量、相对位置相同与否。
异写分类，目的是让计算机能分辨每个古文字字符书写方法类型。
“异写”是“异体”
分类之下的构形差异，顾名思义，
“写法”的不同即异写字分类的依据，具体是指书写个体
对个体文字所持有的特定的书写程式，它应当包括字符书写的运笔顺序、轨迹、用笔方式、
交接方式等，以及由此构成的字符总体形态特征。
笔迹分类，目的是让计算机能辨别每个字符出自哪位书写者的笔下。笔迹层面的差异，
一般是指在不导致写法变化的情况下，较为细微的笔画交接、弯曲程度、长短、起笔和字形
体式的差异。
书体①分类，目的是让计算机能辨别每个字符出自哪种类型的古文字。构形因文字载体
和书写工具、方式所形成的大类型、总风格差异，是其分类的标准。
各个不同层次的分类标注，需要一并落实到每个字符，而所谓字符，依照古文字研究偏
旁分析的传统，不但是指整字，也须包含偏旁构件。只有如此，古文字有意义的构形数据才
能被计算机全面解读，进而获得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动分析的条件。
对同一个字符展开多层次的分类，目的是确保智能化研究的触角不留盲区。因为特定
的智能化研究，总是因研究目标的不同而选择不同分类层次的大数据展开的。比如，甲骨文
的字体研究应主要借助于“笔迹”层面的数据来展开，而金文字体研究的开展则应主要借助
于“异写”层面的数据。甲骨文字体分类研究注重笔迹学方法的原因，林沄作了这样的解释：
②
“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殷墟甲骨刻辞，只是少数的专司卜辞刻写者所遗留的字迹。” 对于
“少数的专司卜辞刻写者所遗留的字迹”进行研究，笔迹学方法自然是最合适完成其断代分
期任务的。很显然，金文，特别是殷商以后铭文的写字人的数量，已与殷商甲骨文时代不可
同日而语。从空间对比上来看，殷商甲骨文主要是河南安阳小屯村这个点上发现的占卜文字，
占卜主体只是殷王及少数“子”
，因此较少数量的写（刻）手也就足够满足需要。因为写手
数量少，写手字迹与断代特征的对应性就比较强，明确写手字迹就有了较多的分期断代意义。
而金文的情况则大不相同，铭文地域分布大大扩展，作器者除了王还有众多诸侯贵族。因为
每个作器者一般都会拥有自己的写字人乃至书写团队，这势必导致金文的写手数量较之甲骨
刻手大大增多，于是具体写手的字迹与特定断代的对应性也会大大弱化。在这种条件下，字
形书写特征的断代意义只能由字迹转移到“写法”上来。
一种有影响力的“写法”只能形成于写字人群中的多数在习字过程中对范本字迹的临
摹，换言之就是需要书写者较能遵守书写的规范。先秦阶段，虽然未见有“书同文”的制度，
但却并非没有促成“主流”写法形成的社会环境。殷周时代，文字的使用为统治阶级高层所
垄断，与之相应，传习文字者一般都属于富有文化素养的高级知识阶层。而有素养的老师会
较为充分顾及文字的交际职能，而将当时的主流文字写法传授给学生。在甲骨文中，有大量

本文所谓“书体”
，相当于启功“字体”概念的第二个方面，“指文字的组织构造以至它所属的大类型、
总风格”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64 年。第 1 页）即由甲、金、简等不同古文字类型
而区分的字形差异。
②
林沄《殷墟甲骨字迹研究･序》
，载张世超《殷墟甲骨字迹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3 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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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的“习刻”
，很直观地呈现了师传徒受的情景， 证明了“描红”式摹写老师的字迹的传统习
字方式可以上推至殷商。依样画葫芦式的习字过程会导致同一师承关系的写字人一般会形成
相同的“写法”
，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时代的人学写字总是会倾向于掌握一个时代的主流
文字构形，这就会导致有权威的“写法”越来越具有影响力，不断巩固其特定时代的“主流”
地位。所谓“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书风”，主要也就是这样造就的。当然，由于同样的原
因，在空间属性增大的金文中，不同的“写法”也可以系联相同或相近国别地域关系的文字
书写者。
与之相应，特定的构形分类研究，也应注意其文字材料的适应面。比如，面向分类断代
的异体字研究主要应该限定于同类材料中，这是因为，非同类的材料的字形特征差异，主要
表现为不同文字类别的书体差异，如西周金文和小篆的如下“宝”
，虽然也可以分析出异体
差异，但它们各自的特征首先可以在西周金文和小篆的书体差异上表现出来，而计算机对它
们的识别也没有必要聚焦到异体与否的层次。

图五：金文和小篆“宝”字

同理，甲骨文和殷商金文的如下之“宝”
，在计算机的识别中，也只需依据书体特征即可完
成。

图六：甲骨文和殷商金文“宝”字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书体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因而它的类别区分也会存在一定的
模糊性。比如，甲骨文的师、宾、出等不同类组，金文的殷商、西周不同断代，是否区分为
书体的不同类别，出于不同的研究目标，可能会有不同的判断，因此书体的分类，也应该具
有内部的层次差异。
（三）系统的义类分析整理
对古文字智能化研究而言，材料义类层面的数据挖掘是走向深入的必要通道。义类的
分析整理不仅具有自身的独立意义价值，而且可与构形分类的数据实现无限可能的逻辑关
联，进而促使数据的认识价值升级。
古文字的意义认定，是古文字释读的主要目的，也是历来古文字研究的重点内容。相关
成果，一是针对个别字词的专题性考释论文，二是汇集各家考释的诂林类专书，三是古文字
字典类成果。以智能化研究的要求来评估这些成果，不难发现，我们还缺失一种直接凸显古
文字文献材料义类大数据的穷尽式整理成果。单字的考释，不能覆盖字符集的系统，自不待
言。字典类成果，虽然可以完成字单位的覆盖，但因选例性释义模式，无法穷尽完成文字单
位的各语境意义认定。而由此造成的数据缺失，正是智能化研究所需要的。
穷尽式语境字义分类标注整理方式，我们曾经从归纳文献语言话题热点的角度提出过一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
《考古》1972 年第 3 期，后收入文集《奴隶制时代》
，人民出版社 1973
年）论及一片习刻骨（
《殷契萃编》第一四六八片）曰：
“其中有一行特别规整，字既秀丽，文亦贯行；其
他则歪歪斜斜，不能成字，且不贯行。从这里可以看出，规整的一行是老师刻的，歪斜的几行是徒弟的学
刻。但在歪斜者中又偶有数字贯行而且规整，这则表明老师在一旁捉刀。这种情形完全和后来初学者的描
红一样。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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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具体方法：以数据库为载体，在对相关文献进行逐字意义认定描述后，将其纳入一个能够
全面反映语言交际内容各个方面的意义分类框架，进而凸显相关文献语言的话题热点、话题
边缘乃至话题盲区所在，只有话语热点的部分，才视其具有反映相应断代真实语言状况的可
能。这种方法的提出，基于这样的实事：历史文献的语言表达，是通过文献用字的意义组合
来实现的，其话题热点的形成，取决于话语表达中语言文字单位的使用状况：谈论农耕之事，
必多用稼穑类字词；讨论征战之事，必多涉杀伐兵戎。①
从满足智能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逐字分类标注整理直接呈现的是分类频率字典的
信息，而这正是智能化所需要的大数据。同时，因为完成了穷尽的逐字标注，而且这种标注
被置于多层次的分类顶层框架中，所以在此基础上，很方便再作其他角度的进一步分析整理，
挖掘不同层面的义类大数据。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有过一些研究成果，比如前文提及的特
定古文字文献话语热点定位，即语料价值判断的大数据挖掘；证明特定时段某字存否的大数
据挖掘②，都是以此种义类标注为基础完成的。由此足以证明，这种不同角度的大数据挖掘
空间巨大，具有无限可能性。有把握进一步拓展的方面很多，比如，落实到文句程式的分类
归纳，可以定点于逐字表义的某最适合此种归纳需要的上位类别，来对材料范围内所有的文
句进行结构的分析和同类归纳；落实到某字意义的语义场分析，同样可以采用类似方法，析
出文句篇章中各类语义场，加以归纳整理。
（四）考释研究成果的分析整理
古文字考释论著，是决定人们对古文字认识的一种资料。对古文字这种历史文献的大众
解读而言，它是黑暗中的照明光束；对古文字研究而言，它是任何新的认识产生的基础。因
此，古文字研究界历来注重对古文字考释论著汇集整理，使之成为人们方便获知的知识系统。
然而，限于传播条件的历史局限，这种努力的实际成效相当有限。
古文字考释资料要成为智能化研究的资源，首先需要完成自身载体的数字化转换，只有
这样，这种考释成果才能不仅被人眼所识别，也能为计算机所识别，同时，又能与被其所考
释的一手材料形成数字化方式的关联，进而奠定智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
或许会有这样一种误解：把古文字考释论著制作成电子文本，就是考释论著载体的数字
转换了，就像现在大量出现的网站上的考释文章那样。事实上问题绝非这样简单。古文字考
释论著载体转换的基本要求，就是确保考释论著中每一个字符都具备被精确数字化处理的资
格，而不是现在的网刊考释文章那样贴个图来代替集外字，这是因为贴图在计算机的视野里，
其身份是不能被识别的。因而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古文字字体的手段。然而这项工程有着
出乎意料的艰巨程度。以被誉为“运用古文字字形库及计算机排版系统等方面都取得巨大的
③
成就或突破” 的《古文字诂林》为例，虽然负责该书排印的专业电脑公司 “穷 10 年之精
力，建立起一座‘中国古文字字形库’。这里有古隶定、篆书和甲骨、金文、古陶文、先秦
④
货币、简帛、石刻、玺印等近 16 万个字的字形。
” 但是它却不能称为真正的数字载体成果，
⑤
关于这一点，笔者有过分析 ，这里不赘。概括起来说，其主要的问题是，虽然造了大量的
字，形成了不少类别的古文字字体，但是这些字体中的字符却并没有经过数字化处理所要求
的一字一码的精细化整理，因此造成大量的“一字多码”混乱。于是这些字体就只能起到显
示字形的作用，而并不能但负起被检索、查询、排序等数字化处理的职能，这样的字体，充
其量只能起到比较清晰的图片的作用。

参见刘志基《先秦出土文献语料类型分析刍议——以〈郭店楚简〉与〈包山楚简〉为例》
，《语文研究》
2015 年第 4 期。
②
参见刘志基《基于语料特点判断的上古出土文献某字存否研究——以信字为例》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
③
张玉梅《
〈古文字诂林〉初评》，
《辞书研究》2003 年第 2 期。
④
《文汇报》2005 年 08 月 25 日报道《“更无一字不清真”——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古文字诂林〉编纂记》
。
⑤
参加拙著《中国文字发展史-商周文字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12 月版）
“后记”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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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字体手段来实现古文字材料的数字化转换的难点首先是字符缺口大。我们曾经对甲
骨文用字整理最新成果《新甲骨文编（修订版）
》的字目的字符集类型进行过统计，结果是，
60%的字目属于集外字。以此例之，包含古文字内容的数字文本，都需要大量的集外字支撑。
而古文字考释论著中字符缺口，会比古文字一手文献释文集内字符缺失更大，这是因为偏旁
等构形元素的分析是古文字考释的基本方法，而在这种分析中还会出现大量真实古文字材料
中未见的字符，因为它们只是考释者的想象、推测。
相对于大量造字，古文字字体建设中的字符集码位控制更具有挑战性。在目前的技术条
件下，古文字字体的创建，只能以“鸠占鹊巢”的方式，借用通用字符集的码位来容纳古文
字文献的所用的集外字符。因此古文字字体的研制需要承担双重负重：既需要对庞杂的古文
字文献用字进行精确性整理，以达到符合数字化处理要求的一字一码的精确对应，进而确定
究竟有多少集外字的缺口，又必须在通用字符集的码位借用中避让古文字文献用到的集内
字，而这种避让又往往由于新出古文字文献材料的被纳入数字化处理的范围后需要用到原本
不用的集内字而作不断调整。因此，古文字数据库建设中的每一次字符输入，输入者都需要
能准确把握每一个作为输入对象的集外字在数据库所用字体中的存在状况：是已经有了还是
还没有。如果是有了，又被安置在哪个码位。一个古文字字体的集外字通常数以千计，而符
单位的唯一认同并非单一层次：原形、隶古定、通用字形、偏旁构形分类都必须实现唯一性
的精确整理，因此必须实现全过程的一字一码实时监控。
同时，古文字字体的建设，还需要完成通用字符集中已编码字的数据库使用障碍部分的
筛选任务。目前在通用电脑字符集中已编码汉字的总数已达 74588，但是除了核心部分 GBK
的 20902 字外，CJK 扩展集的 5 万多字在数据库中并不能用，无法实现检索、查询、统计等
各种处理。也就是说，古文字字体建设中还有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这就是排除 GBK 以外
的 5 万多个字符。
仅就管见所及，迄今为止，试图按上述标准实现考释资料数字转换的成果只有《古文字
①
考释提要总览》 （以下简称《提要》
）
。
《提要》的编纂，是以同时满足文本阅读和网络阅读
为目标的，因此，所收考释论著的每一个有区别意义的字符，借助多种古文字字体，都只占
用通用电脑字符集的 GBK 范围的唯一内码，因而保证了数字化技术对其处理的无限可能行。
当然，完成载体的数字转换，只是奠定了对这些材料数字化处理的前提条件，要完成理
想的数字处理，依然需要对资料进行深度的分析整理。古文字智能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既有
古文字考释论著汇集整理成果是存在严重缺陷的。首先就是被释对象的索引问题。这类成果
一般是以“诂林”为名的工具书，其基本编纂方式是以“字”为单位来汇聚考释论著意见进
而为人们提供检索方便的。而其字目有两种确定方式，一种是以编者的释读意见来定被释古
文字的字目归属，可简称“编者字目”；另一种则是以所收考释论著的释读意见来定被释古
文字的字目归属，可简称“释者字目”
。就检索的效果来看，两种字目设计各有短长。设“编
者字目”
，可以通过编者的释读整理，把一个特定文字的各种释读意见汇聚起来，这自然是
方便读者的。但另一方面，使用“编者字目”
，实际是要求使用者在释字上与编者持有相同
的认识，这事实上很难做到，更何况，大概编者自己都不能保证自己的释字意见都是对的，
因此这种体例会有误导使用者的危险。设“释者字目”，因为排除了编者的认识在字目确定
中的影响，因而具有客观性，同时可以直观呈现各文字单位的古文字考释之演变发展信息，
即，被释为某字的特定古文字都有哪些，在哪些时段发生了哪些变化。但其局限则在于难以
呈现某个特定的古文字都有哪些释读意见，而这往往是使用者更需要的一种信息。迄今为止，
古文字考释工具书的编者并没能在这两种“字目”体例之外找到更好方法，甚至在这两种体
例中也并不能做到自由的选择。专类的考释工具书，比如《甲骨文字诂林》
《金文诂林》
，由
于涉及文字种类单一，设“编者字目”相对具有一定可行性，故多采用此种字目体例；而兼
①

该书由刘志基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起陆续出版，目前已出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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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古文字考释工具书，如《古文字诂林》，涉及文字种类林林总总，而不同种类文字的字
符集就有很大不同，不同断代的字际关系更错综复杂，设“编者字目”难度更大，故设“释
者字目”也被视为相对可行的一种选择。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哪种释字对象的锁定方式，不
管对人眼的查找或是机器之眼的识别，都会有盲区的存在。
其次，对于古文字考释论著的检索而言，仅仅有一个释为何字的索引往往是不够的，因
为有些考释意见不仅涉及一个字的释读，有些考释意见有价值的释读并不限于释字，还在于
①
所释字被借用为何字。试举一例 ：

很显然，此条提要，把释字对象锁定为“ ”，固然很重要，但是指出它的右旁是“廌”
字异体，而它在文例中读为“津梁”之“津”
，也很有认识价值的考释意见。而迄今为止，
古文字考释工具书并没有为后两种信息提供检索的路径，这无疑会埋没考释研究成果的认识
价值。
在智能化研究模式下，考释材料和原始材料的数字关联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古文字
考释论著检索的上述缺陷，并不会因考释论著的数字转换就自动得到弥补，必然导致相关数
据的数字联系断裂。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是把考释论著中内涵的具有认识价值的释读信
息都一一加以提示，并通过对应字符标注，形成多路径索引，以实现与相关释读对象资料的
关联。
《提要》的编纂，在这方面作了初步尝试，简介如次。
《提要》属于兼类的古文字考释工具书，故在字目体例上仿《古文字诂林》之成例。同
时，为消除“释者字目”的局限，在编纂过程中，对所收 35000 余条考释意见加以一一分析，
凡释者释字与今日学界主流释字意见不同者，为其标注更具有学界共识的释字字目，并以传
统检字表的方式来为全书所收古文字考释提要增加一个名为“编者字目”的检索路径。同时，
对考释意见中除了主要释字还有旁及释字者（如上文举例中的“廌”）和给出“读为”意见
者（如上文举例中的“津”
）分别标注相关字目，并编成“关涉字”和“用为字”索引。由
于完成了多种释读信息的字目标注，也实现了考释论著载体的数字载体转换，
《提要》确定
了以传统纸质图书与网络阅读检索相结合的图书呈现形式（故书名的副标题为“文字网关联
书系”
）
，以多路径网络查询来提高检索效率。因为《提要》完成了上述满足数字处理考释资
料整理，所以可以成为“古文字网络数据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被释的一手数字文献
实现字、著录出处、篇章语段名等关联，而这种数据联系，足可为古文字智能化研究提供有
用的数据。
当然，
《提要》对考释资料多路径索引方式虽然相对符合智能化研究的需求，但探索还
是初步的，更何况，它只是一种古文字考释论著的集成性成果，因此，面向古文字智能化研
究的考释论著数字化处理任重而道远。

三、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的建设策略
前文所论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的建设任务，实际是以数据库的方式再造古文字资料系
统，完成如此浩大工程，必须讲究策略。
（一） “算法”与“数据”互动，持续推进
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就是能为古文字智能化研究的“算法”提供有效数据的数据库。
数据库要实现这一功能，前提有两个：一是必须消除人们的数据库使用障碍，二是保证数据
①

取自《古文字考释提要总览》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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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内的各种数据联系通畅。换句话说，能够满足这两个前提条件的古文字数据库，也就有了
被冠以“智能型”的资格。准此，我们有理由认为，
“全文检索类”古文字数据库一旦被添
加了图像识别功能，也就跨过了“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的入门线。然而，同样根据前文对
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建设任务的论述，我们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的建
设虽有入门线，却无终点线，满足古文字智能化研究的大数据营造并无止境，永远在路上。
因此，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的建设，在不同的阶段，当区别轻重缓急，分阶段逐步落实，滚
动推进。而滚动推进的基本方式，应是“算法”与“数据”的互动。这种互动，对数据库建
设而言，就是以智能化手段助力资料的分析处理。
面向智能化的古文字资料处理即数据的挖掘，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保障算法得以研发
的基础工程，也是算法可能施展拳脚的一个研究领域。而后一方面的研究，将大大提升资料
处理的效率。从目前一些单位或个人开展的古文字识别研究来看，对于“样本”的选择分类，
都还限于人工处理，与之相应，一般都无法形成大批量的有效样本，进而影响了识别研发的
①
效果。 实际上，任何一种算法的成功研发，一方面是来自于相关数据的支撑，另一方面又
必然造就了新的材料处理手段暨数据挖掘动力。通过算法的实现来推动数据的挖掘处理，有
着广阔的前景。如前文言及，目前已经有些学者开始进行的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甲骨文缀合
的研究，就是运用人工智能进行甲骨文资料处理的一种尝试。最近，有学者提出了运用人工
智能技术实现古文字偏旁分析②，以及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判别甲骨文字体③的研究设想和初步
试验，这都与古文字材料的数据挖掘直接对应，虽然目前效果并不理想，但是这个方向的努
力未来可期。
（二）公共数据库的社会共建模式
智能化研究需要一个统一的数字标准环境，各自为政的局域性数据库在智能化环境下将
降低甚至失去存在的意义。因而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应该是一个为学界共享的公共数据库。
而公共数据库的属性，又与智能型古文字数据库的建设任务负重相一致。
古文字资料系统的重建，不是任何个体的个人或机构能够独立当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
参与合作共建进而资料共享乃是必由之路。社会共建局面的实现，正可以通过古文字公共数
据库的建设来带动。对于语言文字研究而言，公共数据库的作用，相当于“农业时代的农田
和工业时代的工厂”，是现代科学研究得以开展的必要基础平台。当前的现代汉语研究，基
于公共数据库而展开已是常态。古文字公共数据库之所以迄今未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
文言及的由图像盲区造成的人机交互断裂。因此当这种断裂被古文字识别修复以后，古文字
公共数据库浮出水面必将为时不远，原因很简单，因为社会有这种需求。因为公共数据库具
有资源共享属性，如果能够得到学界认可，就有条件通过一定的激励措施，来集合社会各界
的古文字资料处理成果。
（三）以古文字研究学界为主体的跨学科合作
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门类，古文字智能化研究需要不同领域专家协同攻关方能取得突
破。而传统古文字研究专家尤须当担重任。然而，回眸已有 20 余年的古文字识别研究史，
不难发现，理想状态的合作分工并未形成。实际情况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相关研究
论文都出自计算机专家的笔下。在古文字专家袖手旁观的情况下，计算机专家只能算法、数
据一把抓。然而，古文字智能化研究的数据只能来自于古文字资料的处理，而古文字专业作
为“冷门绝学”
，对其资料的合理准确把握，不是门外人所能胜任的。不难发现，迄今从事
古文字识别的计算机专家在数据工作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是有些专家自己已经意
参见刘志基《简析古文字识别研究的几个认识误区》
，
《语言研究》2019 年第 4 期。
莫伯峰《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古文字偏旁分析法的路径初探—— 以甲骨文字为例》
，吉林大学古籍所、吉林
大学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集》2019.9
③
莫伯峰《利用深度神经网路判别甲骨文字体的初步测试——以字形为依据》
，
“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年国际
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10 月。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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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的“限于条件，样本的数量偏少”①。其次是材料选择的偏差，大家都利用二手材料，
即古文字字编类成果来充当自己的识别样本，诸如《古文字类编》、《甲骨文字典》②，乃至
《细说汉字——1000 个汉字的起源与演变》③。而这种字编类成果，相对于古文字识别的要
求有着很大的距离。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古文字专家的缺位，才导致古文字智能识别很长
时间难有突破。虽然这种状况目前有所改变，但还远未达到应有的程度。
对古文字研究这个手段方法发展相对滞后专业而言，智能化研究是一种千载难逢的机
遇，理应在这个冷门专业内形成一个热点才符合逻辑，但实际情况是，关乎智能化的研究仍
是这一冷门专业中的冷门研究方向。这一现状的改观，乃是古文字智能化研究健康发展的一
个必要条件，也是古文字研究专业明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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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见同②。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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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發言

韓國禮學文獻數據庫
與智能化平臺開發

鄭邵琳
中國
華東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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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礼学文献数据库与智能化平台开发
郑邵琳
（中国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尊敬的各位专家，大家好，非常荣幸代表项目组向大会汇报，汇报的题目是韩国礼学文
献数据库与智能化平台开发。
在韩国庆星大学韩国汉字研究所河永三教授和韩国礼学研究会郑景柱教授大力支持下，
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与韩国庆星大学
韩国汉字研究所、韩国礼学研究会、韩国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合作，依托中国教育部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字文化圈表意文字主要类型数据库建设及相关专题调研”
（16JJD740012）和韩国教育部人文韩国 PLUS（HK+）重大项目“汉字与东亚文明——汉字
之路的疏通/动因/导航”
（NRF-2018S1A6A3A02043693）
，对韩国学研究所收藏的《韩国礼学
丛书》
（以下简称《丛书》
）进行数字化整理研究，建设成为“韩国礼学文献数据库”
。
一、《韩国礼学丛书》文献概况
《丛书》是韩国庆星大学韩国学研究所先后在 2008 年和 2011 年编纂的一套收集整个朝
鲜半岛历史上流传的所有礼学作品的丛书。
《丛书》收录从 15 世纪初迄 20 世纪中叶 500 年
间 100 多位作者（其中有 10 位作者未详）的 150 多部近 1000 卷研究成果，洋洋大观，是汉
学界迄今规模最大、收录最多且最富代表性的一次礼经汉籍的整理工作。全书分为正编和补
遗，共收录礼学著作凡 136 册 184 种。其中，正编为 122 大册 162 种，补遗为 16 册 22 种。
《丛书》文本形式以木刻本为主，也有少量的写本、古活字、全史字、铅活字、木活字、新
活字和影印本。
《丛书》将这些书籍分别影印，重新装订成册。每册书前写有《发刊辞》和
《解题》
，并重新编有目录。
从内容上看《丛书》更多集中于对《家礼》的批注、补充、考证。
《家礼》于高丽王朝
末期（元末明初）
，由郑梦周从中国引进，郑氏被尊称为朝鲜半岛的道学始祖，也是朝鲜半
岛历史上实践《家礼》的第一人。他建立家庙，亲身实践父母丧服三年的制度。朝鲜王朝世
宗（1414—1450）至成宗（1469—1494）时期，官方对国家礼仪进行整理，编纂《国朝五礼
仪》
。之后的十七世纪被称为“礼学时代”，士大夫阶层以《家礼》为中心实践礼仪。因此朝
鲜半岛从十六世纪开始，有关《家礼》的著述数量繁多。《丛书》与《家礼》有直接关系的
著述有 50 部，其中有一部分的书名直接冠有“家礼”二字。另有一部分书名冠有“四礼”
二字，其实是指《家礼》中的冠婚丧祭四礼，异名同实。剩下还有一些从书名上不能直接看
出其与《家礼》的关联，但内容上这些书籍均以朱子《家礼》为纲。（见附录一）
“四礼”之中，尤重丧祭二礼，显然也是受到了朱子《家礼》内容的影响，朱子《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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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婚丧祭四礼中，丧祭二礼篇幅最多，特别是丧礼，在四礼中占四分之三强。
《丧礼备要·跋》：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君子于此必诚必信勿有悔焉耳。然而讲之不豫
则无以尽乎诚信，达其爱敬矣。
”可见时人对丧事的重视。
《丛书》中 19 部书籍专门探讨丧
祭二礼。
（见附录二）
《丛书》内容除了对《家礼》原文的批注、考证外，还有一部分问答体的著述，礼经难
读，礼事难行，关键在于读经行礼之余总会遇到疑问处。问答体便是在弟子献疑，师长随文
作答的情形时产生。问答形式的著述，对于礼学的传播和实践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丛
书》中问答体的著作计有 19 部，或以“问答”为题，或以“礼说”为名。（见附录三）
《丛书》中是最具特色的要属谚解、悬吐。虽然只有《家礼谚解》
（申湜）、《悬吐士小
节》
（白斗镛）
、
《悬吐详注丧祭类抄》（南宫浚）和《谚文丧礼》（金东缙）四部，但它们的
重要性不容小觑。谚解是用韩国自创的字母系统对汉字进行通俗的解释，悬吐是指用字母对
文章进行断句。这类书籍的出现，一方面说明，礼学传入韩国后，开始慢慢本土化，形成自
己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说明，朱子《家礼》已经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除了士儒大夫外，
平常之家也在践行《家礼》
。
《丛书》中，虽然《家礼》系列书占据绝对的数量，但仍然有一小部分书籍不是关于《家
礼》的著述，而是对《周礼》
《仪礼》
《礼记》等古礼进行考证，或读这些礼书的札记。如金
尚宪《读礼随钞》专指《礼记》
，许穆《经礼类纂》
“本之以《礼记》，参之以《周礼》，会之
以注疏，辨之以众说”
，赵镇球《仪礼九选》和张锡英《仪礼集传》则是专门对《仪礼》一
书的注说，而朴世采《六礼疑辑》
、夏时赞《八礼节要》、张锡英《九礼笏记》
、宋俊弼《六
礼修略》等都是在朱子《家礼》四礼的基础上再加上《仪礼》中的乡饮酒礼、士相见礼、投
壶礼等而成。韩元震《仪礼经传通解补》则是对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进行续补。
以上只是就其较大者所做的分类与统计，
《丛书》中还有很多杂目未能一一罗列。总体
而言，
《丛书》网罗一国礼学之书，嘉惠学林，其功不可没。
二、
“韩国礼学文献数据库”的设计结构
韩国礼学研究会、韩国学研究所慷慨提供《丛书》原始文本的使用权，韩国汉字研究所
组织人员进行了辛苦的扫描和复印工作，
“韩国礼学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华东师范大学中
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自 2013 年 10 月正式开始。初期阶段的工作以文本数字化为主。
《丛
书》的电子文本转换，不是简单的文字录入工作，其间涉及到通用字标准统一、疑难字识读、
异体字辨识和标注、规范句读等多个方面，是一项复杂的传统汉字文献数字化整理工作。
数据库的基本架构，设计包含六个子数据库。六个子数据库之间，再根据相关属性建立
关联，使之成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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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库。这是整个数据库建设的基础，由目录表和文献表联合组成。其中，目录
表主要储存《丛书》的目录信息，字段包括：丛书编号、书名、作者、卷数、目录、发刊词、
题解等。文献表主要储存文献属性信息，字段包括：卷数、册数、书序、书名、页码、释文
内容等。该文献库功能主要提供分类检索（建立目录树）、书目检索（书名、作者、篇目）、
全文检索（任意字、词、字符串）等多种检索方式。
（二）类纂库。将《家礼》中正文和朱子自注文，以句为单位摘出，然后将《丛书》中
对该句的相关批注、考证、辩说、问答及援引古书诸儒说附于其后，以类相从，呈现出类纂
与集注相结合的形式；设计功能将实现朱子《家礼》原文、朱子注文、
《丛书》批注、
《丛书》
引书等多条件检索。
（三）诸具库。将礼学著作中多而繁杂的器具分列字段，每一器具下全列诸家考证，再
附使用场合；设计功能将实现器具检索。
（四）祝式库。将礼学著作中的所有祝状书启归纳汇总成一库，并做好类型属性标注；
设计功能将实现分类检索、关键词检索。
（五）索引库。将礼学著作中所提及的常用词语汇总成一库，建立一个索引库，主要储
存《丛书》中所提及的常用词语，呈现礼学常用词、词语解释、词语出处等信息；设计功能
将实现礼学常用词的检索、分类检索。字段包括：音序、关键词、类别、属类等。其中，
“类
别”包括服饰、器具、饮食、宫室、车马、祝式、祝辞、称谓、亲族等，
“属类”包括通礼、
童子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
（六）礼图库。将书中所以的礼图，以原图的形式汇成一库，并附以解说、考证和出处；
提供礼图原图、考证和出处的检索路径。这是为本数据库实现各种检索功能而做的基础工作，
为检索功能的辅助部分，可以更好地实现数字化文本与原书影印图片的对照。
基于上述设计结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陆续建设完成“韩国礼学文
献数据库”的文献库、礼学索引、礼图库、祝式库（部分）和诸具库（部分）
。随着后续整
理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根据内容和实际功能需要，数据库结构也会适当进行加工调整。
三、
“韩国礼学文献数据库”的检索功能
该数据库提供分类检索，目前已实现的检索功能包括目录索引、全文检索、字词索引共
三种检索方式。
（一）目录索引：通过卷号、书名、作者三个查询条件，查询的结果是《丛书》的文献
属性信息（丛书编号、书名、作者、卷号、页码、释文内容等）
，数字化文本与原书影印图
片左右分列，实现对照阅读。
（二）全文检索：以任意字、词或字符串作为检索条件，可查询到《丛书》中所有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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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检索目标的文献信息。
（三）字词检索：通过音序检索的方式，实现字词文本属性的检索，查询到《丛书》中
的关键字词和常用词语，呈现词语出处、词语解释等信息。然后，选中任意一条检索结果，
再点击右上角“打开全文”
，又可关联到《丛书》文献信息窗口，查看到关于此篇的所有文
献信息和原始文献图片。
四、智能化平台开发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20 年来坚持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开展冷门
绝学专业的学科交叉研究，并致力于拓展该研究的国际合作协同创新。历经 20 余年持续建
设，打造智能型中国文字数字平台。
（1）迄今为止，数据库所包含的文字材料覆盖了自殷商
甲骨到明清文字整个汉字发展史的各种时段的各种类型；先秦部分，基本囊括目前已公布的
资料；先秦以后汇集了各时段主要代表性材料。因此数字平台堪称电子版“字海”，可以提
供覆盖整个汉字发展史的相关文字信息的定量性检索查询。
（2）立足于深度建设加工的数字
化平台，运用图像识别技术，将中国文字数字平台提升到“智能化”级别，完成图像识别工
具与数据库的有效结合。商周金文、甲骨文、战国楚简和石刻四种材料实现了单字智能识别，
其中甲骨文和金文进一步实现了整拓智能识别。
“十四五”期间，中心加大跨学科研究力度，充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建设基于
新文科范式的中国文字学科文理交叉与国际传播应用体系。
“韩国礼学文献数据库”作为多
层次国际化平台支持下的国际合作重大项目成果，是基地打造的“中国文字公共数据库”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尚有较大的持续开发空间。接下来的开发工作，可以从以下三方面
进行重点突破：
（一）在原有功能基础上，进行语料的深度加工，拓展数据库新功能。实现原始资料与
研究信息全面关联，并完成其语言、文字与文化属性等方面的系统标注，实现数据库内部资
源全面数字系联贯通。同时，实现中韩礼学文献数据关联、比较研究、网络发布，建设亚洲
大数据礼学研究应用平台，支持中韩礼学文化研究、礼学文化传播史、中国文字发展史等诸
多学科研究，满足礼学研究教学传播的多功能需求。
（二）在对韩国礼学文献进行数字化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海量汉字书写记忆数
据，建设二十一世纪汉字文化圈书写记忆文本库。中日韩汉字文化圈主要地区，其中所存极
其重要价值的书简手迹，包括中日韩名家望族的家训书札以及中土民间纸写礼俗文献，既是
汉字发展史学、新史料学的基础，也是发掘人类世界认知发展、揭示智慧传承规律无可替代
的“第一手数据”
。将这些汉字书写文献分门别类成系统地搜集整理，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
建设汉字书写记忆文本库，恢复汉字文化圈书写记忆，是一项二十一世纪大数据 AI 时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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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替代的重要课题。
（三）中韩古代礼学文献、名家望族的家训书札以及民间写本文献等汉字书写记忆原始
文献，数据海量，而且其异体字因积累沉淀数量更加丰富，而民间契约文书手写更是复杂多
变。面对如此海量且复杂的语料，数字化处理包括字形选取、文字属性等多方面标注，加上
文字的释读，工作量和难度可想而知。此时，智能化手段的介入，显得极为重要且必要了。
中心出土文字智能识别系统研发范式，可直接复制到汉字文化圈书写记忆文本库建设中来。
立足于书写文献深度建设加工之数字化平台，运用图像识别技术，实现其多维度智能自动识
别释读。鼠标点击瞬间，首先可对文字及其各种属性进行系统识别，包括字形识别以及该字
形的出处、语境、释义、时空属性等信息。其次，对成篇文献的整体性识别，将一张完整的
书写文献，一次完成其中所有文字的识别，形成准确的释文，并逐字完成单个字形识别中所
能获取属性信息的识别。可以说，图像识别技术的介入，将开启汉字文化圈书写记忆文本释
读和研究智能化的新时代。

附录一：
《丛书》中关于《家礼》的著作（50 种）
书名

作者

书名

作者

家礼考证

金诚一

四礼祝式

宋秉珣

家礼辑览

金长生

增补四礼便览

黄泌秀

家礼谚解

申湜

四礼集仪

朴文镐

家礼附赘

安

四礼汰记

张锡英

家礼源流

俞棨、尹宣举

四礼纂笏

金在洪

家礼辑说

柳庆辉

四礼提要

柳永善

家礼辑解

辛梦参

四礼要选

洪在宽

家礼便考

李衡祥

四礼仪

郑琦

星湖先生家礼疾书

李瀷

四礼常变纂要

金致珏

家礼集考

金钟厚

四礼撮要

尹羲培

家礼增解

李宜朝

四礼常变祝辞

全达凖

家礼汇通

郑炜

四礼要览

具述书

家礼证补

赵镇球

四礼释疑

未详

家礼补疑

张福枢

四礼仪

未详

家礼补阙

张允相

四礼要览

李宗九

闻韶家礼

金秉宗

四礼祝式

宋秉珣

家礼酌通

沈宜德

疑礼通考

郑万阳、郑葵阳

家礼便览

未详

疑礼类说

申近

四礼训蒙

李恒福

礼疑类辑

朴圣源

四礼便览

李縡

礼疑札记

康逵

四礼类会

李遂浩

礼疑续辑

李应辰

四礼祝辞丧变通解

魏道僩

礼书札记

南道振

90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全礼类辑

柳畴睦

安陵世典

李周远

四礼辑要

李震相

变常通考

柳长源

四礼节略

都汉基

九峯瞽见

金禹泽

附录二：
《丛书》中关于二礼的著作（19 种）
书名

作者

书名

作者

奉先杂仪

李彦迪

丧礼便览

金鼎柱

丧礼考证

金诚一

丧祭辑要

姜鈗

丧礼备要

金长生

丧礼要解

崔祥纯

决讼场补

李象靖

丧祭类抄

黄泌秀

丧仪节要

丁若镛

丧祭礼抄

姜夏馨

丧礼辑解

金恒穆

详注悬吐丧祭类抄

南宫浚

丧礼备要补

朴建中

二礼便考

未详

丧祭仪辑录

金翊东

二礼通考

未详

二礼演辑

禹德邻

补遗丧祭礼抄

白斗镛

二礼祝式纂要

禹德邻

附录三：
《丛书》中“问答体”著作（19 种）
书名

作者

书名

作者

退溪先生丧祭礼问答

李滉

礼疑问答类编

郭钟锡

寒冈先生四礼问答汇类

郑逑

沙明两先生问解

作者不详

疑礼问解

金长生

五先生礼说分类

郑逑

疑礼问解拾遗

金长生

二先生礼说

李惟樟

疑礼问解续

金集

南溪先生礼说

金直卿

明斋先生疑礼问答

尹拯

近斋礼说

编者未详

家礼或问

李衡祥

梅山先生礼说

李镇玉、洪用观

礼疑问答

丁若镛

全斋先生礼说

田愚

礼疑问答四礼辨疑

宋来熙

艮斋先生礼说

权纯命

四礼疑义或问

郑载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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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發言

關於日本中國學的
IT 利用環境的歷史
(日本中國學における IT 利用環境の歴史について)

山田崇仁
日本
立命館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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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国学における IT 利用環境の歴史について
山田崇仁（Yamada Takahito／日本：立命館大学）

❖ はじめに
日本中国学における IT 利用環境の歴史は、1980 年代以降に動き始める。その当時は、主
に独自環境で提供される日本電気の PC-9801 シリーズが Personal Computer（以下、PC と略）
の主流であり、中国語の利用には特別なハードウェアを必要としたり、裏技的な実装が行わ
れていたりした。また 1990 年代初頭までの PC 普及以前、論文やレポート執筆の道具とし
てはワープロ専用機（Japanese word processor devices）の利用が一般的であった（参考文献
①）
。1990 年代末以降、Unicode ベースで動作する WindowsNT4.0, 同 2000 や Macintosh 漢
字 Talk7+Chinese Language Kit などの利用が始まり、多言語混在環境が利用可能となった（参
考文献②③）
。
中国語以外の漢字についても、JIS 漢字を拡張する規格の他、独自漢字集合を提供する規
格がいくつか提案されたが、21 世紀に入り Unicode（≒ISO/IEC:10640）に登録された CJK
漢字が拡大し、PC の Operating System（以下、OS と略）が Unicode に対応した結果、次第
に Unicode 一択の状況となった（ご存じのように、今日の Unicode の収録漢字数は、既に 10
万字以上となっている）
（参考文献④⑤⑥）。
本基調講演は、日本中国学における IT 利用環境の歴史（と現在）について、歴史的経緯
のふりかえりや、現在行われている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事業や研究活動などを極簡単にま
とめたものである。

❖ 入力・閲覧環境の歴史
✿ PC-9801 時代（1980 年代～90 年代）
日本で本格的に PC が普及し始めたきっかけは、1982 年の日本電気（NEC）が開発・販売
した PC-9801 シリーズである1。本シリーズは、欧米で標準的地位を占めていた IBM PC/AT
互換機とは異なり、漢字処理用に独自コンピュータチップを搭載し、Microsoft 社の MSDOS2.11 のサブセット版を搭載することで、日本の PC シェアの過半数を占めるに至った。
PC-9801 シリーズで採用された日本語用文字コードは、当時最新の日本の文字コード規格、
JIS C 6226-1978 情報交換用漢字符号系である（以下、78JIS と略）。これに、NEC 特殊文字
（83 字）
・NEC 選定 IBM 拡張文字領域2が付加されている。MS-DOS 上では、78JIS を文字
集合として採用した Microsoft Windows Codepage : 9323（CP932 / 当時は一般的に Shift_JIS と
呼ばれていた）が利用されている。4
第 1 回「情報処理技術遺産」認定。国立科学博物館の重要科学技術史資料第 00221 号に登録。
IBM が 78JIS を独自拡張した文字集合（388 字）を、NEC が 78JIS で実装可能な位置に符号位置を変更
したもの（374 字）
。
3 NEC 用 MS-DOS 上では、IBM, NEC 双方の拡張文字がともに利用可能な形で実装されており、そのため
「鄧小平」の「鄧（IBM:FBB9, NEC:EE9D）
」などが二個所に存在した。このような状態は、1993 年の
Windows3.1 のリリース時に、IBM, NEC 双方の拡張漢字を一個所に統合した CP932 が誕生したことで解消
された。しかし 1990 年代半ばの段階でも、非 Windows 環境で利用されるアプリケーションが多かったこ
ともあり、本格的な解消は Windows95 以降に持ち越される。
4 PC-9801 シリーズは、長らく 78JIS を採用していたため、後述の JIS X 0208:1983 や同 90 などを採用して
いたプリンタで印刷すると、規格の齟齬のために一部文字の印刷に問題が生ずる場合があった。こちらの
問題解消も、Windows95 にまで降ることにな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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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語入力
このような背景の下、PC-9801 シリーズではどのようにして中国語が利用可能となったの
か。それについて話を進めよう。PC-9801 シリーズでは、足りない機能を補うハードウェア
として、拡張ボード機能（現在の PC では、
「拡張カード」に相当）が実装されていた。
中国語入・出力機能の実装も、この拡張ボード機能を利用したものである。代表的な製品
として文華シリーズ（プロビット社）
・KOA-TechnoMate2 中国語・NiHao-FP（クリエイト大
阪）などが販売されていた（GB2312-1980 相当が一応利用可能だった）
。筆者は、これらの
製品を利用した経験が、1990 年代半ば～後半にアルバイト先の大学教員の PC で数度利用
した程度だったため、実際の使い勝手についての記憶は鮮明でない5。
日本における PC での中国語利用に関する先駆者の一人内田慶市によると
（参考文献②）
、
例えば文華シリーズは、拡張ボードによって画面表示や印刷を可能にし、テキスト上の中国
語処理は、CP932 の外字領域や 1byte カナ（所謂半角カタカナ）領域と 1byte 符号領域を組
み合わせるなど、
「涙ぐましい」工夫によって実装されていたとのことである。
文華シリーズなどの独自実装を駆使した中国語利用環境を用意することで、読み書き程
度の利用は可能となったが、日中での電子メールやりとりなどには未だ障壁があり、インタ
ーネットや Unicode を実装した OS 環境の普及まで根本的に解決さ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
一方、Apple Computer 社の Macintosh 環境での中国語利用は、マキエンタープライズ社が
販売していた多言語ワープロソフト AllScript など、PC-9801 シリーズよりも早くから実装
が進んでいた。特に 1992 年の漢字 Talk7 リリース 7.1（System 7 の日本語版）で Unicode に
対応したことにより、Windows 環境に先駆けて同一 OS 上での多言語処理が実現された
（Chinese Language Kit の導入が必要であった）。そのため、早期から音響機器や ICT を利用
した教育環境構築・実践を行っていた中国語教育関係者は、PC 導入にあたって Macintosh を
選択することが多く、PC のための中国語利用ノウハウの一般書も、当初は Macintosh 向け
の方が早かった（参考文献③）
。

◎ 多漢字環境
78JIS では、漢字は第一水準（2965 字）
・第二水準（3384 字）という二つの領域に収録さ
れている。非漢字まで併せても 6802 字であり、日本で販売されている漢和辞典の文字数す
ら網羅していない。簡体字は当然として、中国古典文献を遺漏なく入力することは不可能で
あった（例：
『論語』八佾篇の「佾」
・地名の「鄴」）
。そのため、外字領域への登録（外字フ
6
ォント・画像形式 ・PC-9801 上での中国語実装のような方法・また JIS 内の文字を偏旁に見
立て、それを組み合わせて擬似的に JIS 収録外文字を表現する方法など（例：「鄧」→「登
β」
・
「你」→「イ尓」
）
、JIS 漢字の制約内で擬似的に多漢字を実装する方法、更には独自 OS
と文字処理システムを実装した「超漢字（『大漢和辞典』の登録字を利用可能）」など、多彩
な試みが行われてきた。
このような、78JIS 収録漢字不足という問題を解消すべく、JIS 漢字を拡張する規格が複
数回制定された。
まず 1990 年に、JIS X 0208（JIS C 6226 の規格番号変更）が規定する「通常の国語の文章
の表記に用いる図形文字の集合」を実現するために、追加文字集合 JIS X 0212 が定められ、
日本の古文・漢文に使用される文字が収録された。しかしこの規格は CP932 で実装が困難
筆者個人は、IBM PC/AT 互換機環境＋Windows 環境をメインに使用していたため、9801 シリーズはアル
バイトで使用する程度だった
6 画像形式の代表的な過去の業績・製品として、勝村哲也氏が主催していたプロジェクト「e 漢字」
（e 漢
字は、
『康煕字典』
・『大漢和辞典』
・
『中華字海』
・
『新字源』
（角川書店）などを対象として集字し、GIF 画
像として提供したもの（http://ekanji.u-shimane.ac.jp/ 2021 年 9 月現在、閉鎖）
）や株式会社エーアイネ
ットが開発した『今昔文字鏡』などが存在した（
『大漢和辞典』文字番号の上位互換文字番号で文字表を
作成し、実装は CP932 上の符号順に文字鏡番号順に配置し、一定の数になったらフォントを切り替えて
「見た目上」多漢字を実装する方式）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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だったため、Unicode の普及前は殆ど一般に普及しなかった7。
JIS X 0212 が実装面の制約で殆ど普及しなかった問題を踏まえ、2000 年に JIS X 0213 が
制定された。本規格では、JIX 0208 の文字表を第一面として、その空き領域に非漢字（659
字）と第三水準漢字（1249 字）を追加し、別に第二面を設けて第四水準漢字（2436 字）を
配置した。その後、文部科学省の国語審議会答申の影響や、常用漢字表の改正に伴う改訂が
あったが、2021 年現在、日本国内における日本語用文字コードの最新版となっている8。JIS
X 0213 では、CP932 上での符号化方法も参考に記載されるが（Shift_JIS-2004）、制定当時は
既に Unicode が Personal Computer 用 OS の文字コードとして標準の座を占めつつあり、また
Microsoft が Shift_JIS-2004 を採用しなかったため、殆ど普及しなかった（JIS X 0213 収録字
は、Unicode3.2 の段階で全て利用可能となった）
。

✿ Windows 時代
Windows3.1～95 時代、CP932 の利用が圧倒的に優勢であった関係上、一般的な CP932 上
での中国語環境の実装は、擬似的な中国語文字表を CP932 上で割り当て、それに対応した
IME とフォントを提供する方法であった。内部的には全く CP932 でしか無かったが、一応
これで、画面・印刷上では日中混在環境が実装されたことになる。後述する ChineseWriter シ
リーズや、英語版 Windows 上で動作する海外製の加盟・双橋・南極星等が利用されていた。
この期間に、日本ではインターネットへの接続と利用が本格化し、中国語文字コードを利
用した閲覧・入力環境が求め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そのためには、多言語に対応した WWW
ブラウザや Windows の中国語用言語パックなどのインストールが必要となり、ハードルが
それなりに存在した。また、中国販売の Windows 用ソフトウェアを利用するために、中国
語用 Windows を購入する場合もあった。日本語と中国語の Windows を切り替えるために、
ソフトボート社の system commander を利用してマルチブート環境を構築したりした9。
日本の中国語・多漢字環境の基礎知識などについては、筆者も著者として参加した以下の
著作が参考になる（参考文献④⑤⑥）。
その後、Unicode を前提とする多漢字環境の時代に移行した結果、閲覧・入力環境はほぼ
均質化されていると評価できる。ただし、アプリケーションについては、未だに CP932 や
JIS X 0208 のみに対応するソフトが存在するなど、負の遺産によって縛られている現状があ
る10。他方フォントについても、殆どの製品が JIS X 0213 や Adobe-Japan といった日本語用
文字集合を収録対象としており、Unicode CJK 漢字を花園明朝のような民間の（そしてボラ
ンティアベースの）フォントしか存在しない現状がある。

❖ 日本の中国学向けインターネットリソース
✿ 入力環境
◎ ChineseWriter11
http://www.kodensha.jp/cj/
株式会社高電社が開発・販売する、中国語入力用 IME を中核とした総合ソフト。GB, Big5
用の IME はもとより、PC-9801 シリーズ時代に同社が提供していた NiHao-FP 依頼の CP932
上で動作する CB2312 用の独自文字表に由来する IME も提供されている。日本語話者を前
JIS X 0212 収録漢字は、Unicode2.1 収録漢字候補として提案され、その大部分が CJK 統合漢字(URO)に
収録されている。また、Windows98 用フォントとして、1998 年にＭＳ明朝・ＭＳゴシックで補助漢字部
分も実装された。
8 JIS X 0212 は廃止されていないが、JIS X 0213 がより上位の規格に位置づけられる。
9 この当時の日中混在環境構築に関する情報収集は、niftyserve などのパソコン通信を通じて行われた。
10 例えば、統計ソフトの R の Windows 実装の一つ R Studio の日本語版は、CP932 対応であ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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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とした中国語入力システムは、嘗てはオムロンソフトウェアの cWnn のように他社からも
販売されていたが、現在中国語用 IME を提供しているのは、高電社のみとなってしまった。

◎ CHISE IDS 漢字検索
https://www.chise.org/ids-find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の守岡知彦氏が主催する、CHISE（CHaracter Information Service
Environment）プロジェクトの成果物の一つ。漢字の構造を、Unicode の IDS 符号を利用した
部品の組み合わせとして記述し、それを対象に検索を行うことで漢字検索機能を提供する。
また CHISE プロジェクトでは、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石塚晴通氏が作成した「漢字字体規範
史データセット」を継承し、データベースとして公開している。

◎ グリフウィキ(GlyphWiki)
https://glyphwiki.org/
大東文化大学の上地宏一氏が主催するプロジェクト。明朝体の漢字グリフ（漢字字形）を
オープンかつフリーな環境で共有する目的で作成・運営されている Web サービス。登録は
誰でも可能であり、現在でも活発に作業が行われ、Unicode 以外の漢字も多数登録される11。
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の派生物の一つが、Unicode の CJK 漢字を全て網羅すべく活動している
花園フォント（花園明朝）である（http://fonts.jp/hanazono/）
。

✿ 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ライブラリー
◎ 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
https://dl.ndl.go.jp/
日本のナショナルライブラリーを担う図書館。著作権保護期間が満了となった図書類を
インターネットで公開している（国会図書館内限定や公共・大学図書館内限定公開となって
いるものもある）
。漢籍については、大陸由来の古版本から、室町・江戸時代の倭刻本、明
治以降の活字本まで幅広く公開されている。

◎ 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
国立公文書館は、日本の公文書の保存・利用を主目的として設置された施設である。本施
設には、江戸幕府から引き継いだ漢籍コレクションを所蔵しており（内閣文庫本）、目録デ
ータベース及び一部漢籍の全文画像が公開されている。その中には、南宋版『廬山記』・元
版『全相平話』や宋：高似孫の『史略』
・『子略』などの天下の孤本も含まれている。
国立公文書館では、別途近現代の日本とアジア諸国との関係について記した文書のデー
タベース・アーカイブである「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12」も公開されている。

◎ 宮内庁書陵部収蔵漢籍集覧
http://db.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search.php
宮内庁の蔵書や陵墓を管理する書陵部が、慶應義塾大学と協力の下作成したデータベー
スである。宮内庁書陵部収蔵漢籍中、日本南北朝（14 世紀後半）以前に書写された旧鈔本・
宋刊本や平安時代以前書写の仏典が主な収録となっている。目録情報の他に、全文白黒画像
が掲載される。唐抄本系統の写本とされる『春秋經傳集解』
（13 世紀中頃書写）や北宋版『通
典』
・南宋版『太平寰宇記』など、天下の稀覯書が数多く登録されている。

11
12

プロジェクトによれば、
「現在約 800000 字が登録されている」とのことである。
https://www.jacar.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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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
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は、日本の歴史・民俗・考古について、総合的に研究・展示する教育・
研究機能を備えた博物館施設である。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が公開するデータベースやデジ
タルライブラリーは日本関連の者が多いが、現存最古の三家注合刻本であり、日本の国宝に
指定されている宋版『史記』の全文画像が khirin a で公開されている。
https://khirin-a.rekihaku.ac.jp/database/sohanshiki

◎ 新日本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国文学研究資料館）
https://kotenseki.nijl.ac.jp/
日本文学の一大研究拠点である、国文学研究資料館が運営する「唯一の日本古典籍ポータ
ルサイト」
。日本国内に所蔵されている古典籍の目録データベース機能に加え、一部全文画
像データが公開されている。

◎ 東洋文庫
http://www.toyo-bunko.or.jp/
公益財団法人東洋文庫は、世界的に著名な東洋学図書館・研究機関である。東洋文庫では、
国宝『古文尚書』
・
『文選集注』の唐抄本残巻など、国宝・重要文化財を含む所蔵貴重書のデ
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やこれまでの研究成果を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として公開している。

◎ 東京大学アジア研究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https://iiif.dl.itc.u-tokyo.ac.jp/repo/s/asia/page/home
東京大学アジア研究図書館ならびに総合図書館等が所蔵するアジア関連資料画像を公開
している。青洲文庫・南葵文庫本などの貴重な漢籍が公開されている。
そのほかにも東京大学では、いくつものデータベースが公開されている。
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所蔵皇明條法事類纂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https://iiif.dl.itc.u-tokyo.ac.jp/repo/s/koumin/page/home
●
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旧蔵 朝鮮王朝実録画像データベース
https://iiif.dl.itc.u-tokyo.ac.jp/repo/s/jitsuroku/page/home
●
万暦版大蔵経（嘉興蔵/径山蔵）デジタル版
https://dzkimgs.l.u-tokyo.ac.jp/kkz/
●

◎ 東京大学

東洋文化研究所

アジア古籍電子図書館

http://imglib.ioc.u-tokyo.ac.jp/
日本におけるアジア文化研究の一大拠点である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が公開するデジ
タルライブラリー。漢籍は、以下の三種が公開されている。
東洋文化研究所蔵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http://shanben.ioc.u-tokyo.ac.jp/
●
東洋文化研究所蔵明代図像資料三才圖繪データベース
http://kande0.ioc.u-tokyo.ac.jp/kande/oki/_t4-e8zy.html
●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雙紅堂文庫全文影像資料庫
http://hong.ioc.u-tokyo.ac.jp/
●

◎ 古貨幣・古札統合データベース（東京大学経済学部）
https://www.i-repository.net/il/meta_pub/G0000381kahei
東京大学経済学図書館および日本銀行金融研究所貨幣博物館が所蔵する、古貨幣・古札コ
レクションを対象としたデータベース。これらの古銭コレクションは、日本を代表する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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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なものであり、中国貨幣のみに絞っても殷～清までの 5000 点以上が登録されている。

◎ 京都大学貴重資料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https://rmda.kulib.kyoto-u.ac.jp/
京都大学所蔵貴重資料の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二次利用が認められている資料も多い（学
部・研究書毎に基準が異なるので、各資料を参照すること）
。漢籍稀覯書では、天下の孤本
として知られる隋：劉炫撰『孝経述議』存巻 1・4 や日本で編纂された類書『幼学指南鈔』
巻 7・22 などが公開されている。その他、日本の明経家の舟橋家蔵書の清家文庫・河合文庫
蔵朝鮮活字本・朝鮮全土の碑文拓本集帖『金石集帖』・『続帖』などがある。

◎ 関西大学アジア・オープン・リサーチセンター「KU-ORCAS」（関西大学）
https://www.ku-orcas.kansai-u.ac.jp/
関西大学が運営する本センターでは、東アジア DH ポータル13など、人文情報学分野にお
ける研究成果を数多く発信している。関西大学では、東アジア関連蔵書の「関西大学東アジ
ア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14」や、大阪地域での漢学の一大拠点であった泊園文庫（1825～1945）
旧蔵書の「泊園文庫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15」も公開されている。

◎ 慶應義塾大学メディアセンター

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https://dcollections.lib.keio.ac.jp/ja
内外の貴重書を多数所蔵することで著名な、慶應義塾大学が公開するデジタルライブラ
リー。例えば『史記』では、元版・明版・朝鮮古活字版などが公開されている。

◎ 早稲田大学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
https://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index.html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が所蔵する古典籍について、書誌情報と全文画像を公開する。国宝の
『礼記子本疏義』第 59・
『玉篇』巻 9 の全文画像も閲覧可能。

✿ デジタルデータベース
◎ Cinii（NII 学術情報ナビゲータ）
https://ci.nii.ac.jp/ja
Cinii は、国立情報学研究所（NII）が提供する、各種目録データベース。以下の三種類が
公開されている。
CiNii Articles
学協会刊行物・大学研究紀要・国立国会図書館の雑誌記事索引データベースなどの学術論
文情報が検索できる。
「科学技術情報発信・流通総合システム」
（J-STAGE）や大学などが機
関リポジトリで電子ジャーナルを公開するものは、該当論文へのリンクが貼られる。
●

CiNii Books
日本全国の大学図書館等が所蔵する図書・雑誌についての目録情報が検索できる。
●

CiNii Dissertation
日本国内の大学および独立行政法人大学評価・学位授与機構が授与した博士論文の目録
情報が検索可能。電子ジャーナル版が存在する場合は、該当論文へのリンクが貼られる。
●

13
14
15

https://www.dh.ku-orcas.kansai-u.ac.jp/
https://www.iiif.ku-orcas.kansai-u.ac.jp/books?fulltext=&author=&publisher=&place=
https://www.iiif.ku-orcas.kansai-u.ac.jp/hakuen_bu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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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洋学文献類目
http://ruimoku.zinbun.kyoto-u.ac.jp/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が長年編集・発行してきた『東洋学文献類目』
（2017 年度版で終
刊）を Web 上で検索可能としたデータベースである16。各国の書籍・論文データベースが国
毎に分かれているのに対し、言語を横断しての検索や、なおかつ論文集などの雑誌論文デー
タベースには登録されない業績も検索可能という利点があった。システム構築の都合上、デ
ータベースが（年代毎に）複数に分かれることに注意。

◎ 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東アジア人文情報学研究センターが主催する、全國漢籍データ
ベース協議會によって作成されたデータベース。日本各地の公立私立図書館・大学・高等学
校などが所蔵する漢籍を対象とした、書誌目録データベース。清朝以前の木版印刷の書籍の
他に、中華民国期の活字版や現代の影印版も収録対象となっている17。

◎ 日本漢文文献目録データベース
https://www.nishogakusha-kanbun.net/database/
日本漢文文献及び関連文献について、目録情報をデータベース化したもの。日本国内に止
まらず、海外の研究も対象としている点が特徴。

◎ 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
http://coe21.zinbun.kyoto-u.ac.jp/djvuchar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東アジア人文情報学研究センターが提供するデータベース。
文字をキーワードに検索すると、検索結果に拓本が一字毎に切り出された画像が画面に
表示される。マウスカーソルを画像に重ねると、拓本の出典がポップアップで表示され、画
像をクリックすると拓本全面が表示される（拓本全面画像は、DjVu 形式で作成されており、
閲覧には DjVu Plug-in software のダウンロードが必要）18。

◎ 文化遺産データベース
https://bunka.nii.ac.jp/db/
国宝・重要文化財などの国指定文化財等をはじめとした文化遺産に関するデータについ
て、検索・データ（解説・写真など）閲覧機能を提供する。データ自体は、文化遺産オンラ
イン（https://bunka.nii.ac.jp/）に収録されたものが対象となっている。

◎ e-国宝
https://emuseum.nich.go.jp/
国立文化財機構参加の国立博物館（東京国立博物館・京都国立博物館・奈良国立博物館・
九州国立博物館）と研究所（奈良文化財研究所）が所蔵する国宝・重要文化財について、解
説文並びに高精細画像について、検索・閲覧機能を提供する。上記、文化遺産オンラインの
データとは異なり、高精細且つ書籍なら全体の閲覧が可能な点が特徴である。国宝稀覯書と
本目録は、
「当センターが受け入れた主要な雑誌（和中朝欧文）に掲載された東洋学に関する論文及び
当センター所蔵の単行本を年次ごとに内容によって分類した索引」である。
http://www.kanji.zinbun.kyoto-u.ac.jp/courses/2001/comp/china3.html も参照されたし。
17 古抄本については、中國典籍日本古寫本 DB（暫定版）がある（https://www.zinbun.kyotou.ac.jp/hub/~takata/Kaken/takatadb）
。
18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では、所蔵拓本の画像も公開している。また、淑徳大学中国石刻拓本デジタル
ア－カイブズでも、清：趙烈文『天放楼蔵・碑刻墓誌』など、所有する多数の拓本画像が公開されている
（https://www.shukutoku.ac.jp/shisetsu/takuhon/）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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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ては、唐抄本『淮南鴻烈兵略聞詰』・『世説新書』第六残巻・『漢書楊雄伝』・『古文尚書』
などがあり、九条家本『群書治要』などの平安時代写本も掲載されている。

◎ SAT 大正新脩大藏經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
https://21dzk.l.u-tokyo.ac.jp/SAT/
SAT 大藏經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研究会が開発・運営する、
『大正新脩大蔵経』のテキス
トデータベース。2008 年版以来、複数のバージョンを提供している。最新の 2018 年版では、
IIIF での大正蔵・嘉興蔵へのリンクや、Word2Vec を利用したテキスト分析が実装される。
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の特筆されるべき功績は、Unicode に対する、学術団体からの漢字の符
号化提案を行い、その結果として CJK 漢字拡張 F, G 領域に合計 3000 字以上もの新規登録
が実現されたことである。

◎ 日本古写経データベース
https://koshakyo-database.icabs.ac.jp/
国際仏教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経研究所が開発・運営する、日本の古社寺が所蔵する平安～
鎌倉時代に作成された古抄本一切経の目録情報のデータベース。国際仏教大学院大学図書
館で、一部の寺院が所蔵する古抄本一切経の画像を閲覧することが可能。

◎ 漢籍リポジトリ（漢リポ）
https://www.kanripo.org/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のクリスティアン・ウィッテルン氏によるプロジェクト。古典中
国語文献の保管場所としての役目と、利活用を目的として提供されている。
『四庫全書』
・
『四
部叢刊』
・
『大正新脩大蔵経』
・
『正統道蔵』など、複数の大規模叢書群を一度に検索できる部
分は非常に評価が高い。その分量故に、本文にご入力なども存在するが、そのような場合で
も、会員登録して誤字を修正するというシステムが実装されている19。

❖ おわりに
以上、日本中国学における IT 利用環境の歴史並びに、日本で公開されているデジタルラ
イブラリー・アーカイブ・データベースについて紹介した。紙面の都合もあり、紹介しきれ
ない Web サイトも数多くあることをお詫びしたい（参考文献⑦）
。また 30 年以上前のこと
で、一部記憶が定かではない部分がある。その辺りは、どうぞご容赦いただきたい。
2020 年代の今日では、Unicode の普及により、各国ごとの情報環境の障壁はずいぶんと小
さくなった。反面、中華人民共和国などの海外で作成・公開されたデータベースなどを利用
することが当たり前となり、各大学や研究機関所蔵の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を除くと、日本独
自のデータベースの作成・公開が少なくなってきた印象がある（無論、個人の人文情報学的
研究は活発に行われている。例え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の安岡孝一は、長年「東洋学
へのコンピュータ利用」研究セミナーを主催し20、そこでは多くの研究が発表され、活発な
議論が行われている。また、人文学系全体を含めた情報技術を利用した研究については、
「人
文科学とコンピュータ研究会（情報処理学会）
」
（http://www.jinmoncom.jp/）を中心に、盛
んに研究発表が行われている。
）
。
加えて、
Chise プロジェクトやグリフウィキのような国際的に評価が高いデータベースは、
個人の研究者によって作成されているという問題もある。これは、日本にのみ限定される問
題ではないが、学術情報の持続的な発展・継承を考える上で（インターネットサービスを持
続的に利用可能かという問題）
、学術界がバックアップやサポートを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と
有限会社メディアサービスが、大規模叢書群のデジタル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の市販品を取り扱ってい
る（http://www.kaixi.jp/）
。
20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seminars/oricom/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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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えている。

❖ 参考文献
① 伊藤英俊「文豪，JIPS，M 式入力などの日本語情報処理開発」（『情報処理』45 巻 1
号、2004 年 1 月）
② 内田慶市『中国語とパソコン―その古くて新しい関係―』
（『関西大学視聴覚教育』第
16 号、1993 年 3 月）
③ 内田慶市・野原康宏『マックで中国語』
（ひつじ書房、1996 年)
④ 漢字文献情報処理研究会編『電脳中国学』（好文出版、1998 年）
⑤ 漢字文献情報処理研究会編『電脳中国学 2』
（好文出版、2001 年）
⑥ 漢字文献情報処理研究会編『電脳中国学入門』（好文出版、2012 年）
⑦ 漢字文献情報処理研究会／千田大介／小島浩之編『』（好文出版、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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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

漢字書寫文獻
整理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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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

據安大簡看《說文》
引詩

曹方向
中國
海南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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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安大简《诗经》看《说文》引诗
海南师范大学

曹方向

安大简《诗经》是目前已知抄写时代最早、篇幅最完整的《诗经》，①抄写
者所用的是文字学家所说的“战国古文”，对于材料讨论《说文》引诗的古文问
题十分重要。安大简《诗经》整理者已经作了非常扎实的工作，注释部分有大量
书证出自《说文》、四家诗异文，我们想在整理者注释的基础上，集中比较《说
文》引《诗经》和安大简经文的战国古文字形，并尝试理解《说文》的有关问题。
一《说文》引诗简说
以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为准，②统计得 440 个字头③下许慎的解说中明确
引用《诗经》字句。许慎解说引诗，有“诗曰”“诗云”“读若诗”“读若诗云”
几种不同格式，极少数情况下还有“诗所谓”“鲁诗说”“韩诗传曰”等话语标
记。一般情况下，一个单字下只引一条例句，也有并列引两条《诗经》的（如“褮”
字、“湑”字下）。大徐本新附字小字注也引诗，但数量极少（仅有三例且其中
一次引的诗中无字头的字形）。段玉裁根据小徐本和字书、韵书颇有增删（增加
的例如“蒯”“芑”“懬”“凓”等字）。段注诚然卓越，但其所增引文字形多
不见于安大简，与本文主旨无关，因此拙稿讨论《说文》引诗，不包括段注增删
的例子。
前人已经指出，《说文》引《诗经》不外乎从字形、字音、字义三方面利用。
极少数情况下只限于注音，约有 20 例，例如玉部玤：“读若诗曰瓜瓞菶菶。”
段注：“此引经说字音也。”用来注音的诗例也有见于安大简的，见后文。
引《诗经》有论证构形的，④但没有直接解析字形的例子。例如木部槱：“积
火燎之。诗曰：薪之槱之。”段注：“（毛）传曰：槱，积也。……许不但云积
木而兼云燎之者，为其字之从火也。”还有的时候，引诗跟许慎自己解释的词义
毫无关系，段注说这种场合只是为了“证字形而已”（如“㜝”字）。
引《诗经》说词义，通常认为这是《说文》引《诗经》的主要目的。
要区分统计析形和释义的例证各有多少，操作起来很难。就《说文》的体例
而言，“据形系联”的原则贯彻全书，同一个部首内的字总是和部首同时有形体
和词义联系的。换言之，许慎是在“形”的限制范围内释义。例如上文的“槱”
字注，又如“䯤”：“骨擿之可会发者。”段注：“必云骨者，为其字从骨。”
引这一条《诗经》是为了强调“会弁如星”的“会”的“正体”应该从“骨”。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书局 2019 年。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2004 年。拙稿所用段注，均出自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缩印的经韵楼刻本《说文解字注》，也不逐一出注。
③
各家统计标准不同，所以数据不尽相同。如翟金平（1985）统计有 420 多条，杨合鸣（1991）统计有 380
条，郭全芝（2003）统计 441 个字头下引诗。杨、郭统计相差较大，各家都没有说明统计标准，也没有列
出全部统计材料。我们统计的结果跟郭先生的数据差不多（统计得 440 例，但是“鼐”字解说虽引“鲁诗
说”却并未引诗句，所以这一例可以不算，还有两例字头下两次引诗，合计 441 例引诗），但是这个差别
带来的统计学意义并不是很重要。参看翟金平《说文引诗考异》，《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2 期，第 52-57 页；杨合鸣：《说文引诗略考》，《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1 期，
第 20-23 页。
④
段注中多次指出过，“许说字非说经”“引经说字形”。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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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可以推测：引《诗经》字句，与其说是为了释义，不如说是是根据诗
句上下文来限定、证明义符，也就是证明部首的理据性。
安大简《诗经》从抄写时代看既然是真正的战国古文，跟《说文》引的《诗
经》文字对应关系如何，这种对应是否能说明《说文》引诗的什么特点？下面试
做简析。
二

《说文》引诗和安大简《诗经》的字句对应关系

为便于讨论，这里把安大简《诗经》和《说文》引《诗经》经文的对应关系
限定为：《说文》单字字头下引诗句在安大简中有相应的句子，汇总为下表。如
𠬪字“读若诗摽有梅。”见安大简 34“ 有某”；孂字“读若诗糾糾葛屦。”见
安大简 100“趬=葛缕”；䀠字“读若良士瞿瞿”，简 102-103“良士 =”。“ ”
字是否有必要隶定“丹”这个字符，学术界尚有争议，①若直接隶定为“ ”，
《说文》归入瞿部，但“瞿”字下不引诗，“ ”字下引诗：“读若诗云穬彼淮
夷之穬。”（今毛诗穬作憬）作为字头的“摽”字、“纠”字下也不引诗，拙稿
限于篇幅，暂不计入。
表中“《说文》引诗”并据陈刻本，“三家异文举例”毛诗和三家诗用字并
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②不逐一出注。称“三家无异字”是说无三家文本
可查。古代学者看到毛诗、《说文》的字不同，在没有文本可证时习惯推测是《说
文》用“三家”，其实难以为据。③因此拙稿视为“三家无异字”。④总计有如下
48 例。
表 1：《说文》和安大简诗句对应表
字头 《说文》引诗
安大简文
三家异文举例
州
在河之州
简 1：才河之州
今毛诗作“洲”。《玉篇》作
“洲”，《文选》李注引薛君
章句亦云“河洲”。⑤
槮
槮差荇菜
简 1：晶 苀菜
今毛诗作“参”
芼
左右芼之
简 3：左右教之
《玉篇》引作“覒”，古以为
韩诗。
斁
服之无斁
简 5：備之无睪
《尔雅》《楚辞章句》作“射”，
古以为并鲁诗；《礼记·缁衣》
作“射”，古以为齐诗。
夃
我夃酌彼金罍 简 7：我古勺皮金鑸
今毛诗作“姑”

整理者也说可以直接隶定为“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 140 页注释一二。
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 2009 年。
③
例如“其啸也歌”，慧琳音义引韩诗：“歌无章曲曰啸。”古人据此认为韩诗作“啸”、字与毛同，逆
推许慎是根据鲁、齐诗作“歗”。整理者云，鲁诗、齐诗皆作歗似乎就据此为说。其实从逻辑上无法推导
许慎是根据鲁、韩诗。另外，尽管“江有汜”的“汜”安大简本作“洍”，和《说文》互证，但我们显然
难以得出结论说安大简是鲁、韩诗文本。整理者云：韩、鲁作洍，与简本同。这话是不错的，但这并不意
味着可以反过来说简本即韩诗、鲁诗文本。
④
比《说文》早的《诗经》文本，只有阜阳汉简《诗经》残篇，胡平生先生已经通过文字对比，指出阜简
《诗经》不能明确为哪一家的文本，大概是“流传于民间的另外一家”。为避免枝节过多，这里就不讨论
了。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简论》，《文物》1984 年 8 期，第 13-21 页。
⑤
因为“洲”字晚出，古人在此多回避韩诗作“洲”的可能性，而是认定毛诗作“洲”，三家作“州”。
但就今天所见的秦汉文字来说，东汉以前文献存在“洲”字的可能性极小，毛诗、《玉篇》作“洲”应该
都是后来改字的结果。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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岨

陟彼岨矣

简 8：陟皮 矣

瘏
痡
𦾵

我马瘏矣
我仆痡矣
葛藟𦾵之

简 8：我马徒矣
简 8：我 夫矣
简 9：葛 榠之

诜
枖

诜诜兮
桃之枖枖

简 10：选=可
简 11：桃之夭夭

永
羕
沚
嘒
洍

江之永矣
江之羕矣
于沼于沚
嘒彼小星
江有洍

简 16：江之羕矣
(同上）
简 22：于渚于止
简 35：李<孛>皮少星
简 36：江有洍

汜
歗

江有汜
其歗也謌

（同上）
简 37： 也诃

禯
茁
豝
驖

何彼禯矣
彼茁者葭
一发五豝
驷驖孔阜

简 39：可皮 矣
简 40：皮 者
简 40：一发五
简 43：四 孔

輶
猲

輶车銮镳
载獫猲獢

简 44：象车 麾
简 44：载监 乔

楘
錞
韔

五楘梁輈
厹矛沃錞
交韔二弓

简 45：五備桹
简 46：钩矛 淳
简 46：交鬯二弓

軜
惴
鴪

沃㠯觼軜
惴惴其慄
鴪彼晨风

简 47： 以结纳
简 52：諯=其栗

藚
岵
屺

言采其藚
陟彼岵兮
陟彼屺兮

简 71:言采亓
简 72：陟皮古可
简 73：陟皮杞可

简 55： 皮晨风

今毛诗、《尔雅》作“砠”，
古以为鲁同毛；
《释名》作“岨”，
或以为齐、韩诗。
三家无异字
三家无异字
“褮”字下引此诗，古以为齐、
毛同。
《玉篇》引作【多辛】①
今毛诗作夭，《易林》同，古
以为齐、毛同。女部 下引此诗，
或以为鲁、韩。
《文选》注薛君章句作“漾”②
三家无异字
或以为韩诗
今毛诗作“汜”，《易林》作
“汜”，古以为齐、毛同。
慧琳音义引韩诗说：“歌无章
曲曰啸。”
三家无异字
三家无异字
三家无异字
古以为齐诗误字。《东都赋》
作“鐡”，古亦以为齐诗。
三家无异字
今毛诗作“歇”，《尔雅》《西
京赋》作“猲”，古以为鲁诗。
三家无异字
三家无异字
《经典释文》：“本亦作鬯。”
然而古不云三家。
三家无异字
三家无异字
《韩诗外传》引作“鹬”。
三家无异字
《尔雅》《玉篇》字同
《尔雅》作“峐”，或以为鲁
诗别本。

《玉篇》又列五字或体，然无一与安大简同形。
向按整理者注引段注说简本“羕”与韩诗同。今毛诗“江之永矣”，《文选》李注引薛君章句：“漾，
长也。”古人认为这是韩诗本文作“漾”，与简本字形不同，段说待详。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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漘

置之河之漘兮

简 79：今将至者河之 三家无异字
沌可
沦
河水清且沦漪 简 79：河水清 沦可 《文选》注引薛君章句同作沦。
𩭾
紞彼两𩭾
简 84： 皮两
今毛诗作“髦”，《列女传》
引同，古以为鲁、毛同。
荠
墙有荠
简 85： 有
今毛诗作“茨”
珈
副笄六珈
简 87： 幵六加
新附字。三家无异文。
㐱
㐱发如云
简 88：轸 如云
《说文》或体、毛诗作“鬒”，
《汗简》引古毛诗作“㐱”，
三家无异文。
瑱
玉之瑱兮也
简 88：玉瑱象揥也
《玉篇》从真从耳，或以为韩
诗。
绉
蒙彼绉絺
简 88-89：蒙皮
三家无异字
袢
是绁袢也
简 89：是埶乐也
整理者认为“乐”可能是“栾”
之误，栾、袢通假。三家无异
字。①
媛
邦之媛也
简 89：邦之 可
《经典释文》引韩诗作“援”
攕
攕攕女手
简 100： =女手
戈部㦰字解说“一曰读若诗攕
攕女手”。今毛诗作“掺”，
《文选》注引韩诗作“纤”。
襋
要之襋之
简 100：要之 之
三家无异字
僻
宛如左僻
简 100： 然左
今毛诗作“辟”，三家无异文
襮
素衣朱襮
简 104：索衣絑襮
《尔雅》同毛
表 1 有两例异文不是字形的差别。《说文》“輶”简本作“象”，不能疏通其字
词层面的对应关系；②“荠”对应安大简“
”，后者一般认为是传世“蒺藜”
谐声通假字，合音即是“荠/茨”，这是构词法的不同。③
与此相反，也有字形完全相同的。如“州”“羕”“汜”等。《经典释文》
引“交鬯”的“鬯”字也跟安大简字形一致，但《说文》“鬯”字下并不引此诗，
不能视为相同。《孟子音义》的“莩”字如果是“ ”的误字，也可能本来作“ ”，
和安大简一致。合计四家诗，共有“州”“羕”“洍”“鬯”“沦”“瑱”“襮”
7 个字形和安大简文字形一致。但这只是就文字形体来说的异同，诗句整体对应
是毋庸置疑的，就不逐句对比了。

三 字形差异分类讨论
通过上表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如果要求一句诗的字形全部相同，那么《说文》
引诗跟安大简本几乎没有相同的。除去“輶”“荠”两例特殊例子和七组相同的，
《说文》于“亵”“袢”下两引此句（亵下：是亵袢也、袢下：是绁袢也），“袢”字同。
徐在国先生指出简本与毛诗存在三种异文：通假、异体、同义。但是“輶”和“象”不属于三者的任何
一种，安大简注释也只列出异文，没有说明异文的关系。见徐在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诗序与
异文》，《文物》2017 年第 9 期，第 61 页。又《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 102 页注释七。
③
传世文献认为“蒺藜”合音为“茨”“荠”，指的是一种植物。程燕先生认为简本字形从虫，所指就是
蜈蚣，见于《尔雅·释虫》，大概因为传世本“蒺藜”从艸字头，遂被理解为植物。说见《墙有茨新解》，
《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第 83-86 页。无论“蒺藜”所指为何物，总之是一个双
音节单纯词，跟《说文》用的单音词是构词法的差异，不是字形差异。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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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上的不同远大于相同，以下分类讨论这种异同。
就《说文》列为字头的这些字来说，《说文》引诗和安大简的字形有如下几
种形体对应。“州”“羕”“洍”“沦”“瑱”“襮”6 组，简文隶定字形和《说
文》字形相同，也就是说义符、音符都相同，不再列入下表。“輶”和简本“象”
可能是诗句不同，两个字不对应，也不列入。
1. 形音义的对应
表 2：义符对应表
序号
《说文》字头 对应简本用字
义符说明
永
羕
《说文》“羕”在“永”部
1
汜
洍
《说文》二字同在水部
2
歗
《说文》歗字在欠部
3
茁
《说文》茁字在艸部①
4
驖
《说文》驖字在马部
5
藚
《说文》藚字在艸部
6
《说文》漘字在水部，《玉篇》沌字在水部
漘
沌
7
攕
《说文》攕在手部
8
以上八组义符对应关系较为明显，其中“攕”和“ ”有从“扌”和从“手”的
区别，这只是“手”旁受汉字部件相对位置限制而产生的形变。
第 6 组的“沌”字见于东汉以前文献（如《庄子》等），但不见于《说文》。
第 5 组两个字形左边都从“马”，但右边部件音义相隔，整理者、郝士宏先生认
为“驖”可能是个错字，是 字“误书”。②
表 3：音符对应表
序号
《说文》字头 对应简本用字
《说文》音符说明
在
才
存也。从土、才声
9
槮
晶（厽）
木长皃。从木、參声
10
斁
睪
从攴，睪聲。
11
诜
选
致言也。从言从先、先亦声
12
枖
夭
木少盛皃。从木、夭声
13
鴪
鹯飞皃。从鸟、穴声
14
沚
止
小渚曰沚。从水、止声。
15
猲
短喙犬也。从犬、曷声
16
錞
淳
矛戟柲下铜鐏也。从金、
17
軜
纳
骖马内辔系轼前者。从车、内声
18
惴
諯
忧惧也。从心、耑声
19
岵
古
山有草木也。从山、古声
20
屺
杞
山无草木也。从山、已声
21
𩭾
发至眉也。从髟、敄声
22
㐱
轸
稠发也。从彡、人声
23
珈
加
（新附：妇人首饰，从玉加声）
24
简本对应的字形，黄德宽先生认为上部源于某种植物的象形，增加“土”字底以后可以视为会意字，“构
形本义当是表示植物茁壮茂盛、枝叶扶疏之貌”，从“艸”无疑是义符。说见黄德宽《释甲骨文“叕（茁）”
字》，《中国语文》2018 年第 6 期，第 762-768 页。
② 整理者说见《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 101 页注释一。又参看郝士宏：《新出楚简<诗经秦风>
异文笺证》，《安徽大徐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第 78-79 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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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斁”字，《说文》：“解也。诗云服之无斁，斁，厌也。”两个词义有差
别。关于“槮”和“晶/厽”，按传统说法，将其视为“參”字古文之省，和“槮”
音符相同。“晶/厽”字构形是从三星会意，因此战国文字就用它来表“三”这
个词，并非现代规范字中晶莹的“晶”字。①
表 4：表词功能的对应关系
序号
《说文》字头 对应简本用字
通假关系说明
夃
古
《玉篇》夃，今作“沽”
25
②
岨
26
《周易·夬》“次且”，上博简“且”作“疋”。
瘏
徒
27
痡
夫
茅蒲之蒲，上博简作“芙”。③
28
《士丧礼》郑注：“螟，读若诗曰葛藟萦之。”
𦾵
榠
29
嘒
李<孛>
30
禯
31
豝
巴蜀之“巴”，战国简作“ ”④
32
楘
備
33
韔
鬯
见表 1 韩诗异文
34
绉
35
袢
乐<栾？>
36
媛
37
襋
38
僻
39
安大简整理者对这些通假关系做了详细证明，上表只举出了通假关系较为直
接的证据。从整理者的注释看，表 3、表 4 这 31 组文字具有语音对应关系是基
础，在此基础上，整理者阐述了字词关系，他们的注释非常精审，用不着我们再
重复说明了。如“夃”“媛”等字在字形层面和诗意的关系，前人论述极多，又
多牵涉四家诗大义异同，拙稿限于篇幅，不展开论述。稍微要说明的是“𦾵”字
组的两个字形，《说文》该字形在艸部，简本“榠”字从木，而艸旁和木旁在古
文字构形中存在替换现象，所以这一例是表 4 较为特殊的，也可以考虑归入义符
对应表。对应的字毛诗作“萦”，字在《说文》糸部，释义为“收卷也”，字下
不引此诗；艸部“𦾵”字释义为“艸旋皃也”，从艸为主。段注说：“𦾵與萦音
义同。”按我们今天的理解，如果音义同，就是狭义的异体字，但是《说文》释
义明明不同。推许慎之意，大概因为诗咏葛藟，以从艸为正体，字形理据充足，
故不从木、从糸。承培元《说文引经证例》已经指出：“艸部引诗证字、衣部（引
按，指《说文》衣部“褮”字下读若引此诗）证声也。”⑤所谓“证字”，就是
证明字形应该从艸。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第 1419-1420 页。赵平安先生认为传统说法不可取，字
形当是从头戴三枚簪子会意，说见《释参及相关诸字》，《语言研究》1991 年第 1 期，第 168-173 页。无
论是传统说法还是赵老师的新解，都不妨碍将这一组字归入本表。
②
白于蓝：《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第 211 页。
③
白于蓝：《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第 179 页。
④
李学勤：《包山楚简“ ”即巴国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6 期，第 5-8
页。
⑤
转引自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 1770 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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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大简和《说文》引诗文字对应的特点
上面列的三个表，先说表 3。从构形的角度说，表 3 的 16 组字形没有一组
是形体相同的。但是除了第 10 组稍微复杂一点，其它 15 组字都具有清晰的谐
声关系。这些谐声字组中，“才”“睪”“夭”“止”“古”“加”6 组是安大
简本字形作音符，《说文》增加义符；另外除了“㐱”字组是《说文》字形充当
音符，剩下的都是《说文》和安大简字形替换义符。这样，9-24 组的字形，《说
文》字形和安大简比起来主要是增加或替换了义符。《说文》增加、替换的义符
也很有特点，如“斁”是增加表动作的义符，“沚”是增加表水流的义符，“岵”
是增加表山丘的义符。8 例是替换义符的结果，如“诜”替换为言旁（诗意为发
出声响，故从“言”），“軜”替换为车旁，“屺”替换为山旁。1 例是《说文》
较简本少“车”旁（“ 发如云”诗意与“车”无关）。无论增加还是减少义符，
都和诗句上下文义有直接关系。
表 4 的 15 组字形构形差别更加明显，从部件到整字，差别都很大。根据整
理者的注释我们知道，这十五组字形和表 3 一样是以语音联系建立的对应关系，
只不过表 3 是以部件的语音为线索，而表 4 是以整字语音为线索。同时，表 2
虽然是义符的对应，也包含着语音联系。当然，表 2 有个别组的文字关系不单纯
是通假关系。例如“羕”字形中多出来的部件“羊”是纯粹的音符，跟词义毫无
关系。《说文》在“永”“羕”两字下引了同一句诗文，这个情况跟两次引用“江
有汜”在形式上相同，但性质不同。“羕”是“永”添加声符形成的分化字。当
然，按照一般的习惯，古文字的“羕”有时也要按文献用字习惯读为“永”，分
化字和母字构成通假关系。
表 4 的字形在构形上，《说文》的字形和安大简的字形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就是《说文》的义符总是和诗句上下文义有更为直接的关系。例如诗意为登山，
则“岨”必从山不得从“水”；描述人困马乏的状态，则“瘏”“痡”必从“疒”
而不得作“徒”作“夫”；诗意为猎豕，则“豝”必从“豕”不得从“邑”之类，
不烦赘述。这一点跟表 3 反映的特点是一样的。表 4 强化了表 3 给我们的印象。
如此说来，表 2-4 的 39 组例子，除去第 5 组因为形体可能有误，其它可以
确定的字形几乎全部有或主要是在语音上有对应关系。例子数量不多，但也具有
抽样调查的参考意义。抽样比较的结论是：《说文》引诗为证的单字，只有极个
别和安大简字形相同，约有 18%具有义符一致性，而几乎 100%都是语音相同相
近的通假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义符相同的有 7 组，声符相同但是《说文》
增加、替换义符的有 16 组，义符、声符都不同但是整字通假而《说文》义符符
合诗意的有 15 组。这个事实表明，就两种文本的字际关系来说，通假是主要的
特点；但是单就《说文》来说，“义符”和诗意的符合是其主要特点。

四 从安大简看《说文》的正字意识
《说文》是“字书”，是按部首建立的一个汉字系统。小篆形体是《说文》
“正体”字的标准。从字典编纂的角度说，《说文》“部首”应当就是从这些“样
板”性质的小篆形体中归纳出来的。据研究，《说文》列为字头的篆文，有的其
实是汉篆，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设立字头的需要”。①如前所述，安大简的字形
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许慎在著《说文》时特别强调义符和整字词义的关联。引经
①

赵平安：《说文小篆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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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证明字头的形体时，该字形是不是“古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字形能够纳
入“部首”系统。
但是我们也看得出许慎的犹豫，一个形声字在经典中本来就有异体（例如
“洍”“汜”）的场合，他区分了异体字分担的不同表词功能，却引用同一句诗，
段注说这是转注、假借条例。问题是，如果遵循段注之说，
“交韔”字或本作“鬯”，
“摽有梅”或本作“ /莩”，这种异文跟安大简本的“古文”字形高度一致，
《说文》不收或者虽有字形而解说不引《诗经》的道理何在？推而广之，先秦文
献中假借字屡见不鲜，《说文》怎么限定选择字形的范围？就我们今天所见的战
国抄本而言，“古文”有异体字是司空见惯的，即使限用毛诗古文，①也无法排
除异文的大量存在。
《说文》以“部首”确定“正体”大概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个
做法也有其时代背景。赵平安先生曾经以秦汉简帛文字的通假字为材料，分析指
出战国秦汉通假字大量增加，是和古文字隶变这一现象密切相关的。②隶变是汉
字形体演变的一座分水岭，汉字形体产生了较大变化，以形表意的特点明显弱化。
赵先生说：“古文字的隶变……给人们的学习、识别和使用（汉字）带来了极大
的困难。因此汉字运用了形声法则，对旧有汉字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这种情况
可以概括为汉字的隶变刺激了形声字的剧增，……”这个结论建立在对秦汉简帛
文献通假字的统计基础之上，是非常可靠的。无论许慎本人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事实上，他确实是在用“形声法则”确定规范字形，③包括表 3 的“㐱”和表
4 的“夃”，都作了形声分析。④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说文》是隶变进行到后
期，文字学对隶变现象做出回应的必然产物。
除了归部和设立字头，“部首”还直接影响着《说文》释义。上古汉语单音
词具有显著的多义性，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根据部首的意义来筛选多义词的义
项。
就拙文的比较来看，《说文》引《诗经》和安大简文字的主要差异体现在前
者的义符。《说文》引《诗经》有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用诗句中的字义来强化
义符的合理性，由此在《说文》的系统中，这些文字的义符都是有理据的。王宁
先生曾经指出，《说文》释义有一种格式是“随文释义”，就是把要解释的词放
在具体语境中来解释。⑤例如，现在战国文字材料很多，用“才”记录“在”这
个词义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在”是小篆的规范写法，许慎用这个形体为字头，
必须解决字形从“土”的问题。⑥换言之，无论引不引经典，“在”训为“存”
都不难理解；引《诗经》“在河之州”，论证的目标并非“在”有“存”的意思，
而是“在”字从“土”、归入土部。其它各例都可以依此类推。
有学者根据阜阳汉简本《诗经》和毛诗异文对比，认为“在汉初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存在一部在字形上
具有定本意义的《诗经》文本。”参考赵争：《两汉诗经流传问题略论》，《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13 年第 4 期，第 117-120 页。阜阳汉简跟毛诗的异文比较可参看黄宏信：《阜阳汉简诗经异文
研究》，《江汉考古》1989 年第 1 期，第 85-99 页。
②
赵平安：《秦汉简帛通假字的文字学研究》，《河北大学学报》1991 年第 4 期，第 25-30 页。
③
据蒋善国先生《说文解字讲稿》（语文出版社 1988 年）统计，《说文》视为“形声字”的字占全书单字
的 82.3%。
④
就古文字材料而言许慎的分析是不可靠的。对这种不典型的形声字，许慎似乎也没有掌握特殊的知识保
证分析正确。这当然也是隶变带来的影响。“㐱”，林义光《文源》以为会意，转引自李圃主编：《古文
字诂林》第八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第 58 页；参看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
第 1144 页；“夃”字也是会意字，说见赵平安：《新出简帛与古文字考论》，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第 97-105
页。
⑤
转引自万献初：《说文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23 页。
⑥
“在”的字形，古文字学家认为并不从“土”，而是从“士”。这里我们是从许慎的思路分析字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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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说文》称引《诗经》单字和安大简的字形比较，从表词功能来
说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这说明诗句的读法相同、诗句的语义相同。与此相对，字
形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说文》的义符显然是“规范化”的产物。《说
文》的部首和义符互为支撑，因此引诗不仅是证明词义，①更是为了证明字形构
形原理，特别是“形声”原理。从形式上说，引用的《诗经》（以及其它经典文
献用字）要跟《说文》的部首原则协调，能够纳入相应的部首；从功能来说，引
用的诗句（以及其它文献的句子）要能比较直接地证明义符的合理合法。在许慎
生活的时代，汉字经过隶变，形体已经和先秦时期的古汉字大不相同，许慎对部
首的限定、对义符的规范，放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来看，或许更具有文字学上
的特殊意义。

《说文》还会在义训和《诗经》句意不相关的场合引用《诗经》字形。如“㜝”字下列出两个词义（含
怒也，一曰难知也）后引诗“硕大且㜝”，这句诗跟两个词义都无关。段注说：“许称以证字形而已，不
谓诗义同含怒、难知二解也。”这是非常正确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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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論語》的
“論”和“語”

大形徹、孔令竹
日本
立命館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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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論語》的“論”和“語”1
大形徹・孔令竹
（中文翻訳 董涛）
序言
《論語》的“論”不讀四聲而讀二聲，即“lún”，是中國學的常識，讀作“lúnyǔ2”。這
一點在日本也比較廣為人知。在日語中“論”讀作“ron”，“語”讀成“go”。因此“論語”
一般發音成“rongo”。但是對應二聲的“lún”的日語發音應該是“rin”。“語”除了讀成
“go”以外還可以讀成“gyo”，中國學的碩學泰斗加地伸行先生就認為日語中原本不是讀成
“ロンゴ”而是讀作“リンギョ”3。

1

拙稿根據 2021.3 月向《論語》教育学会に提出的 1000 文字報告「
《論語》の中国語の読み
方」
（未刊行）為基礎，較大修改增幅而成。
2
https://id.fnshr.info/2016/05/11/lunyu/ 西原史暁 (Fumiaki Nishihara)氏的博客。
作者列舉了“《现代汉语词典 第 6 版》
（商務印書館，2012）中 lún 的發音對應“论”的字
[2]
只有《論語》一處。另外台灣（中華民国）教育部所編教育標準之一的《國語一字多音審
訂表》
（教育部，1999）中，“論”發第二聲也僅限於《論語》一處”的例子。而且台湾的
線上中国語辞典《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論”項，讀 lún 的例子列舉了作姓氏用
的“論”。此外，中國大陸出版的古典中国語辞典《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繁體字本〕第 4
版》
（商務印書館，2012）中，通“倫”作“論”用時，讀成 lún。這大概是受“倫”字讀
lún 的影響”。作者的議論周全，我們深以為然。這裡我們從古代文獻和文字成立的角度再
作一番考察。
3
“
‘ゴ’的漢音讀成‘ギョ’
。 《論語》不讀‘ロンゴ’
，在平安時代的日本讀‘リンギ
ョ’
，此後一直延續到江戶時代。雖然只是推測，恐怕到明治的中期，都仍然是這個讀
法。”
（論語教育普及機構 論語教育士養成講座 第 1 回 論語ということば 加地伸
行）
。http://rongokikou.com/pdf/no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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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建武四年鈔本論語序4。日本年號的建武四年是 1337 年。我們看旁邊的振假名，可以
知道這個時代《論語》仍然被讀成“リンギョ”。與中文中的 lún yǔ 是對應的。
我曾向関西大學大學院中國哲學史受講的十一名中國留學生問過《論語》的發音。其中的九
名學生讀的二聲。不過有一同學是先寫的三聲然後用線劃掉後改成的二聲。只有兩名同學讀四
聲。其中一名同學的說法是“小學時候也許老師教過，但是記不清了”。另外一位在日本居住
的理科的 60 歲以上的中國人教授也讀的四聲。也許由於時代的緣故，他的幼年並沒有學過《論
語》。
我問大家為什麼讀“lún”呢，大半的回答都是沒想過。再深問下去，一般的回答就是“通
‘人倫’之‘倫’，論人倫日用之語、谐称《論語》”。等，和人倫的倫聯繫在一起的回答較
多。當然，這都不是在文獻調查基礎之上的回答，而是純粹由中國人出自中文語感的感想。
讀二聲的發音與“倫 lún”相同。這樣的話從意義上說應該叫做“倫語”。但是我們並不認
為存在一本叫做《倫語》的書。
關於“論”的發音有論文、討論等等，除了《論語》以外，基本都發四聲。所以如果沒有聽
過別人的發音，一般都會習慣性的發成四聲。這一點對初學中文的日本人也是同樣的。一般是
聽到中國人讀成二聲的 lúnyǔ，才注意到原來應該這樣讀。
現在雖然是這個讀音，但是如果加以文獻和歷史的探討，也許當初未必一定是讀二聲的 lún
｡拙論試圖通過將《釋名》等文獻中對“論語”解釋，《論語》本身中出現的論・語・倫的意
義，以及出土資料文字角度對“論語”的解釋結合起來進行一番考察。
一、《論語》中的“論”和“語”
《論語》中並沒有出現論語這個詞。“論”有 2 處，“語”也有 2 處。我們首先從這裡開始

4

論語 : 建武本，何晏集解 ; 蒲田政治郎編，蒲田政治郎, 1939，書題別名 円珠経 建

武四年鈔本論語。由髙田宗平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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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
・論
①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先進》
（子の曰わく論篤きに是れ與（くみ）すれば、君子者か？色莊者か？）
（先生がいわれた。”これは、弁論の篤実さだけをよしとしていたのでは、君子の
人か、うわべだけの人か。（よくはわからない。）”5）
②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憲
問》（命を為（つく）るに：裨諶之を草創し，世叔之を討論し，行人子羽之を脩飾
し，東里の子產之を潤色す。）
（先生がいわれた。”
〔鄭の國の外交文書は大変すぐれていて、落ちどがなかった。〕
命令を作る時には裨諶が草稿を作り、世叔が検討し、外交官の子羽が添削し、東里
にいた子産が色づけした〔からだ〕。6“）
上文即 2 個出處。
原文的“論”是“討論”。所以譯為“弁論”與“検討し”。
馬融注曰“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這反映了儒家的“述
而不作”的基本思路。“後世的人應該如何做好呢……。解讀滿載聖人之語的古典，再將其
意義闡述發衍，即為經作注的方法。通過讀經作注，往裡面不斷注入個人的見解和獨創的思
考，就產生出了經學7”。“論”在《字通》的［訓義］中，有：“1.はかる、おもう、おも
んぱかる、おしはかる、たずねる。2.あげつらう、いいあらそう、よしあしをさだめる。
3.とく、いう、つげる、ときあかす、わきまえる。4.議論、見解、所見”等意義。從這個
角度來說，“論語”或許就可以解釋為“述而不作所論之語”。
・倫
①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
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
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
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
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君臣の義，これを如何ぞ其れ廢すべけんや？其の身を潔くして，大倫を亂さんと欲

5

訓讀與譯文出自金谷治譯注《論語》
，參見岩波文庫，1953 年，150 頁。
訓讀與譯文出自金谷治譯注《論語》
，參見岩波文庫，1953 年，190 頁。
7
論語 加地伸行, 宇佐美一博, 湯浅邦弘著 角川書店 1987.11 鑑賞中国の古典 / 小川
環樹, 本田済監修, 第 2 巻 160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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す。
）
（君臣の大義も，どうしてまあ捨てられよう。
〔それを捨てているのは〕我が身
を清くしようとして人としての大切な道を亂しているのだ。8）
※僅劃線部分施訓讀與譯文。
這是子路對隱者的丈人的二子所說的話。“亂大倫”即“亂為人之大道”的意思。這裡的
“倫”就是“人倫”。
倫還有一處。
②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
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
無可無不可。”《微子》
（柳下惠、少連を謂（のたまわ）く，志を降し身を辱しむ、言倫に中り，行慮に
中る，其れ斯れのみ。
）
（柳下惠と少連のことを批評されて，
”志望をひきさげ、身も
汚したが、ことばは道理にかない，行ないは思慮にかなっていた。まあそんな所だろ
うね。9）
※僅劃線部分施訓讀與譯文。此處“倫”譯為“道理”。
《論語》中的“論”與“倫”並不太多。“論”表現為“論”、“討論”，“倫”表現為“大
倫”、“倫”。這些是否與“論語”這個書名的由來有關係尚不明了，但是沒有將“論”讀成
“倫”的事例。
二、關於《論語》的“語”
首先我們想考察一下論語的“語”。“語”的意思搞清楚了，才好界定“論”的意義。在這
裡我們引用貝塚茂樹10在《論語の成立》和《國語に現れた説話の形式》中一段深刻的見解。
《論語》という本の成立は、この孔子の言葉がいかにして記録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か、
すなわち、口頭伝承がいかに記録化するか、その過程を示すものである。口頭伝承の記
録化の過程として《論語》の成立を眺めてみようと思う11。
譯文：《論語》文本的成書，反映了孔子的言語如何被記錄下來的。也就是展示了口頭傳
承如何變成文字記錄的過程。我們試圖以口頭傳承的記錄過程這個角度來遙探《論語》的
成書。

8

訓讀與譯文出自金谷治譯注《論語》
，參見岩波文庫，1953 年，256 頁。
訓讀與譯文出自金谷治譯注《論語》
，參見岩波文庫，1953 年，257 頁。
10
貝塚茂樹《論語の成立》
，
「國語」
，貝塚茂樹著作集，第五巻 中国古代の伝承，中央公
論社，1976 ）
。
11
前引《論語の成立》275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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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
“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顔淵篇）的“請事斯語矣（請う斯の語を事とせん）”出現了“語”
。貝塚茂樹認為
孔子から与えられた訓戒の語を固く記憶して、これを実行することを誓う12
譯文：牢記孔子訓誡之語，立誓恭行。
貝塚的解釋就是認為這些“語”是用來“記憶”的。
“語”は”諺”と全く同じ性質で、誰もよく知っている箴言であったのである。”語”
は書物によって知ったのでなく、そらで記憶している言葉なのであった。その内容は誰
も記憶せねばならないような重要な人生の教訓を述べたものであった13。
譯文：“語”和“諺”是完全相同性質的，誰都知道的箴言。“語”更多不是通過文本來
傳播的，而是通過記下來的言語來傳播的。其內容講的是誰都必須牢記的重要的人生教訓。
貝塚認為“語”的性質是記憶。
此外，孔子對弟子子路“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對えて曰く、未だしなり。居れ、吾女
に語らん)”(陽貨編)的“語”的用法。
對此貝塚的總結如下：
この言語の「語」とは、師が弟子たちに対して、「坐せよ、われ汝に語らん」と前置き
してから述べる講義そのものをさすのである。儒教の教団では、師たるものが弟子たち
に記憶すべき重要な教訓を伝授するときには、記憶し易くこれを箇条書きにした形式
の文章にちぢめ、まず弟子たちに謹聴を要求し、改まった云い方でのべたのである。そ
れは暗誦されるべきものであり、またはっきりした語調で、恐らく抑揚をつけて朗誦さ
れたのであろう。戦國時代の七國の王子たちにたいする先王の故事談を暗誦させる教
育制度は、春秋時代以前には天子・諸侯の子だけには限定せず、一般に貴族子弟教育の
制度であって、儒教教団は、これを師弟伝授の形式として採用したのであろう14」（283
頁）。
譯文：這個言語的“語”，就是老師對弟子講“坐下，讓我對你說”。此語前置就是指明接下
來的就是講義的內容本身。儒教的教團中，師要將需要記憶的重要教訓傳授給弟子的時候，會
濃縮為易於記憶的條目式的文章，先要求弟子恭聽，以肅穆正式的方法講述。這些內容都必須
暗記，且能夠以清晰的語調，恐怕還要加上抑揚頓挫進行朗誦。戰國時代七國的王子們有暗誦

12
13
14

前引《論語の成立》276 頁。
前引《論語の成立》279 頁。
前引《論語の成立》2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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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故事的教育制度，這在春秋時代以前並不限於天子和諸侯，也用於一般的貴族子弟教育。
儒教教團將其吸收成為師弟傳授的方式。
“語”就是用來背誦的內容，其教育制度就是以師弟傳授的形式開展的。被認為是中國教育
制度特徵的“暗誦”，從這個時代就開始了。然後一直傳到了江戶時代的日本。
戦國時代の儒教教団では一方においてすでに成文化された孔子の語録である原論語と
ともに、他方において「語」の形式で孔子の言葉をば口頭で伝承していた。口頭の伝承
は文獻に比べて流動的であり、絶えず変化する。孔子の言葉はこの口頭伝承において発
展し創作されていった15。
譯文：戰國時代的儒教教團一方面已經有了成文的孔子語錄即原論語，同時又以“語”的
形式將孔子的言語口口相傳。口頭的傳承相比文獻更為流動，不斷變化。孔子的言語正是
通過口頭傳承而發展創作的。
“語”被看成了孔子言語的口頭傳承。很可能在文字產生以前，口頭傳承就是以這種方式進
行的，直到文字出現以後仍然在形式上保留下來，這就是“語”。
三、賈誼（前 200-前 168）《新書》的“語”
傅職篇中有這些內容，為了便於閱讀我們將其分為以下的段落。
或稱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
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或為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志；
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
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
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
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
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
劃線的地方，應該都是書籍或是文字資料。這裡面的“春秋”、“礼”、“樂”都可以看作
是《春秋》、《礼［記］》、《樂［記］》等經典。
關於“語”，印象中出現的是《［國］語》，會不會也包括了《［論］語》呢。原本是口頭
傳承的被文字化記錄下來的內容。如“使於明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上世を明ら
かにして，先王の明德を民に務むるを知らしむるなり）”中所言，“語”是讓為政者知道先
王德政事蹟的手段。
食不語、寢不言

15

前引《論語の成立》2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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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纂疏》卷五 宋趙順孫撰，朱子集註，郷党篇“食不語、寢不言”，註釋是“答述曰
語、自言曰言”。古注中沒有這部分。對某人的提問所述的回答，大概就叫“語”。相對應的，
自己說的，就叫“言”。
但是，這個“語”本身就來自《周禮16》》的“□（欠字）端曰言、答述曰語”。此外，在
《論語集解序》魏何晏撰，唐陸徳明音義，宋邢昺疏的序解音義的疏中說
“鄭□（玄）周禮注云，答述曰語，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
根據“答述曰語”，因為是孔子對弟子們的“應答”，所以叫“語”。
四、韋昭（204-27）注，左丘明17《國語》的“語”
卷十七楚語上中有以下的一些表述。跟前面的《新書》重複的有“春秋”、“礼”、“樂”、
“語”、“故志”、“訓典”。沒有“任術”，而有“世”、“詩”、“令”。
“教之春秋…”
“教之世…（韋昭注、世、先王之世繫也）”
“教之詩…”
“教之禮…”
“教之樂…”
“教之令…（韋昭注、令、先王之官法時令也）”
“教之語…（韋昭注、語治□之善語）”
“教之故志…（韋昭注、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
“教之訓典…（韋昭注、訓典五帝之書也）”
“語”按韋昭注的說法就是“語治□之善語（語は治□18の善語）”。如果把“語”看成是
具體的著作，會不會就是《論語》呢。另外《國語》本身也是“語”。
五、《漢書》藝文志
《漢書》藝文志中帶“語”的書名有
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
16

《周禮》注疏卷二十二，漢鄭氏注，唐陸徳明音義，賈公彦疏，春官宗伯下
《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國語》
（左丘明著）
，較多存疑。
18
四庫全書有欠字。應缺“國”或“政”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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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
篇名曰從政）
孔子家語二十七巻（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只有《國語》和《論語》。
關於《論語》的解釋是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
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師古曰輯與集同。篹與撰同）
（論語は、孔子の弟子・時人に應答し、及び弟子相與（とも）に言いて接して夫子に聞
くの語なり。當時の弟子、各おの記す所有り。夫子既に卒し、門人相い與に輯めて論篹
す。故に之を論語と謂う（師古曰く、輯と集と同じ。篹と撰と同じ））
這裡的“語”是夫子之語，“論”的解釋是“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根據顔師古（581 - 645）
的說法“篹”就是“撰”，所以“論篹”就是“論撰”的意思。
貝塚茂樹認為這段話出自劉歆19的文章。他的翻譯是“孔子與眾弟子的應答，弟子以及同時
代的人口中的孔子言語。弟子們在老師生前就將其言語用心地記憶下來。孔子死後，合在一起
編輯孔子語錄的時候，編撰語錄故名論語”。
也就是說論語是“編纂過的語”。根據原文，“論篹過的語”按顔師古的說法是“論撰過的
語”。我們探討到此完全沒有看到“論”即“倫”的證據。
六、後漢、劉熈撰《釋名》的《論語》
《釋名》釋典藝的說法是“論語、紀孔子與諸弟子所語之言也”。即認為《論語》是孔子
與弟子交談的記錄”。但是他沒有對“論”這個字本身做出說明。
七、“論”作“倫”讀的例子
與《論語》無關的其他文本中有幾個“論”作“倫”讀的例子。《詩經》大雅、文王之
什、靈臺、“於論鼓鐘”的“論”，鄭箋“論之言倫也”。
前文所引的劉熈《釋文》釋典藝中，將與前面的《論語》完全不同文脈的“法”“律”
“令”“科”“詔”“論”等文體排列在了一起。關於“論”這個文體的解釋是“倫也。有
倫理也”。
八、梁、皇侃（488 - 545）撰、論語集解義疏序の説明

19

一般認為《漢書》藝文志本自劉歆《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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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集解義疏序》中關於“論”與“倫”有詳細的說明，我們僅對有關的部分做一個考
察20。
論語通曰：論語者，是孔子没後，七十弟子之門徒共所撰録也。…於是弟子僉陳往訓，
各記舊聞，撰為此書，成而實録。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䡄萬代。既方為世典，不可無
名。然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猶如以孝為體者，則謂之孝經，以莊敬為體者，則謂
之為禮記。然此書之體，適㑹多途，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事無常凖，或與時君抗厲，
或共弟子抑揚，或自顯示物，或混迹齊凡，問同荅異，言近意深。詩、書互錯綜，典誥
相紛紜。義既不定於一方，名故難求乎諸類，因題論語兩字，以為此書之名也。
按這個說法，因為《論語》的內容紛雜，不能定於一方，所以才命名叫“論語”。但是為什
麼叫這個名字呢，還是完全不知道。
在接下來的文脈中，出現了關於讀音的內容，為了清晰起見，我們按如下的段落整理後加以
考察。
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凡通此論字，大判有三途
第一，捨字制音，呼之為倫。
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
一云，倫論二稱，義無異也。
首先，這和古今學者們的解釋都不同，將“論”大致分為了以下的 3 種。
① 捨音依字，稱作“倫”。
② 與音無關而字相通，叫作“論”。
③ 倫與論是一個意思。
下面的段落關於①的“倫”做了進一步的詳述。
第一，捨字從音為倫，説者，乃衆的可見者，不出四家。
一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
二云倫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藴含萬理也。
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綸今古也。
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㫖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
簡單的可以分為 a 倫者次也 b 倫者理也 c 倫者綸也

20

魏，何晏《論語集解》序中沒有言及《論語》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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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倫”這個含義。
關於“論”的說法如下
第二、捨音依字為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論，
故曰論也。
這裡提到門人“必先詳論”。不取《漢書》藝文志“論篹（論撰）”的說法。
接下來說到了南北地域發音的問題。
第三、云倫、論無異者，葢是楚夏音殊，南北語異耳。南人呼倫事為論事，北士呼論事為
倫事，音字雖不同，而義趣猶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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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就是說因為南人與北人發音有異，所以論和倫混為一聽。
在介紹了這些說法之後，皇侃補充說
侃案：三途之説，皆有道理，但南北語異，如何似未詳…，
他認為幾種說法都有道理，但是發音的問題卻未詳。寫《論語》注釋書的學者這樣說，值
得玩味。
九、唐、陸徳明《經典釋文》
《經典釋文》卷一有註解傳述人，《易》《尚書》《詩》…到《論語》有以下的文字。
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及時人所言，或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
所記。夫子既終，微言已絶。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
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鄭康成21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
之後列舉了《論語》的註釋者的名字。於是“右論語

皇侃撰義䟽行於世”。

這部分與前文所舉《隋書》經籍志大致相同，但是稍微變長了一些。多了“鄭康成云、仲
弓・子夏等所撰定”的部分。
《隋書》經籍志則是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
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
上述劃線的部分，應該是陸德明的加筆。鄭康成云的部分看似出自鄭玄，但是初出何處
不明。這個“撰定”的部分與“論撰（
《藝文志》中作論篹）”有關。也就是鄭玄已經論撰
過的說法。
卷三，尚書音義上的“論語”
如前文所見，註解傳述人的部分，關於“論”的發音並無介紹。作者應該沒有見到“皇侃
撰義䟽行於世”，以及皇侃的《論語義疏》，對後者詳述過的“論”的發音問題，完全沒有
涉及。
但是不知何故，在巻三的尚書音義上“論語”中言及了“論”的發音。
唐、陸徳明《經典釋文》卷三、尚書音義上“論語”下双行割注曰：

21

現時点で出典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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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字、又音倫22

“上如字（上、字の如し）”的意思，就是一般讀法的意思。放到現在就是四聲發音。
“又音倫”就是說一說為“倫”，也就是現在發二聲的“lún”。可見唐時讀四聲，一部分
讀二聲。
這應該是蹈襲的前文《論語義疏》序中介紹的“論”的一般讀法和讀“倫”之說。但是
沒有觸及在現代漢語中同發二聲的“綸”和“輪”。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裡只說發音是“倫”，並沒有說意思也是“倫”。
十、論語注解傳述人
《經典釋文》中的“注解傳述人”在《論語注疏》四書類目錄中作“論語注解傳述
人”，放在正文的前面。
論語注解傳述人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徳明録、陸徳明著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及時人所言，或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
所記。夫子既終，微言巳絶，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
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
內容完全相同。
十一、

論語集解序 何晏撰 唐陸徳明音義 宋邢昺疏

的論

陸徳明的音義的“論語（上如字、一音倫）”在“尚書音義”裡面。而且《論語》的這個
部分沒有被重複引用。
下文見於宋・邢昺（932 - 1010）疏。

22

図は、四部叢刊、
『経典釋文』該当部分。右は四庫全書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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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正義曰：案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
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然則夫子既
終，微言已絶，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採時賢及古明王
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也。鄭□（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論者，綸也，輪
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藴含萬
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羣賢集定，故曰撰也。鄭（玄）《周禮注》云：答述
曰語。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
之，以示非妄謬也。
到中間為止與《經典釋文》相同。之後“論者，綸也，輪也”的部分僅取皇侃的《論語義
疏》“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㫖周備，圓轉無窮，如車
之輪也”部分。“綸”、“輪”在現代語中都發二聲。作者雖然無意論斷發音，但是從結果上
看造成了一種發二聲的印象。
十、從出土資料的文字看論
現在我們試著從出土資料文字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説文解字》中同時記載了論・倫的篆
書。

《説文解字》的篆書可能不是原來的篆書，而是根據隸書復原出來的篆書。這與漢印的篆
書相同，是從漢代隷書導出的篆書。所以作為出土資料的篆書，早於漢代的並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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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通23》成書時還未來得及收錄的新出土資料中有“侖”的甲骨文。戰國期的金文、楚
文字中也有“侖”。這些“侖”的意思據推測都是“論”24。
中山王鼎銘文“侖其意”，就是作“讀論25”講，即“論其意”。“侖”就是“論”的意
思。作為文字是“侖”，沒有言旁。
馬王堆出土文獻中能夠看到三種“論”26。一個是篆書，兩個是隷書。

“繆”即《繆和》。第九章有個叫“莊但”的人物，這個“但”是“以但之私心論之”，
即記載莊但根據私心論之的部分。這個“論”的“言”旁明顯是篆體，故可判斷是篆書。

23
24
25

26

白川静，平凡社，1984 年。
中國漢字文物大系，巻五，劉志基主編，大象出版社 2013 論
何琳儀著，
《戦国古文字典》下冊，中華書局，1998，1345 頁。
陳松長編著 ; 鄭曙斌, 喩燕姣協編，《馬王堆簡帛文字編》文物出版社, 2001，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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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即《明君27》。
《明君》第一段曰“論材而讐職（材を論じて職に讐（むく）ゆ）”
。
這裡的言旁是還保留了篆書味道的隸書。
“經”即《經法》
，有“二曰論”。
概觀出土資料，甲骨文和金文的“侖”中包括了一部分帶有“論”的含義，在秦漢之際較
多出現了帶有言旁的“論”。在《論語》裡面已經看到“論”和“倫”，但是還沒有寫成
“論”而讀作“倫”，或是使用“倫”的用例。我們認為只要是寫作“論”，就沒有“倫”
的含義。這樣解釋起來也很自然。
結語
從出土文字資料來看“論”和“倫”
《漢書》藝文志的“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以及作為補充的顔師古的“輯與集
同。篹與撰同”是關於《論語》命名的一個代表性解釋。貝塚茂樹對此也沒有提出質疑。但
是皇侃等學者並不能接受這個結論，在《論語義疏序》中列舉了各種說法。這裡面較多的是
“論”讀作“倫”，作“倫”解釋之說。卻並沒有“倫”即“人倫”的觀點。皇侃認為各種
說法都有道理，未執於一。
陸德明的《經典釋文》認為“如字。又音倫”。即讀作“論”很普遍，又有讀作“倫”的
情況。可見讀成“論”的觀點占主流。
陸德明的《經典釋文》的論語注解傳述人的部分，沒有提到發音。論語集解序、何晏撰、
唐陸徳明音義、宋邢昺疏的部分，將以往的說法匯總，引用了皇侃的論語義疏的一部分，
“論者，綸也，輪也”。這其實並不是發音的說明，只是看起來像發音的說明。且《經典釋
文》尚書音義 “論語（上如字、一音倫）”這部分，邢昺可能並沒有注意到。
也許是這個原因，與“倫”相同發音的“綸，輪”系統的第二聲發音成了主流。一直傳到
現代中國、孔子的後代也發“論”為第二聲。
日本刊行的和刻本《論語》也是“リンギョ”
，讀成“倫”
。
如果只考察《論語》書內的文本，“論”就是“討論”。“倫”雖然能見到“大倫”，但
是寫成“論”而讀成“倫” “綸” “輪”的例子是沒有的。
關於“語”，我們贊同貝塚茂樹所詳述過的那樣，是需要傳承記憶的話語。與之相應的，
如第三部分所述，“答述曰語”這個說法，就是用來解釋孔子所語，以及《論語》的語的意
思的。
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28”廣為人知。也許是受此影響，
《史記》中說“孔子論
述六蓺…29”。“論述”是“論”和“述”合在一起變成的詞。這裡歸根還是“述”
。

27

齋木哲郎著『五行・九主・明君・徳聖 : 《老子》甲本巻後古佚書』; 馬王堆出土文献
訳注叢書編集委員会編，（馬王堆出土文献訳注叢書），東方書店, 2007，179 頁。
28
29

《論語》述而。
史記正義，卷二十八，唐張守節撰，封禪書第六，“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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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的勘案，我們認為“論語”可否解釋為“
（孔子・有子・曾子等）
‘論’述過，或
者答述過的‘語’
”呢。這樣似乎最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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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干、盾二字再辨

董蓮池
中國
華東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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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世界漢字學年會論文

干、盾二字再辨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董蓮池

商周金文中有一個“ ”字。這個字舊有干、毌兩種考釋意見，雖然也有人
主張釋為盾，但該說並沒引起學界重視。這個字作為偏旁出現在 簋銘，寫作 ，
林澐先生認為這個字是給“ ”注了個“豚”聲，證明“ ”確應釋為盾1。此後，
為盾字大體定論。近年來新公佈的宗人簋銘，這個字和“戈”組成“ 戈”，
恰好對應文獻的“干戈”，因此很多人改釋此為“干”，認為“ ”是从“干”，
“豚”
聲的盾字，豚聲不是給“ ”（盾）注聲，因此不能成為把“ ”釋為盾的證據。
本人認為這種意見是單純依賴文獻詞例而釋字，忽視了形體方面的積極證據。下
面先來梳理“干”的形体。
干的已知形體，小篆寫作呈，前溯戰國,寫作 （廿三年 朝鼎“邛干爲 陽”）、
（包山簡 229），春秋寫作 （干氏叔子盤“干氏”），西周晚期寫作 （師克盨
蓋“干害王身”），西周中期寫作 （豦簋“干戈”），西周早期寫作 （干戈），
商代晚期金文寫作 （亞干示觚），殷墟甲骨文寫作 （《合集》4929𠂤賓間組）、
（《合集》28059 無名組）。
可圖示如下：
——
商

——
周早

周中

——
周晚

——
春秋

——
戰國

——

——呈
小篆

形體一脈相承，共同的特徵是上出部份有往兩邊分叉的笔画。从實際使用上
看，這個特徵被使用者十分注意，把它看作“干”字的構形特牲。如睘卣 “王
在厈”， “厈”从“干”字作 ， 卣 尊“王在厈”， 厈作 、 ，所从寫
法與睘卣同。大鼎有“攼”字，寫作 ，《毛公鼎》有“閈”字，寫作 ，子和
子釜有“桿”字，寫作 ，所从“干”都和“干”的寫法完全相同，無一例从“ ”
形成異體者。而“ ”，獨立使用，辭例證明从不見有上出部份作兩叉形為其異
體者；充當偏旁，無論是在族氏銘文中還是在一般文字中也从無使用上出兩叉形
作異體者，如在族氏銘文中，有下揭：

1

林澐《說干、盾》。載《古文字研究》第 22 輯，中華書局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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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無寫作下列情形者：

在一般合體字中，如參與“古”字構形，甲骨文作 ，絕無作“ ”者，西
周金文作 ，絕無作“ ”者，又如戎，甲骨文作 （《合集》20551𠂤組） （《合
集》6906，𠂤賓間組）： （《合集》33071𠂤歷間組），所从“ ”、 “ ”、
“
、 （師同鼎）、
亦絕無作“ ”形者，如商周金文作 （卣文）、 （盂鼎）

”

（多

友鼎）所从“ ”亦無一例作“ ”、
“ ”形者。這說明二者對應的詞絕不相同，
所以在使用上有嚴格的區分。
或據西周金文中搏闘、搏擊之“搏”
、
“博”
（搏、博本一字，
《說文》分為二）
構形从 作：

（多友鼎）

或从 作：
（

簋）

作為 就是“干”的證據，其實“搏”還有从戈作者，寫作：

（不 簋）
只能理解為義近形旁通用，否則“ ”、
“ ”、
“戈”就都成了同字。在古漢字中，
義近形旁可以通用，但通用並不是同字異體互用。如救字作“ ” ，从攴，又
作 ，从戈，攴、戈通用；又如期字作 ，从日，又作 ，从月，日、月通用。
“攴”和“戈”、
“日”和“月”顯然不同字，怎麼可以認為“搏”字从“ ”或
又从“ ”，“ ”“ ”就同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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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
“ ”和“ ”原本形體各別，使用中有嚴格區分，相互既不同源，
也未曾合流，分明二字，將“ ”釋作干決不可从。
盾是古代戰爭中用來擋刀劍防護自身的武器。依據《方言》，本有三種稱呼，
“盾”指稱同物，
“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1由此見“干”、
一物而有干、盾二名二詞，每名每詞各有其字理所當然，稱干者就造“干”字，
稱“盾”者就造“盾”字，目前所見載有兵器“盾”的諸器銘，均屬西周，地域
上居關西，稱“盾”乃其語所必然，這也當是爲什麽目前所見西周金文盾不以“干”
稱的一個原因。盾之稱干，見於今文《尚書·牧誓》
：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
予其誓”，而傳今文者系秦博士伏生，《史記》載他為“濟南人”，晁錯往受時他
已年九十餘，2必當受“自關而東”方言局限，口授遇到盾稱為干是很自然的。
說不定本來應當是“比爾盾”，伏生易為“比爾干”。
由於干盾一物，
（郭沫若謂干乃圓盾，3純粹是就當是所見干字字形穿鑿，不
可信）其別是方言使然，因此，盾戈自可說成盾戈，亦自可說成干戈。由於宗周
人勒銘，說成盾戈反倒正常，說成干戈反倒反常。傳世文獻不見盾戈連言，唯見
干戈連言，《詩》二見，《書》（今文）一見，《易》〇見，《禮記》四見，《左傳》
四見，其中一見是引《詩》。可見“干戈”也不是其時成語。或附會文獻把盾戈
釋成干戈不可從。

1
2
3

見《方言》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方言箋疏》本第 511 頁，1984 年。
見司馬遷《史記•袁盎鼂錯列傳》。據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史記》2013 年版 3306 頁
見郭沫若《金文叢考·釋干鹵》。據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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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甲骨反面刻辭對釋讀甲骨的重要性
胡雲鳳
臺灣海洋大學

一、前言
完整的占卜甲骨，可以分為正面及反面，無論龜甲或獸骨，較光滑的一面為正面，較粗糙常
具鑽鑿的一面為反面。殷墟甲骨正反面皆能記錄刻辭，但一般以正面刻辭居多，反面刻辭相對只
佔少數。正因如此，歷來研治甲骨者多重視正面刻辭，而忽視反面刻辭。反面甲骨拓本多佈滿鑽
鑿，且多雜紋、斑點，致使反面卜辭往往漫患不清，難以辨識，這也是反面甲骨刻辭被輕忽的另
一個原因。而此種重正輕反的現象，在目前甲骨釋文的釋讀方式上表現的特別明顯，幾乎所有甲
骨著錄的釋文，均先注釋正面再釋反面1，此正突顯釋者以正面刻辭為重的觀念。此外，在反面卜
辭所屬兆序的釋讀疏漏上，更能反映出反面刻辭不受重視的情況。我們知道，反面甲骨亦刻有大
量的命辭，這些命辭的所屬兆序均刻寫於正面，歷來各家釋文對這些反面甲骨命辭的兆序，絕大
部分未予以具體而明確的釋讀。例如《甲骨文合集釋文》2(以下簡稱《合集釋文》)6033 版正反面
釋文：

《合集》6033 正反摹本3
由上圖可知，釋者對正面卜辭的兆序逐條釋讀，但對屬於反面卜辭的兆序卻採取了模糊處理，將
1
2
3

林宏明〈「正反互足例」對釋讀卜辭的重要性〉《第八屆中國訓詁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 年，頁 133。
胡厚宣主編，王宇信 楊升南 總審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09 年 12 月。
此版來源為《丙》110、111，摹本引用自張惟捷、蔡哲茂《殷墟文字丙編摹釋新編》(以下簡稱《摹釋新編》)圖版，頁
1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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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全部集中羅列於正面釋文之下。又如《合集釋文》2002 版：

此版正面佈滿卜兆及序數，反面刻有多條卜辭，正面兆序與反面卜辭的對應關係如何？在目前的
釋文中我們是無法找到答案的。一旦無法具體呈現反面每條卜辭與兆序的相承對應關係，就無法釐清
整版卜辭的關係。如此一來，我們對於整版甲骨卜辭內容和占卜關係也只是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認
識並不全面。
由以上二例可知，歷來在反面刻辭的釋讀上，明顯不夠嚴謹。然而，反面刻辭對於釐清卜辭間的
關係、正確解讀卜辭內容及用法，卻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因此，本文透過四版結合正反面卜辭的對
應釋讀，強調反面甲骨刻辭對釋讀甲骨的重要。

二、應用反面刻辭正確釋讀甲骨舉隅
對於反面甲骨刻辭研究的重要性，早有學者注意到，並提出重視反面刻辭的呼籲，例如張秉權先
生在〈殷墟卜龜之卜兆及其有關問題〉一文中說：
通常甲骨的正反面都可以刻卜辭，卜兆雖在正面，卜辭卻可刻在反面。我們不能把所
有的卜兆都歸諸於正面的卜辭，而置反面的卜辭於不顧。4
張先生強調反面卜辭及正面兆序的歸屬關係。李達良先生《龜版文例研究》亦指出：
正面刻辭與背面相承者，述刻辭之例有部分刻於正面，部分刻於背面，合而讀之，乃
4

《中央研究院院刊》第 1 輯，1954 年；又《甲骨文獻集成》第 17 冊，P.20~24，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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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完整之卜辭者也。5
同樣的觀點，陳偉湛先生在其《甲骨文簡論》一書中也有所強調：
一條卜辭往往分刻兩處，一部分在甲或骨的正面，另一部分卻刻在反面。這類卜辭刻
的時候因甲骨表面位置關係而正反面相續或相配，我們今天閱讀甲骨文，不能不注意到
這點，否則就會把完整的卜辭割裂開來，變得難于理解。6
林宏明在兩位先生論述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強調「正反互足」的卜辭7對於釋讀卜辭的重要性。
「正
反互足例」有助於確定干支所屬月份，判斷占辭、驗辭的歸屬，判別卜辭讀序的先後，作為綴合關係
的依據，避免釋讀的錯誤，以及補足殘斷卜辭六個方面的助益。8
四位先生皆從甲骨正反卜辭相承現象，指出反面甲骨刻辭的重要性，所論精闢而正確。然而，反
面甲骨刻辭的重要性，除了上述林氏所提出的六個面向的助益外，還展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有助於判讀卜辭的正確用法
將正反卜辭繫聯起來一起釋讀，也能幫助我們判斷某字在卜辭中的正確用法。例如，卜辭的「亦」
字，有學者認為「不亦雨？／其亦雨？」、「其亦 雨？／不亦 雨？」中的「亦」字應釋為「夜」，
為「夕」的一個時段，全辭應是貞問會不會在夕裡的「夜」這個時段下雨？9如果僅單純就此類卜亦
雨的命辭來看，以上釋讀似乎也能說得通。但若結合正反相承的命辭、驗辭一起理解，就可看到將這
類命辭中的「亦」字釋為「夜」是不對的。在《英藏》725 一組正反相承的命辭驗辭解決了這類「亦」
字用法的問題，辭例如下：
《英》725 正 a 癸丑卜，亘貞：亦
反 b 之日允雨。

雨？

二條辭例中的 a 為命辭，b 為驗辭，b 的刻寫位置在 a 辭的正背面，明顯為 a 的驗辭。承此，命辭 a
的「亦 雨」的「亦」如釋為「夕」中的某一時段，何以驗辭中最終記錄的時間詞卻是「之日」呢？
「日」的時間範圍概念要較「夕」更大，如果 a 辭的「亦」釋作「夜」是對的，那麼貞問內容已將時
間鎖定在較小的範圍概念「夜」，驗辭的記錄應該用一個相應範圍的時間詞才合理，而不會使用一個
比「夕」的時間範圍還大的「日」來記錄。這就好比下列一組的回答一樣：
A：昨天晚上下雨了嗎？
B：昨天下雨了。
5
6
7
8
9

《龜版文例研究》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中國文學系，1972 年 7 月初版，頁 69。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5 月，頁 50。
「正反互足例」，即上文李達良等所言的「正反相承例」
。
〈
「正反互足例」對釋讀卜辭的重要性〉《第八屆中國訓詁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 年，頁 133~143
李宗焜〈論卜辭讀為「夜」的「亦」─兼論商代的夜間活動〉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2 本第 4 分(2011 年，
12 月)，頁 577-59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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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的回答顯然是答非所問，不符合邏輯的。由《英藏》725 正面命辭卜問「亦 雨？」而反面驗辭記
錄時間詞為「之日」來看，卜辭「亦雨」一類辭例中的「亦」釋為「夜」明顯是不能成立的。這些辭
例中的「亦」字仍應從楊樹達先生釋作頻率副詞「再」。10
以上，突顯了反面甲骨刻辭的互較，對正確考釋甲骨文字能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
2. 有助於釐清同版卜辭的關係
甲骨上的「兆序」是判斷卜辭之間的關係、讀序的關鍵訊息。而對卜辭兆序的釋讀歷來僅關注於
正面卜辭，完全忽略反面卜辭所屬兆序的釋讀。而忽略反面卜辭之兆序，容易導致正面卜辭關係的誤
解。例如《合集》456 正反（《丙》106、107），此版正面有三條卜問「用羌」的卜辭，《合集釋文》
釋讀為：
(1)
(2)
(3)

甲午卜，爭，貞翌乙未用羌。用。之曰
甲午卜，〔爭〕，貞翌乙〔未〕勿
貞翌乙未用羌。一二三11

。一二

用羌。一二

若依以上的釋讀，則 1、2 辭即為一組對貞卜辭，第 3 辭為另一條獨立的單貞卜辭。三辭與兆序的關
係見下方摹本：

如果我們結合該版反面卜辭一起釋讀，會發現原判屬正面第(3)辭中的卜兆「一二」
，其反面正刻有一
條卜辭「呼目于河有來？」。二者的位置關係見下圖：

10
11

參拙著〈論殷卜辭的「亦」字 ─ 兼論讀「夜」和「也」的商榷〉《東吳中文學報》27 期(2014 年 5 月)，頁 1-24。
三辭兆序釋讀與張秉權《丙編考釋》一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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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所謂(3)辭的「一二」二卜兆應該是屬於反面「呼目于河有來？」一辭的，而並非屬於正面第(3)
辭。承此，我們結合反面卜辭重新釋讀正面這三條卜辭，該是：
正

反

(1)甲午卜，爭，貞翌乙未用羌。用。之曰 。一二
(2)甲午卜，〔爭〕，貞翌乙〔未〕勿 用羌。一二
(3)貞翌乙未用羌。三
(5)一二
(6)一

(5b)呼目于河 來？
(6b)亡其來？

在弄清反面卜辭應歸屬的兆序後，再看正面 1、2、3 辭的關係，很明顯，第 3 辭並非獨立的單貞
卜辭，而應該和第 1 辭是成套關係12。由此例可知，反面卜辭所屬兆序的判讀對於正確解讀整版卜辭
的關係有決定性的作用。
3. 有助於校勘不同的卜辭釋讀
透過反面卜辭所屬兆序的清楚確立，可以幫助我們校勘各家對同一條卜辭讀法上的優劣。例如《合
集》7076 正反(《丙》259、260)，摹本見下圖：

12

此例見拙著〈由正反面卜辭論兆序的正確的讀法─以《殷墟文字丙編》為例〉
，收入《古文字研究》33 輯(北京：中華
書局，2020 年 8 月)，頁 29-3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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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19、20 二辭及反面 5、6、7 三辭，《摹釋新編》的釋讀與《丙編考釋》13有異。現將二家的
異讀先羅列於下：
《丙編考釋》
正
反

(19) 貞：我弗其
其 ？
(20)
(5) 我 ？
？
(6) 令
(7) 不其 ？

？

《摹釋新編》
貞：我弗其

（剪）

。其

。

我 （剪）□令□ （敦） （剪）
。不其 （剪）。

《摹釋新編》將正面 19、20 二辭合讀為一辭，亦將反面 5、6、7 三辭合為一辭。但只要先檢視
反面 5、6、7 辭的所屬兆序，釐清正面 19、20 及反面 5、6、7 辭的關係，即能判斷《摹釋新編》的
讀法，恐怕是有問題的。首先，反面三辭中的第 5 辭「我 」二字筆畫較左側第 6 辭「令□
」三
字略細，已暗示應分屬不同的二辭，而第 7 辭「 不其 」四字緊密書寫自成一辭，似也不與右側的
「令□
」為一辭。更重要的是 5、6、7 三辭各守一兆，兆序分別為「二」
、
「一」
、
「一」
（見上圖），
明顯是各自獨立的三條卜辭。將三辭合讀為一辭，從其行款及所屬兆序來看都是不合理的。再者，透
過反面 5、6、7 三辭兆序的確立，亦能幫我們進一步掌握它們與正面卜辭的關係。反面第 5 辭「我 ？
二」就命辭內容及兆序來看，它應該是正面 19 辭「貞：我弗其 ？」的正貞，二辭為正反對貞的關
係。第 7 辭「 不其 ？一」可能與正面第 20 辭「 其 ？」為同事之卜。由此正反卜辭關係檢視
19、20 二辭，顯然也不能合讀為一辭。透過確立反面 5、6、7 三辭所屬兆序及它們與正面卜辭關係，
可知《丙編考釋》對於正面 19、20 及反面 5、6、7 諸辭的讀法仍是較為合理的。
4. 有助於完整通讀卜辭文意
將反面卜辭和正面卜辭合併釋讀，能幫助通讀一些涵義晦澀的卜辭。例如《合集》1772 正反（《丙》
394、395）正面有一組對貞，釋文為：
(1) 庚申卜， 貞：昔祖丁不黍，隹南庚 ？一 二 三 四 二告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三 四
(2) 庚申卜， 貞：昔祖丁不黍，不隹南庚 ？一 二 三 二告 四 五 六

13

張秉權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1957-1972 年。以下簡稱《丙編考釋》
。
6

149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這一組對貞，張秉權在《丙編考釋》中說：「每一個字都可以認識，但是全辭涵義，卻又非常晦澀，
尤其困難的是怎樣去解釋『昔（或災）祖丁不黍』，如果把它說成：『昔不黍祖丁』，亦即昔不用黍以
祭祖丁，那末它與『惟南庚 』又有什麼關係？卻要放在一條卜辭中。」14
二辭若單純從正面卜辭的角度解讀，確實令人費解，無法通讀。然而，當聯繫二辭反面所屬的
辭一起理解，即能完整解讀正面 1、2 辭的貞問內容。反面 辭釋文如下：
王 曰：〔不吉〕。南庚 ，祖丁

。大示祖乙、祖辛、羌甲

。

此 辭是殷王看了卜兆後，說：「不但南庚 ，祖丁也在作祟，而且大示的祖乙、祖辛、羌甲都
在作祟。」將此 辭結合正面 1、2 辭，可知二辭的貞問重點是在「惟南庚 」
，而「昔祖丁不黍」的
15
「不黍」
，張秉權先生認為應是指「黍不熟」
，可參 。正面 1、2 辭主要在貞問「之前祖丁降災造成的
16
不黍，南庚是否也降災造成不黍呢？」 而王根據卜兆判斷，是祖先南庚、祖丁及大示的祖乙、祖辛
和羌甲皆參與作祟了。根據反面 辭內容的互較，讓我們對於正面命辭貞問的內容有更清楚、更完整
的解讀。

三、結語
綜上所論，可知反面甲骨刻辭在考釋甲骨文字、通讀整版卜辭內容、釐清卜辭之間的關係、判
斷釋讀的歧異等，均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其重要性並不亞於正面刻辭。了解甲骨，應該針對反面甲骨
刻辭進行全面而系統的考察與探究。對每一版反面卜辭的兆序進行重新審核和釋讀，盡可能找到每一
條反面卜辭的所屬兆序，
「對於卜辭的釋文，應該正反面一起處理」
，重新彙編殷墟甲骨具正反面對應
的釋文，以期能完整呈現殷墟反面甲骨刻辭的書寫規律及內容特點，進而正確掌握整版卜辭之間的關
係，通讀整版卜辭的內容。

14

《丙編考釋》中輯（二）
，頁 458。
《丙編考釋》中輯（二）
，頁 459。第 2 辭「黍」字作「 」
，裘錫圭先生認為非「黍」字，認為「 」可能是「吸」及

15

16

「歆」的初文， 為「歆黍」的專文或合文。此條卜辭的意思是說「之前祖丁沒能享受我們奉獻的黍子，是否南庚在
作祟。」說見黃天樹〈說昔〉一文的引述。(《黃天樹甲骨學論集》中華書局，2020 年 7 月，頁 12）首先，裘先生所言
的「 」為歆黍的專文或合文，恐怕仍需要更多的證據支持；其次，對於「祖丁不 」解讀作「祖丁沒能享受我們奉
獻的黍子」
，更令人費解，殷人如何能知道祖丁沒能享受殷人所奉獻的黍子呢？在祭祀卜辭中，我們看到殷人以不同的
祭儀、祭牲、祭品祭祀祖先，但卻罕殷人占問祖先是否享用祭品、祭牲的例子。
朱歧祥先生說，未刊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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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君良1
竹书《五行》篇结构新论
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993 年冬季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出土一号楚墓，内有 804 枚竹简，共一
万三千余字，2分儒、道两批竹书共十八篇。《五行》篇是其中一篇。早在二十
年前，于 1973 年 12 月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第一号汉墓，内有大量帛书和竹
简，其中一篇写在帛书《老子》甲本之后的《五行》篇及《五行说》。3庞朴先
生认为，此《五行》篇就是荀子批评子思的那篇《五行》。4竹书《五行》篇年
代比帛书《五行》早一个世纪。帛书《五行》篇有《说》，竹书没有。
关于对《五行》篇的段落分章存在着分歧，原因在郭店《五行》篇墨丁共
37 个，诸家对墨丁表示断句还是断章理解不同，故此，段落划分不一。李零分
28 章、庞朴分 28 章(据帛书调整简文次序)、刘信芳分 33 章5、郭沂分六篇 31
章6、陈来据《大学章句》作《五行章句》分 32 章、徐少华分 26 章等。关于
《五行》篇的篇章结构早有研究者提出内文有对经文的解说(如庞朴、李存山、
郭梨华等)。涂宗流、刘祖信分 27 章，共四部份：第一部份 “总说仁、义、
礼、智、圣，以及 ‘五行’、 ‘四行’ 与德、善之关系”；第二部份 “以何谓君子为
契机，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仁、智、圣”； 第三部份 “以有德为中心，从正反
两方面论述圣、智、仁、义、礼，以及 ‘五行和’、 ‘四行和’”。第四部份 “以君
子闻君子道与行道为中心，论述仁、义、礼以及善、德”。7陈来按《大学章
句》体例将《五行》篇分前 16 章经(简 1 至简 22 上)、后 16 章解(简 22 下至简
50)。8徐少华认为《五行》篇分为三部份：一、提出五行的命题（从简 1 至简 5
上属经）；二、围绕善、德、智、圣进行论述，引申出 “慎独” 和 “金声玉振”
的理论；三、围绕德、仁、义、礼立论、解说，重点在德、圣为代表的 “五行
之所和＂上。徐少华疏理《五行》篇内部解经的脉络，归纳其要点如下：
第 11-14 章提出的命题，第 15-20 章作解说。
第 15 章对第 11 章直接解说。

1

黄君良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协理副校长(教学发展)。
见《荆门郭店一号楚墓》
，《文物》
，1997 年第 7 期，第 46 页。
3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前言称《五行》篇为 “《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大概是孟轲学派
的著作”。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整理：
《马王堆汉墓帛书
[壹]》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第 2 页。
4
见庞朴：《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引言》，(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 年)。
5
刘信芳：《简帛五行解诂》，(台北：艺文印书馆，2000 年)，第 174-186。
6
郭沂：
《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年), 第 146 页。
7
涂宗流、刘祖信：
《郭店楚简先秦儒家佚书校释》
，(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 年)，
第 375 页。
8
陈来：
《竹简〈五行〉章句简注》，
《孔子研究》，2007 年第 3 期，第 12-15 页。另见《陈来读
子思》，(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85-94 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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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17 章对第 11 章正面解释。
第 18-20 章对第 12-14 章作解说。
第 22 章第 42-44 简与第三章 “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至第十章 “金声而玉振
之，有德者也”是同一层意思。
第 23 章与第 17 章呼应。
第 24 章为第 15、22 章的综合及深化。9
张锦枝提出一种突破性的意见，认为简、帛《五行》存在经—解—再解的
三层解释关系。张锦枝认为第 1 至第 14 章、第 28 章是经，以经第 1 章、第 8
章及第 9 章说明全文主旨。兹征引张先生所绘结构表列如下：
经
经

解

第 1-2 章上
第2章
下、第 3
章上

第 10-11 章上

第3章
下

第 11
章上

第 12
章

第 13
章

第 14
章

第 4-9
章

第 15- 第 19
18 章 章

第 20
章

第 21
章

再解

第 22- 第 25
24 章 章

再解

第 2627 章

第 28
章

据张先生的意见，《五行》篇分三层次：一、第 4 章始至第 23 章止解释开
首 14 简；二、第 22 章至第 24 章解释第 20 章、第 25 章解释第 23 章内文；
三、第 26、27 章解释第 22 至第 24 章。10张锦枝提出《五行》篇分经、解、再
解结构是其创见。张氏分三个层次具体地解构简文段落之间解释与被解释的关
系，读者一目了然。不过，我们认为《五行》篇的经解结构还有进一步探索的
空间。笔者在研究《大学》篇时就发现其经传的理路。《大学》篇开首 58 字是
经，其余是传文。经文后有三段独立的传文。传文一共 157 字、传文二共 299
字。传文一及二各自解释经文。传文三是对传文一的详细解释，共 1138 字。11
此种经、解、再解模式与张先生所提出《五行》篇结构不谋而合。
从前研读竹书《五行》篇常感觉简文杂沓重复，不得要领。后来带着经传

9

徐少华：《楚简与帛书〈五行〉篇章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中国哲学史》
，2001
年第 3 期，第 12-19 页。
10
张锦枝：《论简帛〈五行〉之三层经解》，
《哲学分析》，2015 年第 4 期，第 65-72 页。
11
黄君良：《论朱熹对〈大学〉篇的经传划分》，
《闽学研究》
，2016 年，第 3 期，第
2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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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细读经文，发现简文存在着经和传的结构，经文后排列了三篇独立的传
的文字。每一篇传皆从不同的角度阐发经文，结构紧密、井然有序。三篇传文
完备地展现了《五行》篇的道德修养论及其政治思想。我们只能在掌握简文的
总体结构后才能准确地理解《五行》篇的思想意涵。又在此基础上才得以阐发
其哲学意韵。
郭店竹书《五行》篇分经、传两部份。经从第 1 简至第 4 简上。传分三
篇：传一从第 4 简下至第 20 简上；传二从第 20 简下至第 32 简上；传三从 32
简下至第 50 简。三篇传从不同角度对经独立地进行阐释，形成一结构完整、思
路紧密、自成体系的道德哲学思想。竹书《五行》篇分经、传结构见下图：

↗
传一 4 简下—20 简上

经 1 简—4 简上
↑
传二 20 简下—32 简上

↖
传三 32 简下—50 简

一、经、传结构及文字梳理
《五行》篇全文一经三传。传一 5 段、传二 4 段、传三 8 段，传共 17 段。
考虑墨钉为停顿或分段符号，按此原则分段。此外，顾及内文意义的完整性，某
些段落较长，一段包含最多四个墨钉。唯一不完善的地方在传一以“金声而玉振
之”（简 20 上）作结，后没有墨钉。“不聪不明” (简 20 下) 作传二开首句。每段
前标简短文字作内容提示，乃笔者所加。
关于经与传的问题，我们考察帛书《五行》及《五行‧说》、《墨子》〈经
上〉、〈经下〉及〈经说上〉、〈经说下〉与《管子‧心术上》的解说文字，其体
例一般说、解文字与经文一一对照。12《五行》篇三传依经文独立阐发，自成
系统，体例与上似乎不一。故此，本文仍按朱熹将《大学》划分为经传的体
例，通称解经的文字为传。
经
五行：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 1 行，不形
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 2[行。智形]内谓之德之行，
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 3 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 13
经文探讨外在行为与内在道德生命之间的关系。发之于道德生命的行动具
道德意义，否则只是缺乏德性灵魂的行为而已。故此，指导如何培养圣、智、
12

黄君良：《论朱熹对〈大学〉篇的经传划分》
，第 23-25 页。
《五行》篇采用李零校释文本，以后不另标出。见李零：
《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2 年)，第 78-84 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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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礼诸德而形成道德生命的方法显得十分关键，《五行》篇传一及传二作
出了详尽而具体的阐释。修养目标有两个不同层次的道德境界：四行和同及五
行和同。前者是人道、后者是天道。经文强调 “形于内”与 “不形于内” 指的是
内化的结果，将圣、智、仁、义及礼镕铸为人的本质，回归、贴合宇宙本体。
这种按内与外双向阐发的方法大概流行于战国中期，论述模式打上了时代的烙
印。
传一
总论 1
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 4 道也。德，天道也。君子无中心
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 5[之 悦 ，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
则不乐，不乐则无德。▓
总论 2
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 6 之，谓之君[子]。士有志于君子道谓之志士。善弗为无
近，德弗 7 志不成，智弗思不得。思不精不察，思不长不得，思不轻不形，不
形不安，不安不乐，不乐 8 无德。▓
仁智 / 仁圣
不仁，思不能精。不智，思不能长。不仁不智，未见君子，忧心 9 不能惙惙；
既见君子，心不能悦。亦既见之，亦既觏之，我心则 10[悦]，此之谓[也。不]
仁，思不能精。不圣，思不能轻。不仁不圣 11，未见君子，忧心不能忡忡，既
见君子，心不能降。▓
仁、智、圣
仁之思也精，精 12 则察，察则安，安则温，温则悦，悦则戚，戚则亲，亲则
爱，爱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仁。▓13 智之思也长，长则得，得则不忘，不
忘则明，明则见贤人，见贤人则玉色，玉色则形，形 14 则智。▓圣之思也轻，
轻则形，形则不忘，不忘则聪，聪则闻君子道，闻君子道则玉音，玉音则形，
形 15 则圣。▓
能为一 / 金声玉振
“淑人君子，其仪一也”。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16“[瞻望弗
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其羽，然后能至哀。君子慎其 17 独也。▓君子之为善
也，有与始，有与终也。君子之为德也，18[有与始，有与]终也。金声而玉振
之，有德者也。▓金声，善也；玉音，圣也。善，人 19 道也；德，天[道也]。
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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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一内容细分四点：1 出现第一条情感链，由忧、智、悦、安、乐，最后成
德。从情感 “忧” 作为始点， “乐” 为达德的必然的、唯一的情感标志。2 善为人
道、德为天道与智并列为三。智的功能在于 “思”。下启仁、智两德的修养模式并
引诗说明，表示仁、智两者，经忧心与喜悦两种情感体验是成德的唯一准绳。3
承上续论仁、智、圣三种 “思” 的模式：仁之思也清、智之思也长、圣之思也轻，
三德的和合成天道。4 论述 “能为一” 的成德手段，分两种道德境界：一、 “君子
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也”是善；二、 “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也”
是德。14 传一引《诗经》
〈鸤鸠〉、
〈燕燕〉说明修养德行的关键须专心一意。从
教学的角度而论，至哀与慎独是检验道德实践（体验／体认）的不二途径。此构
成《五行》篇道德哲学体系的主旋律。简文称 “金声而玉振之”为成德。此表述见
《孟子．万章下》：“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
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以金声玉
振描述孔子。此处有两点值得关注：一、 “始条理” 是智、 “终条理” 是圣。传
一先讲仁智、后讲仁圣、综论仁智圣，次序皆先智后圣。不知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五行》篇与孟子均用金声玉振比喻成德，两者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思
想关连。
传二
圣、智、仁、义、礼
不聪不明，[不明不圣]，不圣不 20 智，不智不仁，不仁不安，不安不乐，不乐无
德。▓不变不悦，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不直不肆，不
肆不果，不果 21 不简，不简不行，不行不义。▓不远不敬，不敬不严，不严不
尊，不尊不恭，不恭无礼。▓
圣、智
未尝 22 闻君子道，谓之不聪。未尝见贤人，谓之不明。闻君子道而不知 23 其君
子道也，谓之不圣。见贤人而不知其有德也，谓之不智▓24。见而知之，智也。
闻而知之，圣也。明明，智也。赫赫，圣也。“明明在下，赫赫 25 在上”，此之谓
也。▓
圣、义、智、仁、礼 / 五行之所和
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 26 道也。知而行之，义也。行之
而时，德也。见贤人，明也。见而知之，27 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敬之，
礼也。圣，知礼乐之所由生也，五 28[行之所和]也。和则乐，乐则有德，有德则
邦家兴。文王之示也如此。“文 29[王在上也，于昭]于天”，此之谓也。▓

14

简文 “君子之为德也，□□□□□终也＂，缺五字。按帛书补“有与始，亡与”阙文。见魏启
鹏：
《简帛〈五行〉笺释》
，(台北：万卷楼出版有限公司，2000 年)，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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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仁、义、礼 / 四行之所和
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 30 而行之，义也。行而敬之，礼也。仁，
义礼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也。和 31 则同，同则善。▓
传二分三部份: 上（19 简下—22 简上）、中 (22 简下—30 简上)及下 (30 简
下—32 简上) 三者。简文论述了两种成德的不同程序：一、圣、智、仁、义、礼
（19 简下—22 简上）；二、圣、义、智、仁、礼 (22 简下—30 简上)。以上两者
和合五种德性称德。最后和合四种德性称善 (30 简下—32 简上)。第一种成德程
序，先论圣、智两德。 “不聪不明，
［不明不圣］，不圣不智”三句，从耳聪开始，
不耳聪就不目明，不目明就不达圣德。耳聪、目明是圣德的前提。不达圣德就不
达智德。这三句描述指聪是明的前提，明是圣的前提，圣又是智的前提。似乎，
与传一言（目）见贤人是智、（耳）闻君子道是圣不同，亦难以贯通两传文义。
“不圣不智”一句，从耳聪至目明而达圣德。圣德是智德形成的前提，如何由圣德
而达智德，则缺乏具体说明。以上三句中聪、明与圣、智序列平衡。承上而来，
“不智不仁”指智德是仁德形成的前提，与上句结构一致，如何由智德而达仁德，
“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27 简下-28 简上)作了具体说明。简文先论
圣、智、仁似乎强调三者在成德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次序与传一称仁、智、圣颠
倒。圣、智、仁三德连贯逐步而下，紧接“不仁不安、不安不乐、不乐无德”三句。
由仁产生 “安” 和 “乐” 两种情感。乐却由安而引发。最终，乐的情感是成德的
标志。简文此处该是一个停顿。以下简文可分三节，每节五句，分述仁、义、礼
三德形成的程序。
仁：不变不悦，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21 简上)
“悦”、 “戚”、 “亲” 和 “爱”四种情感在形成仁德的过程中环环相扣，向前递
进。最终体认 “爱”后形成了仁德。
义：不直不肆，不肆不果，不果 21 不简，不简不行，不行不义。
(21 简下、22 简上)
“直”、 “肆”、 “果” 和 “简”四种情感在形成义德的过程中环环相扣，向前递
进。最终体认 “简”后通过实践表现出来，形成了义德。
礼：不远不敬，不敬不严，不严不尊，不尊不恭，不恭无礼。 (22 简下)
“远”、 “敬”、 “严” “尊” 和 “恭”五种情感(“远”更多是一种心理状态)在形成礼德
的过程中环环相扣，向前递进。最终体认 “恭”后形成了礼德。
以上三节结构均称。与传一比较，有四点值得注意：1.传一称仁、智、圣
三德的修养始于 “思”，传二并没有提及“思”的功效。2.传一没有提及义和礼两
德的修养程序。3. 于传一，三德的排序是仁、智、圣；于传二上半部份，三德
的排序是圣、智、仁。4.“仁” 构成圣、智与义、礼之间的衔接环节。15这是
15

由此原因，传三专论仁、义、礼三德。传的作者是系统地阐述《五行》篇的多元组合，如
仁、智、圣；圣、智、仁；仁、义、礼；圣、智、仁、义、礼；圣、义、智、仁、礼。此也表
示成德达道的多样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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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智、仁排序如此的原因。而仁、智、圣的排列揭示修养程序，三者共通特
征在 “思” 为成德的启端。仁为三者之首，仁、智为金声──善──人道；圣
为玉音──德──天道。由仁、智而至圣表示从具体、个别至普遍、一般；从
有尽至无尽；从有形质至无形体的过程。
传二中又可分上下两个段落：上段落（22 简下—26 简上）及下段落 (26 简
下—30 简上)。上段落以闻道与聪、见贤与明从反、正两角度论述，最后引诗 “明
明在下，虩虩在上”为证。明显，此处所指 “圣” 属上是天道； “知” 属下是人道。
传二开首先论圣与智说明两德目乃成德的关键。在下一段落承上展开论述圣、智
在成德的过程中的启导、推进作用。圣德知天道，不仅停留在 “知” 的层面上，
须 “行” 即行动实践。从知天道而实践天道是 “义”。如此，“行” 乃 “圣” 发展为
“义” 的中介或转戾点。知德见贤人，由智德成就仁德及礼德牵涉 “安” 及 “敬”
两种情感。见贤而安形成仁德、仁而能敬形成礼德。圣与智形成两条道德脉络：
一、圣与义；二、智、仁与礼。 “圣智礼乐之所由生也” 该读为 “圣智，礼乐之
所由生也”。礼乐乃从圣智两德而产生。后接一句 “五行之所和也”，主语仍然是
圣智，即圣智乃五行所融和的原因。礼乐是周文化的标志、成德是人类修养的极
点，前后两者的源头均为圣与智。圣智是天人、上下、天地的变体，分离则为善
（人道）、融合则为德（天道）。如何验证成就五行之 “和”? 主体产生 “乐” 的情
感是其明证。传文以文王为例，引诗称：“文王在上也，于昭于天”。此处呼应传
一谓：“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文王成德，生前践行的道理体现了宇
宙本体的意义。原诗句指文王的神明昭然于天上。传文却将诗的宗教涵义转为一
种形象、具体的哲理陈述。传二最后一段论述善之形成。四德从知开始，知而安
形成仁德，安而行动实践形成义德，行而具敬意形成礼德。故此，仁乃上承智而
下启义和礼的关键。“四行之所和”指仁在成善的过程中起联结一体的作用。《说
文》释 “和” 为合会，简文指四德融和合会而成善。
传三
仁、义、礼
颜色容貌温变也。以其中心与人交，悦也。中心悦旃，迁 32 于兄弟，戚也。戚
而信之，亲也。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爱人，仁也。▓
中心 33 辩然而正行之，直也。直而遂之，肆也。肆而不畏强御，果也。不 34 以
小道害大道，简也。有大罪而大诛之，行也。贵贵，其等尊贤，义也。▓35
以其外心与人交，远也。远而庄之，敬也。敬而不懈，严也。严而畏 36 之，尊
也。尊而不骄，恭也。恭而博交，礼也。▓
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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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简，不行。不匿，不辩 37 于道。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有小罪而赦之，匿
也。有大罪而弗大 38 诛也，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赦也，不察于道也。▓简之为
言犹练 39 也，大而晏者也。匿之为言也犹匿匿也，小而轸者也。简，义之方也。
匿，40 仁之方也。强，义之方。柔，仁之方也。“不强不絿，不刚不柔”，此之谓
41 也。▓
尊贤
君子集大成。能进之为君子，弗能进也，各止于其里。大而 42 晏者，能有取焉。
小而轸者，能有取焉。胥儢儢达诸君子道，谓之贤。君 43 子知而举之，谓之尊
贤；知而事之，谓之尊贤者也。前，王公之尊贤者也；后，士之尊贤者也▓44。
和同
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诺，莫敢不诺；45 进，莫
敢不进；后，莫敢不后；深，莫敢不深；浅，莫敢不浅。和则同，同则善。▓
46
四知
目而知之谓之进之。喻而知之谓之进之。譬而知之谓之进之。47 几而知之，天
也。“上帝贤汝，毋贰尔心”，此之谓也。▓天施诸其人，天也。其 48 人施诸
人，狎也。▓
仁、义、礼 / 总结
闻道而悦者，好仁者也。闻道而畏者，好 49 义者也。闻道而恭者，好礼者也。
闻道而乐者，好德者也。▓50
传三开首从第 32 简至第 37 简按照传二从第 20 简至第 22 简按 “变”、“悦”、
“戚”、 “亲”、 “爱”、 “直”、 “肆”、 “果”、 “简”、 “行” 依次作进一步说明。传
三对理解传二简文提供了充分讯息。“颜色容貌” “变”的原因在 “中心与人交悦”、
“中心悦”。两眉间及其所表现的气色和面貌容仪的转变是由于真心实意与人交往
而产生的喜悦情感。简言之，即内心喜悦而产生了“颜色容貌”的变化。这份喜悦
的情感推广（迁）至兄弟是 “戚”；“戚”持之以真情实感 (信) 是 “亲”；“亲”加之
以敦笃（笃）是 “爱”。 将“爱”连贯地(继)爱别人是仁。这一段简文有两点值得注
意：一、 “迁” 和 “继” 两个动词指将特定的情感推广开去。这种移情策略用作
两处修养的关节：“中心与人交”的 “悦” 移情于兄弟； 以“爱父”之心移情于别人。
二、以“悦”启动串联“戚”、“亲”及“爱”三种相近的情感。当中增加 “信” 及 “笃” 两
种情感，由“戚”成“亲”、由“爱”成 “仁”。
内心辨别黑白是非而公正实行，称为正直。秉持正直而一往无前，称为竭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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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办事竭尽所能而不畏强权，称为果敢。不以小的道理伤害大的道理，称为
为政刚简。16犯了大罪过，则严惩正法，称为行。之后紧随 “贵贵，其等尊贤，
义也” 一句。此句与上讲 “直”、 “肆”、 “果”、 “简”、 “行” 意义不连贯。传二
“不简不行、不行不义” (第 22 简)， “不义”上接 “不行”，中间并无 “尊贤” 的内
容。由此可知，“尊贤”的相关论述是传三加插进去的。简文第 37 简至第 41 简先
将 “简” 和 “匿” 两种政治手段扣紧“义” 和 “仁” 作德治化论述。第 42 简至第 44
简进一步对“贵贵，其等尊贤”作了扩展和阐释。综上考察，传三增“贵贵，其等尊
贤”目的在补充说明为政的原则和精神，坐实 “见贤人，明也。见而知之，智也”
的德性特征。
“贵贵，其等尊贤，义也”，
《孟子．万章下》有近似的记载： “贵贵、尊贤，
其义一也”。简文将“贵贵” 等同于 “尊贤”，两者均为义。孟子称“贵贵＂和 “尊贤”
两者的道理是一致的。孟子的解释是 “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
贤。” 重点放在上下阶级对 “尊贤” 的差异， “其义一” 有阶级调和的意味。简
文第 42 简至第 44 简谓： “君子知而举之，谓之尊贤；知而事之，谓之尊贤者也。
前，王公之尊贤者也；后，士之尊贤者也”。孟子讲“尊贤”的内涵与简文不同。简
文以 “知而举之” 为王公的尊贤；以 “知而事之” 为士的尊贤。王公与士皆能“见
贤人”、 “见而知之”。
简文第 35 简下至 37 简上论述礼德的形成，其流程为： “远”、 “敬”、 “严”、
“尊”、 “恭”、 “礼”。“远”是心理状态，保持肃敬的距离，不亲昵。“敬”、“严”、“尊”
和“恭”是四种复合情感。 “远” 添 “庄” 为 “敬”、 “敬” 添 “不懈” 为 “严”、 “严”
添 “畏” 为 “尊”、 “尊” 添 “不骄” 为 “恭”。“恭”而能 “博交” 即形成礼德。这种
增添情感因素而往前推进流动的程序，是修养道德的方向和理路。这种格式化的
模型（仁、义、礼）形成《五行》篇修养论的总体结构和特征。值得一提的是，
“外心” 一词区别于第 32 简及第 33 简出现三次用例的 “中心”。“中心”指内心的
情感状态或活动（中心的 “悦”两例、中心的 “辩然”一例）。“以外心与人交” 而产
生 “远” 的心理状态，“外心”该指没有某种深厚的情感盘据于心。不过，因“远”启
动而产生的“敬”、“严”、“尊”和“恭”却是内心的情感。
从第 37 简下至第 41 简这一段落结合仁和义论述阴阳、柔刚相济的政治哲
学。 “有小罪而赦之” 是匿、是柔、是仁；“有大罪而大诛之” 是简、是强、是
义。匿与简是为政一对相反互补的概念。有小过不赦免，为政就变得繁苛。繁
苛就自然不能刚简，政令就难以推行。不能刚简实际上就是不能隐匿小过。能
隐匿小过就是刚简的前提条件。《五行》篇引《诗‧商颂‧长发》： “不强不絿
(简文作 “浗”)，不刚不柔” 说明简、匿、刚、柔相济的政治思想。
16

将 “简” 称为 “刚简” 用刘钊释读。见刘钊：
《郭店楚简校释》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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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简之为言犹练也，大而晏者也” 和 “匿之为言也犹匿匿，小
而轸者也” 两句的情感词。晏解作安。刚简能诛大罪，为政者安和。 “匿匿” 解
作隐，恻隐之意。17轸解痛怀18。隐匿因怀有恻隐之心，故此怜悯小过失。由简文
可知，情感状态是检验为政者的心理指标。
承上文而来。君子达至大成的道德境界：能进境就成为君子；不能进境则停
留在原处。简文称 “大而晏” 和 “小而轸” 皆 “能有取”。 “取” 解有所获。由此，
“大而晏” 和 “小而轸”皆非君子的境界，各执一端，就是 “各止于其里” 的意思。
“裏” 通 “里” 解居，各停留于其所居处。第 45 简及第 46 简论述心的宰制功能。
耳、目、鼻、口、手、足皆为心所役使。行动如唯、诺、进、后、深、浅俱为心
所绝对支配。传三讲的是人道 “和则同，同则善”。前称 “四行和谓之善”，仁、
义、礼三者隐藏着智德。两种尊贤： “知而举之”或 “知而事之”，均涉及 “知”。
目见而知其贤能是智德。此处值得考虑的是，和同达善之前有一段关于心的论述。
心在和同进程中可能存在着关键的构建作用。综观《五行》篇，全文 “心” 字用
例共 6 处、“中心” 用例共 6 处及 “外心” 1 例。“心” 或 “中心” 用例多与 “忧”、
“悦”、 “安” 等情感或内心状态相关。从简文考察，心的支配功能与内心的情感
触动或呈现没有直接关联。综合来看，心的功用有二：一、情感的触动及呈现的
场所；二、支配、宰制肢体和器官的中枢。前者是成德体认过程的主体；后者是
推进道德修养路径的意志。可以这样说，这是《五行》篇的心术观。19
第 47 简及第 48 简论述认识天道的四个进阶层次从具体见闻提升为先见几
微，次序为：见、喻、譬和几。见为目睹亲临、喻为晓谕说理、譬为触类旁通、
几为鉴微明道。鉴微明道是天道的境界。此处疑讲圣德，所谓闻君子道而知之。
抽象的认识过程从具体实物的考察、语言文字的论述、以至象征关联的掌握、最
后直接感悟天道的讯息，从有至无、由实至虚、自繁至简的层层提炼。此遥相呼
应 “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 一句。简文引《诗经‧大雅‧大明》谓：
“上帝贤汝，毋贰尔心”说明天所赋德性于人，须专一天道，将具宗教意味的诗句
哲理化。天赋德性于人是天；人授于人是狎。授于非其人不能以为法度。意思是
天授乃唯一正当的德性来源。
传三的总结将仁、义、礼及好德体认于四种不同的情感。它们分别是：闻
道而悦、闻道而畏、闻道而恭、闻道而乐。结尾段扣紧仁、义、礼三德，还特
别指出乐为成德的验证情感。

17

刘信芳释 “匿匿” 为 “隐隐”，引《国语．齐语》 “则事可以隐令”，韦昭注: “隐，匿也。” 隐
隐谓恻隐。本文采刘先生释义。见刘信芳：
《简帛五行解诂》，第 132 页及第 369 页。
18
《哀郢》 “出国门而轸怀兮”，洪兴祖释： “轸，痛也，怀思也。”
19
《管子》有〈心术〉篇。郭店《性自命出》谓： “凡道，心术为主＂。
《礼记．乐记》有心
术两处用例。 “心术” 为战国时期热门的讨论话题。
《五行》篇不能脱离此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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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对于三传结构合理性问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按三传划分简文，结构完
备，除几处内在缺陷，没有解释、难以理解外20，总体来说，体例清晰、布局分
明。二、我们从三传洞识《五行》篇的哲理世界，传一及传二论述了成德的两种
模式、三种方法。传一论人道－善、天道－德的精神境界，从善而德的发展是道
德生命质的飞跃。传三则谈仁、义、礼的政治思想。三传内容皆独立阐发，无重
迭冗杂之累。《五行》篇一经、三传的模式总结于下表。
《五行》篇内容、结构总表
经

内容

简序号

五德形于内、不形于内

1-4 上

传一 总论
人道──善、天道──德
分论仁智、仁圣
综论仁、智、圣
金声玉振喻成善、成德

4 下-20 上

传二 成德路径
圣、智、仁、义、礼
圣、义、智、仁、礼
成善路径
智、仁、义、礼

20 下-32 上

传三 修养仁、义、礼路径

32 下-50

仁-柔、义-刚为政手段对举
尊贤用能
认识天道的不同阶段
总结

20

较大的理解困难在：1.圣、智、仁的成德模式与传二两种成德方法存在明显区别。五德和谓之
德，圣、智、仁成德模式，缺义与礼，如何可能? 简文未有解释。2. “不聪不明，[不明不圣]，不
圣不智” (20 简下-21 简上)与传一谓 “明则见贤人”(14 简)、 “聪则闻君子道”(15 简)，两者的方法
不一。 “不圣不智” 讲 “圣” 是 “智” 的前提。又，如何由 “圣” 向 “智” 推进发展则缺乏说明。
3. “有大罪而大诛之，行也” 后加插 “贵贵，其等尊贤，义也” 一句，未有解释原因。前后两者似
无关联，难以贯通。4.传一的次序是仁、智、圣；传二的次序是圣、智、仁，两者次序颠倒。简
文没有解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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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敦煌寫本與高麗大藏經
再雕本版本比較研究
以《妙法蓮華經》卷一為對象

金延河
韓國
華東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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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本與高麗大藏經再雕本版本比較研究
：以《妙法蓮華經》卷一為對象
華東師範大學 金延河

【摘要】本文對敦煌寫本與高麗大藏經再雕本的《妙法蓮華經》卷一進行版本比較研究。
研究對象為敦煌寫本斯坦因本三本、北京本三本與再雕本。通過寫本與刻本的比較，
我們可以了解敦煌寫本和再雕本的具體面貌。按照內容上的不同，把版本比較分四類：
脫漏、增衍、顛倒、誤記。
【關鍵詞】《妙法蓮華經》；敦煌寫本；高麗大藏經再雕本；版本比較

1. 前言

1.1

研究對象

敦煌文獻是從公元四世紀到十一世紀記錄的文獻。敦煌文獻有刻本，但是大部分
是寫本。敦煌文獻的內容非常豐富，其內容包含佛教、道教、儒教、史籍、韻書等的
多樣的文獻。其中，佛教文獻的數量最多，占90%以上。佛教文獻當中有論、疏釋、讚
文、發願文等。但是，其中佛經的文獻數量最多。因此，本文將要以敦煌文獻的佛經
寫本為研究材料進行研究。
高麗大藏經再雕本（以下簡稱“再雕本”）是從1236年開始到1251年雕刻完成的
木刻大藏經。共有6844卷，雕刻於81340塊的木板上。其數量非常多，且流傳至今的重
要材料。再雕本以高麗大藏經初雕本為底本雕刻的大藏經，為了盡量減少錯誤，與
《開寶藏》和《契丹藏》進行校對且糾正錯誤補充缺漏。不僅如此，與初雕本不同，再
雕本與《宋朝新譯經》對校，而且還參考了《開元釋教錄》、《續貞元釋教錄》等的
佛經目錄書。因此，再雕本一般被認可錯誤最少且其內容最豐富的一個大藏經版本，
所以再雕本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1

166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妙法蓮華經》（梵語“Saddharmapuṇḍarīka”）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之一。
主要講述三乘方便，一乘真實的經典。《妙法蓮華經》有三個不同譯本：西晉太康七
年（286年）竺法護譯出的《正法華經》十卷二十七品、姚秦弘始八年(406年)鳩摩羅
什譯出的《妙法蓮華經》七卷二十八品、隋仁壽元年（601年）闍那崛多、達磨笈多譯
出的《添品妙法蓮華經》七卷二十七品。其中鳩摩羅什譯本流傳的最廣泛，共有七卷
二十八品，六萬九千余字。
本文將要比較錄同一佛經的敦煌寫本和再雕本。因為篇幅的原因，本文選取鳩摩
羅什的《妙法蓮華經》（以下簡稱“法華經”）的卷一，進行版本比較。《法華經》
卷一有《序品》和《方便品》兩品。《序品》為《法華經》第一品，表示《法華經》
敘述的緣起。《方便品》為其第二品，表示佛法唯有一乘，說二乘三乘只是方便，並
非究竟。
本文以再雕本與敦煌寫本的《法華經》卷一為對象，探討版本之間的差異。相同
文獻的不同版本比較有利於糾正文獻流傳過程中的遺漏和錯誤。

1.2

敦煌寫本篩選

關於《法華經》敦煌寫本的數量，李圭甲和幾個韓國學者已經在他們的著作《敦
煌文獻總覽》里統計過。統計數量如下：

佛教寫本數量
《法華經》寫本數量
（包括《觀音經》）
比率（%）

斯坦因本

伯希和本

北京本

俄羅斯本

總數量

7651

3070

9160

3728

23609

1236

177

1789

623

3822

16.15

5.77

19.5

16.71

16.19

表1 敦煌佛教寫本中的《法華經》分佈情況1

根據數量統計表，《法華經》數量最多的是北京本和斯坦因本。這兩個版本佔整
《法華經》寫本約80%。因此，本文以斯坦因本和北京本為敦煌文獻研究對象。
然後，在斯坦因本和北京本里，再篩選比較完整地抄寫《法華經》卷一的版本。

1

李圭甲外. 《敦煌文獻總覽》. 首爾：高麗大藏經研究所，2011，第107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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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的完整的抄寫本幾乎沒有，所以前後漏十行以內的版本當中，
選擇紙張的損壞不嚴重的版本。這樣的《法華經》卷一完本，斯坦因本有21本且北京
本有42本。而後，根據文字的清晰度和紙張的損壞程度將斯塔因本和北京本的完本再
次分類為三類，上等、中等、下等。具體版本分類情況如下表：

上等

斯坦因本

版本數量

中等

S2510 S0437
S0424 S6921

S3498 S3640 S2400 S1784
S1657 S1996 S6627 S2763
S4027 S2639 S5357

4

下等
S5267 S4305 S3896
S2839 S5051 S6671

11

6

表2 斯坦因本《法華經》卷一完本分類情況

北京本

上等

中等

下等

B4494 B4495 B4492 B4499 B4498 B4509

B4505 B4497

B4504

B4500 B4510 B4507 B4517 B4506 B4508

B4524 B4502

B4520

B4513 B4515 B4618 B4514 B4522 B4525

B4589 B4512

B4516

B4523 B4526 B4527 B4528 B4533 B4534

B4518 B4521

B4532

B4535 B4599 B4537

B4541

B4530

27

9

5

版本數量

表3 北京本《法華經》卷一完本分類情況

上等的斯坦因本完本有4本，北京本完本有27本。與斯坦因本比較，北京本的圖片
質量比較好，所以清晰的上等完本更多。在上等完本里，編號相近的寫本的內容和文
字使用情況很相似，所以排除編號相近的完本，最後選出3個斯塔因本和3個北京本：S
2510、S0437、S6921、B4492、B4494、B4618。以此6個完本為敦煌寫本的分析材料。
本文進行再雕本與敦煌寫本六本的《法華經》卷一版本比較研究。按照版本之間
的不同內容，版本比較分四類：脫漏；增衍；顛倒；誤記。本文探討四類的版本不同
內容，而且對其原因深入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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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本比較

2.1

脫漏

脫漏 ， 是指脫漏遺漏字句。校勘學上又稱作“脫文”、“奪文”。對脫漏的原因
來說，有抄脫或意刪等。
與敦煌寫本相比 ， 再雕本沒有脫漏的句子。與再雕本比較 ， 敦煌寫本出現較多的
脫漏句子。在敦煌寫本里，少則脫一字，多則脫十餘字。按照字句脫漏的原因， 脫漏
可以再分兩類：“因疏忽而脫漏”、“因字詞相同而脫漏”。具體例句分析如下。

2.1.1 因疏忽而脫漏

（1）再雕本：“是諸衆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S0437《方便品》：“是諸衆生從佛聞法，究竟皆一切種智。”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有“得”字，但S0437脫漏。“一切種智”，佛教語，
三智之一。“一切種智”指的是，能以一種智，知一切道，知一切種，是名一切種智，
即佛之智。根據文義，需要謂詞“得”。但是抄寫者不小心就抄漏了一字。
（2）再雕本：“其名曰，“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
S6921《序品》：“其名，“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有“曰”字，但S6921脫漏。漏了謂詞“曰”，但是
不大影響其文義。
（3）再雕本：“悉見彼佛國界莊嚴？
S6921《序品》：“悉見彼佛國界嚴？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有“莊”字，但S6921脫漏。“莊嚴”，佛教語，以
善美飾國土。《阿彌陁經》：“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莊嚴”
解釋的是“彼佛國界”。抄漏“莊”一字，文義不通。
（4）再雕本：“其最後佛未出家時，有八王子。”
S6921，B4494《序品》：“其最後佛未出家時，有八子。”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有“王”字，但S6921和B4494脫漏。後句有八王子
的具體介紹，“一名有意、二名善意、……八名法意。是八王子，威德自在，各領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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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佛教語沒有“八子”這詞，但是S6921，B4494抄寫者由於慢心疏忽了“王”
一字，均誤脫。
（5）再雕本：“多陁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陁。”
B4494《序品》：“多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陁。”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有“陁”字，但B4494脫漏。多陁阿伽陁，梵語Tath
āgata，意譯作如來、如去。《智度論》曰：“多陁阿伽陁，如法相解，如法相說。如
諸佛安隱道來，佛亦如是來，更不去至後有中，是故名多陁阿伽陁。”“多陀阿伽度”
為如來，“阿羅訶”為應供，“三藐三佛陀”為正徧知。該句解釋如來十號中之三號。
但是，B4494抄寫者疏忽了，誤脫“陁”一字。
（6）再雕本：“舍利弗，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
B4618《方便品》：“舍利弗，如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
按：敦煌寫本不僅有脫一字的情況，還有脫二字以上的句子。再雕本和其他敦煌
寫本皆是“如來知見”，但B4618脫漏“來知”二字。“知見”，佛教語，“知”指意
識而“見”指眼識。《法華文句·四》曰“佛以一切種智知，佛以佛眼見，開此智眼
乃名佛知見。”此句的“如來知見”指的是佛證悟實相的智慧。但是，B4618抄寫者誤
脫“來知”二字，文義不通。
（7）再雕本：“當來世惡人，聞佛說一乘，迷惑不信受，破法墮惡道。”
S2510《方便品》：脫整個句子。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有此句，但是S2510脱漏整个句子。在敦煌寫本里，
脱漏整个句子的情况唯一出现。

2.1.2 因字詞相同而脫漏

（1）再雕本：“又同一姓，姓頗羅墮。”
B4494《序品》：“又同一姓，頗羅墮。”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姓頗羅墮”，但是 B4494 漏“姓”一字。因為
“姓”字重複出現，所以 B4494 脫漏後句的“姓”一字。脫漏“姓”字不影響文義。
（2）再雕本：“諸佛如來言無虛妄，無有餘乘，唯一佛乘。”
B4618《方便品》：“諸佛如來言無虛妄，有餘乘，唯一佛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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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無有餘乘”，但是B4618漏“無”一字。“餘乘”
是指乘者教法。自宗之教法稱作“宗乘”，而餘宗之教法稱作“餘乘”。如果此句沒
有“無”字的話，文義不通。因為前句有“言無虛妄”，抄寫者受到前句的影響，所
以B4618誤脫“無”一字。
（3）再雕本：“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八萬人俱。”
S6921《序品》：“如是等菩薩摩訶八萬人俱。”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菩薩摩訶薩”，但是 S6921 漏“薩”一字。
“菩薩摩訶薩”，佛教語。《佛地論·二》曰，“菩薩摩訶薩者，謂諸薩埵求菩提故。
此通三乘。為簡取大故。須復說摩訶薩言。……此通諸位。今取地上諸大菩薩。是故
復說摩訶薩言。”“摩訶薩”前面出現“菩薩”，兩個詞共有“薩”字，因為兩個詞
距離不遠，抄寫者受到前句的影響，所以 S6921 脫漏“薩”一字。
（4）再雕本：“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
S6921《方便品》：“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入。”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難解難入”，但是S6921漏“難”一字。“難解
難入”是指解知難，悟入難。因為“難”字重複出現，S6921誤脫“難”一字。
（5）再雕本：“欲示衆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
B4494《方便品》：“欲示衆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佛之知見”，但是B4494漏“之”一字。前句
“欲令衆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而後句“欲令衆生悟佛知見故”、“欲令衆生人佛
知見道故”，上下文都出現“佛知見”。受到前後句的詞語使用情況，B4494抄漏了
“之”一字。但是此句的文義沒變。
（6）再雕本：“舍利弗，吾從成佛已來，種種因緣，種種譬喩，廣演言教。”
S6921《方便品》：“舍利弗，吾從成佛已來，種種譬喩，廣演言教。”
按：敦煌寫本不僅脫漏前句出現的相同的字詞，而且還脫漏包含該相同詞的詞組。
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有“種種因緣”，但是S6921脫漏整個詞組。“種種因緣”、
“種種譬喩”連著出現，兩個詞組共有“種種”，所以受到後句相同詞的影響，S6921
脫漏“種種因緣”整個詞組。
（7）再雕本：“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勇猛精進，名
稱普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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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618《方便品》：“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無量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
聞。”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有“盡行諸佛”，但B4618脱漏“盡行諸佛”四字。
前句出現“無數諸佛”。因為“無數諸佛”和“盡行諸佛”都有“諸佛”，受到前句
的影響，誤脫“盡行諸佛”四字。“道法”是指至涅槃正道之法。“道法”為賓語，B
4618脫漏謂語“盡行”，文義不通。

2.2

增衍

增衍，是指多出字句。對增衍的形式來說，有衍字、衍句、衍行、衍頁等。增衍
的原因有無意抄寫、有意妄加等。
根據再雕本與敦煌寫本的版本比較結果，只在敦煌寫本里出現增衍的句子。按照
字句增衍的原因，增衍可以再分三類：“因上下文同而增衍”、“因強調詞義而增
衍”、“因其他佛教詞而增衍”。“因強調詞義而增衍”的例句有一個特點，就是只
因為此原因而增衍的句子在不同的幾本敦煌寫本里相同的出現。與此相反，“因上下
文同而增衍”或“因其他佛教詞而增衍”的例句，因為該情況屬於抄寫者的無意中犯
的錯誤，因此只出現在一個寫本的一個句子里。
增衍的具體例句分析如下。

2.2.1 因上下文同而增衍

（1）再雕本：“舍利弗，是爲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S0437《方便品》：“舍利弗，是爲諸佛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以”，但S0437增衍“唯”一字。前句是，“舍
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因為前句和此句相近，
而且文義也相同，所以受到前句的影響，衍“唯”一字。
（2）再雕本：“復有名月天子、普香天子、寶光天子、四大天王與其眷屬萬天子
俱。”
S6921《序品》：“復有名月天子、……、四大天王子與其眷屬萬天子俱。”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以”，但S6921衍“子”一字。“四大天王”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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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帝釋之外將，東方持國天王、南方增長天王、西方廣目天王、北方多聞天王。因為
受到前句“名月天子、普香天子、寶光天子”的影響，S6921“四大天王”後誤衍“子”
一字。
（3）再雕本：“諸佛滅度已，供養舍利者，起萬億種塔。”
B4618《方便品》：“諸佛諸滅度已，供養舍利者，起萬億種塔。”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諸佛滅度已”，但 B4618 衍“諸”一字。因為
受到前面“諸佛”的影響，B4618 在“諸佛”後誤衍“諸”一字。
（4）再雕本：“如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
B4618《序品》：“如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阿祇劫。”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阿僧祇”，但 B4618 衍“阿”一字。“阿僧祇”
梵語“Asaṁkhya”，意譯為“無數”、“無央數”。“阿僧祇劫”為無數劫。因為受
到“阿僧祇”的“阿”字的影響，B4618 誤衍“阿”一字。
（5）再雕本：“如來於今日中夜，當入無餘涅。”
B4618《序品》：“如來如來於今日中夜，當入無餘涅。”
按：敦煌寫本不僅有增衍一字的句子，還有增衍二字以上的詞和句子。B4618 重
複抄寫“如來”兩次。重複相同的詞不影響文義。
（6）再雕本：“以慈修身，善入佛慧，通達大智，到於彼岸。”
S6921《序品》：“以德本常爲諸佛之所稱歎，以慈修身，善入佛慧，通達大智，
到於彼岸。”
按：敦煌文獻也有無意地重複相同句子的情況。該句前句是，“供養無量百千諸
佛，於諸佛所殖衆德本，常爲諸佛之所稱歎。”S6921 重複抄寫“德本常爲諸佛之所
稱歎”兩次。

2.2.2 因強調詞義而增衍

（1）再雕本：“以種種因緣、譬喩、言辭、方便力，而爲說法。”
S2510、S0437、S6921、B4492、B4494、B4618 《方便品》：“以種種因緣、譬喩
、言辭、方便力，故而爲說法。”
按：再雕本寫“而”，但是敦煌文獻皆衍“故”一字。敦煌寫本為了強調詞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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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前衍“故”字。增衍之后，文義沒變。但是，在敦煌文獻里，表示因果關係的其
他“而”沒有增衍“故”的句子。唯一在該句里，敦煌寫本六本都寫“故而”。
（2）再雕本：“佛滅度後，如是等經，受持誦解義者，是人難得。”
S2510、B4492、B4618《方便品》：“佛滅度後，如是等經，受持讀誦解其義者，
是人難得。”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寫“受持誦解義者”，但是S2510、B4492、B4618皆衍
“其”一字。為了強調詞義，抄寫者增衍代詞“其”。“其”指的是前句的“經”。增
衍之后，文義沒變。

2.2.3 因其他佛教詞而增衍

（1）再雕本：“今此會中如我等比，百千萬億，世世已曾從佛受化。”
B4494《方便品》：“今此會中如我等比丘，百千萬億，世世已曾從佛受化。”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如我等比”，但是B4494增衍“丘”一字。“等
比”是一個詞，指相等。但是，抄寫者把“比”誤解為“比丘”的“比”，所以誤衍
“丘”一字。
（2）再雕本：“得大勢菩薩。”
B4492《序品》：“得大勢至菩薩。”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得大勢菩薩”，但是B4492衍“至”一字。“得
大勢”為菩薩名，阿彌陁三尊之一，侍於阿彌陁之右脅。菩薩的大智至一切處，故名
“大勢至”。《觀無量壽經》曰“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離三塗，得無上力，是故號此
菩薩名大勢至。”“得大勢”又作“大勢至”、“大勢”、“勢至”等。因為一個菩
薩名有幾個不同名稱，所以抄寫者“得大勢”後增衍“至”，其詞義沒變。
（3）再雕本：“羅睺阿修羅王
B4492《序品》：“羅睺羅阿修羅王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羅睺”，但是B4492衍“羅”一字。“阿修羅王”
為最古諸神之一，屬於戰鬥一類之鬼神。《序品》里出現四阿修羅王：婆稚阿修羅王、
佉羅騫駄阿修羅王、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羅睺阿修羅王。“羅睺阿修羅王”，梵語
“Rāhu”，意譯為覆障。因為以手掌障蔽日月，所以得名。“羅睺”又作“羅吼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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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睺羅”。佛教詞為梵語翻譯詞，所以一個詞也擁有幾種不同的叫法。因此，B4492
增衍“羅”字，其詞義沒變。

2.3

顛倒

顛倒 ， 是指字句位置顛倒錯亂。根據再雕本與敦煌寫本的版本比較結果 ， 只在敦
煌寫本里出現顛倒的句子。顛倒起因於抄寫者的錯誤。因為無意犯錯 ， 所以敦煌寫本
顛倒的每個句子各個只出現一次。同樣顛倒的句子在不同寫本里沒有反復地出現。大
部分是前後兩字顛倒，但是也有兩字以上的一個詞的字序變化。
顛倒的具體例句分析如下。

（1）再雕本：“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
等。”
S2510《方便品》：“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竟究等
。”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如是本末究竟等”，但是S2510寫“竟究”。此
句講的是法華之十如是。“十如是”天台宗說一切法，皆是真如實相，或名為如，或
稱如是。“如是本末究竟等”，法華經所說十如是之一，初之如是相為“本”，終之
如是報為“末”，從本之相，至末之報，究竟平等一如，謂之究竟等。S2510抄錯，
“究竟”兩字顛倒，文義不通。
（2）再雕本：“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尸棄大梵、光明大梵等。”
S0437《序品》：“婆娑世界主梵天王、尸棄大梵、光明大梵等。”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娑婆世界主”，但是S0437寫“婆娑”。“娑婆
世界”同“娑婆”。“娑婆”，梵語“Sahā”，為堪忍之義，因而意譯“忍土”。此
世界眾生安忍於十界而不肯出離，故名為忍。S0437抄錯，“娑婆”兩字顛倒，文義不
通。
（3）再雕本：“日月燈明佛八子，皆師妙光。”
S6921《序品》：“日月燈明佛八子，皆師光妙。”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皆師妙光”，但是S6921寫“皆師光妙”。“妙
光”指“妙光菩薩”。文殊菩薩往昔在日月燈明佛所，稱為妙光菩薩，有八百之弟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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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通法華。S6921抄錯，“妙光”兩字顛倒，文義不通。
（4）再雕本：“諸佛如來，言無虛妄，無有餘乘，唯一佛乘。”
S6921《方便品》：“諸佛如來，言無虛妄，無有乘餘，唯一佛乘。”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餘乘”，但是S6921寫“乘餘”。“佛乘”指唯
一能令人成佛的教法。與此相反，“餘乘”指的是其他的教法。S6921抄錯，“餘乘”
兩字顛倒，文義不通。
（5）再雕本：“但化諸菩薩，度脫無量衆。”
S6921《方便品》：“但諸化菩薩，度脫無量衆。”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化諸菩薩”，但是S6921寫“諸化菩薩”。“化”
指教化，為謂詞。S6921抄錯，“化諸”兩字顛倒，文義不通。
（6）再雕本：“是會無數百千萬億阿僧祇衆生。”
S6921《方便品》：“是會無數百千萬阿億僧祇衆生。”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百千萬億阿僧祇”，但是S6921寫“百千萬阿億
僧祇”。“百千萬億”為一個詞組，而“阿僧祇”是一個詞，指無數。S6921抄錯，
“億阿”兩字顛倒，文義不通。
（7）再雕本：“一心除亂，攝念山林，億千萬歲以求佛道。”
S0437《序品》：“一心除亂，攝念山林，千萬億歲以求佛道。”
按：敦煌寫本還出現一個詞組里字的字序顛倒的句子。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
寫“億千萬”，但是S0437寫“千萬億”。雖然字序有變動，文義能通。

此外，因為抄寫者抄錯而顛倒的敦煌寫本如下。
（8）再雕本：“次復有佛，亦名日月燈明，次復有佛，亦名日月燈明。”
S2510《序品》：“復次有佛，亦名日月燈明，次復有佛，亦名日月燈明。”
（9）再雕本：“今我亦如是，安隱衆生故，以種種法門，宣示於佛道。”
S2510、B4618《方便品》：“我今亦如是，安隱衆生故，以種種法門，宣示於佛
道。”
（10）再雕本：“是佛光明神通之相，今當問誰？
S6921《序品》：“佛是光明神通之相，今當問誰？
（11）再雕本：“斯等共一心，於億無量劫，欲思佛實智，莫能知少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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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921《方便品》：“斯等共心一，於億無量劫，欲思佛實智，莫能知少分。”
（12）再雕本：“此衆無枝葉，唯有諸貞實。”
B4494《方便品》:此衆枝無葉，唯有諸貞實。”
（13）再雕本：“我卽自思惟，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苦，不能信是法。”
S6921《方便品》：“我卽自思惟，若但讚佛乘，衆生在沒苦，不能信是法。”

敦煌寫本《法華經》卷一有一個特點是S6921顛倒的句子比其他寫本更多。本文檢
查的敦煌寫本顛倒句子數量為：B4492無；B4618、B4494有一個句子；S0437有兩個句
子；S2510有為三個句子。反而，S6921卻有七個句子，與其他敦煌寫本相比，顛倒的
句子出現得很多。

2.4

誤記

誤 記 ， 是 指 抄寫過程中由於字形或字音或字義相似而抄錯。根據再雕本與敦煌寫
本的版本比較結果 ， 只在敦煌寫本里出現誤記的句子。按照字句誤記的原因 ， 誤記可
以再分四類 ： 因形而誤、因音而誤、因義而誤、因別的佛教詞而誤。誤記的具體例句
分析如下。

2.4.1 因形而誤

（1）再雕本：“眞珠摩尼，車璖馬腦，金鋼諸珍，奴婢車乘。”
S0437《序品》：“眞珠摩尼，車璖馬腦，金鋼諸彌，奴婢車乘。”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珍”，而S0437誤寫成“彌”。再雕本和敦煌寫
本“珍”都寫作“珎”形，“

”（再雕本）、“

”（B4494）、“

”（S2510）、“

”（S6921）

、“

”（B4492）、“

作“

”。在再雕本和敦煌寫本的《法華經》卷一里，“彌”的字形沒有從“爾”的，

皆從“尔”或從“尓”（再雕本“
、S2510“

”（B4618）。而是，S0437“彌”寫

”），或從“厼”（S0437“

”、S6921“

”

”）。由於“珍”與“彌”的字形都從“尔”，因此S0437形近而誤，

“珍寶”之義的“珍”抄錯成“彌”。
（2）再雕本：“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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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437《方便品》：“之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定”，而S0437誤寫成“之”。在《法華經》卷
一里，“定”字出現49次，其中“定”字形出現11次，其餘的38次都寫作“㝎”形。
而且，S0437的“定”字都寫作“㝎”形。由於“定”與“之”的字形都從“之”。因
此S0437形近而誤，“定”抄錯成“之”。
（3）再雕本：“諸求三乘人，若有疑悔者，佛當爲除斷，令盡無有餘。”
S6921《序品》：“諸求三乘人，若有疑悔者，佛當爲除繼，令盡無有餘。”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斷”，而S0437誤寫成“繼”。在《法華經》里，
“斷”字出現26次，除了一次寫作“

”（B4618）以外,其餘的都寫作“断”形。

“繼”字出現8次，而都寫作“继”形。由於“斷”與“繼”的字形都從“𩱮”，因此S
6921形近而誤，“除斷”之“斷”抄錯成“繼”。
（4）再雕本：“是名轉法輪，便有涅槃音，及以 阿羅漢，法僧差別名。”
B4492、B4494《方便品》：“是名轉法輪，便有涅槃者，及以阿羅漢，法僧差別
名。”
按：五比丘2聞涅槃音得阿羅漢果。“涅槃音”為“法”，“阿羅漢”為“僧”。
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音”，而B4492、B4494誤寫成“者”。“音”與“者”
整字的輪廓相近，再雕本“
B4618“

”；B4492“

”、S0437“

”、B4494“

”、S2510“

”、S6921“

”、

”。因此，B4492、B4494形近而誤，抄錯

成“者”。

2.4.2 因音而誤

（1）再雕本：“衆生心所念，種種所行道，若干諸欲性，先世善惡業。”
S6921《方便品》：衆生心生念，種種所行道，若干諸欲性，先世善惡業。”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所”，而S6921誤寫成“生”。“所”，《廣韻
•語韻》生母語韻，“生”，《廣韻•庚韻》生母庚韻。二字同紐。因此，S6921音近而
误，“所”寫錯成“生”。
（2）再雕本：“自成無上道，廣度無數衆，
2

“五比丘”指釋迦牟尼在鹿野苑聞法出家的五個比丘，即憍陳如、額鞞、跋提、十力迦葉、摩訶俱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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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492《方便品》：“疾成無上道，廣度無數衆，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自”，而B4492誤寫成“疾”。“無上道”指如
來所得之道更無過上，所以此句的“自”為“因為”之義。B4492寫“疾”，文義不通。
“自”，《廣韻•至韻》從母至韻，疾二切，“疾”，《廣韻•質韻》從母質韻，秦悉切。
二字同紐。因此，B4492音近而误，“自”寫錯成“疾”。
（3）再雕本：“道場所得法，無能發問者。”
S2510《方便品》：“道場所得法，無能發願者。”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問”，而S2510誤寫成“願”。“道場”指佛成
聖道之處。S2510寫“發願”，文義不通。“問”，《廣韻•問韻》微母問韻，亡運切，
“願”，《廣韻•願韻》疑母願韻，魚怨切。問韻和願韻相近。因此，S2510音近而误，
“問”寫錯成“願”。

2.4.3 因義而誤

（1）再雕本：“名稱普聞無量世界，能度無數百千衆生。”
B4492《序品》：“名稱普聞無量世界，能度無量百千衆生。”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數”，而B4492誤寫成“量”。“無量”指多到
無可計量，“無數”指無法計算，極言其多。虽然數和量的概念原來不同，但是兩個
詞的意義相近。而且，前句出現“無量世界”的“無量”，抄寫者受到其影響，所以
“數”抄錯成“量”。
（2）再雕本：“復作此念，是文殊師利法王之子已曾親近供養過去無量諸佛。”
B4492《序品》：“復作是念，此文殊師利法王之子已曾親近供養過去無量諸佛。”
按：“復作此念”之“此”為代詞，“是文殊師利”之“是”也是“此、這”之
義。兩個詞意義相同，因此B4492把“此”和“是”的位置替換。“此”與“是”的替
換又出現在不同的敦煌寫本里。
再雕本：“爾時，比丘、……及諸天龍鬼神等，咸作此念。”
S0437《序品》：“爾時，比丘、……及諸天龍鬼神等，咸作是念。”
在不同的敦煌寫本里，又出現不同的詞替換為“是”。
再雕本：“爾時，文殊師利語彌勒菩薩摩訶薩及諸大士，善男子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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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510、S6921、B4492《序品》：“是時，文殊師利語彌勒菩薩摩訶薩及諸大
士，善男子等。”
“爾時”為“其時、彼時”，“是時”為“此时、当时”。在《法華經》卷一里，
“爾時”一詞出現了28次，而“是時”出現了五次。兩個詞義相近，而且受到上下文多
使用的詞彙情況，因此S2510、S6921、B4492把“爾”替換為“是”。
由於詞義相近，“此”、“是”、“爾”的替換不影響文義。

2.4.4 因別的佛教詞而誤
因為佛教詞為梵語翻譯詞，所以一般一個佛教詞有幾種名稱。抄寫者往往理解錯
文義，如果兩個佛教詞之間都有相同的一個字的話，抄錯成別的佛教詞。但是通過文
義，我們可以知道它寫了有誤的佛教詞。而且，敦煌寫本當中，只在S0437里發現寫錯
佛教詞的句子。具體例句如下。
（1）再雕本：“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以方便力故，爲五比丘說，是名轉法
輪。”
S0437《方便品》：“諸佛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是名轉法輪。”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法”，而 S0437 誤寫成“佛”。此句講的是
“轉法輪”。“轉法論”指佛說法，“法論”為佛之教法。佛之教法，回轉一切眾生界
且摧破諸煩惱，所比喻成“法論”。此句解釋的是佛法的“轉法論”。因為“諸佛”
詞組在佛經里常用，在《法華經》卷一里也出現了 67 次，而“諸法”只出現了 17 次。
因此，S0437 抄寫者認錯文義，抄錯成“佛”字。
（2）再雕本：“讚妙光菩薩，汝爲世閒眼。”
S0437《序品》：“讚妙光法師，汝爲世閒眼。”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菩薩”，而S0437誤寫成“法師”。“菩薩”為
求佛果之大乘眾。具名為菩提薩埵，梵語“Bodhisattva”。《注維摩》曰，“肇曰，
菩提佛道名也。薩埵秦言大心眾生，有大心入佛道，名菩提薩埵。”“法師”為指通
曉佛法，又能引導眾生信受奉行佛法的人。《序品》曰，“常修梵行，皆為法師。”
可知，“菩薩”與“法師”明確不同的詞。但是因為詞義有相似之處，S0437抄寫者認
錯詞義，“菩薩”抄錯成“法師。”
（3）再雕本：“我雖說涅槃，是亦非眞滅，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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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437《方便品》：“我雖說涅槃，是亦非眞佛，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滅”，而S0437誤寫成“佛”。此句的“滅”指
涅槃，“滅”為“涅槃”之意譯。因涅槃之體，無為寂滅，故名。“真佛”，佛教語，
指佛的報身和法身。因為“真佛”也是佛教詞，S0437抄寫者只看“真”直接寫“佛”
字，但文義不通。
（4）再雕本：“天雨曼陁華，天鼓自然鳴，諸天龍鬼神，供養人中尊。”
S0437《序品》：“天雨曼陁羅，天鼓自然鳴，諸天龍鬼神，供養人中尊。”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寫“華”，而S0437寫“羅”。“曼陁羅”為花名，意
譯為適意花或白花。《法華光宅疏·一》曰，“曼陁羅華者，譯為小白團華。摩訶曼
陁羅華者，譯為大白團華。”“曼陁羅”又作“漫陁羅”、“曼陁羅華”。因為佛教
詞是翻譯詞，所以一個佛教詞有不同的幾個說法。因此S0437抄寫者寫成“羅”，但是
其詞義相同。
（5）再雕本：“未來諸世尊，其數無有量，是諸如來等，亦方便說法。”
S0437《方便品》：“未來諸世尊，其數無有量，是諸如是等，亦方便說法。”
按：再雕本和其他敦煌寫本皆寫“來”，而S0437誤寫成“是”。“如來”，梵語
Tathāgata，音譯為“多陁阿伽陁”，“如來”為其意譯。“如是”，佛教語，印可、
許可之詞。《金剛經·善觀啟請分》曰，“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如來”與
“如是”都有“如”字，因此S0437抄寫者認錯文義，抄錯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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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石经残片#10782残字考辨
韩国 延世大学 李圭甲

1.

上面的残片#10782中有四个字。但这四个字都不具有完整的形态，而是以残字的形态留在上面，分
别将这几个字列举如下：

其中A与B不同列，而C与D虽同列，却不与A、B同列。下面分别来看一下这几个残字的原字是什么。
首先来看一下A。A的原字上下部分都受到了破损，仅留下中间的部分。从A的整体结构上来推测，
判断原来的大小如下：

从上面的字形来看，A原字形的上端缺失，下端也断裂出去，左侧部分的笔划为撇划，中间部分的
右侧为“？？”，下面由较短的竖划和横划构成，看起来像“比”或类似形态的偏旁。像这样，左侧长
度较长的撇划处于一旁，而右侧有几个偏旁，从这点上来看，该字很可能是一个左侧撇划包围了右侧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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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偏旁的形态。如果是这样，那么具有该形态撇划的左侧偏旁为“广”或“厂”，而“广”或“厂”的
内部为“？？”或“比”的形态。具有这样的字形要素及字形构造的字有“鹿、麓、廘、簏、塵、麀、
麁、麂、䴟、麃、麄、䴠、䴡、䴢、麅、麆、麇、麈、䴤、䴥、麉、麍、麎、麏、麐、䴦、麕、麕、麖、
麗、麘、麙、麚、麛、麜、䴩、麠、䴪、麡”。从这些字形上来看，A的撇划是“厂”的可能性极小，
而很可能是“广”。
上面的字形基本上十分接近A的形态。但在此要注意的是A左侧的撇划形态。仔细观察撇划的形态，
撇划的上端少许缺失，下端也并不是完好地写到底，一部分截断。即该撇划的上端本应有一部分的笔形，
但已消失。尽管如此，从A剩下的字形来看，缺失的部分并不是很多。由此来看，仅仅是偏旁“广”的
上端笔划缺失，而“广”的上面存在其他偏旁的可能性极小。那么上面的字形中符合这样条件的字就剩
下“鹿、廘、塵、麀、麂、䴟、麃、䴠、䴢、麅、麆、麇、麈、䴤、䴥、麍、麎、麏、麐、䴦、麕、麕、
麖、麘、麙、麚、麛、麜、䴩、麠、䴪、麡”。再考虑到撇划上端有所缺失，上面的字中“鹿”便并不
符合A的字形，而剩下的“廘、塵、麀、麂、䴟、麃、䴠、䴢、麅、麆、麇、麈、䴤、䴥、麍、麎、麏、
麐、䴦、麕、麕、麖、麘、麙、麚、麛、麜、䴩、麠、䴪、麡”有可能是A。
不过还要考虑的是A是出现在《华严经》中的字。这样便有必要来确认一下上面的字中哪个是在
《华严经》中出现过的。即上面的字中如果没有出现在《华严经》中，便绝无可能是A。查询上面的这
些字是否在《华严经》中出现过，经筛选仅有“塵”在《华严经》中出现过，而其他的字并未在《华严
经》出现。由此可见，A极有可能是“塵”。
由于A可能是“塵”，因此下面将华严石经其他残片中出现的“塵”的字形与A进行比较。先将其他
残片中的一部分“塵”的字形列举如下:

再将上面这些字的与A相似的、整个字形的中间部分单独截下来，与A作比较，如下所示：

像上面那样将几个例字放在一起与A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实际上差不多与A相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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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测A是因“塵”的字形上端与下端的截断而剩下的残字形态。
下面看一下B。B也并不是完整的形态，而是有一部分缺失的残字形态。

观察该残字，B的上端缺失，仅留下了中下段的形态。仅从现有的形态来看，上端消失，中间的横
划较长，中间垂直于横划的竖划一直延伸到下端，因此推测其为“十”或“于、芋”。那么首先将其与
出现在华严石经中的“十”的字形进行比较。华严石经中出现的“十”的字形有如下几个：

上面列举的“十”的字形中下端与B的形态相似。因此将其中的一部分字的下端单独分离出来，与B
直接进行比较。

从上面可以发现，B与“十”的竖划都垂直于横划，竖划最后的收笔部分也是左向的提划。从这点上来
看，“十”的下段与B实际上几乎差不多。即B有可能是“十”。但还需考虑的是，一部分字形截断之前
的B的完整形态，即B曾具有的字形的整体构造。将现在B的位置、大小与#10782的其他字形进行比较，
由此来推测出B原来的整体大小，再与上面列举的“十”的字形进行比较，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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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示，从整个字形的结构(B-1)上来看，B中间的横划的位置与其他“十”的字形相比略偏于上方。
即几个“十”的字形，横划与竖划几乎均等地平分贯通于中间，而B的横划位置略偏于整体字形的上方，
这点有别于“十”。即如果B是“十”的话，横划的位置应该再往下一点，而如果是位于现在这样的位
置，“十”的字形将会有所变形。由此可见，虽然B的下段与“十”相似，但从整体上来看，更可能不
是“十”。
下面考察B是否有“干”或“于、芋”的可能性。从B的整体字形结构（B-1）来看，B的上端并没有
容乃其他偏旁的空间，因此其几乎不可能是“ 芋”。由此可见，B可能是“干”或“于”中的一个，但
不巧的是，不同于《华严经》全文，现在留下来的华严石经残片中完全没有出现过“于”，因此不得不
将其与“干”进行比较。先列举出华严石经中“干”的字形，再将这些字形的下段分离出来，将其与B
的整体字形结构（B-1）及仅留有下段的残字进行比较，如下所示：

一般而言，“干”最后的笔划竖划“丨”的收笔部分竖直向下，而“于”最后的笔划“亅”的收笔
部分采用了左向提划的形态。这也出现在了上面华严石经的#06344、#07947中。但在一些字形中也采用
了像“于”的收笔“亅”这样的形态，这可以从上面的#00606与#03255中看出来。另外，前面列举的
“十”的字形也毫无例外地呈现出了这一现象。由此可见，华严石经中的“十”或“干”的竖划的收笔
呈现出像“于”中的“亅”形态的现象并不足为奇。即#00606、#03255并不是“于”而是“干”。由此
可见，上面列举的“干”的下段与B实际上是相同的。
按照与“十”比较的方式，下面再来比较一下B的整体字形结构与“干”的整体字形。如上所示，B
的整体字形与“干”的整体字形在结构上十分相似。再将B的整体字形与“十”和“干”放到一起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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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较，如下所示：

从上面列举的字形来看，B的横划偏于上方，与“十”有所不同，但却与“干”极为相似。由此可
见，B不是“十”，而是“干”的肯能性极大。
下面来看一下C。C也是原来字形的上端缺失，仅留下一部分的残字。为了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首
先将C与旁边的其他字形进行比较,进而推测出C的整体字形大小，如下所示：

仔细观察上面的形态，C右侧偏旁为“攵”，左侧仅剩下横划与折划的一部分笔划。左侧残存的笔划太
少，很难断定出这些笔划是属于C左侧偏旁的还是中间偏旁的。如果C是由左右两个偏旁构成的结构，那
么去掉“攵”而剩下的左侧部分就属于左侧偏旁的；如果是由三个偏旁构成的左中右结构，那么就属于
中间偏旁的。
无论偏旁是两个或是三个，像C这样右侧偏旁为“攵”的字有“收、攷、攸、改、攻、攼、㩿、攽、
㪁、放、政、敀、敂、敃、敄、故、敇、敉、效、敋、敌、敵、㪉、啟、敘、撤、澈、徹、敎、敐、敏、
慜、愍、暋、鰵、救、敒、敓、微、敔、敕、敖、鰲、傲、㪍、敗、敜、敝、撇、徶、敞、敟、敪、敢、
整、散、敦、燉、敭、㪙、敫、敬、敳、㪣、敶、敷、數、敹、㪤、㪦、敾、斁、斂”。但从C-1的字
形上来看，偏旁“攵”为右侧偏旁且上下较长，由此可见，C为左右结构或左中右结构，因此不能是像
“慜、愍、暋、鰵、鰲、整”这样的三角结构。那么去掉这几个字，剩下的“收、攷、攸、改、攻、攼、
㩿、攽、㪁、放、政、敀、敂、敃、敄、故、敇、敉、效、敋、敌、敵、㪉、啟、敘、撤、澈、徹、敎、
敐、敏、救、敒、敓、微、敔、敕、敖、傲、㪍、敗、敜、敝、撇、徶、敞、敟、敪、敢、散、敦、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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敭、㪙、敫、敬、敳、㪣、敶、敷、數、敹、㪤、㪦、敾、斁、斂”有可能是C。
在此还有必要从整体结构的层面上仔细考察C-1的字形。整体字形大体上呈正方形，而其中的“攵”
过于倾向于右侧。如果C为左右两个偏旁构成的结构，那么“攵”应该在左右二等分的中间部分略偏右
的位置。但从上面的C-1上来看，整体字形平分的中间位置出现了横划和折划的一部分笔画，而“攵”
过于偏向右侧。也就是说如果是两个偏旁的话，C-1左右平分的中间位置应该什么都没有，或者即使有
一些笔画，也不应该是将“攵”推到右侧的形态，而是与该偏旁相容的结构。上面的字形并非如此，
“攵”过于倾向于右侧。即C很有可能并不是由两个偏旁，而是由三个偏旁构成。由此看来，C为“撤、
澈、徹、敒、微、傲、撇、徶、燉、敶”中的一个。
上面的字并不是常用字，并且可能在《华严经》中使用，也可能不在其中使用，因此有必要考察哪
个字是在《华严经》中使用的。在《华严经》中查找上面的字，结果仅有“徹”和“微”在《华严经》
中使用过。那么C便为“徹”和“微”的一个。首先列举出华严石经中的“徹”的字形，并与C进行比较，
如下所示：

观察上面一行的字，“徹”的字形在整体框架中大体上与C相似。再观察下面一行截取的与C相同范
围的“徹”的字形，能够发现与C存在一些差异。即“徹”中“攵”左侧的笔划的形态与C中“攵”左侧
剩下的笔划有所不同。那么C可能不是“徹”。下面利用同样的方法再将华严石经中的“微”的字形与C
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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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一行也同样展示了字形的整体框架，这一行的“微”与C-1的字形大体上一致。而下面一行将
“微”的字形中与C相同的部分单独分离出来进行比较，“微”中“攵”左侧剩下的笔划的形态既有与C
中“攵”左侧的笔划相似的，也有略微不同的。但事实上“微”的形态与“徹”相比更接近与C。虽然
现在还不能确定出C，但是“微”的可能性极大。
下面再来看一下D。D相比于其他字而言，缺失的部分更多，仅保留了整个字极少的部分，很难推断
出该字的原字形。因此将D与周边的其他字一起进行比较，推断出D的整体字形（D-1），如下所示：

从上面来看，D是位于整体字形（D-1）的右上角的残字。对于D的结构，上端有横划，其下方为竖
划、折划、横划相容的形态，最下面为右上向的短横划形态的残划。其中最上方的横划为原来整个横划
的右端，下面的“？？”为由横划构成的长方形偏旁的一部分。
仅通过上面的残字形很难判断出原来的字形。但是从D在残片上的位置来看，其为C的下一个字，并
且是《华严经》中出现的字。由此入手，查出《华严经》中C的下一个字有哪些，就可以断定D为其中的
一个。为此在假定C为“微”的前提下，查出《华严经》中“微”的下一个字，有“妙、智、塵、世、
細、小、風、密、動、形、音、色、吝、薄、隱、笑、畏、雨、流、利”。其中右上角的笔划由横划构
成的有“塵、世、音、吝、薄、雨、流”，其中横划下方具有“？？”形态笔划的字只有“塵”。比较
华严石经中的“塵”与“D-1”的形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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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地看一下上面的图片，就可以发现“D-1”的形态与“塵”十分相似。下面为了更加细致地观察，
将“塵”字形右上角的部分分离出来与D的字形进行比较。

可以很容易地发现D实际上与“塵”的右上角的部分几乎相同。由此可以推测出D正是“塵”。
上面我们对残片#10782上刻有的A、B、C、D四个残字进行了考察，可以推论这四个字为“塵、干、
微、塵”的可能性极大。从该残片上的残字的位置上来看，A和B以及C（或D）并不在同一列，而C、D位
于同一列的上下位置。虽然A、B、C位于不同列，但位置上却处于同一行。那么可以判断出A与B的字间
距和B与C的字间距应该相同。因此有必要确认一下这样的情况在华严石经中是否出现。
首先看一下《华严经》中是否存在“塵(A)、干(B)、微(C)”三个字的位置较近，并保持相同的字
间距，且“微(C)”和“塵(D)”连在一起的情况。《华严经》“十地品第二十二之四”中有这样的情况，
如下所示：
佛智慧勢力知世界生世界滅世界成世界壞知以何業因緣集故世界成何業因緣滅故世界壞是菩薩知地水火
風性小相中相無量相差別相知微塵細相知微塵差別相於一世界中所有微塵差別皆悉能知此一世界所有地
水火風若干微塵皆悉能知知寶物若干微塵衆生身若干微塵世界中萬物微 塵 差別分別衆生大身小身以若
干微塵成地獄身畜生身餓鬼身以若干 微塵成阿脩羅身天身以若干微塵成皆悉了知是菩薩入如是分別 微

塵智知欲色無色界壞知欲色無色界成知欲色無色界成壞知欲色無色界小相中相無量相知欲色無色界差
別相如是知三界是名菩薩教化衆生助智明分善分別衆生身善觀所應生處隨衆生生處隨衆生身而爲受身是
菩薩現身徧滿三千大千世界隨衆生身各各差別譬如日月於一切水皆現其像若二若三乃至無量

观察上面的内容，第一个字“塵”与第二个字“干”之间有27个字，第二个字“干”与第三个字
“微”之间也有27个字。但上面的《华严经》在华严石经上每一行的长度并不相同。华严石经作为一块
石板，很难确定其大小是否完全相同，但据现有资料来看，大体上还是一致的。并且上面刻的字大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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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保持着相似的位置与数量。因此将上面的内容按照推测出的华严石经上每行的长度进行编辑，如下所
示：

观察上面的内容，“塵、干、微”之间保持着相同的间距，位于不同行的相同位置，“微塵”也放
到了一起。现在的形态虽然是横向书写的，但如果将其换作像华严石经那样纵向书写的，那么上面的
“塵、干、微、塵”便与#10782完全一致。据此，可以确认上面的#10782刻有的字分别为“塵、干、微、
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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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辭例討論*

《清華伍・湯在啻門》

呂佩珊

**

1. 前言
戰國竹簡中，與人體醫學相關的材料日益增加，而楚系簡文雖少有專篇討論，但散見於各個楚系竹簡材料之
中，仍甚具研究價值。本文即以出現在《清華伍・湯.在啻門》的「 」為研究主題，討論出現在本篇的相關辭
例，包含「五味之氣」
、
「末氣」
、
「朁
」
、
「 昌」
、
「 交已備」
、
「
」
、
「
」
、
「 逆亂」
、
「 屈」
等，辨析辭例在簡文中的用法，並與傳世文獻比較，呈現《清華伍・湯.在啻門》與「 」相關辭例的使用情況。
「

」字則出現經常見於戰國楚系簡文，與「䊠」一樣都是替換聲旁的「氣」字異體；用法可對應「氣」

字，是楚系簡文的用字特色。本文主要討論《清華伍・湯在啻門》「

」字辭例，闡述了「

」如何在人體中

作用:
唯皮（彼）五味之
（氣）朁

(解)

昌 ，是

(其)為

(氣)

（氣）
，是哉以為人。亓（其）末
(癹/發)
(當)

（氣），是胃（謂）玉穜，【6】……亓（其）

(始)，是亓（其）為長（且）好才（哉）
。亓（其）

(壯)。

(徐)乃猷， （氣）逆

（氣） 交

(以)備，是亓（其）為力；

（氣）

(奮) 【8】

（氣） (戚)乃老，

（亂） （以）方（妨）
，
【9】是亓（其）為疾央， （氣）屈乃夂（終），

百志皆竆（窮）。【10】」(《清華伍・湯在啻門》)
①

整理者李守奎指出這一段話描述了「五味之氣與生命之關係尤為詳盡」
， 竹田健二指出本篇有關氣的思考即
②

是針對人的身體與精神，全然藉由氣來說明自發生至死亡的時間過程中出現的所有現象。 本文即以本篇簡文與
氣有關的辭例進行討論。
本文將《清華伍・湯在啻門》中的「
「末

」都歸入氣之名中討論，而如「朁

（氣）

(戚)」、「

（氣）

(徐)」、「

」字辭例分為氣之名、氣之狀態兩個部分來談，例如「五味之
(解)

(癹/發)

（氣）逆

(始)」
、
「

（亂）」、「

(奮)昌」
、
「 (終)交

」、

(以)備」
、
「

（氣）屈」等歸入氣之狀態討論。

2. 氣之名
2.1

五味之氣

本小節討論「五味之

(氣)」
、
「末

(氣)」
，這兩個辭例在本篇簡文都作名詞使用，是本篇簡文中出現的氣

之名稱。
1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五）
○
》(上海：中西書局，2015.4)，頁 141。
2 竹田健二：
○
〈戰國時代的氣概念—以出土文獻為中心〉，《東亞觀念史集刊》第十一期，2016 年，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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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之

(氣)」見於《清華伍・湯在啻門》：「唯皮(彼)五味之

(氣) ，是哉 (以)為人。【6】」整理者

讀作五味之氣，引《禮記·禮運》：「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 」漢·鄭玄注：「五味，酸、苦、辛、
鹹、甘也。」作為例證。③曹峰指出在文獻中有許多以「味」論「氣」的例子，如《國語‧周語》:「五味實氣，
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氣為五味，發為五色。」並指出：
「五味」的正確攝入，是人生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有了「五味」產生的「精氣」，才能維持生
命、孕育生命，人健康的好壞、壽命的短長，乃至政治的興廢，均由此出發。 ㉑
五味之氣是維持生命、孕育生命的根本，可見其重要性。 一般來說，五味常指甘、酸、苦、辣、鹹五種口腔味
覺感受，例如《荀子·勸學》：「 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 」即是。而在先秦文獻中，對五味有不
同的論述，有從飲食論五味，有從醫療論五味，有從政治論五味，可參見下方表格:
五味令人口爽(《老子》)
飲食論五味

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呂氏春秋·

論五味可以滿足口腹之慾

仲春紀》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周禮·天官》
從醫療論五味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認為五味可以養病療傷
(《周禮·天官》)
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禮記·曾子天圓》)

從政治論五味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晏子春
秋·外篇》)

認為調和五味有助於視察民
情，益於政事。

其中也有將五味與氣聯繫的說法，有氣生五味之說，如「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左傳·昭公元年》)，
也有味生氣之說，如《鶡冠子・泰錄》：「味者，氣之父母也。」，與上引《左傳》論述相反；亦有五味令氣充實
的說法，如「五味實氣，五色精心。」(《國語‧周語》)等。而本簡之「味」應較趨近於《鶡冠子・泰錄》：「味
者，氣之父母也。」④的味，是鼻所嗅之氣味，非口所嚐之滋味。而簡文提到五味之氣是以為人的說法，也可在
傳世文獻中發現類似論述，如《莊子·知北游》:「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即與簡文類似，
認為人乃聚氣而生。

2.1

末氣

「末」見於《清華伍・湯在啻門》：「亓(其)末

(氣) ，是胃（謂）玉穜【6】」整理者指出：

末，終。
《韓非子·說林上》
：
「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或可讀為「蔑」
，
《書·君奭》
：
「文王蔑德」。
孔穎達疏：「謂精微也。」 末氣，即精微之氣。

⑤

整理者提出兩種說法，一是讀作本字，一是讀為「蔑」
，本文認為前說可從，但可能應釋作末梢、末端之義。
《玉篇・木部》：「末，端也。」這類用法的末字常用以指物品的末端，例如《周禮・考工記》：「下柎之弓，末應
將興。為柎而發，必動於殺。弓而羽殺，末應將發。 」除了物品之外，也常用於指人體的末端，例如《逸周書
・武順解》：「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元首即頭部，稱頭為末。又如《左傳 ・昭
3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五）
○
》(上海：中西書局，2015.4)，頁 144。
4 李學勤指出《鶡冠子》成書在戰國晚期前半，非屬偽書。可以參見李學勤：
○
〈《鶡冠子》與兩種帛書〉
，
《道家文化研究》
（第 1 輯），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 333-343、李學勤:〈馬王堆帛書與《鶡冠子》〉，《江漢考古》（1983：2）。
5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五）
○
》頁 144，上海：中西書局，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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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年》：「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杜預注：「末，四支也。」四支即四肢，人體兩手兩足的總稱。四肢即軀體之
末端，故可稱末。也有直接稱為「四末」的例子，如《管子 ・內業》：「飽則疾動，飢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
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尹知章注:「四末，四肢。」同樣的用法也見於《黃帝內經・素問·繆刺論》：「夫邪客
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於四末。」⑥以上是傳世文獻中的用例，在出土文獻中也有
類似用法，見於《清華・程寤》
「祈于六末山川」，刑文指出「『六末』，指上下四方之末，漢儒所謂『上不及天，
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⑦
而本簡末氣出現在「唯皮(彼)五味之

(氣) ，是哉 (以)為人。」之後，可能用以指人體之氣匯聚在末端

後形成的氣，也就是「玉穜」，「玉穜」之「玉」顯示此物的精貴，同時也顯示「末氣」的重要。

3. 氣之狀態

3.1

朁(潛)

(解)

本小節討論「朁
(徐)」、「

(解)

（氣）逆

(癹/發)
(癹/發)

（亂）」、「

(始)
(始)」
、
「

(奮)昌」
、
「 (終)交

(以)備」
、
「 (戚)」
、
「 （氣）

（氣）屈」等辭例，其中前三項分別描述氣如何推動人體從初長至成長極

盛，後四項描述氣在人體老化至生命停止過程中所帶來的現象。
「朁
發)

癹

」見於《清華伍・湯在啻門》：「十月乃成，民乃時生。亓(其)

(氣)朁(潛)

(解)

(癹/

(始)，是其為長(且)好才(哉)【8】」這四個字是形容經歷「十月乃成，民乃時生」之後的氣，這時的氣正

是「長且好」的狀態。
關於「朁

癹

⑧

」的讀法，有多種說法。整理者讀做崇歜發治，疑指氣之充盈暢達。 王寧提出讀作潛發

絲，是氣深沉如帶之綿延深長，勃發如絲之綿綿不絕，是氣之生長不斷的意思；網友於王寧文章發表後提出評論，
認為可能讀作潛，訓作沉濁之義⑨，單育辰認為應讀為「潛解發始」，暗中散解發生開始的意思； ⑩李爽贊同潛解
發治的讀法，意思是氣深沉通達抒發不亂；11黃冠雲讀作「潛濁發始」
，氣在發端之際是從低迷沈落的狀態開展；
12

洪君妤認為應讀作崇解發始，崇解表示氣在人體內充盈流動順暢，發始表示氣在流盪。13為了便於釐清字義，以

下分別解釋各字的意義。
「朁」字目前未見於先秦古籍，陳曦指出是《清華簡（伍）》 中出現的新詞，14目前有讀作潛、崇、炎的說

6 張登本、孫理軍主編：
○
《全注全譯黃帝內經》(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3)，頁 329。
7 刑文：
○
〈清華簡《程寤》釋文所見祭禮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1.1.9。
8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五）
○
》(上海：中西書局，2015.4)，頁 145。本小節所引文章出處同此，則不另注。
9 在網友「Int」評論後，王寧回覆「也許本文中「𦆂」即「濁」
○
，
「治」相當於「清」
，
《詩·黍苗》
：
「泉流旣淸」
，毛傳：
「水治曰清」
，
「治」
殆「水治」之意，謂「清」也。「潛濁發治」當謂沈之而濁，發之而清。」原文及相關討論，請參見王寧：〈讀〈湯在啻門〉散札〉，復旦
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5.5.6，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513。本小節所引文章出處同此，則不另注。
10 單育辰：
○
《釋文訂補》，「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言稿，2015。

○ 關於
11

，李爽指出:「讀為「治」，與「亂」相對。」參見李爽：《清華簡「伊尹」五篇集釋》，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6.6，頁 131。

○ 黃冠雲：
〈〈湯在啻門〉論氣一段文字的前半部分〉
，2016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16。
本小節所引文章出處同此，則不另注。
○ 洪君妤：《戰國竹書伊尹文獻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7，頁 61。本小節所引文章出處同此，則不另注。
12

13

○ 陳曦：《《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動詞彙釋》，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6，頁 1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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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整理者讀作崇，洪君妤、陳曦從此說；15王寧、單育辰、黃冠雲讀作「潛」，分別指深沉、暗中、沈字同義詞
的意思，李爽從王說；網友「暮四郎」(黃傑)認讀作炎，與「榮」意義相近。本文認為應從讀作「潛」的說法，
字義應如《爾雅・釋言》：「潛，深也。 」、《說文・水部》：「潛，一曰藏也。 」、《廣雅・釋詁》：「潛，隱也。」
所解，在本簡中形容氣隱藏於深處。以潛藏來形容「氣」的論述，見於《管子・侈靡》
：
「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
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而中醫有所謂「陽殺陰藏」的說法，藏即是形容陰氣潛藏，
也與此處類似。
「

」有讀作歜、𦆂、解、榮、濁等五種說法。整理者提出兩種說法，一是讀作解，通達的意思；二是讀

作歜，盛氣奮發的意思。王寧讀作「𦆂」，絲帶之義。單育辰認同整理者讀作「解」，釋作散解。網友「暮四郎」
(黃傑)讀作「榮」
，盛、顯的意思。16黃冠雲讀作「濁」
，低沉的意思；李爽、洪君妤、陳曦皆贊同整理者讀作解，
釋作通達的說法，本文亦同。
關於「癹」字，整理者讀作「發」，學者從之，惟對於字義確指有不同意見。整理者釋作抒發，李爽從之；
王寧釋作勃發，單育辰釋作發生，陳曦從此說且延伸為「發生、生長」而無說解。黃冠雲釋作發端，與後文的「
(始)」為並列動詞。本文認為本簡之「發」應 與《清華捌・八氣》：「自冬至以算六旬發氣。自發氣之日二旬又
五日木氣竭【1】……苦為固，辛為發【4】」的「發」意義相近。〈八氣〉之「發」，形容氣之散發，陳姝羽引《楚
辭·大招》
「春氣奮發，萬物遽只。」王逸注：「發，泄也。」
、
《黃帝內經·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惡氣不發，
風雨不節。」王冰注：「發，散發也。為證，」17本文之發也釋作散發。
「

」字釋讀目前有四種說法。整理者讀作治，義與「亂」相對，李爽從此說；陳曦也贊成讀作「治」，釋

作有規矩、嚴整的意思。18王寧讀作絲，單育辰讀「始」，開始之義，洪君妤、黃冠雲從此說。本文認為應從單育
辰讀作「始」。在古籍中，有以「治」描述「氣」的例子，例如《韓非子·解老》:「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
則血氣治。」，《黃帝內經·素問》:「夫脈者，血之府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也有以「治」描述疾病的例
子，例如《左傳·宣公十五年》:「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血脈治也，而何怪！ 」，
而另外有形近「紿」字見於《上博·子羔》:「善與善相尋也，古(故)能紿(治)天下，坪(平)萬邦。【1】」這些
皆可做為讀治之說的例證。
然而，
「
此處「

」字雖未見於字書，但見於出土文獻，如《郭店·語叢一》:「又(有) 終又(有)

」字即讀作「始」」，本簡之「

(始)【49】」

」也同《郭店·語叢一》一樣讀作「始」，因本篇簡文即是說明氣在人

體成長至死亡過程中所帶來的現象。而「朁(潛)

(解)癹(發)

」是第一個階段，「

」釋作「始」恰能對應

文意。而本簡「發始」一詞，可以與《黃帝內經·素問》：「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
變，其致一也。」19參看，發相當於氣散之「散」，始即氣始之「始」。
綜上所述，「朁

癹(發)

(治)」讀作「潛解發始」；潛解是形容氣隱伏於深處而可通達四處，發始是形

容氣之散發初始，這樣的狀態適合新生生命體的成長，是本處簡文後文所指的「長且好」。

3.2
「

(奮)昌
(奮) 昌」見於《清華伍・湯在啻門》
：
「

(其)

(氣)

(奮)昌 ，是

○ 陳曦：《《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動詞彙釋》，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6，頁 90。
36
○
網友暮四郎(黃傑):〈清華伍〈湯在啻門〉初讀〉26 樓，簡帛網，簡帛論壇，2015.4.23，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48&extra=&page=3。
17 陳姝羽: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
○
》集釋，華東師範大學，2020.5，頁 460。
○ 陳曦：《《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動詞彙釋》，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6，頁 67
○ 張登本、孫理軍主編：《全注全譯黃帝內經》(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3)，頁 413。
15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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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接續在「

(其)

(氣)朁(潛)

(解)

(癹/發)

(始)」之後的階段。關於二字的解釋，整理者引《楚辭·

大招》：「春氣奮發，萬物遽只。」、《詩·常武》：「王奮厥武，如震如怒。」為證，釋「

(奮)」為振奮、奮發

之義；而「昌」為盛的意思。20網友「暮四郎」認為奮昌與上文所討論的「朁」意義相近。21陳曦從整理者的說法，
釋作振作、奮發。22
奮與昌在先秦文獻中，皆有與「氣」相關的用例。
「奮」字常用來形容氣之迅猛，例如整理者所引的《楚辭·
大招》：「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即是。除了形容「氣」，也可用來形容草木生長態勢的奮發，例如《管子·五
行》：「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民不疾，而榮華蕃。 」、《上博楚竹書五・三德》：「芔木須旹(時)而
句(後)奮。【1】」晚至漢代，也有相關用例，如《漢書·律曆志上》：「奮軋於乙。」奮軋是指草木萌生。
而「昌」亦是用於形容繁盛，例如《左傳·閔公元年》：「《屯》固、《比》入，吉孰大焉? 其必蕃昌。」、《黃
帝內經·素問》：、「陰氣內化，陽氣外榮，炎暑施化，物得以昌」，也有直接形容氣之昌盛，如《黃帝內經·素
問》
：
「涸流之紀，是謂反陽，藏令不舉，化氣迺昌，長氣宣布，蟄蟲不藏，土潤水泉減，草木條茂，榮秀滿盛。」

3.3

交

(以)備

「 交已備」見於《清華伍・湯在啻門》
：
「
从

(氣) 交

(以)備，是亓（其）為力。
【9】」整理者認為「 」

，終聲，疑讀為「融」，「融交」一詞是融會交合的意思；而引《晏子春秋·雜下》：「桓公義高諸侯，德備

百姓。」為例，把「備」釋作周遍之義；力，指有力氣； 23李爽從整理者之說，譯作「一個人的氣融會交合達到
周遍，這個人就會有力氣」。24王寧認為「備」當讀作「服」，順從之義，氣融交以服與《黃帝內經·素問》：「是
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 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中的「氣從以順」意思略同。
25

黃冠雲釋作氣在人身中聚交以完備。26洪君妤提出「備」有「滿」的意思，與後文的氣逆亂以防的「防」相對。

27

「 」字未有其他文例，諸家皆從整理者之說。從字形上來說，「 」字由氣、夂兩個部件構成，
作添加的無義形符，如後文「
28

(氣)

(徐)乃猷」的「

」
；又如《上博・周易》
：
「君子又(有)

可以視

(終)【12】」

的終字添加了心旁。 為添加形符，那麼「 」字字義由「夂」承擔。「夂」為「終」字古文，《說文・仌部》：

「冬，四時盡也。从仌、从夂。夂，古文終字。
華・耆夜》，也讀作「終」。

:古文冬，从日。」29多見於某字部件，單用少見而見於《清

30

從文義來說，《黃帝內經・素問》有「初之氣」、「終之氣」:

31

初之氣，地初之氣，地氣遷，氣迺大溫，草迺早榮……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4)，頁 145。
20

○ 暮四郎:〈清華伍〈湯在啻門〉初讀〉27 樓，簡帛網，簡帛論壇，2015.4.23，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48&extra=&page=3。
○ 陳曦：《《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動詞彙釋》，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6，頁 87-88。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4)，頁 145。而陳曦從整理者之說，釋「融」為融合，「交」為會
合，參見陳曦：《《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動詞彙釋》，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6，頁 84、101。
○ 李爽：《清華簡「伊尹」五篇集釋》，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6.6，頁 133。
21

22
23

24

○ 王寧：〈讀〈湯在啻門〉散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5.5.6，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513。
○ 黃冠雲：
〈〈湯在啻門〉論氣一段文字的前半部分〉
，2016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16。
25

26

○ 洪君妤：《戰國竹書伊尹文獻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7，頁 54。
27

○
○
30
○
31
○
28
29

季師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讀本》(臺北市：萬卷樓，2005.10)，頁 34。
季旭昇師：《《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12。)，頁 844-845。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0)，頁 152。
張登本、孫理軍主編：《全注全譯黃帝內經》(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3)，頁 42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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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氣，大涼反至，……
三之氣，天政布，……
四之氣，風濕交爭，風化為雨，迺長迺化迺成……
五之氣，陽復化，草迺長，迺化迺成，民迺舒。
終之氣，地氣正，濕令行……
這六氣終而復始，循環變化。而本簡論氣之變化，從「潛解發始」到「奮昌」，再到「 交以備」，這是發展
的巔峰，再接下來的簡文就開始說明老、疾殃的情況。綜合以上字形與文義的觀察，本簡的「 」可讀作「終」，
相對於「潛解發始」的「始」，字義近於《書經・旅獒》：「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的終。
「交」字，整理者釋「交」為交合義，本文從之。交合之交，強調不同之物的交合，如《易・屯》：「剛柔始
交而難生，動乎險中。」的剛柔之交、《楚辭・九章》：「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的萹薄雜菜之交、《黃
帝內經・素問・本病論》
：
「五氣交合，盈虛更作，余知之矣。」的五氣交合、
《黃帝內經・素問・四氣調神大論》:
「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的天氣與地氣之交32。
而「 交以備」的「備」字，本文認為讀作本字之說能使文意較為通順。從目前可見材料來看，備字常見於
33

34

35

戰國竹簡，有讀作本字 、「服」、「佩」 三種讀法。而廖名春指出《郭店簡》備字多讀作「服」 ，郭靜云指出
簡帛文獻常見以備為服的用例，而傳世文獻亦常見備、服二字交錯使用； 36在三種讀法中以讀作「服」的用例數
量最多37。因此，王寧讀作「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將服解為順從，比之《黃帝內經》的「氣從以順」
卻是不恰當的。氣從以順之順，是順逆之順；而服是順從是使折服、使降服，如《論語・為政》：「舉直錯諸枉，
則民服。」的服，兩者的意義是不同的。而用順從來形容氣是不恰當的，因此本文不採用讀作服的說法。
而以讀作本字來說，目前有周遍、完備、滿三種解釋，本文認為完備之說較佳。釋為完備，即如《詩・小雅
・楚茨》：「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 」、《儀禮・士冠禮》：「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
字。」中的備，在文句中都是完備之後展開某事的意思，
綜上所述，「 交以備」讀作「終交以備」，是人體成長的極盛階段，終能交合而完備，故能成其力。

3.4
「

(氣)

(戚)與

(氣) (戚)」與「

(氣)

(氣)

(徐)

(徐)」見於《清華伍・湯在啻門》：「

(氣) 乃老，

(氣)

乃猷【9】」

38

整理者將「 」隸定為「戚」，讀作「促」，義為急促，指氣不夠用。 華東師大工作室疑當讀為「蹙」，指出：
《詩經·大雅·召 旻》
：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辟」
「蹙」 對文，
「蹙」
意謂縮減。簡文「蹙」亦當解為精氣之衰減，而非呼吸之急促…… 簡文之「少」
「蹙」
，即相當於《素問》

32 張登本、孫理軍主編：
○
《全注全譯黃帝內經》(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3)，頁 7-8。
33 如《楚帛書甲乙丙本》:「山陵備
○
，四神乃乍（作）。【甲 5】」、《曾侯乙楚墓》:「𨍱（乘）車：備甲，紫𧿞之縢【137】」、《郭店・唐
虞》:「正亓（其）身，肰（然）后（後）正世，聖道備 （矣）。【3】」、《郭店・語叢三》:「勿（物）不 （備），不城（成） （仁）。
【39】」、《上博・凡物》:「先王之智 （奚）備？【乙 07】」
34 《包山楚墓》:「賽禱太備（佩）玉一環【213】
○
」、《望山楚墓》:「備（佩）玉一環。【1.54】」、《新蔡葛陵楚簡》:「歸備（佩）玉於二
天子【甲三 81、182-1】」張峰指出「楚簡「備」一般即「服」之用字，與「佩」確實可通。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文獻中「服玉」、「服帶」、
「服劍」的「服」多見，即「佩」義」，是則部分讀作「佩」的文例也有讀作「服」的可能。參見張峰：〈安大簡與《詩經》異文〉，武漢
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９.１０.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431。
35 廖名春，
○
《新出竹簡試論》(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1)，頁 263。
36 郭靜云：
○
〈據出土的先秦《緇衣》版本再考證《都人士》逸詩的原文〉，《東華人文學報》， 第 17 期， 2010.7 , 頁 1-20。
37 根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金文工作室先秦甲骨金文簡牘詞彙資料庫收錄的「備」字資料來看，在楚系簡文共有７６項相關文例，
○
其中讀作本字的用例共１７個，讀作「服」的用例共４４個，讀作「佩」的用例共１５個，可作為參考。
38 李學勤主編：
○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4)，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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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衰」，謂以次縮減也。 39
王寧從此說。40洪君妤指出本篇文章之氣應為人體之精氣，非呼吸之氣，以華東師大工作室之說較為合宜。
」字讀法，共有兩種說法。整理者讀為「徐」，氣緩之專字。41網友「墓四郎」(黃傑)讀為舒42，王寧也

關於「

讀為舒」，舒散、散失之意。43
「

(氣) (戚)」與「 (氣)

(徐)」在簡文中意義相對，本小節一起討論。首先，從文獻用例來看，
「 」

在楚簡中的單字用例不多，常見於《包山》、《望山》，讀作「戚」。44「戚」字見於《郭店・語叢一》：「豊(禮)妻
樂

戚【34】」、《郭店・尊德義》：「戚(造)父之馭馬【7】」，分別讀作本字、造。而蹙字目前未見於先秦出土文

獻。
再者，從字義來看，戚與促、蹙意義相近。《類篇・戉部》：「戚，迫也。」《孔子家語・曲禮》：「周以戚，吾
從殷。」三國・王肅・注:「戚，猶促也。」可知戚本身即有急促、迫切的意思，不用讀為「促」字。而《說文
・足部》：「蹙，迫也。」、《字彙・人部》：「促，蹙也。」顯示蹙、促也有類似的意思，是則戚、蹙與促三字為義
近之字。而「

」的兩種釋讀徐、舒二字，根據《釋名・釋州國》：「徐，舒也。」也是義近之字。可見學者釋

字雖有不同，大方向卻是一致的。
在討論「

」字時，華東師大工作室以「簡文「蹙」亦當解為精氣之衰減，而非呼吸之急促」反對解釋為

急促的說法，或許有待商榷。在古代醫學文獻中，以急促、徐緩並論是常見的，例如《黃帝內經・六微旨大論》：
「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特。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 」中病況的速與徐，而《黃帝內
經・六元正紀大論》：「帝曰：六位之氣盈虛何如。歧伯曰：太少異也，太者之至徐而常，少者暴而亡。」文中
的「太」
、
「少」是氣之「盈虛」的結果，而太過者即「徐」
，此處的「徐」用以形容六位之氣過於盈太後的結果。
又如《黃帝內經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從薄與厚來論氣，與前文提及的盈虛、
太少等都是從一體之兩端來論述，與急促、徐緩並論是相同的模式。是則從這個角度來看本簡的「
「

(氣)

3.5

(氣)

」、

(徐)」，讀作「戚」、「徐」是有可能的，分別用以形容精氣的過於急促以及過於徐緩。

(氣)逆亂

逆亂見於《清華伍・湯在啻門》：「

(氣)逆

(亂)

(以)方(妨)，是

(其)為疾央【9】」，二字為整理

45

者所釋， 學者從之。逆亂二字也常見於描述氣或疾病，用以描述氣的例如《黃帝內經・素問》：「陽氣盛於上，
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也。 」、「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
46
其時則死。」
、
「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等， 用以描述即病的例如《釋名・釋疾病》：

「厥逆，氣從下厥起，上行入心脅也。 」、《黃帝內經・素問》：「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等。楊仕哲指
47

出《黃帝內經》中有氣逆、氣亂，亦有逆氣、亂氣。 在本篇簡文中，逆是不從其理，違逆不順，亂是失其條理，
39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出土文獻研究工作室：〈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書後(三)〉
○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5.4.17，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11。
40 王寧：
○
〈讀〈湯在啻門〉散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5.5.6，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513。
41 李學勤主編：
○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4)，頁 145。
42 暮四郎:〈清華伍〈湯在啻門〉初讀〉20 樓，簡帛網，簡帛論壇，2015.4.23，
○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48&extra=&page=2。
43 洪君妤：
○
《戰國竹書伊尹文獻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7，頁 54。
44 滕壬生主編：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
○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頁 72.、73。
45 李學勤主編：
○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4)，頁 145。
46 張登本、孫理軍主編：
○
《全注全譯黃帝內經》(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3)，頁 245、162、218。
47 楊仕哲：
○
〈《黃帝內經‧素問》的氣內涵(一) : 氣字詞分布、種類、詞意檢索與氣化理論的解析〉(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
所，2016),頁 24、25、236、277、28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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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亂無序。

3.6
「

(氣)屈
(氣)屈」見於《清華伍・湯在啻門》：「

(氣)屈乃夂(終)，百志皆竆（窮）
【10】」，整理者釋作竭盡、

窮盡，引《孫子・作戰》
：
「攻城則力屈」為證。48網友「暮四郎」認為「屈」可讀作「蹶」
，指氣逆上，引《史記·
扁鵲倉公列傳》
：
「邪氣積蓄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又：
「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
《正義》：「蹶，氣逆上也。」。為證。49王寧、洪君妤、李爽從整理者之說。50
本文也從整理者之說。屈在《黃帝內經・素問》中也用以形容氣，如〈調經論〉：
「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
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寫，必切而出，大氣乃屈。 」、〈五常政大論〉：
「暑令迺薄，承化物生，生而不長，成實而稚，遇化已老，陽氣屈伏，蟄蟲早藏。」、〈氣交變大論〉：「心氣晚
治，上勝肺金，白氣迺屈，其穀不成。」等皆是。51氣屈是形容氣之竭盡，導致生命的終止。

4. 小結
本文討論了《清華伍 ・湯在啻門》中與「

」字相關的辭例，並分為氣之名、氣之狀態兩個部分來談，以

下總結為三點：
1.

本篇出現兩個以氣為名的辭例:「五味之

」
、「末

末端後形成的氣，也就是「玉穜」。「五味之

」。前者具有構成人體的功能，後者指人體之氣匯聚在

」、「末

」與簡文中湯對小臣提出「人何得以生？」的提問

有關。
2.

「朁(潛)

(解)

(癹/發)

(始)」、「

(奮)昌」、「 (終)交

(以)備」來描述氣在人體初長到極盛階

段的變化，推動人體成長、茁壯、有精力，回答了簡文中湯提出的「何多以長？」的提問。
「朁(潛)
(癹/發)

(始)」是形容氣隱伏通達且散發初始，這樣的狀態適合「長且好」；「

的奮發繁盛，是「當壯」階段；而「 (終)交

(解)

(奮)昌」是形容氣

(以)備」是人體成長的極盛階段，終能交合而完備，方能

成「力」。
3.

「

（氣） (戚)」、「

（氣）

(徐)」、「

（氣）逆

（亂）」、「

（氣）屈」四個辭例是描述氣在

人體老化至生命停止過程中的狀況，是小臣對於湯所提出「孰少而老？」、「胡猶是人，而一惡一好？」的
回應。「

（氣） (戚)」、「

（氣）

以及過於徐緩，造成了老與猷；而「
是形容氣之竭盡的「

(徐)」是一組意義相對的辭例，分別用以形容精氣的過於急促
（氣）逆

（亂）」是形容氣之不順紊亂，會來帶傷害疾病；最後

（氣）屈」，也導致了生命的終結。

48 李學勤主編：
○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4)，頁 146。
49 暮四郎:〈清華伍〈湯在啻門〉初讀〉20 樓，簡帛網，簡帛論壇，2015.4.23，
○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48&extra=&page=2。
50 王寧：
○
〈讀〈湯在啻門〉散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5.5.6，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513；
洪君妤：《戰國竹書伊尹文獻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7，頁 55；李爽：《清華簡「伊尹」五篇集釋》，吉林大
學，碩士論文，2016.6，頁 134。
51 張登本、孫理軍主編：
○
《全注全譯黃帝內經》(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3)，頁 326、38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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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黃冠雲：
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16。
《清華簡「伊尹」五篇集釋》，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6.6。
[20] 李爽：
[20] 關於 ，李爽指出:「讀為「治」
，與「亂」相對。
」餐見李爽：
《清華簡「伊尹」五篇集釋》，吉林大
學，碩士論文，2016.6。
[21] 竹田健二：
〈戰國時代的氣概念-以出土文獻為中心〉，
《東亞觀念集刊》
， 第 11 期 (2016.12), 23-59。
[22] 張瀚墨：
〈
〈湯在啻門〉、十月懷胎與早期中國術數世界觀〉
，
《饒宗頤國學院院刊

》， 4 期 (2017.05),

頁 173-212。
[23] 洪君妤：
《戰國竹書伊尹文獻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7。
[24] 陳曦：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動詞彙釋》，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6。
[24]陳曦釋作「發生、生長」
，餐見陳曦：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動詞彙釋》
，遼寧師範大學，碩士
論文，2019.6。
[25] 張峰：
〈安大簡與《詩經》異文〉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9.10.9，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431。
[26] 陳姝羽: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
》集釋，華東師範大學，2020.5。
[27] 滕壬生主編：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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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寫本文獻整理出版
的困難與重要性
以《群書治要》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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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寫本文獻整理出版的困難與重要性——以《群書治要》為例

潘銘基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摘要：唐代或以前文獻傳播之方法，乃以鈔寫為主。在雕版印刷技術廣泛應用以
前，無論是傳鈔在金石、布帛、寫卷，鈔寫成為文獻流傳之主要狀態。唐前典籍
有不同的本子，刻本始自宋代，宋前皆為寫本。舉例而言，《史記》最初刊刻於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而今存世《史記》，與北宋本有關聯的為《史記集解》
十行本與十四行本。考之《史記》成書於漢武帝年間，距北宋已有一千年。然則，
《史記》自成書以後直至北宋，一直只能以鈔寫的形式流傳下來。不單《史記》
如此，所有唐前典籍皆然。
《群書治要》乃初唐魏徵等所編，其用意乃在唐前典籍之中，選輯與治國大
道相關者，匯成一書,以作統治者治國之參考。據日人尾崎康〈群書治要解題〉所
言，《群書治要》保留不少古文獻之唐前鈔本，有重要之文獻價值。其時房玄齡
等修撰之《晉書》尚未成，魏徵等所見者當為十八家晉書；《漢書》注亦皆顏師
古以前之舊注；子書皆兩晉或以前作品。《群書治要》摘錄諸書最為珍貴之部，
採用六朝後期寫本（即公元七世紀以前）入文，吉光片羽，彌足珍貴。今所見《群
書治要》有四個重要之本子，分別是平安時代九条家本、鎌倉時代金澤文庫本、
元和二年駿河版，以及天明七年尾張家本。此中前二者為鈔本。古代典籍在抄寫
年代，手寫異體字頗多，亦易有錯別字。相較而言，平安時代九条家本、鎌倉時
代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即有此問題。在整理《群書治要》之時，以元和二年
銅活字印本駿河版為底本，大約能釋去手寫異文之問題，亦可在校勘之時盡量減
少因手寫異文而出校之情況。誠然，駿河版亦有其自身之誤文，然較諸時代最古
之足本——金澤文庫本，駿河版實為底本之首選。
本篇之撰，以《群書治要》為中心，利用不同本子之比較，以見時代較早的
鈔本的優點及其局限。最後，借此帶出在文獻整理之時，選擇正確底本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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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寫本⽂獻整理出版的困難與重要性
——以《群書治要》為例
潘銘基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寫本⽂獻概說
文獻載體眾多，在紙張尚未出現之時，文獻已經利用不同方式流傳。錢存訓
云：「中國古代用以書寫和記錄的材料種類很多，包括動物、礦物和植物。有的
是自然產品，有的是人工產品；有些是堅硬耐久的，有些是柔軟易損的。刻在甲
骨、金屬、玉石等堅硬物質上面的文字，通常稱為『銘文』；而文字記載於竹、
木、帛、紙等易損的材料，便通常稱為『書籍』。竹、木雖然質地堅硬，但不及
1
金石能永久保存。」 可見載體各有特色，種類繁多，紙張乃屬後起之秀。程千
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版本編》云：「古書可大分為雕印本和非雕印本兩類。
非雕印本又可分為寫本和印本兩種。寫本包括稿本與鈔本，印本包括各種活字本
與影印本。」2 二人所言簡而要，大抵寫本文獻即為該文獻之稿本或鈔本。在雕
印本出現以前，鈔寫乃是典籍流傳之唯一途徑。簡帛皆是寫本文獻的最初形式。
現存最早而又甚具價值的紙鈔本文獻，乃是晉代人寫本《三國志．吳志》殘卷，
於 1924 年在新疆鄯善出土。晉代以後，古書是紙鈔本的天下，今所見敦煌卷子
亦以紙鈔本為主。
寫本文獻如加細分，蓋有寫本、稿本、鈔本、舊鈔本等數種。其中寫本為書
寫時以手寫形式流傳的本子，稿本為作者的原稿，鈔本為根據底本傳錄而製成的
副本，而舊鈔本指時代不詳的早期鈔本。3 相較刻本和寫本而言，刻本的字體比
較規整，筆劃的鋒芒棱角比較明顯，但版面常有模糊殘缺之處，甚至會有斷裂痕
蹟，此因木版多次刷印受潮腐爛等相關。刻本卷末空白置常有大塊墨蹟，乃刻工
因省事而沒有將空白位置刮去所致。另一方面，寫本文獻乃人工鈔寫，字蹟生動
流麗，帶著許多人性化的特色。刻本與寫本各有優劣，難分軒輊，故自宋代雕印
本盛行以後，寫本仍然為學者所珍視。

1
2
3

錢存訓：
《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紀錄》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頁 136-137。
程千帆、徐有富：
《校讎廣義．版本編》
（濟南：齊魯書社，1998 年第 2 版）
，頁 405。
參自曹之：
《中國古籍版本學》
（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年）
，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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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鈔本因其文獻價值甚高，不單為校勘家所利用，更為藏書家所收藏。例言
之，顏師古乃唐代經學與史學大家，其《漢書注》有班固功臣之雅號，至其經學
成就，前人論述較少。唐代乃經學統一之年代，其首要者為經文之統一。《貞觀
政要》云：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於祕
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
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蜂起。而師古輒引晉、宋
已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太宗稱
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
4
者習焉。
此可見唐太宗於貞觀四年（630）下詔顏師古考定《五經》之文。文字既正以後，
至貞觀七年（633）十一月，頒師古新定之《五經》，即《五經定本》。5 顏師古
乃唐初人，時無雕刻之本，故上文所言「考定《五經》」、「輒引晉、宋已來古
本」，亦皆寫本文獻無疑，則師古之善用鈔本校勘可知。南宋目錄學家陳振孫撰
有《直齋書錄解題》，其中反映了當時鈔本與刻印本交雜的情況，周密《齊東野
語》云：「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
6
吴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 此
所言「傳錄」云云，意指陳振孫藏有大量鈔本。鈔本之重要性，僅次於宋刻本。
胡應麟云：「凡本，刻者十不當鈔一，鈔者十不當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較，則又
以精粗、久近、紙之美惡、用之緩急為差。」7 又如黃丕烈云：「大凡書籍，安
得盡有宋刻而讀之，無宋刻則舊鈔貴矣；舊鈔而出自名家所藏，則尤貴矣。」8 二
人皆重視鈔本，以為其重要性僅次宋本而已。然而，鈔本眾多，其價值也受到不
同條件影響，施廷鏞《中文古籍版本概要》云：
抄本之可貴，不在它是抄本，而在它不同於常本。大舉抄本之可貴者，
須具有幾項要素：1. 名人手抄，確認是某人真蹟；2. 其非名人手抄，
但經名人校正，而校正之字，勝於刻本；3. 字句與刻本不同，其不同處，
較刻本為佳；4. 通行本之字句，有為抄本所缺者，而所缺之字句，反足
4

吳兢：
《貞觀政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卷七，頁 220。案：
《舊唐書·顏師古傳》所言復與
《貞觀政要》相似，其云：
「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
，師古多所釐
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
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
學者習焉。」
（劉昫等撰：
《舊唐書》
，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七三，頁 2594。）所載與《貞觀政要》
相似，皆指出顏師古嘗參與《五經》文字之校定。
5
劉昫等：
《舊唐書》
（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卷三，頁 43。
6

周密：
《齊東野語》
（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卷十二，頁 217。
胡應麟：
《經籍會通》
，載《少室山房筆叢》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年）
，卷四，頁 43。
8
黃丕烈著；潘祖蔭輯；周少川點校：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年）
，
卷五，頁 207-20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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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證明刻本中文字，有非撰者原文；5. 刊本久佚，存者僅此抄本，則此
抄本之價值，實與孤本或稿本無異；6. 有名人手跋，或收藏印記。9
此處提出了六項條件，以此確定鈔本是否可貴，大率有理可從。紙書不易保存，
能夠倖存至今之寫本文獻多為出土文物，前文提及的東晉寫本《三國志》殘卷，
張元濟便即詳論其文獻價值：「友人有得新疆鄯善出土古寫本《國志》者，起《吳
書．虞翻傳》『權於是大怒』句『怒』字，訖〈張溫傳〉『臣自入遠境』句『境』
字。凡八十行，中有蠹損，存字一千九十許。用校此本，頗有異同。」10 又云：
「右之異同，寫本略有舛誤，然大都勝於宋本。其『大搆於丕』一句，友人謂足
以糾正宋本之非。按張溫使蜀，為吳黃武三年。是時魏以兵力迫吳，曹休、曹仁、
曹真等先後進擊。權以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不得不屈意求和。然外
託事魏而非誠服也，故與蜀釋嫌修好。先以鄭泉往聘，逮蜀以鄧芝來報，邦交漸
復。吳是時實有聯蜀圖魏之意，故於後來黃龍元年與蜀所立盟辭，痛斥操、丕，
且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之語。若如宋本原文，便欲『大
搆於蜀』，則與前後事實均不相應。且果欲搆蜀，權何必以『恐諸葛孔明不知吾
所以與曹氏通意』之語語溫？溫到蜀後，又何敢為稱美蜀政之辭？是可知宋本『蜀』
11
字實訛，而寫本『丕』字為正。誠可謂一字千金矣。」 據張元濟考證，古寫本
《三國志》雖然只存八十行，合共一千零九十餘字，但卻與宋本有四十三處異同，
其中上舉宋本「蜀」字當據改作「丕」，更是一字千金之顯例。
寫本文獻因其罕見，每多價值連城，可是不少在寫本時代的材料，其文字還
沒有定型，書手寫作的隨意性很大，有些例如敦煌史部文獻更有大量民間書手所
寫，其文化水平不一，難以一概衡量，因而俗字、別字、錯字等時有出現，為整
理者帶來不少難度。本篇之撰，先述寫本文獻之重要性，然後述說古籍整理時底
本選擇極其關鍵，復以《群書治要》為中心，利用不同本子之比較，以見時代較
早的鈔本的優點及其局限。最後，借此帶出在文獻整理之時，選擇正確底本的重
要性。

⼆、選擇合適底本的重要性
古書自成書以後，流傳至今，版本眾多。如所整理乃先秦古籍，則其歷經不
同時代的校勘與整理，固其然也。古籍整理，其目的在使所董理的典籍成為可用
之書，方便讀者閱讀。理論上，在面對眾多版本可供選擇之時，整理者必擇乎善
本以作底本。關於善本，宋代以前雖有「善本」之概念，惟「善本」一詞乃首現
9

施廷鏞：
《中文古籍版本概要》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
，頁 98。
張元濟：《校史隨筆》，載張人鳳編：《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頁 54。
11
張元濟：
《校史隨筆》
，載張人鳳編：
《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
，頁 5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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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宋代。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唐田弘正家廟碑》云：「自天聖以來，古學漸盛，
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為善本。」12
歐陽修提出了「善本」的概念，自是以後，學者多有討論「善本」的定義。張之
洞《輶軒語．語學第二》「讀書宜求善本」條云：「善本非紙白、版新之謂，謂
其為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付刊、不訛不闕之本也。此有一簡易之法，初
學購書，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記，而密行細字、寫刻精工者即
佳。善本之義有三：一、足本（無闕卷，未刪削）；二、精本（一、精校，一、
精注）；三、舊本（一、舊刻，一、舊鈔）。」13 張之洞所言簡潔明白，善本與
否，先看序跋，便知是否清代校刻，而有名家校勘，附於卷尾，或寫或刻，皆見
細膩，便是善本。而且，善本的定義有三種，一是無闕卷且未有刪削的足本，二
是有名家精校精注的精本，三是昔日舊刻舊鈔的舊本。足本、精本、舊本，乃是
善本的三大內涵。
中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編寫《全國善本書總目》時，制定「全國古籍善本書
總目收錄標準和範圍」，訂出了「善本古籍」的定義，一般稱為「三性九條」。
「三性」是指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九條」是：
1.
2.
3.
4.
5.
6.
7.
8.
9.

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寫的圖書（包括殘本和零頁）。
明代刻印、抄寫的圖書（包括具有特殊價值的殘本和零頁），但版印模糊、
流傳尚多者不收。
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傳較少的印本、抄本。
太平天國及歷代農民革命政權所印行的圖書。
辛亥革命前，在學術研究上有獨到見解或有學派特點或集眾說較有系統的稿
本以及流傳很少的刻本、抄本。
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時期、某一領域或某一事件資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傳
很少的刻本、抄本。
辛亥革命前的名人學者批校、題跋或過錄前人批校而有參考價值的印本、抄
本。
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國古代印刷技術發展、代表一定時期技術水平的各種活字
印本、套印本或有較精版畫的刻本。
明代印譜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譜、各家篆刻印譜的鈐印本，有特色或有親筆
題記的收，一般不收。

據此可見不同時代的鈔本每多納入善本之列。

12

歐陽修：
《集古錄跋尾》卷八，載李逸安點校：
《歐陽修全集》
（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卷
一四一，頁 2270。
13
張之洞撰；司馬朝軍注：
《輶軒語詳注》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頁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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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籍數量繁多，傳承著許多重要的思想文化，整理和出版古籍，便成為
弘揚傳統文化的重要環節。理論上，舊本能夠留存某書古貌，在整理古籍時必不
可少。然而，「必不可少」並不代表要以該本作為文獻整理時的底本，李致忠云：
「一般來說我們不要選擇宋版書做工作底本，選擇宋版書以後的本子，材料會更
豐富一些。」14 李氏以為選擇底本不必求古，宋後版本所提供的材料更為豐富，
後出轉精，李說是也。王叔岷云：「欲斠一書，須先選擇底本以為依據。底本當
選較古而完整且少譌誤者，即古、全、善三者兼備。」15 至於校本，王叔岷題為
「廣求輔本」，其云：「輔本包括早、晚、全、殘諸本。」16 可見王叔岷以為選
擇底本當在古本、足本、善本等三者之中取得平衡，而校本則當盡量蒐集，務求
包括時代或早或晚之版本，以及足本與殘本。又，程毅中云：
校勘用甚麼作底本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整理古書，原則上應該用最好的
或比較好的版本作底本，再用別的版本作校本，就可以不必把別本的許
多錯字也都寫入校記了。但是對校作為校勘的準備工作，卻不一定如此。
因為兩個版本到底哪一個好，很可能要經過對校以後才能判斷。而且許
多善本書已經成了珍貴的文物，不容許在書上作記錄，所以校書者往往
用容易得到的版本作底本，而用罕見的古本來對校。17
程氏於此提出了選擇底本時要注意的關鍵。底本要好好選擇，否則選錯底本，在
校勘時定必校記過多，徒勞無功。此外，某書善本往往乃珍貴文物，不易獲得，
更枉論在其上作校改紀錄。因此，程氏以為「校書者往往用容易得到的版本作底
本，而用罕見的古本來對校」，實乃真知灼見，一語中的。
清人王念孫在校勘典籍之時，亦慎選底本。《讀書雜志．讀淮南子雜志跋》
云：「余未得見宋本，所見諸本中，唯《道藏》本為優，明劉績本次之，其餘各
本皆出二本之下。茲以《藏》本為主，參以群書所引，凡所訂正共九百餘條。」
18
此可見王氏之底本意識，卓然有見！及至《史記》，王念孫《讀史記雜志》以
明嘉靖王延喆本為底本，19 盧文弨《群書拾補》謂「震澤王氏本更多舛訛，不可
勝摘矣」，20 以為王念孫據此為底本乃失擇矣。準此，整理古籍，選擇底本不可
不慎矣。
14

李致忠：
〈古籍版本的識別和底本的選擇〉
，載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
《古籍
整理出版十講》
（長沙：嶽麓書社，2002 年）
，頁 77。
15
王叔岷：
《斠讎學》
（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頁 105。
16
王叔岷：
《斠讎學》
，頁 113。
17
程毅中：
〈古籍的標點與校勘〉
，載《古籍整理出版十講》
，頁 183。
18
王念孫：
《讀書雜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淮南內篇弟廿二，頁 2468。
19
王念孫云：
「宋本有單刻《集解》本，有兼刻《索隱》本，明季毛氏有單刻《索隱》本，而《正
義》則唯附見於震澤王氏本，其單行者不可得矣。」
（王念孫：
〈讀史記雜志序〉
，載《讀書雜志》
，
頁 177。）在《史記雜志》裡，王念孫有兼考《史記正義》之文，是其所據為震澤王氏本《史記》
明矣。
20
盧文弨：
《群書拾補》
（北京直隸書局影印抱經堂本，1923 年）
，史記惠景閒侯者年表，頁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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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略述《群書治要》的重要版本
《群書治要》乃初唐魏徵等所編，其用意乃在唐前典籍之中，選輯與治國大
道相關者，匯成一書,以作統治者治國之參考。據日人尾崎康〈群書治要解題〉
所言，《群書治要》保留不少古文獻之唐前鈔本，有重要之文獻價值。其時房玄
齡等修撰之《晉書》尚未成，魏徵等所見者當為十八家晉書；《漢書》注亦皆顏
師古以前之舊注；子書皆兩晉或以前作品。《群書治要》摘錄諸書最為珍貴之部，
採用六朝後期寫本（即公元七世紀以前）入文，吉光片羽，彌足珍貴。21
今所見《群書治要》有四個重要之本子，分別是平安時代九条家本、鎌倉時
代金澤文庫本、元和二年駿河版，以及天明七年尾張家本。此中九条家本、金澤
文庫本為鈔本，駿河版乃印本，尾張家本乃刻本。今且述各本概況如下：
1. 平安時代九条家本

九条家本《群書治要》僅存十三卷，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九条家本《群
書治要》各卷以紫、藍、茶等深淺不同之各色染色紙，以及一種在紙張剛漉成之
際，加入有顏色之纖維以呈現如雲朵般紋樣之花紋紙連接而成。抄者在紙上施以
金泥界欄，筆致優雅而端正，為和樣化書風，日本學界以之為書跡珍寶，並斷定
為平安時代中期（十一世紀）抄本。22 九条家本《群書治要》現存十三卷，各卷
之存佚狀況見是澤恭三〈群書治要について〉一文，23 轉錄如下：

卷次

切斷欠佚枚數

現存枚數

廿二*

卷尾欠

三十一

廿六*

三十一

21

尾崎康：
〈群書治要解題〉
，載《群書治要》
，第 7 冊，頁 473：
「これらの群書は、經史はほぼ
後漢以前の著作であるが、晉書が當時未撰の通行の唐修晉書のはずはなくて、六朝時代に十八
家が撰したといわれるものの一であり、同じく、漢書注が顏師古以前のものであり、また子書
には魏吳晉代のものまでを含む。初唐に編纂が行われたのであるから、依據した本はそれ以前、
おそらくは六朝後期の寫本で、本文に今本と異同があることは當然であろう。十一世紀以降の
宋刊本に先行する經史子の寫本はほとんど傳存しないから、七世紀以前の寫本、それも勅命を
奉じて祕府の藏書を用いたこの五十卷の本文は、各書とも抄出であってもすこぶる貴重であ
る。」
22
嚴紹璗《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云：「著者多年訪查，在日本特藏唐寫本中，得三十二種可
以確認為平安時代傳入日本的唐人寫本。」（頁 27）然而當中並無九条家本《群書治要》，嚴氏
未免失檢矣。
23
是澤恭三：〈群書治要について〉，《Museum：東京國立博物館美術誌》第 110 號〔1960 年
5 月〕，頁 16。此表尾崎康〈群書治要とその現存本〉頁 134 轉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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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一*

第一紙欠

廿三

卅三*
卅五*

廿六
第二、三紙欠

十五

第十二至廿紙迄九紙欠
第廿六、廿七紙（献上）
卅六*

第二十紙以下欠

二十

卅七*

第五、九紙（献上）

十九

第十四至十七紙迄四紙欠
第廿四、廿五、廿六紙
第廿七紙之內十行
四二

第一紙欠、第十一紙（献上）

二十三

四三

第十四紙（献上）

十七

四五

第十二紙（献上）

二十六

四七

第廿八紙（献上）

二十八

四八

第三紙（献上）

二十六

四九

二十七

說明：各卷篇號後之「＊」號為筆者所加，代表該卷已修復完畢，並由東京國立
博物館掃瞄存放於「e-Museum」網站，可供研究者參考。
《群書治要》全書原五十卷，引書六十五種，九条家本僅餘十三卷，其中只
有七卷完成修復，當中又有部份卷次並非完帙。此七卷所引典籍，包括卷二十二
為《後漢書》之列傳，卷二十六為《三國志．魏志》，卷三十一為《六韜》、《陰
謀》、《鬻子》，卷三十三為《晏子》、《司馬法》、《孫子兵法》，卷三十五
為《文子》、《曾子》，卷三十六為《吳子》、《商君子》、《尸子》，卷三十
七為《孟子》、《慎子》、《尹文子》、《莊子》、《尉繚子》。九条家本乃殘
本，不可能為整理本書時的底本。然其筆致優雅而端正，鈔寫清晰，可作該七卷
的主要參校本。
2. 鎌倉時代金澤文庫本

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書寫於日本鎌倉時代（1192–1333），約當中國宋
元之間。金澤文庫由北條實時（1224-1276）所創，其人乃鎌倉幕府第二代執權
北條義時（1163-1224）之孫。在文永之役翌年，即建治元年（1275），北條實
時從幕府政務引退，居住在六浦荘金澤（現橫濱市金澤區），建稱名寺。北條實
時愛好學問，善收藏、書寫、校刊，在稱名寺內建一文庫收藏所收集書籍，後稱
「金澤文庫」。收集藏書，使許多珍貴典籍得以傳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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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共四十七卷，所缺者唯卷四（春秋左氏傳上）、卷
十三（漢書一）、卷二十（漢書三）等三卷而已。因《治要》各本俱缺此三卷，
則金澤文庫本已屬今傳本之完帙矣。林羅山（1583-1657）輯補此三卷，其中卷
四、卷十三今存，在關西大學圖書館所藏泊園文庫《群書治要》尾張藩鈔本之中。
此中，卷十三援引《漢書．高帝紀》、〈高后紀〉、〈文帝紀〉、〈景帝紀〉、
〈武帝紀〉、〈昭帝紀〉、〈宣帝紀〉、〈元帝紀〉、〈成帝紀〉、〈哀帝紀〉、
〈平帝紀〉、〈功臣表序〉、〈古今人表序〉、〈律歷志〉。24 林氏輯載《漢書》
之「紀」，蓋亦有識；及於「表」，尚亦有理；至於〈律歷志〉，則不似《群書
治要》此卷所當援引矣。今人蕭祥劍亦嘗據《漢書》補錄《群書治要》卷十三之
文，與林羅山所輯有異。蕭氏所輯，包括《漢書．高帝紀》、〈文帝紀〉、〈景
帝紀〉、〈武帝紀〉、〈昭帝紀〉、〈宣帝紀〉、〈元帝紀〉、〈成帝紀〉、〈百
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律曆志〉。25
據尾崎康〈《群書治要》解題〉，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有以下特色。金
澤文庫本《群書治要》屬卷子本，今存四十七軸，每軸有江戶時代所補之藍色表
紙（高 29 厘米）。每軸皆有題簽「群書治要（卷第）」。卷一第一紙十九行，
卷長 46.8 厘米；第二紙二十行，卷長 49.3 厘米；第三紙十行，卷長 24.6 厘半。
寫卷有烏絲欄，界高 21.1 厘米，界幅 2.4-2.5 厘半，每行 14-17 字，或 15-16
字，注釋以小字雙行書寫。第一軸包括了魏微〈《群書治要》序〉、全書目錄，
以及卷一《周易》。目錄所載卷四二為《新序》、《說苑》，卷四三為《鹽鐵論》、
《桓子新論》，卷四四為《潛夫論》。然而，考諸內文，卷四二為《鹽鐵論》、
《新序》，卷四三為《說苑》，卷四四為《桓子新論》、《潛夫論》，顯然與目
錄所載有異。目錄之誤，及後在駿河版、尾張本裡皆予以改正。每卷之首，第一
紙首行均載有「群書治要卷第幾」字樣，接之以「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
然後，另行書寫該卷所載典籍之名稱。各卷首尾均有「金澤文庫」墨印。
金澤文庫本與九条家本《群書治要》關係密切。尾崎康以卷二二爲例，以爲
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與九条家本之訓點幾乎一致，而且金澤文庫本之校勘結
果亦與九条家本極爲接近。因此，尾崎康推斷二本屬同一系統，關係密切。26 除
卷二二外，其他各卷亦可見九条家本與金澤文庫本關係密切。如卷三一引《鬻子》
原句當作「是以禹朝廷間可以羅雀者」，九条家本卷三一第二四紙分作三行，第
一行爲前文及「是以禹朝廷間可以」，第二行爲「羅省」，第三行「者」字連後
24

可參尾崎康：〈群書治要とその現存本〉，載《斯道文庫論集》第 25 號（1990 年），頁 184。

25

魏徵、褚亮、虞世南、蕭德言撰：《群書治要》（北京：團結出版社，2016 年），頁 319-339。
又，此本之「出版說明」云：「原缺三卷，由釋淨空老教授依現行《左傳》經文補錄卷四《春秋
左氏傳》（上），蕭祥劍依現行《漢書》補錄卷十三《漢書》（一）、卷二十《漢書》（八），
以補缺憾。」（頁 4）其實，林羅山早有重輯本，雖未可謂必得《群書治要》原貌之真，然而必
可作參考，而不至於重新創造。
26
尾崎康：
《群書治要とその現存本》
，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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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澤文庫本卷三一第二九紙便分列於 480、481、482 三行。如此分行，正可
見九条家本與金澤文庫本屬同一系統，抄寫者在書寫金澤文庫本時，必曾參考九
条家本或與此本系統相同之本子方始下文。
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較諸九条家本而言，時代雖然較後，約在宋元之際，
然其既為全帙，即號之為善本矣。然而，金澤文庫本之誤文俯拾皆是，實非《治
要》之善本。九条家本《群書治要》雖為殘本，惟就今所見卷廿二而言，其較諸
金澤文庫本為善者所在多有。下以金澤文庫本衍文為例復加說明：
例 1：「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229/86）共十六字乃重覆上文
而衍，九条家本無之（4/19–20），是也。金澤文庫本卷廿二校點者於此十六字
用「 」符號表示衍文。27
例 2：「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耶詿誤人主」（231/100–101）共十四字乃重覆上
文而衍，九条家本無之（5/14），是也。校點者於此十四字以「 」符號表示衍
文。
例 3：「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262/346）共十六字乃重覆上文
而衍，九条家本無之（17/16–17），是也。校點者於此十六字以「。」符號標
記在字之左側，以為衍文。
例 4：「煞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263/353）共十六字乃重覆上文
而衍，九条家本無之（18/2），是也。校點者於此十六字以「。」符號標記在字
之左側，以為衍文。
例 5：「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266/381）共十六字乃重覆上文
而衍，九条家本無之（19/12），是也。校點者於此十六字以「。」符號標記在
字之左側，以為衍文。
例 6：「朗心傷其冤誠以建等物色獨忠平而二」（272/428）共十六字乃重覆上文
而衍，九条家本無之（22/2），是也。校點者於此十六字以「。」符號標記在字
之左側，以為衍文。

27

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嘗經學者加點和校勘，各卷卷末多附有識語（卷末奧書），此等奧書
乃由清原教隆、北條實時（1224–1276）、北條貞顯（1278–1333）於建長五年（1253）至延慶
元年（1308）之間加上。細究此等奧書，可知各卷抄寫、訓點、校勘之具體時間，以至此書在鎌
倉時代之流傳。上文所舉金澤文庫本衍文數例，見諸卷二二，此卷卷末有北條實時識語，而此卷
之訓點則由日野家藤原俊國從仙洞御本移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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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等金澤文庫本之衍文情況而論，九条家本均不衍，可見九条家本更有勝
處。
3. 元和二年駿河刊銅活字本

九条家本、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皆為抄本系統，文字上多有手寫異體字。
就閱讀層面而言，肯定不及文字清晰，刊印精良之駿河版《治要》。日本慶長十
二年（1602），德川家康普請諸大名修築駿府城，並遷居於此。德川家康以林羅
山（字子信，法號道春）為監督，鑄銅活字，並欲刊印典籍。元和二年（1616）
開印《群書治要》。《群書治要》只四十七卷，卷帙繁浩，乃駿河版最大之工程。
以神宮文庫藏本駿河版《群書治要》為例：封面為淡棕色，高 27.7 厘米，寬 17.3，
題簽「《群書治要》幾（卷次）」。卷一有魏徵〈《群書治要》序〉，目錄。半
框，高 20.3 厘米，寬 15.33 厘米，有界八行，每行十七字，注釋以小字雙行刊
印。版心有「群書治要」及卷次、頁數。上下黑口，花魚尾。
至於駿河版《治要》之底本，島田翰、嚴紹璗等嘗加申論。島田翰云：「予
以元和活字刊本對校祕府卷子本，稍有異同。」又云：「乃知卷子本不但有異同，
28
又可以知舊本之卷第矣。」 此所言「祕府卷子本」、「卷子本」，實即前文所
言鎌倉時代金澤文庫本，可見島田翰亦嘗對勘二本，以為有別。此所言「別」，
一為文字上之差異，二為編次上之異同。觀乎前引金澤文庫本卷四十二至卷四十
四在目錄上與內文編排之差異，知其與駿河版有所不同。島田翰指出「活字本之
根於此書亦可知也」，29 活字本即駿河版銅活字本，此見駿河版實出於金澤文庫
本也。嚴紹璗云：「『駿河版』刊印的《群書治要》，是以鐮倉僧人謄寫的金澤
文庫本為原本的。」30 同樣明確指出金澤文庫本乃駿河版之依據。
駿河版本自金澤文庫本，亦有文字異同上之根據。例如：
例 7:卷十一《史記》「皆平而來服屬也」句，「皆」上尾張本、今《史記》有「四
遠」二字，金澤文庫本同駿河版。
例 8：卷十四引《漢書．禮樂志》「人上䟽言」句，「人」，尾張本、今《漢書》
作「又」。金澤文庫本同駿河版。

28

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卷一〈群書治要四十七卷〉，
頁 77-79。
29
同上注，卷三〈聚分韻略五卷〉，頁 258。
30

嚴紹璗：《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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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卷十四引《漢書．刑法志》「於是相蕭何捃摭秦法」句，「相」下尾張本、
今《漢書》有「國」字，金澤文庫本同駿河版。
例 10：卷十四引《漢書．食貨志上》「莫若使民農而已矣」句，「民」下尾張本、
今《漢書》有「務」字。金澤文庫本同底本。唐寫本無「務」字，適見今《漢書》
「務」字因此文「方今之務」而誤衍。
以上可見金澤文庫本與駿河版用字一致，與其他各本俱異。再者，金澤文庫本因
有清原教隆等人整理，在寫卷上有不少校改痕跡，其校改結果多在駿河版上得以
反映，以下利用《群書治要》卷九引《論語》為例略加說明：
例 11：
金

。。。。
子夏曰（孔子弟子卜商。弟子卜商也。）

駿

子夏曰（孔子弟子卜商

也。）

案：據以上排比對讀，可證金澤文庫本《治要》誤衍之文。金澤文庫本《治要》
嘗經校點，以上「弟子卜商」四字之旁皆有校改符號，以示衍文。駿河版《治要》
在此等校改記號之提醒下，已將此等衍文刪除。此亦島田翰所謂金澤文庫本與駿
河版「稍有異同」之一例，亦是嚴紹璗以為駿河版「是以鐮倉僧人謄寫的金澤文
庫本為原本」的意思。
例 12：
金

。。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惪歸厚。（慎終者，喪盡其哀其哀。

駿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慎終者，喪盡其哀

金

。。
追遠者，祭盡祭盡其敬。人君行此二者，民化其惪，皆歸於厚也。）

駿

追遠者，祭盡

。

其敬。人君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案：據以上排比對讀，可證金澤文庫本《治要》誤衍之文。金澤文庫本《治要》
嘗經校點，以上「其哀」、「祭盡」四字之旁皆有校改符號，以示衍文。駿河版
《治要》在此等校改記號之提醒下，已將此等衍文刪除。
例 13：
金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錯，置也。

駿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錯，置也。

金

。。。。
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用之

駿

舉正直之人

廢置邪枉之

用之，廢置邪枉之

。。。。。
則民服其上人

則民服其上。）

人，則民服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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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據以上排比對讀，可證金澤文庫本《治要》誤衍之文。金澤文庫本《治要》
嘗經校點，以上「用之廢置」、「則民服其上」等九字之旁皆有校改符號，以示
衍文。駿河版《治要》在此等校改記號之提醒下，已將此等衍文刪除。
4. 天明七年刊刻尾張本

天明七年（1787），尾張藩重新校勘並刊刻《群書治要》，此本並於清嘉慶
初年回傳中國，稱之為「尾張本」；又因其刊行於光格天皇天明年間，故又稱「天
明本」。德川家康死後，其生前蒐集並保存在駿府之圖書，大多轉讓予以御三家
（尾張藩、水戶藩、紀伊藩），其中自當包括駿河版《群書治要》。尾張藩歷代
對《治要》一書極為重視，至安永年間（1772-1781）
，第九代藩主德川宗睦（17331799）之子治休、治興二世子籌備刊行《群書治要》。細井德民云：「我孝昭二
世子好學，及讀此書，有志校刊。幸魏氏所引原書，今存者十七八，乃博募異本
於四方，日與侍臣照對是正。」31 可是，德川治休、治興二人不幸皆早逝，在安
永六年（1777），德川治行成為尾張藩世子，承繼前二世子未竟之業，終於天明
七年完成《群書治要》尾張本之刊行。
尾張本《群書治要》以駿河版為底本，復取當時江戶楓山文庫所藏金澤文庫
本，以及平安時代九条家本等，相互校合，本為好事。而且，據細井德民〈刊《群
書治要》考例〉所言，參與校勘之學者包括：人見桼、深田正純、大塚長幹、宇
野久恒、角田明、野村昌武、岡田挺之、關嘉、中西衛、小河鼎、南宮齡、細井
32
德民。 此等十二人皆當時尾張藩重臣、藩主侍讀、藩校明倫堂之教授和督學等，
學術水平之高，可見一斑。細井德民〈考例〉一文嘗言其校勘原則：
是非不疑者就正之，兩可者共存。又與所引錯綜大異者，疑魏氏所見，
其亦有異本歟。又有彼全備而此甚省者，蓋魏氏之志，唯主治要，不事
修辭，亦足以觀魏氏經國之器，規模宏大，取舍之意，大非後世諸儒所
及也。今逐次補之，則失魏氏之意，故不為也。不得原書者，則敢附臆
考，以待後賢。以是為例讎挍。33
據上所見，尾張藩諸大臣校勘態度頗為認真，拿揑得宜。然而，此本《治要》除
了對比諸本《治要》以作校勘外，更會就《治要》所引原書細加勘正，往往以當
時所見典籍校改《治要》，失卻《治要》存舊之真。上文引細井德民所言「幸魏
氏所引原書，今存者十七八，乃博募異本於四方，日與侍臣照對是正」，以原書
改《治要》，使《治要》原有之校勘價值蕩然無存。可是，清代校勘學家得見之
31

細井德民：〈刊《群書治要》考例〉，載魏徵等：《群書治要》，《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
日本尾張藩刻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考例，頁 1b-2a。
32
細井德民：
〈刊《群書治要》考例〉
，頁 2a-2b。
33
細井德民：
〈刊《群書治要》考例〉
，頁 2b-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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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書治要》，亦僅是此本，實乃憾事也。阮元、王念孫等所見《群書治要》，
皆是嘗經回改之尾張本。
自清嘉慶年間《群書治要》重新傳回中國以後，中國學者如王念孫、孫星衍、
嚴可均、黃奭、顧觀光、錢陪名、王仁俊等，皆嘗據《群書治要》作校勘與輯佚。
顯而易見，當時可據之《治要》版本，只可能是尾張本。近世以來，學者使用《治
要》作校勘，仍以尾張本為主。如王叔岷〈群書治要節本慎子義證〉一文所據為
「《四部叢刊》景印日本天明七年刊本」，則諸家所據《治要》似皆有未備。34
王利器〈文子疏義序〉云：「考唐貞觀年間，由祕書監鉅鹿男魏徵等奉敕撰之《群
書治要》五十卷，其卷三十五登載《文子》四十五條，今所見日本古鈔本及日本
天明五年（一七八五，當清乾隆五十年）尾張國刻本，其引文自章頭提行另起者，
率未冠以『老子曰』字樣。」35 王利器所據有古鈔本者，是其所據有金澤文庫卷
子卷（日本古鈔本）和尾張本（天明五年本）。
尾張本《群書治要》雖有精良校勘，然其據原書回改《治要》，使其失卻存
舊之真，實在是功不補過。今據尾張本《治要》，可見其與九条家本、金澤文庫
本、駿河版相異，而獨與今傳原典相同者，例子多不勝數。今略舉如下：
例 14：《孟子・梁惠王上》1.4「庖有肥肉」句
《孟子》

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九條家本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金澤文庫本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駿河版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宛委別藏本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案：準上所見，九條家本、金澤文庫本、駿河版《群書治要》所引《孟子》均
無「庖有肥肉」句，乃《治要》編者有意刪去，因與「廐有肥馬」取意相近，
以免重複之故。尾張本編者據《孟子》原書回改，補充「庖有肥肉」四字，以
原書校改《治要》，失卻類書原有引文之真，做法並不可取。
例 15：《孟子・告子上》11.18「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句
《孟子》

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

金澤文庫本

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息，則謂 水不

駿河版

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息，則謂 水不勝火者，

宛委別藏本

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息，則謂 水不勝火者，

者，

34

徐漢昌：《慎子校注及其學術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6 年），頁 6；許
富宏：《慎子集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例言，頁 1；王叔岷：〈《群書治要》
節本《慎子》義證〉，載《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32 期（1983 年 12 月），頁 1。
35
王利器：〈文子疏義序〉，載王利器：《文子疏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序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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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金澤文庫本

猶以此杯興於不仁之甚者也。

駿河版

猶以此杯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宛委別藏本

此 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案：誠如前文所論，駿河版《治要》所引謂「此杯」者，較今本《孟子》所見更
爲適順。至於宛委別藏本所引《孟子》，顯與金澤文庫本、駿河版不同，究其所
以，乃因宛委別藏所本之尾張本已據原書回改，即改爲「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無「猶以」、「杯」等字。此就《治要》原來存舊之功而言，實不可取。

四、⾦澤⽂庫本《群書治要》⾮善本證
——以卷四⼗三《說苑》為例
《群書治要》卷四十三引《說苑》之文，遍及〈君道〉、〈臣術〉、〈貴德〉、
〈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法誡〉（今《說苑》作〈敬慎〉）、
〈善說〉、〈修文〉、〈反質〉等十一篇。《群書治要》採錄《說苑》簡表：
《說苑》篇名

章數36

《治要》採用章數

《治要》採錄百分比

1

君道

46

6

13%

2

臣術

25

2

8%

3

建本

30

0

0

4

立節

24

0

0

5

貴德

30

1

3.3%

6

復恩

28

3

10.7%

7

政理

49

7

14.3%

8

尊賢

37

10

27%

9

正諫

26

1

4%

10

敬慎

35

3

8.6%

11

善說

28

1

4%

12

奉使

21

0

0

13

權謀

48

0

0

14

至公

22

0

0

15

指武

27

0

0

36

案：
《說苑》一書各篇分章數量，依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漢
達文庫。
15
220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16

談叢

211

0

0

17

雜言

56

0

0

18

辨物

32

0

0

19

修文

44

1

2.3%

20

反質

26

3

11.5%

901

38

13.1%

據上表所見，在今見《說苑》之中，《群書治要》嘗引及其中十一篇，至於
各篇之中，以引用〈尊賢〉之章節最多，達十章，佔全篇 27%。緊隨其後者，乃
〈政理〉與〈君道〉二篇，分別引用七章及六章，各佔其篇之 14.3%與 13%。《說
苑》全書可分 901 章，《治要》援引其中 38 章，佔全書 13.1%。
1. 異體字37
此下選取各例，金澤文庫本因手寫之故，多以異體字出之，如取金澤文庫本
為底本，則反以通行字形為校，則校勘記必數量龐大，且未必符合古籍整理欲以
普及典籍的大原則。
例 16：篇題「說苑」之「苑」，金澤文庫本作「菀」，駿河版與尾張本作「苑」。
考「菀」字可通「苑」，《管子．水地》：「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
《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詔書罷菀，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
壞。」二文之「菀」即「苑」也，皆園林之意。
例 17：「堯存心於天下」之「於」，金澤文庫本作「扵」，駿河版與尾張本作
「於」。「扵」為「於」之異體。《金石文字辨異．平聲．魚韻》引〈北魏孝文
弔比干文〉於作扵。《干祿字書．平聲》：「扵、於。竝上通下正。」《新加九
經字樣．㫃部》：「於，本是烏鳥字，象形，古文作 ，篆文作 ，隸變作於，
本非從㫃，作扵者訛。」《字彙．手部》：「扵，俗於字。」《正字通．手部》：
「扵，俗於字。」按：扵為於之俗字，故定作「於」之異體。
例 18：「今寡人為君也」之「寡」。金澤文庫本作「 」，見《偏類碑別字．
宀部．寡字》引〈隋太僕卿元公墓誌銘〉。《正字通．宀部》。
例 19：「左右曰：罪當烹」之「左」，金澤文庫本作「
部． 字》。

」，見《玉篇零卷．工

37

有關各異體字之出處與解釋，參自台灣「教育部異體字字典」
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hom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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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0：「匡救其惡」之「惡」，金澤文庫本作「 」，見《金石文字辨異．入聲．
藥韻．惡字》引〈隋龍藏寺碑〉。「 」為「惡」之異體。《金石文字辨異．入
聲．藥韻》：「惡，俗作 。」引〈隋龍藏寺碑〉及安陽隋人殘經刻，惡皆作 。
《干祿字書．入聲》：「 、惡。上俗下正。」《玉篇．心部》：「惡，於各切，
不善也。又烏路切，憎 也。 ，同上，俗。」《廣韻．入聲．鐸韻》：「惡，
不善也。《說文》曰：『過也。』烏各切，又烏故切。 、俗。」按《玉篇》、
《廣韻》皆謂 為惡之俗字，故今定為惡之異體。
例 21：「六曰國家昏亂」之「昏」，金澤文庫本作「昬」，見《玉篇．日部．昏
字》。「昬」為「昏」之異體。《說文解字．日部》：「昏，日冥也。從日氐省，
氐者下也。一曰民聲。」《玉篇．日部》：「昏，呼昆切，日冥也。昬，同上。」
《廣韻．平聲．魂韻》：「昏，《說文》曰：『日冥也。』亦作昬。呼昆切。」
《字鑑．平聲．魂韻》：「昏、呼昆切，《說文》：『日冥也。從日從氐省，氐
者下也。會意。或從民作昬。凡緍 婚閽之類從昏。《增韻》於緍字下云：『本
作緡，誤作緍，今不敢去。』又《五經文字》云：『本從民，先朝避諱改作昏。』
按：昏從氐省者，會意，從民者諧聲也。二字皆通，然《說文》本字從氐省。於
下註云：『一曰民聲。』則昬乃或作之字，昭然可見。」按：先朝避諱者，謂唐
朝避太宗李世民之諱，將昬改作昏。今據此定作「昏」之異體。

例 22：「是謂六正也」之「正」，金澤文庫本作「 」，見《干祿字書．去聲》。
《說文解字．正部》：「 是也。從止，一以止。凡正之屬皆從正。徐鍇曰：『守
一以止也。之盛切。』 古文正從二，二古上字。 古文正從一足，足者亦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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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祿字書．去聲》：「 、正，上通下正。」《佛教難字字典．止部》「正」
字之異體有「 」。按「 」為「正」字之通俗寫法，筆畫連書而成。故定為「正」
之異體字。
例 23：「不顧其後害」之「顧」，金澤文庫本作「 」，見《干祿字書．去聲》、
《玉篇．頁部．顧字》、《字彙．頁部》。
例 24：「外貌小謹」之「貌」，金澤文庫本作「㒵」，見《字彙補．八部》。「㒵」
為「貌」之異體。《說文解字．皃部》云：「 ，頌儀也。從人白，象人面形。
，籀文皃從豹省。」按今楷作「皃」，《字彙補．八部》云：「㒵，與貌同，
字彙作皃。」是則㒵之為皃之異體可知矣。「 」之可以書作「㒵」，亦猶「 」
之可以書作「頁」。《康熙字典．八部》以為即「皃」字訛文，實則不如說是「皃」
之變體。今以籀文之「貌」為正體，則皃、㒵之為「貌」之異體亦可知矣。
例 25：「巧言令色」之「色」，金澤文庫本作「㐌」，見《龍龕手鑑．也部》。
「㐌」為「色」之異體。「色」之篆文作「 」，從人 ，隸定作「 」，今通
行作「色」。「㐌」字始見《龍龕手鑑．也部》，不明字義，僅注音讀：「弋支、
羊氏二反。」至《集韻》則二見：〈平聲．支韻〉：「㐌，猗㐌，單于名。」尒
支切；〈平聲．戈韻〉：「㐌，闕，人名，後魏桓帝猗㐌。」唐何切。《正字通．
乙部》以降諸字書，《康熙字典．乙部》、《中文大辭典．乙部》等均只音「移」，
即今所從者也。由此可知：「㐌」與「色」本是二字，音義不類，非是異體也。
以「㐌」為「色」之異體，僅見於《佛教難字字典．色部》，其餘字書未見，則
恐是傳抄致訛而以為異體也。
例 26：「如此者，奸臣也」之「奸」，金澤文庫本作「姧」，見《集韻．平聲．
刪韻》。「姧」為「奸」之異體。奸，《說文解字．女部》云：「 ，犯婬也。
從女從干，干亦聲。」姧為奸之異體，《集韻．平聲．刪韻》：「奸，亦作姧。」
《類篇．女部》同。另《敦煌俗字譜．女部》亦多見「奸」作「姧」者，蓋左偏
旁添益一女而成，收為異體可也。
例 27：「五曰專權擅勢」之「勢」，金澤文庫本作「㔟」，見《佛教難字字典．
力部》。
例 28：「盛德之士臣而不名」之「盛」，金澤文庫本作「 」，見《廣韻．平聲．
清韻》。「 」為「盛」之異體。盛，《說文解字．皿部》篆作「 」，云：「黍
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從皿，成聲。」隸定作「 」，亦作「盛」。《廣韻．平聲．
清韻》：「 ， 受也。黍稷在器也。是征切。」字作「 」。《集韻．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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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韻》：「盛，時征切。《說文》：『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字作「盛」。
按：《異體字例》：「凡成形多作 。」故「 」可收為「盛」之異體。
例 29：「防我以禮」之「禮」，金澤文庫本作「礼」，見《干祿字書．上聲》。
「礼」為「禮」之異體。大徐本《說文解字．示部》：「 ，履也。所以事神致
福也。從示從豊，豊亦聲，靈啟切。 ，古文禮。」《金石文字辨異．上聲．薺
韻》：「禮、礼。〈漢鄭固碑〉『導我礼則。』〈唐兗公頌〉：『礼經雲委。』」
《干祿字書．上聲》：「禮、礼。並正。多行上字。」《增廣字學舉隅．卷二．
古文字略》：「礼，古禮字。」按：礼即《說文》 之楷化字，故定作「禮」之
異體。
例 30：「莊王怪而問之」之「怪」，金澤文庫本作「恠」，見《玉篇．心部．怪
字》、《字彙．心部》、《中文大辭典．心部》。
2. 脫文
因手鈔之故，較諸他本而言，金澤文庫本時有脫文，頗為影響閱讀。
例 31：「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之「之」字，金澤文庫本無；駿河版、尾張本、
今《說苑》同。
例 32：「任人者固逸也」之「固」字，金澤文庫本無；尾張本眉校曰：「舊無『固
逸』之『固』字，補之。」此所言舊本，正與金澤文庫本同。駿河版、尾張本天
明本有「固」字。
例 33：「此非人臣所敢望也」之「此」字，金澤文庫本無；駿河版、尾張本、今
《說苑》同。
3. 脫文而旁校補之
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嘗經藤原敦經、清原教隆等點校，故有不少校改痕
蹟，有整理文獻之功。然而，後世讀者披閱《治要》，卻不知甚麼部分屬原鈔校
改，甚麼部分乃後來改動。如取金澤文庫本作為整理《群書治要》底本，恐怕未
必能與前後各本按序比合而觀。
例 34：「則我不能勸也」之「不」字，金澤文庫本原無，其旁校補之；駿河版、
尾張本、今《說苑》皆有此字。
例 35：「堯為君而九子者為臣」之「堯」字，金澤文庫本原無，其旁校補之；駿
河版、尾張本、今《說苑》皆有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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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6：「王道知人，臣道知事」之「王道知人臣道」等六字，金澤文庫本原無，
其旁校補之；駿河版、尾張本、今《說苑》皆有此字六字。
例 37：「桀紂之為君也」之「紂」字，金澤文庫本原無，其旁校補之；駿河版、
尾張本、今《說苑》皆有此字。
例 38：「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之「主」字、「皆曰」之「曰」字，金澤文庫本原
無，其旁校補之；駿河版、尾張本、今《說苑》皆有此字。
例 39：「則下莫不慕義節之榮」之「莫」字，金澤文庫本原無，其旁校補之；駿
河版、尾張本、今《說苑》皆有此字。
例 40：「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句「不齊」下金澤文庫本原無「事之
皆教不齊」六字，其旁校補之；駿河版、尾張本、今《說苑》皆有此六字。
例 41：「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句「其」下金澤文庫本原無「國大夫驕人而亡其」
八字，其旁校補之；駿河版、尾張本、今《說苑》皆有此八字。
例 42：「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句共十八字，金澤文庫本原
無，其旁校補之，並云：「已上十八字在本書。」可見校者乃以當時所見《說苑》
補足《治要》。駿河版、尾張本、今《說苑》皆有此十八字。
例 43：「始皇聞之」之「皇」字，金澤文庫本原無，其旁校補之；駿河版、尾張
本、今《說苑》皆有此字。
4. 誤倒之文
例 44：「仁昭而義立」句，駿河版「昭」字原在「而」下，據尾張本改，今《說
苑》亦作「仁昭而義立」。金澤文庫本誤倒「昭而」為「而昭」，與駿河版同。
例 45：「鑿江通於九派」之「鑿江」二字，金澤文庫本倒作「江鑿」，駿河版、
尾張本、今《說苑》皆不誤。
例 46：「主所為皆曰可」之「曰可」二字，金澤文庫本倒作「可曰」；駿河版、
尾張本、今《說苑》皆不誤。
例 47：「凡此四者」之「四者」二字，金澤文庫本倒作「者四」；駿河版、尾張
本、今《說苑》皆不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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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8：「貧賤者驕人」之「者驕」二字，金澤文庫本倒作「驕者」；駿河版、尾
張本、今《說苑》皆不誤。

五、結語
王叔岷以為選擇整理古籍之底本，當求「古、全、善三者兼備」，38 善哉其
言也。據上文分析，整理寫本文獻可謂困難重重，可總之如下：
1. 寫本文獻多能保存古貌，極其參考價值。足本、精本、舊本，乃是善本的三
大內涵。其中寫本文獻每多屬於舊本之範疇。刻印之本多見於宋代或以後，
此前所言善本，只能是寫本文獻。因此，宋前寫本文獻尤其極具參考價值。
寫本文獻的價值亦與書手寫作的水平關係密切，部分文獻有大量民間書手，
其文化水平不一，難以一概衡量，因而俗字、別字、錯字等時有出現，為整
理者帶來不少難度。
2. 選擇底本非常重要。選擇好的底本，可以減去整理者不少校勘的工作，清人
王念孫已有清晰的底本意識，擇善而從，雖然所選底本在今人所視未必最佳，
但亦有其奠基之功。底本要好好選擇，否則選錯底本，在校勘時定必校記過
多，徒勞無功。
3. 《群書治要》乃唐代魏徵所編，此書今有四個重要之本子，分別是平安時代
九条家本、鎌倉時代金澤文庫本、元和二年駿河版，以及天明七年尾張家本。
此中前二者為鈔本。古代典籍在抄寫年代，手寫異體字頗多，亦易有錯別字，
九条家本、金澤文庫本即有此問題。
4. 以《群書治要》卷四十三所引《說苑》為例，說明寫本文獻作為底本並不可
靠。本文從異體字、脫文、脫文而旁校補之、誤倒之文四個角度，討論金澤
文庫本《群書治要》有問題之處，證成寫本文獻大抵只可以用來作參校本，
否則取之以為底本，只屬徒勞之舉而已。
5. 《群書治要》整理的「古、全、善」。《群書治要》採錄唐前典籍六十五種，
遍及經、史、子三部。整理此書，必須以九条家本（最古）
、金澤文庫本，駿
河版（最全）為主，尾張本為輔。此中以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為底本，
大約能釋去手寫異文之問題，亦可在校勘之時盡量減少因手寫異文而出校之
情況，故駿河版又較屬最全的金澤文庫本為佳，乃底本不二之選。
38

王叔岷：
《斠讎學》
（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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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談明清尺牘釋文及
相關問題

喬二虎
中國
西藏民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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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明清尺牍释文及相关问题
西藏民族大学 乔二虎
摘要：明清尺牍作为写本文献，因其不容低估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语料价值
而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尘封数百年的明清尺牍逐渐公之于众，为学人提供了学习研究的便
利。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已出版尺牍在释文、作者考订、收录等方面存在问题。文章
结合已整理出版尺牍存在的具体问题，分类探讨并归纳出尺牍整理应注意问题，总结尺牍作
者考订及尺牍辨伪的方法，为尺牍整理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条例。
关键词：明清尺牍；写本；释文；作者考订；辨伪

尺牍，或称手札、书札①，是古代文人集团成员之间主要的交流方式之一。
因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清时期尺牍使用更加频繁。明清尺牍对于研究明清书法艺
术、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图书刊刻、民间习俗、文人关系网络等，不无裨益。
因而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史料文献价值以及语料价值。随着文化图
书事业的不断发展，书艺书道研究的不断深入，新史料学空间的不断开拓，明清
尺牍愈来愈受到学界的重视并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大量
尘封数百年的明清尺牍逐渐公之于众。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大量尺牍文献整理出
版，化身百千，给我们研究使用明清尺牍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目前已出版明清尺牍文献以上海图书馆整理出版为最多，此外还有陈烈主编
的《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
（2013），赫俊红主编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藏清代名人书札》
（2015），李志纲、刘凯主编的《袁氏藏明清名人尺牍》
（2016）
等。明清尺牍因书体多样、正俗并用、文白夹杂、书写省减等方面的原因，要准
确释文并不容易。陈智超先生在尺牍整理过程中总结出了“五认”，即认字、认
人、认时、认地、认事。②为尺牍文献整理提供了宏观性指导。程章灿先生结合
新世纪以来尺牍文献整理出版情况，指出尺牍整理之“四难”。③释文是尺牍整理
的基础性工作，只有释文正确，才有可能进行其它方面的考证及研究。所以，白
谦慎先生说：“对有意使用这些资料的学者来说，依然存在着一个绕不过去的问
题 ：释读。”④然而，何如正确释读，如何避免或尽量减少尺牍整理中存在的问
①

为论述方便，文中除书名外，均使用“尺牍”这一术语。

②

陈智超《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1，第 8-15 页。

③

程章灿《尺牍书疏 历史面目——新世纪以来书札文献整理出版的状况与检讨》
，
《兰州学刊》2016 年第
11 期。

④

白谦慎《E 数据时代稿本文献整理的必要性》
，
《读书》201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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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需要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和条例。本文结合已出版尺牍文献释文方面存在的
具体问题，分类探讨误释原因并归纳出尺牍整理应注意问题。并结合其它史料文
献进行作者考订和尺牍辨伪，为尺牍整理提供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条例。鉴
于此，本文拟从尺牍释文、作者考订、尺牍辨伪三个方面分别探讨。

一、尺牍释文
尺牍书写者多为上层文人集团成员。受书信人、收信人、书信场合等因素的
影响，尺牍书写字体、书写、语言的运用所有差异。因此之故，尺牍文字古今、
正俗、假借并见；尺牍书体真、行、草并用；尺牍语言文白兼而有之。尺牍释文
的关键在于草书的释读。楷书用笔划来组合汉字，而草书多以点和线完成汉字的
书写。在实际书写过程中，书写的力量和书写方向都会对书写结果产生影响，从
而影响汉字的释读。楷书用笔划组合汉字，书写有一定的顺序，书写方向会对书
体风格产生影响，而很少对楷书的认知和释读产生影响。行草书，特别是草书多
用点画和线条来完成整个汉字的书写，书写力量的大小、书写的速度及线条的方
向稍有变化就会影响书写结果的呈现。如此，则形成了尺牍文字丰富而复杂的样
态。这种丰富而复杂的样态，难免会对一般的阅读者造成认知上的障碍。即使专
业的研究者，也会因为疏失或者其它原因而释读不当。尺牍文字的释读要依据字
形，字形的辨析要根据词义及文意。所以说，在尺牍释文过程中字形辨析、词义
疏解、句意畅达是相互影响的。为方便论述，现将释文存在问题大致分为四类，
分别讨论。
（一）误认草书
在汉字发展史中，隶变解散篆体，汉字书写笔画化，这是汉字书写史上的第
一次变革。草使汉字书写由笔画转换为以线条为主，从而带来汉字书写的第二次
结构离散与解体。“草书流行过程，等于又一次打乱了各种结构类型，转换了认
知区别模式。不仅是简写，包括构成偏旁重新形成一整套化简、替代、归并、变
换等区别规则。
”①同时，由于书写方向、力量(速度)等因素的影响，很多汉字之
间区别特征不甚明显，从而造成认知上的困难。
1.因区别特征丧失而误认草书
（1）因草书、楷书字形区别特征丧失误认草书为楷书
尺牍书写中，常常行楷草交替使用，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如不明草书写
法，不明词义句意，加之潜在认知经验的影响，则容易误将草书认作与之形近的
楷书。

①

臧克和《汉字认知器的研制》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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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经年）致黄诰尺牍》：
“承今日三点钟，宠 本该到府叩喜，适因刻
有要事，未克分身敬辞。”
（《中遗藏》714）①按： 为召字，因与台字楷书形近，
整理者误释为台。
“宠召”或作“宠招”，为对高位者邀请的敬辞。元柯丹邱《荆
钗记•团圆》：“老夫感蒙过爱，特辱宠招，不胜愧感之至。”“宠召”当从上读。
《孔继涑致王昶尺牍》：
“第有负老先生重期厚意，时深悚惕。 ，羽便附候，
并布谢私，不一。”
（《袁氏藏》553）按：因 字与下字楷书形近，整理者误释为
下，非。当为甚字。王羲之《十七帖》甚作 。根据文意，甚当从上读。
（2）因草书字形之间区别特征丧失而误认作形近之草书
草书受书写方向及书写力量（速度）的影响较大，加之草书不同部件归并认
同使用同一写法，草书与草书之间常常因区别特征不甚明显而被误认作形近之草
书。
《孔继涑尺牍》：“昨者学使管家回粤，曾已一函 候，谅尘记室。”（《中遗
藏》60）按：因俟、修草书形近，整理者误释 为俟。
“俟侯”不辞，当为“修候”。
“修侯”或作“脩候”。
“修侯”与“问候”义同。
《陈兆仑尺牍》之“竟缺修候”、
《盛惇重尺牍》之“久疎修候”，均作“修候”。根据文义，可知当作“修候”。
《李鸿章致李承霖尺牍》：
“现饬诸将步步紧 ，可冀廓清之效。”
（《中遗藏》
590）按：因 与跞字草书形近，整理者误释 为跞，不确。当释为蹑，蹑有跟随、
追踪义。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
“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间，蹑迹披
求，见有虫伏棘根，遽扑之，入石穴中。”。
2.因汉字草书部件符号化而误认草书
草书常将部分汉字部件作符号化处理以提高书写速度。如以点代口、以横代
心等。如对草书部件符号化判断错误，就会直接影响释读的结果。
《梁同书尺牍》：
“严四世兄病果向愈，服阙后自当与之 姻，但不知伊令兄
亦计及此否？”（《庞虚斋藏》427）按：整理者释 为牵，误。 并非牵字草书，
且“牵姻”不词。同册 155 号《梁同书尺牍》：
“须至十月望间嫁事可毕”之“毕”
作 。毕字所从之“田”符号化。所以，当释为毕，“毕姻”即完婚。
《江沅致陈奂尺牍》：“刻 岁试，文战得意否。前列几人，新旧认识几人，
①

为论述方便，释文部分举例所涉尺牍书目，均用简称。赫俊红主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清代名人书
札》
，中华书局，2015，简称《中遗藏》
；李志纲、刘凯主编《袁氏藏明清名人尺牍》
，文物出版社，
2016，简称《袁氏藏》
；清陈奂辑、吴格整理《流翰瞻仰—陈硕甫友朋书札》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简称《流翰札》
；陈智超《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
，安徽大
学出版社，2001，简称《哈佛藏》
；清庞元济辑、梁颖整理《庞虚斋藏清朝名贤手札》
，凤凰出版社，
2016，简称《庞虚斋藏》
；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中华尺牍•明代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
社，2019，简称《上图藏》
；梁颖主编《尺素风雅•明清彩笺图录》
，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简称《尺
素风雅》
。文中如未标明尺牍出处，则均指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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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一一示知。”
（《流翰札》8）按：整理者释 为报，
“刻报”与文句不协，不确。
想字所从之“心”草书符号化写作横画。当释为想。
3.因不明词义而误（未）释草书
尺牍书写者文白兼用，尊称敬词习见。部分词语为明清时期出现的新词，如
不理解，或将误释为它字。
《陆治致钱谷尺牍》：
“前日欲走见，足疾不能行，殊耿耿。小扇 重，谢谢。”
（《袁氏藏》171）按：整理者释 为供，不当。
“供重”不辞， 当为借。
“借重”
用作请人帮忙的敬词。清李渔《意中缘·入幕》：
“我这幕府缺人，要借重先生秉
笔。”
《方用彬致吴京尺牍》：“丈在客途，弟不敢送 。即晚敝亲家在小寓守岁，
乞同榻，明晨入朝幸甚。”
（《哈佛藏》三 20）按： 字整理者未释，当为节。
“送
节”指节日送礼。
《金瓶梅词话》第四二回：
“他家既先来与咱家孩子送节，咱少
不的也买礼过去，与他家长姐送节。”
4.不识明清草书新字形而误（未）释
汉字草书形体不断发展演变，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某字草书新形体。如不认识
明清时期出现的汉字草书新形体，则会影响尺牍的释读。
《曹溶尺牍》：
“来锁则托置白铜锁一把，再托秦八爷说红毡代 二条，并接
八爷十六日光降，不知可乎？”
（《中遗藏》6）按： 字整理者未释，当为谋字。
《王灏尺牍》谋作 。谋字此种写法较前代有所变化，为明清时期新写法。
《莫云卿尺牍》：
“向约登戏马台，今乃坐雨，恐不得为尊罍胜游也。诸公意
兴何 ？。”
（《上图藏》四 199）按：整理者释 为如，非。此乃似字草书新形体。
“何似”义同何如。
（二）误释俗字
尺牍文字书写正俗并用。如不明汉字俗写，不辨正俗，则易将俗字误认为与
其形近之正字。
《许文炳致许焞尺牍》：“《京报》稽 时日，不胜歉仄。”（《袁氏藏）》455）
按：整理者释 为面，不确。 为留字俗写，
“稽留”表示为延迟、停留。
《吴锡
麒尺牍》：“倘或今岁尚有稽留，必当亲诣灵帷，再行哭奠。”
《孔继涑尺牍》
“及奋然出诣行 ，则老先生已出国门一日矣。”（《中遗藏》
64）按：因部件氐俗写与“丘”形近，遂误释 为邱。
“行邱”不辞，当为“行邸”。
（三）不辨书写格式而误释
尺牍一般书写比较自由。一字之内笔断意连或数字之间连笔书写，如不详加
考辨则易误释。同时，尺牍写本文献有一套固定的书写符号，包括删除符、修改
符、乙字符等。在尺牍释文中如对此类书写符号不详加辨识，也易造成释文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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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不辨草书误认一字为两字或误认两字为一字
尺牍书写时徐时急，字体时大时小，往往一气贯通。如此就会形成两字占用
一个字位或一字占多个字位的现象，容易造成释读上的困难和错误。
《钱维城致钱大昕尺牍》：
“缘上当面询及，已对二十 可进五韵故也。”（《袁
氏藏》535）按：整理者释 为日送，文句不协。此尺牍为论述韵书编纂事， 当
为边，一字被误释为两字。此“二十边”与前“四支”
“五齐”同类，当为韵目。
《陈金城致某公（远斋）尺牍》：“此请早安，不 。”（《中遗藏》499）按：
整理者释 为一一。从字形判断，当为具。
“不具”为尺牍末尾常用语，犹言不详
备。
《萧显尺牍》：
“第 少良便，失于问讯。”
（《袁氏藏》33）按：整理者误释
为面，句意不通，当为“一向”。
“一向”指过去的一段时间。元无名氏《鸳鸯被》
第三折：“我一向出去游学，将近二十年不曾回家。”
《徐允临致芸生尺牍》：
“芸生老 大人如兄阁下。”
（袁氏藏）854）按：整理
者释 为孝，非，应为哥。因 字的起笔与上一字相连，而与下一笔断开，以致误
认 为孝字。
以上所揭四例，前两例爲误释一字为两字；后两例，一为释两字为一字，一
为割裂字形而误释。
2.忽视书写符号而误释
尺牍书写符号相对于其它类型的写本文献，有继承也有变化。如不加注意，
则易疏失而误。
《郑灏若致周三燮尺牍》
“弟于今日有香山之行，旬日乃返， 诗容归缴。足
下即不索和，弟亦当临别赠言也。”
（《袁氏藏》803）按：新字右上角有三点，是
删除符。尺牍中也有省作两点或者一点的。新字右上角加删除符并书写正字“诗”。
整理者不识删除符而误释。
《叶向高尺牍》：
“钟兄疏兄宜健行， 迁延日久，不及相济也。”
（《上图藏》
（五）202）按：作者于恐字上加一斜笔，表示删去。整理者未及注意，仍录入
释文，不当。
（四）标点错误
尺牍释文中，标点正误是判断尺牍整理水平的一个重要依据。解释学上由部
分到整体的认知，复需从整体观察部分，从而真正实现对个别结构单元的理解。
所以说，尺牍标点正误的判断必须置于尺牍文本之中进行考察。部分已出版尺牍
书目在前言或者凡例中会说明尺牍的标点不很严格。如标点不严格或标点有误，
必然会影响到对尺牍文句的理解，从而影响尺牍文献的利用。一般来说，尺牍标
点错误或由于释字不当；或因为不解词义，多数情况下这两方面是相互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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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误认字形而标点错误
尺牍文字书写真书、行草兼而有之，往往会因书体字体因素的影响而误释，
上文已详述。释字有误就会导致断句不当。所以辨析字形不精就可能导致标点错
误。
《何焯尺牍》：
“尊札及日记，如不由府学，则交的便，带至杭城清河坊大街
南， 宣正昌号紬缎店收。”
（《袁氏藏》407）按：整理者释 为呈，非。 当为首
字。“南首”即南头、南端。《吴朝铨致毕宏述尺牍》（袁氏藏）：“弟寓在虎丘山
下，金查桥东首永和号席店间壁。”“南首”一词，不当断开。
《李鸿章致李承霖尺牍》：
“今读来书云之，已据面覆道宪， 至县学为合邑
鉅典，屡奉大宪催促，勘估通详。”
（《中遗藏》594）按：整理者误释 为夹，从
下读，文句不协。当释为矣，从上读。
2.因不明词义语意而标点错误
尺牍语言因书信人及收信人等因素的关系，雅言与口语并用。尺牍部分词汇，
辞书未收或义项漏略，这些都会影响对词义的理解。如果理解词义不确，就会导
致标点错误。
《王澍尺牍》：
“侍别来面目如旧满意。秋冬之间请假南还已定于四月二十日
发遣眷口先行……”（《中遗藏》20）按：整理者不明“满意”之义，断句有误。
“满意”即满心打算，与“满拟”同。“满意”一词当从下读。
《鹿传霖致张曾扬尺牍》：
“大兵萃于津沽，不下百数十营，饷何能支？”（《中
遗藏》594）按：
“营饷”一词，不当断开。又《鹿传霖致张曾扬尺牍》：
“粮台供
支张、宋两军营饷，岁计六七十万，按月预解，毫无短欠。”“营饷”义同军饷，
为军队的薪俸和给养，不应断开。
尺牍标点，一方面要精准辨析字形；另一方面要准确理解词义。字形辨析与
词义理解相互影响，要根据字形理解词义，依据词义辨析字形。如此，则不致漏
洞百出。
通过对尺牍释文易出现问题的分析，我们认为尺牍释文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精析笔迹变化，切勿依轮廓释字。虽然草书依靠线条而非笔划成字，
但是草书有一定的章法。书写者一般都会按照一定规则书写，只是各家风格有所
差异。细审其笔迹变化便可释读，前提条件是掌握每个汉字的草书写法，切不可
据其轮廓而认为某字像某字。
第二，掌握各类字形，切勿正、俗、草相混。尺牍书写个性鲜明，书写用字
相对自由，正俗、真草并用。因形体相近，误将某俗字误释为楷书某字，误将某
字草书误释为楷书某字，往往而有。造成这种释读错误的主要因为是未能掌握汉
字俗、真、草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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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准确理解词义，切勿随意猜测。文从字顺是判断释读正误的标准。尺
牍误释多因不识字形，不明词义，不解文意。对于辞书未收语词或义项漏略而不
得其解的，可根据语境加以判断，同时更需要严格辨析字形。实在无能为力，则
以阙疑为上。
二、作者考订
明清尺牍文献作者的考订，与尺牍释文相同，是尺牍利用和研究的基础性工
作。就上海图书馆所藏明清尺牍而言，部分尺牍稿本，入藏时工作人员已做了入
藏整理，基本上于每通或每卷尺牍前标明作者信息。其中部分作者姓名考订不确，
或按“署押”提供信息只标作者姓名单字；上海图书馆已整理出版尺牍一般都标
注作者信息，部分采取审慎的态度，付之阙如。已整理出版尺牍也有作者考证不
确的。无论是稿本还是影印本尺牍文献，尺牍作者考订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尺
牍的利用。所以，使用尺牍文献之前如不加考订直接使用，则不一定得出满意的
结论。
梁颖先生主编的《尺素风雅》，虽则主要录存明清彩笺，其所存尺牍同样具有
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作者考订亦当至为重要。其中不易考证的，梁先生则很谨慎
的标上“清人尺牍”。尺牍作者考证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尺牍作者署押多用单字
或名号，加之署押多草写甚至符号化，导致部分作者难以考证，只能阙如。其实，
通过尺牍提供的相关信息，部分阙如的作者是可以考证出来的。以上海图书馆所
藏及所出版尺牍为例，我们就其作者考订有误者或未加考订者进行考辨补正，以
总结尺牍作者考订的方法及应注意问题。
（一）蒋知让尺牍
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尺牍稿本，有尺牍一通署押为“愚弟知让顿首”，标为钱知
让尺牍，史籍似无此人。书信者称收信人为“元淑先生三兄大人”，此“元淑”
当指乐钧（字效堂，一字符淑，号莲裳）。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尺牍中，收信人为
乐钧之尺牍者较多，且多称其号“莲裳”，此尺牍称字。
尺牍中所言之“莲士、谦山两贵交”，即指戴衢亨（字莲士，江西大庾人）和
熊枚（号谦山，江西铅山人）。文中言“仍须与廉山商略老亲北来”之“廉山”
当为万承纪（字廉山，江西南昌人）。据其交游网络似可推断，尺牍作者可能为
江西籍人士。蒋士铨之子蒋知让，江西铅山人，官河南唐县知县。尺牍作者似应
为蒋知让。乐钧与蒋知让均为曾燠幕府的幕宾，且乐钧是继蒋士铨之后负有盛名
的诗家，他们肯定过从甚密。从尺牍所言内容可知，乐钧与蒋知让当为知交好友。
另外，此尺牍署押处有“玅吉祥盦”白文印章。蒋知让有《妙吉祥室集》，知
“玅吉祥盦”当为蒋知让之署押印。
尺牍最后有“乙丑七月七日唐县寄”，乙丑为嘉庆十年（1805）年。
《梁同书

236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书知让圹志》：
“嘉庆辛酉，以大挑举人分发直隶试用知县，历署安肃、阜城、房
山、武清等县，九年补唐县。”①乙丑即蒋知让任唐县知县的第二年。由此可以断
定，此尺牍为蒋知让官唐县知县时所书，作者为蒋知让无疑。此为蒋知让致乐钧
尺牍。
（二）王爾烈尺牘
《稿本》第三卷有尺牘一通，整理者于前一頁標注“黃丕烈”。乍觀初看，
書法風格實非黃丕烈手跡。署押為“侍尔烈頓首”，并非“丕烈”，
“尔”
“丕”區
別特徵明顯。書信人稱受信人為“卜厓老前輩”，
“卜崖（厓）乃王仲健之字。王
仲健於王爾烈壽誕時爲其作賀壽詩並書之。 可知，王仲健於王爾烈二人之交誼，
尺牘中所言王爾烈借閲書目之事亦在情理之中。
尺牘左下角鈐“芃園曹氏平生真賞（朱文）”鑒藏印。曹步郇，字芃园，号
雨楼，室名古香阁，清代山西阳邑（今太谷县）人。精鉴赏书画，收藏极富。王
仲健為山西人，王爾烈致其書後來流入其同鄉收藏家曹步郇之手。
另外，如果尺牍作者考订错误，整理时则有可能将某一作者之尺牍羼入他人
尺牍之中。
《上海图书馆藏中华尺牍•明代卷》第三册有《彭年尺牍》九通。其中，
第一通并非彭年尺牍，其署押之字，并非年字，而是采字。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尺
牍稿本中《何采尺牍》署押之“采”正与之同形。且《上海图书馆藏中华尺牍•
明代卷》所存《彭年尺牍》第一通与其它八通书法风格判然有别，而与上海图书
馆藏《何采尺牍》稿本之书风显系出自一人之手。整理者误认其为彭年尺牍。
通过具体考证，我们发现可从多方面进行尺牍作者考订。尺牍作者考订需要
注意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具体来说：
第一，正确释读署押文字是基础。署押文字释读不确，其它则无从谈起。
第二，署押印章、书风比较是依据。许多尺牍书写者都会加盖名号章，以印
章为依据判断作者信息。
《蒋知让尺牍》
“玅吉祥盦”印章可作为作者考订的依据。
《何采尺牍》与《彭年尺牍》书风不类，书风也可作为尺牍作者判定的依据。
第三，利用所涉相关信息是关键。收信人与作者的关系及尺牍所涉内容中的
相关信息都为作者考订提供至为关键的信息依据。
三、尺牍辨伪
尺牍因其艺术价值高，明清时期尺牍收藏蔚然成风。随之而出现的则是伪作
羼杂期间，往往真赝难辨。对于尺牍整理而言，尺牍辨伪尤为重要。现就上海图
书馆藏明清尺牍稿本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清代名人尺牍》中所见两通尺牍
从书法、文字、词汇、文法、格式等方面进行考辨。

①

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
（第四册）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第 23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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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骞致周广业尺牍》辨伪
《袁氏藏明清名人尺牍》有《吴骞致周广业尺牍》（以下简称袁氏藏《吴骞
尺牍》）一通。编者对正文、鉴藏印进行释文考订，并加编按。此尺牍正文内容
多处修改，似为书写草稿。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尺牍稿本中也有《吴骞致周广业尺
牍》
（以下简称上图藏《吴骞尺牍》）一通，与袁氏藏《吴骞尺牍》内容几乎完全
相同。袁氏藏《吴骞尺牍》修改之处较多，而上图藏《吴骞尺牍》似为誊写清本。
为论证方便，尺牍释文及图版摘录如下①：
刻接初八日翰教，忻稔道履安祥【上图藏此字作详】
，论撰益富，贺贺！承询《白
虎通》
，去岁弟借抄竣后，本欲亲自送还卢二先生，缘未识其下榻所在，是以封托绿饮
兄转达。想其事忙，迄今竟忘交去，致劳匏庐问取，兼费清神，殊抱不安。顷即驰札上
杭，促其迅速捡送矣。绿饮并有吴门归舟，枉顾敝卢之约，如晤时更当细叩其原委，然
谅亦必无浮沉之患也，幸先作札致意。匏庐【上图藏无此二字】此书，细读尊校补论各
条，真可称兰台之知己矣。昨岁朱允达兄下榻荒斋，借阅时亦有补论若干条，皆签附原
书。设文驾上省，可取而折衷之。
《孟子外书》真赝难辨，况又传自姚叔祥【上图藏此
字作详】之手，益不能无疑。以其卷帙无多，付诸梨枣，聊附于于陵子之次。弟拟为《订
略》一篇，柰见闻狭陋，未敢即出。惟令叔松霭先生匡政一过。顷又读大着《孟子逸文
考》，尤启发聋聩不浅。拙著容谨录一稿呈请教削，庶免贻咲大方耳。弟素来识薄力绵，
尔日收藏，安所复得异书，惟忆前岁张芑堂兄在易州山中携周雪客《南唐书笺注》以归，
弟亟传录一本。顷又从海盐借得《查田先生文集》。此二书稍可称人间不多见者。
《南唐
书笺注》竹垞检讨极推重之，惜未有刊本。文鱼急欲开梓，弟观其中陶阴既多，而体例
亦尚有未安处，并须商订，力劝其从缓，今副本仍藏箧中。窃谓傥得大雅一订正，便可
登木【上图藏有行世二字】
，使雪客有知，定当快亢宗之多贤，并不虚文鱼三千里之跋
涉矣！敢先此布情，书俟的便附到。《敬业文集》弟从臾张芷斋先生刻之，合《初白诗
评》而行，渠亦欣然也。兹因羽便，率此布泐，并请日安。余容晤悉，不既。
耕厓二哥先生即（按：为师之误）事。弟【上图藏有功字】吴骞顿首。谷雨前三日
冲

①

释文以袁氏所藏为准，上图所藏有差异者加【】标出，并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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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藏《吴骞尺牍》图版

袁氏藏《吴骞尺牍》图版（出自《袁氏藏明清名人尺牍》
）

观两尺牍书体书风，似不出自一人之手。疑其一为伪作。此尺牍书写时间与
其真伪关系甚大，所以须先考证其写作时间。
袁氏藏《吴骞尺牍》编按认为：
“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吴骞曾向张
载华介绍《敬业堂全集》。同年间，周广业自吴骞借阅《南唐书笺注》。札似当作
于是年。”①由于此尺牍书写年代关系甚大。再补证如下：
《南唐书注》先君子跋云：
“大梁周雪客先生《南唐书注》，当时最有名，以
未有刊本，故流传绝少……吾友张君文鱼从易州山中得此书，数千里怀之以归，
喜不自胜，亟谋付之梨枣。予间从借读，观其征引之富，真竹垞所谓具费苦心
者……庚子端阳后二日跋。”②
乾隆庚子为乾隆四十五年，即公元 1780 年。
《吴骞致周广业尺牍》：
“惟忆前
岁张芑堂兄在易州山中携周雪客《南唐书笺注》以归，弟亟传录一本。”可推知
此尺牍书写年代。乾隆四十五年后推两年为乾隆四十七年，即公元 1782 年。耕

①

李志纲、刘凯主编《袁氏藏明清名人尺牍》
，文物出版社，2016，第 612 页。

②

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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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厓先生跋云：“岁壬寅，从兔床借观是书于王氏藜照书屋，随页粘签。” 壬寅年
为乾隆四十七年，即公元 1782 年。据《南唐书注》两跋及尺牍内容可以推断此
尺牍作于乾隆四十七年，即公元 1782 年，定当无疑。
对上图藏《吴骞尺牍》和袁氏藏《吴骞尺牍》细加比较，严以分析，则有四
处疑惑。
第一，书法辨析。袁氏藏《吴骞尺牍》书体行、草并用。虽然修改涂抹之处
较多，但运笔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将上图藏《吴骞尺牍》与《海宁历史人物
手札》收录五通《吴骞尺牍》相比较，发现上图藏《吴骞尺牍》书法风格与之风
格不类。上图藏《吴骞尺牍》基本用行楷，似应模仿袁氏藏《吴骞尺牍》部分字
草书写法，如：虎、兼、荒、疑、拟等。虽然整体书写工整，但略显稚拙。两尺
牍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袁氏藏《吴骞尺牍》书法较上图藏《吴骞尺牍》为胜。
第二，落款考辨。上图藏《吴骞尺牍》落款日期为“谷雨前三日”，袁氏藏
《吴骞尺牍》落款日期为“三月廿二日”。前已证此尺牍作于公元 1782 年。公元
1782 年谷雨为农历三月初八，即吴骞收到周广业翰教之日。谷雨前三日为三月
初五。
《吴骞尺牍》：
“刻接初八日教翰。”知吴骞初八日才接到周广业来信，初五
日回信，实无此理。此最为令人生疑者。
袁氏藏《吴骞尺牍》：
“弟吴骞顿首。”上图藏《吴骞尺牍》：
“弟功吴骞顿首。”
上图藏《吴骞尺牍》多“功”字。清代尺牍书写者服丧期间，尺牍署押时一般都
于姓名前加“禫”
“功”
“期”
“制”
“期功”
“功服”
“制期”等。此“功”字当为
伪作者不明其义，依其它尺牍而作，实为画蛇添足。
第三，用印考辨。上图藏《吴骞尺牍》，用印三方。分别为：小桐溪上人家、
臣骞、葵里印。
《海宁历史人物手札》收录吴骞尺牍五通。然无钤小桐溪上人家、
臣骞、葵里印之印者。“小桐溪上人家”为吴骞的藏书印，且加盖于尺牍首页右
下角。一般而言，尺牍首页右下角空白处加盖收藏印章，不加盖书信人印章。吴
骞不可能将写给周广业的信不发出去而加盖自己藏书印而珍藏起来。
第四，文字辨正。袁氏藏《吴骞尺牍》：“忻稔道履安祥。”上图藏《吴骞尺
牍》
“祥”字写作“详”。此处“安祥”当指安善吉祥，而非义为稳重从容之“安
详”。袁氏藏《吴骞尺牍》：
“《孟子外书》真赝难辨，况又传自姚叔祥之手，益不
能无疑。”姚叔祥之“祥”，上图藏《吴骞尺牍》写作“详”。姚士粦，字叔祥，浙
江海盐人。写作“详”，不确。如上图藏《吴骞尺牍》为誊写清本，则不当有此
错误。
袁氏藏《吴骞尺牍》：
“瓠庐此书，细读尊校补论各条，真可称兰台之知己矣。”
上图藏《吴骞尺牍》：“此书，细读尊校补论各条，真可称兰台之知己矣。”上图

①

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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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吴骞尺牍》此句“此书”前无“瓠庐”二字。如上图藏《吴吴骞尺牍》为誊
写清本，则不当有此漏抄。
《吴骞尺牍》：
“窃谓傥得大雅一订正，便可登木，使雪客有知，定当快亢宗
之多贤，并不虚文鱼三千里之跋涉矣!”袁氏藏《吴骞尺牍》
“便可登木”后“行
世”二字已涂删，而上图藏《吴骞尺牍》“便可登木”后有“行世”二字。删而
又加，此又一疑者。
第五，行文格式比较。袁氏藏《吴骞尺牍》虽则全部抬头齐平，然言及对方
或他人时则会空一两个字位，此为八行尺牍的一般格式。袁氏藏《吴骞尺牍》：
“此书细读，尊校补论各条，真可称兰台之知己矣。”其中“细读”
“尊校”之间
空一个字位，而上图藏《吴骞尺牍》别处言及对方均换行高出一两个字书写，此
处只是空一个字位。此又其疏失者。
通过书法、印章、落款、文字、行文格式等方面的考辨，我们似可相信上图
藏《吴骞尺牍》当为仿袁氏藏《吴骞尺牍》的伪作。
二、《倭仁致徐用仪尺牍》辨伪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赫俊红主编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清代名人书
札》，其中有《倭仁致徐用仪尺牍》两通，编号分别为 sz228-碑帖 015.21 和 sz229碑帖 015.22。其中一通似为仿另一通而作。图版释文如下：

sz228-碑帖 015.21

sz229-碑帖 015.22

sz228-碑帖 015.21 释文：
筱云六兄同年大人座右：承委之件，刻刻在心。月前晤卞大京兆，云通州、昌平均
已有人，容缓图之。昨往拜，未晤。竢有复音，当布达也。此请时安。名另具

sz229-碑帖 015.22 释文：
筱云六兄年大人：承属之件，月前颂臣京兆，云通州、昌平已有人，容缓图之。昨
往拜，未见。竢有复音，当布达也。此请时安。名另具

《倭仁致徐用仪尺牍》两通，内容基本相同，部分地方稍有差异。sz228-碑
帖 015.21 号尺牍“六兄同年大人”“承委”“卞大京兆”“均已”“未晤”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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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229-碑帖 015.22 号尺牍分别作“六兄年大人”“承属”“颂臣京兆”“已”“未
见”。sz228-碑帖 015.21 号尺牍“座右”
“刻刻在心”两处，为 sz229-碑帖 015.22
号尺牍所无。两尺牍所言之事完全相同，然短短五十多字，却有七处不同。一般
而言，写信人不可能就同一内容向同一受信人书写两封书信。所以我们猜测其中
一通可能是依据另一通而作的伪件。通过对两通尺牍比较我们发现：
第一，两通尺牍书法风格不同，sz229-碑帖 015.22 号尺牍不能体现倭仁书
法风格。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清代名人书札》有《倭仁尺牍》23 通。观倭仁
尺牍，中宫收紧，收放自如，端正瘦硬。字如其人，笔笔不苟。sz228-碑帖 015.21
号尺牍正体现了倭仁书法水平，是倭仁书法风格的真实呈现。而 sz229-碑帖
015.22 号尺牍相对宽博外放，个别笔划书写有不沉着处，与倭仁整体书法风格
不同。尺牍中言及卞大京兆，即卞宝第。赵尔巽《清史稿》二六〇卷：“同治元
年，迁礼科给事中，劾江北水师总统黄彬侵厘通贼，督办军务侍郎胜保贪蹇，提
督成明拥兵同州畏葸无战志，一时推为敢言。擢顺天府府丞，迁府尹，捕巨盗王
景漋等。”①可知此尺牍书写时间至早为同治元年（公元 1862），倭仁（1804—
1871）在书写尺牍时可能因为年龄相对较大而手颤，倭仁部分尺牍也有此特征，
而 sz229-碑帖 015.22 似无此特征。
第二，两通尺牍用词稍不同，sz229-碑帖 015.22 号尺牍用词不妥。sz228碑帖 015.21 号尺牍开头称谓为“筱云六兄同年大人座右”；sz229-碑帖 015.22
号尺牍开头称谓为“筱云六兄年大人”。“同年”一词，清顾炎武《生员论中》：
“同榜之士，谓之同年。”②清赵翼《陔余丛考•同年》：“余庚午乡举，宛平黄叔
琳开府系前庚午举人，曾为先后同年之会；大学士史铁崖并及见先后进士同年，
真为盛事。”③由此可知，
“同年”并不限于同一年考中者。清阮葵生《茶余客话》
卷二：
“ 乾隆己未，赵秋谷与新贵遥认同年，沉归愚诗云：
‘后先己未亦同年。’”
④

倭仁道光九年（1829 年）进士，徐用仪咸丰九年(1859)举人，所以倭仁称徐用

仪为同年，此为“先后同年”。而 sz229-碑帖 015.22 号尺牍称谓为“筱云六兄年
大人”，不确。
sz228-碑帖 015.21 号尺牍有“月前晤卞大京兆，云通州、昌平均已有人，
容缓图之”一句。其中“均已”，sz229-碑帖 015.22 号尺牍用“已”。通州、昌
平为两地名，用“均已”妥当，用“已”则欠佳。
第三，两通尺牍语句稍不同，sz229-碑帖 015.22 号尺牍文句不协。sz228-

①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
，中华书局，1998，第 1034 页。

②

顾炎武《顾亭林文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 11 页。

③

赵翼《陔余丛考》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第 503 页。

④

阮葵生《茶余客话》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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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帖 015.21 号尺牍“承委之件”下有“刻刻在心”。“刻刻在心”接上“承委之
件”，表明书信人对对方托付事情的态度；而 sz229-碑帖 015.22 号尺牍“承属
之件”后紧接“月前晤卞大京兆，云通州、昌平已有人，容缓图之”。一句未完，
即言说下句，让人感觉突兀。以倭仁之辞章涵养，加之身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同治
皇帝师傅，不可能行文如此草率不协，此亦令人生疑惑者。
对两通《倭仁致徐用仪尺牍》从书法风格、用词、文法等方面的分析考辨，
可以得出结论：sz229-碑帖 015.22 号尺牍当为依 sz228-碑帖 015.21 号尺牍删
改的伪作。
通过对《吴骞致周广业尺牍》和《倭仁致徐用仪尺牍》的考辨。我们认为在
尺牍整理中，可以从书法风格、行款格式、字词文法、落款用印等多个方面辨伪，
不致伪作羼杂其中，影响尺牍的使用和研究。
以上针对尺牍释文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归纳尺牍释文应注意的问题及相关
条例。结合具体尺牍作者考订，提出尺牍作者考订需要注意文字释读、相关信息
和书风印章三个方面。同时，通过尺牍的具体辨伪实践，总结出尺牍辨伪可从书
法风格、行款格式、字词文法、署押用印等多个角度进行。文章通过具体问题的
分析，总结归纳出具有可操性的方法，以期为尺牍整理提供方法上的借鉴，以推
进尺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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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rrespondenc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Some Related Issues
QIAO Er-hu
（Center for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
China；College of Literature，Xizang Minzu University, Shaanxi Xianyang,712082，China）

Abstract: As written documents, letter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because of their cultural relic value, historical data value, artistic
value and corpus value, which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These letters, which had been buri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now have been gradually released to the public, providing scholars with the
convenience of study and research. Due to various factors, however, 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terpretation, identification of the author, inclusion and so on. Based on the
specific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ublished letters, this paper explores each kind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esents w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when sorting out the correspondence, and
summarizes the methods of identifying the author and the correspondence, so a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orting and research of correspondence.
Key words: correspondenc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terpretation; The identificatioon of
the author; Identifying and distingu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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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伍)·封許之命》篇語言研究
-以「隹(惟)」字句為主-

申世利1
朝鮮大學校 國際文化研究院
學術研究教授

目次
一、引言
二、
《清華簡(伍)·封許之命》書類冊命文的語言
三、
「隹」詞義:「惟」或「唯」
四、副詞 +「隹(唯/惟)」類
五、
「惟/唯」和人身代詞

六、結語

一、 引言
先秦時代在主位後面可出現主謂判斷標紀「隹1(惟22/唯3)」。「惟2」在《詩經》
使用「維4」字,本文「維4」與「惟3」用法認同。
我們通過諸多注釋家的整理「隹1(惟2/唯3)」字的加註情況, 可知該字的功能及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 (NRF-과제번호)(NRF-2021S1A5B5A16076392)
1

2

「惟」在《詩經》使用「維」字, 但本文「維」與「惟」用法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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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範圍十分繁雜: 如, 表動詞(唯,諾也;惟,思也), 表助詞(乃、及、則等), 表連詞
(雖也), 表副詞(獨也)等。
而且這些用法都是從西周到戰國使用, 除非文言文除外, 「是」字句出現替代主
謂判斷句,

因此我們分析詞典和使用背景, 要推測西周到戰國時代的語言環境。

「隹(惟/唯)」字句在書類冊命文中經常使用，本文在討論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
簡（伍）》《封許之命》篇也可說屬於書類冊命文的文章之一, 分析與現代漢語的「焦
點(focus)」句類似的「隹(惟/唯)」字句。上古漢語一般常用主題句,可說主題句即是
說明句的典型，此是與現代漢語的「焦點(focus)」句類似。本文認為「隹(惟/唯)」
上古時代在口語中常常出現，與主題句類似的句式，值得考察該句式形成來源及情況。
主謂句和主題句是並不相同，主謂句的主語一定是謂語的論元，也主謂句的謂語不一
定是謂語的論元，該二句式一般對論元所投射的位置並不一樣。
類似「焦點(focus)」句有兩種情況:一是分裂句形式，要強調賓語、否定時，使用
分裂形式，表否定放在「隹(惟/唯)」字句前面，如:
予惟小子若涉淵水《尚書·大誥》
《尚書·多方》子句的主語「王」可省略: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
罔不知。」
在否定情況下「隹(惟/唯)」變成主題句的標記，如, 上文「予惟小子」強調「小
子」, 是「我這個小子」義;上文「惟爾殷侯尹民」可認為動詞「思惟」義, 但仍然「隹
(惟/唯)」表現說話者和聽話者所具有的的共同信念、形成預設關係。所謂主題作預設
是指說話者和聽話者表現共同信念、共同信念的共識對象。
3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 是清華大學收集、整理的竹簡，《封許之命》是其
伍捲之一篇，即和金文及其封建禮所使用的冊命文非常相似。我們從語言入手，力图

3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 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 》, (上海, 中西書局,2015 年
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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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文獻異本之間的關聯性。通過對「隹(惟/唯)」句式和詞語的分析，考察上古語言
使用環境。

二、《封許之命》書類冊命文的語言
在語言方面, 諸多學者對《封許之命》篇研究通常集中于在金文中常出現的詞彙
及句子,本文認為文體需要討論整文的體系及常用的語言體系，《尚書》中《傅說之命》、
《封許之命》、《康誥》、《文侯之命》書類冊命文是與《封許之命》同類的文體。其中
《文侯之命》最符合冊命書類。
在傳世文獻及西周金文的書類冊命文中常用固定的語言表現方式，如，「王若
曰」、「命汝侯于某地」、「

(膺)受大命」、「勿廢朕命」 4 等等。最近程浩認為

「嗚呼」之類的語氣詞應該是生動的現場語言，具有時空性，很難想像起草文稿的人
提前寫成的。 5 本文認為所謂文章的句式可決定整體文章的篇章，因此本文需要分析
在冊命書類文獻中常出現的「惟」標記的句式。
張懷通6認為史官以兩種方式作記錄:「第二,「王若曰」所領的「命」或「誥」有
兩種類:一是王針對冊命所作的「命」即命官之辭，這是青銅器銘文的大宗，命書是預
先寫就的，記載於簡冊之上，冊命時由史官授予受命者，命官之辭則是王對冊命所作
的進一步說明; 二是王就國家大事、方針政策所發布的「誥」，即布政之辭。布政之辭
在青銅器中常見，但在《尚書》之《商書》、《周書》中卻是大宗」。
他還認為:「「王若曰」領起的命官之辭，講話主體與對象是一對一的，「王若曰」
領起的布政之辭，講話主體和對象是有時兩個或多個」。
根據張懷通的分析, 我們得知冊文中的「命」或「誥」類詞的對象應該不只一類,
而是多類。因此書類冊命文對「王若曰」詳細分析說話者和聽話者的對象。
4

宣柳：
〈文中的「勿廢朕令」
〉, (四川：
《四川人物》, 2018年3期(199)）
。
程浩：
《
「書」類文獻先秦流傳考—以清華簡戰國竹簡為中心》, 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 2015,參看程浩說：
「這種假設似乎無法解釋幾乎每篇「書」中都會出現的「嗚呼」等彈詞。因為如果「書」是事先寫好的講話稿的
話，很難想像起草文稿的人會把語氣詞也提前寫進去。」
6
張懷通：《「王若曰」新釋》，《歷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4章「書」類文獻編篡與成編情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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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時代無標主題句出現之前,上古語言的主宗的句式即是主謂句，對主謂句中,
有些句式十分和主題句的句式類似, 我們可認為同指關係的顯性外位主題句，有標性是
必然的條件。有些主題句式顯示於有標的主謂句,如, 包含「惟2」或「唯3」等句。本
文從「惟2」或「唯3」入手要分析冊命文中的「惟2」字句。還有，通過分析《封許之
命》篇, 本文可知在上古漢語中它們的互用關係，以及使用情況。
所謂「惟」一般用以判斷標記, 在《封許之命》篇中出現四次，其中「惟」連用
「亦」或「則」。透過觀察與「隹(惟/唯)」同時出現的詞語語義角色, 我們可推測到
《封許之命》成書時期的語言環境。下面即是在本文出現的「惟」例文:
【1】……越獄在天下，故天勸之乍「亡」斁，尚祗(純)厥德，膺受大命，允(駿)尹四方。
①則惟汝呂丁，肇右文王，毖光厥烈【2】□司明刑，釐厥猷，祗事上帝桓桓丕敬，嚴將天命。
②亦惟汝呂丁，扞輔武王，干敦殷受，咸成商邑【3】 ……【4】，命汝侯于許。
③汝惟臧，耆尔猷， 虔恤王家，簡乂四方不𢦚，以勤余一人。
錫汝蒼珪、秬鬯一卣，路【5】車，蔥衡、玉，鸞鈴素旂，朱筓䡇。馬四匹，攸脅，
鉤膺，纂弁，柅。贈尔薦彝， 【6】□

，龍鬹、璉、鑵、鉦、

，羅纓，

、盤、鑑、鎣、 、雕匚、

鼎、簋、觥、卣、格。
王曰: “嗚呼，丁，戒哉! 余旣監于殷【7】之不若， (稚)童玆(滋)憂，靡念非常，④汝亦惟淑章尔
慮， 祗敬尔猷， 以永厚周邦， 勿廢朕命， 經嗣【8】世享。”

例①則惟汝呂丁，肇右文王
例②亦惟汝呂丁，扞輔武王
例③汝惟臧，耆尔猷
例④汝亦惟淑章尔慮，祗敬尔猷，以永厚周邦

西周時代冊命文應該具有固定篇章形式，對西周中期的冊命文，李冠蘭7分別說明
了六項要素及次序，他認為具備以下篇章條件才能成立冊命文的句式:
西周中晚期一類冊文:1.起首語：「王若曰」或「王曰」； 2.對受命者的稱呼；3.
追溯先王或現在的王對受命者或其祖先的以往任命；4.提出對受命者的任命；

7

李冠蘭：
〈清華簡《封許之命》年代再儀 —兼及《書》類文獻在两周的整編與流傳〉, (廣東:《學術硏究》, 20
20年)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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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数对受命者的賞賜；6.對受命者的誥誡。8
《封許之命》全文都是對話式，或有對象的命類文「王若曰」或「王曰」, 以上要
求的冊文條件都具備, 可認為本篇具有冊命文形式。

三、「隹」詞義:「惟」或「唯」
「隹1」可認為「惟2」或「唯3」字，「隹1」在金文中一般讀為「唯3」，《封許之
命》「隹1」字讀為「惟2」字。
梅廣9認為春秋戰國文獻用「隹1」表現加強語氣「只有」、「只是」的限定的意
思，如用提賓結構中。他說:「《左傳》、《論語》「惟2」皆寫作「唯3」，專用於思
維義，只有引用《詩經》、《尚書》時才寫作「惟2」（《詩經》則用「維4」），
「唯3」的另一用法是作為肯定的對答詞用，表唯唯諾諾的意思，猶今曰的「是的」。
這也是繫詞的殘留用法。
我們可認為「惟」是上古判斷標記之一，甲骨文「惟」不能直接使用以現代我們
所說的繫詞，「惟」與繫詞「是」並不是同一系統的。「惟」是判斷肯定之後，一定
出現判斷否定的形式，所以「不惟」一定要同時出現。
沈家煊《不對稱和標記論》的〈標記論〉篇說語言符號有二分對立(binary oppos
ition)和對立二端的非對等值(asymmetry in values)兩個特徵。非對等值則是「無標」
「有標」之分，如，「大」、「高」、「長」的語意範圍即是包含「小」、「矮」、「短」，因
為疑問句是「多大」、「多高」、「多長」，所以「大」、「高」、「長」是語意無標，「小」、
「矮」、「短」是語意無標。梅廣曾採用此不對等值的概念，上古漢語，本文既要參考
分析不對稱和標記論,也要考慮在句中所內涵的潛在性語義。
張玉金10認為「非」即表示「不是」之義。〈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否定副詞「非」〉一

8

李冠蘭：
《毛公鼎銘文本性質考辨—兼論西周中晚期一類冊命文的文本形態及其生成機制》，趙逵夫主編：
《先秦
文學與文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7輯
9
梅廣：
《上古漢語語法綱要》
，（台北：三民書局，2015年）, 頁131。
10
張玉金：
《繼承與拓新-漢語語言文字學研究(上)》
，
（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 48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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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分析出「非」是副詞，而不是繫詞。「非」是否定判斷副詞，其與諸多句法成分能夠
並用出現，如，「非+主位結構成分」、「非+動詞謂語」等。張玉金認為「非」以王冬梅
11

所主張的名詞化理論能解釋為此句法功能，即自指、復指等原因，「非」和「不」、

「未」有很大不同，若「非」後出現及物動詞，則不前置，亦若「非」後出現不及物
動詞，則後置的賓語可前置，但原賓位要放「之」做復指。在出土戰國文獻中，有
「非」可讀為「無」、「沒有」的例證。
若這樣, 我們對「非」要認為該詞帶著「是」義的否定詞嗎?
12

梅廣 認為「非」即是上古漢語主謂判斷句的否定形式，但「非」和「不惟」並
不能互換，應該有兩者並存的原因。但還是要留意在上古判斷肯定時沒有顯性繫詞，
只有表否定形式的「非」。梅廣認為「非」是否定詞「不」和某個繫詞的結合的。在
甲骨文中，前置賓語句可謂倒裝句或分裂句,和現代語言學所說的焦點表現非常類似。
根據詞典解析，在實際文獻中我們可以確認檢驗「惟」的用法: 第一，語氣副詞，
「只有」、「只是」、「雖然」等; 第二，介詞,「以」等; 第三，語助詞即助詞; 第四，
分類動詞的用法。

(一) 釋 《故訓匯纂》之義
表判斷的繫詞「惟」或「唯」在《故訓匯纂》的整理13, 可分為三類共同語意, 它
們具有共同用法, 副詞、發語詞的用法 。
首先，「唯」和「惟」都具有同聲同部, 即在《廣韻》以追切和平聲微部。
第一是「獨也」之義: 如《易·同人》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的:即「唯君子為能通
天下之志」 ;《老子·二十一章》河上公注「唯道是從」。
第二是「雖也」之義:如《左傳·定二六年》吳昌瑩按「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
也」;《墨子·節葬》「則惟上帝鬼神」孫詒讓閒詁引王云「惟與雖同」。

11

王冬梅：
《現代漢語動名互轉的認知研究》
，
（北京: 中國社会科學院研究生院, 2010年）,頁72-73。
梅廣：
《上古漢語語法綱要》
，（台北：三民書局，2015年）,頁159-164。
13
宗福邦、陳世堯、瀟海波 主編：
《故訓匯纂》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惟」頁359-360,「唯」, 頁803
-80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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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發語詞」之義: 如,《論語·述而》「唯何甚」黃侃說發語詞, 此義可包
含「從」或「由」之義, 如慧琳音義卷二「唯極」顧野王注「唯, 由也」, 玄應音義
卷二十五注「唯, 從也」;《經典釋詞》卷三《尚書·皋陶謨》曰「惟帝其難之」，《 尚
書·洪範》曰「惟時有三祀」, 《左傳·哀六年》云夏書曰「惟彼陶唐」。
其次，「唯」上聲在《廣韻》以水切, 微部，「惟」沒有上聲, 各有不同詞意。
第一，「唯」有「諾也」之義: 如《墨子·經下》「唯吾謂」孫詒讓閒詁引《說
文》。
第二，「惟」有「思也」之義: 如《尚書·大誥》「予惟小子若涉淵水」孫星衍今
古文注引《釋詁》;「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孫星衍今古文注引《釋言》; 「惟天降
命肇我民，惟元祀」孫星衍今古文注引《釋詁》等。
第三，「惟」有連詞用法: 如,「與」或「及」、「乃」、「則」之義。
「與」:「惟服宗工,多方曰:誥爾四國多方, 爾殷侯遺尿」《尚書·酒誥》
「及」:「爾大克羞考, 惟君」《尚書·酒誥》
「乃」: 盤庚曰:非予自荒茲德惟女含德, 不惕予一人」《尚書·盤庚》
「則」: 儀不及物惟曰不亯」《尚書》
第四,「惟」有「是」之義:如,《經詞衍釋》卷三注曰「惟, 猶是也時也」舉例說
「惟十有三祀 」《尚書·洪範》;亦說「惟二月既望」《尚書·召誥》。
第五,「惟」有介詞用法, 如,「以」, 《經傳釋詞》卷三曰「惟, 猶以也」: 「亦惟
女」故. 《僖二年左傳》曰: 「則亦惟君」故《尚書·盤庚》

最後,「唯/惟」有些固定結構, 「唯/惟」表強調的語氣副詞用法, 有固定結構。
14

「唯/惟」+賓語+之+動 ：今商王受, 惟婦言之世《尚書·牧誓》
「唯/惟」+賓語+是+動 ：雞鳴而食, 唯命是聽《左傳·成公二十六 》

14

楊伯峻、何樂士：
《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
（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8月2版.2008年5月第4次印刷）
，頁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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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以「隹(唯/惟)」舉例,可闡釋其詞語的詞性及語義,也在語義上可分析關
聯的詞語。「隹(唯/惟)」在上古文獻中具有錯綜複雜的語意角色,不能做一律分析,本
文對《故訓匯纂》「隹(唯/惟)」的研究, 可知「隹(唯/惟)」前置詞語的焦點化功能,
傳統語言研究都認為強調的功能,即是句法功能變化的過程。「隹(唯/惟)」在語意強
調中設定語意範圍及其主題範圍,自然反映移位主題對像的語法功能及標記功能,如
「獨也」、「雖也」、「發語詞」等。
「隹(唯/惟)」的用法, 除了動詞義外, 由於它們的共同語義都屬於「唯 3」的義
項, 因此常常以「唯 3」字為分析「隹(唯/惟)」類字。例如, 楊伯峻、何樂士15在分析
該詞語時, 未曾提及了該字有介詞的用法,他們認為副詞用法表範圍，判斷「惟 2」是助
詞用法，即可看作是判斷的繫詞，與副詞不同的用法,在《尚書》表判斷用「惟 2」字,
在《詩經》表判斷用「唯 3」字。

(二)「隹(唯/惟)」做另外功能的可能性
「隹」字在主位後出現做表判斷的功能，該字後常出現第二人身代詞，即是說話
者的談話對象，如，「則惟汝呂丁」、「亦惟汝呂丁」、「命汝侯于許」、「汝惟臧，
耆尔猷」等。所謂「前提」是指句法結構所引起的某種形象, 還所謂「生成」是指顯性
論元可做事先所誘發的「預設觸發語」即「trigger」。
其中「預設觸發語」16用九類項可以檢驗 : (一)固有詞, (二)限定描寫, (三)事實動詞
和非事實動詞(該類動詞位在母句謂語時, 子句保持真值), 事實類動詞有後悔、知道、
發現、把握等類; 非事實類動詞有相信、主張、期待、思維(想) 、思考、推定、錯覺、
願意、希望等類 (四)狀態變化動詞, 如開始、出發、停止、為止等類 (五)反復表現, 如,
亦、再、很、更類, (六)數量, (七)分裂句, (八)時間副詞句, (九) 疑問句等類。
(一)「惟」字前出現前提 固有詞, 如國家名、人名、地名等。

15

楊伯峻、何樂士：
《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
（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8月2版.2008年5月第4次印刷）
，頁708-71
0。
16
Levinson, Stephen C. Pragmatics. Cambridge Textbooks in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
ty Press. (1983), 頁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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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惟」字前出現的前提具有限定性屬性, 在甲骨文中只出現無情成分, 如占卜;而後
在戰國時代可出現有情性的成分, 如人身代詞。
(三)「惟」事實動詞和非事實動詞保持客觀詞義。(該類動詞位在母句謂語時, 子句保持
真值), 本詞語包含非事實類動詞的詞性及語意: 是相信、思維、思考、推定、希望等類。
(四)「惟」和狀態變化動詞, 能夠一起出現的, 如開始、出發、停止、為止等類義。
(五)「惟」和反復表現一起出現, 即表示了限定主題, 如, 亦、再、很、更類義。
(六)「惟」數量。他具有只有的副詞義, 也具有「獨也」義。
(七)「惟」 出現典型的分裂結構, 帶主題, 可說採用分裂方式, 而且「惟」 後出現指示性
成分的詞語, 如是、之、其等。
(八) 「惟」前後可出現數子, 做時間副詞句。
(九) 「惟」前後可出現疑問代詞, 疑問句等類。

四、副詞 +「隹(唯/惟)」類
(一) 「亦」+「隹」
在《尚書·康誥》中出現與「亦」字並用之例:
(1)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尚書·康誥》
(2)

(夏)自

(絶)亓(其)又(有)民, 亦隹(惟)氏(厥)眾 《淸華簡一·尹誥》

(3)靡念非常，汝亦惟淑章尔慮，祗敬尔猷，以永厚周邦《淸華簡五·封許之
命》
《封許之命》「例②亦惟汝呂丁，扞輔武王」 、「例④汝亦惟淑章尔慮，祗敬尔
猷，以永厚周邦」的「惟」與副詞「亦」同時出現。
《封許之命》「惟」常帶第二人身代詞，「惟」和第二人身代詞「汝」有一定的
關係,「汝」是人身代詞，「呂丁」是有生性專用名詞，「汝」和「呂丁」可說同指關
係。「亦」是關聯副詞，武振玉以金文為例分析了兩種用法:一是表示類同，可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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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另一個是表示並列關係，可譯為「又」或「也」。17
其中表示並列關係「亦」即並用在「惟」字的後邊，在甲骨文、金文中一般用
「惟」字，在楚簡中也常用「惟」。本文「惟」表示顯性繫詞，可釋為「是」。

(二)「則」+「隹」
「則惟」僅出現於《尚書·多士》的二例， 如:
(1)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尚書·
多士》
(2)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尚
書·多方》
武振玉18認為「則惟」用法是承上啟下，使前後兩層意思的關係更為緊密。金文出
現「則繇惟」應該與「則惟」的作用相似。此義所謂「提示和強調著前後的因果關係
」。沈培19說「繇惟」是強調後面的句法成分，「則」表示其前後句子的順承關係，「繇
唯」跟典籍的迪惟關係一樣，此二者詞語是為加強語氣所使用的。
李明曉20分析出「則」的用法，他認為在戰國文獻中大部分「則」是順承用法，或
21

偶有轉折用法。關於《封許之命》出現「則惟汝呂丁」的例文，高祐仁 釋謂「那就是
」值得接受。由此可見，在戰國文獻中仍是用順承關係，此句也可認為「則」是表示
順承的關係副詞。

五、「惟/唯」和人身代詞
在《封許之命》中「惟」是助詞用法，「汝亦惟淑章尔慮，祗敬尔猷，以永厚周
邦」第二身代詞後面出現的「惟」強調前置成分, 即表現出說明句的一面。

17
18
19
20
21

武振玉：
《兩周金文虛詞研究》,（台北：綫裝書局, 2010年）,頁105-108。
武振玉：
《兩周金文虛詞研究》 (台北：綫裝書局, 2010年), 頁295-297。
沈培：
《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
（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11月）
，頁161。
李明曉：
《戰國楚簡語法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
，頁136-137。
高佑仁：
〈清華簡書類文獻硏究〉, (台北：萬卷樓, 2018年 4月), p.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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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漢語第一身代詞「余」出現在「惟」前後的情況很普遍, 在《尚書》中「惟」
可認為「思維」之義, 也可認為語助詞，譯為「成為」、「做為」等的意思。反事實動
詞「惟」當作「思維」義, 下層子句包含真值可說充分地做出「預設觸發語」的功能。
有些學者認為人身代詞有範圍性，「汝」、「尔」兩種第二人身代詞並不區分其
功能角色。根據此觀點, 我們可知在本《淸華簡(伍)·封許之命》篇例③「汝惟臧，耆尔
猷」、例④「汝亦惟淑章尔慮，祗敬尔猷，以永厚周邦」的第二身代詞強調主題, 即是
「汝」。
第一身代詞「余」是甲骨時代流行的第一人身主語，「余」的次序是受到「唯」
的影響，出現時, 產生制約，當初在否定時才使用的。「余」在主語時，「惟」
(「唯」)字在甲骨文出現的句式有幾個規定。用「惠」表示主題，有表達主觀意願的
傾向，而用「唯」的句子表現非主題的活用，有表達客體的事實或推測某種客觀的可
能性。22
肯定句：S＋惠＋O＋否定+VP
否定句：S＋勿唯＋O＋VP
S＋不唯＋O＋VP
否定式有演變過程，可視為如下：

(1)S+勿唯+O+VP 貞:王勿唯土方征 6444

(3)惠+O+V,

(2)S+唯+O+VP

+V+O 惠兹豐用, 用茲豐3 (4)不唯+O+VP

貞:兹雨唯年禍10142

貞:茲雨不唯年禍10143

0725

(6)不唯+O/是/之+VP 貞:不唯之巩
(5)勿唯+O+VP

23

貞:勿唯王令 5045

沈培認為：「有時『其』用主語出現，而要搭配『唯』字」。行為動作是占卜者

22
23

李曦：
《
「惠」唯「辨」》
（第六屆古文學會論壇，1986年）
。
《甲骨文合集》1114，參看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
（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年9月）
，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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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能夠控制的，可能因為句中有「其」不用「惠」而用「唯」。
(7) 改, 其唯小臣臨令, 王弗悔。36418
(8)其唯太史寮令。36432
沈培在甲骨文未曾見「其惠」連用的場合。24 判斷標記「唯」使用到戰國時代,
「其」可表示未完成性, 亦可表示限定性，不管表示哪種語意,表限定性的「惠」可以
帶人身代詞主語。甲骨時代在肯定句中未出現這種例子，一般將「惠」使用于定句的
句式，透過例子可推測「唯」字句的演變過程。
上文認為在甲骨文中說：「用『惠』的句子表現主體的活動，有表達主觀意願的
傾向；而用『唯』的句子表現的是非主體的活動，表達客觀的事實或推測某種客觀的
可能性」25我們從此視角做分析，句子內容應是非主體的，亦是具有客觀性。至戰國時
代，「惟」以主體為主要發展方向，主語使用情形亦不同，此時已經可以用人身主語
作主語，與甲骨時代不同，客觀與主觀的限制早已不能起作用。
但在卜辭中「惠」和「唯」大概在一定條件下才可以互相替代,在卜辭中未出現
「惠」、「唯」的混用現象,到卜辭時代結束後,即出現二字混用的狀態。戰國時代暫
時出現「惠/唯+O+VP」，但馬上消失了, 是因為由「是」、「之」強調新的賓語前置,
並且「唯」和這種句式結合形成了「惠/唯+O/ 是/之+VP」句。
西周早期在金文中常用有生性的主語, 如, 「余」、「予」、「我」、「女」等,
「女」的用例不多, 可能聽話者在主位不容易做客觀事實的強調:
(9)余隹(唯)卽朕小學, 女(汝)勿(毘)余乃辟一人。今我隹(唯)卽井(型)禀于
玟(文王)正德, 若玟(文王)令(命)二三正《大盂鼎》
(10)王曰 : 父!今余唯(肇)巠(經)先王命, 命女(汝)乂我邦我家內外, 于小大
政, (屛)朕立(位) 《毛公鼎》
(11)今余隹(唯)巠(經)乃先聖且(祖)考, 申就乃令(命) 《逨盤》

24
25

沈培：
《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
（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11月）
，頁40。
沈培：
《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
（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11月）
，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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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隹(唯)辟孝友史牆, 夙夜不㒸(墜), 其日蔑(歷) 《史牆盤》
從例(9)至例(12)有固定句, 例(9)「唯」可看作詞「只有」用法, 其主題句的形式
非常類似,但重新分析後, 例(9)「余隹(唯)卽朕小學」文的「余」和「朕小學」也可說
同指關係。從語義來分析, 例(9)是做同指強調主語, 也強調主語的限定性。
例(10)和(11)「今余隹(唯)肇巠(經)先王命 」、「今余隹(唯)巠(經)乃先聖且
(祖)考」, 是在謂語前出現的副詞或助詞, 跟例(9)一樣, 可認為「只有」, 也可認為
帶「唯」表示被省略的客觀主語的主謂判斷標記。例(12)「唯」後出現復指成分,指示
詞「其」: 如,「隹(唯)……其」等, 在戰國出土文獻中常用「唯/惟+賓語+是(之)+動」
句。
(13)叀(惠)我一人, 雍我邦小大猷無唯正聞(昏),引其唯王智(知), 迺唯是喪
我或(國) 。 《毛公鼎》
(14)伊少(小)臣隹(唯) (輔)，咸有九州，處禹之堵。 《集成》285《叔夷鍾》
(15)隹(惟)我𣗥(速)𧜓(禍) 《清華簡·尹至》
例(13)的「叀(惠)」帶「我一人」, 強調「我一人」, 在金文中出現主位前置的
焦點成分,例(14)的「伊少(小)臣」也表現前置成分表施事, 例(15)「隹(惟)」的賓位
「我」即是受事的對象。
(16)身

(茲)備(服)隹(惟)

(17)日不足隹(惟)

(允) 《淸華簡·保訓》

(宿)不羕(永) 《淸華簡·保訓》

此類句是「思惟」之義, 例(16)「隹(惟)
隹(惟)

(允)」之義, 「身

(允)」即是「(身

(茲)備(服))成為

(茲)備(服)」是移位的外位顯性強調成分, 例(16)和例

(17)的句式一樣。雖然隹(惟)之詞義是動詞「思惟」之義, 但句中出現的語言功能, 可
以看做,還保留語言功能的痕跡, 即主語前置對象的強調。
(18)康藥(樂)而母(毋)忘(荒), 是隹(惟)良士之? 《淸華簡·耆夜》
(19)康藥(樂)而母(毋)忘(荒), 是隹(惟)良士之愳(懼)《淸華簡·耆夜》
(20)康藥(樂)而母(毋)忘(荒), 是隹(惟)良士之愳(懼)《淸華簡·耆夜》
例(18)至例(20)是同樣的句式, 「是隹(惟)」即是「這就是」的意思,「是」復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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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唯/惟」後面出現的「良士之懼」。
(21)昔公堇(勤)

(勞)王

(家), 隹(惟)余

(沖)人亦弗﨤(及)【11호간】智(知)

《淸華簡·金縢》
(22)今皇天

(動)畏(威),

(以)章(彰)公

(德). 隹(惟)余

(沖)人

亓(其)親逆公《淸華簡·金縢》
「隹(惟)」後面出現復指的代詞「亓(其)」,例 (21)「隹(惟) ……亦弗(不之) 」,
例(22)「隹(惟)……亓(其) 」。

六、結語

通過分析「隹(惟)」字句,我們對「隹(惟)」能否做預設觸發語進行了檢驗,但我
們本次研究未進行了仔細分析, 因此可能需要後續研究,探索了「隹(惟)」字做預設觸
發語的可能性的具體原因, 要舉出例文, 有其對反事實動詞需要深度研究。
但在我們研究過程當中, 發現了值得注意的部分 : 其一是我們使用「隹」時,可
以發現說話者和聽話者互相十分熟悉,因此可以省略主語, 即是共識的對象, 如, 天、
帝、王等。 「隹(惟)」可能是觸發預設的標記。其二是「隹」字分化為「惟」和
「唯」,也分化為「雖」。詞義分化時,他們會產生知及語義的功能,即預設觸發語的功
能。
「隹」可看作動詞性「惟」,「惟」具有事實類動詞的「思考」義。「惟」從動詞
「思考」義開始, 做預設觸發語,在句中能夠表示完成義的預設。此證明上古漢語「隹」
在主題後面出現能表預設,並且具有「對象指向性」,即譯為「主題把對象想的就
是……」、「(省略主題想)讓/使對象的就是……」、「主題讓/使對象想的就是……」等。
「隹」亦可做動詞性「唯」,「唯」也具有事實類動詞的「諾也」義。「唯」從動詞
「諾也」義開始, 做預設觸發語,在句中也能夠表示完成義的預設, 但「唯」比較強調
做移位的賓語或賓位子句, 翻譯成「主題承諾對象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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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骨到戰國的古文字時代,「隹」字一般假借為多種詞彙, 「隹」字不僅分化出
「惟」和「唯」, 也分化出「雖」。
由此可見,自從「隹」的句法及詞彙的發展傾向, 我們能觀察到上古漢語「隹」
字的引申方向。「隹」可能有「預設觸發語」的因素,本文認為「隹」以人類認知為主
分化了其相關詞彙的詞性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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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碑誌所見
洛陽雅稱摭拾

宋婷
中國
陝西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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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碑誌所見洛陽雅稱摭拾
宋 婷

[摘 要]碑誌作爲共時文獻，記錄了洛陽歷史上的諸多別稱，皆清麗雅致，意蘊深厚，
多與洛陽帝京身份相關。唐代碑誌中散見的洛陽雅稱，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古都洛陽
的歷史記憶與當代書寫，是其獨特歷史文化的縮影和痕跡，對後人客觀認知洛陽歷史地位和
影響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唐代；洛陽；碑誌；雅稱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青年基金“新出土碑誌所見唐東都鄉里村坊資料整理與研究”
（18CTQ018）、國家社科重點基金“河洛新出墓誌匯集、整理與研究” (19AZW011)階段性
成果。
[作者簡介]宋婷（1985—），女，河南洛陽人，文學博士，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史流動站
博士後，主要從事碑刻文獻及文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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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碑誌所見洛陽雅稱摭拾

洛陽是中國四大古都之一，在中國及東亞文化圈具有重要歷史地位和文化影
響。東周洛陽始稱“東都”，《左傳·昭公三十二年》：“昔成王合諸侯，城成
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①隋初稱“東京”，後改“東都”。唐代洛陽曾稱
“東都”“東京”，武周時稱“神都”。唐代碑誌作爲出土文獻，保留了諸多洛
陽歷史上的雅稱，從來源看，主要源自周、漢兩代。

周 京
公元前771年，平王東遷，周王城由鎬京遷至洛邑，遂爲東周之“京”。
《詩·
曹風·下泉》云：“愾我寤歎，念彼周京。”孔穎達疏：“周京者，周室所居之
京師也。”②史思明稱帝，號洛陽爲“周京”：“乾元二年正月朔…夏四月，更
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號范陽爲燕京，洛陽周京，長安秦京。”③
碑誌文獻顯示，乾元二年（759）史思明稱帝前，唐人已用“周京”代稱洛
陽。咸亨五年（674）《黃素墓誌》：“自遠葉寓居洛州河南郡，因為縣人焉…

①

〔周〕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五三，《十三經注疏》（下册），
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2127 頁（下欄）。
②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义》卷七，《十三經注疏》（上册），北京：
中華書局，1983 年，第 386 頁（上欄）。
③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二五，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 64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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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乎晚歲，卜構周京…以咸亨五年四月三日遘疾，終於洛陽縣景行坊私第。”①黃
素家在洛陽縣“景行坊”，“逮乎晚歲，卜構周京”之“周京”即指洛陽。開元
七年（719）《李強友墓誌》：“從還周京，膏肓延禍。開元七年五月十七日，
奄歸真於洛陽殖業里之旅舍。”②開元廿三年（735）《王傳侯夫人王氏墓誌》：
“以開元廿三年四月廿一日寢疾，終于周京殖業里，享年卅有九。”③“殖業里”
乃唐東都洛陽城坊，位於東城之東第四南北街，北當安喜門東街，④故二誌所言
“周京”皆指洛陽。
宋代洛陽爲“西京”。《宋史·地理志》云：“西京。唐顯慶間爲東都，開
元改河南府，宋爲西京，山陵在焉。”⑤但宋人詩文以“周京”指洛陽者亦不鮮
見。宋庠《洛京王尚書學士寄惠牡丹十品五十枝因成四韻代書答》云：“十種仙
葩各有名，相逢暫似到周京。”⑥題文皆稱頌洛京寄來的牡丹花。陳襄《英宗皇
帝挽詞二首》之一云：“永言配昭考，陵寢卜周京。”⑦英宗趙曙，葬永厚陵，
在今河南省鞏義市義堂堡一帶。鞏義，舊稱鞏縣，唐代屬洛州，宋代屬河南府，
西臨洛陽，乃北宋帝陵所在。開寶三年（970）三月，升河南府鞏縣爲次赤，以
奉安陵。⑧《汴京遺跡志·雜誌一》：“《一統志》：宋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
陵、真宗永定陵、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皆在河
南府鞏縣西南。”⑨故詩中“周京”皆指洛陽。

東 周
南朝碑誌中，已有以“東周”稱洛陽者。天保四年（553）《司馬遵業墓誌》：
“遇東周不守，莊帝蒙塵，攸攸夏跡，所在狼顧。”⑩其中“莊帝蒙塵”即《魏
書》等所謂“元顥入洛，莊帝北巡”，11指永安二年（529）五月元顥攻入洛陽，

①

陳長安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洛陽卷》（以下簡稱《隋唐彙編》）（第 5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
版社，2009 年，第 172 頁。
②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9 冊），第 33 頁。

③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10 冊），第 109 頁。

④

〔清〕徐松撰，張穆校補：《唐兩京城坊考》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175 頁。

⑤

〔元〕脫脫等：《宋史》卷八五，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第 2103 頁。

⑥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 4 冊）卷一九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第 2253 頁。

⑦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 8 冊）卷四一三，第 5084 頁。

⑧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第 245 頁。

⑨

〔明〕李濂：《汴京遺跡志》卷一二，三怡堂叢書本。

⑩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 8 冊），北京：綫裝書局，2008 年，第 291 頁。

11

〔北齊〕魏收：《魏書》卷一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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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莊帝元子攸出逃事。以“東周”稱洛陽，乃因洛陽曾爲東周都城。
碑誌在敘述唐人祖籍、府第、葬地、仕歷時多以“東周”指洛陽。開元十年
（722）《楊曜墓誌》：“本恒農華陰人，漢太尉之裔，厥遠祖因官而寓於東周，
遂為洛陽人也。”①楊曜本恒農華陰人，因先祖仕於“東周”而爲洛陽人。開元
十八年（730）《盧正言及妻李氏墓誌》：“（夫人李氏）以開元十八年歲次庚
午，享年七十，薨於東周行脩里之第也。”②“東周行脩里”即洛陽修行坊，位
於東都城內。《唐兩京城坊考》卷五：“定鼎門街東第二街，從南第一曰樂和坊…
次北正平坊…次北修行坊。”注云：“劉軻《陳玄奘塔銘》：‘歲丁巳，開成紀
年之明年，有具壽沙門曰令檢，自上京抵洛，師以縹囊盛三藏遺文傳記，訪余柴
門于行修里。’‘行修’即‘修行’之訛。”③
開元廿九年（741）《張守珍墓誌》：“其先范陽人，因仕居東周，今即河
南人也。”④張守珍因仕居“東周”而爲河南人。大曆五年（770）《荷恩寺法律
禪師墓誌》：“其先馮翊蓮芍人也…因宦東周，今為河清人也。”⑤法師因先祖
仕於“東周”而爲“河清人”，“河清”即河清縣（今孟津縣）
，爲河南府轄縣。
大曆八年（773）《張顏墓誌》：“君諱顏，字雲卿，其先趙中山人也…始遭羯
胡盜國，東周煙塵，吉士寄命草莽，巨猾遊魂於天邑。”⑥“東周煙塵”指南朝
陳慶之攻破北魏都城洛陽事，以“東周”代指北魏洛陽城。建中元年（780）《崔
祐甫墓誌》：“屬祿山構禍，東周陷沒，公提挈百口，間道南遷…夫人太原王氏，
暨厥一女，隴西李緄妻，哀奉紼紖，歸於東周，即以其年十一月廿四日，有司奉
詔，備禮葬於河南邙山之先塋。”⑦“祿山構禍，東周陷沒”指安祿山攻陷洛陽
城之事，“歸於東周”則對應“葬於河南邙山之先塋”，皆以“東周”指洛陽。
大曆四年（769）《盧君妻鄭氏墓誌》：“以大曆四年，歲次己酉，十月廿
七日，遷窆於東周北邙山之原。”⑧貞元十五年（799）《張滂妻郭儀墓誌》：“歸
葬於東周洛陽舊鄉邙山。”⑨所言“東周”之“邙山”，即洛陽之“邙山”，亦
名“北邙”“邙嶺”，是著名風水葬地。《元和郡縣圖志·河南道一》云：“北
邙山，在（偃師）縣北二里，西自洛陽縣界東入鞏縣界。舊說云北邙山是隴山之
①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9 冊），第 82 頁。

②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 158 頁。

③

〔清〕徐松撰，張穆校補：《唐兩京城坊考》卷五，第 149 頁。

④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10 冊），第 195 頁。

⑤

中國文物研究所等編：《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 147 頁。

⑥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12 冊），第 51 頁。

⑦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12 冊），第 91 頁。

⑧

中國文物所等编：《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三·千唐志齋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年，第 202 頁。

⑨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12 冊），第 1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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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乃衆山總名，連嶺修亙四百餘里。”①元和十五年（820）《劉倫及妻李氏墓
誌》：“夫人趙郡李氏，後公逾紀，歿於東周，卜宅於龍門，亦廿年矣…合祔於
東周趙郡夫人龍門之舊塋。”②大和八年（834）《李鷾墓誌》：“歸祔於東周伊
苪鄉萬安山南原先塋，禮也。”③所言“東周”境內之“龍門”“萬安山”，皆
在洛陽城南。
“東周”也出現在銘辭中。永徽二年（651）《王順孫墓誌》：“以永徽二
年，歲次辛亥，二月乙丑朔，九日癸酉，葬於洛陽北邙之山原也…祖載轥兮東周
道，茹哀袂兮北邙塵。”④“東周道”與“北邙塵”對舉。龍朔二年（662）《斛
斯祥墓誌》：“君諱祥，字德善，東京河南人也…其詞曰：東周沃壤，原隰夷平，
哲人斯出，載誕吾生。”⑤“東周沃壤…載誕吾生”對應“東京河南人”。長安
三年（703）《崔惲墓誌》：“粵以長安三年，歲在癸卯，冬十月廿六日，返葬
於洛之金谷鄉昭覺原…西隴坡，東周城，路逶迤，馬悲鳴。”⑥“西隴坡，東周
城”與“洛之金谷鄉昭覺原”對應。以上“東周”皆指洛陽。

鼎 邑
《左傳·桓公二年》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⑦周武王遷九鼎於
洛邑，後世遂有稱洛陽爲鼎邑者。唐代碑誌中，常以“鼎邑”指洛陽。咸亨二年
（671）《王慈善墓誌》：“以咸亨二年四月廿一日遘疾，終於本第…即以其年
□月□日窆於□□之平樂鄉…前臨鼎邑。”⑧葬地“平樂鄉”系唐東都河南縣轄
地，在今洛陽城北孟津縣朝陽鎮、送莊鎮一帶。⑨故“鼎邑”指洛陽。久視元年
（700）《李節墓誌》：“弱冠，解褐補洛州參軍、偃師縣丞、汴州司倉參軍，
敕授同州司戶參軍，又遷洛州司士參軍…隨例左遷為資州司倉參軍。鼎邑辭京，
銅梁仕郡…”⑩文中“鼎邑辭京”指其釋褐初仕“洛州”事，對應前文“弱冠，
①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132 頁。

②

中國文物所等编：《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三·千唐志齋卷》，第 274 頁。

③

趙君平、趙文成主编：《河洛墓刻拾零》，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2007 年，第 549 頁。

④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3 冊），第 13 頁。

⑤

周紹良主编：《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63 頁。

⑥

趙君平主编：《邙洛碑誌三百種》，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 117 頁。

⑦

〔周〕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三經注疏》（下册），
第 1743 頁（上欄）。
⑧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编：《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以下簡稱《北圖彙編》）（第 15 冊），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47 頁。
⑨

宋婷：《碑誌所見唐代東都洛陽縣之鄉名再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8 年第 3 期，第 63 頁。

⑩

趙君平、趙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第 1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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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褐補洛州參軍”。先天元年（712）《趙克廉及妻劉氏墓誌》：“即以先天元
年十一月十九日，合葬於洛陽城北邙山之平原，禮也。其地前臨鼎邑，仰對王城，
眺金埒而依希，望銅街而隱軫。”①趙克廉夫婦葬於洛陽城北邙山平原，文中“鼎
邑”“王城”“金埒”“銅街”皆洛陽地名。“王城”指東周王城，《元和郡縣
圖志·河南道一》云：“周成王定鼎於郟鄏，使召公先相宅，乃卜澗水東，瀍水
西，是爲東都，今苑內故王城是也。”②“金埒”本指用錢幣築成的界垣，《世
說新語·汰侈》：“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於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
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③“金埒”在洛陽北邙山附近，景
龍三年（709）《楊處濟及妻周氏墓誌》云夫婦合葬於洛州永昌縣之北原，其地
“路近圭廛，塋臨金埒”。④“銅街”爲銅駝街省稱，庾信《周上柱國齊王憲神
道碑》云：“鐵市銅街，風飛塵起。”清人倪璠注云：“‘鐵市’，即金市。‘銅
街’，銅駝街也。俱在洛陽。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曰金市，
又曰銅駝街，在洛陽宮南、金馬門外，人物繁盛。俗語云：金馬門外集群賢，銅
駝街上集少年。’”⑤
開元十五年（727）《王思齊墓誌》：“開元十五年，十月五日癸酉，遷祔
於河南府河南縣梓澤原之禮也。共河東注，鼎邑前通。”⑥葬地“梓澤”乃西晉
石崇別墅金谷園別稱。《水經注》卷十五經云：“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注
云：“縣北有朁亭，瀍水出其北梓澤中，梓澤，地名也。”⑦“鼎邑”則指洛陽。
開元九年（721）《裴撝及妻權氏墓誌》：“以太極元年三月廿六日寢疾，薨於
東都宣教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七…與夫人權氏合葬於河南縣平樂鄉北邙山之南
原，禮也…鼎邑喧闐，邙山窈窕。”⑧“鼎邑喧闐”述生前居地，“邙山窈窕”
述死後葬地。裴氏家於東都宣教坊，葬在河南縣平樂鄉，故“鼎邑”指洛陽。開
元十九年（731）《胡君妻楊無量壽墓誌》：“以開元十九年六月六日，薨於鼎
邑殖業里私第也…葬於洛陽縣清風鄉北邙山之原。”⑨楊氏卒於“鼎邑殖業里私
第”，“殖業里”乃唐東都城坊，“鼎邑”指洛陽。大曆四年（769）《張獻誠
及妻崔氏墓誌》：“乾元二年，思明攻孟津，盜鼎邑，公陷身增歎，無翼高飛…
①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8 冊），第 179 頁。

②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五，第 129 頁。

③

〔南朝宋〕劉義慶著，〔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世說新語》，北京：中華書局，
1983 年，第 883 頁。
④

趙君平、趙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第 195 頁。

⑤

〔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卷一三，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第
737-738 頁。
⑥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9 冊），第 181 頁。

⑦

〔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 379 頁。

⑧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9 冊），第 70 頁。

⑨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10 冊），第 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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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天兵收洛邑，朝義乞復郊，公使堅壁者善守，銜枚者出戰…”①記述安史之亂
期間，張獻誠效力朝廷，協助收回洛邑事，“孟津”乃洛陽地名，“盜鼎邑”諱
稱洛陽陷於史思明。
唐代詩文中亦有以“鼎邑”稱洛陽者。楊炯《途中》云：“悠悠辭鼎邑，
去去指金墉。”②“鼎邑”“金墉”對舉，“金墉”乃金墉城，在漢魏洛陽城西
北角，築於魏明帝時期。《水經注》卷十六注云：“魏明帝於洛陽西北角築之，
謂之‘金墉城’。”③王勃《乾元殿頌》頌美唐代洛陽皇城內之乾元殿：“晷緯
齊明，臨鼎邑而重威靈。”④柳宗元《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復爲
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湘浦拜賀末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云：“高
居遷鼎邑，遙傅好書王。碧樹環金谷，丹霞映上陽…淵龍過許劭，冰鯉弔王祥。
玉漏天門靜，銅駝禦路荒。澗瀍秋瀲灧，嵩少暮微茫。”⑤詩中“金谷”“銅駝”
乃漢魏洛陽地名，“上陽”指唐代洛陽上陽宮，“澗瀍”乃洛陽境內澗水和瀍水，
“冰鯉弔王祥”亦發生於洛陽，⑥其中“鼎邑”即指洛陽。
唐代碑誌中也稱洛陽爲“鼎城”。開元十年（722）《鄭華墓誌》：“以開
元十年閏五月二十六日，薨於洛陽永通里之私第，凡十八日，權厝於鼎城南龍門
鄉之原。”⑦墓誌出土於洛陽。葬地洛陽城南“龍門鄉”唐屬河南縣。⑧開元十九
年（731）《陳祚墓誌》：“以開元十九年十一月廿四日，終於鼎城嘉善里，諡
曰□。”⑨“嘉善里”乃唐代洛陽城坊，位於長夏門之東第二街，在陶化坊之北、
南市以南。⑩故“鼎城”指洛陽。
“鼎城”與“鼎邑”同義，皆指洛陽，此二雅稱，不僅是“武王克商，遷九
鼎於雒邑”的歷史痕跡，也是武則天在洛陽重鑄“九州鼎”事件的當代書寫：“天
冊萬歲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號爲通天宮…其年，鑄銅為九州鼎。既成，置於
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
雍州鼎名長安，兗州名日觀，青州名少陽，徐州名東原，揚州名江都，荊州名江
①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12 冊），第 33 頁。

②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五十，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第 614 頁。

③

〔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卷一六，第 393 頁。

④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一七八，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1807 頁（下欄）。

⑤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三五一，第 3927 頁。

⑥

王勝明：《“臥冰求鯉”三題》，《光明日報》， 2017 年 01 月 09 日第 13 版。

⑦

趙君平主编：《邙洛碑誌三百種》，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 136 頁。

⑧

趙振華、何漢儒：《唐代洛陽鄉里村方位初探》，趙振華：《洛陽古代銘刻文獻研究》，西安：三秦出版
社，2009 年，第 126 頁—128 頁。
⑨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10 冊），第 34 頁。

⑩

〔清〕徐松撰，張穆校補：《唐兩京城坊考》卷五，第 1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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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梁州名成都。”①

周 南
“周南”一語，最早見於《詩經》，泛指成周以南地區民歌。《呂氏春秋·季
夏紀·音初》云：“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
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②西
周初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③周公旦和召公奭分陝(今河南陝縣)
而治，周公居東都洛邑 (即成周)，統治東方，“周南”即指周公所治成周以南
地區。漢代“周南”特指洛陽，《史記·太史公自序》：“是歲，天子始建漢家
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
之間。”裴骃《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
司馬貞《史記索隱》云：“張晏云：自陝已東皆周南之地也。”④《漢書·司馬
遷傳》如淳注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注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陜以東
皆周南之地也。”⑤
碑誌在敘述唐人居處、葬地，以及書寫相關歷史事件時，亦有以“周南”
指洛陽者。如永徽六年（655）《李強墓誌》：“君諱強，字元強，河南人也…
自晉室南遷，君祖歸北，魏文都洛，依附家焉…以永徽四年八月十二日，終於愛
州官舍，春秋五十五。以六年正月十一日，歸殯邙山，禮也。庶遊魂反於東越，
不慮炎洲之濤；靈柩葬於周南，無復思歸之魄。”⑥李強卒於愛州（今越南清化
附近一帶）而“歸殯邙山”，
“靈柩葬於周南”，
“周南”指洛陽。垂拱二年（686）
《王玄宗臨終口授銘》：“伊垂拱二歲孟夏四日，怳曶寅卯之際…委化於伊洛之
間，僑居惠和里之官舍…直垂拱二年四月四日，順大衍之數，奄忽而終…且伊洛
之間，迺昔者周南之域，吾祖上賓之地，吾身得姓之鄉…托體嵩石，言追洛笙。”
⑦
王玄宗“委化於伊洛之間，僑居惠和里之官舍”。“伊洛”指伊水和洛水，代
指洛陽地區。“惠和里”即惠和坊，爲洛陽城坊，位於長夏門之東第一街。⑧“周
①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二二，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第 867-868 頁。

②

〔漢〕高誘注，〔清〕畢沅校，徐小蠻標點：《呂氏春秋》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119 頁。
③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义》卷十五, 《十三經注疏》（上册），北京：中華書局，
1983 年，第 214 頁（上欄）。
④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三○，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第 3295 頁。

⑤

〔漢〕班固：《漢書》卷六二，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第 2716 頁。

⑥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3 冊），第 108 頁。

⑦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编：《北圖彙編》（第 17 冊），第 41 頁。

⑧

〔清〕徐松撰，張穆校補：《唐兩京城坊考》卷五，第 155-1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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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之域”則指洛陽。長安三年（703）《霍松齡及妻陸氏墓誌》：“粵以長安三
年，歲次癸卯，七月庚寅朔，十三日壬寅，合葬於洛陽縣北邙山…地列周南，山
迴洛北。”①霍松齡夫婦合葬於洛陽北邙山，“周南”與“洛北”對舉，指洛陽。
貞觀廿二年（648）《毛盛墓誌》：“君諱盛，字轉興，滎陽人也…屬隋季云亡，
參墟啟聖。方欲杖戈辭楚，抱樂歸周。而天步未夷，王塗尚阻，世充逆命，竊據
伊湹。思北上而逾艱，望西歸而失路…皇恩曠蕩，得伍堯民。乃紀綱周南，張羅
洛涘…以貞觀廿二年八月廿八日，終于洛陽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八。即以其年九
月十八日葬於北邙之曲。”②毛盛卒於洛陽，葬於北邙，文中追憶其經歷時云“紀
綱周南，張羅洛涘”，“周南”與“洛涘”對舉，“周南”指洛陽。麟德二年（665）
《王宣及妻張氏墓誌》：“君諱宣，字文義，太原祁人也…往因述職，遂居洛焉…
屬隋曆失序，匿影周南，歎息銅駝，徘徊白社…（王宣）以麟德二年二月十二日，
終於敦厚里私第…（夫人張氏）以麟德二年十月十一日，與府君合葬於河南縣平
樂鄉邙山之陽。”③文中“銅駝”“白社”皆洛陽地名。“銅駝”詳見前“鼎邑”
條。“白社”在今洛陽市東。《抱朴子·雜應》：“洛陽有道士董威輦，常止白
社中，了不食，陳子敘共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④《洛陽伽藍記·城
東》：“瓔珞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即中朝時白社池，董威輦所
居處。”⑤王宣卒於“敦厚里”，葬於“邙山之陽”。“敦厚里”即敦厚坊，爲
洛陽城坊。《唐兩京城坊考》卷五云：“東城之東，第三南北街，北當安喜門西
街，從南第一曰景行坊。次北北市，次北敦厚坊。”⑥故“周南”指洛陽。大曆
十一年（776）《崔公妻李氏墓誌》：“歸葬於周南龍門畢圭鄉西原。”⑦“畢圭
鄉”在唐代屬河南縣，舊址在隋唐洛陽城南，今洛陽市洛龍區龍門鎮龍門石窟、
伊河一帶。⑧此處“周南”亦指洛陽。
唐代洛陽亦有“周南里”。大中二年（848）《崔元膺妻李順之墓誌》：“（夫
人李氏）以大中戊辰歲四月廿二日，終於洛陽周南里。”該墓誌于2004年7月出
土於河南省洛陽市伊川縣水寨鄉。⑨

①

中國文物所等主编：《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三·千唐志齋卷》，第 75 頁。

②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2 冊），第 123 頁。

③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4 冊），第 214 頁。

④

〔晉〕葛洪撰，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267 頁。

⑤

〔北魏〕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78 頁。

⑥

〔清〕徐松撰，張穆校補：《唐兩京城坊考》卷五，第 159 頁。

⑦

趙君平、趙文成主编：《秦晉豫新出土墓誌蒐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2 年，第 777 頁。

⑧

趙振華、何漢儒：《唐代洛陽鄉里村方位初探》，趙振華：《洛陽古代銘刻文獻研究》，第 125 頁—126
頁。
⑨

趙君平、趙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第 5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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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 都
漢代洛陽城內曾設鴻都，爲國家藏書之所。
《後漢書·儒林傳序》云：“初，
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
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
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①
唐代碑誌有以“鴻都”稱洛陽者。開元二十年（732）《朱氏女墓誌》：“開
元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夭於鴻都樂城之私第。粵以開元廿載正月廿八日，從皇
妣同窆於邙山平樂之塋焉。”②朱氏女卒於“鴻都樂城”，“樂城”乃“樂城坊”，
爲東都洛陽城坊，麟德元年（664）《張氏墓誌》③、開元二十年（732）《杜孚
墓誌》④皆录東都樂城坊。《河南志》注云：“（次北樂成坊）即唐南市與通利
⑤

坊之地。”又云：“（次北安遠坊）續增之坊，即唐樂成坊之地。” 故此處“鴻
都”指洛陽。

京 洛
漢代詩文中，已有稱洛陽爲“京洛”者。曹植《箜篌引》云：“陽阿奏奇舞，
京洛出名謳。”⑥班固《東都賦》云：“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
制也。”⑦北魏碑誌中，亦有言“京洛”者。永安元年(528)《元昂墓誌》：“顧
懷京洛，臨楚龕梁。勳勒天府，功書廟堂。”⑧天統元年（565）《趙道德墓誌》：
“及大樹已顛，黃河不塞，泠然京洛，□絕羅者。”⑨唐代碑誌中，常以“京洛”
稱洛陽。顯慶三年（658）《宋君妻王氏墓誌》言及王夫人因家人離亂而居“京
洛”：“夫人姓王，太原人也…夫人屬大業喪亂，兄弟分離，歸路莫從，遂居京
洛。”⑩顯慶四年（659）
《成願壽及妻李氏墓誌》記載成氏夫婦家在東都思恭里：
“君諱願壽，字願壽，其先燕趙盛谷人也…幸遇明時，優遊京洛…（夫人李氏）
①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七九上，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第 2548 頁。

②

趙君平、趙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第 275 頁。

③

趙君平、趙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第 87 頁。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10 冊），第 56 頁。

④

⑤

〔清〕徐松：《河南志》，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第 15 頁。

⑥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二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286 頁。

⑦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一，第 39 頁。

⑧

胡海帆：《<元昂墓誌>及北魏陽平幽王嗣息之探析》，《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 年第 9 期，第 114
頁。
⑨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 9 冊），第 227 頁。

⑩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3 冊），第 1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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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以顯慶四年三月八日卒於思恭里第。”①咸亨元年（670）
《蓋蕃及妻孫氏墓誌》
記述永徽年蓋蕃來京洛：“及秩滿，兄亦當赦，接轡連車，共遵歸路。以永徽元
年至於京洛。”②久視元年（700）《吳續墓誌》謂祖先仕於京洛，而成爲洛州合
宮縣人：“君諱續，字光紹，其先濮陽人也。祖考從宦京洛，今復為洛州合宮縣
人也。”③合宮縣即河南縣，《唐會要》卷七十：“河南縣，永昌元年，改爲合
宮縣。”④敦煌寫本斯78背《縣令書儀抄》亦提及“京洛”：“某前年中已隨常
調…去冬又之京洛，重下文書，首尾三年，當始判就。”⑤趙和平考訂其爲“後
唐長興中太原府某縣縣令的書儀”⑥。上述文獻中“京洛”皆指稱洛陽。
亦有以“洛京”指稱洛陽者。《晉書·王浚傳》：“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
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⑦唐代碑誌中以“洛京”稱洛陽例亦多。永隆二年
（681）《李慎墓誌》：“誕靈嵩嶽，稟秀洛京。”⑧聖曆二年（699）《貞隱子
墓誌》：“先生諱弘則，字崇道，本太原祁縣，大業初，因官徙於洛京，今為緱
氏人也。”⑨長安四年（704）《姚處賢墓誌》：“有制，徵詣洛京，歷試高第。”
⑩
神龍二年（706）《劉仁叡墓誌》：“大父因官徙洛京，謀孫便居於湹汭，故今
為洛陽人也。”11神龍二年（706）《李通墓誌》：“君諱通，字庶幾…終於洛陽
遵教里第…粵以神龍二年十一月廿日，合葬於北邙山平陰之原，禮也…茹哀風樹
祿不遂，蔬食洛京守淳粹。”12景龍三年（709）《臧崇亮墓誌》：“北臨河府，
南望洛京。國容來葬，是謂哀榮。”13景雲二年（711）《盧玢墓誌》：“歸葬于
洛陽河陰之舊塋，礼也。洛京南望，城池滿目，琴觴尚在，無複青春之遊。”14開
元十四年（726）《鄭戎墓誌》：“本家于滎陽，因筮仕洛京，今為河南偃師人

①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4 冊），第 4 頁。

②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5 冊），第 101 頁。

③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7 冊），第 177 頁。

④

〔宋〕王溥：《唐會要》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55 年，第 1248 頁。

⑤

郝春文等：《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一卷（上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第 183 頁。

⑥

趙和平：《敦煌表狀箋啟書儀輯校》，南京：鳳凰出版社，1999 年，第 223-225 頁。

⑦

〔唐〕房玄齡：《晉書》卷三九，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147 頁。

⑧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6 冊），第 59 頁。

⑨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7 冊），第 146 頁。

⑩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编：《北圖彙編》（第 19 冊），第 121 頁。

11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8 冊），第 83 頁。

12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8 冊），第 84 頁。

13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8 冊），第 134 頁。

14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8 冊），第 1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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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①開元十八年（730）《李承先墓誌》：“授河南府澠池主簿。西控兮陝，
東達洛京。”②天寶六載（747）《源光乘及妻姜氏墓誌》：“世雄北野，分王西
平。錫姓雲代，登臺洛京。”③天寶七載（748）《李琚及妻薛氏墓誌》：“公生
於衰緒，褓抱而孤。長於昌期，噫嗚遂晚。家在漳鄴，時來洛京。”④
五代後唐時，官方文獻亦有以“洛京”代稱洛陽者。《新五代史·職方考第
三》云：“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唐故爲東都，梁爲西都，後唐
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因之。”⑤

皇 都
班固《東都賦》曾以“皇都”稱洛陽：“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
《水經注》“穀水”条云：“穀水又東逕宣陽門南，故苑門也，皇都遷洛，移置
于此。”⑥《唐六典》亦曾以“皇都”稱洛陽：“禁苑在皇都之西，北拒北邙，
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于其間。”⑦唐代碑誌中，也有以“皇
都”代指洛陽者。聖曆二年(699)《司空儉墓誌》：“曾祖議，隋任許州刺史。
伊湹舉扇，帝里風生；宛洛行車，皇都潤及。”⑧追述曾祖生平德範威儀，以“伊
湹”“宛洛”對舉，伊、瀍是洛陽境內河流，宛、洛本指南陽和洛陽，此處虛言
宛，實指洛，故“皇都”指洛陽。長安四年（704）《張方仁墓誌》：“以長安
四年，歲次甲辰，八月甲寅朔，七日庚辰，葬於洛州合宮縣之北原也。其地形勝，
邙山之奧區；其勢最奇，洛川之第一。北臨千里，黃河一帶而長流；南枕百城，
皇都四面而修麗。”⑨“合宮縣”乃永昌元年(689)改河南縣置，治於神都毓德坊，
葬地邙山、洛河皆洛陽地名，此“皇都”指洛陽。
唐人詩歌亦有以“皇都”指洛陽者，崔塗《過洛陽故城》云：“三十世皇
都，蕭條是霸圖。片牆看破盡，遺跡漸應無…”⑩描述洛陽故城之頹敗。王建《賞

①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编：《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第 479 頁。

②

趙君平主编：《邙洛碑誌三百種》，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 150 頁。

③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11 冊），第 86 頁。

④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11 冊），第 100 頁。

⑤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卷六十，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737 頁。

⑥

〔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卷一六，第 400 頁。

⑦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七，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220 頁。

⑧

王仁波主编：《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 3 冊），第 121 頁。

⑨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8 冊），第 37 頁。

⑩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六七九，第 77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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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云：“此花名價別，開豔益皇都。”①讚頌洛城牡丹之姿。李商隱《井泥
四十韻》云：“皇都依仁里，西北有高齋。”②“依仁里”乃唐代洛陽城坊，《唐
兩京城坊考》卷五注曰：“（永通坊）本曰依仁。”③天寶七載（748）《王同福
及夫人裴雍熙墓誌》：“夫人終於洛陽縣依仁坊私第。”④大中十一年（857）《鄭
長誨墓誌》⑤、咸通八年（867）《盧約妻崔氏墓誌》⑥等均有唐代洛陽“依仁坊”
相關記載，故“皇都依仁里”即洛陽依仁坊。
碑誌文獻以“皇都”稱洛陽，集中於武則天執政期間，反映武周時期洛陽
爲首都而非陪都的歷史事實。貞觀十一年（637）三月，改洛州爲洛陽宮，⑦洛陽
開始承擔部分都城功能。洛陽稱“都”始於高宗，與武則天有直接關係。永徽六
年（655），高宗廢皇后王氏爲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顯慶二年（657）十二
月，手詔改洛陽宮爲東都，洛州官員階品並准雍州。⑧洛陽政治地位顯著提升。
公元684年，武則天掌國柄，一年三改元，改“東都”爲“神都”，洛陽地位遂
至巔峰。先廢中宗李顯爲廬陵王：“二月戊午，廢皇帝爲廬陵王，幽於別所，仍
改賜名哲。己未，立豫王輪爲皇帝，令居於別殿。大赦天下，改元文明，皇太后
仍臨朝稱制。”“（文明元年）九月，大赦天下，改元爲光宅。旗幟改從金色，
飾以紫，畫以雜文。改東都爲神都。”⑨神龍元年（705）正月，中宗李顯復辟，
復“神都”爲“東都”，洛陽地位開始下降。“二月甲寅，復國號，依舊爲唐。
社稷、宗廟、陵寢、郊祀、行軍旗幟、服色、天地、日月、寺宇、臺閣官名，並
依永淳以前故事。神都依舊爲東都，北都爲并州大都督府。”⑩天寶元年（742），
玄宗變革行政體制，改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左右丞相依舊爲僕射。又改
黃門侍郎爲門下侍郎，東都爲東京，北都爲北京。天下諸州改爲郡，刺史改爲太
守。11改“東都”爲“東京”，政治地位進一步降低。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京”與“都”皆有“國都”義，但政治地位並不相
同。“京”指天子所居之地，“都”特指有宗廟的城邑。《說文解字•邑部》云：
①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二九九，第 3400 頁。

②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五四一，第 6247 頁。

③

〔清〕徐松撰，張穆校補：《唐兩京城坊考》卷五，第 165 頁。

④

陳長安主編：《隋唐彙編》（第 11 冊），第 110 頁。

⑤

中國文物所等主编：《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三·千唐志齋卷》，第 326 頁。

⑥

周紹良主编：《唐代墓誌彙編》，第 2422 頁。

⑦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三，第 47 頁。

⑧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四，第 77 頁。

⑨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六，第 116-117 頁。

⑩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七，第 136 頁。

11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九， 第 2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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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①“國之大事，在祀與戎。”②具有宗廟的城邑才
能成爲國家政治生活中心，具有其他城邑難以比擬的崇高政治地位。洛陽之所以
被稱“都”，與其建有宗廟的獨特身份有關。早在隋代，隋煬帝已在洛陽建立宗
廟，故其名稱由“東京”改爲“東都”。《隋書•禮儀二》：“既營建洛邑，帝
無心京師，乃於東都固本里北，起天經宮，以遊高祖衣冠，四時致祭。於三年，
有司奏，請准前議，於東京建立宗廟。”③唐代洛陽也曾建有宗廟，建廟時間與
其由“洛陽宮”改爲“東都”“神都”步驟一致，是武則天“革唐命”的重要組
成部分。《舊唐書·禮儀志五》云：“垂拱四年正月，又於東都立高祖、太宗、
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京廟之儀。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④《舊唐書·則
天皇后本紀》：“（載初元年）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國號爲周。改元爲天
授，大赦天下，賜酺七日。乙酉，加尊號曰聖神皇帝，降皇帝爲皇嗣。丙戌，初
立武氏七廟於神都。追尊神皇父贈太尉、太原王士彟爲孝明皇帝。”⑤“天授二
年，則天既革命稱帝，於東都改制太廟爲七廟室，奉武氏七代神主，祔於太廟。
改西京太廟爲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已下三室，餘四室令所司閉其門，廢其享祀
之禮。又改西京崇先廟爲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之儀。”⑥正因如此，武周時期
的洛陽才會被稱爲“皇都”，因爲“聖王建社以厚本，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
有宗社”“若無宗廟，何謂皇都？”⑦武則天在洛陽建立九廟，即以洛陽爲武周
都城，既有宗廟，“神都”洛陽自然可稱“皇都”。

結 語
唐代碑誌所見洛陽雅稱，載錄了在洛陽發生或與之相關的重要歷史事件信息，
是洛陽豐富多樣歷史文化的縮影和痕跡。從這些雅稱中，可以看出唐人對周、漢
洛陽城的尊崇。一方面，平王東遷洛邑，劉秀定都洛陽，使洛陽在東周、東漢曾
作爲全國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這種影響體現在
唐代民間對洛陽城的當代書寫中頻繁使用帶有明顯周、漢都城歷史痕跡的雅稱；
另一方面，唐代墓誌較多使用源自周、漢的雅稱，也映照出有唐一代法漢與宗周
兩條不同政治路線明爭暗鬥的歷史痕跡。唐高祖李淵尊崇周制，《舊唐書·高祖

①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六，中華書局，1963 年，第 131 頁。

②

〔周〕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二七，《十三經注疏》（下册），
第 1911 頁（中欄）。
③

〔唐〕魏征：《隋書》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第 139 頁。

④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二五，第 944 頁。

⑤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六，第 121 頁。

⑥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二五，第 945 頁。

⑦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二六，第 9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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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紀》云：“（武德二年）六月戊戌，令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祭，仍
博求其後。”①而太宗李世民則尊奉漢制，《舊唐書·太宗本紀》云：“（貞觀
十一年）甲子，幸洛陽宮，命祭漢文帝。”“（貞觀二十三年）己巳，上崩於含
風殿，年五十二。遺詔皇太子即位於柩前，喪紀宜用漢制。”②武則天革唐命，
建武周，則依周制，《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云：“載初元年春正月，神皇親
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爲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年正月，
十二月爲臘月，改舊正月爲一月。”③
唐代碑誌中散見的洛陽雅稱，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古都洛陽的歷史記
憶與當代書寫，是其歷史文化的縮影和痕跡，對後人客觀認知洛陽歷史地位和影
響力具有重要意義。

①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第 18 頁。

②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三，第 47 頁、第 62 頁。

③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六，第 1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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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伯怡父鼎銘文新釋
孙海燕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凡伯怡父鼎是春秋晚期夔國或夔地宗室貴族製作的銅器。器銘中的
“

”，應讀為“隗”，為夔國之“夔”，表示作器者的國名或地名。器銘中的

字，很有可能是古文字中用來表示“重複”“重疊”義的“重”字的古文。
關鍵詞： 凡伯怡父鼎；夔；

；

在《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中，張光裕先生對其在香江古肆中新見
的三件有銘銅器進行了介紹和研究。其中兩件器物名為

凡伯怡父鼎（《銘圖》

02347[1]），這兩件銅器是張光裕先生分別於 1997 年元月 2 日和 1998 年元月 2 日
所見。器物出現的時間十分巧合。張光裕先生將其銘文釋寫為：“隹王正月初吉
辛亥， 凡白（伯） （怡）父自作

鼎其 （眉） （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

永寶用之。
”[2]這兩件銅器保存的比較完好，銘文也十分清晰。因此，在銘文的
釋寫上，學者們暫無異議。然而對於銘文的解讀，還有待解之處。筆者在研習金
文的過程中對此鼎銘文略有新知，現陳於此。不當之處，還請方家指正。
一、說
張光裕先生指出器銘中的“
簡 133 中的“

右司馬彭”之“

”字為邦國名，金文中首見。此字與包山楚簡
”或系同一屬國。“

”字又或可讀為“隗”，

即《左傳》中狄人之姓氏“叔隗”“季隗”之“隗氏”。“凡”字當理解為人名，
或讀為“槃”，“盤更”於甲骨文中有書作“凡庚”者。[3]

[1]

《銘圖》將之命名為“伯怡父鼎”不妥。

[2]

張光裕：
《新見“發孫虜鼎”及“ 凡伯怡父鼎”小記》
，
《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成都：巴蜀
書社 1998 年版，第 122 頁。
[3]

張光裕：
《新見“發孫虜鼎”及“ 凡伯怡父鼎”小記》
，
《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成都：巴蜀
書社 1998 年版，第 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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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古音中，畏字聲系和鬼字聲係，可以通用。《莊子·天地》：“門無鬼與
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經典釋文》：“無鬼，司馬本作無畏。”[4]畏，影母微
部字；隗，疑母微部字。

字，从邑，畏聲。

、隗二字，聲近可通假。

而“媿”姓，在金文中屢見，常寫作“媿”。如：
媿氏盨（《銘續》0463）器銘：媿（隗）氏乍（作）旅盨，永寶用。
鄭凡媿鼎（《銘圖》01916）器銘： （鄭） （凡）媿乍（作）旅鼎，

（其）

永寶用。
芮子仲殿鼎（《銘圖》02125）器銘：内（芮）子中（仲） （殿）肇乍（作）
弔（叔）媿

（尊）鼎。

曾侯諫甗（《銘圖》03292）器銘： （曾）

（侯）諫乍（作）媿寶彝。[5]

曾侯諫簋（《銘圖》04352）器銘： （曾） （侯）諫乍（作）媿寶 （尊）
彝。
上引金文文例中的“媿”字，从女鬼聲，其字形如
凡媿鼎）。曾侯諫甗和曾侯諫簋中的“媿”字分別寫作
為“
為

（媿氏盨）或
、

（鄭

。
《銘圖》將

釋

”，是錯誤的，细审之下，其右侧的“女”形还是可以辨識的。其字應釋
，讀為“媿”。曾侯諫甗和曾侯諫簋是曾侯製作的同銘之器。

、

、 （

凡伯怡父鼎）三字的聲符都是“畏”，象鬼手執杖形。前兩字讀為“媿”，表姓氏。
最後一字讀為“隗”，表地名或國名。曾侯諫甗和曾侯諫簋中的“

”讀為“媿”，

也可證明上古音中畏字聲系和鬼字聲係是相通的。因此，張光裕先生所提出的
“ ”字或可讀為“隗”字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筆者認為“

”字並非是指《左

傳》中所載狄人之隗氏，而是春秋时期的“隗”地。
經翻閱典籍，我们發現春秋時期有“隗”地。
《春秋公羊傳》僖公二十六年：
“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 何休註：
“‘隗’，

[4]

張儒：
《漢字通用聲素研究》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905 頁。

[5]

《銘圖》釋為 字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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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作‘夔’。”[6]
《春秋公羊傳》中有“隗”“隗子”。“隗子”即隗國之君。何休指出“隗”
在《春秋左氏傳》和《春秋穀梁傳》中寫作“夔”。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經：
“秋，楚人滅夔子歸。”杜預註：
“夔，楚同姓國，
今建平秭歸縣。”[7]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傳：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
‘我先
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
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杜預註：
“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
封為夔子。”[8]
《穀梁傳》僖公二十六年：“秋，楚人灭夔，以夔子归。”
上引春秋三傳所記僖公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之事，是對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記
載。何休註中指出“隗”是“夔”之異文。由此，可解
白（伯）

（怡）父”和包山楚簡“

凡伯怡父鼎中的“

凡

右司馬彭”，都是夔國公室之貴族。

字

可讀為“隗”，訓為夔國之“夔”。
張光裕先生言：
“（包山楚簡）簡 145 中‘

客’之名多次出現，且與‘東周

之客’‘郾客’‘秦客’‘越客’‘郙客’對舉，可見‘

客’之‘

’與‘東周’

‘郾’‘秦’‘越’‘郙’諸國應互為友邦。”[9]
包山楚簡中郾、秦、越、郙都是諸侯國之名，我們將

字解釋為夔國之“夔”，

在簡文中表示國名，正與簡文相合。
據徐少華先生的研究，羋姓夔國是由楚熊摯嫡嗣被其叔父熊延代立所建。其
建國時間為西周晚期周厲王時（公元前 841 年共和行政之前），滅國時間為魯僖

[6]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 《春秋公羊傳注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252 頁。

[7]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
《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431
頁。
[8]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
《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432
頁。
[9]

張光裕：
《新見“發孫虜鼎”及“ 凡伯怡父鼎”小記》
，
《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成都：巴蜀
書社 1998 年版，第 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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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二十六年（公元前 634 年）。古夔國的地望在今湖北秭歸的老城以東、香溪匯
入長江的原香溪鎮一帶。近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在此區域如廟坪、官莊坪遺址
發現了豐富的古文化遺存。徐少華先生認為此區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文化遺
存，當與古夔國密切相關。[10]徐少華先生對夔國歷史地理的研究是可以信據的。
此外， 凡伯怡父鼎的時代，張光裕先生斷為春秋晚期。這件夔國之器的出
現，說明春秋早期夔國雖滅，但屬於春秋時期“國滅祀存”的社會形態。此器器
形立耳、深腹、蹄形矮而粗壯，與湖北麻城出土的楚 鼎器身之形十分相近。楚
鼎的器主“楚 ”是《左傳》成公十六年（公元前 575 年）晉楚鄢陵之戰中被
晉軍所俘的楚公子茷。公子茷是春秋中期到春秋晚期早段人。[11]

凡白（伯）

（怡）父鼎的時代應與之相近。
綜上，結合包山楚簡中的“
師滅夔的記載，

凡白（伯）

”字和“

客”之名，以及春秋三傳中對於楚

（怡）父鼎中的“

”字，應讀為“隗”，在器

銘中表示地名。隗國，即夔國，位於今湖北秭歸縣。
二、說
字在金文中常常出現在銅器自名之前作修飾語。對於

字，學者們有許多

不同的意見。據筆者的統計，大約有十幾位學者對此問題進行討論。諸家觀點分
歧較多，現擇其要者，陳於此處：
1.柯昌濟[12]認為是“殿”，唐蘭[13]讀作“

”，馬薇廎[14]讀為“甾”，認為此

字上部即自，為瓦器，下部象覆甾之形，其餘的筆畫象依山而設的古窯。古代的
鼎和鬲都有陶製作而稱，故鼎有甾鼎之稱。
2.趙世綱、劉笑春釋為“脀”。認為表示取肉於鑺以實鼎的動作，从肉以象

[10]

徐少華：
《夔國歷史地理與文化遺存析論》
，
《中國史研究》
，2012 年第 2 期。

[1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北麻城市李家灣春秋楚墓》
，
《考古》
，2000 年第 5 期。

[12]

柯昌濟：
《

華閣集古錄跋尾》
，1935 年。

[13]

唐蘭：
《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覽圖錄序言》
，
《唐蘭先生金文論集》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第 82
頁。
[14]

馬薇廎：
《彝銘中所加於器名上的形容字》
，
《中國文字》
，1972 年第 4690—46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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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15]
3.伍士謙認為此字是鬲之繁文。[16]
4.馬承源認為此字从二鬲形物而無定狀，當是以其中間的筆劃為聲符。其聲
符可讀為“酬”。[17]
5.吳振武讀為“瀝”，認為此字應是从乁、

聲，是“瀝”字的異構。

，

象液體從一器流（或滴）入另一器中。
“瀝”
“歷”古通，歷有陳列義。他認為這
種行禮時按一定次序陳列的成組銅器，可稱之為“歷 X”。[18]。
6.林沄指出蔡侯申

前一字，過去誤釋為“飤”。而實際上是从二鬲从水的

字，吳振武先生釋為“瀝”可從。[19]
7.劉彬徽贊成釋為“脀”，並認為脀、升二字字義、字音相同，文獻中也有
通用之例。 字前面再加一

字，則有疊床架屋之狀。[20]

8.李零認為 字是表示器物功用的。吳振武先生釋為“瀝”，解釋為“列”。
而此字不僅見於鼎、簋，也見于瑚、浴缶、方壺，後者出土時，常成對出現，解
釋為列有可疑之處。[21]
9.嬴泉認為

是“鑄”之本字。

（鑄）在銘文中或可讀“醻”
。[22]

10.董珊結合虢叔旅鐘的鐘銘和金文中常常出現的“

+銅器自名”的文例，

認為 是“瀳”字異體，訓為重、再。[23]

[15]

趙世綱、劉笑春：
《王子午鼎銘文試釋》
，
《文物》
，1980 年第 10 期。

[16]

伍士謙：
《王子午、王孫誥鐘銘文考釋》
，
《古文字研究》第 9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 280 頁。

[17]

馬承源：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版，第 424 頁。

[18]

吳振武：
《釋

[19]

林沄：
《周代用鼎制度商榷》
，《史學集刊》
，1990 年第 3 期。

[20]

劉彬徽：
《楚系青銅器研究》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123 頁。

》
，
《文物研究》第 6 輯，合肥：黃山書社，1990 年第 218—223 頁。

[21]

此條未找到原句。轉引自楊欣：
《陳蔡兩國銅器銘文整理及相關問題研究》
，華東師範大學 2018 年碩士
學位論文，第 190 頁。
[22]

嬴泉：
《釋疇》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 年 6 月 6 日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809
[23]

董珊：
《競孫鬲、壺銘文再考》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2012 年 6 月 4 日，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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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鄧佩玲認為金文中的

構型與“

古或讀為元部。鬲是炊粥器，

”相同，僅易目為鬲， 表音，該字上

即《說文》中的

，鬻也，當讀為“延”，置于

銅器自名前用於表示鋪陳、陳列之義，形容器物依次排列。王子午鼎中
辵、延二字古同，或能進一步說明

从辵。

該讀為“延”，
“辵”可能是後加之聲符，以

標識其讀音。[24]
上述諸家觀點中，以吳振武先生在 1989 年提出的“

為‘瀝’字異構”的

意見，影響最大，得到了學界的一致肯定。吳振武先生認為“
從一器流（或滴）入另一器中”，從而把釋

大概也兼象液體

為“瀝”字的古體，再讀“瀝”為

“歷”，訓為“列”。這在當時的研究材料中，是可以說的通的。
然而，隨著出土金文材料的不斷增加，把

讀為“瀝”，訓為“列”的說法，

在一些銘文中不能通讀，如虢叔旅鐘鐘銘；再如出土的簠（申公彭宇簠《銘圖》
05958-05959）、浴缶（蔡公子缶《銘圖》14075）、方壺（蔡侯申方壺《銘圖》
12187-12188）上的

字，它們在銅器組合中往往只有一件或兩件。本文所討論

的 凡伯怡父鼎也只有兩件。將上述銅器銘文中的
在此基礎上，筆者對於金文中的

訓之為列，意有未安之處。

字，有一些新的思考，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

正。
1.

字在金文中的用法

字在金文中有兩種用法：一種是在虢叔旅鐘銘中作動詞“禦”的副詞；另
一種是用在銅器自名前作修飾語。我們先對虢叔旅鐘銘中的 字的用法進行探
討。
(1)虢叔旅鐘銘中的

字

虢叔旅鐘銘中的 字出現在“旅 （敢） （肈）帥井（型）皇考威義（儀）
，
禦于天子”一句中。據銘文上下語境，可作副詞，表示動作行為的重複，相當
於“再、又、重新”的意義。董珊先生認為

是“瀳”字異體，此銘中訓為重、

再。

[24]

鄧佩玲：
《銅器自名前修飾語“ ”字試釋——兼談“延鐘、反鐘”等辭》
，
《古文字研究》第 30 輯，北
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200—2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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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珊先生言：“虢叔旅鐘銘之‘ 禦于天子’應與銅器自名‘ +器名’兩種
文例聯合考慮，該字應讀爲‘薦’
，作副詞是再、重的意思。
《左傳》僖公十三年：
‘冬，晋薦饑，使乞糴于秦’
，
《經典釋文》
‘薦，重也’
。
《詩·大雅·云漢》
：“天
降喪亂，饑饉薦臻”，
《爾雅·釋言》“薦，再也。”兩“薦”都是再次、接連、
頻繁的意思。這個意思用在虢叔旅鐘是比較合適的。古文字資料中有“薦鬲”、
“薦鑑”、“薦鼎”等銅器自名，但或者也寫成“晉鎬”……我想，“ ”可能
是从水、从兩個鬲（“薦鬲”之“薦”的專字）的“瀳”字异體，“瀳”與“ ”
只是聲符替換的關係。”[25]
結合銘文語境，筆者認為董珊先生將鐘銘中

訓為“重、再”是正確的。虢

叔旅先言自己的父親“惠叔”，曾“禦于氒（厥）辟”，再言自己效仿“皇考威義
（儀）”，重新“禦于天子”。因此得到天子的賞賜。器銘中

訓為“重、再”，於

文意可通。但 字否是“瀳”字的異體，還可討論。銅器自名中的“薦鼎”、
“薦
鬲”之“薦”是“進獻”的意思。[26]“重、再”之意和“進獻”之意差別很大。
虢叔旅鐘銘中的“

禦于天子”表明“

”字和先秦典籍中表示“重疊”
“重複”

義的“重”字是有聯繫的。這為我們正確釋讀“
(2)

”字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器名

銅器自名前的

字，在金文中出現的次數很多。

如：蔡侯申方壺（《銘圖》12187）：
蔡公子壺（《銘圖》14075）：

（蔡）

（侯）

（蔡）公子乍（作）姬安

（紳）之

壺。

□

上鄀府簠（《銘圖》05957）：隹（唯）正六月初吉丁亥，上鄀府 （擇）其
吉金， （鑄）其
目前發現的“

（簠）……
+銅器自名”的具銘銅器，多為出土銅器。蔡侯申隨葬器物中

有“頭鼑（鼎）”、“飤鼑（鼎）”、“
禮器、酒器等。李零先生對

簋”、“飤簠”等。青銅器中有專門的媵器、

在器名前表示功用的推測有其合理性的。董珊、李

零兩位先生對 字意義的討論和研究讓我們很有啟發。我們來看

字在金文中的

[25]

董珊：
《競孫鬲、壺銘文再考》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2012 年 6 月 4 日，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882。
[26]

張亞初：
《殷周青銅器名、用途研究》
，
《古文字研究》第 18 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第 2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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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
在金文中的常見字形有以下幾種：
A

（虢叔旅鐘己《銘圖》15589）

B

（伯怡父鼎甲《銘圖》02347）

C

（蔡侯申簋《銘圖》04400）

D

（王子午鼎《銘圖》02473）

由虢叔旅鐘器銘可知 字从二鬲、从水。二鬲之形，或正或反。水旁後變為
“乁”旁。王子午鼎中 字左邊增加了“辵”旁。學者們對 字字形構件的認識
是比較清晰的，但對於其字形所代表的字義和字音的認識卻各有不同。筆者認為
今人無法正確釋讀的古文字，很多可能是由於時空的差異。上古社會的生活環境、
習俗、禮儀、制度、社會風尚與當今社會差別很大。古人能夠見而識之的字，今
人即使在認識到 字的偏旁結構後，對於它背後所代表的字義和字音仍不能有清
楚的認知。因此，對於

字的正確解讀，應和古人的禮儀制度結合起來考慮。

2.殷周喪葬禮制中的“重”和“重鬲”
文獻中有“重鬲”、“二鬲”的記載，“重鬲”出現在西周時期士的喪葬禮制
之中。根據《儀禮·士喪禮》中對“重鬲”用途的描述，我們或許可以對 的意
義有些新的認識。
《儀禮·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為垼於西牆下，東鄉。新盆、
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於西階下。”鄭玄註：“重鬲，鬲將懸重者。”賈
公彥疏：“云‘重鬲，鬲將懸重者’也，下文鬻餘飯，乃縣于重。此時先用煮沐
潘，故云將縣重者也。以其事未至，故言‘將’也。”[27]
根據上述記載，周代在“士”的喪禮中，為逝者新造了“盆、盤、瓶、廢敦
（無足的敦）、重鬲”。鄭玄在註中說明了這五種器物的用途：“盆以盛水，盤以
盛渜濯，瓶以汲水。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懸重者也。”賈
[27]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
《十三經注疏·儀禮註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 6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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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彥在註疏中說明：“‘盤以盛渜濯’者，謂置于尸床下時，餘潘水名為渜濯。”
[28]

這五種器物是為逝者新製的瓦器。“重鬲”，是即將懸掛在“重”上的鬲。
《儀禮·士喪禮》：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祝淅米於堂，南面，用盆。管

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於垼，用重鬲。”賈公彥疏：
“云‘用重鬲’者，以其
先煮潘，后煮米為鬻，懸于重，故煮潘用重鬲也。”[29]
《禮記·喪大記》：
“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為垼於西牆下。陶人
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孔穎達疏：“‘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者，
皆謂用其米取其汁而沐也。‘陶人出重鬲’者，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者，
謂懸重之罌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為粥實於瓶，以疏布冪口，繫以篾，懸之，
覆以葦席。”[30]
《儀禮》和《禮記》中的這段文字，反映出周代喪葬禮儀中的沐禮，也表明
了重鬲的功用。在周代“士”的喪葬禮儀中有對逝者進行沐浴、濯發、爪手、剪
須的禮節。這是古人“事死如事生”喪葬理念的反映。據上引文字，可知在周代
喪禮中的沐浴儀式中，先由管人用新造的瓶汲水，再由祝人用新造的盆淅米。淅
米之後的潘水，交予管人，用重鬲煮於灶。加熱後的潘水即用於沐浴。賈公彥的
注疏說明了周代喪禮中“重鬲”的用途是：先煮潘水，后煮沐米為粥。孔潁達的
疏中進一步對周人懸掛重鬲的方法和步驟進行了具體的描述。而對於懸掛“重鬲”
的“重”，文獻中也有詳細的記載。
《儀禮·士喪禮》：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叁分庭一，在南。夏祝
鬻餘飯，用二鬲，於西墻下。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懸於重。”鄭玄註：
“重，
木也，懸物焉曰重。刊，斫治，鑿之為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鬻餘飯，
以飯尸余米為鬻也。重，主道也。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

[28]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
《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256-1257
頁。
[29]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
《十三經注疏·儀禮註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 676
頁。
[30]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
《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256-12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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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31]
《周禮·小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鄭玄注：“重木置於中庭，三
分庭一在南。粥餘飯，盛以二鬲，縣於重，冥用葦席。”杜子春云：
“熬謂重也。”
[32]

《儀禮·士喪禮》中對重鬲所懸掛的“重”木的製作、尺寸、設置和懸鬲的
方式都進行了記載。鄭玄對其之所以名之為“重”的原因進行了分析。鄭玄認為
“懸物焉曰重”。士的重木長三尺。所懸之鬲的數量和逝者生前的身份有著緊密
的關係。士用二、大夫用四、諸侯用六、天子用八，與簋的數量相同。鄭玄的註
解可信。周代的這種喪葬禮制一直延續到後代。
《新唐書·禮樂志》：
“鑿木為重，一品至於三品，長八尺，橫者半之，三分
庭一在南；四品至於五品，長七尺；六品至於九品，長六尺。以沐之米為粥，實
於鬲，蓋以疏布，系以竹蔤，縣於重木。覆用葦席，北面，屈兩端交後，西端在
上，綴以竹蔤。祝取銘置於重，殯堂前楹下，夾以葦席。”
唐代杜佑編纂的《通典》和宋人編寫的《新唐書》中都有對“設重”和懸掛
“重鬲”的記載。《新唐書》中的“一品至於三品”、“四品至於五品”、“六品至
於九品”說明，唐代的喪葬禮制繼承了周代的喪禮。至於古代喪禮中設置“重木”
的緣由，王寧玲先生在其文中進行了分析。她認為重木在喪禮中是死者靈魂的依
附。王寧玲言：“古代的人們認為人死後魂魄與形體分開，設重能讓飄忽不定的
魂氣有所憑依，懸鬲讓魂魄有所飲食，有暫時存鬼神之義。”[33]以木存神，在今
天一些少數民族地區還有這種傳統的習俗。
由於“重鬲”在喪禮中按照禮制懸於“重”，
“重”和“重鬲”被看做一個整
體。
《釋名》：“重，死者之自重也，含餘米為粥，投之甕而懸之。”
《新定三禮圖》：
“重，起于殷代。以含飯余粥，以鬲盛之，名曰重。今之糧
[31]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
《十三經注疏·儀禮註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683 頁。

[32]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
《十三經注疏·周禮註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676 頁。

[33]

王寧玲：
《<儀禮·士喪禮>“重鬲”簡議——兼論<新定三禮圖>釋義》
，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
，201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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罌，即古重之遺象也。……重隨柩入壙，橫木等與葦席為凶。”[34]
東漢劉熙《釋名》中對“重”的解釋，明顯包含了懸於其上的“重鬲”。北
宋初年聶崇義撰寫的《新定三禮圖》對殷周喪禮中“重”的解釋，則把“重”和
“重鬲”作為一個整體。在周代士的喪禮中，“重”有懸二鬲之象。古人將重、
重鬲以及包裹的葦席看做一個整體，在喪儀中稱為“重”。
因此，金文中常見的

字，从二鬲，从水。在周代士的喪禮中，用二鬲。而

二鬲的功用正是煮潘水和用沐米煮粥，與水有關。再結合虢叔旅鐘銘中“
表示“重、再”之意，筆者懷疑認為金文中的“

”字

”字，有二鬲之象，鬲字有倒

懸之象。此二鬲即周人士喪禮中的重鬲。古人對於士的喪葬禮儀習見，見懸鬲之
象，即知為喪儀中的“重鬲”。由於重鬲將懸於重，它們常被看做一個整體。所
以 字被用來表示“重”，是古漢語中表示“重復”
“重疊”義的“重”字的古字。
今人多對這種喪葬禮儀十分陌生，則
在此基礎上，金文中常見的“

字變成了不識字。

+銅器自名”文例，是表明所作器物是成組、

成對製作的精美之器。《左傳》中有“重器”之語，正與此相應。
《左傳》成公二年：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杜預註：
“重猶多也。”孔穎達疏：
“《正義》曰：
重謂重疊，故猶多，多為明器也。言器備者，
《既夕禮》陳明器云：用器：弓矢、
耒耜、敦杆、盤匜，役器：甲胄、幹笮、燕器、杖笠、翣。其器有共用之器，有
備禦之器，故言器備。”[35]
《左傳》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
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
杜預註：“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36]
上引文獻中的“重器”之“重”是重疊之意，正是指表示周代貴族階級製作

[34]

聶崇義：
《新定三禮圖》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 552 頁。

[35]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
《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
701-702 頁。
[36]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 ：
《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
8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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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美銅器。因此，在金文中出現的“ 鼎”
（伯怡父鼎甲乙《銘圖》02347-02348）、
“ 簠”
（上鄀府簠《銘圖》05957、申公彭宇簠《銘圖》05958—05959）、
“ 壺”
（蔡侯申方壺《銘圖》12187-12188）、
“ □（缶）”
（蔡公子缶《銘圖》14075 ），
都是供貴族階級享用的“重器”之屬。
3.“重疊”“重複”義的“重”字和“沉重”義的“重”字
字的出現也解決了典籍中常見的表示“沉重”義的“重”字和表示“重復”
“重疊”義的“重”字字義引申的問題。
甲骨文、金文中均有表示“沉重”義的“重”字的古文字形。
（ 村中南 483 午組，《新甲骨文編》第 496 頁）
（重父壬鼎·商·《集成》04.1666，《新金文編》第 1132 頁）
表示“沉重”義的“重”字的古文字字形，象一人身負盛得滿滿的囊橐的形
象，用來表示沉重的感受。”[37]學者們對於此字的早期字形的認識是正確的。
然而，在先秦文獻中，有許多表示“重疊”“重複”義的“重”字。
如：
《易·坎》：“習坎，重險也。”孔穎達疏：“兩坎相重，謂之重險。”
《詩·魯頌·閟宮》：
“朱英緑縢，二矛重弓。”鄭玄箋：
“二矛重弓，備折壞
也。”高亨注：“重弓，每個戰士帶兩張弓。
《楚辭·離騷》：“又重之以修能”。
《左傳》昭公十年：
“叔向辭之曰：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
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
《素問·奇病論》：“人有重身，九月而瘖”。王冰註：“重身，謂身中有身，
則懷妊者也。”
《詩·大雅·大明》：“大任有身”毛傳：“身，重也。”鄭玄箋：“重謂懷孕
也。”
[37]

李學勤主編：
《字源》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7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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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問·玉機真藏論》：“名曰重強”。王冰註：“重謂藏氣重疊。”
許慎的《說文解字》解釋“重”為：
“重，厚也。从壬，東聲。”段玉裁《說
文解字注》解釋“重”為：
“厚斯重矣，引申之為鄭重、重疊。”段玉裁認為“重”
字表重疊之義是從本義引申而來。然而這種引申，是不符合詞義引申的一般規律。
“重”字的造字本義象人負重而行，表示沉重之感。由這一本義可以引申出表示
重大、重要、鄭重、重視、重點、珍重等詞義，這符合一般的思維模式。若從“沉
重”義直接引申出“重複”、
“重疊”等意義，則非常牽強。特別是《素問》中的
“人有重身”和《詩經》中的“大任有身”兩例中，“重”的詞義指女子懷孕。
而

字的出現則解決了這種詞義引申關係的缺環。上引鄭玄註解中，鄭

玄對“重木”之命名緣由進行了解釋。鄭玄說“懸物焉曰重”，意思是說木上懸
掛鬲，就像人背負重物，所以名之為“重”。而“重”，又是逝者靈魂之依附。因
此，劉熙解釋“重”時說“死者之自重也”。這裡的重，就引申出重複的意義。
典籍中用“重”表示“重複”、
“重疊”等意義都由此而來。在古文字中，人們用
表示“沉重”之重，而用

表示“重複”之“重”。現在我們用四聲別義的

方法來區別。可見，早期人類的語言看似散亂，實則已臻成熟。
三、結語
綜上所述， 凡伯怡父鼎是春秋晚期夔地宗室貴族製作的銅器。器銘中的
“

”，應讀為“隗”，為夔國之“夔”，表示作器者所在的地名，凡是族名，表

明作器者是凡國公室的後裔。器銘中的 字，筆者懷疑是古文字中用來表示“重
複”“重疊”義的“重”字的古文。

，从二鬲，从水。它的字形、字義和殷周

時代“士”的喪葬制度有密切的關係。字形中的二鬲，可能就是在“士”的喪儀
中懸掛於重木的“重鬲”之象。它在喪儀中的用途是先煮潘水，後煮粥，然後再
懸掛於重木之上。古人將懸於重木之上的重鬲和重木，常常看作一個整體，名之
為“重”。“重”為逝者死後靈魂之依附，在古人的觀念中是“死者之自重也”。
由此，表示“沉重”義的“重”字，引申出“重復”“重疊”之義。“重復”“重
疊”之義的“重”字在典籍中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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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簡“窅”和“船”字補釋
王錦城

【摘 要】漢簡中有一字作“ ”形，其或作如字解釋，或釋“罝”，或釋
“冥”，但均屬誤釋。從字形和文義來看，該字爲“窅”字無疑，漢簡中當據以
改釋。又肩水金關漢簡中釋作“ ”和“船”的字，均是“船”字的誤釋，當一
幷改釋作“船”。
【关键词】漢簡； ；窅；船
【作者簡介】王錦城，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後，研究方向爲出土文
獻與古文字。（廣州 510275）

一、窅
居延新簡中有一個整理者釋作“
（1） □□ 赤責右

”的字，見於以下簡文：
（EPT5:263）

（2）□內郡蕩陰邑焦里田亥告曰：所與同郡縣□
□死亭東內中東首，正偃，目 、口吟，兩手捲，足展，衣
□當時死，身完，毋兵刃、木索迹。實疾死，審皆證
（EPT58:46）
（3）索放所放馬，夜 ，不能得。還，騎放馬行檄，取駒牢隧內中，去到
吞北隧
該“ ”字圖版分別作

、

、

（EPF22:197）
等形，其中第一個形體左邊稍殘，但依然

可以看出他們是一字無疑。從字形來看，整理者將其釋作“ ”似無不可。對於
其含義，《居延新簡集釋》於簡（2）的“目 ”下注釋曰：
“‘目 ’，目小。
《改
①

倂四聲篇海·目部》引《類篇》：‘目小也’。”
又居延漢簡中，可見和簡（2）相似的辭例，簡文如下：
（4） □□同郡縣石里陳橫，迺七月己卯□□
□東南首，[佂]偃，口吟，目窅，手捲，足展，身完，毋兵刃[木索]
（562·15）
比較可知，簡（2）的“目 ”在簡（4）中作“目窅”。該“窅”字作 形，從
“穴”從“目”，釋“窅”當無疑問。此兩簡均是對某人員因疾病而死所作尸檢
的證明爰書，對尸體的描述應當一致。《說文》曰：“窅，深目也。”義爲眼睛深
陷。可知無論從字形還是文義來講，作“目窅”都是毫無疑問的。而“ ”作爲
“目小”義之字，只見於《改倂四聲篇海》，漢簡中應當還不存在該字。因此從
辭例的比對來看，簡（2）也應當作“目窅”爲是。此前由於漢簡中的“冒”字
②
亦可以寫得近似於“ ”形， 因此我們未能十分肯定“目 ”的“ ”就是“窅”
①

馬智全《居延新簡集釋（四）
》，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 年，第 523 頁。
王錦城《釋西北漢簡中的“冒”——兼論“皮冒”、“草萆”及相關詞語》，《第七屆出土文獻與比較文字
學博士論壇會議論文集》2017 年 10 月 25 日；張再興、黃艷萍《肩水金關漢簡校讀札記》
，
《中國文字研究》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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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字。蕭旭先生曾在簡帛論壇里說“‘目 ’當作‘目窅’，指眼目凹陷。
” 現在
看來，蕭旭先生所說甚是。所謂“目 ”的“ ”應當是“窅”字無疑，只不過
將“窅”所從的“穴”寫成了“罒”。
實際上，
“目窅”一詞還見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這也可爲“目
②
”即“目窅”提供明確的佐證。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中整理者稱
之爲“序寧簡”的一組簡文里，出現有“目窅”一詞，凡 6 見，均出現在相似的
辭例中，僅舉 227 號簡如下：
（5）建初四年七月甲寅朔，田氏皇男皇婦皇弟君吳共爲田氏皇母序寧禱外
家西南請子，休。皇母序寧。以七月十二日乙丑，頭堅目窅，兩手以捲，下入黃
泉，上入倉（蒼）天，今以鹽湯下，所言禱，死者不厚適（謫），生者毋責（債），
③
券刺明白。所禱序寧，皆自持去對天公。
④
其中的“序寧”，整理者認爲“在漢代乃爲父母居家服喪的專門用語”。 但
⑤
其後諸多學者研究發現“序寧”是一婦人之名。 而關於“目窅”一詞，整理者
注釋曰：
“窅”，簡中亦寫作“顛”，按，
“窅”爲深遠貌。
《鶡冠子·夜行》：
“窅乎冥
乎，中有精乎。”亦可引申爲遠朢的意思。
《文選·謝朓〈敬亭山〉詩》：
“緣源殊
未極，歸徑窅如迷。”李善注引《聲類》：
“窅，遠朢也。”
“顛”，饒先生指出：
《說
文·目部》：“瞋，張目也”，顛或借爲瞋。因此，“目窅”或“目顛”，均是張目
⑥
遠視之意。所謂“頭朢目窅”，似應是遙禱神靈的一種具體儀式或表情的描寫。
可知整理者認爲“目窅”是張目遠視之意，是對遙禱神靈的一種具體儀式或
表情的描寫。但既然“序寧”是一老婦人名，而大部分禱告舉行於序寧死後的第
⑦
八天。 則“目窅”等當是用來描述序寧死後的樣貌。這和居延簡中“目窅”的
用法相同，當如劉樂賢先生所指出：“‘目窅’、‘口吟’、‘手捲’、‘足展’之類，
確實是描述病人死亡形狀的術語。”至於“目窅”的具體含義，劉樂賢先生最初
認爲“窅”字可能是“冥”字的俗體，
“目冥”或“目顛”似是指目光惑亂，看不
⑧
清楚。 但其後劉先生又認爲“‘目窅’和‘目顛（瞋）’的意思相同，都是指眼

第 26 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 年，第 73—74 頁。
①
，簡帛網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bbs/）2017 年 7 月 13 日貼。
蕭旭《關於漢簡填窅的校正》
②
劉樂賢和范常喜先生在引述簡（2）時，均徑將“ ”釋作“窅”。參看劉樂賢《東漢“序寧”簡補釋》，
《華學》第八輯，紫禁城出版社，2006 年，第 193 頁；范常喜《香港中文大學藏東漢“序寧禱神簡”補釋》
，
《文化遺產》2014 年第 6 期，第 146 頁。
③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 年，第 99 頁。
“朔”原釋文作“爲”
，
陳松長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
“堅”原釋文作“ ”
，此處從劉樂賢改釋，參劉樂賢《東漢“序寧”簡補釋》
，
《華學》第八輯，紫禁城出
版社，2006 年，第 191 頁。
④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 年，第 97 頁。
陳松長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
⑤
李均明《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偶識》
，
《古文字研究》第 24 輯，中華書局，2002 年，第 453
頁；劉昭瑞《東漢建初四年“序寧”簡若干研究》
，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编《康樂集：曾憲通教授七十壽
慶論文集》
，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 368 页；劉樂賢《東漢“序寧”簡補釋》，
《華學》第八輯，紫禁
城出版社，2006 年，第 190 頁。
⑥
陳松長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 年，第 100 頁。
⑦
李均明《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偶識》
，
《古文字研究》第 24 輯，中華書局，2002 年，第 453
頁。
⑧
劉樂賢《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
》，
《江漢考古》2001 年第 4 期，第 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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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睛突出。” 而范常喜先生則認爲“‘目窅’又見於居延漢簡，可能指死者死後‘眼
②
睛凹陷緊閉’的樣子。” 結合前述居延簡“目窅”用以描述病死戍卒尸體樣貌來
看，“目窅”當如范常喜先生所說指死者死後“眼睛凹陷緊閉”的樣子。
綜上所述，我們認爲居延新簡中釋作“目 ”的“ ”當爲“窅”字無疑，
其應當是“窅”字一種異體寫法。而簡（3）中“夜 ”的“ ”字李洪财先生曾
釋作“罝”，謂“罝，原本是捕捉兔子的網，後來也泛指捕捉其他獸類的網。名
詞用作動詞，此簡中的‘夜罝’，可以解釋爲夜裏捕捉。從整支簡的内容看，這
個人可能是去名爲‘放’的人那裏捕捉放養的馬，因爲馬的性情剛烈，未能捕得。”
③
這種解釋恐怕也不是很恰當。
關於“夜 ”的“ ”，籾山明先生曾經指出：
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中，將名叫序寧的女性死去的情景表達爲“頭
朢目窅，兩手以捲”、“頭朢目顛，兩手以抱”。“ ”是這個“窅”（即“窈”）
字的異體字，也許意味著因“黑暗”導致“眼睛不能看見”之語。如果是這樣的
④
話，“夜 不能得”就意味著“因夜黑看不見故不能捕馬”。
可知籾山明先生即認爲“夜 ”的“ ”是“窅”的異體字，這種看法無疑是正
確的。簡（3）爲《甲渠言永不當負駒》简册中的一簡，大意是說止害隧長侯永
求索守塞尉放所放走的驛馬，因爲夜晚昏暗，而沒能求索得到。於是又回去騎了
放的馬去行檄，把放的馬駒圈在了隧內。並非是說去求索放所放養的馬，在夜裏
捕捉，而未能捕得。
“窅”有“昏暗貌”的意思，《史記·項羽本紀》“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
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裴骃《集解》引徐廣曰：“窈亦作‘窅’字。”
⑤
《廣雅·釋詁三》：“窈，深也。”王念孫《疏證》：“窈、窅、杳並通。” 可
知“窅”與“窈”、
“杳”通，皆有“昏暗貌”之意，如《說文》木部：“杳，冥
也。”《楚辭·涉江》：“深林杳以冥冥兮，猨狖之所居。”《淮南子·道應》：
“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因此，
“夜 ”的“ ”釋作“窅”於文
義也很通順，
“夜窅”是說夜色昏暗。至於簡（1）中的“ ”字，由於簡文殘缺，
其文義尚不可解，但根據簡（2）（3）中該字當釋作“窅”來看，其也當一並改
釋作“窅”。
需要指出的是，路方鴿先生卻將上述簡（2）
（3）
（4）
（5）中的“ ”和“窅”
一並釋作“冥”字。認爲根據文獻記載，死者死時通常閉上雙目，稱爲“瞑目”
或“目暝”，因此簡文中“目冥”也應理解成“目暝”，
“冥”通“暝”，指閉上眼
⑥
睛。而“夜（ ）冥”可以理解成夜間黑暗、昏黑。 我們認爲這種說法似有可

①

劉樂賢《東漢“序寧”簡補釋》
，
《華學》第八輯，紫禁城出版社，2006 年，第 193—194 頁。
范常喜《香港中文大學藏東漢“序寧禱神簡”補釋》
《文化遺產》2014 年第 6 期，第 146 頁。
③
李洪財《釋居延漢簡中的“脊”和“置”
》
，李學勤主編：
《出土文獻》第八輯，中西書局，2016 年，第 210
頁。
④
籾山明著，李力譯《中國古代訴訟制度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119 頁。
⑤
王念孫《廣雅疏證》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第 84 頁。
⑥
路方鴿《從“冥”的俗字看漢簡的幾個文字問題》，《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九輯，張顯成、胡波主編，
巴蜀書社，2017 年，第 191—193 頁。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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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之處。
首先從字形來看，上述漢簡“目窅”的“窅”均從穴從目，釋“窅”並無不
妥之處。“冥”字漢簡常見，其下部從“六”的特征非常明顯，明顯和“窅”不
①
同。 路方鴿先生也已指出簡帛碑刻中“冥”字俗字寫法眾多，其上部構件可從
②
“穴”，而下部構件可以寫成“貝”、
“具”、
“目”、
“真”等形。 此處需要注意的
是，所謂“冥”字下部省作“目”，寫成“窅”形的，僅限於碑刻中的 1 個例子。
除此以外，“冥”字雖有眾多的異體，但是其下部構件未有不寫作“八”形的。
因此上述簡文中的“窅”字顯然不是“冥”。而“ ”下部亦不作“八”形，也不
會是“冥”字。
其次從文義來講，“窅”義爲“深目”，“目窅”即眼目凹陷，用以描述尸身
樣貌非常恰當。而冥，
《說文》曰：
“幽也。從日，從六，冖聲。”本義爲昏暗，則
“目冥”似乎並不能用來描述人死後的面貌。至於“夜 ”的“ ”據上下文文
義來看，確實是“昏暗”的意思。但我們前面提到，“窅”在“昏暗”的意思上
和“冥”相通。又銀雀山漢簡（貳）
《陰陽時令、占候之類·曹氏陰陽》篇 1651—
1651 號簡釋文如下：
（9） □月陰也。月陽也，星陰也。星陽也，窅瞑陰也。凡此皆天地陰陽
之大柈也。□
其中的“窅暝”，整理者注釋曰：
“窅暝，即窅冥，或作‘杳冥’
‘窈冥’，昏暗之
③
意。” 此處“窅冥”同義連用。亦可證“窅”
“冥”均有“昏暗”義。因此，
“夜
”的“ ”釋作“窅”於文義也非常通順。
總之，居延新簡中整理者釋作“ ”的字，當改釋作“窅”，其爲“窅”字
異體。釋“罝”或“冥”均非是。而居延漢簡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所藏漢簡中
“目窅”的“窅”字，更不能釋作“冥”。
此外，金關漢簡有一字作
形，整理者釋“窅”，見於如下簡文：
（10）四月辛丑夜詬火，天風填窅不知時，騂北亭受橐他莫當隧 騂北亭長
襃移
（73EJC:611）
該“窅”字亦寫得和“ ”字接近，整理者釋作“窅”，應該是正確的。之前因
爲“冒”字的有作“ ”形的緣故，我們認爲其當是“冒”字，現在看來是很不
對的。該簡中的“填窅”，蕭旭先生在簡帛論壇里說：
“填讀爲塵。
‘窅’當是‘䆩’
④
等形之誤寫，即‘冥’俗字，昏晦也。” 蕭旭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天風填
窅”的說法見於文獻，《漢書·王莽傳》：“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
⑤
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 蕭旭先生讀填爲塵，“窅”是“冥”俗字的說
法或即據此而來。“填”於此簡文確不可解，讀填爲塵可備一說。但“窅”字我
①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
，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 年，第 457—458 頁；李洪財《漢簡
草字整理與研究·漢代簡牘草字彙編》
，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年，第 298 頁。
②
路方鴿《從“冥”的俗字看漢簡的幾個文字問題》，《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九輯，張顯成、胡波主編，
巴蜀書社，2017 年，第 195—200 頁。
③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貳）
》
，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207 頁。
④
蕭旭《關於漢簡填窅的校正》
，簡帛網簡帛論壇 2017 年 7 月 13 日貼。
⑤
班固《漢書》
，中華書局，1952 年，第 40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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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前面提到有“昏暗貌”的意思，也即“冥”之意。又從字形來看，此字當非“冥”
的俗字，而是如整理者所釋，爲“窅”字。

二、船
肩水金關漢簡中有一個整理者釋作“ ”的字，見於以下簡文：
（1）□□□□凡九人直五千八十
嗇夫爲出關 卒轉車兩人數得米□
爲定罷卒數。案右前左前所移定□（削衣）
（73EJT10:406）
（2）始建國元年六月壬申朔乙未，居延居令守丞左尉普，移過所津關遣守
尉史東郭護迎 觻得，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掾義、令史商、佐立。

（73EJF3:118A）
（3）賦閣已歸，東部卒四人，以衆人出 卩
北辟外垣西面□程
令士吏將餘卒，持五人食詣駟望，並持方銎矛歸之·出 卒閣在府，令
袤亭卒持
各有受閣，令持矛去，並取利 穿。即持皮來，令持三皮予服胡千秋，
爲僵治絝
（73EJT37:1151A）
該字圖版作 形，從字形來看，其左邊作“月”，而右邊似作“公”，整理者
釋讀似無可疑。但同樣形體的字，金關漢簡中還可見到，整理者卻釋作“船”或
“舩”。見於如下簡文：
（4） □□□籍船□□累計移□
（73EJT1:278）
（5）肩水候官永始四年七月破船簿
（73EJT23:94）
（6） □□□舩
（73EJT24:670）
可知同一字，在金關漢簡中卻有三種不同的釋讀，因此其中肯定存在一些問題。
我們認爲上引簡文中整理者所釋“ ”字亦爲“船”字，又“舩”爲“船”字異
體，因此“ ”、“舩”當一並改釋作“船”。
實際上該字在居延漢簡中即已出現，新近出版的紅外綫圖像版居延漢簡均將
其釋作“船”，見於如下簡文：
（7）縣置三老二 行水兼興船十二 置孝弟力田廿二 徵吏二千石以符卅
二 郡國調列侯兵卌二 年八十及乳朱需頌繫五十二
（126·12+13·8+5·3+10·1）
（8）●肩水候官，地節 四年，計餘兵穀 財物簿。毋餘船，毋餘茭
（14·1）
（9）
□石具弩一
·右第一船四人
稾矢銅鍭三
（37·19）
（10） □□石爲萬九千五百石治船
（109·3）
（11）·肩水候官元康二年七月糞賣船錢出
（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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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船”字，《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和《居延漢簡甲乙編》均存在部分
①
地將其釋作“ ”的情況，而《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則將其全部釋作“舩”。 可
知其也曾被釋作“ ”和“舩”，而新出整理本中一並改釋作“船”，無疑是正確
②
的。此外，
“船”字亦見於睡虎地秦簡、里耶秦簡以及張家山漢簡等秦漢簡， 其
寫法和上述金關、居延簡中釋作“ ”、“舩”的字基本一致，亦可證其爲“船”
字無疑。
可知金關、居延簡等西北漢簡中的“船”字常被釋作“ ”和“舩”，因此
有必要對其作出一番辨析。首先就“ ”字來講，其當是據字形隸定而來，但該
隸定顯然有誤。船，
《說文》曰：
“舟也。從舟，鉛省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曰：“各本作鉛省聲，非是。口部有㕣字。水部有沿字，㕣聲。”段說當可信從，
則“船”字實從“舟”
“㕣”聲。
《字源》謂：
“船字從舟，㕣聲，其字最早出現於
戰國金文和戰國文獻，如《墨子》、
《莊子》等，未見於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也未
③
見於西周文獻，應是春秋戰國時代產生的。” 可知“船”字產生或比較晚，而從
秦漢簡來看，其右邊均作“㕣”形。因此上述“ ”字右邊部件顯然是“㕣”，
釋“公”不確。
至於“船”字所從的舟，古文字中就常寫得和月字近似，如季旭昇先生指出：
④
“像舟形。戰國以後寫得有點類似‘月’形。” 但到了隸書，有些也直接寫成了
“月”，高明先生曾指出：
“古文舟字偏旁，形體大同小異……發展到隸書時，一
⑤
般皆寫作‘舟’，如船、舫、般等字所從。但也有時將‘舟’寫作‘月’。” 因此
“ ”所從“月”其實就是“舟”字的變體。
這樣看來，金關簡整理者依據字形將“船”字隸定作“ ”，雖然“月”形
可以是“舟”字的寫法，但將聲符“㕣”釋作“公”則明顯有誤。馬智全先生曾
⑥
指出簡（1）中的“ ”同“舩”，或是將 也看作是船字的異體。 陈直先生亦
⑦
曾认爲 即船字别体，船作 犹汉人书铅作鈆，书沿作㳂。 肖從禮認爲“ ”
⑧
即是“舩”，同“船”。
而據我們分析，“ ”顯爲釋讀有誤的字，並不能看作船字的異體。裘錫圭
先生曾指出“ ”當釋“船”。
“船”字異體作“舩”，隸書“舟”旁多省作“月”。
⑨
其說甚是。雖然船字隸定作“ ”不確，但卻有寫成從“月”從“㕣”的異體
字“ ”，如《隸釋·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 人嘆於水渚，行旅語於涂陸。”

①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
，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7、21、60、177、422 頁。
王輝等《秦文字編》
，中華書局，2015 年，第 1352 頁；張守忠《張家山漢簡文字編》
，文物出版社，2012
年，第 240 頁。
③
李學勤主編《字源》
，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752 頁。
④
季旭昇《說文新證》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707 頁。
⑤
高明《中國古文字形通論》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第 111 頁。
⑥
馬智全《漢簡所見漢代肩水地區水利》
，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4 頁。
⑦
陳直《
“居延漢簡甲編”釋文校正（續）
》，
《考古》1960 年第 10 期，第 48 頁。
⑧
肖從禮《漢簡所見弱水流域居延地區的魚及相關問題綜論》
，《甘肅省第三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 年，第 275 頁。
⑨
裘錫圭《
〈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商榷（一）——讀考古發現文字資料札記之二》
，
《人文雜誌》1982 年
第 2 期，第 53 頁。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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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适於“

”字下注曰：“舩字。”

①

其次就“舩”來說，其見載於辭書，爲“船”字異體。如《廣韻·仙韻》：
②
“船，
《方言》曰……舩，同上。” 我們認爲這種寫法也是將“㕣”誤認爲“公”
產生的，由於船字的“㕣”和“公”形體非常接近，因此常常致誤，久之則變成
了一種異體寫法。嚴格來說，將船字寫作“舩”一开始也是有誤的。因此將西北
漢簡中的船字釋作“舩”似並不可取。基於以上討論，我們認爲金關漢簡中整理
者釋作的“ ”和“舩”的字，均是“船”字的誤釋，當一並改釋作“船”。

The Supplementary Interpretation of “yao”（窅）and “chuan”（船）in Han Wooden
Slips
Wang Jin-cheng
（Center for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There is a word in the Han Wooden Slips written in form “mie”（

）,or

interpretation of the“ju”（罝）,or interpretation of the“ming”（冥）.In terms of glyphs and
meanings,the word is definitely“Yao”
（窅）.They should be paraphrased accordingly in the Han
（ ）and “chuan”
（舩）in the Han Dynasty Wooden Slips
Wooden Slips. The word “chuan”
from Jianshuijinguan should be explained as “ship”.
Key words：Han Wooden Slips；
“mie”
（ ）
；“yao”
（窅）
；“ship”

①
②

洪适《隸釋·隸續》
，中華書局，1985 年，第 55 頁。
陳彭年《宋本廣韻》
，北京市中國書店，1982 年，第 1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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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竹书校读札记（六则）
吴祺
【提 要】本文参照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对清华简《摄命》及《治政之道》中部分词语提
出新的释读意见。认为《摄命》简 10 之“巠”为“ ”之讹字，且当读为“淫”
。认为《治
政之道》简 5 之“辡”当读为“徧”
，义为周徧；简 8“ 惟”之“ ”当读为“进”
，且“惟”
当训为谋；简 11“ （禁）正（政）
”之“正（政）
”当训为禁令；简 37“聚”当读为“趣”；
结合《治政之道》相关辞例，认为上博五《三德》
“量詯”之“詯”当读为“既”
。
【关键词】
《摄命》
；
《治政之道》
；训诂；校释

新近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八辑与第九辑中分别收录有《摄命》
及《治政之道》篇。整体来说，整理者对两篇竹书作了相当精审的释文与注释，
但是仍有一些可商榷的地方。笔者此文，拟在整理者及诸家研究的基础上，对《摄
命》及《治政之道》中部分词语的释读提出新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
指正。

一
《摄命》简 10—11 有一段话，原整理者释文如下：
女（汝）亦母（毋）不 （夙）夕巠（经）悳（德），
【10】甬（用）事
朕命。
关于简文“汝亦毋不夙夕经德”句，原整理者注谓：
“句法同《康诰》
‘汝亦
罔不克敬典’。‘经德’见《酒诰》、《孟子·尽心下》，赵注：‘经，行也。’齐陈
曼簠：‘肇勤经德。’（《集成》四五九六）者 钟：‘女亦虔秉丕经德。’（《集成》
一二〇）”。[1]
按，上引简文之“不夙夕”，应即本篇简 1“余一人无昼夕难（勤）恤”之“无
昼夕”。
“不夙夕”
“无昼夕”也就是不分日夜的意思。传世文献中亦见类似表达，
作“罔昼夜”
“无昼夜”等。如《书·益稷》：
“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伪孔传：
“傲戏而为虐，无昼夜，常頟頟肆恶无休息。”是其例。据此，简文“汝亦毋不
夙夕经德”意思是指你不要不分日夜行德，似与简文文义相悖。
笔者认为，简文“巠”当为“ ”之讹字。楚文字中“巠”与“ ”有相讹


南通大学文学院 讲师（ecnuwuqi12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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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张峰先生对此有专门研究[2]，可参。
“巠〈 〉”于简文中当读为从“ ”
得声之“淫”。
“淫德”一语典籍习见，为乱德之义。如：
《礼记·哀公问》
：“今之君子，好实无厌，淫德不倦，怠荒敖慢。”
《国语·郑语》：“天之生此久矣，其为毒也大矣，将俟淫德而加之焉。”
《史记·封禅书》
：
“后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渎，二龙去之。”
是其例。故简文“汝亦毋不夙夕淫德”是王告诫摄不要不分日夜行乱德之事。
后文“甬事朕命”之“甬”，原整理者将其读为“用”。笔者认为，此字于此
似当读为“庸”。从通假用例上看，战国竹书中“甬”常可用为“庸”。如清华三
《周公之琴舞》简 16—17“隹（惟）福思甬”之“甬”，原整理者将其读为“庸”。
[3]

清华五《厚父》简 7“甬叙才（在）服”之“甬”，郭永秉先生将其读为“庸”。

[4]

在释义上，“庸”古常可训为常，如《孟子·告子上》：“庸敬在兄。”赵岐注：

“庸，常也。”《荀子·不苟》：“庸行必慎之。”杨倞注：“庸，常也。”是其例。
故简文“甬（庸）事朕命”是指王告诫摄应常事其命。

二
《治政之道》简 5 有一段话，整理者释文如下：

古（故）以求民安，正（政）又（有）成功，则君是（寔）任之，古（故）
又（有）崇惪（德）以辡于者（诸）侯。
关于简文之“辡”，整理者提出两种释读意见：一是将其读为“别”；二是将
其读为“辩”，并引《说文》训为“治也”。[5]然不论是“别于诸侯”，还是“辩/
治于诸侯”，似均不能较好地讲通文意。
笔者认为，简文“辡”于此似当读为“徧”。首先，从古音上看，上古音“辡”
为帮母元部字。“徧”从“扁”声，上古音“扁”为帮母真部字。“辡”与“徧”
声母相同，韵部关系密切。如《楚辞·九歌·湘夫人》“白薠兮聘望”之“薠”，
有异文作“蘋”。
“薠”为元部字，
“蘋”为真部字。而且，从“扁”声字与从“辡”
声字古常可相通。如《大戴礼记·五帝德》：“女欲一日辨闻古昔之说。”“辨”，
《孔子家语·五帝德》作“徧”。《左传》定公八年：“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庙而
出。”杜预注：
“辨犹周徧也。”又如《易·系辞下》：
“《复》，小而辨于物。”王引
之《经义述闻》：“辨，读曰徧。古字辨与徧通。”[6]皆其例。
“辡（徧）”于简文当训为徧及。简文“古（故）又（有）崇惪（德）以辡（徧）
于者（諸）侯”即指有崇高之德行以徧及于诸侯。《史记·大宛列传》有“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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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之语，其中“威
德徧于四海”与简文“有崇德以徧于诸侯”正可相参。

三
《治政之道》简 8 有如下一段话：
皮（彼）差（佐）臣之尃心 惟，不敢䢍（妨）善弼亚（恶）以忧君家。
①

关于简文之“尃心”，整理者将其读为“敷心”或“布心”，并谓：“古书多
作‘敷心腹’或‘布腹心’。如《书·盘庚下》
‘今予其敷心腹肾肠’，
《左传》宣
公十二年‘敢布腹心’，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敢尽布其腹心’。”[7]整理者对简
文“尃心”的解释当可信从。
关于简文“ 惟”，整理者注谓：
“惟，思。
《诗·生民》
‘载谋载惟，取萧祭
脂’，郑笺：
‘惟，思也。’尽惟，犹‘尽心’。
《书·康诰》：
‘往尽乃心，无康好逸
豫，乃其乂民。’”[8]
笔者认为，从“尃（敷/布）心”与“ 惟”的对应关系来看，简文“ 惟”
之“ ”似当读为“进”，
“惟”则当训为谋。首先看“ ”字，楚简材料中，
“ ”
有用为“进”之例。如郭店简《语丛三》简 24“ （义），德之 也”以及简 62
“行 此友矣”之“ ”均当读为“进”。[9]是其例。再看“惟”字，“惟”古有
训谋之例。如《尔雅·释诂上》：
“惟，谋也。”
《广雅·释诂四》：
“惟，谋也。”可
参。
综上所述，简文“ 惟”当读为“进惟”，亦即进谋之义。
“进谋”一词见于
典籍，如《战国策·秦策三》：
“使臣得进谋如伍子胥。”
《汉书·贾谊传》：
“工诵
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是其例。

四
《治政之道》简 11 有一段话，整理者释文如下：
上 （愚）则下 =执=（失执，失执）则 =古=（惟古，惟古）则生智，

① 整理者将“䢍（妨）善”
、
“弼亚（恶）
”断读，训“弼”为纠正。此从陈民镇先生说，连读为“䢍
（妨）善弼亚（恶）
”
，训“弼”为辅助。参氏著：
《读清华简〈治政之道〉笔记》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中心 2019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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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智则反 （禀）正=（政。政）之不道则上 （失）立（位），亓（其）
（失）则弗可 （兴）。
关于简文“ 正”，整理者将其读为“禀政”，指出：
“禀政，即‘受政’、
‘受
命’。反禀政，乃不受政命也。
《国语·鲁语上》
‘天子祀上帝，诸侯会之受命焉’，
韦注：
‘助祭受政命也。’”[10]陈民镇先生认为“禀政”当指执政者，而“反禀政”
则指反对执政者。[11]网友“罗小虎”将简文“ ”读为“禁”，解释为限制，认为
简文“ （禁）政”义指“对政事有所限制、有所妨碍”。[12]网友“好好学习”将
“ ”读为“冯”、
“凌”，训为侵犯，并将简文解释为“民众多智就会反过来侵凌
政令”。[13]
笔者认为，网友“罗小虎”将简文“ ”读为“禁”可从。从“㐭”声字与
从“林”声字常可相通，徐在国先生曾有专文论述。[14]简文“ ”读为“禁”在
通假上当无可疑。然网友“罗小虎”将“ （禁）政”解释为“对政事有所限制、
有所妨碍”则有可商。笔者认为，简文“政”当训为禁令，与“ （禁）”同义连
用。试论述如下：
典籍中“禁”与“政”均有禁令之义。先看“禁”，
《周礼·地官·司关》：
“掌
其治禁与其征廛。”孙诒让《正义》：“禁谓刑禁。”《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不
犯其禁。”卢辩注：“禁，国禁。”再看“政”，《礼记·王制》：“齐其政，不易其
宜。”郑玄注：
“政谓刑禁。”
《礼记·乐记》：
“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孔颖达疏：
“政谓禁令，用禁令以行礼乐也。”
《大戴礼记·小辨》：
“制礼以行政。”卢辩注：
“政，禁令也。”是其例。故简文“ （禁）正（政）”当为同义连用。《读书杂
志·逸周书第四》“则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乱”条，王引之有如下论述：
“信不行，义不立，则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乱。”孔读“政”字上属为句，
注曰：
“言君不行信义，信义由智生，故哲士凌君之政也。”
“禁”字下属为句，
注曰：
“禁义信则乱生。”引之曰：孔读非也。
“则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乱”作一
句读，
《曲礼》
“入竟而问禁”，郑注曰：
“禁谓政教。”
《王制》
“齐其政”，注
曰：“政谓刑禁。”是“政”与“禁”义相因，故以“政禁”连文。[15]
郭店简《尊德义》简 2—3 有如下一段话：
雀（爵）立（位），所以信其肰（然）也。正钦，所以 □□。坓（刑）□，
所以□ 也。杀

（戮），所以叙（除） 也。

关于此段简文之“正钦”，陈伟先生将其读为“政禁”，并指出：
“政，在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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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政令之外，有时也特指禁令。……比照简书上下文所说的‘爵位’、
‘杀
戮’，此处‘政’特指禁令的可能性较大，
‘政禁’犹言‘法禁’。”[16]陈先生此说
可从。故上引《逸周书》之“政禁”、
《尊德义》之“正（政）钦（禁）”与本篇简
文之“ （禁）正（政）”正可相参。据此，简文“众多智则反 （禁）正（政）”
当理解为众多智则反对禁令之义。

五
《治政之道》简 36—37 有如下一段话：
（及）亓（其） （野） （鄙）四 （边），或（又）聚厚为正（征）
貣（贷），以多 （造）不甬（用）之器，以 （饰）宫室，以为目观之亡（无）
既。②
关于简文“聚厚为正（征）貣（贷）”之句，整理者指出：
“厚，财物。
《韩非
子·有度》：
‘毁国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谓智。’正，读为‘征’，徵收。貣，借贷。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府中公金钱私貣用之，与盗同法。’徵收与借贷是两
种聚敛财物的手段。”[17]然而，若按照整理者“徵收与借贷是两种聚敛财物的手
段”这一理解，简文应当作“正（征）貣（贷）以为聚厚”。而原简文“聚厚为正
（征）貣（贷）”则显得前后逻辑不通。基于这一考虑，整理者将“聚”如字读，
并解释为聚敛似不可从。
笔者认为，
“聚”于此似当读为“趣”。
“聚”与“趣”均从“取”得声，二者
自可相通。且文献中有相通之例证，如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变迵（通）
也者，聚者也”，今本“聚”作“趣”，是其例。
“趣”古常训为疾、遽之义。如《说文·走部》：
“趣，疾也。”
《广雅·释诂
一》：
“趣，遽也。”
《玉篇·走部》：
“趣，遽也。”可参。简文“或（又）聚（趣）
厚为正（征）貣（贷）”之“聚（趣）”正当理解为疾、遽之义，用为副词，修饰
其后“厚为正（征）貣（贷）”之语。
此外，简文之“厚”也不应理解为“财物”。
“厚”于此当训为其常用义厚重。
相关古训如《吕氏春秋·振乱》：
“黔首利莫厚焉。”高诱注：
“厚，重也。”
《汉书·食
货志下》：
“乏将厚取于民。”颜师古注：
“厚，犹多也，重也。”简文“厚为正（征）
貣（贷）”即指厚敛、厚贷。典籍中见有厚敛相关记载。

② “ ”读为“鄙”
，从网友“紫竹道人”说，参简帛网“简帛论坛”
：
《清华九〈治政之道〉初读》
，75
楼，
“紫竹道人”发言，2019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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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权脩》：舟车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
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
《韩非子·右经》
：简公在上位，罚重而诛严，厚赋敛而杀戮民。
《墨子·辞过》：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
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
简文“聚（趣）厚为正（征）貣（贷），以多 （造）不甬（用）之器，以
（饰）宫室，以为目观之亡（无）既”与上引《管子·权脩》
“舟车台榭广，则赋
敛厚矣”，以及《墨子·辞过》
“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
曲直之望”正可相参。

六
上博五《三德》简 7 有一段话，整理者释文如下：
憙（喜）乐无堇（限）厇（度），是胃（谓）大巟（荒），皇天弗京（谅），
必复之以忧丧。凡飤（食） （饮）无量詯，是胃（谓）滔皇，上帝弗京（谅），
必复之以康。
关于这段简文中的“詯”，整理者将其读为“计”。[18]此说得到较多研究者的
支持。③然此说也不无疑虑。首先，
“詯”从“自”声，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均
未见从“自”声字与“计”相通假之例证。其次，“计”古常训为会、算一类的
意思，如《说文·言部》：
“计，会也，筭也。”
《汉书·东方朔传》：
“教书计相马
御射。”颜师古注：“计，谓用算也。”是其例。此义用在简文中，于文义并不十
分顺适。简文“飤（食） 无量詯”之“量詯”应与前文“憙（喜）乐无堇（限）
厇（度）”之“堇（限）厇（度）”相当。
“量”古常可用为“度”义，如《左传》
昭公十九年“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论语·乡党》“惟酒无量，不及乱”均
是其用例。而“詯”的释读似亦循“度”义进行考虑。
清华九《治政之道》简 31 与简 37 分别有如下之语：
今贵人以色，富人无量。【31】

③ 参范玉珠：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德〉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第 22
页；王晨曦：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三德〉研究》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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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又）聚（趣）厚为正（征）貣（贷），以多 （造）不甬（用）之器，
以 （饰）宫室，以为目观之亡（无）既。【37】
关于简 31 之“富人无量”，整理者解释为使人富有没有限度。[19]此说正确可
从。
《三德》
“飤（食） （饮）无量詯”之“量”与《治政之道》
“富人无量”以
及上引《左传》昭公十九年“宫室无量”之“量”皆可合观。
而关于简 37“以为目观之亡（无）既”之“既”，整理者则未作解释，应是
将其理解为“既”之常用义穷尽、终尽。相关文献用例如《淮南子·原道》“富
赡天下而不既”、“布施而不既”，《文子·道德》“若江海是也，淡兮无味，用之
不既”等。
笔者认为，上述《三德》
“飤（食） （饮）无量詯”之“詯”正当读为穷尽、
终尽义之“既”。首先，从通假上看，典籍中有从“自”声字与从“既”声字相
通假之例证。《书·禹贡》：“淮夷蠙珠暨鱼。”“暨”，《诗·鲁颂·泮水》孔颖达
疏引作“洎”。《书·舜典》：“让于稷契暨皋陶。”“暨”，《说文》“臮”字条引作
“臮”。
“暨”从“既”声，
“洎”、
“臮”从“自”声。④故简文之“詯”读为“既”
当无可疑。
综上所述，简文“飤（食） （饮）无量詯（既）”是指食饮无量度、无穷尽
之义。
《孟子·梁惠王下》：
“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赵岐
注：“恣意饮食，若水流之无穷极也。”可与简文相参。

參考文獻
[1]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
，中西书
局，2018 年，第 116 页。
[2] 张峰：
《楚文字讹书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493、499 页。
[3]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
，中西书
局，2012 年，第 143 页。
[4] 郭永秉：
《论清华简〈厚父〉应为〈夏书〉之一篇》
，《出土文献》第七辑，中西书局，2015
年，第 126 页。
[5] 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九）》
，中西书
局，2019 年，第 132 页。
[6] 王引之：
《经义述闻》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60 页。
[7] 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九）》
，第 134
④ 《说文·旦部》
：
“暨，日颇见也。从旦，既声。
”
《说文·水部》
：
“洎，灌釜也。从水，自声。
”
《说
文·㐺部》
：
“臮，众词，与也。从㐺，自声。
”

312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页。
[8] 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九）》
，第 134
页。
[9] 白于蓝：
《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287 页。
[10] 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九）
》，第 135
页。
[11] 陈民镇：
《读清华简〈治政之道〉笔记》
。
[12] 简帛网“简帛论坛”：《清华九〈治政之道〉初读》
，20 楼，“罗小虎”发言，2019 年 11 月
22 日。
[13] 简帛网“简帛论坛”
：《清华九〈治政之道〉初读》
，76 楼，
“好好学习”发言，2019 年 11
月 27 日。
[14] 徐在国：
《谈清华六〈子产〉中的三个字》，简帛网 2016 年 4 月 19 日。
[15] 王念孙：
《读书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27 页。
[16] 陈伟：
《郭店简书〈尊德义〉校释》，
《中国哲学史》
，2001 年第 3 期，第 110 页。
[17] 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九）
》，第 143
页。
[18] 马承源主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293 页。
[19] 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九）
》，第 141
页。

313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A16

“無”字筆劃年代
再談北大簡《老子》的辨僞

邢文
中國
香港中文大學

314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315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316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317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318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319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320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A17

甲骨文
同源
關係論

應燕平
中國
四川大學

321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322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甲骨文

同源關係論

①

應燕平
（中國成都，四川大學 620065）
（海南三亚，海南热带海洋学院，572022）
摘要：本文從“司母戊鼎”以及“后母戊鼎”名稱的爭議入手，通過分析前人對金文
種觀點，即釋“后”說，釋“司”說，“司，后”一字說。上溯甲骨文
論，同時還發現甲骨文

的三

字也存在這三種觀點的爭

到底釋為“司”還是“占”的問題，被廣泛接受釋為“占卜”的 也有釋

作“司”的情況。這樣一來

為何都可以釋作“司”？經過研究，我們發現這三字都存在共同

的構形要素，也存在共同的語義要素，三字字形有孳乳關係，語義上有共同語義，語音上有聯繫，
三字同源。具體分化路徑為：甲骨文 經過變形變為
文

，

加上一個“口”變為

和

字。甲骨

繼續發展繼續分化。所以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司、后、卜”等看似不同的字實際上都有一個共

同的祖先。
關鍵字：甲骨文

，甲骨文

，甲骨文 ，同源關係

1 問題的提出
現代漢語中“司、后”完全是兩個意義不同的字，但有關“司母戊鼎”還是“后母
戊鼎”，“司母辛鼎”還是“后母辛鼎”的釋讀問題古文字學界爭論了接近 80 餘年。
第一件青銅器是 1939 年河南安陽出土的一件長方形青銅大鼎，即今天所知道的世界上
最大、最重的青銅器“司母戊方鼎”（現已正式更名為“后母戊鼎”）。第二件是 20
世紀 70 年代有學者將安陽五號墓出土的部分青銅器銘文、石文釋為“后母辛”、“后
②

辛”，另一部分學者釋“司母辛”、“司辛” 。此鼎銘文拓本如下：
圖一：司母戊方鼎銘文

圖二：司母辛方鼎銘文

① 2021 年海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課題編號：HNSK（YB）21-44，階段性成果。
② 20 世紀 70 年代有學者如：唐蘭、李學勤，王宇信等將安陽五號墓出土部分銅器銘文、石文釋“后母辛”、“后
辛”。鄭振香、裘錫圭、杜廼松等釋“司母辛、司辛” （參見《安陽殷墟五號墓座談紀要》，
《考古》1977 年第 5
期。）還有些學者對該墓金文辭例中的“ 、 ”，左向者釋“司”，右向者釋“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
所《殷墟婦好墓》
，第 97 頁，文物出版社，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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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件不同的青銅器都有一個

字。學界的看法主要有三：即釋“司”說，釋“后”

說，“司、后”為一字。這三種觀點都有其合理性及弊端。
1.1

為“司”說
銘文中的

①

釋為“司”這種觀點一直到更名以來在論爭中占主流地位 。1946 年，

從事甲骨文、金文、漢晉簡牘研究的文學博士張鳳（1887-1966）將此鼎銘文釋為“司
母戊。

②

訓作“司”是被認為在這三字短語中作為“動詞”，這個觀點得到絕大多

數學者的認可。在商代甲骨文中，有與大鼎銘相同的“

”，正反無別。前輩學者如

董作賓、郭寶鈞、容庚、曾昭燏、剪伯贊、陳夢家、胡厚宣、于省吾、郭寶鈞、鄒衡、
安志敏，陳志達、羅振玉等對此都沒有異議，都根據該字的字形和它在卜辭中的用法，
將它釋作“司”。直到 2011 年，“司母戊鼎”更名為“后母戊鼎”，仍然有許多學者
認為應該釋作“司”。如常玉芝③認為：殷墟卜辭不見商王配偶稱“后”的記錄。
1.2

為“后”說
最早對將大鼎銘文中進行考釋的邵慎之（1918—1997）④，他將

釋為“后”，

銘文三字釋為“后妻戌。根據當時的記載，甲骨文人名有並寫的習慣也可釋“妻戊”兩
字。受器人為戊太太，鑄器人為丈夫（殷王之一）。商王有大戊，或可讀為“后戊妻”。
這裡訓作“后”是作為名詞來訓釋的。直到 70 年代，婦好墓的發掘，同樣面臨一個“司
母辛”是否該改名為“后母辛”的問題。雖然支持改為“后母”的人不多。但 2011 年 “司
母戊”還是被正是更名為“后母戊”。在爭論中，部分學者也紛紛撰文為改名尋找合適

① 李維明：《“司母戊鼎”更名現象》
，《古代文明》
，第 10 卷，第 126 頁。
② 張鳳：《安陽武官村出土方鼎銘文考釋》
《中央日報》1946 年 11 月 17 日第十版。
③ 常玉芝《是“司母戊鼎”還是“后母戊鼎”——論卜辭中的“司”、“毓”》
《中原文化研究》2013 年。第 39-49
頁。
④ 邵慎之（1918—1997），江蘇常熟人，曾任《興化公報》
《桂林日報》、香港《文匯報》編輯、主筆，
《中央日報》
《申報》戰地特派員。1946 年 10 月上旬，邵氏作為《申報》特派員前往安陽對出土大鼎作實地採訪報導，是年 2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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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據，如李中華①贊同甲骨文以及殷商時期銘文中被釋為“司”的應該釋為“王后、
商王母親”的尊稱。
1.3“司、后”一字說
這種觀點主要認為“司、后”二字的來源應該是一字分化。這種觀點比前兩種觀點
看起來在某種意義上具有進步意義，也逐漸被學界廣泛接受。但討論中又會涉及到到底
是哪一個字是本字，哪一個是假借字，這樣一來又回到了到底是“司”還是“后”的對
立上來。因此雖然看起來是三種觀點的爭論，實際上還是兩種觀點爭論不休。
2 甲骨文

的字形、語義、用法分析

2.1 甲骨文
甲骨文

的釋文論爭
還有一個反書即 ，為了討論方便我們以

書討論的時候在視具體情況用 。甲骨文

字形作為行文字體。涉及正反

的釋讀學者們也有不同的意見，大概也有三

種觀點，即釋為“司”、釋為“后”、釋“司、后”為一字。第一種觀點，釋為“司”的
學者很多，是學界的主流觀點。以羅振玉、陳夢家、張亞初、王襄等學者為代表②。第
③

二種觀點認為此字應該釋為“后”，以唐蘭等學者為代表 。第三種觀點認為“‘司、后’
字，在一期原是一字，二期改為全部寫作后。三期以降又全寫為司。疑司為本字，后為
其假，以臺灣學者金祥恒為代表。④
釋“

”為“司”說

甲骨文

釋作“司”字這種觀點是主流觀點，對此字的訓釋學者們有四種不同的看

法，第一訓“司”為“祖妣”解，這種觀點以陳夢家為代表。第二種觀點訓“司”為“祠”
義，以羅振玉、王襄、葉玉森等學者為代表。第三種觀點將 “司”訓為“配偶”，此說
以張亞初為代表。他否定了甲骨文“司”釋為“君后”或者釋為“祖妣”
，在他看來“司、
㚸”，應讀為妃，訓為匹配、嘉偶。妃與配音近義通。司、㚸就是配偶的意思。⑤第四，
將“司”訓為“職官之稱”，此說以曹定雲為代表。
釋
①
②
③
④
⑤

為“后”說

李中華《改“司”為“后”是知錯就改》，
《安陽日報》，2011 年 11 月 4 日第 003 版。
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96 年，第 2197-2205 頁。
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第 3 冊，第 2197-2205 頁。
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第 3 冊，第 2197-2205 頁。
張亞初《對婦好之好與稱謂之司的剖析》《考古》
，1985 年，第 11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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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明確釋作“后”這種觀點見於朱鳳瀚①（1992）他用的

的反書 為人稱

者之身份的六種情況：“（1） 為女性，是王之配偶，其地位較尊貴，高於一般王配。
（2） 可以用為生存者的稱呼，表示特定的身份，死后仍可以之為稱。（3）稱“某 ”
者，某是指其出身之族氏名，“稱 某”，某是其本人之名。（4）歷代商王都可能有
初生同一族氏的 ，此類族氏與王室累世通婚。（5） 死后享受王之祭祀，是商人認
②

為她們具有為王室成員及其他王室貴族降佑、攘災的能力。” 他在討論的時候認為“ ”
的身份與《禮記·曲禮》中的“天子之妃曰后。”是吻合的。因此甲骨文中的 （

）

隸定為“后”，他認為應該讀作王“后”之后，這裡的“后”，他認為是“天子之妃”。
為“司”“后”的古字
甲骨文

釋作“后”字這種觀點最早是由金祥恒提出來③準確地說，他認為“司、

后”在甲骨文中是一個字。持此觀點的還有丁驌、陳初生等學者。
2.2 甲骨文

字新考

殷墟甲骨文卜辭有如下字形：

A1

甲骨文

A2

A3

字正反無別，主要有以上三種字形。在我們的統計中，用作“先妣”義一

共 16 例，與祭祀有關的，包括獻上食，祭祀對象，祭祀對象，祭祀場所，祭祀食物等
一共 37 條，人名 9 條，職官義 5 條。 比如 ：
（1）己醜…A1 母…

（《合集》40880）

（2）叀（惠）豕 A1。 （《合集》19209）
（3）叀豕 A1

吉。《前》六.二三.一

（4）丁酉卜兄貞：其品 A1 在

？《后》下一 0·一

（5）己酉鼎（貞）：王其令山 A1 我工。
（6）

（《合集》32967）

（勿）於尋 A2。 一（《合集》09741.10）

① 何景成編撰《甲骨文字詁林補編 》
，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 10 月。第 551-555 頁。“司”字條
② 何景成編撰《甲骨文字詁林補編 》
，第 551 頁。
③ 金祥恒《釋后》《中國文字》
，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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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合集》釋文以及陳年福都釋為“司”，即“司母”；甲骨卜辭中位於“母、
癸、辛、庚”等的前面，通常是用來稱謂“先妣”。例（3）中的 A1《甲骨文合集釋文》
、
《殷墟摹釋全編》都釋作“司”，但金祥恒在《釋后》一文中將 A1 釋為“后”。從上
下文語義推測，二者都可能表示稱呼人的名字。例（3）是金祥恒的例子，文中被釋做
①

“后”。（4）中的 A1 金祥恒 釋為“后”，他認為這三例是將“后”假借為“祭祀”
義，《禮記·郊特牲》雲：“籩豆之實，木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
明之義也。”他的意思是“品”為籩豆之祭，王品后者，王以籩豆品物祭祀也。這裡就
是假“后”為“祀”。例（5）中的“司”均是人，表示“王”所支配的物件，也就是
我們認為的“職官”。例（6）A2，前面都搭配了“尋”，根據唐蘭的考釋，卜辭中“尋”
②

③

用為地名，複用為“取”義 ，A2 在這裡應該被釋作“食”。

從我們調查的整個資料來看，A 用作祭祀義是最多的，在表示祭祀義的內部，祭祀
物件也包括了“先妣“”。先妣也是祭祀的物件，在祭祀的受事中也有一欄表示的是祭
祀的物件。“祭祀”義內部，包括“獻食、祭祀行為、祭祀者、祭祀對象，祭祀場所、
食物”等語義都是整個事件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從我們的統計看來，甲骨文的
語義，並不單純，反而極為豐富。這些語義之間相互規定、不能分割。除此之外，甲骨
文 A 還可以用來表示人名，職官義，還有很大一部分是語義不明。結合以上分析我們大
致可以把 A 的語義描述為：
A
祭祀者在祭祀場所獻食給祭祀對象（先妣）或神祗。
也就是說 A 的語義不僅豐富，還超出以上語義，並且語義之間還相互聯繫，互相規
定，自成系統。我們將以上討論的 A 三個異體的的語義在甲骨文中分佈列表如下：

② 朱歧祥編《甲骨文詞譜（第 4 冊）》
，臺北：裡仁書局，2013 年，第 79 頁。
③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06 年，第 9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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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甲骨文中 A 的語義分佈
義

祭祀（37 條）
先妣

語義不明

獻食

祭祀

祭祀者

祭祀對象

祭祀場所

食物

6

14

4

7

6

3

人名

職
官

字
A

16

3 甲骨文

3.1 甲骨文

9

9

5

的字形、語義、用法分析

的釋文論爭

為“占”說
甲骨文

釋為“占”最早見於孫海波 1965 年出版的《甲骨文編》， 1991 年徐無聞
①

《甲金篆文隸大字典》 將 《前》4.25.1 收到“占”字條下。2012 年李宗焜《甲骨文
字編》“占”字條下也收錄了以下幾個字形：“ 20333（A2）， 19886（AS）， 03815
（A7）”②。2013 年朱歧祥③《甲骨文詞譜》將

《合集》19886，

《合集》20333，
④

《合集》21067 中的字形釋為“占”。2014 年高明，塗白奎《古文字類編》 將 《前》
4.25.1 一期，

《合集》19886 兩字形收入“占”字條下。2014 年季旭昇《說文新證》

⑥
中“占”字條字形表收錄了 乙 191， 乙 6680，兩種字形。2017 年夏大兆 的《商代

⑤

文字字形表》列舉了《合集》19886、20333 釋“占”。
為“司”說
甲骨文

釋為“司”比較常見的有幾條卜辭： 《合集》21067， 《合集》08200））
⑦

《合集》21068， 《合集》21069，2012 年李宗焜的《甲骨文字編》 將這些字形收入
⑧

“司”字條。陳年福、裘錫圭也認為這三個字形釋為“司”更合適 。劉釗等的《新甲
① 徐無聞：《甲金篆隸大字典》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1 年，第 215 頁。
② 李宗焜：《甲骨文字編》中華書局，2012 年，第 1357 頁。
③ 朱歧祥：《甲骨文詞譜》第 5 冊，中國臺灣 裡仁書局，2013 年，第 475 頁。
④ 高明，塗白奎《古文字纇編》縮印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140 頁。
⑤ 季旭昇：《說文新證》
，臺北市：藝文印書館，2014 年，第 250 頁。，
⑥ 夏大兆：《商代文字字形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132 頁。
⑦ 李宗焜的《甲骨文字編》，第 247-248 頁。
⑧ 陳年福：《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
，線裝書局，2010 年，第 1936 頁。詳見裘錫圭：
《從殷墟卜辭的“王占曰”說
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
，見《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注釋 9，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下引此書，版本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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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文編》曾列舉了《合集》19886,20333,28170，增訂本中已經將這三例歸入“司”字
①

②

條 。劉釗 2019 年《甲骨文常用字字典》 “司”字條下收錄了 《合集》28170。王子
楊在《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中提到，甲骨文占辭開頭常見“王
子

曰，由

曰，

曰”之語，常表示“王占曰”，但這個‘占’不是一般意義的“占”，卜辭中確
③

定無疑的‘占’字不是很多。 孫亞冰《甲骨文中所謂的“占”字當釋為“司”》一文
中指出：“殷墟甲骨文中很可能並不存在一個從“卜”從“口”的“占”字，這些所謂
的“占”其實都應該是“司”字。”④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有一部分

釋為“占”，一部分釋為“司”。這種觀點有些體

現在不同學者之間意見不同，有些體現在學者自身前期和后期的觀點發生變化之上。裘
錫圭⑤批評孫海波《甲骨文編》中被釋作“占”的部分字形（如前所述）可能不是占字。
他認為《甲骨文編》
“占”字條列於“

”形之前的不從“囗”的“占”字多不可信。

他舉了一例即：《乙》6680（《合》17696 正）
3.2 甲骨文

字新考

甲骨文中有字形

，其字形如下：
B 的異體表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 在《甲骨文合集》、
《甲骨文合集補編》、
《小屯南地甲骨》、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
、
《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5 種材料中一共出現 11 例，加上孫海波的 12 例，一共 23 例。
因為辭例較少，我們將其全部例舉如下：
（1） a.丁丑〔卜〕，〔王〕貞：餘…三〔月〕。
b.丁丑卜，王，貞餘勿卒 B6 餘戠。三月。
同，第 486 頁。
① 劉釗主編：
《新甲骨文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03 頁；
《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527 頁。
② 劉釗，馮克堅主編《甲骨文常用字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第 214 頁。
③ 王子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第 60 頁注釋 3，中西書局，2013 年。
④ 孫亞冰 《甲骨文中所謂的“占”字當釋為“司”》《考古》
，2019 年，第 113-117 頁。
⑤ 詳見裘錫圭：《從殷墟卜辭的“王占曰”說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
，見《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注釋 9，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下引此書，版本均同，第 4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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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丁丑卜，王，貞令竹求兀於
（2）甲申卜，王：於匕己 B1

（憂）。

葉朕事。（《合集》20333）

。十月。（《合集》19886）

（3）□□〔卜〕，內…B2…（《合集》38151）
（4）乙丑卜，王，貞 B5 娥子餘子。 （《合集》21067）
（5） a.□□卜，餘夢…

…B2…

b.己亥…亦…
c.…叀（惠）…子… （《合集》21767）
（6）a.戊戌卜，扶，B

。

b.癸巳卜，令牧鄉。（《合集》21069）
（7）貞…B8…女…亡在祀。□月。（《合集》28170）
（8）

…B6… （《小屯南》3370）

（9）

…又 B6（？）。 無名組（《小屯南》4526）

（10）乙酉卜，王，B6 娥娩，允其於壬不。十一月。（《合集》20168）
（11）a.庚辰卜，貞王告……一
b.辛巳卜，貞 B2 不雨，一二（《合補》3654）
很顯然這 11 例 B，出現的語境與“占”是不一樣的“占”常常出現在“王占曰、
子占”這樣的語境中。例（1）（2）
（3）（4）（5）（6）（10）《甲骨文合集釋文》中保留
了 B 字形，陳年福《甲骨文摹釋全編》釋為“司”，李宗焜（2012 年）
《甲骨文字編》，
朱歧祥《甲骨文詞譜》
（2013 年）釋為“占”， 例（7）
《合集》釋文保留字形，
《甲骨
文摹釋全編》釋“司”，劉釗《新甲骨文編》釋“占”。例（8）（9）陳年福《甲骨文
摹釋全編》釋為“司”。例（11）在《甲骨文合集補編》釋文中，保留字形 B2 不變。
陳年福《甲骨文摹釋全編》釋“司”字。也就是說這個字 B 都有兩種解釋。但是例（4）
（10）這兩例比起其他各例來說是比較清楚的。例（4）可能是對女性的一種稱呼，“B
娥”，例（5）也在說“B 娥”分娩之事，這兩條到與我們之前討論的“司、后”的作
為“女性稱謂”是一致的。其餘各例，有的漏刻過多，有的語義不明，例（11）中的
B2 既可以表示“占卜結果的貞問”，也可以“表示祭祀以求雨”之義，那麼到底是釋為
前者，即“占”還是釋為“司”更為合適呢？或者可能它們之間的語義關係並非對立，
而是互補的，我們認為，可能后者更為恰當。根據我們的研究，具體資料如下：
表 3.2：《合集》中 B 的語義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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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義
B

先妣

祭祀

卜問（王占曰，子占曰）

語義不明

4

2

1

4

從統計來看，這個字有 1 例表示“占”，其餘 10 例都表示“司”，也就是說這個
字形，既可以表示占，也可以表示“司”。
4

甲骨文 的字形、語義、用法分析

4.1 甲骨文 的釋文論爭
①

的 釋文存在爭議的問題主要來源於《合補》 3654，蔡綴 43 組 ，《合集》
13003+13004，賓一。
（1a）庚辰卜，貞：王告。一
（1b）辛巳卜貞

不雨（《合補》3654.2）

（1c）辛巳卜貞 不雨（《合補》3654.3）
（1d）貞： ，不雨。一二三四五（《合補》3654.4）
對於以上卜辭中的 ， 兩字，蔡哲茂認為 應當釋作卜，
②

為“卜”是“占”的省略。 王子楊也認為上面例子中的“
則將此例中 、

的都釋為“司”

③

應當釋作占，而他認

”可能是“占”，陳年福

合集補編釋文就第一個釋為“

”后面兩個 都

釋為“卜”。因此就此例中的 的釋讀至少有三種意見，釋為“卜”、釋為“占”、釋
為“司”。 可隸定為“

”。

4.2 甲骨文 字新考
殷墟甲骨文卜辭有如下字形：

① 蔡哲茂：《甲骨綴合集》
，樂學書局，1999 年，第 73 頁。
② 蔡哲茂：《甲骨綴合集》
，樂學書局，1999 年，第 367 頁。
③ 陳年福：《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
，線裝書局，2010 年，第 39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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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這個字的異體較多，每個異體都可以用在前辭位置表示“卜問、占卜”義，這是
最主要的用法，如：
（1）丁酉 C ，
7

，用羊豕妣[己]。（《合集》19905）

（2）辛酉 C ，〔餘〕…若自…（《合集》20884）
7

（3）己卯 C ：用豕二母戊……三月。 二 （《合集》19954）
8

也可以用在非前辭位置表示卜人、卜問、先妣、地名，人名等義，如：
（1）庚辰卜，C1 亙，貞 牛於 京。（《合集》08041.1）
（2）丙戌卜，在 C1 亙，貞今〔日〕王步於□，亡災。（《合集》36751.1）
（3）王 曰，絲癸 C1 隹。（《合集》10613.9）
（4）……
癸丑卜：㞢小 C2 辛。
癸丑卜：㞢小 C1 辛羊、豕。
癸丑卜：㞢小 C1 辛羊、豕。
正日，㞢小 C1 辛羊、豕。 一 二（《合集》20398.1）
……
（5）貞：亡尤。〔在）

C1。

（《合集》24321.1）

例（1）（2）中的 C1 跟“亙”搭配，《甲骨文合集釋文》《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都
釋為“卜”。“亙”《甲骨文字典》①中有三個義項，分別是方國名或地名，人名和甲
骨文一期中的貞人名，例（1）中的“亙”應該是第三個意義，即甲骨文一期中的貞人
名。C1 與其搭配，說明 C1 是指人的身份，實際上可能說“卜人”就是“貞人”。例（2）
在“C1 亙”前面還有一個“在”，可能“在 C1 亙”是一個地名。例（3）中 C1 與“隹”
②

搭配，不太好推測其語義。例（4）中有 3 個 C1 都跟“辛”搭配，《甲骨文字典》 認為
“辛”字有兩個意義，第一，用為天干之一。第二，用為先王及先妣之廟號。本例中與

①
②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
，第 1456 頁。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
，第 15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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㞢搭配，“㞢”在甲骨文中通常表示侑祭，這裡我們猜測“C1 辛”就是稱呼先公或者先
妣的。例（5）跟

搭配，都是表示“地名”。C 的語義和用法可以總結如下表：

表 5：甲骨文卜辭“ 的表義表
位

前辭位置

義

非前辭位置

卜問

卜人

地名

人名

先妣

卜問

宗廟

30499

2

60

2

4

12

10

祭祀

職官

語義不明

字
（33762）

5

甲骨文

3173

三字的共性

綜合以上各家觀點我們將

、

、 三字字形的釋讀以及釋義情況總結如下：

表三：甲骨文
義

、 、

釋文論爭情況總結表

司

后

占

√

√

√

√

√

√

√

√

卜

匕

√

√

字

表三總結了前人關於甲骨文

、

、 字釋讀爭論的主要觀點。甲骨文“

”，雖

然有三種不同的表述，但是歸根結底也只是兩種觀點的不同表述，即要麼釋為“司”，
要麼釋為“后”，其中釋為“司”為學界主流觀點；甲骨文“

”的釋讀為三種觀點即

釋為“司”觀，釋為“后”觀，釋為“占”觀，其中釋為“占”為學界主流觀點；甲
骨文“ ”釋為“司、后、占、卜、匕”等。其中釋為“卜”為學界主流觀點。
那麼甲骨文

到底是釋為“司”、還是釋為“后”？

到底應該釋為“司”“后”

還是“占”？ 到底應該釋為“司”、“后”、“占”、“卜”還是“匕”？學者們爭
論了那麼長的時間，為何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三字之間有沒有關係呢？這種可能

是有的，單從學者們的討論來看，三字釋讀論爭有一個共性，即都存在可能釋為“司”、
“后”的爭議上？那麼這幾個字的共性和差異說明瞭什麼問題，我們接下來會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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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

三字進行了一個全面的考察。發現這三個字在語義辭例以及字形上都

有共性。

5.1

語義的共性

5.1.1

都可以表示“先妣”義,

都可以表示“卜問”義

都可以表示“先妣”義。如：

對比發現

（1）□□卜，貞：…又
（2）…

母…（《合集》27607）

癸卯羊，〔其〕…今日雨，至…不雨。（《合集》20950）
一（牝）。（《合集》27582）

（3）乙丑卜：其又歲於二
（4）…於
（5）二

辛。（《合集》07606）
…歲…豚（？）… 茲〔用〕。（《合集》27608）

（6）己醜…

母…

（7）貞：又
（8）

（《合集》40880）

庚。二（《花莊東》441.7）

未卜，大[貞]… （？）三 A1 日（《清暉》178）

（9）…… [子]商……
（10）……貞，翌辛

癸？（《合集》15124）
㞢於
氏

（11）己巳卜，王：㞢
（12）……

癸用。

（13）貞隹龔

。 一

（《合集》19777）

（《合集》15390）

帚（婦）好。（《合集》00795.6）

（14）乙丑卜，王，貞
（15）乙酉卜，王，
例（1）-例（13）

辛，箙㞢羌十？（《前》5.9.6）

娥子餘子。 （《合集》21067）
娥娩，允其於壬不。十一月。（《合集》20168）

在甲骨卜辭中位於“母、癸、辛、庚”等的前面，通常是用

來稱謂“先妣”。陳夢家在《殷墟卜辭綜述》中曾論述過：“凡此司癸、司戊、司辛皆
先妣。①例（14）（15）中的

《甲骨文合集釋文》中保留了其原字形，陳年福《甲骨

文摹釋全編》釋為“司”，李宗焜（2012 年）《甲骨文字編》，朱歧祥《甲骨文詞譜》
（2013 年）釋為“占”。例（15）比較清楚這兩例比起其他各例來說是比較清楚的。
例（4）可能是對女性的一種稱呼，“

娥”，例（5）也在說“

娥”分娩之事，這

兩條到與我們之前討論的“司、后”的作為“女性稱謂”是一致的。
①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
，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4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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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先妣

的語義共性

16

4

卜問

5.2

1

30511

字形的共性
從構形來看這三個字共同之處在於

、 的上面的部分與 是非常相似的，至於這

個符號究竟代表什麼意思，不同的學者看法不一。無論釋

為“后”還是“司”，等

都將 A 字形的所有異體收入“司”字條下。關於 A 字形的分析，學者們也有幾種不同的
看法。第一種觀點認為“司”跟“食物、吃食”有關。馬敘倫認為：“‘司’從
①

即匕箸之匕，從口，倒匕於口，即飼小兒飯之義。” 徐中舒認為：“從

從 ，

，
象

倒置之柶，柶所以取食。以倒柶覆於口上會意為進食，自食為司，食人食神亦稱司，故
祭祀時獻食於神祗亦稱司，后起字為祠。氏族社會中食物為共同分配，主持食物分配者
②

亦稱司。” 朱芳圃則認為字從 、從

， 就是甌，盛食物之器； 為 之倒文，二

③

者皆所以設食，即司之本義。 第二種觀點認為“司”是“伺”的本字，主要以劉心源、
馮振心為代表，他們認為從

即 字。人伺於側。有呼則應也。故為有司之偁。④但他

們並不認為這是司的本義，司的本義在他們看來仍然是飼小兒飯之義。第三種看法，即
此外，曹定雲（1993）釋 A 為“司”，並認為“司”在卜辭中表示“負責祭祀女官之專
稱。”
《漢語大字典》⑤中並沒有將 A 作為“后”的初字，而是將“
字。但在金文中出現了與“后”字接近的字形
是怎樣變為“后”的？王國維認為卜辭中

、

、

”作為“后”的初

。這裡就有一個疑問“

”

的異體頗多，但此字上面是一個“人”，下

麵是一個“子”，表示產子之義，卜辭借用為“后”，郭沫若也贊同這種觀點，認為卜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圃，鄭明主編《古文字釋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860 頁。
李圃，鄭明主編《古文字釋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860 頁。
李圃，鄭明主編《古文字釋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860 頁。
李圃《古文字詁林（第 8 冊）》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94-95 頁。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九卷本）》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 年，第 6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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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中用后之例，均限於先公先王，其存世則稱王而不稱后。他認為后當是母權時代女性
酋長之稱，母權時代最高之主宰為母，母氏最高之得業為毓，故以毓稱之。
將 B 釋作“
21069”中的

①

”字的學者有，李宗焜（2012） 將“：《合集》21067 08200，21068，

收入“司”字條下。陳年福、裘錫圭也認為這三個字形釋為“司”更合

②

適 劉釗等的《新甲骨文編》曾列舉了《合集》19886,20333,28170，增訂本中已經將這
③

④

三例歸入“司”字條 。劉釗 2019 年《甲骨文常用字字典》 “司”字條下收錄了《合
集》28170 中的 B。王子楊在《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中提到，甲骨文占辭開
頭，常表示“王占曰”，但這個‘占’不是一般意義的“占”，卜辭中確定無疑的‘占’
⑤

字不是很多。 孫亞冰《甲骨文中所謂的“占”字當釋為“司”》一文中指出：“殷墟
甲骨文中很可能並不存在一個從“卜”從“口”的“占”字，這些所謂的“占”其實都
⑥

應該是“司”字。” 不過這些學者並沒有對其字形義加以分析。
《說文》：卜，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從橫也。凡卜之屬皆從卜。。
關於 C 字形的討論頗多，但大部分都沿襲了《說文》的觀點。如羅振玉、高田忠周、董
作賓，商承祚、明義士羅振玉認為此字象卜之兆，卜兆一般都先有直坼，然后才有歧理。
歧理多斜出或向上或向下。所有有的 C 作 ，有的作

⑦

。 “卜”字的意義一般認為“為

灼龜見兆”，因此在周禮注“問龜曰卜。”孫希旦禮記集解中也說：“凡卜，以火灼龜，
視其裂紋以占吉凶。”也就是說在占卜的時候钜紋被稱作墨，從旁邊裂開的細紋被稱作
坼。卜就是以墨書寫在龜甲的腹部去燒，如果是沿著墨的方向出現裂紋，這種卜辭就稱
作吉，如果不是從墨而列開就是凶。因此卜辭中出現縱裂紋就稱作吉。⑧
也就是說雖然三個字有不同的說法，但是都含有相同的部件。我們認為這個相同的
部件，隨著文字的演變，其語義也在發生變化。這三字應該是同源字。

① 李宗焜的《甲骨文字編》，第 247-248 頁。
② 陳年福：《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
，線裝書局，2010 年，第 1936 頁。詳見裘錫圭：
《從殷墟卜辭的“王占曰”說
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
，見《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注釋 9，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下引此書，版本均
同，第 486 頁。
③ 劉釗主編：
《新甲骨文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03 頁；
《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527 頁。
④ 劉釗，馮克堅主編《甲骨文常用字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第 214 頁。
⑤ 王子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第 60 頁注釋 3，中西書局，2013 年。
⑥ 孫亞冰 《甲骨文中所謂的“占”字當釋為“司”》《考古》
，2019 年，第 113-117 頁。
⑦ 李圃，鄭明主編《古文字釋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343 頁。
⑧ 李圃，鄭明主編《古文字釋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344 頁。另見《商代龜卜之推測》
，
《安陽
發掘報告》第 1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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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譜系關係
古文字學界對這三個字的認識，大部分都停留在認為 是“卜”的甲骨文， 是“占”

的甲骨文，

是“司”的甲骨文。這種簡單的對應關係上。但，近百年來“司、后”

之爭不斷，“

”的釋文之爭興起，然而我們才發現這三個字具有譜系關係。它們之間

的聯繫，如果單看一個字及其材料是很難發現它們之間的聯繫的。甲骨文 構造從字形
上看，的確像是灼燒龜甲后的裂紋，因為這種裂紋的不規則，因此殷墟卜辭中 的異體
字比較多。

字在 下加了一個“口”，則像占卜后，祖先顯靈以“告”，

字也像是

祖先顯靈，這幾個字字形上都存在著非常奇妙的聯繫。
我們認為 應該是
祖孫三代。
6.1“ —

、

的初字，更是“后、司”的字根。“ —

這個字形頗具爭議。首先討論“ —

—后、司”是

”的同源關係。

”同源關係

甲骨文卜辭“ —

”的關係很有意思，從語音上看， 可能為幫紐屋部，

可能

為匣紐侯部，匣紐和幫紐是喉音和唇音的關係。喉音和唇音關係密切。在用法上，甲骨
文 的語義極為豐富，可以用在前辭位置表示卜問義，也可以用於非前辭位置，表示“卜
主要用在非前辭位置，表示

人、卜巫、地名、人名、先公、先妣、祖廟”等義，而

“先妣、祭祀、人名、職官”等。我們將這三字的語義用法統計如下表：
甲骨文卜辭“ —
位
義

前辭位置
卜問

字
（33762）

”以及

的表義表

非前辭位置
卜

地名

人名

先妣

卜問

宗廟

60

2

0

12

10

4

1

祭祀

職官

語義不明

人
30499

2

（11）
（76）

9

從統計來看 的出現頻率極高，

16

3173
2
37

5
5

9

雖然頻率不如 ，但是這三字在甲骨文第一期

中都已經出現。從三字的語義分佈來看 的用法最為豐富，使用頻率最高。這三字都有
都可以表示“卜問”義，但

作為”卜問的使用頻率極低，

又都有表示“先

妣”義。從使用頻率來看，這種此此消彼長的用法，說明新字產生逐漸取代了古字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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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用法，古字保留了 它的主要用法。 是

二字的古字是沒有問題的，但是

是

一種什麼關係呢，是異體嗎？我們這裡暫時當作異體關係處理。實際上在 分化成
過程中還有一個中間環節，即

變形為

，然后再加上“口”變成了“

統計時候就發現《合集》22044 中就有兩條被釋為“司”的“
（1）庚戌卜，㞢

戊

的

”，我們在

”

。

庚戌卜，鼎（貞）：多羌自川。
庚戌卜，鼎（貞）：羌於美。 一 二
辛□卜，興

戊。 一 二 三

在“戊”前，陳年福釋為“司”，
《合集》釋文也釋為“司”。

這條卜辭中出現了兩條
我們認為這種看法是正確的。
即： —
被

—

（《合集》22044,5.6.7.8）

應該是

的古字。因此整個字體演變的環節就完整了

。於是本來包含“先妣”義的 ，后來在歷史演變中，“先妣”義逐漸

代替，很快又被“

”代替。

6.2“ —后、司”同源關係

字正反無別，甲骨文中即可以用於表示“先妣”、又可以用來表示“祭祀”義，
這個是“后、司”的母字。在甲骨文中二字並未分化。為了考察

的分化情況，我們

分別考察了《殷周金文集成》，具體情況如下：

《殷周金文集成》“司”表義表
君后、妃

治理

主持

通“嗣”

通“事”

通“笥”

通“祠”

人名

后
7

2

14

3

45

3

75

83

94

4
3

3

4

8

說明：本表是根據《殷周金文集成》，按照條銘文以及《金文常用字典》得來的，有些比較模糊的不記在本表中，
本表只表示“司”語義的發展的整體趨勢，資料沒有作窮盡性研究，只針對清晰可考銘文，因此可能存在誤差，沒
有計算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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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周金文集成》中被釋作“司”的

、

兩種字形都可以用作名詞也可以用

作動詞，名動並沒有分化。因此我們認為“司母戊鼎”的時代可能“司、后”二字還並
未完全分化，但 “先妣”義更為古老一點，更名為“后母戊鼎”是正確的，但如果按
照字形特點，釋為“司”我們認為也不錯。
為了瞭解“司、后”語義的發展，我們考察了先秦較早的五部文獻《詩經》、《尚
書》《論語》《孟子》《禮記》中“司、后”的用例以及語義分佈情況，從它們的語義
分佈來看，“司、后”語義的確呈現出“君主以及主持事物管理的官吏”語義之間的對
舉關係。具體用例及語義見下表：
“司、后”先秦文獻表義表：
語義
典籍

后
君

《詩經》

3

《尚書》

50

《論語》

2

《孟子》

6

《禮記》

46

諸侯

7

社也

1

人名

司
君王

時間在

正妻

后

子孫后代

主持、管理（官吏

4

4

3

25
4

1
1

1

人名

名）

3

7
10

83

1

121

2

從上表看來尚書“后”的語義主要為“君、諸侯、社、人名、君王正妻”，用為名詞。
而“司”的語義是“主持、管理”用為動詞，但常常跟其他詞一起構成名詞表示官吏義，
如“司徒、司空。”從語義和用法上看，“司、后”在先秦文獻中分工明確，語義對舉。
“后”在《禮記》中出現 5 例表示“君王正妻”義的用例。我們認為這是“后”的進一
步引申用法。
也就是說在先秦文獻中“司、后”二字的語義以及文字已經完全分開。更準確地說
“司、后”二字在《說文》小篆中就已經一分為二稱為兩個字，分別表示兩個不同但相
關的意義。《說文》后：“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廠之。從一、口。
發號者，君后也。凡后之屬皆從后。”《說文》司：“臣司事於外者。從反后。凡司之
屬皆從司。”二者意義已經呈現出對立分化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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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譜系關係

從以上討論來看，甲骨文

三字存在發生學關係，三字在殷墟卜辭第一期就已

經出現。我們認為是已經發生了分化，研究顯示甲骨文 是其餘兩個字的母字，三字語
義豐富，新字的產生是為了承擔舊字的語義，根據出現頻率以及此消彼長的規律我們認
為在甲骨文是一種分化關係，當今字完全承擔了古字的語義和用法，古字的這部分語義
和用法就隨之消失。這樣一來雖然在甲骨文第一期出現了這些字，但我們認為這些字也
是屬於不同的歷史層次。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層：

（卜問、卜人、卜巫、地名、人名、先公、先妣、祖廟）

第二層： -

（先妣）

第三層： -

-

（先妣、祭祀、人名、職官）

（先妣、祭祀）

第四層：

-

、

（君主、治理）

第五層：

-

、

（君主、治理）- （君） （臣）

第一、二、三層都是位於甲骨文層，第四層處於金文層，第五層處於小篆層。甲骨
文 的語義非常豐富，我們這裡只討論“卜問，先妣”義分化下來的“后、司”字，其
餘的語義如何分化，我們后面會設專章討論，這裡不再贅述。
参考文献：
蔡哲茂：《甲骨綴合集》，樂學書局，1999 年。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常玉芝《是“司母戊鼎”還是“后母戊鼎”——論卜辭中的“司”、“毓”》《中原文
化研究》2013 年。
陳年福：《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線裝書局，2010 年。
高明，塗白奎《古文字纇編》縮印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何景成編撰《甲骨文字詁林補編 》，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 10 月。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九卷本）》，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
年。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市：藝文印書館，2014 年。
金祥恒《釋后》《中國文字》，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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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明：《“司母戊鼎”更名現象》，
《古代文明》，第 10 卷，第 126 頁。
李中華《改“司”為“后”是知錯就改》，《安陽日報》，2011 年 11 月 4 日第 003 版。
李宗焜：《甲骨文字編》中華書局，2012 年。
李圃，鄭明主編《古文字釋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年。
李圃《古文字詁林（第 8 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年。
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年。
劉釗，馮克堅主編：《甲骨文常用字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
裘錫圭：《從殷墟卜辭的“王占曰”說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見《裘錫圭學術文集·
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
王子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第 60 頁注釋 3，中西書局，2013 年。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06 年。
徐無聞：《甲金篆隸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1 年。
夏大兆：《商代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
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96 年
張鳳：《安陽武官村出土方鼎銘文考釋》《中央日報》1946 年 11 月 17 日第十版。
張亞初：《對婦好之好與稱謂之司的剖析》《考古》，1985 年，第 1121 頁。
朱歧祥編：《甲骨文詞譜（第 4 冊）
》
，臺北：裡仁書局，2013 年。
朱歧祥：《甲骨文詞譜》（第 5 冊），中國臺灣 裡仁書局，2013 年。
孫亞冰 ：《甲骨文中所謂的“占”字當釋為“司”》《考古》，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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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簡丨字補證

俞紹宏、張青松
中國
鄭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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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簡“丨”字補證
俞紹宏



張青松

（漢字文明傳承傳播與教育研究中心/鄭州大學古文字與華夏文明傳承創新研究中心）

摘

要：楚簡《緇衣》所引《都人士》中的“丨”字，我們曾釋爲“杖”，讀“章”。該字又出現在

楚簡《容成氏》
《用曰》
《李頌》
《成人》等篇。學者或以爲《李頌》四句一换韻，依據《説文》
“丨”字“讀
若囟”之説，以爲楚簡“丨”屬於真部字；或以爲楚簡此字可能是缺字符號。考察《楚辭》韻例，
《李頌》
未必爲四句一换韻；根據楚簡“丨”使用情況，可知其當非爲缺字符號。該字依然可以釋爲“杖”字象形
初文。
關鍵詞：楚簡

丨

杖

一、引言
郭店楚簡《緇衣》簡 17 引《小雅·都人士》
“其容不改，出言有 ”“黎民所 ”（荆門
市博物館，1998），今本《緇衣》引作：“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與傳本《詩》同，所引詩句出自《都人士》首章：“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
①

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原詩韻脚用字“黃”“章”“望”古音屬陽部 。上博簡《緇
衣》簡 10 存有“所 ”，“其容不改，出言”見於港大簡（馬承源，2001），郭店簡中的“有
，黎民”四字上博簡中因竹簡殘缺而闕失。
“ ”又見於上博簡：《容成氏》簡 1“□ 氏”（馬承源，2002），《用曰》簡 3“ 其有
。
成德，閉言自關”（馬承源，2007），
《李頌》簡 1 背“亂本層枝，侵毁 兮”（馬承源，2011）
此字學者有多種考釋意見，其中釋“針”説影響最大，如《李頌》整理者將“ ”隸作
②

“︱”，釋“針”，讀“章”，解爲大木材。學者或讀“彰”。 爲了便於討論，我們從學
者將楚簡“ ”類字形隸作“丨”；從“丨”的“ ”類字形隸作“ ”。
俞紹宏（2016：293-298）曾釋楚簡“丨”爲“杖”字象形初文，
《緇衣》簡中“丨”可
讀“章”；以爲“ ”以“丨（杖）”爲聲符，可讀“望”。則楚簡“丨”與《説文》
“讀若
囟”之“丨”爲同形字。俞紹宏、白雯雯（2018：14-23）在置疑“針”讀“章”基礎上，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 2020 年重大項目“楚系簡帛文字職用研究與字詞合编”（20&ZD310）階段性成
果。
學友楊建忠教授審閱了本文，並提出了建議，特致谢意！
① 本文涉及到的漢字古音材料均參考了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册（增訂本）》
，商務印書館，2010 年。
② 楚簡此字考釋意見衆多，本文不再一一列舉，具體可參俞紹宏、張青松（20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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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對楚簡中此前所見的這個字進行考察與研究。 從楚簡引《詩》的規律、特點等角度入手，
再次釋“丨”爲“杖”；以釋“杖”爲基礎，解讀上博簡相關簡文，除了《容成氏》中的“丨”
爲遠古帝王稱謂用字，具體用法無法確定外，其他地方出現的“丨”字文意方面均能得到很
好的解釋：如《用曰》簡 3 之“丨”可本字讀，訓“持”，“其”或爲句中語助詞，簡文大
意或是説要持德謹言。
《李頌》之“丨”引范常喜説，讀作無“章”“彰”，義爲“明”“盛”
“烈”等，簡文大意是説零亂的樹根層疊的樹枝，對桐樹的侵害和詆毁非常明顯和厲害；同
時又提出己説，以爲或可讀“张”，訓“大”。以“杖”字初文爲聲符的“ ”可讀作“望”，
與傳本同；或者讀作“仗”（依靠）、“長”（尊崇、景仰）。
“丨”又見於清華簡九《成人》簡 11，作“ ”，文例爲“民若告妖，乃丨之五凶”，
整理者以爲“丨”用作“章”，但没有説明其是什麼字（黄德寬，2019：161）。
學者或以爲楚簡《李頌》簡文四句一换韻，此字即《説文》
“引而上行讀若囟”的“丨”
字，屬真部，與其上句屬於脂部的“貳”可押韻（脂、真陰陽對轉）
；或進而認爲這對楚簡
“丨”釋爲“針”是一個有力補充。或以爲楚簡《緇衣》引《小雅·都人士》中的“丨”釋
“杖”從押韻來説難以落實，“杖”“章”文獻中還缺乏互通的直接用例；從字形來説，將
“丨”釋爲“杖”並没有堅實的證據，還需要補充更充分的字形證據，郭店簡《六德》簡
27 有“丈”字，進而質疑楚簡“丨”釋“杖”説。或指出甲骨、金文中的“丂”爲“杖”
字初文，楚簡“杖”真要是寫作“丨”，很難想像到戰國楚簡還保留這麼原始的寫法。或以
②

爲楚簡中的“︱”也有可能不是字，可能是缺字符號。 學者從脂、真陰陽對轉角度説真部
字與脂部“貳”可押韻，這種押韻現象王力（2014）稱爲通韻。將甲骨、金文中的字形與偏
旁“丂”釋爲“杖”是李春桃等人的意見。

③

以上諸論可以概括爲音韻學問題（押韻、古音通假）、文字學問題（字形分析）两個方
面。
二、楚簡相關文獻的韻讀、通假問題補證
我們先來看看楚簡《緇衣》引《小雅·都人士》中的“丨”字押韻問題。此字釋作“杖”，
與傳世本對應的韻脚用字“章”字均屬於陽部，正好符合押韻條件，而若釋爲真部字，就無
法押韻了。可見釋“杖”説完全符合押韻要求。
關於《李頌》篇四句一换韻問題。爲了便於直觀地説明押韻情況，我們依據學者研究，
整理出《李頌》中韻文部分的釋文，並標注其韻讀如下：

① 針對“針”“章”相通問題，我們最近撰有《侵陽等古音相通文例辨識——從楚簡“丨”字考釋談
起》一文（待刊）
，在考辨相關古音通假材料基礎上，進一步置疑此説。
② 缺字符號説除了可參俞紹宏、張青松（2019），還可參李松儒《新出楚簡〈李頌〉校釋》
，《華夏文
化論壇》2020 年第 1 期，第 234-236 頁。
③ 可參李春桃《甲骨文中“丂”字新釋》，
《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10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第
253-264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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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乎官樹，桐且治（之部）兮。摶外疏中，衆木之紀（之部）兮。晉冬之祁寒，
巢其方落（鐸部）兮。鳳鳥之所集，竢時而作（鐸部）兮。木斯獨生，榛棘之間（元
部）兮。恆植兼成，

其不還（元部）兮。深利【1】幵豆，剛其不貳（脂部）兮。

亂本層枝，侵毁丨（陽部）兮。嗟嗟君子，觀吾樹之容（東部）兮。豈不偕生，則
不同（東部）兮。謂羣衆鳥，敬而勿集（緝部）兮。索府宫李，木異類（物部）兮。
願歲之啓時，思吾【1 背】樹秀（幽部）兮。豐華重光，民之所好（幽部）兮。守
①

物强幹，木一心兮（侵部）。違於它木，非與從風兮（侵部）。
【2】

學者指出緝、物两部在古音上有關聯。我以爲此説可信。《小雅·雨無正》：“戎成不退，飢
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誶。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緝部“答”
與前後韻腳用字屬於緝、物合韻，“誶”今傳本作“訊”（王力，2014：269）。“訊”秦簡
有“ ”“ ”（可參徐在國等，2017：“訊”字條），馬王堆漢墓有“

”、張家山漢簡

有“ ”等字形（臧克和，2011：1557）。
《詩•小雅·出車》
“執訊獲醜”，“訊”敦煌寫本
斯 2049、伯 2514 作“ ”；《詩•小雅·正月》“訊之占夢”，斯 3330“訊”作“ ”；
《詩•大雅·皇矣》
“執訊連連”，“訊”伯 2669 作“

”，斯 6346 作“ ”。程燕（2010：

48、130、236、112、238、238）指出：“卆”乃“卒”訛字，“雑”爲“雜”俗字，“卒”
及“卒”旁在俗文字中多作“卆”，“ ”爲“萃”俗字，“ ” 爲“瘁”俗字，“酔”
爲“醉”簡化俗字；“卆”爲“卒”俗字，則“ ”爲“誶”俗字，《陳風•墓門》“訊”阜
陽漢簡作“誶”，二者形近訛誤、古音通假的可能性均存在，暫無定論。我們以爲隸楷階段
的“訊”與“誶”字俗字形近易混。

②

③

當然也有人否定《詩經》中的這條緝、物合韻用例，從而否定緝、物合韻説。 若緝、物
合韻説不能够成立，則《李頌》
“謂羣衆鳥，敬而勿集兮。索府宫李，木異類兮”四句無韻。
考慮到《小雅·雨無正》緝、物合韻與簡《李頌》此處緝、物合韻可以形成互證，因此我們
以爲，緝、物合韻説當可信。如此則“深利幵豆，剛其不貳。亂本層枝，侵毁丨兮”前後都
是四句一換韻，學者正是據此以爲《李頌》全篇爲四句一換韻。
若《李頌》果真是四句一换韻，脂、真二部字真的可以通韻的話，那麽將“丨”視爲真
部字無疑是合理的。而且《詩經》中真部與陽部存在合韻現象，如《小雅·車舝》“陟彼高
，如此則《緇衣》簡中的“丨”與傳本《都人士》中屬
岡,析其柞薪”（王力，2014：297）

① 原簡文見馬承源（2011），本篇凡引整理者説均見該文獻。這裏釋文系綜合了諸家之説，具體可參
俞紹宏、張青松（2019）相關竹簡集釋部分。本篇徵引學者有關楚簡字詞考釋諸説，凡未説明出處者，均
可參俞紹宏、張青松（2019）相關簡文集釋部分。
② 蔣文《重論〈詩經·墓門〉“訊”爲“誶”之形訛——以文字訛混的時代性爲視角》（載《中國語
文》2019 年第 4 期）一文探讨了隸楷階段“訊”“誶”形訛問題，指出《陳風•墓門》
“歌以訊之”之“訊”
爲“誶”之形訛。讀者可以參看。
③ 可參鄧葵《〈詩經〉押韻及相關問題研究》
，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年，第 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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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陽部的韻腳用字“章”“望”也就聨繫起來了，這對釋楚簡“丨”爲真部字之説顯然是有
利的。不過一方面，俞紹宏、白雯雯（2018：14-23）指出：“古詩换韻原本就存在多種多
樣的形式，如《詩》中就存在多種换韻情況。因此，我們的理解是《李頌》全篇未必是四句
一换韻。”原文爲了避免行文繁瑣而没有舉出相關的特殊韻例來作佐證。研究者公認楚簡《李
頌》屬於楚辭類作品，因此用《楚辭》中的韻例來説明無疑説服力更强。我們瀏覽王力（2014：
417-455），録取部分篇目中存在的特殊韻例如下，以作補證。
《離騷》總體上是四句一换韻，但有两處“特例”，一處爲“曰黄昏以爲期兮，羌中道
而改路”，其前“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捨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
四句押魚部韻，“路”古音屬於鐸部，可與魚部字通韻，則這裏爲六句一换韻。當然，王力
引洪興祖以説，以爲此二句爲後人所增。除去此句，還有“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
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四句無韻，也屬於“特例”，該四句之前的四句“女
媭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押魚部韻，之後的四句“衆
不可戶説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押耕部韻。
《天問》篇幅較長，總體上爲四句一换韻，但也出現了幾處两句一换韻的“特例”：“應
龍何畫？海河何歷”两句押錫部韻，“日安不到？燭龍何照”两句押宵部韻，“羲和之未揚，
若華何光”两句押陽部韻，“焉有龍虬，負熊以游”两句押幽部韻。詩末出現了三句换押陽
部韻的“特例”：“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九章•惜誦》總體上爲四句一换韻，但有四句不押韻的“特例”：“心鬱邑余侘傺兮，
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
《九章•思美人》總體上爲四句一换韻，但也存在两處六句一换韻的“特例”，一處押
之部韻：“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
隈兮，與纁黃以爲期。”一處屬於魚、鐸通韻：“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
罷兮，原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詩中的“芳與澤其雜糅兮，
羌芳華自中出”之“出”屬於物部字，王力以爲此句下面缺一句。我們以爲此句也有可能原
本就不押韻，這與該篇多數句子四句一换韻的韻例不一致，也是“特例”。此外還有屬於之、
職通韻，八句一换韻的特例：“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
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
《九章•涉江》總體上爲四句一换韻，“被明月兮佩寶璐”之“璐”爲鐸部，王力疑此
句前缺三句；“接輿髡首兮，桑扈裸行”句，“行”爲陽部字，與其前後句子均不能押韻，
王力疑這裏缺一句。我們以爲《九章•涉江》“被明月兮佩寶璐”句可以與其後的四句押韻，
屬於五句一换韻：“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
瑤之圃。”此四句韻脚字古音爲魚部，與其前一句句末“璐”屬於魚、鐸通韻。再接下來的
五句押陽部韻：“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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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濟乎江湘。”即該篇有两處屬於五句一换韻；“接輿髡首兮，桑扈裸行”也有可能原本就
不押韻。這些均爲該篇韻例中的“特例”。
以上所引《楚辭》諸篇總體上都是四句一换韻，但也有夾雜著两句一换韻、三句一换韻、
①

五句一换韻、六句一换韻、八句一换韻的情況，有的還夾雜著無韻的句子。 有鑒於《楚辭》
中存在諸多特殊韻例，因此我們以爲同屬於《楚辭》體的《李頌》全篇韻例未必全是四句一
换韻。一種情況是，“深利幵豆，剛其不貳兮。亂本層枝，侵毁丨兮”四句可能不押韻。前
文已述，有學者否定緝、物合韻説，若緝、物合韻説的確不成立，則《李頌》
“謂羣衆鳥，敬
而勿集兮。索府宫李，木異類兮”四句無韻，那麼“丨”所在的句子也當存在不押韻的可能，
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爲了與“貳”押韻而釋“丨”爲真部字。當然，我們是傾向於緝、物合韻
説的。另一種情況是，《李頌》中的“貳”可以與其前屬於元部的韻脚用字“間”“還”合
韻，脂、元合韻見於《詩·邶風·新臺》：“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蘧篨不鲜。”
（王力，2014：161）楚簡“丨”釋“杖”可從學者讀陽部的“彰”，“彰”可以與其後屬
於東部的“容”“同”合韻，東、陽合韻見於《楚辭·卜居》：“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王力，2014：466）也見於《周
頌·烈文》：“烈文辟公，錫兹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持爾邦，維王其崇之。
②

念兹戎功，繼序其皇之。”（王力，2014：361-362）。也有人對東、陽合韻持懷疑態度， 從
《詩經》
《楚辭》均有此類韻例來看，東、陽合韻説應當是可信的。也就是説，
《李頌》總體
上是四句一换韻，中間有两處屬於六句一换韻，與《思美人》情況同。以上两種情況，我們
傾向於後一説。
另一方面，説楚簡“丨”爲真部字也有問題。此説的一個前提依據是《説文》説“上下
通也”的“丨”字“讀若囟”，“囟”古音屬於真部。我們以爲，若《説文》中没有上述内
容，“囟”古音不屬於真部，學者恐怕就不會將楚簡“丨”視爲真部字，因爲持真部字之説
的學者應當是將之視爲不識字的（説見本段後文），按照常理應當將其視爲脂部字或可與脂
部通韻、合韻之字（《詩經》《楚辭》中找不到真、脂相押的韻例，説見本段後文）。可見將
楚簡“丨”視爲真部字顯然是受到了《説文》的影響，也就是説，《説文》之説是學者定該
字爲真部字的一個前提或先驗性認識。而《説文》中用“讀若”勾連起來的两個字有許多是
近音字，如玉部説“珣”字“讀若宣”，古音“珣”屬真部，“宣”屬元部，韻部不同，是
近音字；説“珛”字“讀若畜牧之畜”，而古音“珛”屬之部，“畜”屬覺部，韻部也不同，
也是近音字，等等。因此僅僅依據《説文》
“丨”字“讀若囟”，就説楚簡“丨”爲真部字，
證據恐怕不足。
《説文》
“讀若囟”之“丨”字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册》上古音歸入文部，與
“囟”屬於近音字；若釋作“針”，則“針”字古音屬於侵部，與“囟”也屬於近音字。况
① 《詩經·陟岵》“行役夙夜無寐”，“寐”處於韻腳位置，安大簡作“寢”，“寢”或同義換讀爲
“寐”，或原本不入韻。可參俞紹宏《據安大簡考辨〈詩經〉韻讀一例》
（
《漢字漢語研究》2020 年第 1 期）。
② 可參鄧葵《〈詩經〉押韻及相關問題研究》
，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年，第 23-24、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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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真部字之説衹能滿足相關簡文押韻要求，至於這個字究竟是個什麼字，在楚簡中具體是什
麼用法，依然無解。還有一點需要説明的是，脂、真是否能够通韻。脂、真古音自然可以相
通，不過俞紹宏、白雯雯（2018：14-23）曾指出，古音相通與《詩經》韻系並不完全具有
一致性。王力（2014：35、36）舉出了《詩經》中之蒸、侯東、微文、歌元存在陰陽對轉的
通韻情況，指出通韻中陰入對轉最爲常見，陰陽對轉比較少見，陽入對轉相當罕見；在注釋
①

中補充説陰陽對轉衹是在通韻中比較少見，但是在語音發展中常見。 也就是説，古音通假
與《詩經》《楚辭》中的通韻、合韻等並不完全一致，脂部字與真部字未必能够通韻，我們
翻檢了王力（2014），《詩經》《楚辭》中未見脂、真通韻用例。因此，從所謂脂、真通韻角
度來定楚簡“丨”爲真部字恐怕也是可疑的。
可見，楚簡“丨”未必爲真部字。由此我們還想强調一點，由於韻文韻例存在著種種複
雜的情况，我們在利用韻文考釋出土文獻字詞的時候，需要格外小心，謹防因誤斷韻腳用字
與韻例而產生誤釋字詞現象。
我們釋楚簡“丨”爲“杖”，在前引俞紹宏等（2018：14-23）已經討論了此前所見楚
簡“丨”在相關簡文中的通假破讀問題，後見的清華簡《成人》中此字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至於學者所説的“杖”“章”在傳世文獻中没有直接通假例證問題，事實上出土文獻中的許
多古音通假現象在傳世文獻中找不到直接通假例證，比如甲骨文中常借用“鳳”爲“風”，
傳世文獻中肯怕就不易找到“鳳”“風”二字古音直接相通的例證，並没有人因此而否認甲
骨文中的“鳳”假借爲“風”。
三、楚簡“丨”字的文字學補證
關於楚簡“丨”釋爲“杖”在字形證據不充分，戰國楚簡還保留“丨”這麼原始寫法的
“杖”字象形字是否很難想像，以及郭店等簡中有“丈”字、甲骨文“丂”釋“杖”是否對
楚簡“丨”釋“杖”説構成障礙諸問題。
若古文字中的“朕”真的是從“針”字得聲的話，前引俞紹宏等（2018：14-23）已經
從文字學角度論證了楚簡“丨”釋“杖”問題，指出楚簡該字與古文字中的“朕”（包括“朕”
旁）所從的“針”可能原本就不是一個字：東周以後，“朕”所從的“針”中間多帶有點畫
或横畫，而楚簡此字均作一樹筆畫，未見一例中間帶有點畫或横畫的；楚簡該字形與三星堆
遺址出土的金杖形狀相同。從這個角度來看，楚簡“丨”釋“針”顯然不如釋“杖”。下面
我们就楚簡“丨”釋“杖”再做補説如下。
首先，我們以爲，有的學者主張楚簡“丨”釋“針”，却以爲釋“杖”在字形證據不充
分，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楚簡“丨”釋“针”字形充分的話，那麼釋“杖”在字形自然不
存在字形證據不充分問題。釋“針”説將楚簡“丨”與甲骨文“十”“朕”字形聯繫起來，
以爲甲骨文“朕”之“舟”旁之外的部分爲雙手奉物形，所捧之物即“十”，也即“針”的

① 據王力（2014），
《詩經》中還存在真質、元月、談盍陽入對轉的通韻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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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象形初文，“丨”“十”“朕”古音通，因此甲骨文“朕”字形中的“針”也表字音。 此
字釋“針”與“杖”，就文字學證據而言是一樣的，都是從象形字角度出發而做出的考釋，
没有孰優孰劣問題。既然都是象形字，若釋“杖”難以想像的話，那麼釋“針”同樣難也以
想像，不存在釋“杖”很難想像而釋“針”就合乎想像的問題。更为重要的是，楚簡此字就
是一個原始的象形寫法，如果不從象形字角度來考釋，那又能從什麼角度來考釋呢。事實上，
戰國時期象形的字形（包括偏旁）也還有不少，趙平安曾指出楚簡中保留有一些古老的字形。
②

俞紹宏等《楚簡“藕”字補釋》（待刊）一文中也述及此問題，並舉出了若干字例。
其次，徐鉉以爲“針”爲俗字，其《説文》中的正字作“鍼”，分析爲“所以縫衣也”，

而縫衣的針帶有穿線的孔。考古發現的縫衣針帶有針孔，如西藏阿里地區日土縣城往西約40
公里有一個名叫夏達錯的小湖，考古人員在那裡發現了8000多年前青藏高原最早的帶有穿孔
的磨制石針；③再如湖北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出帶穿孔的縫衣針。④若“丨”釋“針”
的話，就應當带有穿線的針孔，而目前所見楚簡中的“丨”字均不帶有穿孔。當然中醫針灸
療法所用的針是可以不帶針孔的，衹是中醫針療法產生的時代可能不會太早。張顯成教授主
攻出土醫學文獻，學術造詣很深，筆者請教他，他説中醫針法應該是漢代產生的，出土秦漢
醫書中衹見砭法不見針法，漢簡成書年代的上限爲戰國末年，針法見於傳世醫書《黃帝內經》，
其絕大部分成書於東漢。若此則針療法產生的年代要晚於楚簡“丨”字產生的年代，楚簡字
形“丨”不可能取象於中醫針灸所用的針。可見楚簡“丨”釋“針”從象形字取象角度來看
缺乏基礎。
從這個角度來看，説甲骨文“朕”從“針”也不是一點疑問都没有的：若其從“針”，
字形中的“針”也是應當要帶有針孔。古人造字，形体越是簡單的事物往往越是能抓住其典
型的外形特徵來造字，否則所造字形就難以識別。針最爲典型的地方就是帶有針孔，照説在
字形上應當有所反映，可“朕”字甲骨文等古文字字形中找不到一個帶孔的所謂“針”。甲
骨文“朕”可能就是從“十”爲聲，而“十”與楚簡“丨”可能没有什麼關係，楚簡中獨立
的“十”豎筆劃中間一般帶有短橫畫或點畫，與楚簡“丨”有别。
第三，關於郭店等簡中“丈”字，前引俞紹宏等（2018：14-23）已經提到這個字，這
個字對我們將楚簡中的“丨”釋爲“杖”没有絲毫的影響。從“木”“丈”聲的“杖”爲後
起之形。若因爲郭店簡中有“丈”而否定楚簡“丨”釋“杖”説，那麼“針”所從的“十”、

① 可參裘錫圭《釋郭店〈緇衣〉“出言有︱，黎民所 ”——兼說“︱”為“針”之初文》，郭店楚
簡研究（國際）中心編《古墓新知——紀念郭店楚簡出土十周年論文專輯》，香港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
2003年，第1-8頁。
② 趙平安《再論所謂倒山形的字及其用法》，《深圳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第52、53頁。
③ 可參環球網（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2wdb0vJvbs）。
④ 可參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整理小組《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第
10期，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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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鍼”所從的“咸”在楚簡中出現頻率要比“丈”高得多，楚簡“丨”就更不應該釋爲“針
/鍼”了。
第四，甲骨文中有“老”字，學者以爲像老人持杖形，字形中所持之杖基本上作“丨”
①

形。 據前引李春桃文：學者釋甲骨文中的“丂”爲“杖”字表意初文，在甲骨文中用作地
名“昜”；西周金文“考”所從的“丂”是“杖”字，字形爲考（老人）持杖；讀“苦浩切”
的“丂”是從“考”字中截取分化而來。若“丂”爲“杖”字表意初文説可信，下面我們對
其構形試做推測。
《詩經·豳風·七月》“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毛傳：“揚，條揚也。”正義：“謂
長條揚起者。”“揚”指樹木向遠處向上方揚起的旁生枝條。將前引李春桃文中所録作“ ”
之類的“丂”向右旋轉90度，即成爲“

”，很像截斷的樹杈枝形，其左邊的斜筆劃就像

“以伐遠揚”的“揚”，字形中保留了部分“揚”所附著生長的枝幹，即左邊的短筆劃，這
與甲骨文“須”“眉”“葉”等複雜的象形字構形方式是一樣的。或許甲骨文“丂”與此含
義的“揚”有關：因陋就簡，砍下帶有樹杈枝形的“揚”而當杖來用，加之“杖”“揚”古
音可通，因此時人將帶有樹杈形的“

”改造成“ ”而表“杖”字，斜出的樹枝有的由於

趨光性，向上生長而呈現出彎曲狀，因此取象於之的“杖”下部表杖身的部分也呈彎曲狀。
而無論是“丂”在甲骨文中用作地名“昜”，還是金文“考”爲老人持杖，儘管這種可
能性是存在的，但都是推測之説。甲骨文中的“老”字像老人持杖形，這種説法的可靠度至
少不比甲骨文中的“丂”釋爲“杖”低，如果我们不能否定甲骨文“丂”釋“杖”字説，自
然也不能否定甲骨文中的“老”所從的“丨”與楚簡中的“丨”爲“杖”。若“ ”真的是
“杖”的表意字，那麼“杖”字原本或許就有兩個象形的初文字形，“丨”所表示的是直棒
形杖，“丂”是带有杈枝的彎曲的杖。象形字取象不同，字形上有時就會有差異，如西周金
文有作 形而用作“考”者（集成5258號，西周早期卿卣），是借用“老”爲“考”，其下
面的“杖”是帶有側杈枝的“卜”形“杖”，這種杖源於砍伐的樹枝，以主枝作爲杖身，側
②

枝爲手柄，這類杖在西周早期至晚期的金文“老/考”字形中尚有多例。 這種“卜”形杖後
來逐漸演變爲“匕”，即《説文》“老”從“匕”的來歷。而“丂”形杖是以主枝爲手柄，
側枝爲杖身。再如甲骨文“首”有不同寫法，當與取象於不同的首有關。

③

當然，甲骨文“丂”釋“杖”，在字形上也還不是一點疑問都没有的。老人（老、考）
所使用的杖一要輕巧，二要有足够的支撐力。在支撐力方面，杖身彎曲的肯定不如直的，要
保證彎曲的杖有足够的支撐力，就衹有選用粗大笨重的材料來制作杖，而這又不适合老人使
用。因此“杖”的杖身部分最好是直的。考古發現的杖，前文所述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是直的，
① 此説可參于省吾主編《甲骨文中詁林》，第70-71頁。甲骨文“老”字字形可參劉釗《新甲骨文編
（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02頁。
② 可參董蓮池《新金文編》第1188、1189頁“考”條下所録字形。
③ 字形可參劉釗《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08、5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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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温江發現的距今4000多年的象牙杖、連雲港市海州西漢侍其䌛墓所出鳩杖與木杖、連雲
港市海州西漢霍賀墓所出鳩杖、連雲港市中雲鄉華蓋山漢墓所出鳩杖、甘肅武威磨咀子13
①

與18號漢墓出土的鳩杖，他們的杖身也都是直的。 現實生活中所見到的杖的杖身也是直的。
可是甲骨文中的“丂”與金文中“考”所從的“丂”，字形中表示杖身的部分基本上是彎曲
的。因此，甲骨文“丂”、金文中“考”所從的“丂”釋“杖”儘管存在可能性，但是是有
瑕疵的。

②

至於“︱”爲缺字符號問題，實際上這應當是基於《李頌》四句一换韻的認識而得出的
結論：“丨”若釋“杖”，屬於陽部韻，與脂部的“貳”不能押韻，則“深利幵豆，剛其不
貳兮。亂本層枝，侵毁彰兮”四句無韻，因此將楚簡“丨”視爲缺字符号。前文我們已經據
《楚辭》類文獻押韻情況，指出“深利幵豆，剛其不貳兮”可以與其前面的句子合韻，“亂
本層枝，侵毁彰兮”可以與其後面的句子合韻，因此“︱”爲缺字符號説的前提已經不存在，
缺字符號説的可能性應當可以排除。
同時，目前所見两種楚簡本《緇衣》中均有以此字形作爲聲旁的字，簡文作“黎民所 ”，
傳世本作“萬民所望”，上博簡《緇衣》引《都人士》句字有所殘缺，但存有“所 ”二字。
傳世本“萬民”與簡本“黎民”屬於近義詞替换，“ ”與前句“章”押陽部韻，而前文“章”
郭店本正作“丨”（上博簡此字殘缺）。若楚簡“丨”爲缺字符號的話，“ ”字怎麽可能
會用缺字符號來作爲構字偏旁？而且两種楚簡本中這個字都缺去右半偏旁，他們使用的是同
一個底本？可根據两種《緇衣》文字差異來看顯然不是抄自同一個底本。再者，楚簡“丨”
若是缺字符號，這個缺字符號在不同的楚簡篇目中表示的應當是不同的字。可楚簡中的“丨”
除了《容成氏》中的一例爲古代帝王稱謂而用法不明外，其他諸例用作“杖”，或讀作與“杖”
聲可通之字，文意上都能得到很好的解釋，難道這個缺字符號所標記的是同一個字，也就是

① 2013年7月2日，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與温江區文管所在温江區公平街道紅橋社區“豐隆城市綜合
體”建設項目的考古發掘工地，發現一支距今4000多年的象牙杖。該象牙杖出土於一座豎穴土坑墓中，位
於墓葬主人左側，杖體通長1.04米，呈直線狀，杖首有握手處。象牙杖比三星堆出土的權杖早1000年左右。
這件象牙杖除了手握端稍大，其他與“丨”形同。可參成都文物網2013年7月8日所發《温江發現距今4000
多年寶墩時期象牙杖》一文（http://www.cccic.org.cn/news/201307/818.html）。南波《江蘇連雲港市
海州西漢侍其䌛墓》，《考古》1975年第3期，第170、171頁。南京博物院、連雲港市博物館《海州西漢霍
賀 墓 清 理 簡 報 》 ， 《 考 古 》 1974 年 第 3 期 ， 第 181 頁 。 華 蓋 山 漢 墓 所 出 鳩 杖 現 藏 連 雲 港 市 博 物 館
（http://www.lygmuseum.cn/plus/view.php?aid=567）。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發掘》，《考
古》1960年第9期圖版七。
② 史大豐《由甲骨文看〈說文〉中“丂”字的兩個來源》（《中國文字研究》第32輯，華東師範大學
出版社2020年12月版，第10-15頁）一文將李春桃等學者釋爲“杖”的甲骨、金文中的“丂”字釋爲“仰”。
該字形下部向左彎曲，若爲人仰面形，那麽就成了下肢向仰面的人身前方彎曲，而人的下肢由於受到膝關
節結構特點的制約，衹能向身後方向彎折，而不能像身前方向彎曲，甲骨文中的“人”就幾乎找不到下肢
朝人前方彎曲的字形，可見釋“仰”恐怕也是有疑問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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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其是爲同一個字而造的專用的缺字符號？而爲同一個字造專用的缺字符號，迄今聞所未
聞。
四、小結
學者根據《李頌》部分簡文的韻讀情況，虚擬、推測《李頌》篇韻例爲四句一換韻，此
説證據不足，且《詩經》《楚辭》中不存在脂、真通韻現象，因此，以所謂四句一換韻爲前
提來反推、考釋《李頌》簡文中的“丨”爲真部字，恐不可信。就字形而言，楚簡“丨”字
釋“針”之説不如釋“杖”；就古音通假而言，“針”讀“章”存在問題；就簡文訓詁而言，
無論是真部字還是釋“針”之説，均不能很好地講通所涉簡文文意。我們從字形出發，依據
與傳世文獻對讀而考釋出楚簡《緇衣》引《都人士》中的“丨”爲陽部的“杖”字，與從《李
頌》所謂四句一換韻角度來反推楚簡中的“丨”爲真部字，两説之間孰優孰劣，應當是很清
楚的。所謂《李頌》四句一换韻、脂真通韻，是將語言上的脂真通轉與古詩韻例中的通韻現
象相牽合。而從《詩經》《楚辭》韻例來看，脂真通韻説是没有證據的。我們提出《李頌》
中間存在两處六句一换韻現象，此説要明顯優於脂真通韻説。尤其重要的是釋“杖”説不僅
可以合理地解決相關簡文的韻讀與古音通假問題，還能夠很好地講通相關簡文文意。因此我
們認爲，相較於釋“針”、真部字説，楚簡《緇衣》引《小雅·都人士》等簡文中的“丨”
釋爲“杖”字初文説，目前依然是最優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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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簡》古文字詞考釋六則
岳拯士
韓山師範學院文學院
摘 要：本文從《汗簡》古文自身的形體演變出發，並結合出土文獻，對《汗簡》
一書中“介”“讘”“所”“惄”“列”“因”六組古文字詞進行新的考釋。
关键词：汗簡；傳抄古文；考釋
《汗簡》是北宋初年郭忠恕摭拾殘存的古文經、古佚書、《說文》古文、三
體石經等傳抄古文而成的一部古文字書。從晚清至今，許多學者對《汗簡》做了
深入系統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由於傳抄古文字形的譌變，或字頭
的誤寫，學界目前對一些古文字形和字頭與字形之間的關係存在分歧。随着新材
料的不斷公佈，為我們重新考釋《汗簡》的古文字形提供了新角度。本文擬在諸
家的研究之上，對《汗簡》中的六組字詞進行新的考釋，不對之處，祈請方家批
評指正。

一
《汗簡》卷一“闕”字引華岳碑作 。鄭珍《汗簡箋正》該字形無說。1黃錫
全先生《汗簡注釋》認為該字形有三種可能，“氒”字金文作 （邾公𫒇鐘《集
成》102）、 （吳王夫差鑑《集成》10295），一是該字形即由 字譌作 ，又
寫誤，此假為“闕”；二是《古文四聲韻》
“厥”字引華岳碑作 ，該字形“不排
除此是 寫脫 、 又誤為 的可能”；三是郭忠恕“也可能是不識此字，注‘闕’。”
2
劉建民先生《傳抄古文新編字編》將該字形放在“介”字頭下，限於體例未做說
明。3
按， 和 的字形差異過大，不可能是一字； 字脫譌說又比較迂曲。我們
認為第三種的可能性比較大，即郭忠恕不識此字，“闕”是指注文闕而非古文即
“闕”字，《汗簡》中有許多字形下注有“闕”字，如 、 、 、 ，可參。
該字形即“介”字。
《說文》：
“ ，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甲骨文作
（《合集》2164），楚簡作 （上博四《昭王》簡 6）、 （上博六《平王》簡 5）、
（上博九《舉治》簡 8）、 （清華三《琴舞》簡 14）。秦系文字作 （睡虎地
《答問》207）、 （嶽麓《二十七質》13 正）、
1
2
3

（馬王堆帛書《老子甲》91）。

鄭珍：《汗簡箋正》，《鄭珍全集》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399 頁。
黃錫全：《汗簡注釋》，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第 30 頁。
劉建民：《傳抄古文新編字編》，復旦大學 2013 年博士學位論文，第 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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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王一·怪韻》：
“ ，通俗作介。”敦煌 S.134《詩經·豳風·七月》
“以介
1
眉壽”之“介”作 。 亦可參。
《汗簡》將此字形歸入“八”部之下。從《說文》部首排序來說，“介”字
正是在“八”字部下，而“闕”字，
《说文》則歸入“門”部下，不管“闕”還是
“氒”都與“八”字無關聯。可知古文應是“介”字，由於郭忠恕不識，下注“闕”。
二
《汗簡》卷一“讘”引義雲章作 。古文即“𧬎”字，諸家無異議。
《玉篇·言
部》：
“讘，多言也。𧬎，同讘。”或為此所本。
《集韻》認為“𧬎”即“讈”之異
體。關於“讘”“𧬎”二者之間的關係，黃錫全先生認為：“《集韻》𧬎同讈，讈
義同䜍，
‘巧言也’，與多言之讘音義近。”2李春桃先生已指出其說迂曲，最後指
出“但不能排除此是通用或誤植的可能性”。3目前還沒有很合理的解釋。
按，注文“讘”字或是“䛿”之譌字。典籍中“鬲”
“聶”易譌，如《呂氏春
秋·觀表》“隔宅而居之”之“隔”，
《風俗通·過譽》作“𨽦”，張涌泉先生云：
“《風俗通》‘𨽦宅’作‘隔宅’，則應是‘隔’的訛俗字。
《呂氏春秋》‘𨽦宅’
作‘隔宅’，乃是用其正字。《龍龕》卷二阜部引《新經》‘隔’字作‘ ’，
‘𨽦（隔）’‘隔’一字之變。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謂‘𨽦’即‘隔’字形
近而誤，是也。”4 又“𧕩”字，
《漢語大字典》：
“𧕩，烂。疑即‘螎（融）’字。
《改併四聲篇海·虫部》引《俗字背篇》：
‘𧕩，考詳恐螎字，出《羣字函》第六
也。’
《字彙補·虫部》：“𧕩，爛也。出《釋藏·羣字函》。僧真空曰：考詳經義，
恐是螎字。”5皆可參。
上古音，
“鬲”
“厤”二聲系字音近可通，如《說文》：
“㽁，漢令鬲从瓦，厤
聲。”《集韻·錫韻》：“鬲，《說文》：‘鼎屬。’或作䥶。”“㽁”“䥶”皆從厤聲。
郭店簡《窮達以時》：“舜耕於鬲山，陶拍於河浦。”上博簡《容城氏》：“桀乃逃
之鬲山，湯又從而攻之。”清華簡《保訓》：
“王念日之多鬲，恐墜寶訓。”諸“鬲”
6
字，整理者皆讀為“歷”， 皆其例。
我們知道，
《汗簡》古文字形與其下方的楷體字形的關係有本用、假借、同
義換讀、誤植等四種。
“鬲”
“厤”聲近，作為聲符可以互換，那麼“䛿”應是“𧬎”
的換聲字或假借字。
三
《汗簡》卷四“惄”引義雲章作 。關於該字形上部所從，鄭珍認為：
1
2
3

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198 頁。
黃錫全：《汗簡注釋》，第 82 頁。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第 197 頁。

4
5
6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纂：《漢語大字典》，2010 年，第 3104 頁。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7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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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𢜷’字也。上當作 ，從古‘血’，
‘惄’別作‘𢜷’，見《集韻》
《類
篇》，乃後出俗字。從‘衂’非體。
‘衂’係鼻血之‘衄’俗省，
《義雲》以為
1
古文，謬甚。” 李春桃先生從之，認為“衄”“惄”都是泥紐覺部字，“惄”
從“衄”作屬於聲符換用。2黃錫全先生認為“衂”乃“弔”字譌誤，依據是
金文“惄”字有作 （王孫誥鐘）、 （王孫午鼎）之形；3徐在國先生從之。
4
李春桃先生已指出 與“弔”字不近。可從。
按，我們認為 或是“卹”字，
“刀”形乃“卩”之譌，如楚簡“ ”字作
（望山橋 3.10）、 （包山簡 288），右上所從之“卩”已譌似“刀”形。如果
假設成立的話，那麼古文或是“ ”字，即“恤”之異構，清華簡《治邦之道》
簡 25“恤”字作 ，古文與之相近，可參。此外，
《汗簡》
“卹”字古文字形作 ，
亦可相參。
“恤”“惄”古皆有“憂”義。如《說文》：“惄，一曰憂也。”《廣雅·釋詁
一》：
“惄，憂也。”
“恤”訓“憂”乃典籍常訓，如《說文》：
“恤，憂也。”
《爾雅·釋
詁上》：“恤，與卹同。”郝懿行義疏：“恤，憂也。”那麼《汗簡》此處的“惄”
“恤”二字屬於同義換用關係。

四
《汗簡》卷一“所”字引《裴光遠集字》作 。此字形體怪異，鄭珍認為：
“編中所載，其形有不可強說者。大抵非傳譌即肊造。要不得為古文。”5黃錫全
先生認為所字“漢印或作 （漢印徵一四•五），戶上一筆與斤上一筆合書。此形
類似，因取對稱，篆書如此，並非‘臆造’。”6段凱先生則認為漢印 形和古文 、
形從字形來看仍嫌不合，認為古文是“雨”字，古文乃用“雨”為“所”，古文
與字頭為通假關係。7
今按，
“所”
“雨”上古音均為魚部字，但聲母有別，且典籍和出土文獻中未
有兩字直接通假的例子，將此形釋為“雨”而讀為“所”亦難以令人滿意。我們
認為該字形疑為“所”字隸變譌體的粘連回改。如東漢《懷源廟碑》作
、東
8
漢《西·死駒》作
，敦煌俗字作 、
。 將這一類寫法的“所”字回改成
古文形體，就很有可能變成上引古文的形態。若此說可以成立，則此例可能是後
人“偽造”的古文。

1
2
3
4
5
6
7
8

鄭珍：《汗簡箋正》，第 566 頁。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第 156 頁。
黃錫全：《汗簡注釋》，第 368 頁。
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第 221 頁。
鄭珍：《汗簡箋正》，第 382 頁。
黃錫全：《汗簡注釋》，第 4 頁。
段凱：《〈古文四聲韻〉（卷一至四）校注》，第 327 頁。
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3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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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汗簡》卷二“列”字引《碧落文》作

。古文字形即“刟”字，諸家無異

議。但是关于“刟”“列”二者之間的關係，黃錫全先生認為：“刟古屬定母，
列屬來母，同是舌頭音，二者音義近，碑文假刟為列。唐蘭先生認為‘刟當讀為
絕，故可假為列’。”1李春桃先生認為：“刟、列韻部遠隔，似不能通假。早期
以‘刟’為‘列’字古文可能屬於誤用，後沿襲相傳，碑文亦沿用其誤。”2二者
之間關係，目前學界還有有合理的解釋。
按，注文“列”乃“ ”之訛字。如《王一·蕭韻》
：“ ，取穗。亦作刟。”
《王二》
：“ ，取穗。亦作刟。”張涌泉先生認為 （ ）是“𠚥”的譌俗字，
“‘刟’蓋‘𠚥’的後起改易聲旁字。”3正確可從。
《玉篇·刀部》
：“𠚥，丁幺
切，斷取也。刟，同上。”或為《汗簡》所本。
《集韻·蕭韻》
：“𠚥，或從召。”
《篆隸萬象名義》
：“ ，都條反，斷取穂。刟，同上。”“𠚥”已寫成類似“列”
字。
《汗簡》注文將 （ ）誤寫為“列”，進而導致“列”“刟”關係不明。
六
《汗簡》卷四“因”字引《演說文》作 。鄭珍認為古文“作重口，移大于
外，誤認作火”。4黃錫全先生認為古文乃是“ （垔）”形的譌誤，
“ ”乃垔字，
此假為“因”。5李春桃先生認為：
“由甲骨、金文中的‘因’字作 （《合集》14294）、
（《集成》2765），像人身有所因依之形，古文形體與之相比非常接近，衹是人
身上部的头型怪异，可能是訛變所致，也有可能另有所本，古文作此形保留了早
期形體。”6段凱先生亦持類似觀點。7
按，該字形即“烟”字俗體訛形。
“因”字古文作 （《合集》5651）、 （中
山王方壺）、 （雲夢《為吏》簡 20），其後有寫作 （馬王堆帛書《十六經》
40）、
（馬王堆帛書《稱》15）、
（東漢《石門頌》）諸形者，“大”形已
演變為“土”形，後又演變為“工”形，如
（東漢《史晨後碑》），俗书又写
作 （北魏《姚多伯供養碑》）。
《干禄字書》：
“囙因：上俗下正。”敦煌文書中“因”
及“因”旁之字亦多寫作“囙”，如 （P.2965《佛說生經》）、 （敦煌 P.2717
《碎金》）、 （成 16《目連變文》）、 （P.2524《語對》）。之後又譌变为“口”
形，与“回”字类似，如北魏《元弼墓志》“愁云夜咽”之“咽”作
。
《說文》：
“煙，火气也。从火垔聲。烟，或从因。”段《注》：
“烟，或从因。
因聲。”
《正名要錄》：
“
：右字形雖別，音義是同。古而典者居上，今而要
1
2
3
4
5
6
7

黃錫全：《汗簡注釋》，第 139 頁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第 50 頁。
張涌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320—321 頁。
鄭珍：《汗簡箋正》，第 622 頁。
黃錫全：《汗簡注釋》，第 347 頁。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第 357 頁。
段凱：《
〈古文四聲韻〉（卷一至四）校注》，第 3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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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居下。”《集韻·諄韻》：“因，
《説文》：‘就也。’一曰仍也。又姓。古作𤇀。”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
“《奇姓通》遂收一𤇀字，云音因，是俗煙字矣。”可從。
古文以俗書作古，此假“烟”為“因”。
《古文四聲韻》云出《汗簡》之“鄄”字作 ，
“因”
“垔”音近可通，是假
“烟”為“鄄”。宋代新出《蔡氏墓誌》“恩”字作 ，從“烟”聲，亦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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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西東巴經
《五方五帝經》來源考

張春鳳
中國
華東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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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东巴经《五方五帝经》来源及相关问题研究
张春凤



提 要：《五方五帝经》是目前唯一发现的记录汉语的东巴经。本文通过对语言文字、文本、对应的仪式的
分析可知，《五方五帝经》中神灵原型来自于汉族的道教典籍《太上洞渊召诸天龙王微妙上品》，故事框架
主要来自于《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灵宝五帝官将号》
。
《五方五帝经》的内容以道教为主体，同时也融合了
苯教以及东巴教自己的特色，是民族交流宗教融合的产物。
《五方五帝经》也是目前刊发的唯一祭祀中华龙
的东巴经，这本经书的再次发现与研究，对于研究东巴经的产生，民族宗教之间交流融合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
主题词：纳西东巴经；五方五帝经；道教；民族交流；宗教融合

1.背景
1.1 纳西族及其宗教
纳西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们生活在川滇之间。在多民族聚集和历史的发展过程
中，纳西族的信仰趋于多元，他们不仅信仰本土的东巴教，还信仰苯教、藏传佛教、汉传
佛教、道教等。也就说，一户人家需要举行不同的仪式，有可能会邀约东巴、喇嘛或者道
士。这些祭司原本使用的文献和语言截然不同，但经历了长时间的宗教交流与融合，本土
的东巴教和东巴经融入了多种宗教元素。
东巴经主要记录的是纳西本土的信仰，是东巴为举行仪式而写的经典。除此主体之
外，还有记录藏语的苯教经典，另外有少许零星的道教的踪迹，如在经书中发现道教的神
符，咒语等，还发现过与道教相关的经典东巴文译本《玉匣记·六壬时课》①。事实上，在
发现东巴文译本《玉匣记·六壬时课》之前，曾发现过一本与道教相关的经典《五方五帝
经》
。该经书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册记录汉语的道教经典。这本经书的发现和研究，对
我们认识道教的传播与扩散，民族之间的文化、宗教交流融合研究有着深远意义。
1.2 关于东巴经《五方五帝经》
《五方五帝经》最初是由李霖灿先生发现的，他在《么些研究论文集》提到：
《五方五帝经》出现在鲁甸一带，而且为此创造了一个新字，在《象形文字字典》上
的编号是 1587，可见他们的辨音的程度也很精细。这册经典是《五方五帝经》
，内中有什
么“南方将军南方去，穿红袍，骑红马……”等的句子，丽江一带甚崇奉文昌君，是不是
由供奉文昌的经文中摘出，没有加以对证，尚不敢说。纳西经典有一部分用纳西文记汉人
之音，故变化原字之形状及音读，此字见于一本《送五方五帝》之经典中。唯见于鲁甸一
带，为鲁甸大东巴和世俊所创译者。②
笔者在整理和研究东巴经的时候，偶然发现《延寿仪式•送龙》前半本经书正是李霖灿



[项目简介] 本文为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哈佛燕京学社藏东巴经书写流派研究”
（项目批准号：
17CMZ010）和 2021 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冷门绝学”：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纳西东巴
经整理与研究”
（项目批准号：2021-01-07-00-08-E00142）阶段性成果。
①
和继全：
《汉籍<玉匣记>“六壬时课”之东巴文译本研究》
，载《东巴文考论稿》
，民族出版社，2017
年，第 114-132 页。
②
李霖灿：
《论么些经典之版本》，载《么些研究论文集》
，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 年，第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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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五方五帝经》
。根据经书的跋语可知，该经书由鲁甸乡新主村东巴和世俊所写。①
李霖灿很有可能在他家看到了经书。李霖灿曾与和世俊的孙子和文质有着深厚的友谊。②李
霖灿曾在和文质家东巴家住了 8 个月，深深地被和文质东巴收藏的东巴经和才学深深吸
引，在他家“享尽了人间清福，读遍了所有的东巴经，隔绝了尘世嚣杂，意外寻到了盖世
名花。
”③由此可推断李霖灿住在和文质家中时看到了这本《五方五帝经》
。和文质东巴去世
后，他家的经书被相关机构收购。几经辗转，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收藏了这本经书，将其
④

收入《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
（第 15 卷），并取名为《延寿仪式•送龙》
（参见图一）。 所
以笔者得以有机缘看到《五方五帝经》。
李霖灿虽然注意到了这本《五方五帝经》的特殊性，但并没有对此东巴经展开研究，留
下了很多遗憾。这本特别的东巴经再次发现引发了笔者浓厚的兴趣，因此，笔者对这本经书
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其中这本经书来源于何处，是这桩谜案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本文将
从语言文字、文本、仪式等多个角度分析《五方五帝经》的来源，以探寻纳西东巴经的创作
方式，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图一：
《全集》15-67

2.语言上的证据
2.1《五方五帝经》记录的语言
《五方五帝经》记录的是汉语。这本经书在翻译时有一段内容提要：本古籍前半部分是
以汉话送龙，由于读音和汉语差别太大，有的能译，有的无法译。不能译者，用译音处理。
⑤
东巴研究院人员在翻译的时候注意到了该经书与其他经书的差别，并认为该经书记录的是
一种汉语，但与目前的通用语差别较大，所以无法释读。
经过笔者对该经书全文语音的研究，证实了该文是一种带有纳西腔的汉语。该经书共有
218 个句子，除去未能识别语言的咒语，只有 3 句纳西语，其余都是汉语。但这种汉语并非
是流行于云南的西南官话，而是一种特殊的汉语。这种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都深受母语纳西
语的影响，呈现出只有单韵母，没有阳声韵韵母，没有介音，记录的声调同纳西语声调相同
①

关于这本经书的具体考证可参见笔者《汉语东巴经<五方五帝经>的发现和价值》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3 期。
②
关于和文质和和世俊东巴的研究可参看杨亦花：
《和世俊、和文质东巴研究》
，第十六届人类学与民族学
大会，2009 年 7 月。
③
杨福泉：
《绿雪歌者》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07-108 页。引号内的句子是李先生自己所言。
原文转引自《云岭下的杜鹃花》。
④

东巴文化研究所：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
（第 15 卷）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 年，第 95-112 页。

《延寿仪式﹒送龙》的前半本记录的内容是送龙，后半本是送战神。为了区别《延寿仪式﹒送龙》前半本
和后半本经书，我们仍将前半本经书称作《五方五帝经》
。
⑤ 东巴研究所：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 15 卷《延寿仪式•送龙》
，云南民族出版社，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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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下面是两例典型的汉语经文：
（1）to³³fæ³³ta³³tse²¹ʨy³³pu³³fṿ³³pu³³y⁵⁵
东 方 大 将 军 保 福 保 佑
（2）to³³fæ³³ u³³lu²¹ɕi³³hu³³ʂʅ³³ʨy³³, næ²¹fæ³³ u³³lu²¹ɕi³³hu³³ʂʅ³³ʨy³³
东 方 五 龙 喜欢 世 间，南 方 五 龙 喜 欢 世间
除了上述符合汉语语序的主谓宾结构的句子外，这本经书还存在主宾谓结构的句子。主
宾谓结构的句子正是受到了母语纳西语的影响。纳西语是一种主宾谓结构的语言。经文绝大
部分的词汇来自汉语，如“大将军”
、
“得才得子”、
“保福保佑”等，也存在少量纳西语汉语
①
合璧词。 从语言上来说，可以断定这本经书跟汉族有很大的关系。
2.2《五方五帝经》使用的文字
《五方五帝经》全文用东巴文书写，掺杂了少数哥巴文②，在书写过程中出现了几个特
殊字。除了李霖灿注意到和文质东巴为汉语“去”专造的字 之外，经书中出现了切音字 、
、 、 。利用切音原理造字是汉字中造字的一种方式，即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
切音字在东巴文献中并不多见，目前的研究只发现在藏语音读的东巴经中。也就是说，当东
巴文在记录藏语的时候，东巴发现无法精确记录该语言，从而对已有东巴文进行改造。《五
③
方五帝经》出现的切音字，也是为了更为精准地记录汉语而创造的新字。 和世俊东巴曾为
④
藏语东巴经创造了“古宗字” ，其中有部分是切音字。此处和世俊又为汉语东巴经创造了
新字，有部分字也是切音字。他的目的是为了用东巴文更精准地记录其他民族语言。尽管文
字的形态或文字的种类与记录的内容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但当出现切音字的时候，也会启示
读者认识到该种文献记录的是一种非纳西语的语言，从而提醒读者记录的内容有可能借鉴其
他民族。
当然，语言文字上的证据仅仅只能说明该本经典来自于汉族。如果要找寻对应的经典，
那么就需要对东巴经进行深入研究。

3.文本上的证据
李霖灿认为“五方五帝”跟道教有关，但跟丽江地区信仰文昌君有关的论断，尚不敢确
认。李说有一定道理。从 “五方五帝”的文意上看，与道教的关系比较大。汉族地区很早
就有关于记载五方五帝的典籍，如《周礼·天官·大宰》，
《礼记·月令》
，
《山海经》中都有
记载，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有了新的发展，逐渐演变成道教的经典。由此，本文将目标锁定
在汉族的道教经典，希望通过核心词的比较，能够探寻出相关对应的信息。
⑤

笔者首先整理了经书的内容，尽管《五方五帝经》并未完全释读， 但依旧可以看得出
整体结构。该经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咒语，第二部分是五方五龙因为喜欢世
⑥

间，所以来到了人间。第三部分是把送龙回去，第四部分是祝福语和咒语。 这段经文的核
心内容是“东方五龙喜欢世间，南方五龙喜欢世间，西方五龙喜欢世间，北方五龙喜欢世
间，中堂五龙喜欢世间”
，五个方位的五龙分别以不同的造型出现。由此，提炼出核心语义
是五方五龙（或称为大将军），配以天干、地支、五行、五色、坐骑等造型出现。首先我们

参见张春凤：
《<五方五帝经>的语言接触》
，待刊。
哥巴文是纳西族的另一种文字，是一种表音文字。
③
参见张春凤：
《汉语音读东巴经<五方五帝经>中的文字问题》，
《中国文字研究》
，第三十辑，2020 年 12
月。
④
李霖灿：
《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 年，128 页。
⑤
尽管我们已经识别出是纳西汉语，但是这是一种老式的纳西汉语，与现在的纳西汉语还存在差距，所以
很难释读。
⑥
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都是咒语，东巴经的释读者无法翻译出来，因此这一部分就省略不提。
①
②

365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需要确定《五方五帝经》中的主角。
3.1《五方五帝经》的主角
《五方五帝经》主角是五方龙王，在举行延寿仪式过程中，先迎请龙王，后需要把龙
王送走。在阐述故事主角之前，首先确认这本经书的龙是属于汉族龙。在纳西东巴经中，
翻译成“龙”的就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本地龙[ ʂı²¹ʐı²¹]什日，属于本民族早期形成的以
蛇为生物圆形的龙神雏形，第二种是接受汉族文化后的中华龙[lv²¹]，第三是纳西文称作
21

“署”[ʂv．]的外来龙。①署属于自然神，来自于印度的“那伽”
，是一种人身蛇尾的神灵，
属于佛教。署的种类、数量、名称、居住地，色彩多样。那伽是一种水神，由于和水、雨
②

有关，又被视为水、雨、泉、井等的守护神。 由于“署”的种类很多，是不同动物头蛇尾
的形象，如马头蛇尾，虎头蛇尾等。
《五方五帝经》说的是“中华龙”，理由如下：第一，全文龙的读法是 lu21，是一个汉
语借词。纳西语中没有阳声韵，所以在读的时候，省去了鼻尾韵。其次，《五方五帝经》中
正文第一页右边插画就是一条中华龙的形象（图四）
，全身布满鳞片，尾巴像蛇，有四足，
耳朵细长，头部有两长角，鼻子微微外翻，两根胡须向内翻卷，口吐着仙气。龙腾云驾
雾，披着旗帜，与正文阐述的内容“五方五龙喜欢世间，它们扛着五色旗帜来到人间”一
致，如图二所示。这与本地龙“什日”，外来龙“署”动物头蛇身的造型截然不同。

图二 “什日”

图三

21

[ʂv．]

图四

在目前刊布和研究的东巴经中，与龙王相关的经书都指的是外来龙“署”。白庚胜认
为，东巴神话中还有称为“卢”的龙是严格意义上的龙。但从发音和字形上来看，很可能
是受到汉族影响而产生的后起的龙，与署并无直接的关联。因而，东巴神话中并没有讲述
③
其起源的作品，也没有任何一个作品中讲述过它的事迹。 的确，笔者翻阅了大量的材料，
《五方五帝经》这是目前唯一刊布的祭祀中华龙的经典。
《五方五帝经》中五方五龙的意象来自于道教中的“五方龙王”。在《太上洞渊召诸天
龙王微妙上品》中记录了东方青帝龙王，南方赤帝龙王，西方白帝龙王，北方黑帝龙王，中
④
央黄帝龙王。 下面通过列表的形式，对两本经典的主角进行比较：
《五方五帝》

①
②
③
④

《太上洞渊召诸天龙王微
妙上品》

1

东方五龙（白）

东方青帝龙王

2

南方五龙(青)

南方赤帝龙王

3

西方五龙（黑）

西方白帝龙王

戈阿干：
《纳西象形文中“龙”》
，
《民族艺术》
，1996 年第 5 期。
白庚胜：
《东巴神话研究》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349 页。
白庚胜：
《东巴神话研究》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353 页。
张继禹主编：
《中华道藏》
（第 30 册）华夏出版社，2014 年，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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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方五龙（黄）

北方黑帝龙王

5

中央五龙（赤）

中央黄帝龙王

表 1：主角比较
通过《五方五帝经》与《太上洞渊召诸天龙王微妙上品》可知，两本经书中都有五龙王，
都配五色，但在称呼上有差异。《五方五帝经》中的五龙是一个整体概念，并不是指五方各
有五条龙，而是指每个方位有一条五龙，分列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从《五方五帝经》而
《太上洞渊召诸天龙王微妙上品》是东南西北中各配一龙王。道教中的“五方五龙王”概念
深入人心，传播深远，
《五方五帝经》吸取的是“五方五龙王”的核心概念。除此之外，这
两本经书并没有其他直接的关联。
“五方五龙”与“五方五帝”这两个概念存在紧密联系。所以关注“五方五龙”的关键
词外，笔者又查询了与 “五方五帝”相关的道教经典。根据流传到西南民族地区的应该是
行文比较简单，流行范围较广的经书。根据“五方五帝”的核心语义，笔者发现了《元始五
老灵宝官号》、《太上灵宝五符序》这两本经典内容有点雷同，与本文研究的对象《五方五
帝经》的核心内容颇为相似。《元始五老灵宝官号》的内容较为丰富，对五方五帝的描写详
细。而《太上灵宝五符序》中的其中一篇《灵宝五帝官将号》行文简练，与《五方五帝经》
的核心内容更为接近。下面把《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灵宝五帝官将号》的全文录入于此：
①

东方灵威仰，号曰苍帝，其神甲乙，服色尚青，驾苍龙，建青旗，气为木，星为岁，
从群神九十万人，上和春气，下生万物。
南方赤飘弩，号曰赤帝，其神丙丁，服色尚赤，驾赤龙，建朱旗，气为火，星为荧惑，
从群神三十万人，上和夏气，下长万物。
中央含枢纽，号曰黄帝，其神戊己，服色尚黄，驾黄龙，建黄旗，气为土，星为镇，
从群神十二万人，下和土气，上戴九天。
西方曜魄宝，号曰白帝，其神庚辛，服色尚白，驾白龙，建素旗，气为金，星为太
白，从群神七十万人，上和秋气，下收万物。
北方隐侯局，号曰黑帝，其神壬癸，服色尚玄，驾黑龙，建皂旗，气为水，星为辰，
从群神五十万人，上和冬气，下藏万物。
我们把两本经书的主要内容放在一个表格中进行比较的话，那么发现两者之间存在
很多相似性：
方

经书

位
东

南

五方主

天干

地支

角
《 五 方

东方大

五帝经》

将军

《 灵 宝

东方灵

五 帝 官

威仰苍

将号》

帝

《 五 方
五帝经》

五

五色

形象

坐骑

白

扛白旗，戴白帽，

木马

行
甲乙

寅卯

木

穿白衣，穿白鞋
甲乙

无

木

青

服色尚青，建青旗

苍龙

南方大

壬己丁

巳午

火

青

扛青旗，戴青帽，

青马

将军

（

丙

穿青衣，穿青鞋

②

丁）

①

②

张 继 禹 主 编 ：《 中 华 道 藏 》 ( 第 4 册 ) ， 华 夏 出 版 社 ， 2 0 1 4 年 ， 第 5 9 页 。
根据《五方五帝经》而改，五方大将军都配两天干，而是相邻天干。此处应当是东巴书写错误。

367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西

北

中

《 灵 宝

南方赤

五 帝 官

飘弩赤

将号》

帝

《 五 方

西方大

五帝经》

将军

《 灵 宝

西方曜

五 帝 官

魄宝白

将号》

帝

《 五 方

北方大

五帝经》

将军

《 灵 宝

北方隐

五 帝 官

侯局黑

将号》

帝

《 五 方

中央大

五帝经》

将军

《 灵 宝

中央含

五 帝 官

枢纽

将号》

黄帝

丙丁

庚辛

申酉

火

赤

服色尚赤，建朱旗

赤龙

金

黑

扛黑旗、戴黑帽、

黑马

穿黑衣、穿黑鞋
庚辛

壬癸

子丑

金

白

服色尚白，建素旗

白龙

水

黄

升黄旗、戴黄帽、

黄马

穿黄衣、穿黄鞋
壬癸

戊己

（

戌

水

黑

服色尚玄，建皂旗

黑龙

土

红

扛红旗、戴红帽、

红马

①

穿红衣、穿红鞋

亥）
戊己

土

黄

服色尚黄，建黄旗

黄龙

表 2 《五方五帝经》与《灵宝五帝官将号》文本比较
从表 2 的比较来看，
《五方五帝经》与《灵宝五帝官将号》的主角虽有所差别，但主角
之间存在渊源关系。天干五行搭配完全一致，两本经书的五色与方位的搭配不同。东巴经的
天干地支借鉴了汉族。两者的象形上也存在相似性，都是穿某方位色的衣服，扛某方位色的
旗帜。下面具体从五方五行、五色和形象三个方面分而述之。
3.2 天干地支与五行
天干地支与五行最早发源于汉族地区。天干地支与五行对周边民族影响深远，纳西族也
不例外。从表 2 可知，
《五方五帝经》中的天干、地支、五行与汉族的完全相同。李霖灿研
②
究纳西族占卜方法时也有对东巴经中天干地支五行有专门的论述：
这正和汉人的用法一样，地支和十二生肖相配，天干和五行相配合，这样五乘以十
二，恰巧得到六十花甲子的一个循环。么些人的天干和五行的配合，也就是东方甲乙木，
③
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和中央戌己土。 不过么些人在这里更加发挥了
④
他们的文艺天才，创造了一些更富于文学情调的故事（见《占卜起源的经典》 ）
李先生的这段话中，关于“东方甲乙木，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和中央戌
己土”与这本经书有着紧密联系。恰巧李霖灿问和文质东巴天干地支五行的情况，和文质东
巴也认为这些观念来自于汉族。⑤所以，天干、地支、五行来自汉族无疑。
3.3 五色
从表 2 可知，
《五方五帝经》的五方五色与《灵宝五帝官将号》中的五方五色顺序完全
不同。我们从《延寿仪式·送龙》后半本中看到，东方配白海螺色，南方绿松石色，西方墨玉

①
②
③
④
⑤

十二地支只剩下辰、未、戌、亥，考虑到其余四方使用相邻的地支，所以此处应当改为戌亥。
李霖灿《么些人的干支纪时》
，载《么些研究论文集》
，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 年，119 页。
此处应是戊己土。
也翻译为《白蝙蝠取经记》
，里面介绍了五方五行天干搭配的来历。
李霖灿《么些人的干支纪时》
，载《么些研究论文集》
，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 年，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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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色，北方金黄色，中央花墨色。 纳西族的四方配四色比较固定，在五方之一中央配色，不
同的经典中略有差别。例如东巴经《崇搬图》中“五方神柱”的配色，
“东方立起了白海螺
柱，南方绿松石柱，西方墨玉柱，北方立黄金柱，中央立白铁柱”
。因此，白庚胜认为五柱
着色，与印藏系统的五方五色观念基本一致，构成五柱之物质又是苯教与佛教中的宝物，可
②
以断定其中已融合了西来文化，尤其是印藏文化的要素……”。 此说看似有一定道理。纳西
语中的五色来源是实物，分别对应海螺、绿松石、墨玉、黄金，花墨玉，这五宝与苯教或佛
教紧密相连。但这与佛教四方四色并不完全一致。佛教中的四方对应四色的关系是东白，南
③
蓝，西红，北黑。藏族形成现在的四方配四色，是佛教传入藏地之后才形成的。 从表 3 可
知，纳西族和藏族在东方上的配色都是白色。可以说，纳西族的五色中东方白受到了佛教的
影响。
方位

民族

汉族

纳西

藏族

东

青

白

白

南

红

青（绿）

蓝

西

白色

黑

红

北

黑

黄

黑

中

黄

红（杂色、
白）

表 3 汉族、纳西族、藏族五方配五色比较
日本学者白川文子认为纳西族黑白之象征受到藏族影响，五色总体受到象征受到道教的
④
影响。无论黑色与白色，还是五行五色的象征，都有纳西族自己的特点 此说甚是。纳西族
总体五方配五色的思想可能来自汉族，在具体五方对应五色时，部分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但又
并不完全一致，保留了自己民族的特色。
3．4 形象
从表 2 形象比较中可知，《五方五帝经》的形象描写较为细致，五龙出现的时候，分别
描述了五龙帽子、衣服和鞋子的颜色，手里拿的是旗帜，坐骑是马。这个形象是在东巴经中
独一无二的形象。
《灵宝五帝官将号》的形象较为简略，叙述了五帝整个服饰的颜色，手里
拿的也是旗帜，坐骑是龙。两本经书除了色彩不能匹配，坐骑略有差异之外，大体呈现的形
象一致。
通过《五方五帝经》和《太上洞渊召诸天龙王微妙上品》比较，可知《五方五帝经》
的主角形象与《太上洞渊召诸天龙王微妙上品》一致，所以可以推断出这本经书与道教中
的五龙王崇拜相关。通过《五方五帝经》和《灵宝五帝官将号》的比较发现，除了主角略
所差异，五色与五方的搭配有别，坐骑有差异之外，故事的主要框架，五行干支的概念、
人物形象极其相似。

三、相应的仪式
龙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神祇，早在殷商甲骨文时期就有关于龙与降雨的叙述。到了魏
晋时期出现了五龙王的经典。唐宋以后，五方龙王与五帝之间建立了关联，甚至在宋代获得
了官方认可。唐代每逢仲秋要祭祀青、赤、黄、白、黑五龙。各地纷纷建有五龙庙，每到旱

东巴研究所：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 15 卷《延寿仪式•送龙》
，云南民族出版社，第 68 页。
白庚胜：
《东巴神话研究》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245 页。
③
谢继胜：
《风马考》
，第 57 页。
④
吉川文子：
《云南省纳西族的色彩象征》
，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习平成四年度比较文化类毕业论文。转引
自白庚胜：
《色彩与纳西民俗》，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2 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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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季，民众大造五方五土龙，与龙对舞，祈福禳灾。 这种广泛的中华龙信仰，可以在全国各
地的龙王庙中得到体现。
尽管《五方五帝经》是目前唯一发现的一本祭祀中华龙的东巴经，但纳西族保留了向
龙王求雨的传统。纳西族有个节日与祭祀龙王相关，即三月龙王会。纳西的这个节日保留
了唐代以来仲春祭祀龙王的传统。中华龙王的信仰必然要有龙王庙。现在的黑龙潭公园，
以前叫做“龙王庙”
。黑龙潭中有一个龙神祠，供奉着神灵。可惜后因大火，烧毁了遗迹，
只保留了一方碑刻（图七）
。后来在黑龙潭重建，外面是丽江古城文化馆（图五）
，馆内是
玉泉龙宫（图六）
。这方碑刻上的内容记载的内容是：
玉泉龙神，聿著灵应。今夏四月，泉水倏涸。郡城内外，旱疫继作，居民大惶。时仪
奉兹土，率属吁祷。寺僧闻山内有声若牛鸣，或间夕一作。越二月而泉乃复故。龙之为
灵，盖昭昭也。乃铭其词曰：
丽郡城北，象山之下；孕此灵泉，澎湃奔泻。
樛木翳日，绝壑通幽；窅曲深黝，实为龙湫
龙之为灵，奔涛骤霆；靡祈弗应，力破沧溟
光绪丙戌，月维孟夏；泉脉消竭，海枯石赭
远近相告，苍黄哽咽；惨若婴赤，乳哺断绝。
天胡哺吊，降此鞠凶！龙弗我恤，翳龙弗龙？
爰率士民，虔诚祷祀；羊一豕一，酌彼行潦。
龙德而隐，逝者如斯；盈科后进，左之右之。
匪龙之灵，惟帝之德；威福遐鬯，百神效职。
巍巍制府，逮及抚军。岑公张公，荐此芘芬。
泽被群黎，诒我多福；祠额双悬，贻此荒服。
崔嵬龙宫，永奠花马。敬勒铭词，永诏来者。
丙戌二年秋月楚南欧阳仪谨撰
这方墓碑记录了光绪丙戌（1886 年）四月泉水干涸，旱情惨绝。所以欧阳仪率领百姓
虔诚祈祷，用一只羊和一只猪进行燎祭，向龙王祈求风调雨顺。除此之外，还有一方关于
建龙王庙的碑文《新建玉河龙王庙碑记》
，该碑已经不得见，但在《丽江府志》有记载。从
碑文中可知，郡城北五里许，象山之麓有泉。在丙辰夏四月（1736 年）发生了旱灾，到秋
天才恢复。次年又枯竭。因此，民众捐资修建了龙王庙，进行祭祀，祈求龙王庇佑。果然
②
建成之后，泉水不断，到夏天泉水愈盛。
丽江是典型的暖温带高原气候，全年少雨，夏季是雨季。如果在夏季少雨或者不下雨
的话，对春旱来说，简直雪上加霜。以上两块碑文显示都在四月发生春旱，分别于六月和
秋季旱情有所恢复。2012 年 6 月底笔者住在东巴文化研究院学习，当时在黑龙潭公园内看
到黑龙潭干涸，整个湖面干枯龟裂，随处可见死亡的水生动植物。在此期间，我在黑龙潭
泉眼处发现周边的民众来祈福祭祀，期待泉眼早日出水。这与碑刻上记录的建祠祈福是一
个道理。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五方五帝经》语言文字上的分析可知，这本经书的直接来源是汉族。从
文本上分析，
《五方五帝经》中神灵的主角原型来自于汉族的道教典籍《太上洞渊召诸天龙
王微妙上品》
。
《五方五帝经》的故事框架和文献理论主要来自于《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灵
宝五帝官将号》
。五方五色的搭配来自于苯教，
《五方五帝经》中将五帝的称呼转变为大将
①
②

闵祥鹏：
《五方龙王和四海龙王的源流》
，
《民俗研究》
，2008 年第 3 期，第 200-205 页。
杨林军：
《丽江历代碑刻辑录与研究》
，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 年，第 28-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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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将《灵宝五帝官将号》中帝的坐骑龙转化为故事的主角，同时也配了相应的坐骑，这
是东巴进行的改编创作。东巴在这个故事的前后，配以咒语，更符合东巴经的叙事风格。
因此，
《五方五帝经》是民族交流、宗教交融的产物。
东巴经的数量在 3 万册以上，种类在一千种以上，这些文献主要记载了纳西族的宗教仪
①
式，包罗万象。
“西方纳西学”之父洛克曾感叹：“纳西族如此之多的文献从哪里来？” 为
此洛克撰写了《纳西那伽仪式》一文，他认为：纳西人的宗教文献是多样的，它们产生于不
同的时间和地点。它是一座复合型的宗教大厦，其基础建立在原始自然崇拜（如祭天）和西
藏在佛教传入前古老的民族宗教苯教。苯教不仅成为纳西宗教的一部分，而且比现在西藏的
苯教更为纯正地道的一部分，它行存于纳西人中。纳西的宗教文献还受到了缅甸的纳（Nat）
②
崇拜和汉族道教以及藏传佛教的影响，而其核心是混合着土著部落的萨满教因素的苯教。
从《五方五帝经》的创作来看，经书主要采取了道教的故事框架，又兼容了苯教的元素，还
有东巴特有的创造。可以说，东巴经中融合了多元的信仰，多民族的智慧。
从东巴经的来源上来说，有可能具备以下类型：（1）全文直接借用的情况（用其他文
字书写，用其他文字记录）
。 （2）全文借用但使用东巴文记录（记录的非纳西语）。
（3）
对原有的经典进行翻译（用东巴文译本），
（4）对原有的经典进行改变创造但用东巴文记录
（记录的是非纳西语）
（5）完全自己创作。
《五方五帝经》属于第四种情况，即用东巴文记
录了汉语，同时又对原有故事发生了改编。从中也可以认识到东巴经的创作是一个不断发
展的过程。东巴有新的祭祀需求，那么东巴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学识及东巴经固有的叙事风
格以及程式化的语言，创造出一个新的故事，书写出一本新的东巴经。因此，对现有刊布
的东巴经进行来源分析，对东巴教的性质会有全新的认识；同时对东巴经的产生时代研
究，也能逐渐明晰。
因此，
《五方五帝经》的再次发现，对于道教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东巴
经的产生与发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研究民族交流，宗教融合，共筑中华民族的共
同记忆一个重要的文献。

①
②

白庚胜、杨福泉编译：
《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萃》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 年，50 页。
白庚胜、杨福泉编译：
《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萃》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 年，5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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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丽江古城文化馆（李英老师摄）

图六：玉泉龙宫（李英老师摄）

图七：玉泉龙神祠铭拓片（李英老师摄）
附记：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了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李英老师和丽江师专的杨林军的老师帮
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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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隋唐墓志文獻詞語考釋

周祥
中國
福建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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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墓誌文獻詞語考釋
周 祥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福建 福州，350007）
摘

要：論文立足隋唐墓誌，通過考察語境、溯源語詞、分析語素和比勘文例等

訓詁方法，探索考察了“劾鼠”“磔鼠”“嵇松”“驚鸞”“弄鳥”“滅火”
“啓予”“石折”“税駕”等詞語的結構形式和意義來源，試圖為石刻文獻釋讀、
詞彙研究、漢語史研究以及語文辭書的編纂等提供一定的參考。
關鍵詞：隋唐墓誌；詞語；考釋

隋唐墓誌屬石刻文獻的大宗，體例完備，數量龐大。作為哀誄文章，套語
淵藪，遣詞典雅，文風凝重。受墓誌文體、用典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墓誌文獻多
見未釋詞語，而詞語訓釋是研究詞彙和研讀文獻的前提和基礎。
下面通過分析和研究墓誌文獻，考釋了“劾鼠”“磔鼠”“嵇松”“驚鸞”
“弄鳥”“滅火”“啓予”“石折”“税駕”等十九則未釋詞語，皆不見於《漢
語大詞典》（以下簡稱《大詞典》）《辭源》《漢語典故大辭典》《歷代典故辭典》
《中國典故大辭典》
《中文大辭典》等現行各大語文辭書，且未見相關研究論及。

一、“劾鼠”“磔鼠”
（1）唐咸亨二年（671）《馮承素墓誌》：“年方劾鼠，先標應務之姿；
歲甫埋蛇，即著推恩之迹。”（《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
從墓誌行文特点和引文語境看，“劾鼠”與“埋蛇”對文同義，皆稱年齡。
“埋蛇”典自漢劉向《新序·雜事一》，“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
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向者吾見之，
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
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
信其仁也。”“埋蛇”乃動賓結構，《大詞典》收之，釋為“為善行仁愛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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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其為孫叔敖年幼事，故可指稱人年幼，如上引例（1）。“劾鼠”在結構和
意義上皆同“埋蛇”，而其結構形式和意義來源為何？
劾，《説文·力部》：“劾，法有罪也。”本義審理判決有罪者。“劾鼠”，
即“審理判決老鼠”，典源《史記·酷吏列傳》，“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
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
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並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
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劾鼠”截取文中“劾鼠掠治”，事發其年少時，
故可指人年少。
墓誌中又有“磔鼠”一詞。
（2）武周天授二年（691）《董務忠墓誌》：“少以磔鼠爰書，遂以金科
在慮。隨器而處，超授評事之官，在職累年，咸歎其美。”（《彙編續集》1第
316 頁）
（3）武周萬歲通天元年《成循墓誌》：“再任司刑評事，職遵中典，理尚
平反。懸探磔鼠之奇，坐察焚豭之偽。”（《北圖》18-0882）
“磔鼠”亦典自《史記·酷吏列傳》，“並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顔
師古注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故知“磔鼠”其義與斷案有
關，再結合引例（1）（2）中墓主皆任評事官職掌決斷疑獄事，亦可證。
結構形式上，“磔鼠”乃構詞語素上擇取典籍中“鼠”和“磔”而成。磔，
本義指古代祭祀時分裂牲畜肢體。《禮記·月令》：“九門磔攘。”孫希旦集解：
“磔，磔裂牲體也……磔牲以祭國門之神，欲其攘除凶災，禦止疫鬼，勿使復入
也。”引申有斬殺義。“磔鼠”，即斬殺老鼠，動賓結構，稱譽執法官吏治獄嚴
厲練達。後世文獻用之，清·況周頤《續眉廬叢話》：“或咀其肉以雪恨，若劉
邕之嗜痂；或數其罪而甘心，若張湯之磔鼠。”

二、“嵇松”

1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簡稱《彙編續集》，下同。
2 《北京圖書館藏曆代石刻拓本彙編》簡稱《北圖》，下同。《北圖》18-088 表示《北京圖書館藏曆代石
刻拓本彙編》第 18 冊 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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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石刻多見“嵇松”一詞。用如：
（1）唐麟德元年（664）《段賾妻藺氏墓誌》：“祖凝，齊豫州刺史。父
光，隋襲蔭文成王府記室參軍事。並崇墉桀立，神機特秀。風揺袁扇，質勁嵇
松。”（《北圖》14-118）
（2）唐咸亨二年（671）《張節墓誌》：“潛圖積善，剋誕隣幾。嵇松磊
落，趙梓芳菲。臨池盡妙，聚雪窮微。辭榮桂屺，養素蓬扉。”（《北圖》15-143）
（3）唐上元二年（675）《許行本墓誌》：“君辯縱髫辰，風清丱日。道
光地義，孝極天經。黃陂內湛，嵇松孤秀。蔑彫蟲之小技，懷補袞之良□。”（《北
圖》16-008）
（4）唐載初元年（689）《陳平墓誌》：“君稟氣溫柔，承芳蘭菊，聳嵇
松而拂景，湛黃水以浮天。”（《北圖》17-115）
（5）武周萬歲通天元年（696）《契苾明墓碑》：“特勤垂裕，摶風振翼。
孔席申歡，嵇松比直。智水游泳，仁山止息。討本尋源，斯摽岐嶷。”（《北
圖》21-006）
“嵇松”，墓誌文獻習用。經考，“嵇松”之“嵇”當指魏晉時期“竹林
七賢”之一嵇康。據《晉書·嵇康列傳》
，“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
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
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
《莊》
。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
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
著《養生論》。”
可見嵇康崇尚老莊，自然風流。南朝·宋·劉義慶《世説新語·容止》載之：
“嵇康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髙而徐
引。山濤稱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嵇松”即裁化於此，取“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中語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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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松”而成，稱人氣質孤高，特立獨行。
或作“嵇幹”：
（6）唐儀鳳三年（678）《董力墓誌》：“風神迥秀，金秋逸思於雁天；
霞志遠疏，花春蕩情於鷪節。黃陂萬頃，嵇幹千尋。磊砢淩於歲寒，淼漫涵於上
善。”（《北圖》16-073）
（7）武周天授二年（691）《張君妻田氏墓誌》：“父什善，鄜州三川縣
令，廊廟其姿，瑚璉其質，冰㓗其清，玉潤其白。豈止臨淮朱季，吏敬其威；蜀
郡張堪，人歌其恵。固可擬儀嵇幹，準的黃陂。鳴絃素翟之馴，製錦朱鸞之儛。”
（《北圖》17-151）
或作“嵇樹”：
（10）武周神功元年（697）《張素墓誌》：“黃陂萬頃，無能測其濁清。
嵇樹千尋，直用觀其森聳。”（《北圖》18-118）
或作“嵇枝”：
（11）唐垂拱元年（685）《譚德墓誌》：“公凝棻桂薄，髫年表對月之竒；
襲藹蘭庭，勁質羽含風之幹。清峯罩景，架千丈於嵇枝；翰苑披霞，縟九光於潘
錦。”“器宇端詳，神襟朗俊。性壑煙逺，情峯天峻。逈罩嵇枝，孤標□仞。三
□韞業，九臯流韻。”（《北圖》17-022）
“嵇幹”“嵇樹”“嵇枝”皆源自《世説新語》
，結構上乃用相關語素或同
義語素“幹”“樹”“枝”代替“松”而成。

三、“驚鸞”
《大詞典》收“驚鸞”，釋義：形容舞姿輕盈美妙。引用書證為：清·紀昀
《游覽》詩之十七：“桃花馬上舞驚鸞，趙女身輕萬目看。”唐代墓誌中“驚鸞”
頻現，茲列數例：
（1）唐永徽六年（655）《皇甫松齡墓誌》：“惟君篤名義，重交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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迺人師，言成世範。六文垂露，銀鈎落以驚鸞；四始淩雲，玉藻飛而迴鳳。”（《彙
編續集》第 78-79 頁）
（2）唐乾封二年（667）《靖千年妻李氏墓誌》:“仁經自遠，禮輿斯邈。
藏耳懸河之伎，發自神聰；吐鳳驚鸞之奇，非資染學。”（《彙編》第 471 頁）
（3）唐咸亨三年（672）《李子如及妻韓氏墓誌》：“惟君黃池育彩，紫
萼浮華，偃八桂以騰芬，艶九芝而混色。文光玉藻，翻夢鶠於詞條；字落銀鈎，
集驚鸞於翰苑。”（《彙編》第 560 頁）
（4）唐上元三年（676）《陳則及妻韓氏墓誌》：“加以苞匭多才，筌蹄
庶藝，臨池盡妙，從逸態於驚鸞；體物含章，絢彫文於吐鳳。”（《彙編續集》
第 227 頁）
（5）武周長安三年（703）《張則及妻王氏墓誌》：“盛德絕倫，雄才冠
代，筆同垂露，翰動驚鸞。鄉黨擅其風聲，閭閈標其麗藻。”（《彙編續集》第
403 頁）
引文例（1）-（5）“驚鸞”，皆不合《大詞典》釋義。結合文獻語境，尤
其是例（1）
（3）
（4）
（5）
，其中“銀鈎”“垂露”“臨池”等均用指稱他人書法。
故“驚鸞”乃用以形容書法筆勢洒脱，飄逸得如同驚飛的鸞鳥。查考典籍，“驚
鸞”有此用義，則出自《晉書·索靖傳》，“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飄若
驚鸞。”
“驚鸞”後世文獻有用，蘇軾《九月十五日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史
官燕》：“酒酣複拜千金賜，一紙驚鸞回鳳字。蒼顔白髮便生光，袖有驪珠三十
四。”
驚飛的鸞鳥飄逸輕盈，故“驚鸞”又可用於喻人舞姿輕盈美妙，《大詞典》
收該義，書證為清代。查檢典籍，“驚鸞” 喻人舞姿輕盈美妙早見於：南北朝·
徐陵《玉台新詠序》：“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與姮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
掾之香；飛燕長裙，宜結陳王之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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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弄鳥”
（1）武周萬歲通天貳年（697）《王君妻薛氏墓誌》：“山巖豹隱，江浦魚
沉，匡夫正色，教子推心。驅蚊養重，弄鳥歡深。不姻仰德，娣姒承音。”（《北
圖》18-094）
（2）武周長安三年（703）
《賈楚及妻金氏墓誌》
：“加人一等，俯及三年，
不以冠蓋為榮，唯將孝養為務，庭中弄鳥，冰下求魚。板輿之樂未終，扇匣之悲
遄及。”（《彙編》3第 1007-1008 頁）
（2）唐神龍二年（706）《孟孝敏妻陸氏墓誌》：“黃金不眄兮資淑哲，白
璧見辭兮推義烈，惸惸弄鳥兮誰復悅？愴愴初鷄兮禮焉設？泣玉崩心兮治以絕，
勒石旌芳兮期不滅。”（《北圖》20-031）
（4）唐開元三年（715）《盧調及妻王氏墓誌》：“斯蓋良有以也。情愉弄
鳥，斂鵬翼於私門；志悅承顔，隱休名於聖□。”（
《北圖》21-043）
“弄鳥”常見，墓誌文獻用如孝親承顔，盡心孝養父母。查考典籍，“弄
鳥”之結構形式及詞義皆來自春秋楚國孝子老萊子，《初學記》卷十七引《孝子
傳》曰：“老萊子至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著五彩褊襴衣，弄雛鳥於親側。”
《藝文類聚》卷二十引《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娱，
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僕，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
《大詞典》收“綵衣娱親”“綵衣戲舞”“綵衣”，釋義“孝養父母”。
《歷代典故辭典》收“彩衣娱親”，兼收“斑采舞”“ 斑衣”等 29 個典形。而
“弄鳥”皆未收錄，當據墓誌文獻予以補充。

五、“滅火”
（1）北齊武平元年（570）《劉雙仁墓誌》：“軄唯侍衛，任切扶持。獨

3 《唐代墓誌彙編》簡稱《彙編》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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噉白馬之名，功高冠鶡之侣。除殷州高邑縣令。治均滅火，政等鳴琴。暴虎出奔，
灾蝗不入。”（《北圖》8-7）
（2）隋大業十一年（615）《明雲騰墓誌》：“弱冠釋褐，拜文林郎，加
上郡三川縣正。褰惟蒞職，境內咸蘇。仁可攘災，德能滅火。春秋有卌，君乃卒
矣。”（《北圖》10-118）
（3）唐咸亨元年（670）《樂達及妻吴氏墓誌》：“銜珠雄略，被霧清猷，
誕靈時彥，允迪前脩。士元才美，子奇譽休，江陵滅火，巫岫雲收。”（《彙編》
第515頁）
（4）唐垂拱三年（687）《賈守義墓誌》：“公自出身事主，束髪從官，
位列銅章，榮班墨綬，瞻星不殆，朞月而成，屏詐銷姦，移風滅火。”（《彙編》
第 752-753 頁）
（5）唐景雲元年（710）《李智墓誌》：“公一臨之，再三其德，疾苦斯
問，盜賊息肩。蝗蟲畏之而不飛，烏獸愛之而不犯。躍魚之操，匪直萊蕪之郊；
滅火之能，寧謝江陵之郡。”（《彙編》第 1117-1118 頁）
上引墓誌文例中“滅火”謂“施行德政”。典自《後漢書·劉昆傳》
，“詔
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
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滅
火”省自“反風滅火”。
典籍文獻或直用“反風滅火”，如：
（7）北齊·顔之推《顔氏家訓·勉學》：“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
我能治民，不知誠己刑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為鳳之術也。”
（8）隋開皇十六年（596）《元伏和及妻穆氏墓誌》：“除太山郡守。反
風滅火，五袴兩岐，境有避役之牛，車逢夾軒之鹿。”（《《隋代彙考》》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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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唐開元十八年（730）《劉庭訓墓誌》：“氣稟山嶽，體惟純粹，劍
斷一蛇，門傳兩驥。百萬充擲，五丈聳轡，返風滅火，幕天席地。”（《彙編》
第1369-1370頁）

六、“啓予”
（1）唐長壽二年（693）《劉僧及妻趙氏墓誌》：“哀哀聖善，永錫難老，
享福未終，啓予何早。”（《彙編續集》第 3254 頁）
（2）唐天寶元年（742）《趙巨源及妻楊氏墓誌》：“福祐冥資，由是制
加朝散大夫，洎秩滿言歸，第如衡泌，豈意曦駕西迫，閲川東逝，奄發啓予之歎，
俄觀屬纊之禮。”（《彙編》第1535-1536頁）
《大詞典》收“啓予”，釋義為“謂對自己有所啟發”。引書證《隸釋·
漢山陽太守祝睦後碑》：“所謂守忠啟予，其去也善，蓋彰功表勛，所以煥往煇
來。”該“啓予”顯然與石刻語境不符，二者僅書寫形式相同。
石刻中“啓予”簡省自《論語》“啟予足，啟予手”。《論語·泰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朱熹集注：“曾子平日，以為
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後“啟予足，啟予手”
用於指人善終的代稱。“啓予”義同此。
典籍或作“啟手”：
（3）《晉書·王祥傳》：“吾年八十有五，啟手何恨。”
（4）《南史·褚賁傳》：“賁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願啟
手歸全，必在舊隴。’”
（5）宋·蘇轍《祭亡兄端明文》：“上燥下寒，氣不能支，啟手無言，時惟
我思。”
或作“啟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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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隋大業九年（613）《豆盧實墓誌》：“致茲兼善及，啓足歸全，始
終若一。”（《北圖》10-084）
（7）唐貞觀二年（628）《楊敏墓誌》：“豈謂夢發兩楹，疾□二暨。與
獸冥味，啓足歸終。以大唐貞觀二年六月十九日卒於洛州第舍。”（《北圖》11-012）
或作“啟手啟足”：
（8）總章三年（669）《張玉山墓誌》：“加以蘭膏月下，賦詩酒而娱情；
花樹池臺，肅清歌而自得。豈期遘疾弗救，夢奠遄臻，啓足啓手，珠沉玉碎。四
月廿六日卒於私第，春秋卌有九。”（《彙編》第501-502頁）
或作“啟手足”：
（9）唐大和七年（833）《杜行方及妻鄭氏墓誌》：“以大和七年秋七月
十二日啟手足于上都昇平里之私第，享齡六十。”（《彙編》第 2140-2141 頁）
（10）唐大中十一年（857）《陳立行墓誌》：“自束髮至啟手足，言絶
浮僞，行無玷缺。”（《北圖》32-140）
或作“開手足”：
（11）隋大業七年（611）《劉則墓誌》：“泰山其頹，爰開手足。以六
年九月六日從駕幸江都宮，汎舟入滎陽界。遂搆氣疾。有司奏聞，敕遣良醫韓永
等，申命療治，不復能救。其月廿二日薨於□儀縣治。”（《北圖》10-048）

七、“石折”
（1）北周庾信《柳霞墓誌銘》：“智士石折，賢人墾隕。”
（2）唐永徽六年（655）《夏侯絢墓誌》：“不有英姿，孰先懷叛。遽驚石
折，俄緾蕙歎。”（《彙編續集》第80-81頁）
（3）唐儀鳳二年（677）
《趙臣墓誌》：
“豈謂朝景易流，夜月難駐，災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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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釁結山頹。粤以儀鳳二年九月一日，終于景行里之第，春秋五十有二。”
（《彙
編》第631-632頁）
（4）武周天授二年（691）
《高玄墓誌》：
“既千載難追，百年易盡，俄悲石
折，奄見山頹。以天授元年十月廿六日遘疾，終於神都合宮之私第，春秋四十有
九。”《彙編續集》第 317 頁
（5）唐貞元三年（787）
《田侁墓誌》：
“方將匡讚臺階，剋隆元老。何期智
士石折，賢人星殞，積善無徵，奄然辭位。貞元三年七月七日告終于江都縣贊賢
坊之私第，春秋五十有一。”（《彙編》第1846頁）
“石折”，婉稱人去世，各大語文辭書皆未見收錄。“石折”典自《後漢
書·任文公傳》，“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
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
智無雙。’
李賢注“蜀武擔石折”云：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
《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顔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
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于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塚，蓋地數畝，高七丈。
其石俗今名為石筍。”

八、“税駕”
（1）北魏神龜三年（520）《元暉墓誌》：“福善終昧，輔仁誰測？税駕
何遽，長鑣已息。”（《鴛鴦七誌齋藏石》49 頁）
（2）唐貞觀十五年（641）《李道素墓誌》：“豈逸足未馳，頓籥雲於促
路；盛年税駕，落愛日於曾泉。以貞觀十三年九月廿六日遘疾卒於桂州之官舍。”
（《北圖》11-098）
（3）唐顯慶五年（660）《許行師墓誌》：“豈謂屏星臨職，俄增税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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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天板龍徵，奄□司命之務。”（《北圖》13-179）
（4）武周聖曆二年（699）《崔玄藉墓誌》：“天子有命，未遂於懸車；
神道何寃，忽悲於税駕。春秋七十有九。聖曆元年歲次戊戌三月辛酉朔十四日甲
戌薨於通遠坊之私第。”（《北圖》18-140）
（5）唐大中十三年（859）《李燁妻鄭珍墓誌》：“税駕幽室，永閟營魂。”
（《北圖》32-171）
税，通“捝”，通常作“脫”。“税駕”，猶解駕停車。謂休息或歸宿。
《史記·李斯列傳》：“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税駕也。”司馬貞索隱：“税駕，
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正泊在何處也。”
石刻用此謂“長眠于地下”，比喻去世。可補充《大詞典》“税駕”義項。
解駕停車，當是喪車停在墓地，婉稱人去世。石刻文獻常用“柳車”做為
喪車，《禮記集說》卷一百七：“棺飾，君龍帷者，諸侯也。帷，栁車邊障也。”
或做“柳駕”。
或作“息駕”：
（1）唐龍朔三年（663）《楊思訥墓誌》：“遽切摧梁，指玄廬以息駕。”
（《全唐文補遺》7-268）
（2）唐永淳元年（682）《李元軌墓誌》：“從班越井，息駕周墟。方裨
鸞化，忽載龍車。未極百年，俄從萬化。”（《彙編》第690-691頁）
（3）唐長安三年（703）《王貞及妻秦氏墓誌》：“與仁非驗，福善遂騫。
税軫蒿裏，息駕悲泉。楊吟曉吹，松昏暝煙。勒銘金石，芳名永傳。”（《彙編》
第1003頁）
《大詞典》收“息駕”，列二義項：一為停車休息。二借指栖隱。從石刻
文獻看，“息駕”指人去世。
或作“停駕”：
（9）唐總章二年（669）《曹德及妻淳于氏墓誌》：“方餌浮杯，欻焉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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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春秋七十五，去貞觀廿三年三月十二日終於私第。”（《彙編》第504頁）
（10）唐總章元年（668）《張願墓誌》：“故得時留□客，乍速遠朋，言
論沖虚，足以娱老，冀横琴泛調，酌神昶於春朝；忽停駕申悲，奄魂銷於夜隙。
春秋七十八，總章元年三月廿九日，終於敦厚坊私第。”（《彙編》第486頁）
總之，釋解墓誌文獻未釋詞，可掃除研讀石刻文獻的部分障礙，提供漢語詞
彙研究的相關資料，亦可補苴各大語文辭書未收詞條和義項等，為文史領域相關
學科研究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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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古籍出版社。
何九盈 王 甯 董錕 2015 《辭源》，北京：商務印書館。
胡 戟 榮新江 2012 《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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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鄘風：牆有茨〉說疑

朱歧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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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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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簡》（一）〈鄘風：牆有茨〉說疑
朱歧祥
東海大學中文系
一
2019 年出版的《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簡稱安大簡）（一）1，收錄《詩
經》六國國風：〈周南〉、〈召南〉、〈秦〉、〈侯〉（相當毛詩的魏風）、〈甬〉
（鄘）、〈魏〉
（其中的〈葛履〉為毛詩的魏風，餘九篇為唐風）。每一國風詩篇
次序基本和現存文獻毛詩的篇章順序相同，大部分甚至連逐字逐句的順讀都是
一致的。只是竹簡本大量使用借字或調整部件偏旁來取代文獻毛詩本的字。字
的筆調存有楚簡書風，但亦有個別文字混淆不一、部件矛盾不可解、文詞刻意
調整的特別現象。安大簡（一）嚴格言並非一個好的《詩經》讀本。以上是粗
略核對竹簡本內容的主觀體認。安大簡抄手無疑是有機會看過現今的毛詩本或
其祖本，才會留下這份內容相互密切的竹簡本。
以下，僅就其中〈鄘風〉的〈牆有茨〉一篇章節來談談我的讀後。安大簡
鄘風的「鄘」字寫作「甬」，共 13 支簡，簡下編號由 84 至 99。簡本的〈牆有
茨〉寫在〈柏舟〉和〈君子偕老〉二章之間，順序和文獻毛詩本全同，前後用
一粗黑墨丁區隔。
二
文獻毛詩本的〈牆有茨〉，共分三章如下：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而安大簡本詩篇首作〈牆又（有）

2

〉，簡本原釋文也分三章如下：

「 （牆）又（有） （螏） （ ），不可欶（束）也。 （中）
（冓）之言，不可 （讀）也。[所可]
（讀）也，言之辱也。」
「 （牆）又（有） （螏） ，不可
言，不可 也。所可 也，言之長也。」
「

（牆）又（有）

（螏） ，不可

1

（攘）也。

（中）

（冓）之

（埽）也。

（中）

（冓）之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
（一）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得寬、徐在國主
編，中西書局出版，2019 年 8 月。
2
據《安大簡》128 頁釋文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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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猷（醜）。」
這裡先是重點舉例談談文獻和簡文二者用字遣詞的差異。
(一)、文獻毛詩本的「茨」，安大簡本改作「
」和「
」。茨，是有刺的植
物名。〈毛傳〉：「茨，蒺藜也。」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相臺本藜作蔾。今
3
上有蒺蔾之草可証。」《爾雅‧釋草》
：
「茨，蒺藜。」郭注：
「布地蔓生，細葉，
4
子有三角，刺人。」 同時，在《爾雅》同書的〈釋蟲〉篇中另見「蒺蔾」一詞，
作蟲名，郭注：
「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
《玉篇》亦作「螏 」
。對應的
看安大簡本將「茨」字寫作从虫从 的「
」和「
」，用詞與《爾雅‧釋
蟲》和《玉篇》相同。簡本寫手利用同音叚借，將一屬植物名、一屬蟲名的二詞
串連起來理解，似已應掌握《爾雅》書中此同詞異名的知識。安大簡此詩首句的
「牆又（有）
」，如解讀為植物義，自是以同音假借的方法來過渡；如解讀
5
為蟲名，像安徽大學程燕女士近作的〈《牆有茨》新解〉一文 ，提出原詩本就當
作簡文本的从虫从 。程文復徵引《廣雅》的「蝍蛆，吳公也」，推言螏 就是
蜈蚣。如此，現今文獻毛詩本的「茨」字，無疑就是後人的急讀而誤判和誤書所
改動的了。然而，如程燕女士的新解要能成立，首先要釐清兩個問題：第一、詩
在「牆有茨」之後接言的「不可埽（即掃）」
、
「不可襄（意即攘除）」
、
「不可束（綑
縛）」的連續句意，當如何合理說明白？一般常識，蜈蚣是夜行生物，畏光怕熱，
習性在低窪草叢或陰濕狹窄的洞穴細縫中出沒，自然不會長期而固定的攀爬停留
或暴露在牆上。如此，詩人怎能或需要在牆壁上掃除蜈蚣？何況「掃」字一般是
針對固體物品而言，勉強講將蜈蚣掃掉也罷了，但已然掃清之後如何又需接言「除」
或「不除」？而在除滅之後又如何再需要束綑死去或已無踪影的蜈蚣呢？詩文理
解至此就更沒有任何意義了。因此，由詩句的上下文意看，訓讀茨為蟲甚或是蜈
蚣，明顯都是有困難的。蜈蚣習性不會停留在垂直的牆壁上，亦不可能對牆本身
有任何損毀。但相反的，傳統解讀茨為多刺的蒺藜，這類植物擅攀生在牆壁上，
6
一旦拔除會破壞牆上泥土 ；或有認為這種多刺的植物，覆蓋在牆上有防盜或護牆
7
的功能 。無論是站在正面或負面的理解，茨作為植物對於牆本身言是有一定的意
義。相對於詩興體下段的「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而言，茨在於牆此一空間是強
調負面的作用。詩言牆上攀附生長的茨草不可打掃、不可拔除、不可綑束，在語
意上是有順序，復且合情合理的。第二、詩三百主要是西周迄東周流通在民間和
8
殿堂的歌謠 ，作為教科書是在春秋以降孔子整理後才成為魯國通行的本子。及至
9
目前流傳的毛詩本都作「茨」，1977 年安徽出土的阜陽西漢簡《詩經》本亦單言

3
4
5
6
7
8
9

參《十三經注疏˙詩經》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勘 669 頁。宏業書局。
據余培林《詩經正詁》88 頁注釋轉引。三民書局。2005 年 2 月修訂二版。
參程燕〈〈牆有茨〉新解〉，
《安徽大學學報》2018 年第三期。
〈毛傳〉：
「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
參程俊英《詩經注析》125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參屈萬里《詩經釋義》敘論三、詩經內容。華岡叢書。1974 年 10 月。
參程燕《詩經異文輯考》80 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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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穧」 ，即《韓詩》作「薺」
。
「茨」
、
「薺」同字，古音同屬從母脂部，字意理解
一脈相承。無論如何，都是指植物名。一直到後來釋詩的《爾雅》，才將茨字明
確的解釋作蒺藜，東漢鄭玄箋注亦承此意，但都理解為植物的異名。整體言，詩
是由原文的茨字而解讀為蒺藜意。如何會在周以迄秦漢正常版本之間，詩由草名
忽然出現一個簡本改作蟲名的道理？而我們又憑什麼單據此一「戰國簡牘」就可
上推《詩經》最早原文就是蟲名的蜈蚣呢？因此，這一新解確有創意，但恐仍未
為的論。
以上由字意分析、詩的上下相承文意和詩發生的流變看，都不足以說明此一
詩篇牆上停留的原先會是蜈蚣或蟲名。而安大簡中的「
」，無疑是一種後來
書手所組合的用語，至於是否視同原「茨」字的同音叚借，就不好說明了。但如
由常態的語言演變看，
〈牆有茨〉一詩理論上是先作「茨」字，再經釋詞作蒺藜，
復才會借為螏 、
的用例。但早在毛詩時都只有作「茨」，戰國抄手如何會
將單純入樂唱吟的歌謠中的歌詞單字，更動為複詞，就很難解釋了。
(二)、文獻毛詩本的「中冓」
，安大簡本改作「中 」
。冓，有交會的意思。
《玉篇》
11
引《詩》作「 」
，增从宀。 《說文》
：
「冓，交積材也。」胡承珙《毛詩後箋》
：
12
「室必交積材以為蓋屋。中冓者，謂室中。」 屈萬里先生《詩經釋義》
：
「冓、構
13
義略同，構謂蓋屋也。」 對比《詩》中从冓字的常態用法，都有交錯、接觸意。
如：覯，有見也、遭遇的意思。例：
〈召南‧草蟲〉
：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
〈邶‧
柏舟〉
：
「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
〈豳‧伐柯〉
：
「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
〈大雅‧
公劉〉
：
「迺陟南岡，乃覯于京」
。媾，有婚媾意。例：
〈曹‧侯〉
：
「彼其之子，不
遂其媾」。構，有交亂、遘遇意。例：〈小雅‧青蠅〉：「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小雅‧四月〉
：
「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因此，
「冓」
、
「 」字用為建築房屋的
14
交積木材，是可以理解的。
「中冓」
，意指「冓中」
，傳統解作「宮中」 、
「室中」
15
等建築物之內的意思。細審《詩經》習見的「中某」用法，絕多都可讀作「某
中」。例：
1.〈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中谷」，即「谷中」。
2.〈周南‧兔置〉：「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肅肅兔罝，施于中林」。
「中逵」、「中林」，即「逵中」、「林中」。

10
11
12
13
14

15

參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3 引文。
參《安大簡》128 頁注○
3 。
據余培林《詩經正詁》88 頁注○
3 。
參屈萬里《詩經釋義》35 頁注○
據〈毛傳〉
：「中冓，內冓也。」鄭玄箋：「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 之
語。」
3 。
參屈萬里《詩經釋義》35 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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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邶風‧終風〉：「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中心」，即「心中」。
4.〈邶風‧谷風〉：「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中心」，即「心中」。
5.〈邶風‧式微〉：「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中露」，即「露中」。
6.〈邶風‧二子乘舟〉：「顧言思子，中心養養」。
「中心」，即「心中」。
7.〈鄘風‧柏舟〉：「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中河」，即「河中」。
8. 〈小雅‧正月〉：「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中林」，即「林中」。
9.〈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中原」，即「原中」。
10.〈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中田」，即「田中」。
11.〈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中國」，即「國中」，意指京師，為諸夏之根本。
12.〈大雅‧桑柔〉：「哀恫中國，具贅卒荒」、「瞻彼中林，甡甡其鹿」。
「中國」、「中林」，即「國中」、「林中」。
由以上大量「中某」例，都須移位讀為「某中」，可作為北方文學《詩經》的常
態用詞來看待。從而互証，毛詩〈牆有茨〉篇的「中冓之言」，自當理解為「冓
中之言」的讀法。冓字又从宀，指的是宮中之室的「室中」意思，亦即現代人所
言的閨房。相對的，安大簡在這詩寫作「
之言」
，自然也應該理解為「
之言」才對。簡文原釋文注釋引用黃天樹先生〈殷墟甲骨文所見夜間時稱考〉一
16
文 ，指出「黃天樹認為（甲骨文）
「中 」可能指夜半。
「中 」即「中夜」
。」
並由聲音相通的現象，認為「冓（見紐侯部）聲字與彔（來紐屋部）聲字古音相
16

文見《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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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中冓」
「中遘」
「中㝤」即「中

」
。
「

」是本字，
「冓」
「遘」
「㝤」皆借字。」

17

然而，見紐、來紐，一屬牙音清，一屬邊音濁；侯部、屋部，一作*ug、一作*ɔk，
元音和韻尾亦有差別。聲母和韻母如能混同亦只能屬特例。至於甲骨文的「中 」
是否必視為時間詞，仍無確証。黃天樹先生大文的結論也只言「可能」
。相反的，
甲骨文「中彔」有明顯用為地名例，與「東彔」同版，彼此可理解作選貞〈合集
28124〉。審視黃文引用「中 」之例，亦只見殘辭一條：
〈合集 14103〉 隹 中

？二日 。（典賓）

然這條殘辭實不足以証明「中 」必屬「夜間的時稱」
。而黃文另引的一條「
字的合文例，見於干支「乙巳」之後：
〈合集 20964〉癸卯卜貞：旬？四月。乙巳

」

雨。（ 小字）

上引二辭一見於典賓，一見於 組小字，明顯斷代書體並非同時，卜辭文例亦不
相同，
「 」和「中 」不見得一定是同詞。況且，殷商甲文距離春秋時期的鄘
風詩篇超過一千年，殷人活動地域在河南洹水之濱，而楚簡的出土卻遠在南方長
江流域。彼此時、地、人都差距甚大，
「中 」
、「中冓」二語言是否有關連，恐
仍是一待考的問題。
再由詩「中冓之言，不可讀也」這一句句型來談。這種「某某之某」用句，
普遍見於《詩經》
。其中前者的「某某」一詞，一般都是名詞。有用為地名，如：
〈召南．殷其雷〉：「南山之陽」
〈鄭．東門之墠〉：「東門之墠」
〈陳．宛丘〉：「宛丘之下」
〈唐．采苓〉：「首陽之顛」
〈衛．碩人〉：「東宮之妹」
有用為動植物名，如：
〈召南．羔羊〉：「羔羊之皮」
〈曹．蜉游〉：「蜉游之羽」
〈豳．東山〉：「果臝之實」
〈唐．椒聊〉：「椒聊之實」
〈衛．芄蘭〉：「芄蘭之葉」

17

3 。
見《安大簡》128 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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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為人名的專稱或泛指，如：
〈大雅．思齊〉：「文王之母」
〈召南．何彼禯矣〉：「平王之孫」
〈衛．碩人〉：「衛侯之妻」
〈邶．靜女〉：「美人之貽」
〈鄭．將仲子〉：「諸兄之言」
〈召南．采蘩〉：「公侯之事」
但是，絕無一例是用作抽象的語詞，如時間詞。因此，理解毛詩原作「中冓之言」
的「中冓」
，仍應視為具體實物所指的「冓中」
，意作地名泛指的「室中」用法，
18
似乎是相對合理的。 至於簡文為何刻意改動作「
」？改動的標準為何？就
無法由常態的字詞訓解的角度來說明了。
以上評估安大簡和毛詩在「茨」、「中冓」二詞用法差異的一些看法。此外，
簡本中的牆字，原釋文將右邊部件隸作𩫖，一般都理解作郭、作墉，字如何與牆
字相接；束字，原釋文隸作軟，右邊从欠；讀字，原釋文將右邊隸从士 牛三部
分，字如何通作讀？都是可以再商討的。本文就不逐一細說了。
三
詩的發生，原屬可供吟唱的作品，不但有固定的押韻，也多有固定的分段字
數。由詩的慣常用字數來看，
〈牆有茨〉的首章，毛詩本作常態的「3，3 十語尾；
4，3 十語尾」的句型。相同的句例，如：
〈摽有梅〉的「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首句習見的「某有某」例，第一個某字之前可有增置修辭語，如：
〈中谷有蓷〉的「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
，首句增「中」
字修飾「谷」。
首句後一個某字之前亦偶有增修飾語例。如：
〈野有蔓草〉的「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矣。」
，首句增「蔓」
字修飾「草」。
但詩三百中未嘗見首句「某有某」句型有出現複合名詞如「牆有螏𧔌」者。

18

《毛傳》下《釋文》
：「冓本又作遘。古侯反。《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
但《韓詩》所謂「中夜」
，是專指「中冓」的「中」而言；
「冓之言」
，則言室內男女間的親
密語言。《韓詩》的解釋，並不以為「中冓」是一指夜半的時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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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簡文用字可怪之一。
〈牆有茨〉共分三章，每章的二、四、六句句末都用一「也」
字語詞作結，予人迴蕩的音律美感。但簡本末章末句卻獨漏一「也」字，詩在吟
唱至此明顯無法拉長誦讀，自然的聲音美蕩然無存。此簡文用字可怪之二。全詩
分三章，每章六句，形式複疊而語意因承相扣。這本是詩三百中習見的表達形式。
如：
1.〈周南．關雎〉的：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以上六句描述長短不一的水草，由「流之」的自由流動本性，而「采之」的遭受
主動採摘的經過，而最後「芼之」的將水菜擇取的結果。三組六句句意一脈相承
而下。
2.〈周南．芣苡〉的：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以上六句描述採摘芣苡的流程，由「采之」的採摘，過渡至「掇之」的拾取，到
最後「袺之」的用衣服盛載。三組六句句意前後相銜接。
3.〈召南．摽有梅〉的：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求我庶士，迨其謂兮」
以上六句描述冀盼庶士來迎娶的經過。首言「吉兮」是挑選吉日良辰來提親，次
言「今兮」是女方焦急的要現今就好來，到末言「謂之」是當下馬上說一聲就好
了。三組六句率真的表達女方渴望出嫁的心情，句組意思相連，一句比一句深入。
由《詩經》這種章節之間的連貫寫法，再審視〈牆有茨〉一詩前段興體和後
段白描的敘述，在章節間同樣具有前後因承的特徵。詩的三章前段，依序是：
「牆有茨，不可埽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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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有茨，不可束也。」
以上是毛詩本前段三組六句的內容。牆上攀生有植物的蒺藜，會毀損牆壁。由不
可隨意的「掃開」而「拔除」而「綑束」乾淨，三組句意連貫而下，滴水相生。
可是，安大簡本卻將文獻本的第三章和第一章位置互易，詩的順序遂成為「不可
束也」
、
「不可𤕦（攘）也」
、
「不可𠴵（埽）也」的奇怪排列。品味三句的內容，
既已稱先將植物或蟲綑縛，又如何會再言攘除？既已說攘除了，又如何需要言打
掃、清掃呢？簡文一字之更易，前後詩意變得顛倒錯亂不堪，無法合理的順讀上
下文。
接著看詩的後段，文獻毛詩分三章六句，依序是：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
「中冓之言，不可詳也。」
「中冓之言，不可讀也。」
以上三組六句談的是閨中男女不足為外人道的私語。
「道」
，可以說的事，指說其
19
大概；「詳」，是詳盡的說明；「讀」，抽也 ，是逐字逐句的抽取檢視其細。詩意
由「道」而「詳」而「讀」
，敘述閨中密語由大概而廣而深，情感一層勝於一層，
前後文從字順。但簡文卻又將前後二句組用字互易，無論是「中冓」（房中）或
「中 」
（夜半）之言，遂成為「不可讀」
、
「不可諹（揚）」
（《韓詩》亦作張揚的
揚）
、
「不可道」的順序，語意轉而為由細密說起，而泛言作終，剛好與文献本相
反，但在情感累層疊出的描述上就不好舒發說清了。
這種前後文句相互調換一個字例，看似稀疏平常，但卻嚴重的影響上下文的
文意推演。此一現象過去在清華大學藏竹簡中亦曾發現。我在〈「植璧秉珪」抑
20
或是「秉璧植珪」一評估清華簡用字，兼釋禦字本形〉一文 ，評論《清華簡》
（一）
〈金縢〉篇中將今本〈金縢〉篇的一句「植璧秉珪」改寫作「秉璧植珪」
，
顯見竹簡寫手並不明白上古璧和珪二玉器的功能，植置於示前的是璧、秉持在手
中的是珪，二者用法本各不相同。由於寫手的誤書，讓周人祭天祭祖的儀式變得
錯置不可解。一字之差，版本的優劣真偽立判。同樣的，〈牆有茨〉一詩的安大
簡本顛倒了第一和第三章，顛倒原因不詳，但結果卻是讓詩意前後互易，順讀的
理解矛盾。此簡文用字可怪之三。以上三點，由句型和句與句的文意因承關係看，
安大簡的內容顯然是不好解釋的。
四
由以上字、詞、句型和章節文意因承的互較，足證〈牆有茨〉一詩的文献毛
19
20

參《毛傳》
：「讀，抽也。」鄭箋：「抽，猶出也。」
文見拙搞《釋古疑今—甲骨文、金文、陶文、簡文存疑論叢》第十章。里仁書局，201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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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本是一好的本子，而安大簡本的改「茨」為「𧎿䖿」
、改「中冓」為「中

」
，

改易第一和第三章詩篇的位置，都是不正常而可以商榷的更動。安大簡抄寫的國
風，整體順序和詩句是與漢代以降的毛詩本相當，但在謄錄個別詩句時卻有意的
調整上述若干的字、詞、句，原因為何？目前無法稽考。至於這個晚出的所謂戰
國楚簡本是否牽涉到真偽的問題？相關討論就只能留待高明了。只是，參考過去
瀏覽出土簡牘的經驗，舉凡可靠的地下發掘，往往對於嚴謹的學術研究或歷史真
相，都有正面的、積極的貢獻。例如馬王堆帛書《老子》的發現，讓我們得知秦
漢以前《老子》的祖本一度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郭店簡《老子》甲、乙、丙
三本的出土，又讓我們明白《老子》道經和德經在戰國以前有不作二分的古本，
而「仁」「義」等儒家德目並非《老子》原有強烈排斥的對象。但反觀來歷不明
的一些簡牘，不管模倣再像，基本內容都是依樣葫蘆的謄錄現有文献為底稿，刻
意增刪改動個別字詞，前後句或前後章節互易穿插，但都沒有提供明顯優越於文
獻本的變動價值。就單純校勘對比而言，只是多了一份拙劣的抄本。學界在過濾
這些新發現時，除了客觀仰賴科技儀器的探測數據外，無疑仍需要一貫的高度戒
慎警覺，和多一份存疑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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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上博簡和魏碑中的“敕”字異體
——古今文字合證一例
中國美術學院漢字文化研究所 段凱
摘要：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二冊《從政》乙篇中有一疑難字寫作“
此形又見於北魏《郭定興墓誌》。上博簡整理者認為“

”乃“

”，

”之省聲字，

所從“力”旁乃“加”之省寫，此釋諸家皆無異辭。本文結合出土文獻中的通假
材料與學界最新研究成果，從“敕”字異體“勅”應從“力”聲出發，認為“

”

當分析為從“言”
“力”聲，為“敕”之異體形聲字，亦是表示“告誡”義之“敕”
的專字。在簡文和碑文中“
關鍵詞：上博簡 魏碑

”正用為“敕”。

敕 異體字

一
上博楚簡第二冊《從政（乙篇）》簡 1—2 有段簡文如下：
掩戒先

則自

， （ 顯 ） 懽（ 勸 ）信 則

（ 僞 ）不 章

（ 彰 ）。
簡文中的 字圖版作 形，整理者分析為從“言”從“力”，隸為“ ”，認
為“‘

’之省，讀為‘嘉’。”1整理者此說研究者似無太多異議，如近

’即‘

出《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校注》、
《上博楚簡儒學文獻校理》等書均從整理者釋“嘉”
之說。2
今按，此字構形簡單，確實為一從“言”從“力”之字，整理者將 ( )隸
定為“

”沒有問題，但解釋為“

”之省體則不可信。“

文》，但見於古文字和後世字書。《包山楚簡》簡 7 中“
3

為“賀”，可信。 又，
《集韻•麻韻》
“嘉小韻”下“

”字雖未見於《說

”字作

，整理者讀

，誣也。”
《說文•力部》：
“加，

 本文为 2020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
〈古文四声韵〉注释及疑难字考释》
（项目
号：20NDQN253YB）
、2019 年上海市教委科创重大项目《古陶文编》
（项目号：2019‐01‐07‐00‐05‐
E00048）中期成果。
1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34 頁。
2 俞紹宏：
《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校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第 128 頁；侯乃峰：
《上博楚簡儒
學文獻校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154 頁。
3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
《包山楚簡》
，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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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相增加也。从力从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改“增”為“譄”，云：
“譄，各
本作增，今正。增者，益也，義不與此同。‘譄’下曰‘加也’，‘誣’下曰‘加
1

也’，此云‘語相譄加也’，知譄、誣、加三字同義矣。” 若此，則“
之增形異體字，是一個從“言”
“加”聲之字。
“

”乃“加”

”從“加”聲，而“加”則為

從“力”從“口”的會意字，若將《從政（乙篇）》之“

”視作“

”字省體，

則整個字的聲符遭到了破壞，這種現象是極為罕見的。2據此，我們認為“ ”應
該是一個從“言”“力”聲之字，即“敕”、“勅”之異體，也即典籍中表示“誡
敕”、“告誡”義之“敕”的異體形聲字。

二
《說文》有“敕”無“勅”
，典籍中“敕”、“勅”、“勑”、“飭”諸字音義俱
近，頗有糾葛。
《說文•攴部》：
“敕，誡也。臿地曰敕。从攴，束聲。”段玉裁《說
文解字注》於“束聲”下刪“聲”字，並云：
“‘敕，誡也’。
《言部》曰：
‘誡，敕
也。’二字互訓。
《小雅》毛《傳》曰：
‘敕、固也。’此謂‘敕’即‘飭’之假借。
飭，致堅也。後人用‘勑’爲‘敕’。
《力部》：
‘勑，勞也。洛代切。’又或從力作
‘勅’。
”3段注此條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段玉裁於“束聲”下刪“聲”字，云“各
本有‘聲’字，誤，今刪。攴而收束之，二義皆於此會意，非束聲也。”上古音
“束”為書母屋部字，中古則為書母燭韻；而“敕”字上古為透母職部字，中古
則為徹母職韻。
“束”、
“敕”上古聲母雖同為舌音，但韻部距離頗遠，
“束”實難
充當“敕”的聲符。所以，段玉裁認為“敕”為會意字的觀點是正確的。4二，段
1 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700 頁。
2 包山簡中有幾個從言從嘉的“ ”字作 （簡 140）
、 （簡 161）形，李家浩先生（
《談包山楚簡“歸
鄧人之金”一案及其相關問題》
，
《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
，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 155‐156 頁）釋為“ ”字異體，
“ ”字所從“嘉”形省口，似乎屬於聲符破壞的例子。但
“加”和“嘉”原本就是來源不同的兩個字，甲骨文中“嘉”字作 （
《合集》36840）形，本來就不從
口；在三晉和楚文字中存在從口與不從口兩種形體，作 （上博六《用曰》簡 11）
、 （
《侯馬》
156:10）
、 （
《侯馬》200:3）
、
（清華一《皇門》簡 2）
、 （清華一《保訓》簡 7）
，趙平安先生
（
《釋清華簡〈命訓〉中的“耕”字》
，
《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
，2015 年第 3 期）指出：
“
‘嘉’可能是稼的本字。家，歌部見母字，稼，魚部見母字，兩聲字可以通假。
”似可信。《說文》云
“嘉”字“从壴，加聲”
，由古文字可知“嘉”原本從“力”，
“口”形乃後起綴加的部件，起到變形音化
的作用。
3 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
，第 124 頁。
4 清代說文學家朱駿聲和苗夔（丁福保：
《說文解字詁林》
，中華書局，2014 年，第 3653‐3654 頁）亦認
為“敕”不從“束”聲。如，
《說文通訓定聲》
“敕”字條云：
“敕，誡也。從攴、束聲。按，從攴從束會
意”
；
《說文聲訂》則云：
“夔按，束非聲。束在《詩•墻有茨》與讀、辱韻，
《白駒》與谷、玉韻，
《白華》
與獨韻；
《楚茨》‘既匡既敕’
，敕與祀、食、式、稷、極、億韻。知敕不得以束為聲也。當是從攴、束會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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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釋了“敕”、
“飭”、
“勅”、
“勑”幾字的關係，大致可信。但稍可指出的是典
籍中用為“敕”之“勑”實為“勅”字俗體，並非《說文•力部》訓“勞也”之
“勑”。《周易•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釋文》：“勑，恥力反。此俗字也。”
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亦云：“‘敕’或從‘力’作‘勅’。草書‘勅’、‘勑’相
似，遂以‘勑’為‘勅’，漢碑已然矣。
《爾雅•釋詁》：
‘敕，勞也。’蓋本作‘勑’，
因誤認為‘勅’，又轉寫作‘敕’耳。”1所以，典籍中用為“敕”之“勑”實為“勅”
字隸變俗體，並非《說文•力部》訓“勞也”之“勑”。
古書中“敕”、
“飭”常通用，除段注所舉之例外，
《漢書•禮樂志》：
“無音飭。”
顏師古注：
“飭，讀與敕字同，謂整也。”
《釋名•釋書契》：
“敕，飭也。使自警飭，
不敢廢慢也。”畢沅《疏證》：
“敕、飭音義同。
”而“勅”、
“敕”之間的關係更為
密切，《廣韻•職韻》以“勅”為“敕”字異體，《集韻•職韻》以“勅”為“敕”
字古文。據此可知，
“敕”、
“勅”互為異體，與“飭”通用，在表示“整飭”、
“修
治”義時，“敕”、“勅”、“飭”是一組同源詞。
“敕”、
“勅”、
“飭”字均見於古文字。其中“敕”字作
4315.1）、

（秦公簋，
《集成》

（陳純釜，
《集成》10371）形；
“勅”和“飭”則分別作 （勅

丁鼎，
《集成》2346）、

∕

作

（上博二《容成氏》簡 28）形。以上諸字，勅

作丁鼎中的“勅”用為人名，沒有實際的詞彙學意義，暫不論。秦公簋相關文句
為“邁（萬）民是勅”，即“是敕萬民”，銘文中的“敕”用其本字，乃整飭、整
治之義。《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景公文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
三”篇“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清華簡第七冊《越公其事》簡 53“王乃
（敕）民”，簡 59“民乃

2

（敕）齊”， 均可參照。陳純釜的相關文句則為“命

左關師 敕成左關之釜”，何琳儀、黃德寬先生均將“敕”解釋為“正也”，3亦當
是整飭、整治義。而《容成氏》簡 28 相關文句為“天下之民居奠（定），乃飭飤
（食）”，簡文中的“飭”字整理者認為“左半從食，右半不清”，進而隸定為“
4

”。

何琳儀先生則認為“其右上較為模糊，右下則明確從力”，從而將此字釋為“飭”，

1 丁福保：
《說文解字詁林》
，第 13408 頁。
2 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
》
，中西書局，2017 年，第 141 頁。
3 何琳儀：
《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
，中華書局，1998 年，第 55 頁；黃德寬主編：
《古文字譜
系疏證》
，商務印書館，2007 年，第 121 頁。
4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
》，第 2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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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為整治。1陳劍先生在何琳儀先生所釋基礎上進一步指出：
“諦審圖版，此字上
端正當竹簡開裂處，右半上端筆畫應與下部鏈接，就是‘力’形。
‘

’應即‘飭’

2

字異體，亦見於馬王堆漢墓遣策，用為‘飾’。
” 兩釋均正確可從。以上為古文字
材料中“敕”、
“勅”、
“飭”的例子，除了“勅”字用作人名，其餘兩字均用做本
字。此外，戰國楚簡中還數見“力”或“力”聲字讀為“飭”或“敕”、
“勅”的
例子。
郭店簡《緇衣》簡 1：
“……則民

〈咸〉 而型（刑）不屯。”上博簡《緇

衣》簡 1：
“……則民咸扐而型（刑）不𪞿。”馮勝君先生指出“

”、
“扐”應該

分析為從“力”得聲，而讀為“飭”。3再，上博簡《仲弓》簡 11+13“
（施）而

之”一句，
“

（緩）

”之“ ”陳劍先生讀為“遜”，4而“ ”馮勝

君先生則讀為“飭”。5將兩位先生的釋讀合觀“

”即“遜飭”。又，新出清華

簡第九冊《治政之道》簡 25“古（故）唯（雖）徸（動）亓（其）眾庶， 糼亓
（其）兵 （甲），以戎力 （強）而取之，則 （必）不夂（終）亓（其）身。”
簡文中的“ 糼”整理者讀為“攝飭”，認為“‘攝’與‘飭’同義”，均為整飭、
修治之義。6“

”、
“扐”、
“糼”均從“力”聲，此為“力”聲字和“飭”相通假

的例子。此外，楚簡中還有“力”字直接讀為“飭”字的用例。上博簡《內豊》
簡 8：
“冠不力，行不頌，不

立，不庶語”，筆者曾指出簡文“力”讀為“飭”、

“敕”、
“勅”均可，為“整治”
、“整理”之義。7
《說文》云“飭”從“食”聲，從上舉數例“力”和“力”聲字與“飭”字
相通假的情況來看，情況已經很明朗了，即“飭”不僅從“食（或飤）”聲，8其
所從“力”也可以作為聲符，也就是說“飭”其實是個雙聲字。前文已經說明古
書中“飭”、
“敕”、
“勅”三字互通無別，由此可見“勅”所從之“力”亦當為聲

1 何琳儀：
《第二批滬簡選釋》
，
《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第 453
頁。
2 陳劍：
《上博楚簡〈容成氏〉與古史傳說》
，《戰國竹書論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67 頁注
①。
3 馮勝君：
《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
，綫裝書局，2007 年，第 74‐75 頁。
4 陳劍：
《上博竹書〈仲弓〉篇新編釋文》，
《戰國竹書論集》
，第 108 頁。
5 馮勝君：
《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
，第 75 頁。
6 黃德寬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
》
，中西書局，2019 年，第 139 頁。此條用例為魏宜輝先生賜
告，謹致謝忱。
7 段凱：
《上博簡〈內禮〉
“父母有疾”句重詁》
，待刊。魏宜輝先生（
《讀上博楚簡（四）札記》
，簡帛研
究網，2005 年 3 月 10 日）最早將簡文中的“力”讀作“飭”
，可參看。
8 裘錫圭先生（
《文字學概要（修訂本）
》
，商務印書館，2013 年，第 155 頁）曾指出：
“
‘飭’應該分析為
從‘力’
‘飤’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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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張富海先生便指出“敕”為會意字，而“《廣韻•職韻》所收‘敕’字異體‘勅’，
則是把意符‘攴’替換為聲符‘力’而成的形聲字”。1此說通達可信。既然“勅”、
“飭”均從“力”聲，出土古文字材料中又不乏“力”聲字和“敕”、
“勅”、
“飭”
字相通假的用例，本文所討論《從政（乙篇）》之“

”直接讀為“敕”或“勅”

都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從文字學角度考慮，我們進一步認為“

”應該就是“敕”、

“勅”之異體。
前文所舉郭店簡《緇衣》篇讀為“飭”之“

”字，張富海先生認為“（

）

事實上可以看做‘敕’的異體，即是把‘敕’的意符‘束’替換為音符‘力’而
改造成的形聲字。”2郭店簡之“ ”上博簡則作“扐（與《說文•手部》‘《易》筮再
扐而後卦’的‘扐’可能為同形字）”
，古文字中從手與從攴作為意符之時常可互作，

筆者《上博簡〈內禮〉“父母有疾”句重詁》一文曾有相關舉證，此不贅述。所
以，楚文字中的“ ”和“扐”事實上可以看做是異體字，若此則“扐”亦可以
看作將“‘敕’的意符‘束’替換為音符‘力’而改造成的形聲字”。此外，古文
字中還見有從言從敕的“
為“

”字。新見晉公盤中“

”字作 形，此字所在銘文

（乂）爾家，宗婦楚邦”。吳鎮烽先生將“

”括注為“敕”，認為“從

言敕聲，應是“敕”的異體”。“敕”為整飭、治理義，與“

（乂）”為同義連

3

“敕”字除了有“整飭”義，還有“告誡”義，
“
用。 此釋允洽可信。
當是表“告誡”義的“敕”字本字。
“
“力”又可互通，則“

”字從言，

”、
“

”均從“言”表意，而聲符“敕”、

”應有條件視作“

”之替換聲符異體字。並且，楚簡

中既然已經存在將意符“束”替換為聲符“力”的“敕”字異體“
自然也可以視作表示“告誡”義的“敕”字異體。4此為“

”，則“

”

”和“敕”形、音上

1 張富海：
《
“敕”字補說》
，
《先秦兩漢訛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2018 年 7 月。
2 張富海：
《
“敕”字補說》
。
3 吳鎮烽：
《晉公盤與晉公銘文 對讀》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4 年 6 月 22 日。
4 舊藏大克鼎有句銘文作“誎辥（乂）王家”
，與上文所引新見晉公盤“
（乂）爾家”無論是句式還
是所表示的意思都極近。大克鼎“誎”字作 形，郭沫若、于省吾等先生將“誎”讀為“敕”
。現明晰
“敕”不從“束”聲，則將“誎”讀為“敕”的意見不可取。但聯繫晉公盤銘文，
“誎”
、
“ ”的關係顯
然密切。張富海先生（
《
“敕”字補說》
）便提出“西周金文的‘誎’字與《說文》中的‘誎’字是結構不
同的同形字（分別是會意字和形聲字）
，兩者並非假借關係。作為‘敕’字異體的‘誎’從言從束，會以
言語約束之義，其造字本義當為告誡義，與‘敕’的造字本義有所不同。
”張富海先生將“誎”分析為從
言從束的會意字，是表示“告誡義”的“敕”字異體，若此，
“誎”
、
“

”雖然均從“言”表意，且均為

“告誡義”之“敕”字異體，但兩字的構字理據和方法有所不同，
“誎”為會意字，而“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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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繫，在簡文詞義上亦可進一步明確兩字的異體關係。
“

”字所在簡文為“掩戒先

則自

，顯

懽（勸）信則僞不彰”，兩

句字數相同，前句“掩”和後句“顯”為反義對文，已有學者指出兩句簡文為對
文關係，當可信。1簡文第一句“掩戒先
出“自

則自

”晦澀難懂，近來吳祺先生提

”可讀為“自欺詒∕紿”，認為簡文“自欺詒∕紿”與下句“ （僞）

不章（彰）”為反義對文關係，
“‘欺’
‘詒’均為欺騙之義，二者同義連文”。2新
出清華簡第七冊《越公其事》簡 38“䛀背
可為證。將“

巳”，整理者讀“

巳”為“欺詒”，

”讀為“欺詒∕紿”證據充分，應可信從。簡文“先

最令人費解，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釋，對照下句“勸信”，可知“先
示貶義的一組詞。雖然“先

”二字尚未有確釋，但不影響“顯

既然簡文“掩”和“顯”相反相對，則“掩戒”和“顯
繹簡文“戒”可以讀為“誡”，而“

”二字

”當是表

”二字的釋讀。

”亦當為相反對文。細

”則為“告誡”義的“敕”字異體，在簡文

中可用其本義。
典籍中“誡”、“敕”可以互訓。《說文•言部》：“誡，敕也。”《史記•魯周公
世家》
“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勿敢言。”即用此義。而“敕”字，
《說文》：
“敕，誡也。”《玉篇•攴部》：“敕，誡也。”《文選•顏延之〈拜陵廟作〉》：“敕躬
慙積素。”張銑注：
“敕，誡也。”
《史記•樂書》
“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
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便用此義。簡文“掩誡”
大意應為掩蓋、遮蔽告誡、敕誡，“顯敕”則反之，為公開、顯露告誡、敕誡，
兩者正相反對文。
據此，綜合形音義三個層面，將《從政（乙篇）》的“
應該是合理的，更有意思的是以“

”視作“敕”字異體

”為“敕”的用法或習慣還保留在後世文字

中。

三
2001 年洛陽出土了一方北魏正光三年（公元 522 年）《郭定興墓誌》，其中
其一句話作：
“溫良謹

，德順民心。”3碑文中的

字，
《洛陽新獲墓誌續編》僅

1 吳祺：
《戰國竹書訓詁方法探論》
，第 345 頁，華東師範大學 2019 年博士學位論文。
2 吳祺：
《戰國竹書訓詁方法探論》
，第 345 頁。
3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
《洛陽紗廠西路北魏 HM555 發掘報告》
，
《文物》2002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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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其形而無說；1《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及其修訂本直接釋寫為“勅”；2《漢
魏六朝碑刻校注》和《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釋為“勤”之俗字；3嚴輝先生釋
4

為“讓”； 《洛陽紀年墓研究》錄為“□”，蓋以缺字或未識字處理。
今按，此字構形簡單明了，從字形來看

5

字左旁從“ ”，右旁從力，“ ”

即“言”之缺筆俗寫，這種寫法的“言”旁在漢隸以及碑刻異體字中習見，如張
家山漢簡“誣”作
誌》
“說”作
“

”即“

（簡 665），北魏《元鑒墓誌》
“諸”字作

，唐《尼金氏柩銘》
“託”作

，隋《爾朱敞墓

，所從“言”形均可相參。所以，

“讓”均誤，視作前字“謹”之偏旁類化
”字。前引諸家釋“勤”、

失之簡單，亦顯證據不足。《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將此字直接釋為“勅”，
所給結論可能是從文義以及類似文句對讀而來，於字形分析以及文字學角度仍未
達一間。碑文“ ”與上博簡《從政（乙篇）
》之“

”顯然是為一字，是“敕”

之異體形聲字。
後世碑刻文獻用字來源於古文字的情況並不少見，熟悉楚文字的人都知道楚
簡中常用“

”為“禍”，如上博五《三德》簡 13“凡若是者，不有大

必大恥”；

上博六《用曰》簡 9“ 不降自天，亦不出自地，唯心自惻（賊）”，簡文中的“ ”
均用為“禍”。白於藍師《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冎字聲系”的“

與禍 ” 條

便 收 錄 了 多 達 21 條 用 例 。6而 在 北 朝 至 隋 的 石 刻 墓 誌 中 亦 偶 見 用“
為“禍”的例子，如北齊《狄湛墓誌》
“深識逆順之機，悟知
僧妙法師碑》“昊天不弔，殃
年，舉為郡功曹。何圖

”

福之理”；北周《張

暴集，春秋卌有八”；隋《崔玉墓誌》“周建德六

鍾，春秋六十有二而卒”，碑文中“禍”亦寫作“

”。

詳參鄒虎先生《隋代石刻俗字考釋六則》
“ ”字條，7此不贅述。以上均為古文
字和後世俗字互相呼應之例，本文所討論之“
“

”亦為一例。

”本為“敕”字異體，在碑文中用為“敕”、
“勑”或“飭”。
“謹

”即

“謹敕”、“謹勑”、“謹飭”，此為古代習語，屬於同詞異構，常用來形容為人謹

1 喬棟等編著：
《洛陽新獲墓誌續編》
，科學出版社，2008 年，第 311 頁。
2 羅新、葉煒：
《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
，中華書局，2005 年，第 95 頁；羅新、葉煒：
《新出魏晉南
北朝墓誌疏證（修訂本）
》
，中華書局，2016 年，第 91 頁。
3 毛遠明：
《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五冊，綫裝書局，2008 年，第 152 頁；又見氏著《漢魏六朝碑刻異體
字典》
，中華書局，2014 年，718 頁。
4 嚴輝：
《北魏永寧寺建築師郭安興事蹟的發現及相關問題》
，
《中原文物》2004 年第 5 期。
5 謝虎軍、張劍編著：
《洛陽紀年墓研究》，大象出版社，2013 年，第 106 頁。
6 白於藍：
《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467 頁。
7 鄒虎：
《隋代石刻俗字考釋六則》
，
《中國語文》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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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自飭。
《漢書•王莽傳上》：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
節操愈謙。
《漢書•佞倖傳》：其人謹敕，無所虧損。
《魏書•崔挺傳》：自中書學生為秘書中散，在內謹敕，為高祖所知。
《南齊書•虞悰傳》：悰少而謹敕，有至性。
《後漢書•馬援傳》：效伯高不得，獨為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
類鶩者也。
《晉書•劉超傳》：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
《南史•程靈洗傳》：文季臨事謹飭，御下嚴整。
魏晉至唐墓誌中亦多有其例。
《北周盧蘭墓誌》：節義恭儉，勞謙謹勑。
《唐故清河崔府君夫人范陽盧氏合祔墓誌》：始□家以孝友謹飭，推
美於搢紳間。
《大唐故安王墓誌銘》：幼而敏悟，長而謹飭。
現將上博簡《從政（乙）》和魏碑中的“

”釋為“敕”字異體，在文句中

皆通達無礙，古今文字互相呼應的同時也進一步證實了本文關於“

”字的分析

與考釋。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Variant of “Chi（敕）”in Bamboo Slips of Shanghai
Museum and Wei Dynasty Inscription
——An Interpretation on both OC and MOC charac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Writing Culture, China Academy of Art
Duan kai

Abstract: There is a knotty character written as “

” in the second version of Cong

Zheng in Bamboo slips of Shanghai Museum and Guo Dingxing’s Epitaph in North Wei
dynasty. The bamboo slips’ trimmer considers that “ ” is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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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 which “li(力)” is a part of “jia(加)”, and most academics agree with this view.

With the latest research of interchangeable words, we believe that “yan(言)” and
“li(力)” are pictograph and phonological symbol of “

” respectively , which is the

pictophonetic variant of “chi(敕)”, and used as the meaning of warning and admonition
specially. “

” in bamboo slips and inscription is read as “chi(敕)”.

Key words: Bamboo Slips of Shanghai Museum
var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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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圖說藝術石器上的
寫實漢字

高惠芬
中國
中國岩畫學會
國際史前原史科學聯盟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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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石器上祭祖的寫實漢字及其影響

中國

高惠芬

引言：十九世紀初，布勒等法國早期考古學家就考證了中國史前有一個巨
大的石器工業，同時還發出一個東方預言：就是在中國石器工業的土地上將來
必定會出現令世界矚目的重大發現。時至今日，筆者相信併發現了：史前中國
確實有一個巨大的藝術石器加工工業，只是這個藝術石器加工工業不是加工生
產勞動工具的，而是生產祭祖的寫實漢字與祭祀祖先禮器的，祭祖的寫實漢字
是現代漢字的詞源字根，而且這樣的祭祖語言文字與內容是走向世界的。
筆者的這一發現算不算是令世界矚目的其中一個重大發現呢，請大家來評
判。

關鍵字：藝術石器

寫實漢字

祭祖礼器

詞源字根

影响世界

一、觀點與材料
筆者認為：現代漢字的前身是具體形象的寫實漢字，它首先打制在彩色石
頭上，是石文，呈雕塑語言文字形態。敲鑿在山體上是岩畫，呈繪畫語言文字
形態，這兩種藝術語言文字形態是最早的發表性的語言文字形態，它們表意、
表音清晰，基本屬於漢語言文字體系，中心發祥地在中國寧夏—內蒙古地區。
它產生的初衷主要是教化初民，祭頌人類文明祖先的。而後又把這種對原始人
類的文明掃盲教育推行到世界很多地方。
作者觀點有以下材料支撐——
法國早期考古學家德日進、布勒他們對中國寧夏-內蒙古一帶進行了多次考
古，結論寫在《中國的舊石器時代》1一書裏，在這部譯書裏，布勒他們指出：
亞洲特別是寧夏-內蒙古一帶有不計其數的藝術石器，這些藝術石器源源不斷地
流向歐洲等地，這些石器在人類的起源與擴散心智等方面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而且關於人類的任何迷題，都可以在這些石器上找到答案。
中國歷史上也把女媧煉石2的作用提高到補天的高度。據筆者調查，中國的
寧夏、內蒙古、新疆、廣西等地的確有無數的藝術石器存在，所以女媧煉石是
[法]布勒、步日耶、桑志華、德日進著，1928 年出版。李英華、邢路達譯：《中國的舊石器時代》，科
學出版社 2013 年 6 月第一版《前言》部分。
1

《淮南子·覽冥篇》，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五色石包括白、綠、碧、赤、黃五種顏色。本文援引的
文獻出處，基本來自百度搜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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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史，而且女媧她們最先在寧夏—內蒙古這一帶煉石的，因為這裏有最好的煉
石材料，也有最適宜先民生存的生產生活資料。世界上筆者看到的藝術石器的
類型在寧夏—內蒙古這一帶的藝術石器上都能找到，所以這裏應該是祭祀文明，
漢字文明產生的中心源地。
正是中國境內這麼多形形色色的石器存在，才使得筆者發現了上面的寫實
漢字及漢語語法文本。值得探討的是這些石器的產地至今仍然是少數民族居住
自治的地方，但藝術石器的語言卻屬於漢語系。不僅如此，筆者又比較了歐洲
藝術石器和埃及藝術石器，它們的藝術石器也同華夏的藝術石器一樣，顯出同
宗同源的漢語系特點來。看來岩畫、藝術石器上的寫實文字才是史前人類都能
識別並溝通的一種國際語言，它是現代漢語的前身。
寧夏—內蒙古一帶的岩畫較其他地區的岩畫突出的是人面像俱多，亮點是
有很多的太陽神與手印岩畫。通過它們可以看出，幾千年前這個地區不但重視
祭祖活動，而且信仰社會已經建立。祭祖活動與信仰社會的運作，需要語言文
字，這是寫實漢字產生的原動力。可以想像，上古時期人們能夠讀懂和創作的
語言文字只能是用石頭打制在石頭上的具象的寫實文字。
寫實的祭祖漢字很神聖，筆者注意到這些文字一直活躍在世界性的祭祀場
所裏。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寫實文字呢，讓我們看圖說話吧。內容很多，本
篇僅就祭祖的寫實漢字講幾個要點，力求給大家一個概略的印象。

二、藝術石器上的寫實漢字舉例與證明
圖 1，“頭”字3。

藝術石器上人頭的寫實漢字估計有一萬多個，加上動物頭像，好幾萬個，
故事很稠密，但可以確定一點的是：頭字是褒義詞。
原始社會末期，華夏有一個“家家為巫”的歷史階段，很多的頭兒大概是
這個時期的作品。顓頊繼帝位後，為了整治了這種多神亂政的社會亂象，進行

3

圖 1 來自民間“戈壁石大聯盟”微信群，本文圖片大都來自石友微信群，之後的圖片不再另行標注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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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場“絕地天通”4的社會變革，顓頊硬性規定只有自己與兩位法師可以上天，
絕對不允許其他人再言能上天通神了。史記記載，絕地天通之後，凡是日月能
夠照到的地方，“大小之神”5所有的頭頭都歸顓頊管轄。人們對顓頊頭兒的崇
拜可能又掀一輪頭像製作的高潮，所以歷史上留下大量的史前藝術作品頭兒。
【說文解字注】解顓頊字的本義，是專能正天之道的頭兒，從寫實文字的讚美
傾向看，顓頊絕對是對史前文明發生重大影響的一位頭兒。單看現代漢字顓頊
兩字，就是專為顓頊一人所造的專用單義詞，顓頊兩字都有頭兒作部首。另外
據《禮記》等史料記載，舜帝與西周王室都是把顓頊作為先祖來祭祀的6，祖也
是血緣順序上的頭兒，所以這些頭的文字也統屬於祭祖文字。頭作為上古歷史
中的重要內容，被傳承下來，成為現代漢字“頁”字的詞源字根。
再說，祭祀祖先要有祭祀文字與祭祀禮器，藝術石器就能滿足這兩方面的
功用，在筆者看來藝術石器上最早的寫實漢字很多就是為歌頌顓頊而產生的，
具多的石器上面刻滿了顓頊的名字。所以它又是一種信仰文字。因為顓頊有潔
淨身心，教化初民的修佛行為，所以顓頊逝世後自然地復活為佛祖，這就使得
藝術石器上的寫實漢字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祭祖頌祖的文字，一類是佛系文
化的語言文字。
先來看祭祖頌祖的文字。我說藝術石器是漢字，是從它明顯的注音傾向來
判斷的。
圖 2，藝術石器上的寫實漢字：兔、鼠、豬、象、珠（○●或水珠）柱、足
（或腳印）、擬人鼠、∩等。

詩詞網-古文典籍-觀射父論絕地天通：“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
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蒸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
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或。 正
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 是謂絕地天通。
4

5《史記·五帝本紀》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
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
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6 百度搜索《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後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
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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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鼠、豬、珠、柱、足它們韻母相同，所以上古人們用它們互相標注“祖”
字的讀音，這就是反切注音法的來源。∩字，是諧音推出的符號文字讀作“祖”。
藝術石器中，∩是上古人刻意書寫的一個字，上圖可見一斑。∩是“C 龍”的形
體來源，也應該是英語 U、C、n 字母形體的來源。它與寧夏—內蒙古-山西段巨
大的∩形黃河流域形狀相同，∩成了上古的祭祖文字，∩也象法門，常常寫在
有祭祀意義的建築物體上，∩字至今仍然在使用著。
圖 2 的兔由兔頭+∩+人面構成；鼠由鼠頭+∩+柱構成；豬由豬頭+∩+柱+足
構成；象，主要是諧形了前者的長口鼻。以此類推，圖 2 的寫實漢字，每個字
至少也有兩個及以上的同音字或形近字標注讀音或意義的。這說明上古寫實文
字中已經有了古音訓和古諧聲字系統了。

圖 3，藝術石器中很典型的一個漢語語法文本，可以證明以上的藝術石器是
祭祖的寫實漢字。7

圖 3 的 AB 兩面上下左右都有寫實文字，這是現代漢字全包圍結構的來源。
圖中的鼠、兔、珠、柱、足、足（腳）印、∩、擬人鼠等字，它們韻母都是“U”，
都發祖字的音，聲母都是舌尖音，只是發音位置聲調略有不同。這在早期的大
諧聲時代，初民是把它們當作同音字來使用的。該石器把同音字集中在一起，
就是在用“反切”注音法來正音正字的。一個祖字，至少用到了九個同音字來
注音。而且擬人化突出。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先民們慣用寫實的同音字、人
面像或人足來標注這是祭祖文字的。

三、藝術石器上寫實漢字音、形、意的表達，有這樣幾種情形：

7 百度文庫《微拍堂驚現史前漢語語法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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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象形字。鳥很具體，所以在石頭上打制出鳥形，就是鳥的象形文字。
藝術石器中有幾萬只鳥，這是顓頊時代以鳥為旗，以鳥為官名，以候鳥紀時等
社會生活的反映。傳說顓頊的出生與玄鳥有關系，所以鳥也是祭祖文字。寫實
漢字的鳥也成為現代漢字鳥的詞源字根。
（二）同音字。上圖的珠、柱、足、∩、豬就是同音字。
（三）形聲字。擬人化的兔、鼠等字就是祭祖的形聲字。聲旁 U；形旁人臉
與人足等。
（四）異體字。《山海經·海內經》載顓頊“人面豕喙”，遺傳了父親的
豬形長嘴，所以豬、象、鼠都是長口鼻。鼠、像是豬的異體字。兔是鼠的異體
字。這是按音、形、意比較接近而推演出來的祭祖文字。
推演過程大概是這樣的：《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載:“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為稷,自夏以上祀之”。這是說後稷顓頊本名叫柱，是夏以來人們重點祭祀的文
明祖先。但“祖”字的讀音、寫法以及在祭祀時如何表達呢？先民們想出了用
同音字的方法。其中有“豬”字，豬的形象的確讓現代人尷尬，但顓頊是“治
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8的實施者，所以他首先帶頭黑自己，修行自己。再聯
繫老子《道德經》的“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的自黑姿
態就好理解了。顓頊自黑稱“黑帝”，經過修德成了潔誠的“水帝”，這說明
他示範完成了從黑到白的一個涅槃過程。顓頊是教化初民的，所以他的話，他
的嘴是初民讚美的部分，這樣就由寫實文字豬的顏色、豬的長嘴9引發出來形體
相似，口鼻也長的象與鼠的寫實文字，所以鼠、像是豬的異體字。兔的讀音，
形體與鬍鬚等接近老鼠，所以兔是鼠的異體字。
（五）諧音諧形字。顓頊的顓字有而部，“而”是鬍鬚的意思，顓頊非常
在意自己的鬍鬚，這是諧形的部分，短須音似顓頊，這是諧音的部分，所以鬍
鬚也是一個祭祖的寫實文字。人們能夠注意到神像大都是有鬍鬚的。寫實文字
短須也成了“而”字的詞源字根。
（六）一詞多義。比如太陽神，太陽神是擬人化的太陽。筆者認為太陽神
的出處來自“高陽”，高陽是顓頊的諡號，先民們盛讚顓頊，就把他比喻成天
空中光亮的太陽。太陽神有多種表現手法，岩畫就不說了，藝術石器上有：鼠
（祖）+太陽光芒；鳥+太陽光芒+擬人；短須+太陽光芒等。
（七）多音多義多形字。由音變、誤讀、形似或引申義派生出來的一些字。
比如“祖”字。祖字的依次寫法應該是：○或●、柱、一或丨、豬、鼠、
象、兔、足、足印等字。
再比如“父”字。有寫實漢字斧、虎、貓等字。它們也屬於祭祖文字。它
們各自都有諧音諧形的演化過程。亞洲多個國家都有十二生肖，十二生肖大都

8 百度搜索《史記.五帝本紀》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
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
9《山海經·海內經》載顓頊“人面豕喙”，遺傳了父親的豬形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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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祖先的傳聞軼事有關，所以也是寫實的祭祖文字，動物生肖成為祖先護佑後
代子孫的吉祥字元。
藝術石器中能夠找到玄武，但是還沒有找到十全十美的龍字。龍是先民們
後來製作的一個匯意字，筆者認為龍是結合了顓頊不同側面而造的顓頊化身。
顓頊是北方天上龜蛇一體的玄武，又是水帝，所以推理下來龍是能上天入海的，
龍體是美化了的蛇形體，有龍龜頭，嘴上有龍須，鳥爪來自顓頊是鳥部落的頭
領，龍爪中或龍口中常常有一顆珠●字，標注龍是祭祖文字。
綜上，上古寫實漢字對於音、形、意處理的情形是多於現代漢語音形意處
理情形的，這不僅成為我們閱讀的難點，也是現代漢語為什麼有那麼多音形意
複雜情況的原因之一。至此，現代漢字是從遠古的寫實漢字抽象演化過來的跡
像是非常明顯的了。

四、藝術石器能解決上古歷史進程與上古語音淵源上的一些謎題。
我們再來說一下佛系文化的語言文字。《廣韻》是中國北宋年間第一部官
修的韻書。《廣韻》裏有一個“獅，犬生二子”的音韻關係，犬生獅子怎麼理
解，至今搜不到詳細解釋。但是藝術石器卻能告訴我們很多內容，能讓我們把
符合事理邏輯的故事連續講下去。
圖 4，犬頭石印。
這枚印紐是犬頭的方塊印，是四千多年
前的一塊石印。它滿手心大小，犬諧音權，
它不僅具備帝王之璽的所有要件，而且還應
該是後世帝璽王印製作的藍本。
石璽上寫滿了顓頊的名字。人工刻寫的
眼睛〇，讀柱或祖。石面有一個長鼻子，與
顓頊的異相有關。神來之筆的八一，“八”
象形鬍鬚諧音顓頊，“一”與丨，不計縱橫
都叫柱。石璽顏色為玄黃兩色，顓頊另一名
字叫“乾黃”，乾黃與玄黃在大諧聲時代應
該是同音字。這枚石印從人名、印名、顏色、
意象等方面似乎專為顓頊的“君權神授”準備的，神印是行使神權的標配，並
不需要拓印給任何人看。
有神來之筆的這枚戈壁石印璽，會不會是岩畫手印、石器手印、佛陀手印
一再表現的手印原型呢？歷史上一直有蒼黃傳國璽10等傳說，《黃帝陰符經》有
“宇宙在乎手”一說，總之，神秘的手印是史前文明要解決的一個突出問題。
這枚石印有先於佛教著作出現的佛教資訊：一，是佛教的放大光明普照一
切的無量光；〇，是圓光，是佛本體的一部分；八，是臘八佛成道；一〇八，
總起來是佛珠數目。八，還象形八字胡，佛經造像規定“釋迦如來，為須菩提”。
10 百度搜索李商隱《送從翁東川弘農尚書幕》“蒼黃傳國璽，違遠屬車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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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頭印據說在賀蘭山-陰山所轄範圍內發現，這一帶太陽神岩畫上的鬍鬚，犬頭
印上的鬍鬚，應當是世界神像蓄有鬍鬚的濫觴。
如此看來，這枚犬頭印上的確有不少“天啟”的內容，歷史上的一些說法
似乎都來自它所提供的資訊，它很可能是被顓頊玄宮密室裏的人解讀並利用了
的一枚石印，它上面的人文化內容太實用具體了！那麼這個施政重器由誰來保
管呢？當然由顓頊身邊的法師保管的，這應該就是“獅，犬生二子”說法的由
來。
筆者的這個推想是不是有點牽強呢？不！後面還有故事。

圖 5，主佛與二獅。
圖 4 犬頭印上已經有佛教資訊了，
圖 5 是標準的佛三尊造像。主佛是黑帝
水帝顓頊，用黑色水滴來諧音諧形。下
麵的兩頭獅子代表兩位法師，獅諧音師
11
。在寫實漢字中，動物擬人，人物擬物
的表現手法常見。筆者認為：顓頊就是
如來佛祖，顓頊有“修”佛的歷史，顓
頊從人祖到佛祖，源於絕地天通的事件，
神祖怎麼能死呢，所以《山海經·大荒
西經》有了顓頊復活12的記載。顓頊被復
活成為“佛祖”，繼續進行教化人類的
活動，符合內在邏輯。
佛三尊的出處也來自顓頊的“絕地
天通”，即能夠上天通神的事只有顓頊
他們主僕三人。佛三尊是此後佛造像的基本格式。圖 5 應該看作是世界上最原
滋原味的佛三尊造像了。
4 與 5 兩圖合併看，犬找到了，犬頭印就是一枚神奇的，無法複製的帝王之
璽。二子（獅）也找到了，二獅是守護權印的法師，獅諧音師。擁有這個玉璽
的主人是黑帝水帝顓頊，他居於祭祀文化的中心。
為了解釋《廣韻》裏的一個平韻字“獅，犬生二子”，竟然引出這麼一大
段故事來，足見顓頊手下的倉頡造字師們造字是嚴謹用心的，造字除了崇拜神
跡，象形諧音之外，還造“道”的文字，是一種能使“天雨粟，鬼夜哭”的文
字。今天我們來研究與認可這種文字也是有難度的。但是不得不承認，這種有
法力的寫實漢字已經在世界生根開花了。
來看獅子、犬、手印在海內外傳承的例子。
11 百度百科-獅，中國古人造“獅”字,原義不是指今天的獅子。 《廣韻》:獅,犬生二子。
12 百度搜索《山海經·大荒西經》“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及大水泉，蛇
乃化為魚，是為魚婦。顓頊死即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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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天安門前的華表，華表亦名“華表柱”，柱是顓頊的名字。華表頂端
高踞著一只石犬，犬諧音權，指犬鈕印，華表下麵是護法權的獅子。
再看法國肖維洞穴裏的壁畫，手印是用紅色來繪製的，用黑色繪製的黑水
流，有黑帝水帝的寓意在裏邊。繪製的動物有獅子等。顓頊的乾黃名字與犬頭
印上都有顏色崇拜，六色六象13理論規定了黑與紅要對應，所以對應黑帝的手印
自然是紅色的。所以，法國肖維洞穴裏的手印、獅子壁畫完全是一個東方的歷
史敘事，是對“犬生獅子”的一個傳承。
古埃及金字塔有一個著名的雕像“哈夫拉坐像”。他雙手放置在併攏的膝
蓋上，右手握拳，左手平鋪，座椅的前端拐角處有雄獅的頭，雄獅的四條腿成
為寶座的四足。拳諧音權與犬，平展的大手喻大手印，有獅子護法。這也是一
個東方的歷史敘事，用的是漢語語系寫實文字。
印度的凱拉什寺院是最大的岩石切割成的寺廟，廟的頂部有四頭獅子守護
著中間的方塊印箱，大印是君臨天下的憑藉。另外，印度佛造像普遍用手造型
向世人宣傳大手印。古印度有一個吠陀時期，吠是犬在發聲，犬位在獅子之上，
所以有了古老的吠陀經等。
印度毗鄰中國，受祭祖的寫實漢字影響很大。印度有熱那克普的千柱神廟，
神廟裏有一千多根精雕細琢的大理石柱子，這是在頌揚顓頊“柱”的名字。印
度還有專門供養老鼠的鼠廟，印度人把鼠當作神靈，滿地亂跑的老鼠只能敬奉
不能傷害，其實鼠只是祖的諧音字。印度威若帕卓寺院有一個一米大小的腳印，
這是足字，祖的同音字。毗濕奴的濕與水有關，毗濕奴的座騎是一頭公豬，印
度人還為公豬造了一座神廟，其實豬也是祖的諧音字。柱、鼠、足、豬都是前
面圖 2 介紹過的祭祖的寫實漢字，在印度，它們被隆重地傳承了。
祭祀文明、漢字文明的源頭在哪里，一目了然。所以，典型的一些藝術石
器是能解決上古歷史進程與上古語音淵源上的一些謎題的。

五、世界各地使用寫實漢字的情況舉例：
（一）、歐美地區

圖 6，石核

13 《周禮·冬官·畫繢》曰: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
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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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石器的“石核”，是象形的寫實漢字，它是在造型柱子的石頭上面，
又刻了線條等，讀作“柱·短須”，短須諧音顓頊。
頌揚顓頊的這個文字被運用到古希臘柱式建築風格上面了。

圖 7，水滴形石斧

藝術石器水滴形手斧，在歐美
叫作“阿舍利手斧”。它形狀象
水滴，諧音“水帝”。
頌揚顓頊水帝的寫實文字，
被運用到拜占庭建築風格上面去
了。
顓頊是以水的品質與德行取
信於民，影響世界的。

（二）、埃及地區
圖 8，箭鏃——金字塔、方尖碑建築風格的來源。

藝術石器箭鏃具有高的意義，所以放在了甲
骨文高字的頂部，由高又派生出雲梯的意義，寫
在了金文高的頭上。無疑，箭鏃是漢字高的詞源
字根。
顓頊的諡號是高陽，帝方勳的諡號是堯，堯
是高的意思。在先民眼裏，方勳也同顓頊一樣，
象太陽般的那麼高而放光14，所以箭鏃是頌揚顓
頊與堯帝非常高大的寫實文字。
埃及的金字塔呈箭鏃形、梯形設計，埃及最
高的方尖碑在開羅太陽城神廟遺址前。中埃兩地的高、方、梯形、太陽等意思
的吻合，不但是祭祖的寫實文字，而且也說明古代中國與古埃及的歷史敘事及
14 《史記·十二本紀·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
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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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寫實漢字是同宗同源的。箭鏃是金字塔、方尖碑建築風格的來源。

生存、生活資源並非優勢的埃及，為什麼創造了那麼璀璨的古埃及文明呢？
筆者認為埃及除了有尼羅河外，主要有非同尋常的創造史前文明的材料資源。
埃及有黑土地，有黑色沙漠，白色沙漠、黃色沙漠等；還有黑色小石頭，紅色
黃色的象形石，青色巨石等，石頭與祭祀顏色這些都是華夏先民創造史前祭祀
文明最需要的材料，所以華夏先民在那裏紮下了根，同當地的古埃及人共同創
造了璀璨的古埃及文明。
從文獻與藝術石器提供的資訊看，犬人阿努比斯他們應該是華夏的“犬夏”
部族的人，他們與顓頊有些親緣關係，他們以犬頭印的“犬”為族徽，以犬為
部落的圖騰。在顓頊、堯帝離世後，他們的後人連同其他幾個部族的人受舜帝
之托，到世界各地頌揚顓頊堯帝的如日光輝，傳播顓頊堯帝的文明教導，為的
是人類的文明和諧。這應該是絲綢之路開闢的初衷，在《史記· 五帝本紀》15中
可以找到一些根據。
在古埃及壁畫中，犬人阿努比斯是手持權杖的，代表著替舜帝行權，中心
是祭祀祖宗，維護法權。獅身人面的“斯芬克斯”高大魁梧，高踞在金字塔前，
代表著護法帝師。犬頭人與獅面人這一組對應與位置關係，讓我們看到了“犬
生獅子”的傳承，也說明這也是一個華夏祭祖的歷史敘事。
古埃及人能夠創造的燦爛文明與埃及地區的石頭資源有關，與古埃及打制
了許多石器上的寫實漢字有關，古埃及人打制的藝術石器上的寫實漢字有：鼠、
足、●、∩、柱、頭、鳥、鴨等字。例：

圖 9，古埃及藝術石器上的祭祖文字。

15 《史記· 五帝本紀》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
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後土，以揆百事，莫不時
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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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亞洲地區
創造祭祖的寫實漢字，使用祭祖的寫實漢字的佼佼者首推中國了。例子很
多，數不勝數，單說一下漢字：筆者認為現代漢字的前身不是甲骨文，而是祭
祖的寫實漢字。從眾多的寫實漢字中，筆者發現：現代漢字的注音；漢字的類
型；漢字的造字法；漢字的筆劃；偏旁、部首；結構；多音多義現象等都與祭
祖的寫實漢字有關，寫實漢字是現代漢字的詞源字根。
藝術石器上的單個字，有的演化為漢字筆劃，組成新的字。比如阿舍利手
斧充當了“點”的筆劃，石核充當了“橫豎”的筆劃，足字充當了偏旁等。甚
至它們還能充當拼音文字的筆劃。下圖是民間古玩者用一些疑似筆劃石器的石
頭拼成的佛字與六字大明咒拼音文字。不少的人喜歡用這類石頭拼接文字畫，
說明這些寫實漢字不僅美，數量多，而且組合文字的功能相當強了。

圖 10，用筆劃石器組合成的拼音文字畫。

古印度使用寫實漢字前面講過一些了，這兒只說一下須彌山。須彌山在中
國寧夏境內，但古印度婆羅門教卻把須彌山說成是佛教的中心。事實上呢？它
就是佛教的中心！這樣看來，印度婆羅門教的主創人員裏，一定有早期到印度
傳播祭祖文化的華夏先民，他們把須彌山——華夏祭祖的歷史敘事，寫到印度
婆羅門教裏了。
怎麼能證明須彌山是佛教的中心呢？先從須彌山北面的賀蘭山太陽神岩畫
說起。筆者認為：賀蘭山太陽神岩畫就是比較早期的佛祖畫像。賀蘭山太陽神
岩畫主要刻畫了它的“高陽”名字，還有鬍鬚。高陽的寫實漢字是：太陽光芒+
箭鏃，或者用：太陽光芒+梯子來表形，再用短須諧音顓頊。賀蘭山太陽神佛祖
岩畫的繪製，影響到西亞的最早的佛造像模特，來自太陽神阿波羅的這一說法。
欣喜的是，筆者的太陽神岩畫的擬人化原型是顓頊的觀點得到了 UISPP 第二十
九屆國際历史大会會議小組成員的贊同。
須彌山是以佛祖鬍鬚彌散放光命名的一座山，完全是漢語系表達，它與北
面的賀蘭山太陽神岩畫的鬍鬚，與南面甘穀大像山佛祖的鬍鬚幾乎在一條中軸
線上。須彌山是實實在在的站居在鬍鬚彌散放光山的中心。須彌山是佛教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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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是妄說。
正因為須彌山在中國寧夏，而寧夏的回族漢族使用的都是漢語言文字，所
以影響到印度乃至全世界的佛教文化裏，祭祖的寫實漢字運用的特別多，華夏
的歷史故事成分也特別多，世界上的佛教故事基本是用華夏祭祖的歷史與祭祖
的寫實漢字講述的。比如花、鳥、飛天、水滴、鬍鬚、梯子、修佛、涅槃、復
活、太陽神、大手印、高、塔、柱子、獅子、鼠、禪讓、顏色等等。
再來看泰國曼谷的大臥佛像，雕刻大師在臥佛的足部一共刻了 108 幅圖案，
臥佛寺還有近百座佛塔，高四十一米的大型佛塔就有四座，用了青白黃深藍色
的瓷磚鑲嵌。這裏的“佛”“足”“108”“高”，顏色等字樣應該都是華夏祭
祖的寫實漢字方面的內容。
寫實漢字不僅在祭祀語言環境中使用，在今天的世俗生活中也偶爾使用。
據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鳳凰資訊報導，臺灣基隆為溫家寶立銅像，銅像的溫家
寶手提一雙鞋子寓意“和諧”。一雙鞋子就是寫實漢字，意義的部分是和諧。
當然，這種表述的詞源字根也在藝術石器上。

12，對石上面的寫實漢字“合和”“和諧”。

和諧一直是顓頊、帝堯等華夏先帝追求的理想目標，天地人間要和諧，外
部環境與內心世界要和諧，萬國要“合和”。所以，藝術石器中出現了不少表
述和諧的對石，而且他們和諧的學說與行為，也成為佛學著作裏的重要內容，
並且還有之後的舜帝等人組織大批人馬，傳播顓頊與帝堯的聲名與學說。
這樣的人類祖先是值得敬仰與歌頌的，是值得人們學習與效仿的。試想，
如果沒有文明先祖們創立的表意文字與信仰文化，沒有他們作為君主意志推行
的全球性的對原始人類的文明掃盲教育，人類還要在野蠻與愚昧的路上走多
久？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先民們怎樣建神廟，怎樣修金字塔，怎樣的重金塑
佛像等等，都是不為過的，都不足以表現人們對他們的熱愛！也都不足以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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顓頊、帝堯他們對今天人類道德精神層面的特殊貢獻。在原始社會末期，顓頊、
帝堯他們創立的民本思想，禪讓思想，人人平等思想，“知其黑，守其白”的
自我修正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百姓昭明，合和萬國思想等等，都是
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今日世界仍要努力進步的一個方向。

綜上，藝術石器上的寫實漢字是確實存在的。不僅如此，藝術石器上還有
歷史，有藝術，有故事，有和諧，有祭祀文明的源頭等，有法國早期考古學家
說的，人類的一切謎題都可以在盛產石器的這塊土地上找到答案。
筆者感覺藝術石器真的是一個百科全書，上面有歷史的昨天、今天、明天，
非常需要大家來關注它，探究它，這也是古人類留給當代人類最可寶貴的精神
文化財富，也是科學前輩留給我們的研究路徑與任務。拜託大家把這個新發現、
新課題一道做下去吧，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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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石刻簡化字的使用

和豔芳
中國
湖北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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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石刻简化字的使用
和艳芳
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简化是汉字发展史中的重要现象，宋代文字处于楷字定型、汉字简
化的关键阶段，石刻是同时文献，真实性强，其中使用了很多简化字以及繁简过
渡形体，记录和保存了这一历史时期汉字简化的具体状态。研究其中简化字的使
用，可探知当时汉字简化的轨迹，对汉字发展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宋代石刻；简化字；拓本
文字的发展，字体的演进，根本动力在于简易，这是文字的实用性决定的。
文字符号的简易性和区别性是文字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体。既不能为了汉字的区别
性丧失其简易性；也不能为了简易失去其区别功能。找到适当的平衡点，才能对
汉字发展产生有益影响。
汉字简化，古已有之。现代简化字，多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历史上的简体字。
①
古文字笔画繁复，甲骨文刻于龟骨、兽骨，故笔画较细，方笔居多；金文铸在
青铜器内侧，笔道肥粗，多弯笔、团块；至篆书笔法瘦劲挺拔，直线较多，形体
匀称整齐。篆以后又简化起来，“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简化。此
后，汉字基本处于由繁趋简的趋势。魏晋至唐，简化字增多，民间使用普遍，称
“俗体字”。宋代文字处于楷字定型、汉字简化的关键阶段，且随着印刷术的发
明和广泛应用，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流行范围扩大，数
量亦增加。石刻文字真实性强，是研究断代文字的重要材料②。其中使用的简体
字，记录了宋代汉字简化的具体状态，且有大量与《简化字总表》所收简化字字
形完全相同的字形结构，值得关注。
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看，简化字的产生主要是两个层面的原因，第一是字形
层面，第二是字义层面。由字形原因造成的简化字，应观照汉字形体的演进与发
展，可从字形层面，如笔画、构件等层次分析。而如“餘-余”“樸-朴”等字，
本为两字，因词义合并而成为一字，则是字义层面的原因造成的简化字，应从字
义进行分析。兹对宋代石刻简化字的使用进行分类考察，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由字形原因造成的简化字
由字形原因造成的简化字，是汉字形体发展演变的结果，应从静态和动态两
个角度，观照汉字形体在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发展演进的状态。按其來源，可分
为源于古文字阶段和源于隶楷阶段两大类。
（一）源于古文字阶段
有的简化字，甚至比繁体字更古老，古文字阶段即繁简多种写法并存。
1.“弃”
“棄”，《甲骨文合集》（简称《合集》）8451 作 ，从 ，从子置“其”
上，其亦声。周以后，从倒子形，“其”或讹作 ，《说文》作 ，隶定作“棄”；
简化字与繁体字相对，1956 年以后全国推行汉字简化运动。简化字是官方公布的简体字，通常指《第一
批简体字表》、《简化字总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具有广泛性、固定性；而历史上字用中，将
原字形进行简化而成的字形，可称其为该字的简体，相对具有随意性、变化性。
②
本文采用宋代石刻文献材料主要有《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陕西碑石精华》《宋代墓
志辑释》《新中国出土墓志》、《三晋石刻大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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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古文字亦有简化形体，《合集》21430 作 ，郭店楚简《老子》甲本简 1
作 ；《说文》古文作 ，隶定作“弃”，此为“弃”之来源。秦汉简牍少见。
楷字“弃”，北周已见，《二圣庙碑》作 ；隋唐习见，唐《张安都墓志》作 ；
宋代承袭，《千字文序》作 ；《吕大球墓志》作 。
2.“无”
“無”，“舞”之初文，《合集》20979 作 ，像一人张开双臂，双手持牦
尾类舞具起舞；《殷周金文集成》（简称《集成》）944《作册般甗》作 ，二牦
尾类舞具变作 ；《集成》255《 钟》作 ，二牦尾类舞具讹作 ，《集成》2788
《史颂鼎》因其讹，作 ，为小篆所本①。自西周始，因其常假借为有无之无，
故于 腿部加上相背的足趾，增显其舞义，用以表本义，《集成》11860《匽侯銅
泡》作 ，此即《说文》 。“无”，源于《说文》奇字 ，收在亡部“ ”下，
隶定作“无”。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简 43·2 作 ，东汉《熹平石经》作 。
楷字“无”，石刻材料较早见于北齐，《张思文造像》作 ；隋唐流行，隋《郭
休墓志》作 ，唐《贾隐及妻墓志》作 。宋《先天太后赞》“若夫元气本无”，
“无”，《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②作“旡”，原拓作 。《说文·旡部》：“旡，
饮食气屰不得息曰旡。”于此文义不畅，当为“无”。“ ”为“无”之异体，
讹作 ，与“旡”同形而讹混。唐《李皋妻墓志》：“妃讳无生忍”“无”作 。
宋《慈林山法兴寺新修圣象记》：“应变无方”，“无”作 。
3.“礼”
礼，源于《说文》古文 ，隶定作“礼”。东汉《衡方碑》作 。楷字“礼”，
北魏已见，《元谧墓志》作 ；隋唐习见，隋《郭休墓志》作 ；《干禄字书》：
“禮礼，正多行上字。”宋代石刻多作“禮”，“礼”少见，如《张敬德墓志》
作 ；《王诚墓志》作 。
4.“灾”
古文字表灾难义有多种字形：《殷墟书契后编》2.8.18 作 ，从火， 声，
指自然发生的火灾；《合集》3982 作 ，表水灾，后加声符 ，《合集》36650
作 ，《说文》籀文演变为 ，隶定作“災”；《合集》18741 作 ，表火灾，《说
文》或体演变为 ，隶定作“灾”，此“灾”之来源；《合集》27925 作 ，表兵
灾，从戈，才声，《说文》演变为 ，隶定作“烖”。后火灾、水灾、兵灾各类
字形渐趋以火灾为主。“灾”，古文字时期已存在，秦汉沿袭，东汉《白石头神
君碑》作 。楷字“灾”，北魏已见，《元华光墓志》作 ，隋唐少见，唐《石
经五经》作 。宋代较流行，《严延爱等施财题名》作 ；《赵元佐妻冯氏墓志》
作 。
（二）源于隶楷阶段
行草书楷化③、构件的变换或省略等，是隶楷阶段汉字简化的主要途径，兹
按其简化层次分为三类：笔画的顺连、构件的简省、整体轮廓的保留。
1.笔画的顺连
某些汉字字形相同笔画的并列，使书写繁琐，行草书一笔代之，以方便快写。

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第 241 页。
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第 16 卷，清光绪元年刻本。
③
草书与草写不同。草写即指文字的潦草写法，是一种书写方式，其特点是快速、潦草、不讲求规范。草
书则是一种书体，有其相对固定、规范的写法。本文引用草书字形均源自宋代及以前书法名家，如（三国）
皇象、（晋）王羲之、王献之、（隋）智永、（唐）欧阳询、怀素等、（宋）米芾等。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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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纟”
“糹”形下部三点，笔画繁琐，草书一笔代之，李世民《晋祠铭》“纪”作
，李邕《云麾将军碑》“终”作 。“糹”草书楷化为“纟”。“纟”部楷字，
汉魏已出现少量简化字形，北魏《元洛神墓志》“纳”作 ；唐代增加，如终、
红等。宋代流行，《永定陵采石记》“绰”作 ；《燕君墓志》“绯”作 ；《王
德嵩墓志》“纪”作 ；《草堂寺诗刻》“结”作 ；《三十六峯赋》“纠”作 ；
《王德嵩墓志》“绝”作 ；《安觐妻胡氏墓志》“纳”作 ；《魏丕墓志》“绶”
作 ；《孔庙碑》“终”作 ，等。
（2）“见”
“見”形中间三横笔，书写不便，草书连为一笔，皇象《急就章》作 ，王
羲之《都下帖》作 ，楷化作“见”。楷字“见”，石刻材料较早见于南朝梁，
《乔进臣买地券》作 。“见”部楷字，汉魏至唐，未见明显简化趋势，宋代出
现了少量简化字。“规”，石刻文字较早见于宋代，《创修孚泽庙碑记》：“规
式宏奥”作 。
（3）“贝”
“貝”，草书简化方法与“見”同，皇象《急就章》作 ，楷化作“贝”。
“贝”部楷字，汉魏至唐未显示趋简倾向，宋代出现批量简化字。《创修孚泽庙
碑记》“负”作 ；“绩”，石刻文字较早见于宋代，《法门寺九子母记》：“昭
感之绩”，“绩”作 ；《颜鲁公记碑》“遗”作 ；《陈婉墓志》“则”作 ；
《灵岩诗刻》“资”作 。
（4）“页”
“頁”，草书简化方法与“見”同，皇象《急就章》“须”作 ，米芾《晋
纸帖》“顿”作 ，“頁”草书楷化作“页”。汉魏至唐，“页”部字整体未呈
现明显简化趋势，西汉《流沙坠简》使用了诸如“顿”“领”等简化形体，《居
延新简》简 E.P.T51:64 使用了“頭”字“頁”形局部简化的形体，作 ；马王
堆汉墓帛书《杂禁方》简 8“頭”作 ，至于“願”，北魏《元朗墓志》、唐《杨
莹墓志》使用“愿”①。宋代“页”部则出现较明显简化趋势，《王正叔等题名》
“题”作 ，《陈婉墓志》“順”作 。
2.构件的减省
构件的简省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以单个笔画代替形体；第二，以简单
构件代替复杂构件；第三，构件的省略。前两类是构件形体的简化，而第三类构
件的省略直接造成某些构件的消失。
（1）单个笔画替代形体
行草书常以单个笔画代替形体，这种简化方式往往会破坏字形理据，使字形
变得记号化。
①点代
“门”
“門”形无论运笔方向顺序还是笔画数量，书写过于繁琐，西汉简牍将“門”
形草率简化为一笔、两笔、三笔的情形都有。行书主要写法为上部省作一点笔，
王献之《黄门贴》作 ，楷化作“门”。汉魏至唐，“门”部字成系列出现简化
倾向，如闱、阁、闾、问、闻、闾、闲等。宋代沿袭，《普济禅院碑》“门”作
；《夫子庙碑》“门”作 ；《赵玄祐墓志》“闭”作 ；《张宏墓志》“闺”
作 ；《芜湖县学记》“闾”作 ，等。
①

臧克和：《中国文字发展史·隋唐五代文字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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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丬”
“爿”形作为偏旁，“丨”左侧形体笔画繁琐，草书以一点或两点代之，王
羲之《长风贴》“壮”作 ，李邕《云麾将军碑》“将”作 ，“爿”草书楷化
未采用 ，而采用“丬”，盖因前者过于简省，会使其与很多字同形混淆，且“爿”
本身竖笔左部有“ ”
“ ”两个形体，以两点笔代之，更为妥当。楷字构件“丬”，
北魏已见，《郭显墓志》“将”作 ；唐代流行，《李立言墓志》“牀”作 ，
《干禄字书》：“状狀，上通下正。”宋代承袭，如“将”，使用频率与繁体相
当；《赵光辅观音变相画壁跋》“状”作 ；《李勣神道碑阴记》“壮”作 。
“夹”
“夹”，会意字，从大，从二人，会左右二人搀扶中间一人之意。古今字形
均作“大”下两“人”。然两“人”形使得字形书写不便，草书以“点”代之，
并加一横笔使整体字形匀称美观，皇象《急就章》作 ，李怀林《嵇康与山巨源
绝交书》作 ，楷化作“夹”。东汉《曹全碑》作
。汉魏六朝石刻文字中，
楷字“夾”和以“夾”为构件的字，“夾”多作“夹”；唐代流行《杨清墓志》
“夹”作 ，《干禄字书》：“狭狭，上俗下正。”宋代沿袭，《王守恩墓志》
“夹”作 ；《永定陵采石记》“浃”作 ；《司马光神道碑》“陕”作 ；《张
宏墓志》“峡”作 ；《成延年墓志》“挟”作 。
“来”
“來”，行草书简化方法与“夾”同，王羲之《奉橘帖》作 ，智永《真草
千字文》作 ，楷化作“来”。西汉《居延新简》简 E.P.F22:25 作 。楷字“来”，
石刻材料较早见于魏晋时期，《石尠墓志》作 ，《郭槐柩记》作 。隋唐流行，
隋《张轲墓志》作 ，写卷 P.2965《佛说生经》：“于时远方有大贾来”，“来”
作 。宋代承袭，“來”及以“來”为构件的字，“來”多作“来”，几乎取代
了繁体写法，如《窦俨墓志》“来”作 ，《义帝新碑》“来”作 ，《杨畏妻
王氏墓志》“萊”作 。
“ ”
“ ”，构型及笔画繁难，行草书以点画代替“幺”，并增加竖笔使字形匀
称，李邕《葉有道碑》“继”作 ，构件“ ”草书楷化作“ ”。楷字构件“ ”，
石刻材料早见于魏晋，《山徽墓志》“继”作 ；隋唐亦见，隋《郑令妃墓志》
“断”作 ，唐《李修己墓志》“继”作 。宋代流行，“继”，使用频率与其
繁体相当，《张秉墓志》作 ；《宋元孙墓志》作 ；“断”，《王德嵩墓志》
作 ；《温仁朗墓志》作 。
“ ”
“ ”，笔势及笔画均过于复杂，不便快写，行草书以点笔代折画，并加中
间竖笔使字形美观，孙过庭《书谱》“萧”作 。构件“ ”草书楷化作“ ”。
楷字“渊”，石刻材料早见于六朝时期，《华岳颂》作 ；隋唐少见；宋代用例
亦不多，《高州石屏记》作 ；楷字“啸”，较早见于南朝梁，《罗浮山铭》作
；隋唐不多见，唐《刘禄墓志》作 ；宋代用例亦少，《李子从游百严题名》
“啸”作 ，该形体还未呈现明显简化趋势。
“丧”
“喪”，行草书以点画代替两“口”形，王羲之《丧乱帖》作 ，楷化作“丧”。
楷书“丧”，早见于北魏，《穆亮墓志》作 ；隋唐少见，唐《杨执一墓志》作
；宋代石刻多作“喪”，“丧”用例较少，《冯拯墓志》“丧”作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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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草书以三点画代替“冖”上部的笔画，皇象《急就章》作 、王羲
之《贤室帖》作 ，楷化作“学”。楷书“学”，石刻文字较早见于宋代，《祈
泽寺诗刻》：“万里区区学宦游”，“学”作 。
②竖代
“监”“坚”
“監”“堅”，构件“臣”书写不便，行草书以两竖笔代之。“監”，李邕
《麓山寺碑》作 ，楷化作“监”，楷字“监”，石刻材料较早见于唐代，《张
去奢墓志》作 ；隋代仅见其相似形体，《寇遵考墓志》作 ；宋代石刻亦见，
《朱勣墓志》：“初监河南寿安酒”，“监”作 。“堅”，皇象《急就章》作
，楷化作“坚”。楷字“坚”，石刻材料较早见于宋代，《高州石屏记》：“右
已载于夷坚支景中”，“坚”作 ；唐代仅见相似形体，如唐《乔进臣地券》
作 。
③横代
“爱”
构件“心”位于“愛”字中部，使整字书写上下过于紧凑，行草书以横笔代
之，大雅《集王羲之书》作 ，楷化作“爱”。楷书“爱”，石刻文字早见于北
魏，《法懃造像侧》作 ；隋唐少见，隋《萧玚墓志》作 ；宋代用例亦不多，
《和镇墓志》作 。后人据“愛”之简化形体，谓所简为“无心”，正不知“无
心”之“爱”由来已久，初不与记录情感心态的从夂旡声本字形成区别对立①，
如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简 115“爱”作 。
④折代
“讠”
“言”形作偏旁笔画繁琐，草书以一竖笔或勾笔代之，王羲之《贤室贴》
“语”
作 ；智永《真草千字文》“谈”作 ；孙过庭《书谱》“论”作 ；“言”旁可
楷化为“丨”或“ ”。行书则以“ ”代“ ”，王羲之《普觉国师碑》“诗”
作 ；李邕《李思训碑》“论”作 ，“言”草书楷化作“讠”。采用“讠”，
而未采用“丨”“ ”，盖因其过于简省，易造成同形讹混。《居延新简》简
E.P.F22:431“讫”作 。楷书“言”部字，魏晋少见，隋唐出现一些简化字，
如诗、诸、谓、语等。宋代渐流行，如“诫”“讵”“课”“诜”“诗”“试”
“谁”“谓”“诬”“诏”“诸”等。
“争”
“爭”，上部三点笔，草书以折笔代之，王献之《亮白帖》作 ，楷化作“争”。
楷字“争”，北魏已见，《元淑墓志》作 ；唐代通用，《干禄字书》：“争爭，
上通下正。”以“争”为构件的字多见简化写法。宋代沿袭，《老生殉难诗刻》
“争”作 ，《李杞墓志》“静”作 ；《天生得道经》“净”作 。
⑤勾代
“饣”
“食”，西汉简牍将形声结构“㱃”简化为会意结构的“飲”，进而草率化
使其接近于简化字形“饮”。《流沙坠简》将“餘”草书作“馀”。此外，汉魏
至唐，该部字未呈现简化趋势②。“饭”，石刻材料较早见于宋代，《吕少卫等
题名》：“会饭栾洲”，“饭”作 。

①
②

臧克和：《中国文字发展史·隋唐五代文字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27 页。
臧克和：《中国文字发展史·隋唐五代文字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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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单构件替代复杂构件
以简单构件代替复杂构件，可使构件简化。替代后的形体，可以成为新字形
的声符、义符，有时也会记号化。
①替代后作声符
“粮”
“糧”，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简 13 作 ，《说文》作 ，汉代隶书作“糧”，
亦有将声符改成“良”者，东汉《礼器碑》作
。魏晋石刻亦见，北魏《元熙
墓志》作
；唐“粮”“糧”通用，《干禄字书》：“粮糧，上通下正。”宋
《三十六峯赋》作 ；《张同之埋铭》作 。“粮”“量”“良”，均属来母阳
部；以“良”替代“糧”之声符“量”，是声符的以简代繁。
②替代后作义符
“执”
《三十六峰赋》：“请执杖履兮/以从后尘。”“执”作 。繁体“執”，
会意字，从 ，像伸出双手之人形，从 ，像手铐之形，会合拘捕之意，引申为
持、拿，掌握、控制。《广韵·缉韵》：“執，持也。”“执”字，字书有著录。
《龙龛手镜》：“执，音求，缓也。亦从木作 。执，击梅也。”此与宋碑执显
非一字，实同形异词。“執”，宋代以前石刻材料不作“执”。“執”之简化形
体“执”，乃行草书楷化的结果。“幸”，王羲之《十七帖》作 ，楷化作“扌”，
与偏旁“扌”混同，其简化形体为“执”。因“执”有持拿义，“扌”亦可看做
义符，表示词义与手部动作有关。
“辞”
“辭”，从 从辛。 ，治理义，“辛”表刑法，会合以法律治纷乱即诉讼之
义。 以“亂”之简化类推①，“辭”有简体“辞”。“亂”简化后变得记号化，
而“辭”简化作“辞”，构件“舌”可看做义符，表言语义，舌辛会意，表分争
辩讼。楷字“辞”，北魏已见，《陶浚墓志》“辞”作 ；唐代流行，《安思节
墓志》作 ；宋代承袭，《冯拯墓志》作 。
③替代后作记号
“荣”“劳”
“ ”，作为构件，笔画繁琐，行草书以“ ”形代之，欧阳询《张翰帖》
“榮”作 、《由余帖》“勞”作 。构件“ ”草书楷化作“艹”。“劳”，
楼兰汉文简纸文书已见与简化字近似的形体，如 、 。楷字“荣”“劳”，魏
晋已见，《元子永墓志》“荣”作 ，《寇慰墓志》“劳”作 ；隋唐少见；宋
代稍流行，《孝顺子寻天锡墓志》“荣”作 ，《三清阁记》“劳”作 。“榮”，
从木、从 ， 乃“ ”之初文，见西周金文，《集成》2837《大盂鼎》作 ，像
焦烛燃烧形。“ ”草书楷化为“艹”，“ ”的表声功能丧失而成为记号②。
“乱”
“ ”，“乱”之初文，见于周代金文，像两手持工具理顺乱丝，后加“乙”
旁。古隶异体繁多，左部构件变化而“乙”旁不变。汉隶作 ，楷书作“亂”。
“ ”无论是笔画数量还是构形，均繁琐难写，草书以“ ”代之，王羲之《丧乱
贴》“乱”作 ，构件“ ”草书楷化作“舌”，表义功能几乎丧失而变成记号。
楷字“乱”，魏晋已见，《鲁诠墓表》作 ；《赫连悦墓志》作 。唐代流行，
《干禄字书》：“乱亂，上俗下正。”宋代承袭，《窦俨墓志》作 ；《王守恩
①
②

参本文“乱”字。
“勞”字构形及本义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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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作 。
“属”
“屬”，最早见于战国文字，《集成》11395《八年相邦吕不韦戈》作 ，《说
文》作 ，从尾，蜀声，直接为“屬”继承，本义禽兽之交尾，引申为连结。秦
简文字古文字意味尚存，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简 195 作 ，汉简“属”渐
失去古文字意味，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232 作 ，仍可看出从尾、
蜀声。“属”，当源于秦简字形，睡虎地秦简《效律》简 53 作 ，汉简文字更
具隶意，《<流沙坠简>补遗》简 119 作 ，至东汉《薄书残碑》作 ，为楷字“属”
继承。楷字“属”，石刻材料较早见于北齐，《司马遵业墓志》作 ，唐宋流行，
《干禄字书》：“属屬，上通下正。”《广韵》：“屬，付也，足也。属，俗。”
宋代石刻“属”使用频率与繁体相当。“屬”简化为“属”，以“尸”代“尾”，
以“禹”代“蜀”，义符与声符功能减弱，而变为记号。
（3）构件的省略
行草书为简易快写，有时会省略字形中的某些构件或形体。
①“宝”
“宝”，古代字汇、韵书未载，宋代及以前行草书亦未见相近形体。关于“宝”
字，《简化字溯源》认为：“古代‘玉’写作‘王’，因此‘宝’原作‘ ’。
‘ ’，最早出现在汉代的中山王印上，
‘宝’最早出现在唐代敦煌变文写本中。”
①
邹虎以为，此观点尚待斟酌，若“ ”为“宝”初形，“ ”汉代已见，何以
汉魏至唐基本不见。
“二者并不存在意义上的字形对应关联，只是形体上的偶合。”
②
其说是。楷字“宝”，石刻文字较早见于宋代，《中峰寺殿宇记》：“智定、
智宝、智能”，“宝”作 。《宋元以来俗字谱》引宋刊本《列女传》作“ ”。
至元代石刻中大量使用，如《澄观塔记》：“三教首座宝印”，《兴庆寺碑》：
“宝峰寺”，等。
“寶”写作“宝”，既符合汉字简易原则，又能较高程度地体现字义。“寶”，
《说文·宀部》：“珍也。从宀从王从贝，缶声。”《说文》所释其义符为“宀”
“王”“贝”，声符为“缶”。古以“玉”为玉器之总称。《国语·鲁语》：“以
其宝来奔。”韦昭注:“宝，玉也。”“贝”，甲骨文金文字形象海贝形，古时
以贝壳为货币,又用作装饰，此作义符，亦取其珍贵义。作为义符“玉”“贝”
取其一即可，金文中已见省去“贝”之字形。《集成》732《番君 白鬲》作 ，
《说文》古文亦省“贝”，作 ，隶定为“寚”。“宝”则为“寚”的进一步简
省。“寶”作“宝”，声符丢失，成为以“宀”“玉”为义符的会意字。
②“厘”
“厘”，本“廛”之俗体。《龙龛手鉴·厂部》：“厘，俗，音缠，居也，
正从广。”《类篇·厂部》：“厘，澄延切，一亩半一家之居。”
“纏”有构件“廛”。行书“纏”，亦以“厘”代构件“廛”，王献之《节
过贴》作 ，李邕《李思训碑》作 ，可楷化作“ ”。“纏”，北魏已见右部
作“厘”者，如北魏《元子寿墓志》作 ；唐代习见，《夏侯眕墓志》作 ；宋
代承袭，《赵玄祐墓志》作 ；《永定陵采石记》作 。亦有作“缠”者，如北
周《夏侯纯陁造像记》作 ，成为现行简化字“缠”的来源。“廛”之俗体“厘”，
作为“纏”之构件，加点笔，盖与“釐”之俗体“厘”区别。
“釐”，从 ，里声。《殷墟文字甲编》2695 作 ，像手持物攴击“来（麦）”，
①
②

张书岩等编：《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 年，第 49 页。
邹虎：《元代石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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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示丰收之意。西周以后有许多变体，其中变“来”为“未”，且加“里”为声
符者，成为主要写法延续至隶楷。《集成》4288《师酉簋》作 ；《说文》作 ；
曹魏《封孔羡碑》作 ；东魏《萧正表墓铭》作 。
宋代以后“厘”开始用作“釐”的简化俗体。但并不通行。《字汇·厂部》：
“厘，直连切，音缠，市鄽。俗作釐，非。”《正字通·厂部》：“厘，俗廛字。
《集韵》作 ，後因讹作釐。旧注知釐作毫厘非，不知同廛亦非。”明代字书皆
对“厘”作为“釐”的俗用持否定态度①。汉字简化以“厘”代“釐”，原来为
字书否定的俗体取得了正体地位。楷字“厘”，石刻文字较早见于宋代，《辛友
直墓志》：“掊捽毫厘”，“厘”作 。
③“时”
“時”，草书省略构件“寺”上部形体“十”，皇象《急就章》作 ，王献
之《玄度贴》作 ，楷化作“时”。
《居延新简》简 E.P.T48:147 作 。楷字“时”，
魏晋至唐少见，宋代石刻亦多作“時”，“时”用例很少，《祈泽寺诗刻》作 。
④“随”
“隨”，行书省略构件“左”，王羲之《兰亭序》作 ，王献之《静息贴》
作 ，楷化作“随”。楷字“随”，北魏已见，《元晫墓志》作 ；隋唐习见，
隋《任显及妻墓志》作 ，唐《张骚墓志》作 ；宋代流行，《千字文序》作 ；
《沈邈墓志》作 。
3 整字轮廓的保留
有时，字形的简化并不是笔画、构件层面的简省，而是对字形整体的简易化，
仅保留了原字的轮廓。
（1）“寿”
“壽”，笔画较多，不易快写，草书保留其轮廓并做简化处理，王羲之《十
二月六日帖》作 ，楷化作“寿”。楷字“寿”，北魏已见，《四耶耶骨棺盖墨
书》作 ；隋唐少见，隋《宝伦禅院记》作 ；宋代石刻多用“壽”，“寿”用
例较少，《魏丕墓志》“寿”作 。
（2）“佥”
“僉”形底部两“人”形，运笔顺序较繁杂，行楷书写作三点、四点的情形
均有，钟繇《贺捷表》“险”作 ；唐《阿史那贞忠墓志》“检”作 ；草书将
点笔连为一横笔，并以三点笔代替两“口”形。《行书字典》77 页“俭”，李
煜作 ，欧阳询《千字文》“剑”作 。构件“僉”草书楷化作“佥”。“僉”，
汉魏六朝楷字未见明显简化趋势。楷字构件“佥”，石刻文字较早见于后周，《萧
处仁墓志》作 ②。宋代流行，《司马朴等题名》作“俭” ；《赵元佐妻冯氏
墓志》“检”作 ；《魏丕墓志》“检”作 ；《杨怀忠墓志》“剑”作 ，“刂”
“刃”义近通用；《昼锦堂记》“险”作 。
（3）“东”
“東”，本义口袋，借为方位词使用广泛，然笔画较多不易快写，草书保留
其轮廓，王献之《江东贴》作 ，楷化作“东”。楼兰汉文简纸文书已见简化写
法 。楷字“东”，魏晋至唐未见明显简化趋势，宋代少见，《严灵寺诗刻》：
“路人举首东南望”，“东”作 。

邹虎：《元代石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8 年。
石刻构件“木”“扌”形近讹混，后周《萧处仁墓志》、宋《赵元佐妻冯氏墓志》、《魏丕墓志》“捡”
均为“检”之讹字。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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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盖”
“蓋”，笔画较多，不易快写，行草书保留其轮廓而作简化处理，王羲之《丧
乱帖》作 ，楷化为“盖”。东汉《苍山元嘉题记》作 ，楷字“盖”，北魏已
见，《冯会苌墓志》作 ，隋唐习见，隋《任显及妻墓志》作 ，唐《重藏舍利
继记》作 。宋代流行，使用频率与繁体相当，《赵玄祐墓志》作 ，《范元凤
墓志》作 。
（5）“齐”
“齊”，无论是运笔方向还是笔画数量，均过于繁琐，魏晋时“齊”有作“ ”
者，北魏《孟元华墓志》作 。“齐”即“ ”的进一步简省，楷字“齐”，北
魏已见，《薛法绍造像》作 ，魏晋至唐未见明显简化趋势，宋代少见，《商王
庙大殿记》：“以礼齐民”，“齐”作 。
字形简化，使很多文字或构件变得记号化，如“乱”“学”“监”等。有时
文字是否记号化，不同文化水平的人认识也不尽相同。
二、文字合并造成的简化字
以上是字形层面形成的简化字，另从词义层面看，词义的合并也会带来字形
的简化。词义的合并指一个字把全部职务交给另一个字承担的现象，表现为文字
的合并。
（一）“后”（后代义）
“後”“后”本二字。“后”表君王。“後”，《殷墟文字乙编》8823 作 ，
从幺，从夂，为“後”之初文。幺，甲骨文作 ，像束丝形，夂像倒止形，足有
所系，故迟后，后又繁增彳或辵旁。本义行走迟后，引申指后面的位置、时间较
晚的、子孙后代等。迟后、将来、后代之义使用“后”，较早见于宋代。《慈林
山法兴寺新修圣像记》：“后世因之”，“后”作 。此为子孙后代义，却用表
示君王意义的“后”。可见“後”、“后”合并迹象。
（二）“丰”
“豐”，《集成》5357《 季遽父卣》作 ，从壴（鼓），二“丰”为声符。
不从一“丰”，盖取对称。“豐”与金文所见“ ”当为一字，均状击鼓声，本
义鼓声宏大，引申为盛大、丰满等义，而以“ ”表本义。“丰”，《合集》20567
作 ，像封土成堆，植木其上，即“封”之初文，后与“封”分化为二字①，后加
横笔且中间笔画化曲为直，《说文》作 ，隶定作“丰”。以“封”表“丰”之
本义，“丰”为“豐”之声符，又以“丰”代“豐”。秦汉少见，楷字“丰”，
北魏已见，《元寿妃墓志》：“贞丰内效”，“丰”作 ，唐代少见，宋代石刻
多用“豐”，“丰”少见。《法云寺护伽蓝神堂碑》：“丰神清秀”，“丰”作
。
（三）“朴”
“朴”“樸”本二字。樸，形声字，从木，菐声。本义指未经加工的木材。
《说文·木部》：“樸，木素也。”后泛指未经加工的东西。朴，形声字，从木，
卜声，《说文·木部》：“朴，木皮也。”常假借为“樸”。“樸”“朴”合并
是本字与假借字的合并。魏晋时已见二字合并趋势，北魏《元顺墓志》：“崇儉
上朴”，“朴”作 ；唐代流行，《郑逢墓志》：“性纯言朴”，“朴”作 。
宋代沿袭，《许国太夫人郭氏墓志》：“殷抱朴韬真”，“朴”作 ；《冯学究
墓铭》：“抱淳抱朴”，“朴”作 。

①

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第 192 页、第 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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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
“萬”“万”本二字。萬，《合集》9812 作 ，像蝎螯之形，西周金文出现
众多异体。战国后，蝎螯尾部加 笔为主要写法，《陈侯因□敦》作 ，《说文》
作 。隶书将原字形中像蝎螯之首的部分变为“艸”，楷书作“萬”，本义蝎。
“萬”早在甲骨文中就被借作数词，后引申出众多的、极大等，假借义及引申义
常用而本义淹没。后造“蠆”表本义。“万”，早见于甲骨文，《京都大学人文
科研究所藏甲骨文字》2158 甲作 ，本义不明，春秋战国始，作为数量词使用广
泛，与“萬”同义。《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1048 页“万”，《日人大万钟》
作 ，楷字“万”，石刻材料较早见于北魏，《席盛墓志》：“千秋万岁”，
“万”作 ；东魏《元显墓志》：“万顷不测”“万”作 。唐“万”“萬”
通用。《干禄字书》：“万萬，并正。”宋代承袭，《集韵》：“万，数也。通
作萬。”《文宣王庙碑》：“不顾万锺之粟”，“万”作 ；《王诚墓志》：“万
古千秋”，“万”作 。
（五）“余”（剩余义）
“餘”“余”本二字。《说文·食部》：“餘，饶也。”本义食物有剩余，
后泛指剩余，亦引申为宽裕、残剩、整数后计余。余，甲骨文用作第一人称代词，
《合集》585 正作 ，形体取向及本义不明，用为第一人称代词乃假借用法。《说
文·八部》：“余，语之舒也。从八，舍省声。”其字本不从八，也不是舍省声。
“舍”是后来以“余”为声符加区别符号 造出来的一个字。西周金文仍作 ，
下也不从八，春秋以后增“八”为饰笔，如同由 而 ，由 而 ，非义符①。剩余
义写作“余”，较早见于宋代。《宋步君妻马氏、王氏合祔墓志》：“顷有余”，
“余”作 。可见“餘”“余”合并迹象。
（六）“岳”
嶽，始见于小篆，《说文》作 ，本指四嶽，后泛指高山。岳，始见于甲骨
文，《殷墟文字甲编》1671 作 ，本义为高大的山，亦用以尊称妻方的父母一辈
长者、姓氏。“岳”字义项包含了“嶽”字义项，魏晋时已趋于合并。北魏《元
绪墓志》：“高勋岳积”，“岳”作 。唐代“嶽”“岳”通用，《干禄字书》：
“岳嶽，并正。”宋代承袭，《韩通墓志》：“河岳之英”，“岳”作 。
宋代石刻所使用的简化字，有些来源于历史，如“弃”“黄”等；有些虽然
以前已经产生，但使用范围不广，而在宋代流行开来，如“属”“言”部字等；
有些于前代已经流行，宋代承袭，如“来”“乱”等；有些则首见于宋代，如“丰”
“厘”等。部分简体用例较少，相应繁体使用更广泛，如“东”、“时”等；部
分简体用例与相应繁体相当，如“属”、“来”等。有些拓本简繁体使用相对统
一，有些则较为混乱，同篇之内既有该字简体用例，又有繁体用例。如《舍宅誓
愿疏文》：“弥勒尊佛”“弥”作 ；又“阿弥陀佛”“弥”作 。
宋代碑刻文字整体呈现出较大的简化趋势，兹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在宋代
1300 种碑刻文献中随机选取 300 种，进行封闭式调查，对其中简化字的简化比
例进行考察②，宋代碑刻文字简化频率抽样调查统计表，参附录 2。
宋代石刻还可见较多繁简过渡形体。臧克和在《中国文字发展史·隋唐五代
文字卷》中提出“所谓过渡性形体或中介性形体，主要是指文字在楷化过程中，
由于漫长变异过程复杂影响因素带来的形体分化，最终形成跟原形字形迥乎有别

①
②

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第 40 页。
随机选取的 300 种碑刻文献，尽量包含多种碑刻文献类型，包括墓志、诗刻、石经、题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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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体。”①楷字简化，其间也存在着繁简过渡形体，它们记录了当时汉字简化
的具体状态，是观察楷字简化趋向的关键环节。复原楷字由繁趋简过程中的过渡
状态，有利于对汉字简化发展进行真实、客观的描述。这些过渡形体，有些于宋
代以前已经产生，而在宋代流行开来。如“囯”，“國-国”过渡形体。最早见
于北齐，《道明墓志》作 ；唐代承袭，《常德妻墓志》作 ；宋代流行，《吴
元戴墓志》作 。有些宋代以前已流行，宋代承袭。“ ”，源于《说文》古文 ，
“廟-庙”过渡形体。北魏已见，《尔朱袭墓志》作 ，隋唐流行，隋《明质墓
志》作 ，《干禄字书》：“廟 ，并正。”宋代流行，《和镇墓志》作 。有
些是宋代新出字形，如“ ”，“廳”改换声符而成，“廳-厅”过渡形体，宋
代首见，《邓保□立神述碑题记》：“碑石一厅”，“厅”作 。
总之，石刻楷字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基本确定了整体方正的格局，经唐代传承、
宋代定型，沿袭至今。宋代文字处于楷字定型、汉字简化的关键阶段，且活字印
刷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扩大了简化字的流行范围。繁简过渡形体，记录了楷字
由繁趋简的中间过渡状态，是楷字简化的关键环节。有宋一代，关于简化字使用
情况的实际调查，尚存在很大空间。
【参考文献】
[1]中国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2014.
[2]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M].郑州：中州古
籍出版社，1989.
[3]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
[4]臧克和主编.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
[5]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
[6]臧克和著.中国文字发展史·隋唐五代文字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①

臧克和：《中国文字发展史·隋唐五代文字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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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论文框架

附录 2：宋代碑刻文字简化频率抽样调查统计表
序号 繁体字

简体字

总数

简化字数 简化频率 备注

1樸

朴

8

7

87.50%

“朴”“樸”本二字。至宋代，已基本完
成二字合并。

2溫

温

68

51

75%

蘊

蕴

12

3

25%

“溫”字在宋代碑刻文献中简化率相当
高。

3來

来

254

143

56.30%

“來”字在宋代碑刻文献中简化率过半，
尤其在佛教文献材料中简化相当普遍。

4淨

净

46

25

54.34%

构件“爭”在宋代碑刻文献中简化率过半。

靜

静

68

35

51.47%

爭

争

22

5

22.73%

5屬

属

96

42

43.75%

囑

嘱

7

2

28.57%

6將

将

283

111

39.22%

狀

状

55

21

38.18%

壯

壮

29

9

31.03%

7棄

弃

24

8

33.33%

“棄”字在宋代碑刻文献中简化率较高。

8蓋

盖

151

47

31.13%

“蓋”字在宋代碑刻文献中简化率较高。

9隨

随

52

16

30.76%

“隨”字在宋代碑刻文献中简化率较高。

10 糧

粮

17

5

29.41%

439

“屬”字在宋代碑刻文献中简化率近半。
构件“爿”在宋代碑刻文献中简化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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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災

灾

17

5

29.41%

12 彌

弥

35

10

28.57%

爾

尔

63

13

20.63%

13 卻

却

7

2

28.57%

14 亂

乱

40

10

25%

辭

辞

90

2

2.22%

15 嶽

岳

50

11

22%

16 夾

夹

5

1

20%

陝

陕

41

8

19.50%

浹

浃

10

1

10%

挾

挟

10

1

10%

17 黃

黄

65

12

18.46%

橫

横

17

1

5.89%

18 檢

检

112

18

16.07%

劍

剑

16

1

6.25%

儉

俭

37

1

2.70%

19 糸部 編

纟部 编

692 23

110 5

15.90%

給

给

59

7

紀

纪

91

13

結

结

30

5

絕

绝

49

23

納

纳

42

6

紹

绍

89

5

約

约

33

6

終

终

262

37

緩

缓

14

3

20 濤

涛

7

1

14.29%

壽

寿

129

2

1.55%

21 飯

饭

8

1

12.50%

22 繼

继

120

13

10.83%

斷

断

18

6

3.33%

23 禮

礼

277

21

7.58%

24 喪

丧

95

7

7.37%

25 釐

厘

16

1

6.25%

26 言部 誠

讠部 诚

853 113 49

7

請

请

157

10

詩

诗

89

6

試

试

76

2

440

5.74%

“ ”简化为“舌”，于“辭”为义符，
于“亂”为记号。
“嶽”“岳”为二字。“岳”字义项包含
了“嶽”字义项，宋代二字合并趋势较明
显。

“糸”部字简化频率抽样调查选取编、给、
纪、结、绝、纳、绍、约、终、缓 10 字
进行考察。

“ ”简化作“ ”，基本失去义符的作用，
变成记号。

“言”部字简化频率抽样调查选取诚、请、
诗、试、谁、说、谢、诱、语、诸 10 字
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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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誰

谁

27

2

說

说

41

2

謝

谢

37

1

誘

诱

14

2

語

语

45

3

諸

诸

254

14

27 廬

庐

19

1

5.26%

堅

坚

38

2

5.26%

監

监

172

1

0.58%

師

师

304

2

0.66%

29 吳

吴

82

4

4.88%

30 攜

携

21

1

4.76%

31 淵

渊

25

1

4%

32 筆

笔

32

1

3.13%

33 規

规

36

1

2.78%

負

负

41

1

2.43%

則

则

350

1

0.29%

題

题

58

1

1.72%

資

资

71

1

1.41%

順

顺

118

1

0.85%

34 門部 門

门部 门

676 268 18

8

聞

闻

216

5

閨

闺

20

3

間

间

151

1

閤

閤

21

1

2.67%

“見”“貝”“頁”，简化方法相类，中
间三横笔，书写不便，草书连为一笔。宋
代未呈现明显简化趋势。

“門”部字简化频率抽样调查选取门、闻、
闺、间、閤 5 字进行考察。宋代“門”部
简化字字头相比前代有所增加，但简化频
率较低。

35 兩

两

75

2

2.67%

36 萬

万

194

4

2.06%

37 異

异

104

2

1.92%

38 齊

齐

58

1

1.72%

39 執

执

58

1

1.72%

40 與

与

303

5

1.65%

41 勞

劳

63

1

1.59%

榮

荣

85

1

1.18%

42 寶

宝

66

1

1.51%

43 豐

丰

72

1

1.39%

盛大丰满义的“豐”作“丰”，北魏已见，
唐代少见，宋代碑刻多用“豐”，“丰”
少见。

44 愛

爱

89

1

1.12%

后人据“愛”之简化形体，谓所简为“无
心”，正不知“无心”之“爱”由来已久，
初不与记录情感心态的从夂旡声本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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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从木、从 ， 乃“ ”之初文，
见西周金文。“ ”草书楷化为“艸”，
“ ”的表声功能丧失而成为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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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区别对立。
45 學

学

317

3

0.95%

46 餘

余（剩余義）149

1

0.67%

47 無

无

682

4

0.59%

48 東

东

232

1

0.43%

49 後

后（后代義）344

1

0.29%

50 時

时

1

0.23%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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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余”本二字，“餘”表示剩余意
义时写作“余”，石刻文字较早见于宋代。

迟后、将来、后代之义使用“后”，较早
见于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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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6

秦簡牘習用後世改換的
用字現象考察

何余華
中國
鄭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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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简牍习用后世改换的用字现象考察
何余华
（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

郑州大学文学院）

提要：秦“书同文字”政策对汉语字词关系的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少词语的用字经
秦“书同文”规范后才渐趋稳定。西汉以后，多数词语也都承袭了秦的用字习惯。但通过测
查出土文献资料，发现不少词语的用字在统一前后的秦简牍中都较为一致，后世却经历了改
换调整的过程。文章在个案考察的基础上，试就秦简牍习用后世改换用字的不同情况进行归
纳，描写秦以后汉语字词关系的互动关系，总结词语用字调整的多维动因。
关键词：秦简牍，字词关系，用字，调整

近年来，随着新出土文字资料的不断发现和公布，秦始皇“书同文字”政策
的内涵和成效不断被重新认识。《里耶秦简[壹]》8-461 号木方的发现，更是引
起学界的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经过张春龙、胡平生、游逸飞、朱红林、陈侃理、
郭永秉、田炜等学者的接力研究，对不少问题已经逐渐形成共识。尤其是田炜
（2018）指出秦“书同文字”政策并不是单纯的统一文字政策，而是一个包括正
字形、正用字和正用语三方面的语言文字规范政策，并依据里耶木方提供的信息，
对出土秦简牍文献进行了全面断代。
张世超先生曾指出：“汉初无论是在字体上，还是在语言的书面形态上，都
完全继承了秦代，致使许多后代世世沿用的书面语言规则，一直可以上溯到战国
秦文字。汉儒整理和传抄先秦古书，往往根据当时的字体和书面形态进行改造，
致使我们看到的先秦典籍中的语言书面形态，往往与秦系文字相同。”①张世超
所说“语言书面形态”也就是词语的用字面貌，周波通过考察秦、西汉前期近
400 个词语的用字习惯，也认为西汉前期文字的用字确实是承继自秦文字。②可
见秦的用字习惯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旨在爬梳出土秦汉简牍资料，对秦简牍习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 2019CYY027）、郑州大学教改项目（编号 2020zzuJXLX109）、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项目（编号 G3452）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编号 19FYYB039）的
阶段性成果。
①
②

张世超、张玉春：《汉语言书面形态学初探》，《秦简文字编》，[日]中文出版社，1992 年第 30 页。
周波：《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线装书局，2012 年，第 252-2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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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后世改换的用字现象进行考察。

一、书写变异与用字改换
秦简牍的某些社会习用字在后世书写过程中发生剧烈变异，笔画黏连或与其
他构件发生讹混，当引起直接构件发生变化时，往往推动词语的用字改换。
1.1{肯}：肎—肻—肯
出土文献与“肯”相关的早期用字均作“肎”，见西周仲肯父鼎作“中（仲）
（肯）父作□宝”（通鉴 2390）等。《说文·肉部》：“肎，骨间肉肎肎着也。
从肉，从冎省。一曰骨无肉也。 ，古文肎。”“肎”字的产生是借“骨”字省
减笔画表示“骨头间的空隙”，①《庄子•养生主》“技经肯綮之未尝”中“肯”
记录的正是字形本义。后借用记录{可}，表示“同意、愿意”等义。②
战国楚系简帛多见{肯}表“同意、愿意”，以“肎”字记录，见清华三《芮
良夫毖》5“而莫

（肯）齐好”，安大简《诗经》81“莫我

以《说文》古文“

”字记录，见清华一《皇门》7“廼弗 （肯）用先王之明刑”

等。统一前后的秦简牍{肯}凡 13 见，它的用字都作“

（肯）与”等；

”，见睡虎地《封診式》

92“甲等不肎來”，里耶 8-1454“黔首未肎入乧”，岳麓三《为吏治官及黔首》
227“幸其肎以威貣学钱”等。
西汉初期的简帛资料承袭了“肎”字的写法，如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187
“太后不 （肯）”，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同则不 （肯），离则
不能”等。汉代简牍草书中开始出现“肎”的某些特殊变异，辞例如下。
（1）居延新简 E.P.F22:30：“不

（肯）归以所得就值牛。”

（2）居延新简 E.P.F22:32：“恩不

（肯）受。”

（3）居延新简 E.P.T59:652A：“不
（4）居延新简 E.P.T2：5B“岂

（肯）为尉。”
（肯）白之乎？”

季旭升：《说文新证》，台湾艺文印书馆，2014 年，第 350 页。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古籍书店影印临啸阁本 2 卷 78 页上。《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钱
一】肎綮乃本训。可曰肯者，即为可之假字。肎、可双声。”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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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居延新简 E.P.T48:53A“不

（肯）相闻。”

（6）额济纳汉简 2000ES7SF1:2A-24“不
（7）居延新简 E.P.T59:58：“县不

（肯）与人食。”
（肯）除。”

以上用字的记词职能都与“愿意、同意”相关。类似写法，还高频出现于肩
水金关汉简中，如

（73EJT23:237A_013）、

（73EJT23:637A_003）

（73EJT24:318_0007）等。该用字所从之“冖”“肉”都清晰可见，字形之上的
笔画究竟从何而来？根据与形近汉字的大量排比，发现可能是受强势构件“角”
的影响，出现的形近讹变结果。

肎

角

睡虎 50.96

马王堆·

马王堆·

额济纳汉简

纵横家书 187

老乙前 155 下

2000ES7SF1:2A-24

马王堆·

马王堆·

银雀山·孙膑 349

五十二病方

老乙前 151 下

睡虎 10.17

居新 EPF22:30

肩水金关
73EJT24:318_0007

居新 EPT57·52

肩水金关
73EJT5:61

“角”的甲骨文“ ”象兽角之形，字形本就与“肉”形接近，西周以后的
写法“ ”“ ”逐渐将角尖之形上引，或再增加斜画为饰。“角”在汉字构形
系统中是强势构件，汉简“肎”的草书写法潜移默化受其影响，于是出现了趋同
”有的写法则更为草率，如敦煌马圈湾汉简 1167“及

性的笔画。“

肩水金关汉简 73EJT30:28B“
简 511.9“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 493“

负”，

”，居延汉

”等。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将草书的写法楷化，转写过程中出

现与“肯”字接近的写法，如东魏《邑主造石像记》“方琢是

（肯），树此

福堂”。约在唐代前后“肯”开始占据使用优势，如唐《戴令言墓志》：“虽悬
榻入舟，不

（肯）降志”，又如唐桓琮妻墓志作“

唐石经九经作“

”，闽坚牢塔记作“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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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并指出“右正行者楷，脚注稍讹”。《正名要录》将“

”看作正字，客

观反映了当时“肎”的习用地位已经动摇；唐《九经字样》“肎肯：克。……上
《说文》，下经典相承”。这说明“肯”在隋唐前后已经逐渐取代《说文》“肎”
字，成为楷正字样。可见，{肯}的用字由战国秦汉时期习用的“肎”字，后世改
换作“肻”“肯”，主要是受强势构件“角”的影响出现书写变异，草书楷化过
程中直接转写作“肻”“肯”。
1.2{改}：攺—改
{改}表示“更改”“修改”，因卜辞不同刻手用字的偏好不同，它在殷墟甲
骨文的用字存在类组差异，何组、历组、无名组卜辞用“巳”字记录，①黄组卜
辞用“攺”字记录，见《合集》36418“弜 （攺-改），其隹小臣临令”，《合
集》39466“弜

（攺-改）”，《合集》27370“其

王受又。○弜巳（改）

于之若。”可能受人为规范的影响，西周春秋时期仅延续了“攺”的用字习惯，
如𦅫镈“勿或俞（渝）攺（改）”（集成 271），鸟形盉“倘余亦攺（改）朕辞”
（《中华遗产》2011 年第 3 期），春秋早期楚大师登钟乙“万年母（毋） （攺
-改）”等。战国楚系用字相对复杂，通常情况下记作“攺”，所从“攵”或改易成
“攴”，见郭店《六德》19“终身弗 （攺-改）之矣”，郭店《缁衣》17“其容不
（攺-改）”，上博五《三德》5“过而

（攺-改）〼”，但也见借用“𦬊”和“亥”

字记录，如上博二《容成氏》42“纣不述其先王之道，自为
郭店《老子》甲 21“独立不

（𦬊-改）为”，

（亥-改）”等。

战国秦系文字习用“攺”，如《诅楚文·湫渊》“外之则冒
心”。秦简牍的用例，如岳麓秦简·第二类 176“得之

（攺-改）氒

（攺）曰”，岳麓秦·第

二类 158“同攺曰”，北大秦简《鲁久次》130“故夫数者必颁而攺”等。《秦
印文字汇编》收“史改”之“改”作“
“于改”之“改”作“

①

”，“王改”之“改”作“

”，“高改”之“改”作“

”等。“攺”见于《说

李学勤：《释“改”》，载《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南天书局，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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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攴部》：“攺，㱾改，大刚卯，以逐鬼鬽也。从攴巳声。读若巳。”“改”
见于《说文·攴部》：“改，更也。从攴己。”“改”“攺”在《说文》中被区
分为不同的字。那么，秦以后“改”字是在何时取得习用地位的呢？
西汉简牍所见{改}仍多作“攺”，如马王堆《纵横家书》39“齐
葬其后而召臣”，张家山汉简《奏谳书》105“诘
猲欲笞，

（改）其辞如毛”，220“恐

（改）曰……”，居延旧简 16·11“

简《少牢甲》“

（改）更旧制”，武威汉

”，武威汉简《士相见》作“

文也多作“攺”，如新铜丈作“

（改）

”等。新莽时期的铜器铭
”，新嘉量二作“

”等。

东汉时期的碑刻资料也见以“攺”记录{改}，如东汉《尚博残碑》“

”，

东汉熹平石经《易》“
承碑》“

”等。不过东汉已经高频出现作“改”的用例，见《夏

”，《郙阁颂》“

《孟孝琚碑》“

”，新衡杆“

”，《华山庙碑阳》“

”，《礼器碑》“

”，

”等。从此，“攺”“改”二字开始出现较长时间的混用局

面。至唐《五经文字》“改，从戊己之己”，可见当时制定用字规范已经不太清
楚早期用字当为“攺”，此后“改”取得习用地位，沿用至今。
1.3{乞}：气—乞
《说文》：“气，云气也。象形。凡气之属皆从气。”从殷墟甲骨文开始，
便假借“气”字记录{乞}，如《合集》3240“甲午卜， 周

（气-乞）牛多子。”

“云气”之“气”，甲骨文以三横画象之，其中画略短，以区别于三画等长的“三”。
其后上下两画左右两端分别上翘下引，才逐渐作“

”，见春秋洹子孟姜壶：“洹

子孟姜用 （气-乞）嘉命”（集成 9729）。战国时期也都习用“气”记录{乞}，
见上博九《举治王天下·禹王天下》30“气汝其往”，睡虎地《答问》115“以
气鞫及为人气鞫者”，里耶 8-114 正“□当气鞫乧”，岳麓秦简第二类 178“它
如气鞫书”，北大秦简《杂祝方》11“容请气愿于邦”等。
西汉简牍资料也都习以“气”字记录{乞}，如张家山《奏谳书》“四月丙辰
黥城旦讲气（乞）鞫”，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年未盈十岁为气（乞）
鞫，许之”，北大汉简《仓颉篇》“细小贫窭，气（乞）匈貰捈（赊）”，北大
汉简《周驯》“臣宦于降（绛），归而粮绝，羞行气（乞）而曾（憎）自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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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若此”等。
东汉时期通过变异笔画，出现“乞”字记录{乞}，如东汉《张景碑》“
（乞）不为县吏、列长、伍长，征发小徭”，《武梁祠画像题字》“义浆羊公。
（乞）浆者”，东汉《耿勋碑》“怖威悔恶，重译乞降”等。汉代简牍也见
“乞”字，如敦煌汉简 126“
简牍 3B“

”，敦煌汉简 2390“

”，长沙东牌楼东汉

”。

{乞}的用字由“气”演变为“乞”，可以说正是通过书写变异来区别字符的
不同记录功能，通过字形的变异完成用法的分工。

二、结构调整与用字改换
词语在秦简牍中习用某个字形，后来在演变过程中通过改换用字的结构，实
现了对旧有用字的替换。有的是通过改换记录词语本字的义符或声符，另造新字
记录词语。有的是将假借用字的部分改换成与词语意义有密切联系的义符，新造
本字记录词语。以上两种情况，新用字与旧字之间都存在构形成分的联系。但有
的则是彻底放弃旧字的构形成分，重造全新本字记录词语。
2.1 调整记词本字的结构
2.1.1{膝}：厀— —膝
{膝}表示大腿与小腿相连关节的前部，该词在先秦传世文献较早见诸《仪
礼·既夕礼》“明衣裳，用幕布，袂属幅，长下膝”，《庄子·渔父》“有渔父
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膝}在甲骨文中也已
出现，见《合集》13670“贞：勿于父乙告疾 ”，《合集》13695 正乙“贞：
有疾

惟父乙害”，明义士《殷墟卜辞》733“疾 ”等。对《合集》13670“疾

”，较多学者进行过讨论，它表示人体的某个部位生病，姚孝遂和范毓周均认
为生病的是“膝关节”，李宗焜（2001）认为：“从字形看来，指膝关节部位无
可疑，或亦可释‘膝’。 概略画出人形，而指出膝的部位，前述的

如是膝字，

则是特写了。”①张玉金（2002）也指出：“ 也可能是‘厀’的异体字。”②将
① 李宗焜：《从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与医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2 本第 2 分，2001
年 6 月。
② 张玉金：《释甲骨文中的“

”和“ ”》，《古文字研究》第 23 辑，中华书局，200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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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作是“膝”或“厀”字的异体大概是稳妥的，该字采用指事字的造字方
法，在人形的基础上用圈画指示所要表示的部位，殷商甲骨文系统习用类似造字
方法，如 （合集 00376 正）表示{臀部}， （英 0067 正）表示{颈部}， （合
集 01772 正）表示{肱部}等。商周金文未见词语{膝}的用例，战国以后频见词语
{膝}，秦系和楚系文字都习用“厀”字记录（秦简牍凡 6 见均作此），该字为形
声结构，左边构件“桼”表声，“卩”提示该字意义与人体相关，与指事字“ ”
为本字异体的关系。裘锡圭认为“桼”古文字偏旁中多作

，“木”表树，几个

点表示树身上流出来的汁液，字形本义指木汁涂料。①《说文·卪部》：“厀，
胫头卪也。从卪桼声。”徐铉：“今俗作膝。”但楚系文字中“厀”字的记词职能
却呈现地域色彩，它被广泛假借记录“木汁涂料”义，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包山
楚简、信阳楚简、望山楚简、五里牌楚简等出现的“厀”字均表涂料义，与它的本
义普通词{膝}无关。
西汉初期沿袭了秦系用字习惯，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
经》都大量出现“厀”字用例，张家山汉简《引书》17：“屈前厀（膝）”，银雀山
汉简《相狗方》2146：“凡相狗，却（脚）高于厀（膝）”等。《说文》未收“膝”
仅收“厀”，可见许慎仍将古字“厀”作为正字。西汉晚期已经出现改换义符的“膝”
字记录普通词{膝}，如武威汉简《仪礼》作
郎中郑固碑》作

，汉永寿陶瓮作

，东汉《汉

，此后逐渐取得社会习用地位，汉魏六朝的碑志往往都作此

形。《敦煌俗字典》收录的“膝”字作

或

或

，“膝”字形体已经发生严重

变异，音符“桼”变异作“来”，疑是草书楷化的结果，构件“桼”在整个文字系统中
都出现类似变异，如北齐《高建墓志》词语{漆}以借字“桼”记录作
润墓志》“漆”作

，北齐《高

等。唐初《干禄字书》：“ 膝，上俗下正”，可见变异形体

使用范围之广，已发展到需要国家进行强制规范的程度。
① 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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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本字“厀”记{膝}，为何要用改换义符的“膝”字或“

”字呢？最重要的

原因可能是词汇意义的类别化推动用字朝着提示类化义的方向演变。随着先民深
刻意识到人体和人体器官与肌肉组织的密切关系，使得身体部位词用字都朝着
“肉”旁靠拢，如{腰}最初以象形字“要”记录、后累增义符“肉”另造“腰”；{脚}
古用“却”字记录、后增义符“肉”造“脚”字；{背}最初用源本字“北”、词义分化后
累增义符“肉”另造“背”记录。其他身体部位词的用字也多有类似的特点，将“厀”
换旁作“膝”也更符合文字系统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为避免字形讹混引起交际
混乱，《说文》：“䣛，齐地也”，表地名的“䣛”和“厀”的差别仅在于义符“阝”
和“卩”的差别，二者形近极易混同，马王堆汉墓帛书导引图“引厀痹”正讹作
（䣛）。传世文献也存在大量讹混例证，《集韵》：“䣛，《说文》胫头卩也，
或作膝”，方成珪考正：“厀讹从阝，据《说文》《类篇》正。”《资治通鉴·汉
献帝初平二年》：“（刘备）长七尺五寸，垂手下䣛”，胡三省注：“䣛，与膝同。”
2.1.2{赦}：𢼜—赦
{赦}较早见于西周晚期的

匜“今我

（赦）女（汝）”“今大 （赦）

女（汝）”（集成 10285），从攴、亦声作“

”，表示“赦免、宽恕”。战国

中山王器则借“若”字记录{赦}，见中山 王“隹（虽）又（有）死辠（罪）及
參（三）

（世），亡（无）不若（赦）”（集成 2840），中山兆域图“進退

逃（兆）乏者，死亡（無）若（赦）”（集成 10478）等。战国楚系用字多样，
或借“夜”字，见上博五《季庚子问于孔子》“大罪则夜之以刑，臧罪则夜之以
罚”；或借“若”字，见清华五《厚父》20“天廼弗若（赦）”；或以从心、與
声的专字“ ”记录，见郭店《成之闻之》39“文王作罚，刑兹无
或借“举”字异体“

（赦）”；

”记录，见上博三《中弓》10“仲弓曰：‘宥过 （赦）

罪，则民何罚’”等。
{赦}在统一前后的秦简牍资料也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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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晚·

匜

睡虎·答问 37

睡虎·答问 125

睡虎·答问 153

里耶 9-2287

岳麓叁（一）45

（1）或以𢼜（赦）前盗千钱，赦后尽用之而得，论可（何）殹（也）？毋
论。（睡虎地《法律答问》37）
（2）群盗𢼜（赦）为庶人，将盗戒（械）囚刑辠（罪）以上，亡，以故辠
（罪）论，斩左止为城旦，后自捕所亡，是谓“处隐官”。（同上 125-126）
（3）会𢼜（赦）未论，有（又）亡，赦期已尽六月而得，当耐。（同上 1
53）
（4）〼辠（罪）𢼜（赦），或覆問之，毋〼（里耶贰 9-1859 正）
（5）它坐论报𢼜（赦）辠去何，或覆问毋（無）有。（里耶贰 9-2287 正）
（6）遝戊午 (赦),为庶人。（岳麓叁[一]45）
西汉中晚期以后的简牍资料除以“ ”字记录{赦}外，也开始出现以“赦”
字记录，如敦煌汉简《仓颉篇》M639C“肥
3,139·36“谓不侵侯长

（赦）等”，居延旧简 217·3“永光二年二月甲辰

（赦）令”，居延旧简 118·17“遣尉丞
简 E.P.T53:150“丞

（赦）将施刑士五十人”，居延新

（赦）之”，居延新简 E.P.F22：68“上

人数”，肩水金关 73EJT33:50_0003 作
F3:362_0020 作

（赦）桃修”，居延旧简 142·3

（赦）者

，73EJT37：870_0023 作

，73EJ

等。

《说文·攴部》“

，置也。从攴赤聲。（𢼜）赦或从亦”，可见《说文》

时代从赤得声的“赦”已取得习用地位，反将从亦的古字看作异体。{赦}的用字
由“ ”演变为“赦”一方面是声符“亦”与“赤”字形体接近，汉代简牍草书
用字从“亦”之字也有变异作从“赤”的情况，如“迹”的写法，敦煌汉简 170
6

，居延汉简 181·18

，居延汉简 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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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 10·28

，居延新简 EPT51·680

居延新简 53·38
字典》收录“

，居延新简 EPT51·616

，居延新简 EPT58·35

，

等。《中华字海》《汉语大

”，或俗“赫”等。另一方面则是上古音“亦”属喻纽铎部，

“赤”属昌纽铎部，“赤”和“亦”音近可通，由“ ”演变为“赦”也可以看
作是改换声符的结果。《干禄字书》“赦 ，並正。”《五经文字》“赦𢼜，二
同，並式夜反。”
2.2 调整记词借字的结构
2.2.1{推}誰、隼、

—推

{推}在战国秦汉的简牍资料习以借字记录。秦简牍中多借“誰”字记录{推}，
见睡虎地《葉书》53.1“吏誰（推）从军”，岳麓秦简四册二组 143“必里相誰
（推）”，{推}表“推选”义。“推”“誰”从隹得声，二字古音相近。这种用
字现象也见于西汉早期简帛，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235“前县以誰（推）续
食”，马王堆汉墓简帛《周易·系辞下传》30 上“刚柔相誰（推）”，《帛乙
老子·德经》“天下皆乐誰（推）而弗厌也”，《帛五行·说》“能誰（推）之
为君子”，《卻榖》“以此数誰（推）之”等。此外，也见借“隼”“

”“進”

等字记录{推}，如《帛甲老子·德经》“天下乐隼（推）而弗厌也”，《缪和》
“关龙逢、王子比干，五（伍）子胥、介子隼（推）是也”，张家山汉简《传
食律》“县各署食尽日，前县以

（推）续食”等。

《说文·手部》：“推，排也。从手隹声。”改换借字的义符后，新造“推”
字记录{推}，较早见于北大汉简《老子》83“是以天下乐
居延新简 EPT40.240“及
129：“各

（推）处白、黑坚分明者”，居延新简 EPF22：

（推）辟界中”，EPF22：274“

居延新简 EPT40：202“视之身中无

”，

（推）辟”，额济纳汉简 2000ES7SF1：

（推）”等。又如《汉印文字徵》“冯 （推）”，东汉《建宁三年

残碑》“……让不就
损挹以

（推）辟到第十桼（七）

（推）处者”，居延新简 EPT59:192“

（推）木候史冯长”，居延新简 EPF22:140“
2a“子

（推）而弗厌也”；

（推）进……”，北魏《元宝月墓志》“谦恭以接下，

（推）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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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弛}施—弛
《说文·弓部》：“弛，弓解也。从弓从也。”{弛}表示松弛义，出现的时
代也相对较晚。施、弛均属书母歌部，音近可通。战国秦简牍习惯借用“施”字
记录{弛}，见睡虎地《为吏之道》“施而息之，密而牧之”“毋施（弛）当（常）”，
放马滩《日乙》351.1“妇是荧荧，施登于城，朝作而夕不成”等。西汉简牍资
料也常借“施”记录{弛}，如马王堆《十六经·观》“正名施（弛）刑，执（蛰）
虫发声，草苴复荣”，马王堆《十问·黄帝问于容成曰》：“欲闻民气赢屈施（弛）
张之故”，马王堆《十问·禹问于师癸曰》“于脑也施（弛），于味也移（侈），
道（导）之以志，动之以事”，武威汉简《仪礼·甲本泰射》“述（遂）命胜者
执张弓，不胜者执施（弛）弓”等。
战国楚系文字和西汉初期的简帛也常见从“也”或“它”得声之字记录{弛}。
如楚简{弛}用“ ”，清华六《管仲》27“然则或

（弛）或张，或缓或急”，

马王堆《经法·君正》：“有得者，发禁拕（弛）关市之正（征）殹（也）”，
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三王代立，五相<伯>蛇（弛）政，皆
以不复其掌（常）”等。“ ”和“拕”都可以看作是为{弛}专造的用字。汉代
简牍或借“阤”和“貤”字记录{弛}，如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朱己谓魏王章》
“今不存韩，贰（二）周、安陵必貤（弛），楚赵大破，燕齐甚卑”，《敦煌悬
泉月令诏条》“谓附阤（弛）薄也，从七月”等。
西汉晚期的简牍资料开始出现改换义符的“弛”字记录{弛}，如居延新简
EPT49:28“即

（弛）刑张东行”，居延新简 EPT49：13A“

（弛）张”，敦煌马圈湾汉简 172“毋

负薪水”，英藏《仓颉篇》3503“弓弩
为

（弛）刑迹

（弛）槊”等。值得注意的是，汉魏六朝的碑刻墓志文献多写作“㢮”，

见东汉《桐柏淮源庙碑》“惟前废
“天网暂

（弛），匪躬匪力”，北魏《元颢墓志》：

（弛），鼎命疑归”，唐《柳君妻萧惠媄墓志》：“翟衣未

（弛）”

等。

三、字用分工与用字改换
不同字符间字用的分工，也是引起词语用字改换的重要动因。有的是通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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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字等形式分散多义字的不同职能；有的则是归并异体字的职能；或将原本既
可由本字也可由借字承担的职能，合并由某个字承担。这些字用分工的手段，客
观上都推动了用字的更替。以下结合词语用字演变，略举数例说明。
3.1{止}：止—阯、趾
“止”的甲骨文字形作“ ”，象人的脚底板之形，《合集》13684“疾止”
即是占问“脚板”有毛病，引申为脚趾；足在人体的最下面，又引申指地基；通
过脚可以去任何地方，引申为停留、逗留义；由停止义又引申为禁止、去除义等。
由此，导致“止”字的记录职能十分繁复，有时不利于准确区别不同用法。在秦
简牍资料中，仍以“止”字表示“基址”和“脚趾”义，见岳麓秦简《数》179
“城止（址）深四尺”中的“止”表示“地基”义，周家台《病方》328.1“即
取垣瓦貍东陈垣止（址）下”，周家台《病方》329.1“先貍一瓦垣止（址）下”，
以上两例“止”均表“墙基”义。又如睡虎地《答问》126“斩左止为城旦”，
龙岗《竹简》2“斩其男子左止”，里耶·第九层 910 正“斩佐止为城旦”，岳
麓·四册一组 049 正“斩其左止”，以上诸例中的“止”都表示“脚趾”义，斩
左趾是秦律中习见的刑罚措施。
西汉以后的简牍资料中，仍较为常见以“止”记录{址}和{趾}，如孔家坡汉
简 268“更内徙止毋西北”，敦煌汉简 50“舍宿营止宜于”，肩水金关汉简 T31：
128“发故彊落除下止广丈□乧”都表示“基址”义。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88“斩右止者腐之”，194“斩左止以为城旦”，马王堆《周易》57 行“壮于前
止”等中的“止”都表示的是{脚趾}义。
《说文》收录有“止”“阯”，而无“趾”。《说文·阜部》：“阯，阯基
也。从𨸏止声。（址）阯或从土。”这说明东汉时期已经新造“阯”分担“止”
字的“基址”义的用法，汉代铜器交阯釜作“
丰令交

”，东汉沈府君神道阙“汉新

（阯）都尉沈府君神道”，北魏李瑞墓志作“兰摧玉碎，掩归山

（阯）”，唐韩玄墓志“郁彼层构，邈焉余

（阯）”等。《原本玉篇残卷·阜

部》：“阯，之视、时止二反。《左氏传》：‘略其阯具糇粮。’杜预曰：‘阯，
城足也。’《说文》：‘基。’或为址字，在圡部。”
那么，后世大概在何时开始出现“趾”分化“止”字的“脚趾”义功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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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字在传世辞书中较早见于《尔雅·释言》：“趾，足也。”郭璞注：“足，
脚。”出土文献较早见于东汉华山庙碑阳“迄今垣

（址）营兆犹存”，不

过“趾”字记录的却是“基址”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确切表示{脚趾}
义，如北魏元譿墓志“宗茂驎
殒秀，由岩残

（趾），爰挺若人”，北魏元灵曜墓志“如春

（趾）”，北周《李贤墓志》“迁其伉俪，同斯岩

”等。

《篆隶万象名义·足部》：“趾，𥘡视反，脚。”《篆隶万象名义·阜部》：“阯，
之视反，基。”《篆隶万象名义·土部》：“址，诸耳。基，埵，𦩱字。”这说
明南北朝时期“趾”和“阯”的分工逐渐明晰，与母字之间实现了字用分工。
3.2{终}終、冬—終
《说文·仌部》：“冬，四时尽也。从仌从夂。夂，古文終字。”《说文·糸
部》：“終，絿丝也。从糸冬声。”“冬”本义为“终”，引申而有岁末之终义，
即表示冬夏之冬。
秦简牍资料表示{终}，同时并用“終”和“冬”二字。秦简牍以“終”表示
{终}凡 38 例，分布范围较广，仍以初文“冬”记录{终}的用例只有 6 例，见睡
虎地《日甲》149.正.5“毋冬（终）”，岳麓《为吏治官》66“事无冬（终）始
不欲多业”，北大秦简《医方》32“熏之冬（终）日”等，但出现频率远不如“終”。
从目前所见秦简牍中也可以看出“冬”“終”用法逐渐分化，“冬”表示“冬日”，
“終”表示最终等义，这也是字用分工引发用字调整的典型案例。
综上所述，汉语字词关系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秦“书同文”
政策虽然对很多字形写法和用字结构进行了规范，但后世的用字调整仍未停止，
这是语言文字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文化变迁推动的结果。近年来，汉语字
词关系研究成为学界的热点、前沿问题，也涌现了大批力作，但多数都是从共时
平面进行断代考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字词关系的调整过程，还有许多值得
做的工作。秦汉之际的语言文字面貌在汉语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深入挖掘比较将
呈现更多历史演变规律，我们将另文讨论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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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周波：《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线装书局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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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漢語俗字確定的
一個原則與三條標準

黑維強、尹丹
中國
陝西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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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语俗字确定的一个原则与三条标准①
黑维强 尹 丹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摘

要：汉语俗字与正字相对，俗字的确定依托于相对应的正字规范标准，从汉字发展史来

看，这一问题的讨论从“书同文”之后进行比较合适，因为有了正字标准。秦汉之后的俗字由最
初的错字发展而来，从个体的错字转变为一个俗字，必须经过社会大众的认同接受。错字与俗字
的关系是个体书写和群体书写的关系，其本质区别由文字的社会属性决定，社会属性是确定俗字
的基本原则和根本依据。俗字的社会性原则体现在三条标准上：书写者标准，时代性标准，地域
性标准。此外，古代字书、韵书、注疏等文献材料作为辅助标准。对待历史文献中的错字，在没
有其他材料可证明为俗字时，需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的历史态度，以探明其正确字形为主要任务。
关键词：汉语俗字，社会性原则，书写者标准，时代标准，地域标准

○、引言
汉语俗字是汉字发展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文字现象，始终与正字并行发展。俗字具有历时
性特点，在不同时代俗字有转换为正字的可能。俗字与正字相对，俗字问题的讨论需要在有
正字规范的前提下才比较合适。历史上，秦始皇“书同文”之前，俗字的讨论无法进行，因
为甲骨文、金文、籀文、大篆等时代的文字，现存文献没有可供系统比较的文字资料，文献
记载西周宣王时的《史籀篇》是当时统一的文字，可惜现在仅存字数不多，见于《说文解字》
者二百余字，不成系统，难以进行系统的正字与俗字比较。因此，秦汉之前阶段，无法讨论
严格意义上的正字与俗字的关系。也就是说，俗字分析只能从“书同文”的小篆开始，即以
《仓颉篇》
《爰历篇》
《博学篇》的字体为标准，借此“三篇”字体可以判断当时的正字与俗
字。
“书同文”的小篆规范性已经非常明确。
“三篇”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在时代相距较近的
《说文解字》中直接继承了，而且将当时的汉字全部记录下来了，进行正字与俗字的研究，
材料全面有系统。后世不断有规范字形的推行，如东汉灵帝于熹平四年（公元 175 年）开始
刊刻的《熹平石经》
，是推行隶书的规范化举措，作为全国读书人读经的范本。唐代颜元孙
的《干禄字书》曾被当作科举时代的字体标准，还有颜师古的《字样》、张参的《五经文字》，
宋代有张有的《复古编》
。它们都明确了正字的规范字形，也就为俗字的确定有了判断标准。
没有规范的正字标准，就无法判断某个字形是否为俗字。所以本文俗字问题讨论范围，限于
从秦汉及其之后有正字标准的时代，之前文献的俗字现象不包括在内。
历史上统治阶层对于俗字现象持否定态度，即便有一些俗字汇编的著述，也只是为了巩
固正字的统治地位。但是尽管如此，俗字并没有因此停止其发展脚步，每个时代的汉字都有
一些新的俗字产生，同时还有之前时代已有俗字的继承。纵观 20 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汉字发
展史研究成果，秦汉之后丰富而复杂的俗字现象，在文字学理论意义上的研究几乎为零。真
正对俗字的高度关注与研究，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末。蒋礼鸿先生在《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
言》
（1959）中指出：
“俗文字学在文字学这个部门中到今天还几乎是空白的。
”从此开始了
汉语俗字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也标志着正式开启了俗字学理论研究的大门。近几十年来，
文字学术界对俗字研究取得许多了卓著成果，但是仍有一些重要领域还没有进行系统研究，
如本文讨论的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在阅读民间契约文书时，受前辈时贤研究的启发，就俗
① 本文为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元以来民间手书文献俗字典编著与研究”
（17BYY019）和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明代至民国西北地区契约文书整理、语言文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
（19ZDA309）成果之一。论文曾在 2020 年 11 月 27-28
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汉语言文字学高端论坛暨《清华语言学》创刊学术研讨会”宣读，
陆俭明等先生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谨致由衷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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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判定问题，从文字使用者的角度出发，阐述俗字确认的原则和判断的三条标准，并对历史
文献中存在的错字的认识态度略作讨论。
为了行文和核查方便，本文所引例句后均标明出处及辑、册、页，引例“简称”见文末
“引用文献”
。原来没有题目的契约文书，根据契约文书性质、内容进行自拟，原有编者自
拟题目的，有的在引用时做了适当改动。没有注明出处的例子，来自黑维强的收藏。
一、古今学人对俗字现象的认识与研究
俗字存在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献中。东汉以前，人们的书写材料主要有甲骨、青铜器、
石头、简牍、丝帛，东汉纸张发明以后，书写材料的改变使得汉字书写更为便利，民间百姓
也拥有了更多识字断文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手写文书以及碑刻墓
志中俗字随处可见。唐五代俗字兴盛，数万卷敦煌写本文献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更是俗字满
纸，以俗字命名的两部字典可见一斑。黄征《敦煌俗字典》收录字头 4814 个，俗字形有 21730
个，一个字大致有 4.5 个俗字；赵红《吐鲁番俗字典》收录字头 2399 个，俗字形有 12454
个，一个字大致有 5 个俗字。宋代以后，印刷刻本流行，文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俗字
渐趋于减少，但是民间刻本中仍有大量俗字可见。例如曾良、陈敏的《明清小说俗字典》收
录字头 2995 个，俗字 12020 个，每个字平均有 4 个俗体字，略少于写本时代。毛远明《汉
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
，名之以“异体字典”，其实许多异体字就是俗字。由此可见，历史文
献中俗字使用之广泛。近年来仅整理出版的汉代以来契约文书有 250 余种，特别是宋元至民
国时期的，它们几乎都是手写文书，俗字亦为随处可见。可以说，自秦汉以后，汉字发展的
历史就是正字与俗字并行发展的历史。因此，汉字史的系统研究应当是对正字与俗字的共同
研究，以此方能体现汉字史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古今学人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关注与研究。
1.1 古人的认识
俗字相对正字而言，人们对俗字的认识历史悠久。俗字概念提出的时代比较早，今天所
见最早文献是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
，其中说到：“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
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
”这里将“楷正”与“俗字”相对。
颜之推又在《书证篇》中叙述了自己对俗字的认识过程：
“吾昔初看《说文》
，蚩薄世字，从
正则惧人不识，随俗则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笔也。所见渐广，更知通变，救前之执，将欲
半焉。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官曹文书，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这里表达
了颜之推对俗字由“蚩薄世字”的排斥，到了适时变通，最后有针对性地使用，使用俗字的
范围是官方公文，私人书信，皆从众随俗。特别是“略是不得下笔也”
，即不用俗字俗词，
不能下笔，这是俗字能够通行的基础条件。敦煌文献中郎知本的 S.388《正名要录》也对正
字与俗字进行了辨证，比较宽泛粗略。其后唐颜元孙《干禄字书》将汉字分为俗体、通体、
正体三种，三者相对，俗体即俗体字，通体实际上也是俗体字。其中的正字与俗字的分辨比
较严密细致。清人赵之谦的《六朝别字记》的“别字”，也是俗字。总体而言，古代人对俗
字的认识集中于使用问题的思考，却没有系统的研究。清代之前的汉字研究历史，几乎都集
中在正字上，以说文学和六书理论为主流，忽视了俗字这一领域的研究，即使涉及也是零星
点缀，相比正字研究成果而言，可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
1.2 今人的认识
现代学人对俗字的讨论，较早的前辈学者有唐兰、周有光、潘重规、蒋礼鸿、李荣、裘
锡圭、郭在贻等。如唐兰先生（1949：183）指出：
“由商周古文字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
由隶书到正书，
新文字总就是旧文字的简俗字。”蒋礼鸿先生《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
（1959）
一文是汉字俗字学研究的纲领性、理论性的以启山林之作，从此之后有了系统的俗字学理论
研究。周有光先生（1979：318-319）也曾说：
“俗体字的产生在历史上没有停止过。俗体字
不但在比较随便的场合应用，在庄严的场合也应用；不但一般书写者应用，受过严格文字训
练的学者也应用。各种字体里都有俗体字。”还有学者认为，古文字阶段的甲骨文也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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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金文的俗体字，这是广义上的正体与俗体的关系。裘锡圭先生（1988：42-43）指出：
“我们可以把甲骨文看作当时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而金文大体上可以看作当时的正体
字。所谓正体就是在比较郑重的场合使用的正规字体，所谓俗体就是日常使用的比较简便的
字体。
”以上先生们的观点是为的论。与老一辈学者比较，后续中青年学者研究如日中天，
成果丰硕，有张涌泉、黄征、周志锋、蒋冀骋、杨宝忠、曾良、蔡忠霖、郑贤章、张小艳等
先生。目前俗字理论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张涌泉先生的《汉语俗字研究》
（1995/2010）
，
其理论化、系统化显著，是许多学者俗字研究的理论基础。黄征先生的敦煌俗字研究也体现
了系统化、理论化色彩。杨宝忠先生的系列疑难字考释，成果卓著，令人瞩目。俗字典方面
近年成果突出，如上所举黄征先生的《敦煌俗字典》
、赵红先生的《吐鲁番俗字典》
、曾良和
陈敏先生的《明清小说俗字典》
，以及毛远明先生的《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等。
二、社会属性是俗字确定的基本原则
语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具有社会属性。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语言“不能
传于异地、留于异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于是产生文字，弥补了语言的先天不足。文字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它同语言一样，同样具有社会
属性。文字的社会属性，不仅体现在规范的正字上面，也同时体现在了俗字的层面上。一个
字形是否为俗字，确定原则就是文字的社会属性，换言之，社会属性也是俗字界定的根本原
则，也是根本依据。李荣先生（1987：7）就俗字的性质指出：
“对大家公认，已经通行的文
字而言，新字就是俗字。
”郭在贻先生（1993：199）指出：“俗字是人们在长期的书写过程
中约定俗成的产物。
”张涌泉先生（1995/2010：44）论述到：“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是
约定俗成的交流工具，俗字作为一种传播媒体自亦不能例外。”蔡忠霖先生（2004）也说：
“不论正字俗字，其实都在‘约定俗成’的大原则下形成的，也就是正字及俗字都是为彼时
社会大众所认同与使用的。
”诸家指出的“大家公认”
“约定俗成”，就是指俗字的社会属性。
上文谈到秦汉以后的文字发展历史是由正字与俗字并行发展的，正字是经过官方认可的规范
字体，俗字虽然没有获得官方认可，但是被民间百姓认可。俗字总体上笔画结构简单，书写
方便快捷，民间百姓乐于接受和使用，同样起到了记录语言、传递信息的功能，发挥了文字
的所具有的价值功能，所以同样具有社会属性。俗字具有的社会属性表明，它同正字一样，
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通行领域主要是民间百姓基层。俗字的社会属性直接间接的论述很
多，这里不再赘述。
三、俗字确定的三条标准
学术界都反复强调俗字的“约定俗成”，对俗字判断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论及，蒋礼鸿
（1959）指出要“辨析俗字与错字的界限”，但是“哪些是俗字，哪些是错字，也是分析俗
文字的一个问题，而且有时是比较难于分界的。”具体如何区别，语焉不详。我们说某俗字
时，实际上已将某字形确认为合格的字形了，只不过不是正字而已。但是还有个问题，俗字
最初一定是某个人个体书写的结果，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也就是一个错字，那么由错字到
俗字，如何确认为它为大众认可的一个合格的字？根据前人的认识和我们的理解，俗字“约
定俗成”的社会属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体现，也就是俗字确定有三条标准：第一，书写者
标准；第二，地域性标准；第三，时代性标准。这三条标准，其中的书写者标准最为重要，
书写者的标准是确定俗字最根本的标准。地域性和时代性标准实际上也是书写者标准的体
现，是换个角度的观察，不论何时何地，俗字都是由人来书写的。除了这三条标准之外，各
个时代的字书、韵书及其它注疏文献还可以作为辅助标准，帮助确定俗字。
3.1 书写者标准
文字是由人来书写的，俗字使用的主体是民间百姓，所以确定俗字的标准，首先要考虑
书写者的标准。俗字书写者的标准是指俗字书写者要有一定数量群体，不能是某一个个体。
如果某一正字之外的字形只有一两个人使用，没有其它更多的人使用，说明这个字形没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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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基础，不被人们所接受，也就是不具有社会属性，那么这个字就不是俗字，而只能确定
为错字。错字的书写，有的是由于无意识的笔下之误，多一笔少一笔，或结构错乱，甚或“有
时把字写得不成字，有时把字写成另外一个形近的字”（裘锡圭 2004：308）。蔡忠霖先生
（2002：52）认为：
“一个有别于正字的异体，若不被大众接受，缺乏流通性，那么充其量
它只能算是一个‘错字’罢了。
”
“被大众接受”就说明俗字的书写者是多人，而非少数的几
个人。
书写者信息是文献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它能够反映文献的重要信息，我们可以从中得
知文献的书写者是谁，文化程度如何等等。文献中的书写者信息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类
型，或者可以说是显性的与隐性的。显性的是指在文献中能够直接看到是谁写的，隐形的则
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确定是何人。直接显示书写者信息的文献，常见的有作品手书原稿、书
信类、契约类、账册类、药方、写经题记类、案件审问记录、会谈记录、题诗等，这些文献
撰写、记录、抄录等都必然有书写者名字保留其间，能直观的看到是张三或李四所写，张三
李四就是书写者的体现。碑刻文献经常有书写者的名字，敦煌抄经题记中有书手某人，刻本
文献有刻工人姓名，契约文书在契末写倩书者是谁，或亲笔或代笔，等等。这为我们对文字
书写者考察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与便利，不同人书写就是俗字社会属性的体现，就是俗字
社会性的直接证明。例如契约文书行文末尾经常说到的套语是“空口无凭，立此为据”，而
“据（据）
”经常写成“扌处”这样一个字形，其例如下：
《明万历十一年（1583）朱法等连名戒约》：“立连名戒约为

。
”
（千年 A3/121）

（1）《清道光十五年（1835）杨体和、郭有容共山杉木字》：“今恐无凭，立此共山字
为

。道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笔中王沄立。”（黎平 1/4/232）
（2）《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何成保同弟立断骨据出卖茶丛地契》：“恐口无凭。立

此断骨出卖茶丛地契存

。亲笔。
”
（婺源 2/27）

（3）《清道光三十年（1850）杨含英等兄弟求阴地字》：“自今以后，不得藉此再葬。
即求是实立字为

。笔：张进纯。
”
（黎平 1/2/84）

（4）
《清同治三年（1864）傅长林等立出卖房屋地基红契》：
“四至分明，照契管业为

。

请代笔：邹森源。
”
（南京 95）
（5）《清光绪六年（1880）吴承炯限期还银字》：“立限字人秦溪吴承炯，……恐后无
凭，立此限字为

。亲笔。
”
（黎平 1/2/105）

（6）《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口镇长径村万老六立收字文约》：“其原契日后检出
不作行用，恐口无凭，立字存

。代书：叶圣喜”（婺源 2/576）

（7）《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杨胜培断卖杉木并土字》：“立断卖杉木并土字人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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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恐人信难凭，立此断卖字是实为

。亲笔。”（黎平 1/4/302）

（8）《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彭元成立卖出土字》：“立卖山土字人彭元成，……恐
口无凭，立有卖字为

。亲笔。
”
（剑河 1/3/36）

（9）《中华民国三十一年（1942）胡正兴立讨阴地文约》：“恐口无凭，立讨约一纸存
执为

。古长春字。
”
（成都 258）

以上例子中都明确标明了书写者名字信息。可以分为两类：有的是出卖、佃租人自己书
写的，用“亲笔”来表示系本人书写。如例（2）书写者是立契人何成保，例（5）书写者是
立限字人吴承炯，例（7）书写者是立断卖杉木人杨胜培，例（8）书写者是立卖山土字人彭
元成。有的是请人代书，契约中用“笔中”“请代笔”“代书”“XX 字”指明是代笔人书写，
如例（1）立契人是杨体和、郭有荣，书写者是笔中王沄，
“笔中”意为既是代笔人又是中人，
例（3）立契人是杨含英兄弟，书写者是张进纯，例（4）立契人是傅长林，书写者是邹森源，
例（6）立契人是万老六，书写者是叶圣喜，例（9）立契人是胡正兴，书写者是古长春。很
明显，
“扌处”出现在不同的书写者笔下。一个正字之外的字形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不同的书写
者笔下，说明它被人们接受和使用，具有社会流通性，因此“扌处”是“据”的俗字无疑。
《宋
元以来俗字谱·手部》收录了“扌处”字，所引文献例证是《古今杂剧》等文献，契约文书
例证的时代与此前后相接。笔者之一（黑维强、贺雪梅 2018）还曾专门讨论过契约文书中
的“处”为“据”的俗字，即将“扌处”的“扌”省略：据-㩀-㨿-扌处-处，书写者也是不同
的人。
再看契约文书中“无”的一个俗体字例子。例如：修改，核对，例子与分析要一直，有
的例子改了，和后边的对不上。
（1）《明嘉靖元年（1522）李天保卖棕木白契》：“今恐 凭，立此文契为用。”
（千年
A/2/9）
（2）
《明嘉靖四年（1525）吴志卖地菜园白契》：“今恐 凭，立此文契为照者。”（千
年 A/2/30）
（3）《明嘉靖八年（1529）祁门吴英等卖山赤契》：“今恐 凭，立此文契为用。”（千
年 A/2/55）无书写者。
（4）
《明隆庆四年（1575）休宁金积德租地文约》：
“今恐 凭，立此为照。
”
（千年 A2/457）
（5）《明万历二年（1574）祁门谢承恩等退还文约》：“如过册年不取，听自执此契作
卖过税 辞。恐后 凭，立此当契为照。”
（千年 A/3/487）无书写者。
（6）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祁门县叶道行立赔偿文约》：
“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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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2/2/289）
（7）《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李尚华当地契》：“今恐 凭，立此文约为照。”（千年
A/3/9）无书写者。
（8）
《明天启元年（1621）徽州方阿凌卖竹山白契》：“恐 后无凭，立此卖契存照。”
（千年 A/4/10）
（9）《明天启三年（1623）祁门查四卖山赤契》：“税粮遂照弓口交纳，日后大造黄册
过推仁户 词。
”
（千年 A/4/126）
（10）
《明崇祯十二年（1639）休宁陈若璋等卖山赤契》：
“所有税粮候大造推割 词。
今恐

凭，立此为照。
”
（千年 A/4/442）

（11）
《明崇祯十年（1637）王彤等卖山白契》
：
“今恐 凭，立契为照。
”
（千年 A/4/425）
（12）
《明崇祯十二年（1639）休宁王天登推单》：
“今恐 凭，立此推单为照。”
（千年
A/4/443）
（13）
《万历二十三年（1595）祁门谢棹等立<忠孝议约>》
：“谢元实借入会祀纹银贰
分正，照会加利，约至来年清明日本利付还 词。”（千年 A/6/468）
（14）
《万历二十三年（1595）祁门谢棹等立<忠孝议约>》
：
“菜租各拾伍斤，和菜各
拾斤，内□系陸斤，萝蔔系四斤，俱要榨干 水的。
”（千年 A/6/451）
例子中“今恐 凭”
“并 重复交易”
“ 词”
“ 水”的“刍”字形清晰，其义无法据其
字面来理解。
“刍”在《大字典》
《大词典》中列有“割草，刈割，牲口吃的草，吃草的牲口，
用草喂牲口，割草的人、草野之人，谷物植物的茎杆，卑微、浅陋”等八九个意思，它们放
在例子里，句意皆无法讲通。换句话说，这里的“刍”不是代表字面意思的，而可能是另外
一个字的俗体字形。例子皆出自徽州的休宁和祁门，例（1）
（2）代笔人都“吴伦”，
（2）书
写者是“汪天诏”，例（3）书写者是“夷尚德”，三个例子均非同一人。例（4）是休宁县
人，没有书写者的姓名。例（5）代笔人为“方继沂”。
（7）
（8）为同一个人的抄写本，可能
为一人所写，因为无从知晓原来文书的书写状况。例（9）
（10）均无书写者姓名，但从字迹
看，显然不是一人书写。与（ ）是两个不同人的抄本。可以说明，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
所以可以看作是俗字。它是哪个字呢？正好利用它出现在套语句式的语境来作出合适的判
断。根据其他书写字形规范的契约文书例子看，它们都是书写如下“无”字。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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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元延祐二年（1315）祁门县汪子先卖田山赤契》：“今恐无凭，立此卖契文书为
用者。
”
（粹编 469）
（8）
《明永乐三年（1405）祁门县谢寄诚卖田白契》
：
“今恐无凭，立此文契为用。”
（粹
编 659）
（9）《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休宁县汪德新卖山地白契》：“今恐无凭，立此为照。”
（粹编 807）
（10）
《明天启五年（1625）歙县程应佳卖田赤契》：
“今恐无凭，立此卖契永远存照。”
（千年 A4/185）
（11）
《清顺治六年（1649）休宁县吴启祐卖园契》：
“今恐无凭，立卖契存照。
”
（粹编
995）
（12）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祁门县胡叔商卖山骨白契》：
“未卖之先，即无重复交
易。
”
（粹编 647）
（13）
《明万历十四年（1586）休宁县汪尚赞卖山地红契》：
“前项未卖之先，并无重复
交易。
”
（粹编 777）
（14）
《清康熙十年（1671）休宁县王子受卖基地红契》：
“其地未卖之先，并无重复交
易。
”
（粹编 1014）
比较例（1）-（6）的“刍”与例（7）-（14）的“无”，都是相同的套语句式，一致的
语境与表达一致的意思，所以“刍”即“无”的俗字无疑。
“刍”与“无（無）”的形体相聚
甚远，如何就能确定为“無”呢，根据“無”的草书楷定而来。
“無”在书写中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24）等形体
写法，早在敦煌文献中就有了“ ”
（敦煌俗字典 839 页）
，它们字形与“刍”形近，也大致
能看出“无”字形体发展为“刍”的过程。因此，将“无”写作了“刍”。
再来看间接显示书写者信息的例子。如果文献材料中并没有明确标明书写者是何人，就
需从别的角度考虑。就一般情况而言，文献所处不同时代或不同地点从侧面反映文字的书写
者的信息，不同时代书写的文献所呈现出的字形，能清楚地表明书写者并非一人，这是显而
易见的。这里看碑刻文献中“坐”俗字“㘴”
。例如：
（1）
《北魏侯刚墓志》：
“至有伓假，常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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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碑林全集》62/492）
（2）
《北魏杨遁墓志》
：
“白杨遽落，青蓬

飞，悲乎不反，相视沾衣。”
（《西安碑林全

集》195/896）
（3）
《北齐魏懿墓志》
：
“年始十八，

家□为荡寇将军、右尚令。”
（《北京图书馆藏中

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8/62）
（4）
《隋段济墓志》
：
“罢镇关榆，
（5）
《唐陈泰墓志》
：
“崩城之泣

惟棠树。”（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1/155）
踰，同穴之幽行际。
”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

拓本汇编》20/44）
（6）
《唐于士恭墓志》
“拱树萧萧，

看成古；佳城杳杳，空见微月。”（《中国西北地

区历代石刻汇编》3/63）
以上例证都是出自墓志文献中，墓志中并没有写明刻工人姓名，无法直接得知书写者的
信息。但是碑刻的时间和出土地点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字是出自不同人之手。首先，从这六
通碑刻的时间来看，例（1）刻于北魏孝昌二年（526 年）河南洛阳东北马沟村出土；例（2）
刻于北魏太昌元年（532 年）
，陕西省华阴县五方村出土；例（3）刻于北齐武平五年（574
年）
，河南安阳出土；例（4）刻于隋大业十二年（616 年）
，河南洛阳出土；例（5）刻于唐
神龙二年（706 年）
，河南洛阳出土；例（6）刻于唐开元十五年（727 年）
，陕西西安出土。
从北魏孝昌二年到唐开元十五年，相差 201 年，显然这不可能是一两位刻工的作品，而应是
出自多人之手。其次看碑刻出土的地点，这几件墓志分别出土于河南洛阳、安阳、陕西华阴、
西安。虽然其中例（1）
、
（4）和（5）都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但三者相差 180 年，例（1）
与例（4）
，例（4）与例（5）分别相差 90 年，90 岁之人在现代仍是高龄，按照魏晋隋唐时
的生活情况来分析，一个人不可能相隔 90 年还能做刻写碑文的事，因此这三通墓志中的“㘴”
绝非出自同一人手下。不同的墓志中出现“坐”的同一个异体字形“㘴”，说明这不是某一
个人的创作，而是被社会大众认可接受的一个字形，是“坐”的俗字。该字形在其它文献也
能看到。例如敦煌写本中就有用例：
（1）S.2056《捉季布传文》
：
“执手上堂相对㘴，索饭同餐酒数巡。”
（
《敦煌俗字研究》
103）
（2）S.2527《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九》：
“庄严宝莲华藏师子

已。合掌恭敬白佛言。”

（敦煌宝藏 20/479）
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字书中也记录了这一俗字。如《字样》：
“坐㘴，二同。
”
《干禄字书》：
“㘴坐 ，上俗，中、下正。
”
《王一》上声哿韵：
“㘴，徂果反，正亦作坐。”
《王二》：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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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果反，俗作㘴。
”
（
《敦煌俗字研究》第 103 页）
明清时期民间契约文书中也有大量的例子。例如：
（1）
《明万历休宁苏氏抄契簿之一六》：“九都三图住人汪英、汪旭，今因缺少使用，
自情愿凂中将父续置田一坵，

落土名窑塘塝服字三佰三十号。”
（徽州 A/6/122）

（2）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郑克圻立卖地契》：
“本府有承祖店地壹间，

落厦门

福山社新路头横街仔。
”
（厦门 27）
（3）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姜番保冲故景田卖契》：
“自己情愿将到名下祖田乙丘，
落土名冲故景，约禾六把有余，凭中出断与姜数剪名下承买为业。”
（加池 4/23）
（4）《清道光十年（1830）秋口镇吴礼焘立出断俵田皮约》：“自情愿立出断俵田皮约
人吴礼焘原承父置有田皮壹段，该分身股 落土名汪宅坞口。”（婺源 2/79）
（5）《清同治九年（1869）七月十一日周镛立当地契文约》：“立当地契文约人周镛，
因手乏不凑，今将本身熟地壹段， 落坟抬子上下贰段，四至列后，烦中说妥情愿兑与邓国
显名下耕种为主。
”
（东北）
（6）
《清宣统元年（1909）通州杨万仓卖佃旗佃地白契》：
“此地

落在尹各庄家东北

边，地名东河沿。
”
（首博 8/17）
可见，跨越千年之久的“㘴”为“坐”的俗字无疑，而汉代之后，
“坐”一直为正字，
无需多言。
3.2 确定俗字的地域性标准
俗字的社会属性还表现在俗字必须是跨越一定的地域空间，在一定区域内通行，被某一
地区或不同地区的人们认可使用，这即是确定俗字的地域性标准。一个正字之外的字形只有
流行于一定范围的地域，被该地区的社会成员所接受，它才有成为俗字的可能。地域有大小
之分，有的俗字流行范围很广，甚至是全国通行，而有的俗字只是在某一地区通行，但是只
要它流行于一定区域的，被该地区的人认可和使用，承担着传递语言信息的功能，它就是俗
字。地域性标准是为了保证书写者非一地之人，因此，地域性实际上也是书写者标准的体现。
同一时代，在不同地区的人都在书写同一形体的俗字，说明了该俗字使用具有了一定的广泛
性，也就保证了俗字的社会性特征。
“亩”是民间契约文书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字，尤其是在土地交易契约中，因为土地
交易时要写清楚亩数多少。
“亩”的俗字形体非常丰富，有百余种之多，这些俗体字形出现
①
在全国大部分区域，流行范围广泛，有些甚至是全国通用。试看“ ”这一字形的例子 ：

①“亩”的材料由学生韩志周提供，谨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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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崇祯歙县吴氏家志之一六九》：“万历二年二月十七日，一契用价银十两，买
十八都六图汪仁辉、汪岩暄名下山乙

。”（徽州 A/9/171）

（2）
《清乾隆二十年（1755）许春旺立卖田契》
：
“今俱四至分明，共计额一

五分正。”

（石仓 2/1/24）
（3）
《清嘉庆十五年（1810）程华佑立卖杜断契》：
“原计大苗糙米壹罗（箩）伍斗正，
该载民产壹

零。
”
（福建 3/269）

（4）
《清道光四年（1824）崞县兰淑翰卖地契》：“四至照旧，共计地弍拾弍

，情

愿出卖与章腔村王文廷永远耕种为业。”（山西 1/207）
（5）《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门谢氏回赎其夫揭约字据》：“今同胞侄全德、全魁
情愿将南平川地四段，计地叁

半，与张秋来管业。”
（太行山 88）

（6）
《清咸丰七年（1857）张兴茂立卖契》：
“今将庄西南北地壹段，计大地叁

捌分

五厘七毫。
”
（济南 80）
（7）《清咸丰十一年（1861）直隶给通州王亮报垦执照》：“通州业户王亮呈报坐落刘
各庄地一段九

。
”
（首博 2/564）

（8）
《清同治元年（1862）张庆远立杜卖水田房屋定约》：
“合家商议，情因需银使用，
愿将先年自置华邑属南门外下三甲八十三支，地名洗面桥侧近水田壹庄，共捆水田壹佰叁拾
贰

。
”
（成都 194）
（9）《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官音宝立出佃永远地约》：“又连道西地壹段，计地壹

拾

零五分，系东西畛。
”
（金氏 83）
（10）
《民国十五年（1926）梁殿桂等立分单契》：
“四门分到家东北顺路东西畛地壹段，

约有五

，各无异说。
”
（故纸 2/223）

清至民国时期，
“亩”的正体字是“畝”。在清至民国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到它的各种变
体字形，据韩志周的统计，仅在契约文书中的形体多达一百五十个以上，
“ ”只是其中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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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见的一个，
“畝”的“久”与“么”因形近而相混使用。由以上所举例子可以看出，
“ ”
的使用范围极广，多数地区都可见其身影，例（1）-（3）、
（8）都是南方地区的契约文书，
分别是安徽、浙江、福建和四川，例（4）-（7）、
（9）、
（10）都属于北方地区契约文书，分
别是山西、河北、山东、北京、内蒙古和河南。
“ ”这一字形出现在南北地区多地契约文
书中，足见其通行区域广，社会大众认可度高，所以可以肯定地说“ ”是“畝（亩）”的
俗字。
民间文书书写向来求简，
“畝（亩）”的俗体字形也愈趋简洁，甚至简化成“厶”
。例如：
（1）《明洪武八年（1375）康际可卖山地赤契》：“土名石枧源等沙头，被字玖百八十
三号，计山八十

有零。
”
（徽州 A/1/26）

（2）
《明万历二十年（1592）休宁吴长富等卖田赤契》：
“计税四

捌分有零。”
（徽州

A/3/253）
（3）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南纪堂等三兄弟分单》：“村南老井边花地三

三分。”

（故纸 5/350）
（4）《明崇祯二年（1629）洪明伦卖地契》：“洪明伦今因生添支用无办，自愿将土名
岳坞口，系一千四百七十七号山，共计税乙

贰分九厘二毫。”（田藏 3/23）

（5）《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山东昌邑县张敏光卖地白契》：“将自己家北东西地一
段计地二

三分三厘，出卖于汪允法名下。”
（首博 1/145）

（6）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张文九立卖地契》：
“计开口典，于家洼地十五厶八分。”
（沧州）①
（7）
《清道光十年（1830）王明山、王明玉立分家产文契》
：
“又塔连地一段一 （亩）
半分，南边。……南港口地一段壹 ，南边。
”
（满族 8）
（8）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王意成立典地文契》
：
“按每

（亩）四六抽粮管业。”

（满族 22）
（9）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和顺县崔三孩分家契》：
“圪桃树沟地三
地三

，亭树沟平地三

，小北岔平

。
”
（山西 13/426）

① 该例子出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沧州土地文书辑存（五）》
，其中并无契约原件，只有录文，辑录
者将其录为“十五厶八分”
，说明在原件中就是将“亩”写成“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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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小旵（2011）曾专文讨论过“厶”字在徽州契约文书中的用法及来源，此不赘述。从
例证的地域来看，北方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东北多地契约文书中都有“厶”的身影出
现，南方如徽州地区更有大量例证，可见“厶”使用地域相当广阔，满足地域性标准，确为
“畝”的俗字，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厶”除了为“私”
“某”的形体外，还为“亩”
的俗体字。
再看一个例子。
“分”的俗字写作“卜”。
（1）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姜明甫卖山场契》：
“凭中姜明凤受银二 。”（苗 A12）
（2）
《清光绪三十三（1907）姜海珍等分山林分银合同》：
“为邦占山弍十弍两八钱五 。
”
（苗 E50）
（3）
《清道光二年（1822）绛州张张信义里二甲张灿卖地契》
：“共计地壹亩壹 贰厘
五毫。”（山西 4/84）
（4）
《清道光十年（1830）王明山、王明玉立分家产文契》：
“王家场地一段，七卜（分）
五厘，西边。
”
（满族 8）
贵州契约文书用例极其丰富，除了例（1）
（2）
，再如： （苗 3/E70）
、 （苗 3/E75）
、
（清 3/5/42）
、 （清 3/5/42）等。故纸拾遗、婺源。
再如“窑”字，在古代以“窯”为正字，
《说文解字》收录，
“窑”最初则为俗体字，所
见最早字书为《字彙·穴部》，今升为正字，
“窯”则为异体字了。窑洞作为陕北、晋西、陇
东的居住建筑，
“窑”字常见，出现频率高，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了不少俗字。例如：
（1）《明隆庆四年（1570）山西霍州朱广福卖窑文字》：“东至老院，南至买主，西至
堐，北至朱原孝基 （窑）院，四至分明，土木相连。
”
（2）《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内蒙古呼和浩特祅木栋等开采煤窑合伙约》：“立合伙
开煤 （窑）人蒙古祅木栋，系扎什扎布佐领下人，……”（金氏 1）
（3）
《清嘉庆十五年（1810）山西孝义县任永慎砖窑红契》：“立卖砖 （窑）契人任
永慎，因为度日不便，今将自己分到之业东边上 （窑）壹眼，……情愿出卖与堂叔任福佑
居柱作业。
”
（4）《清咸丰八年（1858）陕北肖安邦等卖窑白契》：“立出卖坐宅 （窑）孔房屋文
约人肖安邦、肖定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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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道光二年（1822）闻喜县王勉諴立回契》：“立回契人王勉諴，今将自己西头
院一方、 二孔，东至道，西至王立兴，北刘丕昌，南至王文忠。”①
（6）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陕北康喜贤等绝卖地白契》：“土 （窑）瓜菜地出卖
与康喜贤、康喜宗永远为业。
”
（7）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陕北榆林市雷元春卖地红契》：“许家崖

（窑）地二

垧半。
”
（8）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陕北张在友立出卖窑孔社果文约》：“立出卖 （窑）
孔社（舍）果（窠）文约人张在友，因为用钱紧急，今将自己本身社窠石 （窑）六孔，……
情愿出卖于本户张贵乙名下管业。
”
（9）
《清咸丰二年（1852）陕北清涧县郝兰贞卖地红契》：
“今将自己舍窠水路地柒尺，
后依买主

腿为界，前依卖主地为界，四至分明，各依旧界，情愿出卖于郝世吉名下管业。”

（10）
《清咸丰捌年（1858）山西霍州朱存巍典窑契》：
“今将自己原有分到本院西边土
壹孔，出入通行，金石土木相连，情愿出典与弍胞兄住坐。”
（11）
《清同治十二年（1873）陕北米脂县米兰忠出卖窑文约》：
“立出卖 （窑）文约
人米兰忠，因为用銭急紧，今将自己所分到土 二孔，……四至分明，各依旧界，情愿出卖
于李杨椿名下管业居住。
”
（12）
《清光绪四年（1878）陕北绥德县李应士卖窑地白契》：“石

二孔，门具全，

上至髙畔为界，下至天沟为界，东西至磘（窑）退（腿）为界。”
（13）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陕北佳县徐良有卖窑红契》：
“立兑换 （窑）文约人
徐良有，因为用钱紧急，今将自己祖土 （窑）叁空（孔）……”
（14）
《清光绪五年（1879）陕北米脂县李士义卖地红契》：
“上至高畔为界，下至天沟

① 该例由王跃博士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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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界，东西至

（窑）腿为界，硙礳公用。
”

（15）
《民国六年（1917）陕北绥德县魏生财出卖窑地文约》：
“立出卖 地文约人魏生
财，今将自己祖业的、魏家山石土

孔前面五孔，东西俱至魏姓中

码，为界，北至高畔

官路为界，南至天沟为界。
”
上引契约文书例子，
“窑”的字形有“窰”
“ ”“ ”“ ”“ ”“ ”“ ”“ ”“ ”
“ ”
“ ”等十来个，除了原本从“穴”的字形外，从“土”“石”的俗字皆为字书、韵
书不载。
“窑”的俗字主要北方出现文献，在南方地区使用少见，限于瓦窑、瓷窑、灰窑少
数的词语中，但是也有俗字使用，与北方地区一些俗字是一致的，如从“土”
“石”的“
“磘”
。例如：
（15）《清乾隆十四年（1749）李乔科立卖田契》：“土名坐落茶排庄瓦

”

塆。”（石仓

1/8/10）
（16）
《清道光四年（1824）张元辉立卖契》：
“又己手置有榛林一片，坐落上洋边，土
名硋

洗面□岗上安着。
”
（福建 5/109）

（17）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吴德谦立归拚契》：
“坐落土名上坵安着，其界上至瓦
坪，下至招波祭田，左至山右至路为界。”
（福建 5/364）
（18）《民国五年（1916）杨茂昌卖田土契》：“自愿将到祖遗之业，坐落地名瓦

大

路以边田一坵……四抵分明，要行出卖。”（三穗 1/3/103）
又如“段”的俗体字“叚”
“ ”，在明清各地契约文书中，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
几乎都写这两个俗体字，正字的“段”反倒少见。
张涌泉先生（2010）指出，每个地域的俗字都有其特点，有的是专为方言词而造的，有
的是不用通行字形而根据自己的书写需要或认知心理新造的，张先生关注点在于不同地区的
俗字差异性，这是俗字特点的一个方面。这里所说的地域性标准是同一问题的另一个角度而
看的。我们关注的是俗字在不同地区的同一性，或者是一致性。不同地区求其同，目的是要
保证俗字使用的社会属性，被较多的人接受书写。同一个俗字在不同地区使用，说明该俗字
使用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俗字异同的表现，二者之间并不冲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而如
果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俗字哪怕只出现在某一地区，也必然是在这一地区被当地人认可接
受，符合我们所说的区域标准。例如“股”在徽州文书中就写“殳”，官契、白契都有其例，
当地人认同它就是“股”字，而没有解读为兵器的“殳”，说明该字在当地具有普遍的认可
度，也就是具有社会属性的。
地域标准的区域大小是相对而言的，某些俗字有的可能使用于较大区域，如北方、南方，
西北、西南；有的可能稍小区域，如清水江流域、徽州地区、山西、陕北、内蒙古西部；有
的则是很小区域，指某一州县，如敦煌、吐鲁番、陕西绥德；有的甚至是某一乡镇，如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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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县石仓乡（今并入大东坝镇）
，该乡有跨越二百多年几千件土地契约及其他民间文书保
存。
3.3 确定俗字的时代标准
在“书同文”之后，也就是有了正字标准之后，但是俗字仍然在各个不同时代，源源不
断产生，被百姓使用，所以俗字具有时代特征。俗字的时代性可以是同一地区的，也可以是
不同地区的。俗字确定的时代标准，就是指同一地区的俗字书写时代要跨越几代人，最短时
间也需要在大几十年以上，排除书写者之间直接传递，少于这个时间，则有可能是某字形是
同一人所写的错字，或同一人教授他人的结果。这条标准是避免一个书写错字者传授给周边
的人。张涌泉先生（2010:129-133）指出“俗字具有时代性，往往因时而异”，也就是“正
俗关系因时而异”
。有的字形从开始出现就一直作为正字的俗字字形使用，而有的字形可能
在一段时期是正字的俗体，另一段时期又作为正体字使用，如上引“窑”字，
“窯”今为规
范了的异体字，而原为正字，
“窑”原为俗体字，今为规范正字。再如“辭、熱”在《玉篇》
中为正字，但在《干禄字书》中却成了当时的俗字，
“剪、秤”在《干禄字书》中为俗字，
今成了正字。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一个俗字不可能只使用于某一时间点，而是要经历一定
的时间跨度，这样才能说明它具有社会属性。张涌泉先生的“因时而异”，这是求其异，我
们说的跨越一定时代，这是别其同，时代不同，某俗字仍在使用，并且不是一个人书写，说
明该俗字具有社会属性。
徽州文书是继敦煌文书之后发现的又一数量巨大的民间文书材料，也是目前整理出版的
各地契约文书中时间跨度最大的文献，其中俗字真实地反映了宋代以后徽州地区的民间文字
使用状况。我们以徽州契约文书中“卖”的俗字“ ”为例，看看俗字的时代性。
（1）
《南宋淳佑八年（1248）祁门胡梦斗卖山赤契》：“今将出 与同都人李武成，三
面平议价钱十七界官会贰佰贯，其立契当日交领足讫。”（徽州 A/1/6）
（2）
《元延佑二年（1315）祁门汪子先卖田、山赤契》：
“如有四止不明及家外人占拦，
并是

主之当，不涉受产人之事。
”
（徽州 A/1/10）

（3）《元至正十一年（1351）贵池谢安得等卖坐落祁门山赤契》：“今为无钱支用，情
愿将前项四至内本家合得分法墓林山地，尽行立契出 与祁门县十都同分人谢子诚名下。”
（徽州 A/1/18）
（4）《明永乐二年（1404）祁门谢曙先卖山地赤契》：“其山与侄能亨、能静相共，曙
先肆分内合得壹分，山地骨并地内杉苗尽数立契出 与同都谢□成名下。”（徽州 A/1/59）
（5）
《明成化十年（1474）吴景昊卖山赤契》：“如有一切不明，并是 人之当，不及
受买人之当。
”
（徽州 A/1/191）
（6）《明万历三年（1575）吴祖护卖山白契》：“万历三年三月初七日立契出 人吴祖

475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护。
”
（徽州 A/3/15）
（7）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祁门汪宗福等卖山赤契》：
“今欲有凭，立此 契存照。”
（徽州 B/2/96）
（8）
《清道光三年（1823）祁门胡氏重立〈虎形山契白〉》
：
“未 之先，即不曾与家外
人交易。如有家外占拦，并是 人之当，不涉买人之事。”（徽州 B/12/68）
（9）
《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祁门金乐昌立卖会契》：“今欲有凭，立此 契为据。”
（徽州 1/10/573）
“ ”的正字是“賣”。从目前所见徽州契约文书可知，南宋时“ ”这一字形就已经
出现，如例（1）
，出现在南宋淳佑八年。民国时期这一字形还在使用，如例（9），前后相差
679 年。在这六百余年里，这一字形在民间文书中一直流行，徽州文书中有大量例子，以上
仅列举数例。俗字“ ”六百余年里使用不绝，充分展现了这个俗字字形被社会大众所接受
和使用，为俗字无疑。
纵观整个汉字发展史，有些俗字传承使用时间久远，有些较短，长久者有千百年的历史。
例如现代汉字“断”
，它是作为现今规范字形，该字形体并非第一批简化字颁布时的新造字，
而是在历史文献中使用已久的一个俗字，在各类碑刻、刻本、写本文献中广泛使用。例如：
（1）
《晋祀后土碑》
：
“女风靡草倾心□

金志合意并□。”（《历代石刻史料汇编（1）
》

482）
（2）
《西魏赵超宗妻王氏墓志》
：
“仲懿早亡，儿女肩㳄，抚养孤鳌，哀慈

绝。”
（《西

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上）
》24）
（3）《隋封子绘妻王楚英墓志》：“义切

机，恩深辍食。”（《隋代墓志铭汇考》1/第

39）
（4）敦研 185《佛说辩意长者子孙》：
“时恶念者在于深草中卧寐不觉，车轹

其头。”

（
《敦煌俗字典》93）
（5）P.3078《散颁刑部格卷》
：
“如当州无府，配侧近州。

后一月内即差纲领送，所

配者领取，报讫申所司。
”
（
《敦煌宝藏》140/223）
（6）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九：“回文字，织成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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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明刊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二：
“纲贺曰：
‘陛下英

如此，虽汉之高祖、光

武，唐之太宗，不过是也！
’
”
（
《明清小说俗字典》148）
（8）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贵州朱镐杉木山场断卖契》：
“恐后无凭，立

卖约为

据。
”
（加池 1/423）
（9）《中华民国丙寅年（1926）贵州姜定国皆豆晚房屋并地基断卖契》：“恐口无凭，
立此

卖字为据。
”
（加池 4/293）

李乐毅先生（1996：66）曾探讨说楼兰、尼雅出土的汉简文献，其中就有“ ”这个
字形了，近似现代规范字“断”
。我们此处所举例证皆选取与规范字“断”完全一致的字形，
例（1）虽然具体年份不详，但是确属晋代，在这通碑文中就有“
”字形，与现在的规范
字“断”完全一致。例（2）与例（3）分别是西魏大统二年（536 年）和隋开皇元年（581
年）的墓志文献，其中都使用了“断”这一字形。敦煌写卷中使用尤为普遍，如例（4）和
例（5）
。在文字相对规范的刻本文献中，这一字形越来越流行，如例（6）和例（7），清至
民国时期的手写契约文书中，
“断”的使用频率比正字“断”要高得多，如例（9）和（10）
所示。相比于正字“斷”
，
“断”的字形更为简便，满足书写者求简易写的心理需求，而且汉
字左右结构更为协调，因此受到书写者的青睐。
“断”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早已约定成俗，
具有极高的社会流通性。换言之，它作为今天的规范字，并不是凭空新造的，而是有着悠久
的历史和使用基础，已被书写者广泛接受。这样的例子并不是个例，现行规范化的简化字，
绝大多数来源于历代的简体字或俗体，据李乐毅先生（1996：1）统计：
“其中源自 50 年代
以前的竟占总数的 80%以上。
”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确定俗字的这三条标准彼此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
从不同角度观察的结果。其中书写者标准最为重要，时代标准与地域标准来终究还是要体现
在不同书写者身上，但书写者不能脱离时空而存在，总是出现在某一地域某一时代。一个字
形只要被社会大众接受并使用，就拥有了生命力，才可能跨越不同时间、跨越不同地域，成
为俗字，有的甚至成为正字。如果说一个字新的字形是由同一人书写的，那么它就不能被认
作是俗字，而只能是此人书写的错字，除非这个字形还出现在其他人笔下。如果某个字形就
算只出现在某一个地区，却被不同的书写者广泛接受认可的，那么我们也认为该字形跨越了
地域，应当被认作为俗字。三条标准互相联系，难以分清。
3.4 其他辅助标准
确定一个字形是否为俗字，除了以上三条主要标准衡量之外，字书、韵书及其它注疏材
料都是可参考的辅助标准。如果民间文书中出现了某一俗字，但出现次数不足以完全确定它
是错字还是俗字，我们可以查阅历史上的字书、韵书等文献，看其中是否有该字形，有了就
可以确定作为俗字。归根结底，这一标准还是用来考察该字形的社会接受度和认可度，是俗
字社会属性的体现。以上文的“断”为例，古代字书、韵书中就曾收录这一字形，而且著作
者作了明确说明，是“俗”字。
（1）《玉篇·斤部》
：“断，丁管、徒管二切，截也。又丁乱切，决也。断，同上，俗。”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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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388《正名要录》
：
“

右正行者揩（楷）
，脚注稍讹。”
（）

（3）颜元孙《干禄字书》
：
“断㫁断，上俗，中通，下正。”
（18）
（4）慧琳《一切音义》卷三：“断，有作断，俗字也。”（转引自张涌泉《敦煌俗字研
究》333）
（5）
《宋本广韵·缓韵》
：
“断，断决，俗作

，

又，徒管切。”
（265）

古代字书、韵书等文献中的俗字多来源于经籍，编写目的是为了匡定正字，解决用字混
杂问题，而非为了汇集俗字，因此字书、韵书等文献中收录的俗字字形远远不如民间文书中
那么复杂丰富，
“断”能出现在这些字书、韵书等文献中，足以说明它在历史上的通行度之
高。
错字与俗字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俗字具有社会属性，错字是书写者无意中写成的，可能
因为形近，也可能因为音同或音近，也可能只是个人书写习惯造成的。错字书写具有偶然性，
是个别现象。但是如果一个错字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开始被社会大众接受，书写的人越来
越多，流通的时间长了，就具有社会属性了，可以看作为俗字了。
3.5 历史文献中的错字
在历史文献整理中，对于暂时未能按三条标准及辅助标准而确定的字形，只能看作是错
字，我们不能替古人改写，但是可以校对改正，能将其正字释读出来则止，待有新的证据表
明该字形被更多人使用，具有了社会属性，才可以确认它的身份，认定它是一个俗字。因此，
俗字的认识有一个历时的过程。例如“地”在民间契约文书中又写作上下结构，最初我们只
见到例（1）
，根据行文内容，该字的正确字形是“地”无疑，说的是“坟地”
，但是辞书以
及异体字字典中均不见收录，只有一个人书写的这一例，在这种前提下，只能确定该字为错
字。后来又在东北契约文书也发现一例，即例（2）
，两个例子为异地使用，并非出自一人之
手，那么，根据地域标准，该字当为俗字。相信将来还会发现书写的第三、第四例。
（1）
《民国十三年（1924）晋城张喜贵卖地红契》
：
“又代东坟
路，西至张书枝，南至王姓，北至小道，除东坡坟

甚

壹处，先从东至

古墓八穴外，共拾陆至以里，上下土木

金石相连，人行水流照旧，道路出入通行。”
（2）
《伪满洲国康德七年（1940）东北郭成立兑地契文约》：“此 坐落大南勾（沟）
东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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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訓匯纂》所涉鄭玄
訓釋資料編校疏失考

李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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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訓匯纂》所涉鄭玄訓釋資料編校疏失考
李玉平
（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300387）
摘要：
《故訓匯纂》是當代學者宗福邦先生主持集體編纂的一部高質量的大型辭書，編
者歷時十八年，為當代學人提供了一部包含豐富故訓資料的大型工具書，功不可沒。筆者在
考察《故訓匯纂》中所收鄭玄訓釋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書中存在一些編校疏失，這裏整理出來，
以供辭典將來修訂時參考，也提醒辭典使用者注意。
關鍵字：
《故訓匯纂》
，鄭玄，疏失
《故訓匯纂》
（下簡稱《故訓》
）是當代學者集體編纂的一部高質量的大型辭書，編者歷
時十八年，為當代學人提供了一部包含豐富故訓資料的大型工具書，功不可沒。據我們統計，
《故訓》中收入了東漢學者鄭玄的訓釋資料約 70 萬字左右，在整理這部分訓釋資料時，我
們也發現書中存在著一些編校疏失，這裡整理出來，供辭典編纂者修訂時參考。我們發現的
問題主要有十四個方面：
一、形近而誤
因為字形相近，校對不細緻導致的失誤。此類最多，我們發現 12 條。
1.第 56 頁“于”下訓條 86“
《詩·召南·采繁》‘～以采蘩’鄭玄箋”，其中“采繁”
當為“采蘩”之誤。
2.第 95 頁“任”字下注音內容“
（一）rèn《廣韻》汝鳩切，去沁日。侵部。
”其中“鳩”
當為“鴆”之誤。
3.第 192 頁“公”下訓條 159“
《詩·召南·采繁》
‘夙夜在～’鄭玄箋”
，其中“采繁”
當為“采蘩”之誤。
4.第 338 頁“和”字的第 131 條訓釋下“《後漢書·斑固傳》
”當為“
《後漢書·班固傳》”
，
“斑固”當為“班固”之誤。
5.第 406 頁“圜”字訓條 15“
《周禮·考工記·輪入》‘取諸～也’”
，其中“輪入”當
為“輪人”之誤。
6.第 426 頁“埴”下訓條 23、24、26 中“《周禮·考工記·總目》
‘搏～之工’
”中的“搏”
皆當為“摶”之誤。
7.第 509 頁“好”字下第 89 條訓釋下的“
《周禮·天官·内饗》
”當為“
《周禮·天官·内
饔》
”
。按，
《周禮》中無《內饗》篇，有《內饔》篇。
8.第 530 頁“婦”字下第 55 條訓釋“～職，謂職紝紃縫線之事”，其中的“職紝”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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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紝”之誤。
9.第 573 頁“宫”字下第 143 條訓釋中“《周禮·天宮·小宰》”當為“《周禮·天官·
小宰》”。
10.第 631 頁“山”字第 7 個訓條下“
《周禮·地官·大司徒》‘辨其～林川澤丘陵墳衍
原濕之名物’鄭玄注”
，其中的“濕”當為“隰”之誤。
11.第 641 頁“崇”下訓條 45“
《衛風·河廣》‘曾不～期’鄭玄箋”，其中“期”當為
“朝”之誤。
12.第 659 頁“已”下訓條 36“昊天泰憮”，其中“憮”當為“幠”之誤。
13.第 680 頁“幬”字下“
《說文·巾部》：
‘～，禪帳也。’”按，考《說文》原文，其中
的“禪”當為“襌”字之誤，同樣，
“幬”字下訓條 1 中“～，禪帳也。
”中的“禪”亦為“襌”
字之誤。
14.第 966 頁“敬”字所引《說文》材料“～，肅也。从攴、苟。”其中“苟”當為“茍”
之誤。
15.第 1174 頁“歌”下訓條 33“～以訉之”，其中“訉”當為“訊”之誤。
16.第 1426 頁“猶”下訓條 74“之子可～”，其中“可”當為“不”之誤。
17.第 1654 頁“竈”字引《說文》材料：
“
《說文·穴部》：
‘𥨫，軟竈也。’”按，其中的
“軟”當為“炊”之誤。
18．第 2449 頁“雜”下訓條 23“《禮記·王藻》‘～帶’鄭玄注”，其中“王藻”當為
“玉藻”之誤。
二、音同或音近而誤
有些時候，字形並不相近，而是字音相同或相近，可能在錄入時候使用拼音輸入法導致
的失誤。如：
1.第 1028 頁“晤”下訓條 7“可以～歌”，其中“以”當為“與”之誤。
2.第 1059 頁“朔”字下訓條 14“《儀理•大射》
‘～鼙在其北’”
，其中的“儀理”當作
“儀禮”
。
3.第 1935 頁“莫”下訓條 49“
《角弓》
‘～肯下違’”，其中“違”當為“遺”之誤。
4.第 2611 頁“鸞”字下引《說文》原文資料“从鳥、鸞聲”当为“从鳥、䜌聲”。
三、誤收訓條
1.第 1983 頁“薺”字條第 3 條訓釋“薺，亭藶之屬。
《古文苑·董仲舒〈雨雹對〉》‘～
麥枯’章樵注引《月令注》
。”考察原書，
《古文苑》卷十一：“《雨雹對》‘薺麥枯由隂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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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宋章樵注：‘《月令》
：“孟夏，靡草死，麥秋至。”注：“靡草，薺、亭歷之屬。”
薺、麥，蓋二物也。’”又考《禮記·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麦秋至。”鄭玄注：
“舊說云靡草，薺、亭藶之屬。”孔穎達疏：“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草。”由此，我們可
以知道“薺”與“亭藶”是並列的兩種不同植物，二者都屬於“靡草”，而不是說“薺”是
“亭藶”之類的植物。這條訓釋，是《故訓》編者對注釋材料的誤讀而收入的。
2. 第 1626 頁“稍”字條第 9 條訓釋“大禮曰旬，旬之外爲～。《易·豐》‘雖旬无咎’
鄭玄注。
”考察《故訓》所依據的宋王應麟輯、清惠棟增補本《鄭氏周易注》原文（叢書集
成本，第 41 頁）
，本作“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十
日者，朝聘之禮，止于主國，以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
”
可見《故訓》所收訓條斷句有誤，且中間脫“而稍”二字，如此則出來一個訓釋“大禮曰旬”，
實際上《故訓》“旬”字下也並未收錄“大禮曰旬”這條訓釋。
四、注音分析失誤
1.第 2250 頁“輅”字下讀音只列有一個，即“
《集韻》轄格切，入陌，匣。
”音 hé。然
據《漢語大詞典》注音可知，實則“輅”還有另外兩個音：一是“
《廣韻》洛故切，去暮，
來。
”音 lù；一是“
《集韻》魚駕切，去禡，疑。”音 yà。而《故訓》編纂者，將所有義項都
列在 hé音下，是不當的。如訓條 11、13、14、15、16、17、18、19、20、21、26、27、35、
37、38 等皆當音 lù，不當音 hé。
《故訓》訓條的讀音分析不當。
2.第 1719 頁“純”字下有“（五）zī”音。該音下收了不少有關鄭玄注釋的資料及讚
同鄭注意見的資料，即認為“純”當為“緇”的古字“䊷”之误字。然在此音下第 149 和
150 條，卻收入了清代王引之《經義述聞》中的兩條釋義。一條作“純者，黗之借字也。純
字自有黑義，無煩改讀為緇。
”一條作“純，當讀黗。”按此二條材料，按照王引之的觀點，
讀音當同“黗”
。當音 tūn。因此《故訓》當應補列一個讀音 tūn。即《故訓》2628 頁下“黗”
的注音：“
《廣韻》他昆切，平魂透。諄部。”
3.第 2456 頁“雹”字注音為“bào”
，當音“báo”
。
五、別造訛字
1.第 366 頁“喪”字第 56 條訓釋“～器者，夷槃素俎楬豆

輔之屬。
《周禮·地官·

鄉師》‘族共～器’鄭玄注。”按，
《故訓》所引鄭玄《周禮注》的訓釋資料用的是阮元校
勘的《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
，考之原書，“
注疏》皆作“輁”，字典辭書中並無“

”當作“輁”，又考之其他本《周禮

”字。則該字當為編纂者因看不清“輁”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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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造的訛字。歷史上並無此字。
2.第 1100 頁“桁”字下“～，所以
鄭玄注原文，“

”當作“庪”。“

苞筲罋甒也。”考《儀禮·既夕禮》“皆木～”
”字不見字典辭書，當屬《故訓》編纂者因看

不清“庪”字，而生造的訛字。
六、訓條分合處理不適當
如第 1452 頁“理”字的訓條第 78 和第 79，訓義都是“理，治狱官也。”按照《故訓》
體例應當是合併為一個訓條的，但此處卻誤分成了兩條。
七、卷數或篇名缺失
1.第 111 頁“供”字下訓釋第 25 條“～，謂大也。
《尚書大傳》卷‘維時～祀六沴’鄭
玄注。”其中《尚書大傳》的卷數缺失。
《故訓》所依據的《尚書大傳》本為叢書集成初編
本，清陳壽祺輯校本，經過核查，在第 62 頁（商務印書館，1937 年）找到“維時洪祀六沴，
用咎于下”鄭注：
“用此时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
，可知，鄭玄是以“大”釋“洪”
字，原文在卷二。且此條訓釋應當列在“洪”字下訓釋，
《故訓》誤列於“供”字條下。
2.第 285 頁“即”字第 5 個訓條中引用注釋文獻“《詩·衛風》‘來～我謀’鄭玄箋”
，
其中的篇目名稱，按照《故訓》體例當作“《詩·衛風·氓》”，缺少了“·氓”篇目名稱。
3.第 469 頁“大”字下訓釋第 391 條“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
《尚書大傳》卷‘大
室有事’鄭玄注。
”其中《尚書大傳》的卷數缺失。
《故訓》所依據的《尚書大傳》本為叢書
集成初編本，清陳壽祺輯校本，經過核查，在第 91 頁（商務印書館，1937 年）找到“宗室
有事，族人皆侍终日，大宗已侍于賓”鄭注：“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
”可知，鄭玄注
原文在卷二。且所注正文選取“宗室有事”也不好，當截取“大宗已侍於賓”更好。
4.第 2345 頁“酺”字下第 12 個訓條“
《周·地官·族師》
‘春秋祭～亦如之’鄭玄注”
，
其中書名漏“禮”字，當作“《周禮·地官·族師》
”。
八、反切注音用字誤作釋義用字
如第 1489 頁“畚”字下注音內容“běn《廣韻》布忖也，上混幫。諄部。
”按，考“畚”
字《廣韻》注音為“布忖切”，則《故訓》編者誤將注音用字“切”错成“也”字。
九、脫字
1.第 542 頁“嬪”字下第 27 條訓釋中標注出處時稱“鄭玄注引鄭司農”
，按照《故訓》
體例一般是標注為“鄭玄注引鄭司農云”
，該條當脫“云”字。
2.585 頁“富”字下第 31 條訓釋“
‘維昔之～’鄭玄箋”當作“
‘維昔之～不如時’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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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箋”
，脱“不如時”三字，屬於截取詞句不完整。
3.第 977 頁“文”字訓條 239 下“
《周禮·考工記·玉人》
‘瑑圭璋八寸’鄭玄注‘瑑，～
飾也’孫詒讓正義引《典瑞》引先鄭云”
，其中的“
《典瑞》
”當作“
《典瑞》注”，
《故訓》脫
“注”字。
4.第 1976 頁“薦”字下第 53 條訓釋“倪璠注鄭康成《庖人》注”當作“倪璠注引鄭康
成《庖人》注”
，脱“引”字。
5.第 1976 頁“鰥”字下第 7 條訓釋“‘國無鰥民’鄭玄箋”當作“
‘國無鰥民也’鄭玄
箋”
，脱“也”字。
十、鄰近字干擾而誤
1.第 24 頁“並”下引《說文》材料：
“
《說文·立部》：
‘～，併也。从二立。’”按，
“並”
在《說文·竝部》
，
《故訓》很可能因後文“從二立”而誤作“立”部。
2.第 271 頁“十”字下第 16 條訓釋“
《考記記·匠人》
”當為“《考工記·匠人》”之誤。
《周禮》中有《考工記》
，寫成“考記記”，當因鄰近字干擾而產生的衍文。
十一、繁簡字問題
《故訓》編寫者採用的是繁體字，但在資料處理過程中出現失誤。例如：
1.256 頁“勳”字下引《說文》原文“勛，古文～从员。
”按，
“员”被寫成了簡化字，
當作“員”
。
2.第 1636 頁“稾”下注音“（三）gào《集韻》居號切，去号見。”考《集韻》原文作
“居号切”
，當據改。
《故訓》中寫作繁體字“號”，不當。
3.1364 頁“煩”字下所引《說文》原文作“从页，从火。
”按照《故訓》體例，當作“从
頁，从火。
”
十二、標點缺失、誤衍或誤用
1.第 1015 頁“昏”下訓條 57 句尾多了一個右雙引號”。
2.第 1144 頁“槱”字下引《說文》原文“
《說文·木部》
：
‘……詩曰“薪之～之。
’
”按，
“薪之～之”前衍一個左雙引號“。
3.第 1223 頁“汔”下引《說文》原文時“《說文·水部》”後少了冒號“：”。
4.第 1661 頁“端”下訓條 82“|《禮記·玉藻》”
，其中的“|”為誤衍的符號。
5.第 1831 頁“耜”下訓條 13“～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
”按，
“田器”
後當施加逗號斷句，作“田器，
”較好。
6.第 1872 頁“膮”下訓條 6“膷、臐，～，今時臛也。”當標點為“膷、臐、～，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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臛也。
”其中“臐”後的“，
”當作“、
”才適當。因為膷是牛肉羹，臐是羊肉羹，膮是豬肉
羹，三者是並列關係，臛是肉羹，對三種羹作解釋。
7.第 1931 頁“茲”字訓條 8 下“《大雅下武》
‘媚～一人’鄭玄箋”中“《大雅下武》”
當作“《大雅·下武》
”
，中間脫標點“·”
。
8.第 2128 頁“諏”的第 1 條訓釋下“《儀禮特牲饋食禮》”當作“《儀禮·特牲饋食禮》”
，
中間脫標點“·
”
。
十三、異體字問題
如第 2572 頁“鬷”下訓條 4“～，總也”
，其中“總”當為“揔”之誤，二字為異體字
關係。
十四、被釋詞設置問題
如第 673 頁訓條 131“常服，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詩·小雅·六月》‘載是～服’
鄭玄箋。
”按，鄭箋中未直接將“常服”列為被釋詞，
《故訓》中將“常服”直接列為被釋詞
並不適當。按體例，應當收作“（～服）
，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
《詩·小雅·六月》‘載
是～服’鄭玄箋”才更準確。

項目資助：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鄭訓匯纂及數據庫建設”(18BYY158)

參考文獻：
段

然 2019 《<鄭玄辭典>所收《禮記注》語詞訓釋研究》
，天津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

文。
李玉平 2009《郑玄语词训释材料的纂集与<鄭雅><鄭玄辭典><故训汇纂>》
，
《辞书研究》
第 4 期。
台豔霞 2020 《<鄭玄辭典>所收<儀禮注>語詞訓釋校補及研究》
，天津師範大學碩士學
位論文。
宗福邦等 2003 《故訓匯纂》
，北京：商務印書館。
張清揚 2021 《<鄭玄辭典>所收<毛詩箋>語詞訓釋校補及研究》
，天津師範大學碩士學
位論文。
楊晨露 2021 《<鄭玄辭典>所收<周禮注>（天官至春官部分）語詞訓釋校補及研究》
，
天津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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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玉平（1973—）
，重慶長壽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天津師範大學文
學院古代漢語教研室主任。2000 至 2006 年，于北京師範大學師從李運富先生學習漢語言文
字學。中國文字學會會員、天津市語言學會會員。主研訓詁學、詞彙學、中國語言學史。曾
在《中國語文》
《中國書法》
《中國科技術語》
《語言研究》
《語言科學》
《古漢語研究》
《辭書
研究》
《勵耘語言學刊》
《南開語言學刊》
《漢語史研究集刊》等刊物發表論文三十多篇。出
版專著《鄭玄語言學研究》
《
〈周禮〉複音詞鄭玄注研究》等，主編《王力古代漢語配套索引
七種》
（巴蜀書社）
。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鄭玄語言學研究”、天津市社
科項目“漢語訓詁術語的術語化過程和演變規律研究”等，參研國家重大項目、國家社科基
金項目等多項。曾獲天津市社科成果三等獎 1 項。現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鄭訓匯
纂及數據庫建設”。
聯繫方式：天津市西青區賓水西道 393 號，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300387；yple@163.com，
1321219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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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功能層面的秦楚簡
文構形差異比較研究

樓蘭
中國
上海海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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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功能層面的秦楚簡文構形差異比較研究
樓蘭
摘要：戰國時代秦楚兩國簡文構形差異比較是古文字研究中的重要課題。本文以
秦、楚簡文直接構件作為考察範圍，整理出二者相對特異者。在此基礎上，完成
這些特異構件實際參與的精確計量，並從結構功能層面來完成兩者差異的量化評
估，從而揭示出二者在此層面的構形差異。研究結構表明，在結構功能層面，秦、
楚簡特異構件都比較側重於表音構件系統；而相較秦簡，楚簡中會意特異構件和
表音特異構件更為發達；相較楚簡，秦簡中象形特異構件、指事特異構件和無理
特異構件更為發達。
關鍵詞：秦簡牘文；楚簡帛文；特異構件；比較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onfigur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Characters on Qin
Bamboo Slips and Characters on Chu Bamboo Slips and Silk Book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Functions
Lou Lan
(College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o investigate the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aracters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uthentic description
and dynastic study on characters. This paper makes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n how
influential these specific components are in character-building, therefore to reveal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Qin and Chu literature used characters. The results
show the special components of Qin and Chu bamboo slips are more important in the
phonetic component system at the level of structure and function. Compared with Qin
Bamboo Slips, Chu bamboo slips have more developed special components of
understanding and pronunciation. Compared with Chu bamboo slips, Qin bamboo
slips have more developed hieroglyphic specific components, pointing specific
components and unreasonable specific components.

戰國時代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動蕩時期，也是漢字演變歷程中的一個重要
嬗變階段，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就曾指出該時期“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基金項目：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課題“戰國楚簡文獻電子引得建設研究”
（2020BYY017）
上海海洋大學 海洋文化與法律學院 副教授（llou@sho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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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亂情形。在目前出土的當時文獻材料中，以秦、楚兩國的簡牘文字材料最為
豐富。因此，將這兩類文字進行定量比較研究，特別是深入到構件層次，對於發
現這兩類文字形體的聯繫和差異，反映兩者不同的發展趨向，以及描述戰國文字
全貌，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
本文具體比較思路是：以秦簡牘文和楚簡帛文直接構件作為考察範圍，整理
出二者相對特異者。在此基礎上，完成這些特異構件實際參與構字的精確計量，
並從結構功能層面來完成兩者差異的量化評估，從而揭示出二者在此層次上的構
形差異。
這裡要說明的有兩點：第一，所謂兩者相對特異的直接構件（我們稱之為特
異構件），是指某種文字類型相較另一種文字類型，形體結構不同的直接構件。
而由書寫或形體演變造成的差異（比如在筆勢、筆劃數量等方面），不屬於特異
構件。比如構件“水”，楚簡中作“水”形，秦簡中或作“氵”形，前者承襲商
周文字形體，而後者因隸變所致，儘管形體上存在差異，但二者提示的義類相同，
因此不作為特異構件。
第二，構件本身可以從各個不同角度進行分類，而每種類別作為構形差異描
述的一個層次，所體現的意義又各不相同。在我們整理統計的直接構件層次的特
異構件中，構件都是具有特定結構功能的。忽略這種功能屬性作整體的數量分析
固然是必要的，而在完成整體統計分析後再作分功能類型的統計研究則可以獲得
更加深入的相關信息。因爲字形在結構層次上的分佈會因文字系統發展程度的不
同而不同，而構件的功能狀況又恰恰與文字結構層次的發展相聯係，因而這個角
度的觀察分析，有可以讓我們通過特異構件在不同結構字群中的分佈狀況的觀
察，去把握特異構件發展與字形系統中結構類型發展的關係，從而有可能觸摸其
發生規律、機制上的某種差異。
1. 結構功能層面的秦簡牘文特異構件分佈數量統計
1.1 不重複字形爲基數的分佈數量統計
（1）秦簡牘文各功能構件總頻率概説
一、秦簡牘文構件功能類型
“構件在構字時都體現一定的構意，構件所承擔的構意類別稱爲這個構件的
結構功能。”①在各級構件中，只有直接構件才能體現構意，因此結構功能是針
對直接構件而言的。由於有些直接構件在參與組字時很難解釋其在該字中的結構

①

王寧：
《漢字構形學講座》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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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本文在考察直接構件功能時把這些功能不明的直接構件加以排除，不作爲
直接構件功能考查對象。經過整理，功能明確的直接構件共有 836 個。另外，由
於同一個構件可能分別承擔不同的構形功能，本文在統計這部分構件數量時將構
件形體相同但功能不同者分別計算，因此，直接構件數量增加到 1326 個。在秦
簡牘文系統中，直接構件按結構功能類型分爲六類。
第一類，象形構件。即指在象形結構的字中，用與物象相似的形體來體現構
意的構件。例如“

（睡/日乙/124）”，像上有枝下有根的樹木來表示“樹木”

之“木”。第二類，指事構件。即指在指事結構的字中，或在象形符號上加抽象
符號，或直接以抽象符號來體現構意的構件。例如“ （睡/秦十八/18）”，在
木的主根上加指示符號來表示“根本”之“本”。第三類，會意構件。①即指在
會意結構的字中，或通過其形象或通過其獨用時所記錄的詞義來參與合成新字字
義的構件。例如“臭（

睡/日甲/95）”字，本義是嗅聞氣味，動物中以犬的嗅

覺最爲靈敏，所以該字從“自”從“犬”。因此，這兩個構件都是會意構件。第
四類，表義構件。即指在形聲結構的字中，以其獨用時所記錄的詞義來體現構意
的構件。例如“捕（
爲動作，“論（

睡/秦雜/46）”字中的構件“手”表示與手有關的一種行

睡/效/37）”字中的構件“言”表示“論”是言語行爲。第五

類，表音構件。即指在形聲結構的字中，在構字時能夠提示所構字讀音的構件。
例如“攻（

睡/秦雜/45）”字所從“工”得聲，“工”在“攻”字中就具有表

音功能，是表音構件。第六類，無理構件。有些直接構件在演變中喪失了構意的
功能，只依附于所構字的其他構件起區別字形作用。因此，這類構件被視為爲無
理構件。例如“享”字，甲骨文作 （合集 38178）
，從“亯”從“羊”，會以熟
羊祭享之意，秦簡牘文作“

（睡/日甲/108）”，羊旁訛爲似子形，“子”在

“享”字中，既不表音，也不表義，它的作用僅僅對整個字形的識別有提示作用，
因此把在“享”字中的構件“子”看作無理構件。
二、秦簡牘文各功能構件頻率分佈
①象形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171 個，在不重複字形層面，構件頻率爲 171 次
。
②指事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40 個，在不重複字形層面，構件頻率爲 40 次。
③會意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302 個，在不重複字形層面，構件頻率達 813 次，
平均構件頻率爲 2.69 次。把高於平均構件頻率的會意構件稱爲高能度會意構件，
會意構件在某些情況下也有兼表音的功能，比如會意兼聲字中的某些構件。由於這些構件本質上是以其
獨用時所記錄的詞義來體現構意的，本文把它們歸爲會意構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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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低於平均構件頻率的稱爲低能度會意構件。根據統計，有 90 個高能度會意構
件，212 個低能度會意構件。其中，90 個高能度會意構件，佔會意構件總數的
29.80%，構件頻率達 556 次，佔會意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68.39%，平均構件頻率
爲 6.18 次。212 個低能度會意構件，佔會意構件總數的 70.20%，構件頻率共 257
次，平均構件頻率爲 1.21 次。
④表義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178 個，在不重複字形層面，構件頻率達 991 次，
平均構件頻率爲 5.57 次。把高於平均構件頻率的表義構件稱爲高能度表義構件，
把低於平均構件頻率的稱爲低能度表義構件。根據統計，有 49 個高能度表義構
件，129 個低能度表義構件。其中，49 個高能度表義構件，佔表義構件總數的
27.53%，構件頻率達 753 次，佔表義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75.98%，平均構件頻率
爲 15.37 次。129 個低能度表義構件，佔表義構件總數的 72.47%，構件頻率共 238
次，平均構件頻率爲 1.84 次。
⑤表音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573 個，在不重複字形層面，構件頻率達 955 次，
平均構件頻率爲 1.67 次。把高於平均構件頻率的表音構件稱爲高能度表音構件，
把低於平均構件頻率的稱爲低能度表音構件。根據統計，有 219 個高能度表音構
件，354 個低能度表音構件。219 個高能度表音構件，佔表音構件總數的 38.22%，
構件頻率達 601 次，佔表音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62.93%，平均構件頻率爲 2.74 次。
354 個低能度表音構件，佔表音構件總數的 61.78%，構件頻率都僅爲 1 次。
⑥無理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62 個，在不重複字形層面，構件頻率爲 102 次，
平均構件頻率是 1.65 次。
（2）秦簡牘文各功能特異構件頻率統計
根據統計，將形體相同但功能不同者分別計算，特異構件的數量共 108 個，
佔直接構件總數的 8.14%。特異構件按功能類型分爲象形構件、指事構件、會意
構件、表義構件、表音構件和無理構件。具体数据如下：
①象形特異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6 個，佔所有象形構件總數的 3.51%，在不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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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它們分別是“久、爵、黍、兕、瓦、壹”。
②指事特異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2 個，佔所有指事構件總數的 5.00%，在不
重複字形層面它們的總構件頻率爲 2 次。它們分別是“寸”和“乏”。
③會意特異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15 個，佔所有會意構件總數的 4.97%，在不
重複字形層面它們的總構件頻率爲 22 次，佔所有會意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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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構件頻率是 1.47 次。從平均構件頻率來看，它們皆屬於低能度會意構件。
但從單個構件的構件頻率來看，有 1 個構件屬於高能度會意構件，即“寸”。然
而，有 13 個會意特異構件僅出現 1 次，佔該類特異構件總數的 86.67%。
④表義特異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8 個，佔所有表義構件總數的 4.49%，在不
重複字形層面它們的總構件頻率爲 15 次，佔所有表義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1.51%，
平均構件頻率是 1.88 次。從平均構件頻率來看，其皆屬於低能度表義構件。其
中，有 5 個表義特異構件僅出現 1 次，佔該類特異構件總數的 62.50%。
⑤表音特異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73 個，佔所有表音構件總數的 12.74%，在
不重複字形層面它們的總構件頻率爲 86 次，佔所有表音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9.01%，平均構件頻率是 1.18 次。從平均構件頻率來看，其皆屬於低能度表音構
件。但從單個構件的構件頻率來看，有 10 個構件屬於高能度表音構件，即
“彖”、“垂”、“久”、“包”、“粦”、“叔”、“冓”、“咅”、“屢”
和“昬”，它們的總構件頻率爲 23 次。然而，有 63 個表音特異構件僅參與構字
1 次，佔該類特異構件總數的 86.30%。
⑥無理特異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4 個，佔無理構件總數的 6.45%，在不重複
字形層面它們的總構件頻率爲 8 次，佔所有無理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7.84%，平均
構件頻率是 2.00 次。
1.2 文獻用字量爲基數的分佈數量統計
（1）秦簡牘文各功能構件頻率分佈
①象形構件。171 個象形構件，在文獻用字層面的總構件頻率爲 7220 次，平
均構件頻率爲 47.44 次。
②指事構件。40 個指事構件，在文獻用字層面的總構件頻率爲 2790 次，平
均構件頻率爲 69.75 次。
③會意構件。302 個會意構件，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共 11930 次，平
均爲 39.50 次。把高於平均構件頻率的會意構件稱爲高頻度會意構件，把低于平
均構件頻率的會意構件稱爲低頻度會意構件。根據統計，有 66 個高頻度會意構
件，236 個低頻度會意構件。66 個高頻度會意構件，佔會意構件總數的 21.85%，
構件頻率達 9711 次，佔會意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81.40%，平均構件頻率爲 147.14
次。236 個低頻度會意構件，佔會意構件總數的 78.15%，平均構件頻率爲 9.40
次。
④表義構件。178 個表義構件，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共 6698 次，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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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37.63 次。把高於平均構件頻率的表義構件稱爲高頻度表義構件，把低于平均
構件頻率的表義構件稱爲低頻度表義構件。根據統計，有 42 個高頻度表義構件，
136 個低頻度表義構件。42 個高頻度表義構件，佔表義構件總數的 23.60%，構
件頻率達 5434 次，佔表義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81.13%，平均構件頻率爲 129.38
次。136 個低頻度表義構件，佔表義構件總數的 76.40%，平均構件頻率爲 9.29
次。
⑤表音構件。573 個表音構件，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共 5974 次，平均
爲 10.43 次。把高於平均構件頻率的表音構件稱爲高頻度表音構件，把低于平均
構件頻率的表音構件稱爲低頻度表音構件。根據統計，有 133 個高頻度表音構
件，440 個低頻度表音構件。133 個高頻度表音構件，佔表音構件總數的 23.21%，
構件頻率達 4473 次，佔表音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74.87%，平均構件頻率爲 33.63
次。440 個低頻度表音構件，佔表音構件總數的 76.79%，平均構件頻率爲 3.41
次。
⑥無理構件。62 個無理構件，在文獻用字層面的總構件頻率爲 1591 次，平
均構件頻率爲 25.66 次。
（2）秦簡牘文各功能特異構件頻率統計
①象形特異構件。6 個該類特異構件，它們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共 43
次，佔所有象形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0.60%，平均構件頻率是 7.17 次。
②指事特異構件。2 個該類特異構件，它們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共 19
次，佔所有指事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0.68%，平均構件頻率是 9.50 次。
③會意特異構件。15 個該類特異構件，它們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共
136 次，佔所有會意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1.14%，平均構件頻率是 9.07 次。從平均
構件頻率來看，其皆屬於低頻度會意構件。但從單個構件的構件頻率來看，有 1
個特異構件屬於高頻度會意構件，即“寸”，它的構件頻率爲 74 次。此外，有
3 個特異構件僅出現 1 次，佔該類特異構件總數的 20.00%，它們是“㲋”、“空”
和“更”。
④表義特異構件。8 個該類特異構件，它們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共 66
次，佔所有表義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0.99%，平均構件頻率是 8.25 次。從平均構件
頻率來看，其皆屬於低頻度表義構件。但從單個構件的構件頻率來看，有 1 個特
異構件屬於高頻度表義構件，即“寸”，它的構件頻率爲 39 次。此外，有 2 個
特異構件僅出現 1 次，佔該類特異構件總數的 25.00%，它們是“

”和“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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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表音特異構件。73 個該類特異構件，它們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共
227 次，佔所有表音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3.80%，平均構件頻率是 3.11 次。從平均
構件頻率來看，其皆屬於低頻度表音構件。但從單個構件的構件頻率來看，有 4
個特異構件屬於高頻度表音構件，即“

”、“

”、“耤”和“巴”，它們

的總構件頻率爲 61 次。有 32 個特異構件僅出現 1 次，佔該類特異構件總數的
43.84%。
⑥無理特異構件。4 個該類特異構件，它們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爲 321
次，佔無理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20.18%，平均構件頻率爲 80.25 次。
2 結構功能層面的楚簡帛文特異構件分佈數量統計
2.1 不重複字形爲基數的分佈數量統計
（1）楚簡帛文各功能構件總頻率概説
根據統計，功能明確的直接構件共有 1328 個。將形體相同但功能不同者分
別計算，直接構件的數量共 2137 個。在楚簡帛文系統中，直接構件按結構功能
類型也分爲象形構件、指事構件、會意構件、表義構件、表音構件和無理構件這
六類。具体数据如下：
①象形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205 個，在不重複字形層面構件頻率爲 205 次。
②指事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50 個，在不重複字形層面構件頻率爲 50 次。
③會意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322 個，在不重複字形層面構件頻率達 1251 次，
平均構件頻率爲 3.89 次。根據統計，有 86 個高能度會意構件，236 個低能度會
意構件。86 個高能度會意構件，佔會意構件總數的 26.71%，構件頻率達 894 次，
佔會意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71.46%，平均構件頻率爲 10.40 次。236 個低能度會意
構件，佔會意構件總數的 73.29%，構件頻率共 357 次，平均構件頻率爲 1.51 次。
④表義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273 個，在不重複字形層面構件頻率達 3844 次，
平均構件頻率爲 14.08 次。根據統計，有 52 個高能度表義構件，221 個低能度表
義構件。52 個高能度表義構件，佔表義構件總數的 19.05%，構件頻率達 3064
次，佔表義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79.71%，平均構件頻率爲 58.92 次。221 個低能度
表義構件，佔表義構件總數的 80.95%，構件頻率共 780 次，平均構件頻率爲 3.53
次。
⑤表音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1183 個，在不重複字形層面構件頻率達 3734 次，
平均構件頻率爲 3.16 次。根據統計，有 331 個高能度表音構件，852 個低能度表
音構件。331 個高能度表音構件，佔表音構件總數的 27.98%，構件頻率達 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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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佔表音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63.47%，平均構件頻率爲 7.16 次。852 個低能度
表音構件，佔表音構件總數的 72.02%，平均構件頻率爲 1.60 次。其中，構件頻
率爲 1 的低能度表音構件有 487 個，佔表音構件總數的 41.17%，構件頻率僅佔
表音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13.04%。
⑥無理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104 個，在不重複字形層面構件頻率爲 272 次，
平均構件頻率是 2.62 次。
（2）楚簡帛文各功能特異構件頻率統計
根據統計，將形體相同但功能不同者分別計算，特異構件的數量共 331 個，
佔直接構件總數的 15.49%。按功能類型來分，楚簡帛文特異構件也包括象形構
件、指事構件、會意構件、表義構件、表音構件和無理構件。具体数据如下：
①象形特異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6 個，佔所有象形構件總數的 2.93%。它們
在不重複字形層面，構件頻率爲 6 次。
②指事特異構件。該類構件僅有 1 個，即“太”，佔所有指事構件總數的 2.00%。
它在不重複字形層面的構件頻率爲 1 次。
③會意特異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18 個，佔所有會意構件總數的 5.59%。在不
重複字形層面它們都屬於低能度會意構件，它們的構件頻率都爲 1 次，佔所有會
意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1.44%。
④表義特異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19 個，佔所有表義構件總數的 6.96%，在不
重複字形層面它們的總構件頻率爲 28 次，佔所有表義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0.73%，
平均構件頻率是 1.47 次。無論從平均構件頻率來看，還是從單個構件的構件頻
率來看，其皆屬於低能度表義構件。其中，有 14 個特異構件僅出現 1 次，佔該
類特異構件總數的 73.68%。
⑤表音特異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282 個，佔所有表音構件總數的 23.84%，在
不重複字形層面它們的總構件頻率爲 479 次，佔所有表音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12.83%，平均構件頻率是 1.70 次。從平均構件頻率來看，其皆屬於低能度表音
構件。但從單個構件的構件頻率來看，有 24 個特異構件屬於高能度表音構件，
比如“叴”、
“隓”、
“虘”、
“猒”、
“串”等，它們的總構件頻率爲 127 次。與此同
時，有 185 個特異構件僅出現 1 次，佔該類特異構件總數的 65.60%。
⑥無理特異構件。該類構件共有 5 個，佔無理構件總數的 4.81%，在不重複
字形層面它們的總構件頻率爲 13 次，佔無理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4.78%，平均構
件頻率是 2.6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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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獻用字量爲基數的分佈數量統計
（1）楚簡帛文各功能構件頻率分佈
①象形構件。205 個象形構件，在文獻用字層面的總構件頻率爲 14132 次，
平均構件頻率爲 68.94 次。
②指事構件。50 個指事構件，在文獻用字層面的總構件頻率爲 7462 次，平
均構件頻率爲 149.24 次。
③會意構件。322 個會意構件，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共 23862 次，平
均爲 74.11 次。根據統計，有 68 個高頻度會意構件，254 個低頻度會意構件。68
個高頻度會意構件，佔會意構件總數的 21.12%，構件頻率達 19468 次，佔會意
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81.59%，平均構件頻率爲 286.29 次。254 個低頻度會意構件，
佔會意構件總數的 78.88%，平均構件頻率爲 17.30 次。
④表義構件。273 個表義構件，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共 20578 次，平
均爲 75.38 次。根據統計，有 62 個高頻度表義構件，211 個低頻度表義構件。62
個高頻度表義構件，佔表義構件總數的 22.71%，構件頻率達 17389 次，佔表義
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84.50%，平均構件頻率爲 280.47 次。211 個低頻度表義構件，
佔表義構件總數的 77.29%，平均構件頻率爲 15.11 次。
⑤表音構件。1183 個表音構件，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共 19029 次，平
均爲 16.09 次。根據統計，有 306 個高頻度表音構件，877 個低頻度表音構件。
306 個高頻度表音構件，佔表音構件總數的 25.87%，構件頻率達 15055 次，佔表
音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79.11%，平均構件頻率爲 49.20 次。877 個低頻度表音構件，
佔表音構件總數的 74.13%，平均構件頻率爲 4.53 次。其中，構件頻率爲 1 的低
頻度表音構件有 276 個，佔表音構件總數的 23.33%，構件頻率僅佔表音構件總
構件頻率的 1.45%。
⑥無理構件。104 個無理構件，在文獻用字層面的總構件頻率爲 2711 次，平
均構件頻率爲 26.07 次。
（2）楚簡帛文各功能特異構件頻率統計
①象形特異構件。6 個該類特異構件，它們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共 47
次，佔所有象形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0.33%，平均構件頻率是 7.83 次。
②指事特異構件。1 個該類特異構件，它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共 16
次，佔所有指事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0.21%，平均構件頻率是 16.00 次。
③會意特異構件。18 個該類特異構件，它們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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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次，佔所有會意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1.81%，平均構件頻率是 24.00 次。從平
均構件頻率來看，其皆屬於低頻度會意構件。但從單個構件的構件頻率來看，有
1 個特異構件屬於高頻度會意構件，即“鼎”，它的構件頻率共 302 次。此外，
有 5 個特異構件僅出現 1 次，佔該類特異構件總數的 27.78%。
④表義特異構件。19 個該類特異構件，它們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共
238 次，佔所有表義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1.16%，平均構件頻率是 12.53 次。從平
均構件頻率來看，其皆屬於低頻度表義構件。但從單個構件的構件頻率來看，有
1 個特異構件屬於高頻度表義構件，即“鼎”，它的構件頻率共 91 次。此外，
有 8 個特異構件僅出現 1 次，佔該類特異構件總數的 42.11%。
⑤表音特異構件。282 個該類特異構件，它們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共
1709 次，佔所有表音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8.98%，平均構件頻率是 6.06 次。從平
均構件頻率來看，其皆屬於低頻度表音構件。但從單個構件的構件頻率來看，有
20 個特異構件屬於高頻度表音構件，構件頻率共 772 次。此外，有 110 個特異
構件僅出現 1 次，佔該類特異構件總數的 39.01%。
⑥無理特異構件。5 個該類特異構件，它們在文獻用字層面的構件頻率爲 230
次，佔所有無理構件總構件頻率的 8.48%，平均構件頻率爲 46.00 次。
3 結構功能層面的秦簡牘文和楚簡帛文特異構件分佈狀況比較
3.1 不重複字形爲基數的分佈狀況比較
第一，相較其它功能類型的特異構件，在秦簡牘文和楚簡帛文中都以表音特
異構件的影響力最大。二者表音特異構件及其構件頻率都分別約佔特異構件總量
的 60%和 90%左右。不僅如此，二者表音特異構件在整個系統中的影響力也都
略高於其他功能類型的特異構件。就構件數量而言，較其他功能類型的特異構件，
秦、楚表音特異構件所佔各自系統的比重最高，分別約是 13%和 24%；就構件
頻率而言也是如此，二者所佔比重分別約是 9%和 12%，都略高於其他功能類型
的特異構件所佔系統比重。這表明，秦、楚特異構件主要是對形聲結構的字造成
影響，在結構功能層面，主要影響聲符系統，它們在聲符系統中的影響力都高於
其他功能子系統。
第二，楚簡帛文中會意特異構件和表音特異構件的影響力都要強於秦簡牘文
的。楚簡帛文會意特異構件和表音特異構件的總構件頻率分別佔系統的 5.59%、
12.83%，而秦簡牘文的則僅佔 2.71%、9.01%。
第三，秦簡牘文中象形特異構件、指事特異構件、表義特異構件和無理特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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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的影響力都要強於楚簡帛文的。比如從構件數量上看，秦簡牘文中無理特異
構件的數量所佔比重，略高於楚簡帛文中的，前者是 6.45%、後者是 4.81%；從
構件頻率來看，秦簡牘文中無理特異構件的構件頻率所佔系統的比重，也要略高
於楚簡帛文中的，前者是 7.84%，後者是 4.78%。
3.2 文獻用字量爲基數的分佈狀況比較
第一，相較其它功能類型的特異構件，楚簡帛文中表音特異構件的影響力最
大，而在秦簡牘文中無理特異構件的影響力最大。前者構件頻率佔系統的 8.98%，
後者構件頻率佔系統的 20.18%，都高於其他功能類型所佔系統的比重。
第二，楚簡帛文中會意特異構件、表義特異構件和表音特異構件的影響力都
要強於秦簡牘文的。楚簡帛文會意特異構件、表義特異構件和表音特異構件的總
構件頻率分別佔系統的 1.81%、1.16%、8.98%，而秦簡牘文的則僅佔 1.14%、
0.99%、3.80%。
第三，秦簡牘文中象形特異構件、指事特異構件和無理特異構件的影響力都
要強於楚簡帛文的，尤其是無理特異構件。從構件頻率來看，秦簡牘文中無理特
異構件的構件頻率所佔系統的比重，要高於楚簡帛文中的，前者是 20.18%，後
者是 8.48%。這説明秦簡牘文無理構件所構字是較常用字，其使用頻率比較高，
比如無理構件“ ”，其所構字是“者”。
3.3 不重複字形爲基數與文獻用字量爲基數的分佈狀況比較
第一，無論是以不重複字形爲基數還是以文獻用字量爲基數，秦簡牘文和楚
簡帛文特異構件在功能分佈上都比較側重於表音構件系統。如前所述，在不重複
字形層面，二者表音特異構件的影響力都佔絕對優勢；在文獻用字層面，楚簡帛
文表音特異構件的影響力仍居首位，而秦簡牘文中表音特異構件的影響力雖不及
無理特異構件的，但也還居第二位。
第二，無論是以不重複字形爲基數，還是以文獻用字量爲基數，相較秦簡牘
文而言，楚簡帛文中會意特異構件和表音特異構件更爲發達。比如表音特異構件，
以不重複字形爲基數，楚簡帛文表音特異構件在系統中所佔比例爲 12.83%，高
於秦簡牘文的 9.01%；以文獻用字量爲基數，楚簡帛文表音特異構件在系統中所
佔比例爲 8.98%，高於秦簡牘文的 3.80%。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較秦簡牘
文而言，楚簡帛文注重對新構形單位的發展，形聲化的程度比較高，文字系統發
展比較成熟。
第三，無論是以不重複字形爲基數，還是以文獻用字量爲基數，相較楚簡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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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而言，秦簡牘文中象形特異構件、指事特異構件和無理特異構件更爲發達。比
如無理特異構件，以不重複字形爲基數，秦簡牘文無理特異構件在系統中所佔比
例爲 7.84%，高於楚簡帛文的 4.78%；以文獻用字量爲基數，秦簡牘文無理特異
構件在系統中所佔比例爲 20.18%，高於楚簡帛文的 8.48%。這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相較楚簡帛文而言，秦簡牘文解構或弱化漢字理據的趨勢更爲明顯，變異
程度相對較高。
第四，以不重複字形爲基數，秦簡牘文表義特異構件的影響力強於楚簡帛文
的，但以文獻用字量爲基數，則反之。這也就是說，較秦簡牘文而言，楚簡帛文
表義特異構件雖然構字量不多，但以其構成的字，在被投入實際用字的過程中，
具有相對更高的被使用頻率。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楚簡帛文的形聲字被使用
率略高於秦簡牘文的。

參考文獻
[1]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 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3]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4]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5] 李运富，《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长沙：岳麓书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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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伯桼壺銘文的書寫
習慣及其意義（稿）

湯志彪
中國
華東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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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伯桼壶铭文的书写习惯及其意义（稿）
汤志彪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2015-2017 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坪坝镇西侧苏
家垄遗址进行发掘。其中，M79、M88 两墓各出“曾伯桼”铭文壶 2 件，单壶铭
文计 161 字。“曾伯桼壶”铭文在文字学上也有重要意义。
这件“曾伯桼壶”铭文可与国家博物馆藏的一件相同器主的青铜器“曾伯桼
簠”铭文相对比。通过比较可知，“曾伯桼簠”铭文规整，书体笔画遒劲有力，
正体字形宏厚，接近于西周时期的金文特点。该器铭文言“王九月”，而“曾伯
桼壶”铭文言“王八月”。两相比较，新出土的“曾伯桼壶”铭文整体依然是横
竖较为整齐，但是文字书体较为松散，笔画较为纤细、随意和急就，有明显的春
秋战国的气息。然而正是这种随意和急就，恰好说明这个时期是文字急剧变革时
期，这篇铭文也是文字变革的一个代表作。暂时不清楚两者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然而器主是同一人是不需要怀疑的。
“曾伯桼簠”铭文因为接近于西周晚期铭文，已经出现广义草书的味道。也
与战国时期楚简文字息息相关。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
很早的时候，裘锡圭先生就已经指出，在一部分春秋中晚期的金文里，出现
了明显的美术化倾向。
“笔画故作宛曲之态，跟笔画因象形而显得曲折是两回事。
这种作风反而会降低文字的象形程度。”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53）
“曾伯桼壶”
铭文正是这种“宛曲之态”的典型案例。同时已经出现草书化倾向。
所谓草书：草书有广义和狭义。广义的，不论时代，凡写得潦草的字，都可
以算草书。狭义的，即作为一种特定的字体。形成于汉代，是为了书写简便在隶
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
多数看法是在秦代或更早一些。对成熟草书的产生年代，学界基本赞同沙孟
海、裘锡圭的观点，即草书正式形成大概是在西汉中期偏后，最晚不会晚于汉元
帝、成帝之际，也可能在汉宣帝、元帝时代就已经形成了。本文则不对草书的萌
芽问题深入讨论，所涉及的材料范围也只在汉代以后，尤其以西汉中后期到东汉
初期的汉简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
其实，草书可能起源比较早。曾伯桼壶就有例子。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曾伯桼壶”本身书写比较草率。为了方便起见，笔者
选取同一个器主所制作的另外两件铜器予以对比说明。比如“鐈”字，作：

九字连笔、飘逸
（《集成》9712 曾伯陭壶）春秋
“曾伯桼壶”的刻手或者书手在用字方面确比较随意。然而，需要指出的
是，
“曾伯桼壶”铭文并非急就而成，有不少字形依然保留了较早期的字形形体。

慎所从的“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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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所从的“阜”

尚字，下部的口，中间一般是空的，也有加上一点，作为装饰的。1然
而这里的铭文特别煞有介事的在口里面加了一横画，显然是有意为之。
1、笔画随意
《集成》4631“曾伯桼簠”

《集成》4632“曾伯桼簠”

内部所从的“页”形。这种异体仅此一见。笔画宛曲连贯，如果作为单独字形出
现，此字下部与古文字的“宗”字十分类似。这是简省的快捷写法。
《集成》4631“曾伯桼簠”

《集成》4632“曾伯桼簠”

下部的口明显讹变作圆圈。
《集成》4631“曾伯桼簠”

《集成》4632“曾伯桼簠”

《集成》308.3A“曾侯乙钟”

此形体仅此一见。草率的将圆圈内部的笔画与字的下部笔画连接起来。是曾侯乙
“皇”字所本也未可知。
2、笔画或部件的简省。草书是以点画作为基本符号来代替偏旁和字的某个部分，
董莲池：
《新金文编》
，作家出版社，2011 年，第 89 页；汤余惠主编：
《战国文字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55 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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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具有符号化特征的书体，本篇铭文的“圣”、
“庚”、
“宝”字特别明显。
“圣”
字“耳”字下部本来是“壬”形，这里只是两个小短画代替。
各个构件之间分隔很开

4632“曾伯桼簠”
“耳”旁右边应该表示耳朵的轮廓，但却也只是一长长的笔画，应该也是最后的
笔画，顺手写上去的。从其他铭文字体来看，这些所谓的“随意”的笔画，似乎
在当时可能是一种文字表现形式。起码在曾国如此。
下面我们选取相同器主时代相近的不同器物中的典型字形进一步对比分析，
先纵向比较，再选取其他时期其他铜器的相同文字进行对比分析，进行横向比较。
下面我们将一些相关的文字进行对比，以方便解释说明。
庚
《集成》4631“曾伯桼簠”

《集成》4632“曾伯桼簠”

曾伯桼壶：

这种异体仅此一见。笔画宛曲连贯，如果作为单独字形出现，此字下部与古
文字的“宗”字十分类似。这是简省的快捷写法。
最为重要的是，草书的一些特点已经在这篇铭文中显示出来了。
3、草书的连笔例子：
第一， “曾伯桼壶”铭文“父”字作：

第一类形体，从甲骨文一直延续到汉代简牍。

（新甲骨文编 165 页）新金文编 329 页：
睡虎地秦简作：

（睡虎地秦简文字编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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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汉简：

（杨安 50 页）

“居延新簡”文字編 205 页：

E.P.T8：9 河東彘第四車～

E.P.T43：15 子～母駡之
E.P.T50：30 車～

E.P.T51：251 南陽枼車～武

E.P.T51：325A 車～復來

E.P.T51：673 ～張宣

後

E.P.T52：331 車～守

E.P.T56：68 父城第一車～南陽里

執毋適
E.P.T57：60 第卅二卒王弘車～

E.P.T58：63 車～竹里董貞

E.P.T59：6 一人車～在官

E.P.T59：778 威～正

E.P.F22：276～死

E.P.W：61 第七車～

E.P.S4.T2：65□皆～且
E.P.S4.T2：70A 後減～爵二級（按：各本均釋為“又”）

張·蓋廬 46

熹平石經 207
第二类，出现于战国时期。

（楚文字编 179 页）
形体作为权杖的一笔与“又”中部一笔相连，一笔写就。与上博 1-5P151：
“父”
字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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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五 弟子问简 8

第二、“壶”

上博五 三德简 11

不连笔、

“壶”字两见于“曾伯桼壶”，一作

上博五 姑成家父简 10

草书的连笔
，属于常见的形体，一作

，这是第

一次见于古文字的形体，“壶”字的中部连笔特别明显。既显出连笔的扭曲，也
有婉转的美态。
4、笔画飘逸：
1、及
新金文编 337 页有“及”字。

“又”字的斜笔，与楚简的无异。

上博二容成氏简 13，

上

博四曹沫之阵简 29
2、与“父”字形体演变类似的，还有同篇铭文的“允”字。
“允”字亦两见，分
别作：

C

D

古文字的“允”字，一般作 、 （新甲骨文编 509 页）形，或讹变作 形，到
了春秋战国时期，则有作：

、
显然，上部所从的构件已经分开。然而，这种写法与后世楷书的“允”字依然区
别明显。到了汉代，“允”字上部直接分开，一般作如下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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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说明，文字上部的形体处于割裂状态，明显开始分离，因此有理由相信，
允字所从的所谓“以”早在两周之际已经发生。这说明“曾伯桼壶”铭文在文字
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草书似乎可以上溯到这个时期。或者说萌芽。

、

143

（新甲骨文编 509 页）

嵩山請雨銘

允

馬·十六經 2 上

建寧三年殘碑

北·老子

（秦汉魏晋篆隶字

形表 614 页）
后世字体已经萌芽。
从上引例证来看，A 形体与古文字中的“父”字可谓一脉相承。
至于 B 形体，从未见于秦代以前的“父”字。这类形体从汉代才陆续出现。
首先出现在居延汉简之中，然后是汉代的熹平石经。在汉简之中“父”字的形体
尚不固定。但是在熹平石经里面，已经出现规整的与楷书写法一致的“父”字了。
与熹平石经上的“父”字对比，
“曾伯桼壶”铭文中 B 形的“父”字更加接
近楷书写法的“父”字。下面，笔者推测“父”字的发展脉络：

新出的“曾伯漆壶”铭文，一篇铭文中，出现多个文字笔画婉转、扭曲的现
象，应该反映的是汉字在某个阶段的一种发展模式，可见，“曾伯漆壶”铭文应
该是一个文字发展的过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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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

從里耶簡更名方的文字
規範看秦文字的使用現象

魏慈德
臺灣
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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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里耶簡更名方的文字規範看秦文字的使用現象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魏慈德
關於秦始皇的文字統一政策，一直是學界所關注的主題，早期僅能從《史記》
、
《說文解字》中得到一些片面的記載，如《說文解字•敘》提到「秦始皇帝初兼
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
《爰歷篇》
，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
，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
也。」即秦統一天下後，六國故地所用文字各不相同，因此以小篆來作為通行的
文字；又為了因應日益繁複的官獄職務奏事，命程邈作隸書，而因兼行兩者，此
即「書同文字」政策。1然而統一文字除了正字體，以小篆、隸書作為通行文字外，
還有正名的規範，如「更名民曰黔首」、「（王）號曰皇帝」、「追尊莊襄王為太上
皇」、「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更名河曰德水」（以上
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以及將「正月」改為「端月」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
「端月」
，
《索隱》
：
「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故云端月也。」）
。其中諱「政（正）
」
的現象，更是後來研究者用以判定秦代文獻的抄寫時間是在統一前或後的常用手
法。2
此外個別規定更名或改字的記載，還見《說文•黑部》「黔，黎也。从黑今
聲。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也。周謂之黎民。」、《說文•辛部》「辠，犯法也。
从辛从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辠似皇字，改為罪。」
以上是傳世文獻中有關秦統一文字政策的零星片斷記載，內容除了頒布通行
文字外，還有正用語（黔首、皇帝、太上皇、德水、端月）與正文字（改辠為罪）
等措施。
近半世紀以來大量出土秦代文獻，從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龍崗秦簡、
里耶秦簡、嶽麓書院藏秦簡，到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的秦簡牘等等，大大的豐富
了秦代歷史的研究。其中以出土於里耶古城遺址一號井第八層編號 461 的秦代木
方（8-461）
，內容為有關秦統一後，名稱及用語及用字的規定，為秦始皇書同文
字的具體規範，3學者或定名為「更名方」
（以下逕簡稱為「更名方」）
，所載內容
4
最為重要。木方上的文字經過學者們不斷增補試釋， 已大致能通讀，而且有許多
1

朱德熙以為隸書並非程邈一人所造出來的，廣義的隸書在戰國時期已經出現，其主要是由秦國
的草篆發展來的。這種新興的字體簡單實用，很快就取代了小篆的地位，成為通行全國的主要字
體，所以我們與其說秦始皇用小篆統一了文字，還不如說他用隸書統一了文字。
〈秦始皇書同文
字的歷史作用〉，
《朱德熙文集（第五卷）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頁 80。
2
陳偉：〈秦避諱「正」字問題再考察〉，收錄於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十
四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頁 106。
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年），頁 68。
4
陳偉：
《里耶秦簡校釋（第一卷）
》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年）
，頁 156。陳侃理：
〈里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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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的意見。下面主要針對更名方中的定名成因作推測，以及檢視更名方出現前
後的相關規範用語現象。

一

更名方規範用字及用語的成因

根據田煒的分法，更名方中的內容包括正字形、正用字和正用語三方面的
語言規範，以下依諸家補正後的成果，分別羅列如下：
（一）正字形（故某今更如此某）
故皇今更如此皇。
故旦今更如此旦。
（二）正用字（某如故更某）
1.叚如故更假人；2.大如故更泰守；3.賞如故更償責；4.吏如故更事；5.卿如
故更鄉；6.走馬如故更簪褭；7.者如故更諸；8.酉如故更酒；9.灋如故更廢官；
10.鼠如故更予人；11.更詑曰謾。
（三）正用語（某曰某、某為某、毋曰某曰某）
1.泰上觀獻曰皇帝觀獻；2.天帝觀獻曰皇帝觀獻；3.帝子游曰皇帝游；4.王節
弋曰皇帝節弋；5.王譴曰制譴；6.以王令曰以皇帝詔；7.承命曰承制；8.王室曰縣
官；9.公室曰縣官；10.受命曰制；11.出命曰制；12.邊塞曰故塞；13.毋塞者曰故
徼；14.王宮曰皇帝宮；15.王游曰皇帝游；16.王獵曰皇帝獵；17.王犬曰皇帝犬；
18.王馬曰乘輿馬。（以上為「某曰某」用例）
19.諸官為秦盡吏；20.關內侯為輪侯；21.徹侯為列侯；22.莊王為泰上皇；23.
以命為皇帝制；24.以大車為牛車；25.騎邦尉為騎校尉；26.郡邦尉為郡尉；27.邦
司馬為郡司馬；28.乘傳客為都吏。（以上為「某為某」用例）
29.毋敢曰王父曰泰父；30.毋敢謂巫帝曰巫；31.毋敢曰猪曰彘；32.毋曰邦門
曰都門；33.毋曰客舍曰冥食。（以上為「毋（敢）曰（謂）某曰某」用例）
第一類正字形的例子中，更名方對「皇」及「旦」兩字的寫法作了規範，其
5
作「故 今更如此 ；故
今更如此
」
。 前一個「皇」字，對秦隸作「從自
從王」的寫法，更正「自」偏旁寫法，少掉其中一畫（並非將從「自」改成從「白」
，
6
秦簡「自」作「 」，「白」作「 」兩者有別）。 之所以要改變皇字的寫法，當
秦方與「書同文字」
〉
，
《文物》2014 年第 9 期。郭永秉：
〈讀里耶秦簡 8：461 木方札記〉
，
《古文
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田煒：
〈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
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定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 89
本，第 3 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2018 年 9 月）
。游逸飛：
〈里耶 8-461 號秦更名方選
釋〉，魏斌主編：《古代長江中游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
5
蔣偉男：
《里耶秦簡文字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18 年），頁 8、316。
6
蔣偉男：
《里耶秦簡文字編》，頁 157、37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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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皇權有關，嬴政自名為始皇，故將「皇」字改造，以之別於前此的「皇」。這
點還可從《說文•辛部》的「辠」字說解得到旁證，因「秦以辠似皇字，改為罪」，
「辠」因形似「皇」，故以「從网非」的「罪」字取代。而其形似的原因，在於
上半皆從「自」，故特意將「皇」字所從的「自」加以變更，使之成為專字，更
改後其已非「自」。然而許慎在《說文》中仍將這個被改動過的「白」看成「自」
如小篆皇字，「皇，大也。从自王。」（《說文•王部》）不僅如此，這個形似
「白」的「自」，還被列於部首，見於《說文•四篇上》。也就是說其不但將「皇」
所從的「白」認為是「自」，而且還找到有同樣從這個偏旁的一組字。
《說文•四篇上》
「白，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
7
該部下收有皆、魯、者、嚋、智、百六個字，卻無一從自聲，若從古文字的流變
來看，除百字外，餘五個字所從的「白」，皆來自「口（曰）」的訛變。
「皇」字金文作「 」
（〈作冊大方鼎〉），楚文字作「 」
（〈競公瘧 12〉），
上半本不從「自」，到了秦隸中形訛成「自」。許慎誤信「始皇」之說，錯誤地
將「皇」的上半視為「自」，並配合「自，始也」說，又牽強的將本從口（曰），
後來訛成「白」的皆、魯、者、嚋、智字，分列為從自的一組字，以應驗其「白」
乃「自」的說法，其實都是不對的。
第 2 例「故旦今更如此旦」，故旦字的寫法（
）之所以要更正，因其寫
法將「日」與「一」連筆，這種寫法易與「且」字混，「且」字見「 」（里耶
8-137）、「
」
（里耶 8-758），而且也與旦字，從日出於地的構形意思不合（《說
文•旦部》
「旦，明也。从日見一上。一，地也。」）「旦」字的規範，推測也與
始皇有關，《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帝）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
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集解》「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月
旦生，故名正。』」正月旦即正月初一，始皇生於正月旦，加上旦字日升於地的
本義，有隱喻國君初昇之意，故若將日升於地的寫法，寫成日在一之間，暗喻曰
沒於地，有犯忌諱之嫌，始皇性格信鬼事畏忌諱，故對此字寫法加以規定，可以
想見。加以「旦」在秦簡中經常以「城旦」一語出現，數量很多，是個使用率很
高的字，因此需特別加以規範。
第二類的正用字，用語體例為「某如故，更某」（或「更某曰某」），陳侃
理以為「Ａ如故，更Ｂ」，即Ａ在某些場合保持不變，而在某些場合變更為Ｂ。
8
依此類推，「更某曰某」即前者完全變更為後者。
這類規定中的用例，除「走馬如故更簪褭」與「更詑曰謾」兩例外，餘九例
中如故的字和變更的字之間，都存在通假的關係，如叚與假、大與泰、賞與償、
吏與事、卿與鄉、者與諸、酉與酒、灋與廢、鼠與予。也就是早期存在用一個字
形來表示兩個意思，如「賞」可表示「賞賜」與「償還」的意思，更名方中則明
確規定「賞賜」的意思要用「賞」字表達；
「償還」的意思則改用「償」字表達。
在文字的分化還未能趕的上字義的分化時，這種借形的現象很常見。但如果引申
7
8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
（臺北：書銘出版社，1997 年），頁 138。
陳侃理：
〈里耶秦方與「書同文字」〉
，《文物》2014 年第 9 期，頁 7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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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假借的他義已經造了新字，就不當再假借原字。這九個通假字例，在小篆都已
經分化成兩個意義不同的字，這也是更名方中主張將這類通假字加以區別的原因，
下面主要以睡虎地簡、里耶簡和嶽麓的文例分析如下：
1.叚與假。
叚，《說文•又部》：「 ，借也。」
假，《說文•人部》：「 ，非真也。从人叚聲。」
據《說文》叚本義為借；假本義為非真。本義為借的「叚」，後來引伸為暫
代，代理。假則是從人叚聲的字，義為非真。
秦簡中多見「叚」加官名者，如叚守（里耶 8-61、8-657）
、叚御史（里耶 8528）
、南郡叚守（里耶 8-974）等等，
「叚」都作代理義。而將非真的「假」寫作
「叚」者，如「軍新論攻城，城陷，尚有棲未到戰所，告曰戰圍以折亡，叚（假）
者，耐。」（睡簡•雜抄 35、36）以及「今叚（假）父盜叚（假）子，可（何）
論？當為盜。」（睡簡•答問 19）
借用與代理，都是從借的原義引申而來，在里耶及嶽麓簡中，亦見有將借用
義寫成「假」的現象，如：
前日言競陵盪陰狼假遷陵公船。（里耶 8-135）
叚裘者，勿假袍；假袍者，勿假裘。它有等比。（嶽麓肆•三 385 正）9
內史雜律曰：諸官縣料者各有衡石羸（纍）、斗甬（桶），期足，計其官，
毋叚(假)黔首。不用者，平之如用者。（嶽麓肆•二 171 正）
第二例中，三個「假」都是借用的意思，而前一字寫成「叚」
，可能是書手，
先寫成「叚」
，後來發現當作「假」
，而形成同義卻不同用字的現象。更名方規範
的當是作代理義時用「叚」
；作借代義時用「假」
，只是在統一後的秦簡中混用的
現象仍存在，如同第三例，借用義時仍作「叚」。王貴元認為秦統一後，雖有些
表示借代義的「假」仍作「叚」
，但二者有別，作前者表示借入；後者表示借出。
10
其說或可參看。
2.大與泰。
大，《說文•大部》：「 ，天大地大人亦大焉，象形。」
泰，《說文•水部》：「 ，滑也。 古文泰如此。」段注以為《周易》「泰，
11
通也」、「後世凡言大而以為形容未盡，則作太。……太即《說文》 字。」
據段玉裁的說法，用「大」不足以形容時，則用「太」
，兩者有引申的關係，
而「太」即「泰」的古文。也即是「大」分化出「太」
，
「太」又寫作「泰」
，許慎
還將「太」視為「泰」字古文。秦簡中有將「太」寫作「大」者，如「卌四年，
攻大（太）行」
（睡簡•編年記 44）
、
「大（太）官、右府、左府、右采鐵、左采

9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 年），頁 222。
王貴元以為更名方此句的意思是代理官職之義、借出之義仍用叚，借入之義改用假。參〈從
出土文獻看秦統一後的用字規範〉
，《語文研究》2021 年第 3 期，頁 2。
11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
，頁 570。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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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課殿，貲嗇夫一盾。」
（睡簡•秦律雜抄 23）
、
「官其男為爵後，及臣邦君長所
12
置為後大（太）子」（睡簡•答問 72） 。
符合更名方的規定，將「太」作「泰」者，如「泰父」
（周家臺•先農 347）
、
「泰父母」（嶽麓陸•三 198 正）、「泰半」（里耶 6-12）、「泰牴」（里耶 8-197）
、
「泰守府」（里耶 5-23）、「泰上皇」（嶽麓肆•三 325 正）、「泰祝」、「泰宰」（嶽
麓陸•二 100 正）
。
睡虎地簡抄寫於秦統一前，將「太」寫作「大」；里耶與嶽麓簡抄寫於統一
後，改作「泰」，符合更名方規定。
3.賞與償。
賞，《說文•貝部》：「 ，賜有功也。从貝，尚聲。」
償，《說文•人部》：「 ，還也。从人，賞聲。」
《說文》以為前者本義為賞賜；後者為償還，償還義乃由賞賜義分化而出。
如同古文字中「受」乃給予和接受的行為，後來分化成給予用「授」
，接受用「受」
。
睡虎簡的償還義也用「賞」字表示，如「百姓叚公器及有責（債）未賞（償）」
（睡簡•十八種 77）
、
「其叚者死亡，有辠毋責也，吏代賞（償）
。」
（睡簡•十八
種 106）
償還義在里耶、嶽麓簡中則用「償」
。如：
「吏令徒守器而亡之，徒當獨負。
日足以責，吏弗責，負者死亡，吏代負償。」
（里耶 8-644）
、
「……傷樹木它嫁（稼）
及食之，皆令償之，或入盜牧者同灋。」（嶽麓伍•一 36 正）
4.吏與事。
吏，《說文•一部》：「 ，治人者也。」
事，《說文•史部》：「 ，職也。」
《說文》以為吏的本義為官吏，事的本義為事務。從古文字來看「史、使、
吏、事」本一字分化，需依文義判讀。
「吏如故，更事」即官吏之義仍用「吏」
；
事務之義則用「事」
。睡虎地簡中事務之「事」寫作「吏」
，如「吏從吏（事）于
官府，當坐伍人不當？不當。」（睡簡•法律 155）里耶簡則以「事」表「事」，
如「黔首習俗好本事，不好末作」
（8-355）
、
「田大事殹不務」
（8-1699）
。嶽麓簡易
亦同，如「縣尉治事，毋敢令史獨治。」
（嶽麓肆•二 139 正）
、
「如故事已者，輒
罷歸，以書致其縣官，它官當用者，亦皆用之。」
（嶽麓肆•三 319 正）
，而嶽麓
簡中還特意將「使」寫作「倳」
，如「興徭及車牛及興徭而不當者及擅倳（使）
人屬弟子、人復復子、小敖童、弩，鄉嗇夫吏主者，貲各二甲。」
（嶽麓肆•二
147 正）
5.卿與鄉。
卿，《說文• 部》：「 ，章也。六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
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
鄉，《說文•部》：「 ，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嗇夫別治。」

12

徐富昌：
《睡虎地秦簡文字辭例新編》（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頁 90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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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以為卿的本義為公卿；鄉的本義為鄉里。然從古文字來看，兩者皆
由饗食之義引申而來。饗食之「饗」，鄉黨之「鄉」本為一字，後分化為「饗、
卿、鄉」三字。更名方「卿如故，更鄉」
，規定鄉里義改用「鄉」字。睡虎地簡中
鄉里義皆用「卿」字來表示，如「古者民各有卿（鄉）俗」
（睡簡•語書 1）
；里
耶簡、嶽麓簡則易作「鄉」
，如「都鄉守擇敢言之」
（里耶 9-1113）
、
「士吏坐之，
如鄉嗇夫。」（嶽麓肆•三 381 正）
嶽麓簡中抄寫年代較為早的一批材料，仍見有將「鄉」寫作「卿」者，如
「卿（鄉）唐、佐更曰」（嶽麓叁•一 126 正）
、「凡三卿（鄉），其一卿（鄉）
卒千人」（嶽麓貳•數 134 正）
，見其寫法積習已久。
6.者與諸。
者，《說文•白部》：「 ，別事詞也。」
諸，《說文•言部》：「 ，辯（詞）也。从言，者聲。」段注「辯當作辨判
也。」
《說文》以為者為別事詞；諸為辨判之詞。而「諸」從者聲，是從「者」分
化出來的一個字，
「者」本為別事之詞，後引申為代詞「諸」
。
「者如故，更諸」
，
是說「者」的用法不變，表示辨判的「諸」
，即「各個」義時，寫作「諸」
。睡虎
地簡中見將「諸」作「者」例，如「毋擅叚（假）公器，者（諸）擅叚（假）公
器者有辠，毀傷公器及□者令賞（償）」（睡簡•十八種 106、107）
。
13
里耶簡作「諸」，如「諸徒隸當為」
（里耶 8-130+8-190） ；嶽麓簡則見「隸
臣妾及諸當作縣道官者、僕、庸，為它作務，其錢財當入縣道官而逋未入去者，
有（又）坐逋錢財臧，與盜同灋。」（嶽麓肆•一 68）
7.酉與酒。
酉，《說文•酉部》：「 ，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象古文酉之形
也。」
酒，
《說文•酉部》
：
「 ，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从水、酉，酉亦聲。一
曰造也，吉凶所造起也。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美，遂疏儀狄。杜康作秫酒。」
酒從酉聲，寫作「酉」，純為假借。睡虎地簡將「酒」義寫作「酉」者，如
「丙午生子，耆（嗜）酉（酒）而疾，後富。」
（睡簡•日書甲 142 肆）
；嶽麓簡
則作「酉」與「酒」者皆見，前者如「入舍錢酉（酒）肉及予者，捕者盡如此令。」
（嶽麓肆•三 381 正）
；作「酒」者如「新地吏及其舍人敢受新黔首錢財酒肉它
物，及有賣買叚（假）賃貣於新黔首而故貴賦<賤>其賈（價），皆坐其所受及故
為貴賦<賤>之臧（贓）
、叚（假）賃費、貣息，與盜同灋。」
（嶽麓伍•一 39、40
正）。
8.灋與廢。
灋，《說文•廌部》：「 ，刑也。平之如水，從水； 所以觸不直者去之，
從 去。」
廢，《說文•广部》：「 ，屋頓也。从广，發聲。」毀之意。
13

陳偉：《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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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文》
，灋、廢兩者本義不同，灋（法）因音近，而借用為廢，這種用
法在金文中常見，如大盂鼎「王曰：盂若敬乃正，勿灋（廢）朕命」，為康王勉
勵盂，要善盡職責，不要荒怠王命。秦簡中亦保留這種用法，如睡虎地簡「為聽
命書，灋（廢）弗行，耐為候；不避席立，貲二甲，灋（廢）
。」
（睡簡•秦律雜
抄 4）
。
而在嶽麓簡中已出現「廢」字，如：
「吏廢官，宦者出宦，而没其私馬、牛、
羊縣官。」（嶽麓伍•一 36）、「律曰：顯大夫有辠當廢以上勿擅斷，必請之。」
（嶽麓伍•一 53）
，以「廢」表「廢」義。
9.鼠與予。
鼠，《說文•鼠部》云：「 ，穴蟲之總名也。象形。」
予，《說文•予部》云：「 ，推予也。象相予之形。」
鼠、予兩字，本義不同，然鼠為書母魚部字，予為余母魚部字，聲近韻同，
故得相通。而借鼠為予的通假用例，目前僅見秦簡中，是具秦地的特色的通假用
法。睡虎地簡「自今以來，叚（假）門逆伍呂（旅）
，贅壻後父，勿令為戶，勿鼠
（予）田宇。」
（睡簡•為吏•魏戶律 19 伍）勿「勿鼠田宇」即「勿予田宇」
。嶽
麓簡中也見借鼠為予的用例，如「沛為取妻，欲以肆、舍客室鼠（予）識。」
（嶽
麓叁•一 133 正）
「予」字已見於里耶、嶽麓簡中，如「廷曰：令居貲目取船弗予。」（里耶
9-982）
、
「母更嫁，子敢以其財予母之後夫、後夫子者，棄市，其受者，與盜同灋。」
（嶽麓伍•一、3、4 正）
以上九例都是秦簡中常見的通假用例，14更名方選定這些用例來作規範，或
許是較為常見且在文書使用上容易致誤的緣故。
其次，沒有通假關係的「走馬如故更簪褭」與「更詑曰謾」兩例，前者是秦
統一後職官名稱的改變，後者是更換用語。
「走馬」一名見嶽麓簡《數》
，辭例為「大夫、不更、走馬、上造、公士，共
除米一石，今以爵衰分之，各得幾何？」
（嶽麓簡貳•數 122）為介於「不更」與
「上造」之間的爵稱，始皇統一天下後，更名為「簪褭」。因其名出現在一道數
學演算題中，使用早期的名稱，當是抄寫時間早於秦統一前。而帶有人名的走馬，
見有「走馬達」、「走馬好」（嶽麓叁•尸等捕盜疑購案 31 正）及「走馬拳」
（嶽
麓叁•暨過誤失坐官案 113 正）
、
「走馬路」
（嶽麓叁•田與市和奸案 193 正）
。尸
15
等捕盜疑購案發生在秦王政廿五年二月，抄錄時間在五月丁亥， 很可能這三處
的走馬都是抄寫在始皇統一天下前。《嶽麓簡釋文》指出尸等捕盜疑購案中所見
16 5 背所見簪褭屬秦始皇廿七年，為簪褭最早辭例，
走馬為最晚辭例。而里耶 1○
似在廿六年前後 被簪褭所取代。16

14

秦簡中的通假用例，可參劉鈺、袁仲一編：《秦文字通假集釋》（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
社，1999 年）
。
15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年），頁 16。
16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
，頁 11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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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簪褭」一名見里耶 8-26+8-752（簪褭漁陽□）
、里耶 8-781+8-1102（簪褭褱
17
德中里悍）
、里耶 8-1574+8-1787（簪褭襄完里黑） ，官名下分別接縣、里、人名。
「更詑曰謾」中，
「詑」與「謾」都是欺騙的意思，
《說文•言部》
，
「詑，沇
州謂欺曰詑。从言它聲。」、「謾，欺也。从言曼聲。」據許慎言「詑」是沇（兗）
州地方的方言，非秦地語。而從《方言‧卷十》「眠娗、脈蜴、賜施、茭媞、譠
謾、㦒忚，皆欺謾之語也。楚郢以南東揚之郊通語也。」看來，可能「謾」才是
通語，更名方中的此例，或是要以通言取代方言。
「詑」見睡虎地簡「凡訊獄，必先盡聽其言而書之，各展其辭，雖智（知）
其詑，勿庸輒詰。」
（睡簡•封診式 2）
、以及嶽麓叁•芮盜賣公列地案中（「柇材
詑……」
（簡 70）
，盜賣公列地案的發生時間，整理推測是秦王政廿二年十一月丁
丑，也是在秦統一之前。18
「謾」字例見「廷曰：令居貲目取船。弗予，謾曰亡，亡不定言。論及讂問，
不亡，定謾者貲，遣詣廷。」
（里耶 9-982）19、
「治獄者親及所智（知）弗與同居，
以獄事故受人酒肉食，弗為請而謾，謂已為請，以盜律論」
（嶽麓肆•二 244、245）
、
「令曰：吏及宦者、群官官屬、冗募群戍卒及黔首徭使、有縣官事，未得歸，其
父母、泰父母不死而謾吏曰死以求歸者，完以為城旦。」（嶽麓肆•三 286）

二

更名方出現前後的相關規範用語現象

關於更名方中正用語的規定，有些是為了因應始皇的皇權而改名；有些是因
為秦制取消諸侯公卿，採中央集權，建立郡縣制度而改名，有些是統一制定用語。
因應始皇皇權而更改者，如皇帝的稱謂及相關的人事物稱號，如：
泰上觀獻曰皇帝觀獻、天帝觀獻曰皇帝觀獻、帝子游曰皇帝游、王節弋曰皇
帝節弋、王游曰皇帝游、王獵曰皇帝獵、王犬曰皇帝犬、王馬曰乘輿馬、王宮曰
皇帝宮、莊王為泰上皇。
首先是原用來指稱秦君的「泰上」
、
「天帝」
、
「帝子」
、
「王」稱號，通通統一
稱為「皇帝」
，並尊奉莊王為「泰上皇」
。其次，將以往的王譴、王令統一規範，
以皇帝的命為「制」
，令為「詔」
，故更名方言「王譴曰制譴」
、
「以王令曰以皇帝
詔」、「承命曰承制」、「受命曰制」
、「出命曰制」、「以命為皇帝制」
。再者，將皇
帝所用所居者，予以專名，如王犬曰皇帝犬、王馬曰乘輿馬、王宮曰皇帝宮。
而秦統一後改採中央集權，取消諸侯公卿，行郡縣制度，其有關更名者，如：
王室曰縣官、公室曰縣官、邊塞曰故塞、毋塞者曰故徼、諸官為秦盡吏、關
內侯為輪侯、徹侯為列侯、騎邦尉為騎校尉、郡邦尉為郡尉、邦司馬為郡司馬、
乘傳客為都吏、毋曰邦門曰都門。

17
18
19

陳偉：《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
，頁 35、227、363。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
，頁 138。
陳偉：《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二卷）》
（武漢：武漢大學出社，2018 年），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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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已無王室、公室的存在，全國採郡縣二級制，故「王室」「公室」更名為
縣官。以往秦與六國的邊境，也因秦一統天下而納入國土，故邊塞更名為「故塞」
，
未設塞者曰「故徼」
。秦境也無關內與關外的區別，故關內侯改為輪侯，徹侯改
為列侯。取消「邦」的行政制度劃分，故騎邦尉、郡邦尉、邦司馬改名為為騎校
尉、郡尉、郡司馬，並將邦門改為都門。來往於各國的乘傳客，也改名為都吏，
天下諸官，皆為秦吏。
最後對一些犯禁忌或有歧義及異國方言詞語作規範，如：
毋敢曰王父曰泰父、毋敢謂巫帝曰巫、毋敢曰豬曰彘、毋曰客舍曰冥食、以
大車為牛車。
「王父」一名易與君王義混淆，故改名「泰父」
，
「巫帝」用僭用「帝」字，
故改為「巫」
，
「豬」字不雅，改用「彘」
，
《方言‧卷八》
「豬，北燕、朝鮮之間謂
之豭，關東西或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知「彘」為關東西之語；
天下一統，無他國之客，因而將「客舍」改為「冥食」
，
「大車」易誤會為皇帝之
車，實為「牛車」，故更名之，讓名實相符。
下面將睡虎地簡、里耶秦簡和嶽麓簡中有故名與更名的出處列出，以見更名
方出現前後的相關規範詞語變化的現象。
故名

出處

更名

出處

備註

莊王

睡簡‧編年 5、6、7

泰上皇

嶽麓肆‧三 289、325、
329

莊王為泰上皇

王

睡簡‧答間 191

皇帝

嶽麓肆‧二 201
嶽麓陸‧一 76

皇帝節游

嶽麓陸‧二 138

制詔

嶽麓肆‧三 308、337
以王令曰以皇帝詔
嶽麓伍‧一 59、63、66、
87、93
嶽麓陸‧一 68

受制

嶽麓伍‧一 56、100

受命曰制

制

嶽麓伍‧一 58、61、90

出命曰制

詔

嶽麓伍‧一 106

以王令曰以皇帝詔

丈人詔令

嶽麓叁‧三 219

帝子游曰皇帝游

王室

睡簡•答問 28、161
嶽麓叁‧一 67

縣官

里耶 8-454、532、657、 王室曰縣官
705、734、1083、1547、
1831、2367、2492
里耶 9-1、2、3、4、5、
6、7、8、9、10、11、12、
22、35、37、97、563、
815、1098、1204、1709、
1942、2595

公室

睡簡•答問 103、104

縣官

嶽麓肆‧二 110、111、 公室曰縣官
114、116、124、125、129、
131、149、163、196、198、
201、228、230、233、234、
243、249、250、257、258、
9

522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264、269、270。三 285、
286、292、293、305、313、
319、332、346、360、364、
388
嶽麓伍‧一 31、33、36、
48、51、78、79、93。二
103、120、124、128、130、
131、137、152、210、217、
218、250。三 251、257、
258、262、263、278、283、
285、290、296、297、298、
299、302、307、313、314、
319、320、321、323、325、
328
塞

睡簡•雜抄 41

邦尉都官

里耶 8-649
里耶 9-430

大車

睡簡•十八種 89

王父
豬

睡簡•十八種 63
睡簡•答問 50
嶽麓叁‧一 84(獄史豬)
里耶 8-950、1437

邦門

睡簡•法律 161
睡簡•日乙 102 叁
睡簡•日甲 111 背
睡簡•日甲 126 貳

故塞

嶽麓肆‧一 101
嶽麓伍‧二 170、177、
180、181、182

邊塞曰故塞

故徼

嶽麓肆‧一 81、100、103。 毋塞者曰故徼
二 132、133、178、197、
215、219、274。三 292、
303、377
嶽麓伍‧一 46。二 151、
179、225。三 317、318
嶽麓陸‧一 72
里耶 9-1771
郡邦尉為郡尉

牛車

嶽麓伍‧二 149

以大車為牛車

泰父

周家臺先農 349

毋敢曰王父曰泰父

彘

里耶 8-495、1397、2491
嶽麓壹‧為吏 19、22
嶽麓肆‧二 225、226

毋敢曰豬曰彘

毋曰邦門曰都門

睡虎地秦簡的抄寫時間在秦統一前，里耶秦簡除載明秦王政廿六年以前的文
書外，餘皆為統一後抄寫。嶽麓簡的情況較為複雜，其中《嶽麓壹》除〈為吏治
官及黔首〉與〈占夢書〉為統一後抄寫外，餘為統一前抄寫文獻；
《嶽麓貳》
、
《嶽
20
麓叁》為統一前寫文獻；《嶽麓肆》、《嶽麓伍》、《嶽麓陸》為統一後抄寫。
上表故書用語主要出現在睡虎地簡和《嶽麓叁》中，與更名方中所規定的，
20

王貴元：
〈從出土文獻看秦統一後的用字規範〉
，《語文研究》2021 年第 3 期，頁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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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統一天下前後的用字現象相同，可見更名方所載的文字規範在當時產生的影響
之大。
最後，還可以透過睡虎地簡與嶽麓簡中秦統一後抄寫的相同篇文或相同法律
條文比對，來看秦統一文字政策的成效。如睡虎地簡有〈為吏之道〉，而嶽麓簡
有〈為吏治官及黔首〉，皆為官箴，兩者內容接近，多可互校互補。而嶽麓簡中
有許多秦律，其有與睡虎地簡秦律內容相同者，皆可相互比校。
《睡簡•為吏之道》與《嶽麓壹•為吏治官及黔首》兩相比較下，最明顯的
用詞例，即前者的「民」到了後者，都被改為「黔首」
，如「善度民力」改成「善
度黔首力」
；
「視民倨傲」改成「視黔首倨傲」
；
「則民 指」改成「則黔首喬指」
；
「則士毋所比」改成「則黔首毋所比」。除最末一例將「士」改成「黔首」外，
餘皆易「民」為「黔首」。也見有少數漏改的例子，如「審知民能」一句，在嶽
麓簡中仍保留「民」字。
睡簡•為吏之道

嶽麓•為吏治官及黔首

審智（知）民能（18 壹）
善度民力（19 壹）

審智（知）民能（2 叁）
善度黔首力（3 叁）

一曰見（視）民 （倨）敖（傲）（19 貳）

一曰視黔首渠（倨）驁（傲）（35 叁）

興吏（事）不當，則民 指（28、29 貳）

三曰舉事不當，則則黔首喬指（50 叁）

四曰善言隋（惰）行，則士毋所比（30、31
貳）

四曰喜言隋（惰）行則黔首毋所比（51 叁）

綦之綦之食不可賞（償）（36 貳）

綦之綦之食不可賞（償）（77 肆）

毋辠毋辠可赦（1 叁）
欲毋罪，皆不可得（87）

若再從用字來看，
「罪」字〈為吏之道〉作「辠」
（1 叁）
，而〈為吏治官及黔
首〉作「罪」
（87）
，表示後者經過更改。而表償還義的「償」
，則兩者都作「賞」
，
是一個未及改到的字。
接著從不同時間抄寫的秦律來看，如《睡簡•秦律十八種》和《嶽麓肆》中
都記載有關秦代的法律條文，其中相同條文中的文字可作為更名證據來看的有，
〈田律〉及〈內史雜律〉各一，前者睡簡作「百姓居田舍者毋敢 （酤）酉（酒）
，
田嗇夫、部佐謹禁御之，有不從令者有辠。」
（睡簡•十八種 12）
、嶽麓簡作「黔
首居田舍者毋敢醘<酤>酒，有不從令者遷之，田嗇夫、士吏、吏部弗得，貲二甲。」
（嶽麓肆•二 280）
。睡簡中的「百姓」被改作「黔首」，「酉」字也易為「酒」。
後者內史雜律條文，睡簡作「計其官，毋叚百姓。」
（睡簡•十八種 194）
、嶽麓
作「計其官，毋叚黔首。」
（嶽麓肆•二 171）
，
「百姓」也易為「黔首」
，只是表
借出義的「假」仍作「叚」。整體看來，在〈為吏之道〉與秦律這一類官方文書
中，更名方中的規定，確實是被貫徹執行的。
綜上所論，本文討論了更名方中規範用字用語的成因以及其出現前後的相關
用語規範現象，主張秦代的書同文字運動，正字形與正用語的原因，大半與皇權
及秦制的改變有關，如皇與旦字的更正筆畫，王統一改稱皇帝，與王有關的事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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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專名，取消王室公室之稱，取消邦名等。正用字則是為了明確字義，減少易
產生歧義的假借字。而從抄寫時間在秦統一前的睡虎地簡和主要抄寫時間在統一
後的嶽麓簡、里耶簡文字比較來看，更名運動很成功，官方文書尤其遵守規定。
然若從常見的「更民為黔首」以及「故辠更作罪」用例來看，其皆未載於更名方
中，或許更名方只是摘抄，並非秦時所有的更名規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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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譯佛經特殊音譯
用字例釋

韋良玉
中國
首都醫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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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佛典特殊译音用字例释
韦良玉
（首都医科大学）

[摘要]文章选取 14 个佛典特殊译音用字进行考释。以期为佛典文献的解读、校勘和字
典编纂等提供参考。
[关键词]汉译佛经；特殊用字；音译；切身字；考释

汉译佛典中有大量的音译词，为了对音准确，译者经常创造和使用一些特殊
的记音字，如口旁译音字、人旁译音字、切身字等。“在汉字发展史上，大规模
地出现译音字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而‘切身字’‘真言字’‘咒语字’则是翻
译佛经时的独创。”①这些字由于构形、职用有特殊性，使用范围有限，人们往
往难明其义。后来的字典辞书或失收，或注音释义有所阙漏。已有不少学者对佛
典中的各种疑难字进行考释，其中经常涉及到特殊音译用字。例如郑贤章《龙龛
手镜研究》《汉文佛典疑难俗字汇释与研究》专门论述译经新造口旁字和切身字
问题，并具体考证了一批口旁译音字和切身字。韩小荆《〈可洪音义〉研究——
以文字为中心》考释《可洪音义》中的疑难字，其中包括一些口旁和人旁译音字。
李国英《〈大正藏〉疑难字考释》（一~四）也对佛典中的切身字等多有涉及。
我们再次选取一些前人未详考之佛经特殊音译用字，结合梵语对音材料进行考证
或补释。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人旁译音字

1.

①

郑贤章：《佛经的翻译与传抄对汉字发展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 8 月 22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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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不信谤毁之者，四十亿岁在加罗秀領泥犁之中具受众苦。（北魏·吉迦
夜《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T14/434/97c①）“領”宋、宫本作“頭”，元、明
本作“

”。

《可洪音义》卷 8：“秃
“秃”，经中“領”“頭”“

，音头，地狱名也。”“秀”《可洪音义》作
”互为异文，未知孰是。一般多据《可洪音义》，

以“秀領”为“秃頭”之误。《翻梵语》中有“秀頭”：“迦罗秀頭泥梨，应云
迦罗修多罗，译曰黑绳。”（T54/2130/1033b）可知“秀頭”又译作“修多罗”，
梵语 sūtra，意译为“线”，这里指一层地狱的名称，与前例之“秀領”所指一
致。《广韵》“秀”心母宥韵，对音 sū，“頭”定母侯韵，对音 tra。故《大正
藏》“秀領”为“秀頭”之形近讹误，《可洪音义》之“秃”为“秀”之讹。“秀
頭”又作“秀

”，盖因“頭”与 tra 语音略有差异，故新造译音专字，加人旁

以区别。
2.侽
萨利婆浮多侽……萨利婆伏陀侽摩啰多侽遮（失译《陀罗尼杂集》，
T21/1336/606a）“侽”宋、元、明本作“𠲸”。
《可洪音义》卷 23：“侽遮，上音南，真言多作喃，女咸反。又《川音》
《江西音》并作𠲸。郭氏音喃，应和尚未详。”《龙龛手镜·人部》：“侽，㑲，
二俗。女咸反。”《字汇·人部》：“侽，即男字。见释典。”检索《大正藏》，
“侽”只用在咒语中。“侽”当为译经造字，在借用记音时与“男”职用相同，
但并非记录{男性}之“男”的异体字，杨宝忠《疑难字三考》相关考释是也。该
“侽”
咒林光明转写作 sarvabuddhanāṃ…sarvabuddhanāṃ vartānāñ ca（v16p270）。
对音 nāṃ、nāñ。因与“男”的字音有所区别，故加人旁新造译音专用字。
3.
汝能受我

那纳衣不？……我于是时，自从佛手受是

译《别译杂阿含经》，T2/100/418c）“
①

那粪扫之衣。（失

”宋、元、明本作“商”。

本文引佛经如非特殊说明，一般出自《大正藏》，字母“Ｔ”代表《大正藏》，后列册数、经号、页码和
栏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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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洪音义》卷 13：“
《龙龛手镜·人部》：“

那，上尸羊反，前卷中作商那，粪扫纳衣是也。”
，商、的二音。”“

”不见于《说文》等前代字

书，此处为译音专用字。韩小荆《〈可洪音义〉研究中》已经指出。又郑贤章《〈新
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考释其另一个用法“的”音的由来。但“

（商）

那”究竟何意尚未有详考。
“

（商）那”指一种草衣。宋志磐《佛祖统纪》：“商那此云草衣。纳

衣者，头陀五纳衣也。今言商那者，即是以草为衣耳。”（T49/2035/154c）纳
衣即缀纳世人所弃之朽坏破碎衣片修补缝缀所制成之法衣，又叫粪扫衣。比丘以
粪扫衣为袈裟，以远离对物质的贪着。陈真谛译《佛阿毘昙经出家相品》有“奢
那衣”，并自注云：
“奢那树似麻，取皮织为衣。”(T24/1482/970b) “奢那”当为
“

（商）那”异译。梵语中有 śāṇa 一词，为草名，近似麻，可以制布制衣。

这应当是“

（商）那”的源词。śā（ṇ）在汉语中无完全一致的音节，“商”

《广韵》书母阳韵，与之仅音近，故新造以人旁为标记的译音专用字“

”。

4.𠎆
字，上潘钵反，梵语真言字也。或作𠎆也。（《慧琳音义》卷 40，
T54/2128/567c）
此处是对《如意陀罗尼经》的音义。相应经文《大正藏》中作：“凡欲洗浴。
以小心明加

字。明水七遍右手摩水則用沐浴。不明不用。”（唐·菩提流志

《如意轮陀罗尼经》，T20/1080/190c）此处“
对有神秘意义的梵语音节的音译。据“

”是所谓“梵语真言字”，即

”之形音，当为“㧊”之异体字，李

国英《〈大正藏〉疑难字考释》所考是也。《说文·手部》：“㧊，㨷也。从手，
巿声。”《广韵》滂母末韵。
《大正藏》经咒中“

”多见，如：“

吒（二合）

吒（二合）

吒（二

合）”（唐·善无畏《苏悉地羯罗经》，T18/893b/634a）林光明转写作 phaṭ pha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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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ṭ（v6p310①）。吒常对音 ṭ，则此处“

”对音 pha。“㧊”也常见于咒语音

“ （pha）
：叵，破，怖，普，發，㧊（普
译，亦可对音 pha。净严《三密钞》：
活切，蘇悉地經）泮（佛頂）。”（T2710/84/745a）“

”有时又可单独对音

phaṭ，是以 t 韵尾近似对音 ṭ。如：“呜𤙖（二合） （五）莎诃（六）”（唐·阿
地瞿多《陀罗尼集经》，T18/901/789c）林光明转写作 huṃ phaṭ svāhā（v4p9）。
慧琳所见之“𠎆”今《大正藏》未见用例。《龙龛手镜·人部》：“𠎆，俗。
音发。”金邢准《新修絫音引证群籍玉篇》：“𠎆，音发。”金韩道昭《改併五
音類聚四聲篇海·人部》：“𠎆，音发。”明章黼《直音篇·人部》：“𠎆，音
发。”均未详其义。“𠎆”当与“

、㧊”记音职用相同。“發”《广韵》帮

母月韵，亦收 t 韵尾。联系其在此处是“真言字”，而 phaṭ 在梵语中是一个神秘
音节，pha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𠎆”当用于对音 phaṭ。加人旁是提示相应梵音
与“發”字音略有差异。

二 切身字
1.𡲼、
稽首

噜左曩佛，一生补处妹怛唎（二合）耶。
（唐·善无畏《慈氏菩萨略

修瑜伽念诵法》，T20/1141/590a）
于莲华台上画

噜左曩佛塔。（唐·善无畏《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

T20/1141/596c）
灌顶说法悟无生，慈氏大日同一体。

噜左那即慈氏，一生菩萨即愈誐。

（唐·善无畏《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T20/1141/599c）
“𡲼”亦见于《三密钞》和《悉昙要诀》。
“

（vai）：吠，味，

（切身，

慈氏），废，癈。”
（日·净严《三密钞》，T2710/84/746c）
“善无畏《慈氏轨》云：

①

据林光明《新编大藏全咒》，嘉丰出版社，2001 年。v 表示册数，p 表示页码，下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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噌左曩佛。„„

鲁左曩佛钵啰（二合）

欤。”
（日·明觉《悉昙要诀》，

《新修累音引证群籍玉篇·尾部》：
“
T2706/84/511a）

，微曳切。出内典。”
《字

汇补·尸部》：“𡲼，微曳切，音近蔑，出内典。”据字书，“

”同“𡲼”，为佛

经专用字。
从译经文意看，
“𡲼噜左那”为佛教专词的音译，但不见于他经。
“𡲼噜左那”
“毗卢遮那”即佛之报身或法身。
“毘卢遮那，案梵
其实是“毗卢遮那”的异译。
本毘字应音云无废反，此云种种也。毘卢遮那云光明照也。言佛于身智以种种光
明照众生也。或曰：毘，遍也。卢遮那，光照也。谓佛以身智无碍光明遍照理事
无碍法界也。”（《慧琳音义》，T54/2128/434c）在密教中，毗卢遮那佛与大日如
来同体，或为大日如来之别名。经中云“慈氏大日同一体。𡲼噜左那即慈氏”，
就是说慈氏佛（弥勒）与大日如来（𡲼噜左那）同体。
“毗卢遮那”梵语 Vairocana。
《三密钞》以“𡲼”为 vai 音译字是也。《广韵》“尾”明母尾韵，“亥”匣母海
韵，相拼与梵音 vai 相合。
从对音的情况来看，字书标注“𡲼/

”反切“微曳切”也比较近似。不过

《宋本玉篇·尾部》恰有一尾、曳组成的切身字，却无“𡲼/
曳切。出释典。”
《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有“

”字：“𡲭，微

”用例，用于对音吒（ve）。

（T20/1141/593c）e 和 ai 在梵语中是长短元音的关系，语音较接近。可能正是
由于“𡲼/

”“

”字形相近，且对音接近，字书编纂或传抄中混同了二者的

反切。
2.
圳（vaṃ） （唐·善无畏《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T20/1141/590b）
“

”不见于字书。此处“

”对译 vaṃ，《三密钞》《悉昙要诀》记载

与此一致：
“圳（vaṃ）：鍐（日经），挽，奉（二共佛顶），懵（胎轨），罔（佛
顶），

（慈氏）。”（日·净严《三密钞》，T2710/84/746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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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日·明觉《悉昙要诀》，T2706/84/T511a）
“

”为切身字，
《广韵》
“文”

“感”见母感韵，梵汉对音中明母合口三等字常用来对音 v，
“文、感”
明母文韵，
相切正可对译 vaṃ。
3．

、𤜁
圳（vaṃ） （唐·善无畏《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T20/1141/592a）

“

”甲、丁本作“𤜁”。
“

”不见于字书，译经中用于对译 vaṃ。明觉《悉昙要诀》：
“

也。”
（T2706/84/511a）记载与之相符。
“

，圳（vaṃ）

”为佛经新造切身字。
《广韵》
“武”

明母麌韵，
“感”见母感韵，相切正可对音 vaṃ。异文“𤜁”亦为切身字。
《龍龕
《字彙補·牛部》：
“𤜁，烏感切，音晻。
手鏡·雜部》：
“𤜁，牟感反。響梵音也。”
見釋典。”《慈氏菩薩略修瑜伽念誦法》：“伐（maṃ）𤚥”（T20/1141/593b），
①
甲、乙、丙、丁本 均作“𤜁”。《广韵》“牟”明母尤韻，“𤜁”亦可对音 vaṃ，

也可对音 maṃ。
4.

、

、

丈（khaṃ） （唐·善无畏《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T20/1141/590b）
“

”甲本作“
“

”
“

”
“

”，丙本作“

”。

”不见于字书。
《三密钞》：
“丈（khaṃ）欠（大日经），

（切身，慈氏轨）。”
（T2710/84/742a）
《广韵》
“居”见母鱼韵，
“捡”见母琰韵，
相切可对译 khaṃ，
“

”为切身字。
“

”当为“

”之形近讹误。
“

”为“

”

之省，“佥”为“捡”之声符，《广韵》清母盐韵，与“捡”同韵，“居、僉”相
切亦可对音 khaṃ。
5. 、

①

据《大正藏》校勘说明，该经底本为享保年间（1716—1735 年）刊丰山大学藏本，甲本为宽治六年（1093
年）写东寺三密藏本，乙本为高山寺藏古写本，丙本为贞应元年（1222 年）写高山寺藏本，丁本平安时代
（794-1185 年）写仁和寺藏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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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jrā）躭啰（二合）（唐·善无畏《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
T20/1141/591b）“躭”甲、乙本作“
下把五股

”，下同。

（唐·善无畏《慈氏菩薩略修瑜伽念誦法》，
耽囉(二合)周旋生火。

T20/1141/595c）“耽”甲、丙本作“

”，下同。

“忝
”不见于字书，仅见于《大正藏》译经的异文中。净严《三密钞》：

“

（jra）日啰（胎，上则日月之日），打啰（大日疏），驲啰（不空），
啰（慈氏）”（T2710/84/753a）所载与之相符。“

啰（二合）”对译 jrā/jra，

“ ”作为二合音的前一字，仅可知其声母可对音 j。又《三密钞》有“
（ja）：社，若，惹，阇，结，搓，

（切身）

”：
“介

（切身，慈氏），座（法华），日（嚩日

啰之日是），入（入嚩啰之入是），什（什皤啰之什是），折（跋折罗之折是。
大日疏）”（T2710/84/742c）据《三密钞》，“ 、

”均为“切身”。《广韵》

“自”从母至韵，
“白”并母陌韵，
“左”精母哿韵。译经中从母可对音 j，擦音
音色有相近之处。故当以“ ”为正，“

”为形近讹误，“ （

）”可用于对

音 ja。
6．
啰（二合），忝（jra）……

介（ja）也。
（日·明觉《悉昙要诀》，

T2706/84/511a）
“

”不见于字书，亦不见于《大正藏》译经。
《悉昙要诀》此处是在讨论

《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咒语用字。《大正藏》中，该经 ja、jra 对音未用
“

”，而是使用了“耽”“耽（躭）啰”：“向（va） 忠（jrā）介（ja）

躭啰（二合）耽”（唐·善无畏《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T20/1141/591b），
校勘：“躭”甲、乙本作“ ”，下同。该经后文多处使用“躭（耽）啰”，据校
勘所述，在甲、乙本中，“躭（耽）”当均作“ ”。《广韵》“耽”端母覃韵，端
母一般不能对音 j，（va）jra 咒语常见，其他经中也未见用“耽（躭）罗（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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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音者，底本用字可能有错讹。明觉当时所见版本用“

”，字书未见。
《广韵》

“ ”
“身”书母真韵，
“也”以母马韵，若为切身字，无法对音 ja。如前文所考，
为切身字，可以对音 ja。“左、冘”手书易相讹混，疑因“ ”为专造切身字，
不为一般人熟悉，在后来传抄过程中讹为“耽、躭”，又进一步讹为“

”。

7.
凸（ti） （唐·善无畏《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T20/1141/591c）
“

”不见于字书，《三密钞》：“凸（ti）：底，怛（宝箧印经），袠

（法花）， （切身，慈氏），登（胎轨）丼（玄法寺轨），窒（羂索）。”
（T2710/84/744a）
“

”为切身字，《广韵》“底”端母荠韵，“以”以母止韵，相切正可对音

ti。
8.

、
伕（mo） （唐·善无畏《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T20/1141/592a）
休（maḥ）

（引）（唐·善无畏《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

T20/1141/593c）
“

”不见于字书，当为新造切身字，可对音 mo、maḥ。净严《三密钞》

所载与此相符：“伕（mo）谟，慕，暮，無，膜，謀，畝（羂索）蒙（千手大
悲心經）懵（隨求）目（佛頂）

（慈氏，切身）”（T2710/84/745c）《广韵》

“牟”明母尤韵，“古”见母姥韵，二字相切基本与梵音相合。
另外，同经中又有“

”：“夫（mo）朽（kṣa）鄖（muḥ）

（引）

讫洒（二合） （引）”
（唐·善无畏《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T20/1141/594b），
“

”丙本作“𤚥”。“

”不见于字书，用于对音 mo、muḥ，当亦为切身字，

然《广韵》“牟”明母尤韵，“吉”见母质韵，相切与梵音不相符，当有错讹。
“

”与“

”对音职能基本相同，且形体接近，“

”当为“

”之讹。丙

本作“𤚥”，《龙龛手镜·杂部》：“𤚥，牟含反。”“𤚥”在译经中一般用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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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译 maṃ。如房山石经《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中“𤚥”或“𤚥（引）”
多次出现，均对译 maṃ。“吉、含”语音不相近，“

、𤚥”对音职用不同，

故丙本当是误改。
9.

、

如是愈

运心遍满虚空。（唐·善无畏《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

T20/1141/593b）
从愈

者口出一一真言字安布本尊心月轮中。（唐·善无畏《慈氏菩萨略

修瑜伽念诵法》，T20/1141/594a）乙、丙、丁本无“者”字。
“

”在《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中多次出现，不是音译咒语真言，

而是用于音译词“愈

”中。按“愈

”即“瑜伽”之变体。“瑜伽”本经音

译作“愈誐”，梵语 yoga，意为“与物相应”。瑜伽修行者称“瑜只”（yogin），
其体声第一格为 yogi。“愈
本不加“者”字，造成异文。“

”是“瑜伽修行者”yogi 之音译，故乙、丙、丁
”用于音译 gi。净严《三密钞》：“凡（gi）：

儗（胎），近，疑，拟，宜，耆，祇，蚁（大流），岐，䞘（羂索经），
《悉昙要诀》：“
慈氏轨），祁，其。”（T2710/84/742a）

（切身，

，凡（gi）也。”

（T2706/84/511a）《广韵》“宜”疑母支韵，“以”以母止韵，疑母常用于对
音发音部位相同的 g，故二字相切可对音 gi。
同经又有“

”，共 2 例。当为“

从三昧耶起观瞻愈

”之讹。

者。（唐·善无畏《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

T20/1141/591c）
入愈

者顶上遍诸毛孔。（唐·善无畏《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

T20/1141/594a）
10.㗮
若旧梵云：摩诃毗佛略㪍陀徤拏骠呵欲底修多罗，此讹略也。若就正者，应
云：摩诃尾没𨤤（里也反）没䭾巘拏

（名庚反）贺素怛囕（二合）。摩诃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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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尾没𨤤云方广，没䭾云觉者，巘拏云杂华，㗮贺云严饰，素怛囕云契经，若
总就唐言，应云大方广觉者杂华严饰契经。（唐·澄观《华严经行愿品疏钞》卷
1，新纂卍续藏）
据自注反切，“㗮”应为切身字。此处是在讨论《华严经》之梵名的音译，
其中“巘拏㗮（名庚反）贺”对应“旧梵”为“徤拏骠呵”，梵语为 gaṇḍa-vyūha，
有“众会庄严”之意，故“㗮”“骠”均对音 vyū。“骠”《广韵》并母笑韵，
可对音 vyū，字音相近。然《广韵》“名”明母清韵，“庚”见母庚韵，“㗮”
若为切身字，上下字相拼读音与 vyū 不合。
按“庚”当为“庾”之形近讹误。古代“臾”常写作“㬰”，相应地“庾”
常作“
“

”，如

”：
“

汉·庾公孺印

、

北齐·薛广墓志

，俞主切。大曰倉，小曰

。《宋本玉篇·广部》中“庾”字亦作

。”可见“

”是古代常见的书写字形。

“庾”以母麌韵，佛经中常用于对音 yu。如房山石经《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
尼集》卷 5“唧

（二合）”对音你（cyu）。v 一般常用并母字，但偶尔也有

用明母字者，如毗沙门（vaiśravaṇa），迷怛罗、米亸罗（vetāḍa），室哩末蹉
（śrīvatsalakṣana）。因 m、b 均为唇音，b、v 又常相混。故“㗮”当为“ ”之
讹。
《康熙字典（增订版）·丑集上·口部》：“㗮，【韩】未详。《大华严首座圆
通两重大师均如传并序》：
‘巘拏㗮（名庚切）贺之一十万偈，复兴于身笃。’”《大
华严首座圆通两重大师均如传》为韩国古代佛教文献，是高丽僧侣均如的传记，
但据此以“㗮”为韩国国字，非是。“㗮”为中国本有的切身字。

汉译佛典中的新造译音用字，在构形、职用上都有其特殊性。通过对这些文
字进行考察，可以为近代汉字研究提供更多新的字形材料，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汉
译佛典创造和使用特殊汉字记音的特点规律。同时为准确解读和校勘佛典文献，
匡正讹俗提供帮助，为判断和订正字典辞书及佛经音义相关说解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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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甲骨文
基于叙事的藝術構形

余思慧、姜宗福
中國
湖南民族職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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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甲骨文基于叙事的艺术构形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中华汉字研究所 余思慧 姜宗福
448622965@qq.com

734899257@qq.com

摘 要：甲骨文是一种系统化非常高，且非常成熟的既表音又表义的行为叙事字母文字，其
艺术构形有融合通达的逻辑基础和带有情感的基本元素。甲骨文构形的核心在于，以叙事为
目的，兼顾象形。它以多维构形为主，如横置、交叉、镜像、重复等，其线条的律动美、叙
事的恢宏美、造型的凝练美构成了其独有的审美特性，巧夺天工，并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艺术构形 甲骨文 多维 审美

甲骨文在构形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叙事表义，其次再考虑形。相对于叙事而
言，甲骨文的构形不过是从空间和艺术的角度对叙事形式的一种完善和美化。随
着人们叙事技巧的日渐圆熟，驾驭甲骨文字母组合叙事的能力越来越强，其构形
也越来越美。
如“ ”（隹）。完整叙事：张口（

）鸣叫，煽动苇絮（ ，

竖置，“彗”

省）一样的翅膀，放松鸟足（ ，兽足，匕），象箭头（ ，入）一样直冲云霄
飞行的禽鸟。该字的甲骨文整体呈往右上角倾斜的状态，灵巧而生动，充满飞的
轻盈状态，看上去活脱脱的就是一只灵动的鸟。这只鸟是由基本的字母组合成的
一句短语，进而演变成为一个文字长度的语言单位。即使是楷书，这几个字母的
象形依然清晰可见：“

”为“入”；“ ”为“口”；“ 、 ”（ ）为“羽”；

“ ”为“匕”。
一、甲骨文艺术构形融而通达的逻辑基础
所有的文字皆由不同的字母按照一定的逻辑构形。增画是文字组合叙事最基
本的方法。甲骨文的增画增加的是叙事单位，并非单纯的增加笔画，将其拆开，
一笔一画都是独立的文字。
如拉丁文、英文等就是典型的一维构形，即将字母在一维直线从左（加前缀）
至右（加后缀）增画，进行长短的排列组合，形成不同的单词短语或句子。英语
单词一般分三个部分：前缀、词根（可独立成词）、后缀。比如 live（词根），
加前缀可生成：alive 等，加后缀可生成 living、lively、livehouse 等。多个
世纪来，随着新鲜事物的出现，须不停地造新字，英文造新字基本通过加前缀和
加后缀的方式，因空间有限导致新字越来越长，字在数量上其基数特别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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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则以造型艺术语言最基本的元素点、线为基础，采取了从上、下、左、
中、右多个方向，利用倒置、斜置等多种方式，从多个维度兼顾象形构形，逻辑
严密，字形优美。甲骨文的增画增加的是叙事单位，并非单纯的增加笔画，将其
拆开，一笔一画都是独立的文字。同时，其后面引申出的汉字，每个字均有独立
的字义，要表述更多的新的意思，只需将字组词即可。其字的基数相对小很多。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列出的常用汉字仅 3500 个，覆盖了现代主流文本 99.48%
的篇幅，其效率远非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字所比。其融而通达的逻辑基础，和自先
秦来古人就开始的对宇宙的认知与探索不谋而合，如老子在《道德经》表述“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清晰简洁地揭示万物从简单到复杂、从少到多的过
程。
二、甲骨文艺术构形融入情感的基本元素
甲骨文的形成脱胎于实用，并逐渐具备独特的审美特征。在史前文化的陶器
刻画的符号中就已初见雏形。它以叙事为目的，兼顾象形，往往从形体出发，选
取人们最利于观察的部位，如陶器的外口边缘、上腹、正中等，使文字符号成为
视觉趣味中心，审慎的选择符合当时人们最质朴的审美观。
经过笔者对字符的严密统计和分析，甲骨文包含 （一）、（丨）、 （丿）、
（丶）、

/

本的表意字符（

/

/
/

（丁/囗）、
/

/

（凵）、

（入）、

（冖）8 个最基

表义不同形状的钉子眼，仅为形状上的区别，归

为一组）。
造型艺术语言的基本形态元素主要是点、线、面。点动成线，涉线为面。在
几何学上，它们仅代表位置或长度等。但在形态学中，它们则蕴含大小、形状、
色彩、肌理等造型元素。点线面在形体的呈现上是相对而言的。如我们在云端的
高空看地面的人，人只是一个小小的“点”，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点，但面对面，
“点”的感觉也就消失了。物体的本身也并不存在线，它是艺术家对物质的一种
概括性的形式表现。如中国画中有“十八描”的多种线的不同变化，韵味追求更
有“笔断意不断”等多种表达。
甲骨文在构形上同样使用的是造型艺术语言的最基本元素。 （丶）是典型
的点，在甲骨文符号中为最小的元素。同时，甲骨文的主体为线，并充分发挥了
线的概括性和表现性。线分直线和曲线两大类别。直线给人以阳刚、稳定、力度
感，曲线则相对柔和、灵动、多变。甲骨文最基本的符号
直线， （丿）、 （凵）、

（一）、 （丨）为

（入）等为曲线，点、线的曲直变化构成充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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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甲骨文。直线与曲线结合，成为复合的不同方向不同视觉效果的线条，比单
纯的直线或曲线更为多样化，因而也更有装饰性，更为悦目。
在甲骨文的构形过程中，人们尽可能地先架构一个外形，然后将需要组合的
字母或文字镶嵌隐含其中，两者兼顾，浑然天成。如“ ”，先用“ ”（く）
“ ”（亅）勾勒出牛角的外形“ ”，然后很隐蔽地嵌入“

”（殳）“

”

（口）合成为“ ”，表义弯曲带钩，用口吹发出响声，下令持械发起攻击的响
器，指（牛）角。又如“ ”，先用“ ”（く）“ ”（亅）勾勒出牛角的外
形“ ”，然后很隐蔽地嵌入“ ”（弓）“

”（口）合成为“ ”，表义弯

曲带钩（ ），用口吹发出响声，下令用弓箭发起攻击的响器，指（牛）角。
三、甲骨文多维构形的艺术方式
甲骨文最早用来叙事的基本叙事单位只有 8 个象形表义字母，其叙事方法
从一维开始，即从左至右增画。如甲骨文“ ”（丿），右边增画“ ”（ 对置），
组合为“ ”（八），表义向左向右用力拉拽，使之分离，即分。然后升级到二
维，即在左右、前后两个方向增画叙事。如： 左右各增画“ ”即“ ”（水）。
在此基础上继续在右边增画“ ”即“

”（河）等。再升级至三维，即在平

面二维系中加入一个方向向量，从上、下、左、中、右五个方向增画，如“ ”
（丨）左右增画“ ”“ ”为“ ”（屮）；在“ ”的右边增“ ”为“
（艸）；在“
为“

”的上方增“ ”为“

”（茻）；在“

”的中间增“

”（森）；在“
”为“

”（

基础上兼顾象形，使其呈现立体的效果，即四维，如“

”的下方增“

”
”

，莫）等。在三维的
”（

、秋），即以

“ ”为叙事母单位，从前、后、上、下、左、中、右等方向增画，兼顾象形秋
天人们最熟悉、活动最频繁、叮咬之后令人痒痛无比的昆虫，表义太阳落下去（
以后，有足（

），将长针（ ）像钉钉（

）

）子一样刺入（ ）人体，像吸奶

（ ）一样吸血，致人又疼又痒，被迫手（ ）持器械（ ）抓绕的秋蚊子。在四
维的基础上模拟其声、色、香、臭等感官刺激，即五维。比如以三“ ”组合为
“

”（羴，膻），模拟羊身上散发出来的特殊的膻味；以最爱吃大便、也最

喜欢闻大便臭味的“

”（犬）和人的嗅觉器官“ ”组合为“ ”（臭），模

拟大便的臭味。又以人（ ）束（
以车轮（ 、

， 省）头套蒙眼所见颜色模拟黑（ ）色；

）滚动的声音模拟闪电（ ，申）闪光后雷（ ）的巨响等。

如上述，甲骨文叙事方法从一维（左右增画）开始，逐渐走向多维（前、后、
上、下、左、中、右）。多维的增画使字的美感有从容施展的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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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具体艺术构形基本方式有：
（一）斜置
斜置，即将某个叙事单元倾斜放置，或整体倾斜放置构形。相对正字而言，
斜置一般呈 45 度或 90 度，偶尔有其它角度。一般有左斜、右斜、左右均斜等方
式。线的倾斜容易给人活泼、动感、纵深的感觉。斜置构形，使甲骨文的释义以
点涉面，从基本意义拓展，走向多元化，丰富了叙事的广度。
斜置又分为左斜、右斜、左斜与右斜同时并置。
左斜。如 （卜），从丨，从丨左斜（ ），表义太阳照丨投射在地上的日
影；如 ，从 ，从 ，从一左斜（

），表义一个人手持长棍拉将另外一个伸

手的人拉到分界线这边来。指帮助，救助，牵引。
右斜。如“
右斜置（

”中之“

”即为“凵”向右斜置。又如“ ”，从一向

）、从丨、从一向右斜置（

）、从一（

），表义类似于画“正”

字一样一笔一划计数。
同时左斜和右斜。如“ ”（骨），“

”左斜为“ ”“

”，同时右

斜为“ ”，与“ ”（丨）组合表义身体中央（ ）丨状连接的支持身体、保
护内脏的坚硬组织，即骨。
（二）交叉
交叉，即将叙事单元交叉构形。交叉的线条改变了人对物理世界垂直定向
的视觉习惯，有不稳定的动势感，易产生奇突、尖锐等视觉效果。
如“ ”，从两丨横置，两丨交叉（ ），表义用多根竹木等棍（丨）两两
交叉编成的篱笆墙。
（三）横置
横置，即将立式的叙事单元水平置放进行构形。其字表义在原基础上发生一
定变化，但内在关联紧密。
如“ ”（子）之“ ”（口）即横置为“ ”，以表现小孩子咿咿呀呀说
话的萌态。如“ ”（人）横置为“
（柴）中之“

”，表义匍匐之人，楷书为

。又如“

”

”即为“ ”（木）之横置，目的是突出木已被砍伐，用作祭

祀之燃木。
（四）镜像
镜像原为物理现象，当人照镜子时可以在镜子里看到另外一个自己，镜子里
的“自己”就是人的“像”(image)。甲骨文中的镜像即：将叙事单元或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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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置或上、下倒置的方式形成新的“像”。也可以将原叙事单元与新的“像”并
置形成新的字。镜像的方式使甲骨文以笔划构置叙事过程有了更丰富的视觉语
言。这种质朴的智慧使甲骨文呈现出更多的样式。
倒置，如“
又如“

”（

”（止）倒置为“

”（夂）；“

”倒置为“ ”（夊）。

）中之“ ”（子）倒置为“ ”，表义婴儿随羊水头先露倒着

从母亲产道里生出；将“ ”与倒置之人“ ”组合为“
生到死的过程，即变化；将“

”与倒卧之虎“

”（化），表义人从

”组合为“

”（虤），表

义虎从卧的状态立起身子，对人或动物发起攻击，表义虎怒；将“ ”（或）与
倒置之“ ”组合为“ ”（

），表义持戈卫国者反，即叛乱。引申为违反，

违背……
左右对置，如：“ ”（く），对置为“ ”（幺）。上下对置，如“ ”，
对置为“ ”（步）；“

”，对置为“ ”等等，诸如此类。

（五）反复
反复，是以一个叙事单元为主体在基本格式内重复排列，即重复一次或多次
叙事组合进行叙事构形。有二重、三重、四重等方式。重复构成涉及了人的衣食
住行方方面面，是一切变化的基础。从视觉语言来说，重复既是简单的，也是复
杂的；既是个过程，又是结果，具有很强的有秩序的形式美感。
二重。即通过重复一次叙事组合进行叙事构形。如“ ”，重复一次为“
（从）；“ ”（屮），重复一次为“

”（艸）；“ ”重复一次为“

”
”；

“ ”重复一次为“ ”（并）；“ ”（又）重复一次为“ ”（双）；“ ”
（弓）重复一次为“ ”（弜）；“ ”（禾）重复一次为“
三重。即通过重复两次叙事组合进行叙事构形。如：“
“

”（羴）；“ ”，重复两次为“

（森）；“ ”，重复两次为“
“ ”（屮），重复两次为“

”（秝）等。
”，重复两次为

”（雥）；“ ”，重复两次为“

”（品）；“ ”，重复两次为“

”

”（晶）；

”（卉）；等。

四重。即通过重复三次叙事组合进行叙事构形。如：“ ”，重复三次为“ ”
（茻）等。
（六）省略
省略即对某个叙事单元少一画或几画构形。溯源造字，省略笔划主要是省略
一些动作轨迹或强调事物特征等。它使甲骨文的形变得更为生动。
如将“

”省去下眼皮写作“

”与“ ”组合为“ ”以突出舜帝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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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瞽叟为眼珠子鼓出但看不见的睁眼瞎子；将“ ”（月）中之“ ”（丶）省
略为“ ”（夕），表义女人的月事结束了，不再有经血流出，引申为“结束”，
“一天劳作结束的时候，日落，黄昏”。此二者省之，是为了叙难叙之事。又如
将“ ”（辛）省为“ ”与“ ”组合为“
开口说的话；将“

”（髙）省“

”（言），表义高辛帝（帝喾）

”（口）与“ ”（屮）、“ ”（乇）、

（ 省，丯。指商祖契）分别组合为“ ”“ ”“

”（亳），表义土地肥沃，

水草丰美，地势很高能避洪患可为依托的的商祖契的封地；将

（墙）省为“ ”

（爿）与“ ”（廾）组合为“ ”（將），表义双手往墙上抹泥糊墙，指泥糊
（后作浆），亦指像泥糊一样的食物。此三者省之，是为了减少笔画，方便书写。
（七）包含
即将一个或两个甚至多个叙事组合，包含在另一个叙事组合里面构形。
如将“ ”（木）包含于“ ”（囗）内即“ ”（困）；将“ ”（卜）包
含于“”（凡）内即“ ”（用）；将“ ”（㐁）包含于“

”（虎）内即“

”

（虎）；将“ ”（人）包含于“ ”（囗）内即“ ”（困）等。
甲骨文艺术构形方式还有不少，不一一列举。它阐释了汉字丰富的美学内涵、
鲜明的视觉特征和隽永的艺术感染力。
四、甲骨文的审美特性
甲骨文作为汉字的源头，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汉字是解读中
国历史文化奥秘的钥匙，一个字、一个读音、一个偏旁部首，甚至一个点画，都
蕴藏着古老的文化精神和深厚的美学内涵。”[1]
1.线条的律动美
从上述艺术构形来看，甲骨文的多维构形给叙事的方式和延展性带来了极大
的空间。它以线条尤其是曲线为主，兼顾象形，使甲骨文形成了轻重疾徐的节奏
美、流畅的律动美，对文字的形体大小统一和空间的相对均匀也产生了较大的作
用。
线是有生命的、立体的、动态的，它在形式意味中具备较大的价值。“当我
们记住线条是由运动行为通过一定的媒介产生出来的事实时，我们会发现，这种
一度的轨迹（线条）本身，实际是对于人们所知觉到的形状的最直接和最具体的
再现”[2]当线条以不同的方式起伏或者迂回时，会使人的注意力随着它的连续变
化而移动，产生微妙的愉悦感。如上述甲骨文“ ”，主体以不同曲线构成，并
略往右上方倾斜，上小下大的造型予人以不同的节奏变化，即使忽略其义，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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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美的造型依然给人强烈的形式美感。可见，甲骨文的线既呈现了其物态属性，
即划分轮廓和分界空间的功能，使字能被清晰的辨识。又发挥了其情感属性，即，
其极具韵味、长短不一的多维构形呈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个性与气质，充分释放
了由线带来的主观情感和创造力。
2. 叙事的恢弘美
甲骨文叙事之宏大，体现在内容之广博，动物植物，建筑器物，无所不包；
天文地理，自然宗教，包罗万象。甲骨文源于象形，形聚于物，其叙事自然先绕
物而展开。如屋宇、器皿、花草树木、猪马牛羊等静物或动植物，以及风云雨雪
等自然现象。如古人观察到种子萌芽总是先冒出一个柱状芽，然后从柱状芽的两
边各分出一片嫩叶，于是以“ ”“ ”“ ”为“ ”描述“屮是一种有茎并从
茎的两侧各分出一片叶子的植物”。“ ”“ ”组合为倒“八”（楷化为“
又在“ ”旁添加一草为“

”）。

”，描绘由两株或或两株以上的小草结成的丛草，

楷书为“艸”（作偏旁时简化为“艹”），相当于词组：丛草。再添一“ ”为
“

”，指大片的草，即草地，楷书为“

添一“ ”为“

”，简化为“卉”。接着“

”，指一望无际的草原，楷书为“

”，简化为“

”再
”。因

其叙事性，其多维构形具有强大的审美价值，类似于宏大的画卷。
3. 造型的凝练美
人类所观察到的事物多具有共性，所以在构建的最原始的二维象形符号具有
许多相同点。如人、动物、植物、工具、武器、房屋或其他建筑、天、地、水、
火等自然景观，不论在哪里，看上都似曾相识。但由于不同地域的人类因为生活
方式、劳动经验、地理气候条件等差异，会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简化方式
形成文字。作为最古老的文字种类，甲骨文无疑是从最原始的图画发展而成。它
们随着人的思维活动及对自身和客观事物的不断观察、表现能力的发展，逐渐由
图形化的形象符号演变为由线条构成的文字。这种从产生即以造型艺术的元素类
同的造字方法，最终凝练成的一种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记事符号。字的叙事兼象形，
使字的形式及其结构，都逐步显示出以人为主体的某种感情意绪，使汉字逐渐具
有了美学价值，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瑰丽的以纯线条为主的书法艺术，构成了千
变万化的艺术形象，也使后人能快速领会汉字的魅力。
尤其在印刷术尚未出现的古代，文字全靠刀刻手写，书法与文字完全结合于
一起。书法时刻美化着汉字，汉字存在于书法中。《说文解字》的许慎，在张怀
瑾《书断下》就曾经被描绘，“许慎少好古文学，喜正文字，尤善小篆，师模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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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甚得其妙”。而作为文字先祖的甲骨文，由于其颇具画面感的特性，在兴起
于书法艺术之后，更是成为独具东方韵味的中国绘画艺术基石。书法的用笔是中
国画造型的语言，离开了书法的用笔，就很难言中国画。中国绘画充分运用了书
法艺术这种抽象手段。
五、甲骨文基于叙事艺术构形的现实意义
1.甲骨文是经验积累和传承的载体
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人们通过与未知事物的接触，慢慢地摸
索经验，转化为原始的技能，一步一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在文字产生之前，积
累的经验和掌握的原始技能只能通过语言口口相传。语言的确可以使人们加强劳
动协调，传递劳动经验，但弊端在于，语言是能量形态，声波振动，瞬间消失，
不能在很大的范围内和很长久的时间里加强劳动协作和传递劳动经验；不同部落
或地域的语言并不统一，使其传播范围极大受限；语言在传播的过程中限于传播
者的表达能力和受众的理解、接受能力，会发生能量衰减甚至变异。
而文字是物质形态，可使经验和技能通过书写固化于陶器、岩石、金属器、
竹木、纸张等使之固化，实现长时间的保存和信息的永久传承，使人们减少了许
多不必要重复的尝试性劳动。文字使原始人的劳动协作范围可以扩大到能够认识
文字的所有区域，从而使人们可以承担大型社会化劳动。原始人的劳动生产能力
因文字而得以大大提高，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为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进入信
息时代以后，人们将文字变成可编辑的符号，转换成计算机语言，推动人类由经
验社会向智能社会转变。
2.甲骨文是民族的基因和凝聚的强力胶
人类起始之初结成以家庭为单位的群体，即氏族。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生活方式和自然崇拜，如果没有纽带将他们连在一起，就是一个个独立的群体。
文字就好像强力胶，它把松散的一个个氏族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把有间隙甚至
有些仇怨的不同氏族联系在一起，从而催生了民族。民族产生后，文字渗透进民
族全部成员的社会生活中，成为民族内部强大的凝聚力，国家便产生了。文字不
灭，国家尚存。当年秦朝靠武力统一南越之后，把中原文明和汉字带进南越，使
南越的经济迅速发展。秦朝灭亡后，秦朝的南越统治官赵陀宣布称王，国家暂时
分裂。至西汉，并未使用武力就统一了南越，汉字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之所以中国历朝历代分分合合，至今还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汉字的强力
胶合密不可分。只要文字统一，文化就会认同。只有文化认同，国家才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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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去其俗。”意
思是说要灭掉一个民族很容易，毁灭其文字就行了。如某年日本侵占台湾，禁止
中国人学汉语，强迫他们学日语，推行所谓“皇民化”教育，欲从灵魂上割断台
湾与大陆的血肉关系。
3.甲骨文既是历史的镜子，也是实现世界文化大同的基石。
文字最基本的的属性为记录思想、交流思想或承载语言的图像或符号。这些
记录在案的思想、交流思想或承载语言的图像或符号，时间一长，就成了历史。
据《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零·列传第二十二魏徵》记载，唐太宗曰：
“以铜为鉴，可正衣寇；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一个善
于从记录历史的文字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的国家，必定是强大的国家，否则，很快
就会走向消亡。世界要和平，文化必须大同。实现文化大同的前提是文字大同，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普及汉字开始。解决汉字因多音多义、笔画反复难于识
读书写，不易传播交流的世界难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汉字美学史[M].李学勤 李明君，海天出版社,2019.10 春秋战国卷 VI
[2]美,艺术与视知觉[M].鲁道夫・阿恩海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9 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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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

元代石刻俗字釋例

鄒虎
中國
南京林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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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石刻俗字释例
邹虎
（南京林业大学 人文学院，南京，210037
摘要：文章从学界较少关注的元代石刻入手，通过对“
“

”
“

”“

）

”“体”“

”“

”“

”

”
“么”等九个俗字进行字形演变或记词功能变化的分析梳理，以揭示元代石刻

在汉字发展史和辞书学上的重要研究价值。
关键词：元代；石刻；俗字
中图分类号：H12

石刻俗字的研究，从目前来看，学者们在疑难字考释、文献校读、字形演变规律分析、
字典编纂等方面成果不断丰富，为石刻语言文字更深入、全面地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不过，
在关注的时期上，尚呈现前重后轻、首尾失衡的局面，即汉魏至唐代石刻是学界俗字研究的
主阵地，宋元以后则鲜有措意。通常的看法是，楷书在唐代完成定型化过程，经过官方正字
运动干预，俗书得到遏制，规范楷体为后世取法，石刻字形少有歧变。但文字的运动是时刻
都在发生的，略观唐代碑版，正字运动后的日常书写依旧俗体充盈，唐以降，石刻俗字的孳
乳蔓延也并未终止。对比于宋明清三代传世字书的丰富贮存，元代缺乏有影响力的字汇，刻
本及抄本文献也较为有限，元代石刻成为俗字研究的宝贵材料，在探求字源、厘清形义关系、
订补字典辞书上尤具研究价值。兹不揣浅谫，择取其中九例俗字略作考案，以求方家指教。
1.
中统五年《天门铭摩崖碑》：“日车昃，惨曦驭。六龙颓，莽回
“

”字拓本作

。”（《泰山石刻大观》

①

（9/11 ）。
《泰山石刻》
（袁明英，2007:4/1074）释其为“玄”，误。至

元十三年《重阳祖师仙迹碑》：“或者剖强名之原，指成器之迹，
而二家之言，遂争长于天下。”拓本作

相排斥，是此而非彼，
②

（《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48/69）
。至

元十七年《张弘范墓志》：
“公拜赐，即行至扬州，选骁将数人，发水路之师二万，分道南进。
若漳浦、若潮阳、若惠州，皆寇盗团结，根柢盘

。”
（
《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壹》上 165）



本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魏晋至宋元明出土实物文字数据库语料深加工研究”

（项目编号：16JJD7400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元代碑刻俗字词汇研究及语料库建设”
（项目
编号：19YJC740126）的阶段性成果。
①斜线前段表示册或卷数，后段表示页码，下同。
② 以下简称《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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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本作
“

。二本皆作“互”
，是。
”字前代无见，其产生于宋元之际，实“互”之俗体。
《类篇·竹部》
：
“互，胡故

切。《说文》可以收绳也。”《集韵·莫韵》：“
增点而成。“

，《说文》可以收绳也。”“

”最早见于清代《字汇补·幺部》：“

”为“低”的俗字。
《中华

“
字海》
（1994：713）引《字汇补》收录其形，亦不明来处。云：
”
，始于“互”之形变。“互”末尾两笔“

即《集韵》作载之“
“互”俗写作“

”。
“

”

，匣故切，音互。释典呼作低字。”

《字汇补》载其音与“互”同，却不明二者本一字，而又以“

汇补》。”“

”即由“

”撇相接于长横首端，作“

”末笔增点，即作元碑之“

”，使用范围广泛，当为通行俗字。“

，音户，义未详。见《字
”，

”形。从上引文献用例来看，

”亦可补字典辞书之阙漏。

2.
至元十五年《香山观音寺地界公据碑》：
“土木相连，俱是香山观音禅寺常住地土，中间
并无包

民地。”（《北图》48/76）“

合争差”，“

”拓本作

磨、碾、屋宇等并无包
“

”拓本作

。同篇“并无包

军民田产，亦无捏

。后至元四年《白云寺收执照用准碑》“得前项地土并创修到水
违碍”（《翰墨石影》7/9），“

”即今“套”字。通检元碑，“

”拓本作

。

”惟见于以上所举，凡 4 例，皆作“

写作“套”。
“

”本义为长，长大，又作地名用字。《广韵·晧韵》：“

韵·晧韵》：“

，长大也。”《龙龛手鉴·大部》：“

”
，不
①

，长也。” 《集

，他老反，长也。”《类篇·大部》：

“

，叨号切，地曲。后唐与梁人战于胡卢

。又土皓切，长大也。”从形义关联上分析，

“

”为正字，
“套”则为后起俗体，宋代字书不载，后世则通行作“套”
。
《字汇·大部》：

“套，他到切，滔去声。长也。”
《字汇·大部》
：“
人战于葫芦
“

。
”显然，《字汇》误以“

，他到切，音套也。地曲。后唐与梁

”
“套”为二字，且仍从宋代释义。

”之套子、护套、包罩义当产生于元，所举元碑二例即从此义。其本字盖为“㧺”

或“韬”。
《说文·手部》：
“㧺，韬也。”段注：
“射鞴亦谓之臂㧺。”王筠句读：
“㧺，要皆套
物之物，故通其名。㧺，今谓之套。”
《正字通》指出《字汇》将“
其“

”字条下云：
“

，他到切，滔去声。凡物重沓者为

”
“套”分作两字之非，

。
《宋志》金辂有金镀铜

筒，俗作套。今之沓杯曰套杯，或六或五，外大内小。又与沓、錔、韬、绦并通。《避暑录
话》：
‘晏元献不弃一纸，千百为沓。’
《诺皋记》
‘笔錔’即笔套。元稹诗‘从骑爱孥丝布衫，
臂鹰小儿云锦韬。群臣利己安僭差，天子临轩空阙悼。’又徐干《七喻》县明珠于长韬。并
①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宋本广韵》以南宋孝宗间婺州浙刊本（巾箱本）为底本影印，其同处
作“套，长也”，“套”当为“

”之误刻。详见第 86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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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套。或借用绦，古曰沓今曰套。又地名。后唐与梁人战于胡芦
详见《明一统志》。旧本误分

、套为二。”《正字通》详述“

所载之“长”
“长大”义，可见其时“

。又河套，本中国地，
”之重沓义，却不载前代

”之重迭、包罩义已为常用，而造字之本义逐渐湮

没。
3. 体（

）

大德二年《宝岩寺圣旨碑》
：
“更这玉峰茂长老有圣旨么道，无体例的勾当休做者。”（
《翰
墨石影》6/31）“体”字拓本作

。延佑三年《筇竹寺圣旨碑》：“更者和尚每有圣旨么道，

没体例依勾当做呵，他更不怕非甚么。”（
《北图》49/50）拓本作

。

①

“体”本为正字，表粗劣之义，同“笨”。
《广韵·混韵》：
“体，
“体”即“體” 之俗体。
麤貌。又劣也。”《类篇·人部》：“体，部本切，儜劣也。又蒲闷切。”《龙龛手镜·人部》：
“体，蒲本反，劣也。又俗，千内反，狱名。”宋代字书、韵书皆不载“体”作为“體”之
俗用。《字汇》开始著录这种用法。其人部条下云：“体，步闷切，盆去声，劣也。又麤貌。
俗作肢體之體，非。”
《正字通·人部》：
“体，布闷切，奔去声，劣也。又麤貌。别作笨，义
同。《通雅》曰：‘輀车之夫曰体。’夫唐懿宗咸通十二年葬同昌公主，赐酒饼餤四十橐驼以
飤体夫。注：体，蒲本反。体夫，舆柩之夫也。从夲。俗书四體之體省作体，误。”《字汇》
《正字通》皆记录“体”之本义与俗用，可知其时“体”之粗劣义仍然通行，作“體”之俗
体尚未形成广泛的认同。
体为身之本，前代碑刻中已见用“身”
“本”组构“体”字。如北齐《殷恭安造像》作
唐《寺尼心印记》作

，唐《张京墓志》作

，

（以上三例均见臧克和《汉魏六朝隋唐五代

②

字形表》 1712 页），皆其例。推及人身，则体亦为人之本，故以“亻”替换“身”，变作“体”，
形义保持关联。粗劣之“体”与身体之“体”成为同形字。除碑刻外，《元刊杂剧》另可见
“体”作

、

，可参照。“体”成为现行简化字来源。

4.
元贞二年《扁鹊庙记》：
“世论以
48/146）“
“

”字拓本作

为人之司命，司命废职，则厥害岂胜言哉！”
（
《北图》

。同篇另有“众

”他处未见，按“

工葛茂”，拓本作 。

”即“醫”之俗体。碑刻俗书中，“醫”构件“医”多讹混

作“臣”，同时“殳”省为“又”。西晋《徐义墓志》作

，北魏《元浚妻于仙姬墓志》作

，

北魏《张安姬墓志》作 （以上三例均见毛远明《异体字字典》1061 页），皆其例。以“臤”
① 为行文方便，文中部分字形保留繁体。
② 以下简省《字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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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部构件组合的字，在草书中“臤”形体较为固定，“臣”省变为符号标记。如“醫”
作

、

（中国书店据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影印《草书大字典》1244 页），
“堅”作

、

（《草书大字典》409 页）
。元代楷书将构件“臣”之草书“ ”变异为“ ”，形体固定。可
见，
“

”字完整的形变过程依次为医、

、

、

、

。元大德三年《道公庵主塔铭》：

“恭惟庵主和尚造始既堅，修终如一。”（《翰墨石影》6/48）“坚”字拓本作

，即“坚”。

《四声篇海·土部》：
“坚，音堅，俗用。”同篇“庵主自至祖庭，初请为監寺”
“監”字拓本
作

，即“监”。“监”字古代字书不载。“坚”“监”皆为现行简化字来源，而“醫”则通

过减省部件，以“医”代全体。
5.
大德五年《灵岩寺达公禅师道行碑》
：
“粥饭因缘，行藏时节，不可逃
字拓本作
按“

“

”

，《全元文》（36/251）不识作阙。
”即“躲”之俗体。
“

韵·上声》收录其字作
“

[3]48/161

。”

”字当出现于元，前代暂无见。四库全书本《中原音韵·歌

，
《中州音韵·歌韵·上声》：
“

，丁果切，音朶。
《元曲》
：
‘坐成抛

，或曰与躲同。”
《字汇补·走部》：

。’”
“抛躲”表回避义。
“

”字明清钞本中渐多。

明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本元关汉卿《王闰香夜月四春园》第三折：“(做见正旦，怒科，云)
茶三婆，你今日怎生
皆“

了我。(正旦云)我迎接哥哥，来怎敢

了，这个是何物？”

、

”字。“躲”本义指隐藏。《宋本玉篇·身部》：“躱，躱身也。”故字形从“身”。又

表躲避，逃躲义，故俗书又从“走”
。
6.
至治二年《李志椿道行记》：“迨丙申
云，至于帝乡。”（
《北图》49/94）“
按“
部》：“

”即“岁”之俗体。“

”字拓本作

，字形上“山”下“秋”
。

”字符以前尚未见，后代字数有著录。《四声篇海·山

，音岁。”《重订直音篇·山部》：“

的结果。
《龙龛手镜·山部》：
“
与“

六月二十四日，沐浴更衣，曲肱而化，乘彼白

，音岁，同。”“

，古文，音岁。”
“

”字形来源当是字形讹化

”下之“秋”便是取“

”之“禾”

”之“火”组合的结果。
《说文·禾部》：
“秋，禾榖孰也。”
“秋”指庄家成熟，又可

表示年、日子，与“岁”义相近，故“岁”作“

”似亦有理可据。

7.
泰定二年《重修二仙廟記》：“禮畢，觀其像塑，二仙神焉，簪冠霞

，蟬鬢雲鬟，服

六銖之衣，秉青玉之簡，繫束代，佩丁東，綽約而處子，姑射麻姑之仙弗能及也。”（《翰墨
石影》6/70）
“

”字拓本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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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字当为“佩”之俗体。
“霞佩”亦作“霞珮”，指仙女的饰物，又可代指仙女。文献
中多见。四部丛刊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五：“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乞君飞霞
珮，与我髙颉颃。”四部丛刊本《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九则作：
“乞君飞霞佩，与我相
颉颃。”又《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卷六十一《少林杂咏四首》：
“迭迭层峦翠欲流，
峰回嶂转跨中州。灵车霞佩杳然去，日断飞云天际头。”例多不赘。“佩”与“
一个过渡形体“

”间当有

”。《说文·人部》：“佩，大带佩也。从人，从凡，从巾。佩必有巾，巾

谓之饰。”《说文·巾部》：“巾，佩巾也。”“佩”字受词义影响，字形与其关联，“亻”旁类
化作“巾”。俗写“巾”
“忄”多混，故“佩”写作“

”。至顺三年《追封耶律文正公圣旨

碑》：
“扈圣祖西征，机筹于帷幄；佐太宗而南伐，清氛祲于乾坤。”
“帷幄”拓本作“
是其类。《民国修武县志》同篇其字作“佩”，可为“

”，

”作“佩”之旁证。

8.
“盂邑□一都三甲李一户，始祖讳揖，陕西延安府绥得州
至正元年《阳坡村属地碣文》：
米脂

濮朱河老贯凸人氏。
”（《三晋石刻大全·阳泉市盂县卷》41 页）“
按

”字拓本作

。

实“縣”之俗体。米脂县，地处陕西省东北部，金正大三年（1226）始置，以城
①

东有米脂水“沃壤宜粟，米汁如脂”而得名，元属绥德州 。
《说文· 部》：
“縣，系也。从
系持

。”从形体关联上看，
“

”当为“縣”字构件“

”之省变。
“

”楷书通常作“県”，

“県”亦作为“縣”的俗字。《宋元以来俗字谱》所引元刊本《通俗小说》作
本《金瓶梅》作
作“

，是其例。
“

”。
“縣”俗写作“

字形与元碑同。
“

”竖折“

”断开作“

[12] 80

，清刊

”，
“ ”省作“ ”，并增点，即

”，古代字书不载。
《俗字谱》所引《金瓶梅》
“縣”字另有作

”竖笔省，框内两短横变一竖，清刊本《目连记》作

“系”，清刊本《岭南逸事》作

（二例均见《宋元以来俗字谱》80 页）。
“

。
“

，

”旁另增

”省竖作“县”，

当晚出。
9.么
至正元年《阳坡村属地碣文》：
“东至石门，西至折石，南至回梁，北至北甲梁，内有坪
地九顷六十么。”（
《三晋石刻大全·阳泉市盂县卷》41 页）“么”字拓本作

。

“么”即“畝”的简化俗字，这种用法前代未见，古今字书不载。“幺”为“麽”字俗
体。《龙龛手鉴·幺部》：“幺，於尧反。幺麽，小也。”“么”又作为“麽”的简化俗字。唐
《段贞墓志》
“麼”作 （《字形表》495 页），是其例。
“畝”字正体本作“畞”，唐石经作

① 见牛汝辰《中国地名掌故词典》（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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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十”
“田”变异为“亩”。
“畝”中古俗书变体较多，除写作
《东方朔墓志》作
之“么”即是“

外，另如

、

等。唐

，右部替换作“么”，此“么”即“麼”的简化，有示音功能。此元碑
”之省。
“么”省略首撇，又变异为“厶”，唐《李汇墓志》作

（“亩”
①

字形均见《字形表》1049 页）。明清纸本、刊本文献中，
“亩”俗写常作“厶”，语例甚多 。
而“亩”又俗写为“么”
，他处尚未论及。

参考文献：
[1]姜丰荣:《泰山石刻大观》，北京:线装书局，2002 年。
[2]袁明英:《泰山石刻》
，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
[3]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4]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壹》，北京:文物出版
社，2004 年。
[5]冷玉龙、韦一心:《中华字海》，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4 年。
[6]李源河:《翰墨石影》
，扬州:广陵书社，2003 年。
[7]臧克和:《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 年。
[8]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
[9]中国书店出版社:《草书大字典》，北京:中国书店，1983 年。
[10]李修生:2004 《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年。
[11]李晶明: 2010 《三晋石刻大全·阳泉市盂县卷》，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 年。
[12]刘复、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北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 年。

① 可参储小旵《“厶”字考》，《汉语史学报》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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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ions of the Folk Characters in Inscriptions of the Yuan Dynasty
Zou H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210037，China）

Abst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stone carvings of the Yuan Dynasty, which are seldom paid
attention to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analyzes and sorts out nine folk characters such as “
“

”, “

”, “

”, “

”, “

”,“

”,

” ,“ ” and “么”. To reveal the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of

Yuan Dynasty stone engravings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Lexicography.
Key words: the Yuan Dynasty; inscriptions; folk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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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計算機識別的
現狀及成果

郭瑞
中國
華東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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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计算机识别的探索之路与发展
郭瑞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与中心）
古文字计算机识别，或称为“古文字智能识别”
，就是运用人工智能相关的计算机技术
手段，完成对古文字材料的自动识别，并试图解决古文字中的一些问题。在古文字类型中，
甲骨文的计算机识别实验开展的最早，探索时间也最长，本文尝试对甲骨文的计算机识别的
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并提出甲骨文计算机识别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甲骨文计算机识别的探索之路
甲骨文字的计算机识别探索已经开展有近 30 年了，先后发表了不少技术层面探讨的文
章。我们按照时间的线索简单梳理一下甲骨文计算机识别的探索之路。
（一）上世纪九十年代：投石问路
这时期的国际背景 1997 年 5 月 11 日，当是美国 IBM 公司研发的超级象棋电脑“深
蓝”在正常时限的比赛中首次击败了等级分排名世界第一的棋手加里•卡斯帕罗夫。
“人工智
能”这个概念再次在科技产业界被广泛提及。
在中国，开始有研究者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到甲骨文字的识别研究，但是点到为止，没有
引起更多的关注和相应。这个时期所能检索到的甲骨文计算机识别的文章仅有两篇，最早的
一篇文章是由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周新伦等四人合作撰写的《甲骨文计算器识别方法研究》
（
《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6 年第 5 期）
，文章指出“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象形
文字, 富有绘画的特点”
，也就是说把每一个甲骨文字形看做是一副图画，于是作者“提出
一种两级分类的识别方法：首先，将待识字符抽象为一种图，并提取其拓扑特征进行第一级
识别；然后, 给出一种广义笔划定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取有关的特征进行第二级识别。
”这
篇文章在古文字识别方面无疑是创辟性的，此后发表的古文字识别研究文章都是基于古文字
的“图画性”特征展开。但是此文的实验对象并不是真实的甲骨文字形拓片，而是“用手持
式扫描仪输入字符”
“待识别的摹写甲骨文”，这就把古文字的识别限定到了一般手写体汉字
识别的范畴，忽视了古文字的历史性特征，从而古文字识别的目的就仅仅停留在认字的层面。
而对于古文字的普通意义的认识并没有特别广泛的应用市场，反过来这也就减少了古文字识
别研究的工作动力。
随后，李峰和周新伦二人撰写《甲骨文自动识别的图论方法》
（《电子科学学刊》1996 年），
方法内容上对上文的一次重新梳理。这两篇文章之后的十年内并没再看到针对古文字识别继
续探索的文章。
（二）2010 年—2020 年，厚积薄发
这个时期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基于大数据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因此，
在此前十年间，虽然甲骨文计算机识别方面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但是古文字数字化工作却取
得长足的进展，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创建了甲骨文数据库、商周金文数据
库、战国楚简数据库等，基于数字化处理发布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如：
《古文字诂林》
《商
周金文数字化处理系统》
《战国楚文字数字化处理系统》等等。其中甲骨文数字化的工作为
重新启动甲骨文计算机识别的研究奠定了大数据基础。
2010 年，北京大学计算器科学技术研究所吕肖庆等人，与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设立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究中心共同合作，发表了《一种基于图
形识别的甲骨文分类方法》
，
“提出了一种结合整体统计结果与局部曲率数值的形状描述方法
—曲率直方图, 并将相应的傅里叶描述子(Fourier descriptor of curvature histogram，
简称 FDCH)作为新的特征，并将这种特征进一步用于对甲骨文文字的分类。”
（《北京信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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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当然，这篇文章的实验仍然是取样性的，并没
有进行普遍性的验证。此后，出现多篇围绕甲骨文识别撰写的论文，如：栗青生等撰写的《甲
骨文识别的图同构方法》
（
《计算器工程与应用》2011 年第 8 期），给出了一种将甲骨文转化
为无向标号图的方法，使用无向标号图的拟邻接矩阵对甲骨文进行编码，并试验出一个基于
图同构的甲骨文识别算法，也取得了样本试验的成功；高峰等撰写的《基于语义构件的甲骨
文模糊字形的识别方法》
（
《科学技术与工程》2014 年），提出了一种基于语境的统计分析和
Hopfield 网络相结合的模糊匹配识别方法，这种方法对部分甲骨拓片的模糊甲骨字识别效
果较好；顾绍通撰写的《基于拓扑配准的甲骨文字形识别方法》
（《计算器与数字工程》2016
年第 10 期）
，将图画性质的甲骨文字形转化为拓扑图形,并对拓扑图形进行编码，从而实现
甲骨文字形拓扑结构的形式化描述，利用拓扑配准的方法，通过计算基准拓扑与待配准拓扑
之间的欧氏距离，实现基于拓扑结构的甲骨文字形的配准，从而识别甲骨文字形；刘永革和
刘国英撰写的《基于 SVM 的甲骨文字识别》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 年第 2 期）
，利用支
撑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进行甲骨文字识别，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作者也
承认这种方法的识别准确率在 88%左右，也仅仅是针对所选取的样本。顾绍通又撰写了《基
于分形几何的甲骨文字形识别方法》
（《中文信息学报》2018 年第 10 期）
，通过字形的重心
建立二维平面直角坐标系，将甲骨文字形的平面图形划分为四个象限。利用分形几何的原理，
通过计算字形以及各个象限的分形维数，将甲骨文字形形式化为一组分形描述码。再通过与
甲骨文字形的分形特征库进行配准，从而识别甲骨文字形。在其自主研发的“通用甲骨文字
库”的样本中进行试验，取得了不错的结果。陈婷珠、吴少腾等撰写《基于编码的甲骨文识
别技术研究》
（
《中国文字研究》2019 年第 1 期）
，提出在预处理计算过程中，把甲骨文图像
转换为唯一编码的设想，并进行了甲骨文样本范围内的对比试验，声称该方法的图像识别率
达到 100%。但是对于这个试验我们还是有点疑虑的，通过拍照采集后的样本，试验所用样
本肯定是不一样的，如何做到精确匹配，文章并没有进行验证。这个时期还有几篇硕士学位
论文讨论甲骨文的计算机识别。苏州大学王晓丽《高精度曲线轮廓甲骨文字形生成系统的研
究与实现》
（2010 年）
；华东师范大学史小松《基于支持向量机的甲骨文字结构分析研究》
（2010 年）
；河南大学王慧慧《大规模甲骨文数据集构建及算法研究》
（2018 年）
。
但是上述的文章基本都还是停留在试验阶段，没有成熟的应用性工具研发出来，说明从
实验室到真正产品，甲骨文字的计算器识别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
究解决。
（三）最近两三年：应用转化
随着理论探索的不断深入，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沉淀，以及伴随着人工智能能识别新技术
的出现，甲骨文字识别的研究工作走向了跨学科合作的道路，并且文字学专业的学者们开始
在这项工作中发挥积极地主导作用。这种合作方式较前面单纯的技术探索，显示出极大的优
势，也很快实现了技术向应用的跨越。
。
（1）2017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
心，开展“世界表意文字大数据”课题，并基于大数据库平台，承担华东师范大学重点研究
基地学科交叉课题“AI 技术介入的汉字应用体系建设”，与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部数据学院
图像处理团队、上海交通大学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研究所合作，计划完成以“文镜万象”为
品牌标志的出土文字智能识别系统，已经于 2019 年 5 月底推出了世界上首款基于大数据的
专业的汉字古文字识别工具——“商周金文智能镜”
。该识别工具包含：认字、析形、读篇
三大功能。认字，就是目前古文字识别研究普遍的工作，即找出某个古文字字形对应的现代
规范汉字；析形，则突破了一般的古今文字的对应转换，尝试通过商周金文真实字形拓片，
识别出字形所来源的青铜器，并关联出相关考释信息；读篇，即完成真实青铜器铭文拓片的
一次性智能释文，并关联出该青铜器的相关属性信息。该工具有网络版和微信（web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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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版。2020 年 5 月 28 日，该中心举办了“华东师范大学‘冷门绝学’专业‘新文科’
建设成果发布会”
，会上发布了系列新文科建设成果，其中包括了甲骨文智能识别工具，包
括网络版和微信小程序版“甲骨文智能镜”，实现了甲骨文整拓识别和单字识别两个功能，
识别率分别达到了 80%和 88%。得到数十家媒体的报道。
（2）2018 年年底，搜狐网当代艺术栏目报导吉林大学中国古文字研究中心承担了教育
部、国家语委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重大课题“人工智能识别古文字形体软件系统
研发与建设”
，并与“字鉴•书法识别”软件团队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展古文字智能识别软
件课题的研发。 目前，名为“字鉴”的微信小程序已经上线运行，该程序对外打出了宣传
性标语“没有不能识别的字迹”
，就古文字识别方面，确实实现了包含“甲骨文”、“金文”
在内的部分古文字的识别。使用下来，发现该软件并不是穷尽性的，对于残缺、模糊但是具
有唯一性或者具有时代性特征的字形还无法识别，且该软件仅是认字的层面，并不能满足专
业研究人员的需求。
（3）2020 年 10 月 31 日，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十三届年会 [6] [8] 的开幕式
上，河南大学教授张重生正式发布了全国首款 AI 甲骨缀合产品——“缀多多”，应该是首
次尝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完成批量缀合甲骨。
二、
“甲骨文字智能识别工具”的研发情况
上文提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已经成果研发出了“甲骨文智能识别
工具”
，本人作为研发团队一员，对该工具的研发作一下简单的介绍。
1. 确定甲骨文字智能识别的研发阶段。
所谓人工智能，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希望计算机能够模拟人获取分析信息的过程，从而更
高效准确地解决人类无法的完成的工作。甲骨文的智能识别，也就是期待计算机能够掌握学
习甲骨文的方法，模拟甲骨文的学习研究过程，并能够解决甲骨文研究中存在的疑难。基于
此，我们把甲骨文计算机识别的研发设定了三个阶段：认知阶段、释读阶段、考释阶段。
（1）认知阶段，也可以理解为识字阶段。学习甲骨文首先要认字，要能准确找到甲骨
文字形对应的隶定字，所以通常古文字专业的学生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摹写各种古文字字形。
计算机识字功能的完成，可以帮助初学者快速完成甲骨文字形的认字，缩短记忆所花费的时
间，更快地进入理解阶段。因此，这个阶段通俗意义上讲，就是要完成一个“甲骨文学习机”
。
（2）释读阶段，即对甲骨文文意的理解。甲骨文学习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要对基于对
字形的记忆，找出字形所在文句，并根据当时的语法规则，历史文化信息，以及专家们的考
释信息，能够加深对甲骨文字的字义理解，从而掌握完整卜辞的意思。计算机完成对甲骨文
释读功能，必须要依托一个多维度深度开发的“甲骨文数据库”，也就是为计算机深度学习
提供足够的数据信息和规则信息。所以，该阶段工作的完成，就是让计算机具备甲骨文领域
的专家级水平。学习者和研究者可以利用该工具展开对甲骨文全息认知和深度研究。
（3）自主学习阶段，即通过上述两个阶段的训练，让计算机具备像人一样，通过阅读
文献而自主获取信息，提高古文字知识水平。这个阶段即对文字学专业人员提出了不断更新
数据库和样本库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技术层面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算法上要实时调整，
并配置足够的硬件设备，让计算机的“大脑”足够强大，有足够的运算能力。
（4）考释阶段，甲骨文考释是当今甲骨文研究的一大难题，甲骨文自发现之日起已经
有 120 多年，仍然有多半的字形无法释读，而古文字的考释方法，在黄德宽《古文字学》中
总结为：字形比较法、偏旁分析法、词例归纳法、综合论证法。简而言之，就是从汉字系统
的形音义三个方面，结合历史文献的使用环境，从而为字形找到一个可以对应的语言单位。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缺漏，都不能算科学的考释工作，结论也无法令人信服。电脑的存储能力
和对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远在人脑之上。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让电脑存储足够丰富的文献
资料信息，同时让电脑掌握古文字考释规则，是不是就能在古文字考释方面取得更多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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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这是我们对甲骨文字计算机识别提出的一个更高级的目标。
2. “甲骨文数据库”和“甲骨文样本库”的建设。
因此，我们现在所进行的计算机识别研究，还属于认知阶段和释读阶段，只有这两个阶
段的研究工作取得成功，才能为第三阶段的研究奠定科学的、坚实的基础。大数据和深度学
习是当今人工智能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因此，建设一个资料全面、属性标注层次丰富、样
本储备完备的数据库和样本库，是完成甲骨文计算机识别初级阶段任务的基础。
我们已经创建了“甲骨文数据库”
，并提供了网络检索功能。该数据库包括《甲骨文合
集》
《甲骨文合集补编》
《小屯南地甲骨》
《花园庄东地甲骨》
《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
《英
国所藏甲骨集》
《怀特氏等所藏甲骨文集》
《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等 28 种甲骨著录，并对
所有著录甲骨拓片都进行了扫描，纳入甲骨文拓片样本库。所有甲骨材料刻辞总字数达
1110000 以上，并运用字形切割工具逐字对甲骨拓片进行字形切割，已获得甲骨文字形样本
70 余万张。该数据库包括：甲骨文著录表、甲骨卜辞释文表、甲骨文单字表、甲骨文考释
表、甲骨文缀合表、甲骨文义类表、甲骨文偏旁表等，实现了对甲骨文多层次的标注工作。
当然现在数据库只是完成了初级识别的需要，随着计算机识别研究的深入，数据库还会
作更加深入地开发和标注。
3. 探索计算机智能识别技术。
甲骨文数据库的创建完成，基本上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技术上的选择和应用
是甲骨文计算机识别能否成功的必要条件。我们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方面是整拓的识
别；一个是单字的识别。两个不同的实验对象，决定了技术选择也不相同。
（1）先来介绍整拓的识别，即对完整的甲骨文拓片进行扫描检索，从样本库中找到匹
配的目标，进而建立与数据库相应信息的关联，实现对该拓片的完整释读。
基于对甲骨拓片的分析，技术团队首先排除了比较热的神经网络训练，因为神经网络训
练需要同一类中具有丰富的样本，而甲骨文拓片一张就是一类，所以对于对于甲骨拓片这种
图片不适合。然后，从诸多方案中选择了 ORB 特征检测技术。
ORB（Oriented FAST and Rotated BRIEF）是一种快速特征点提取和描述的算法。图像
的特征点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图像中比较显著的点，比如轮廓点，较暗区域中的亮点，较亮区
域中的暗点等。而甲骨文拓片每一张图片的轮廓都是不一样的，图片白底黑字，可以视为亮
点和暗点，所以这种图片特征非常符合 ORB 的算法应用。
首先我们选取了《甲骨文合集》40000 多片甲骨文拓片为实验对象，从初步实验结果来
看，甲骨文拓片处理效果更重要，噪波处理程度直接决定图片识别准确性。经过图片处理，
识别率可以达到 80%以上。
随后又扩展到《甲骨文合集续编》、
《花园庄东地甲骨》等约 70000 片甲骨文拓片，使用
原有的算法识别率仍然维持在 80%以上，但同时也暴露出问题，龟甲刻辞拓片由于轮廓比较
接近，第一结果识别率不高，通常会出现第二个结果以后。基于这种情况，又进一步对算法
进行了调整，最后识别率提升到了 92%。
（2）甲骨文单字的识别。
神经网络技术适用于同类字形图片数量多的甲骨文字形识别，我们汲取金文字形识别的
经验，继承使用 Resnet (Residual Network)残差网络技术，用于目标分类等领域以及作为
计算机视觉任务主干经典神经网络的一部分，我们使用的是 resnet50。至于 resnet50 的应
用如何最终实现识别结果的，由于涉及到复杂的程序、调参等细节，这里不做详细展开。本
文重点讨论一下我们对数据的预处理。
第一步，规整数据集，也就是把按照甲骨文字形对应的隶定字将他们进行分类。这一步
工作是依据甲骨文字单字表来确定分类的，得到 5200 多个类。分类的情况和金文非常相似，
字形图片>10 的类有 1055 个，其中只有一张字形图片的类有 2500 多个。因此，初步试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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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和金文类似，高频字的识别效果较好可以到达 92%以上。低频字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需
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增加样本。
第二步，数据样本扩充，尤其是对于低频字的样本扩充：使用水平翻转、对比度变换、
图片伸缩、随机噪声等方式对样本少的类别进行扩充。
第三部，技术干预。选取合适的损失函数，降低分布不均衡造成的影响，如使用 Focal
Loss 损失函数。选取合适的深度学习网络模型，如卷积神经网络、残差网络等，在训练过程
中根据古文字的特点，调整模型超参数，如使用迁移学习等。
三、面临的难题
1.在识别过程中，抗干扰能力有待提升。所谓干扰，就是用户上传图片与样本库图片存
在很大的差异。主要因为，样本库图片是通过高分辨率扫描获取的，而用户上传的图片大部
分是相机拍照取得，收到非常复杂的环境因素影响。因此，如何消除用户拍照时产生的一些
不良因素，使字形更加清晰单一，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实验。
2.单字识别中的低频字，仍然是识别的最大难题。虽然经过技术上处理，使得样本数量
上有了增加，但是在识别实验中发现这种技术处理的图片增加，并不能让识别率提高到一个
非常好的水平。如果单字识别率不能达到 95%以上，那么下一步的自主学习、机器考释就无
法保证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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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甲骨文不是象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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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晓华先生硕士毕业论文《甲骨文象形字研究》
统计（以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中878个形、音
、义俱明的甲骨文为对象），象形字312个，占总
数的35.5%。
这312个所谓的象形字，许多并不象形。如：
（后2.5.14），不象小孩。
翻译成现代文即：（因治水有功）被姒（ ，㠯）
部落首领（大禹）封姓的用许多土（ ）填坑（ ）
堵洪水（ ）或挖坑排泄洪水的商祖契，契因此
姓 。秦始皇统一文字后小篆统一作 ，楷书为
“子”。

3

01 甲骨文不是象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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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乙6666合14129）。徐中舒《甲骨文字
典》释义：“象架木或束木燔以祭天之形，为禘之
初文。”
翻译成现代文即：主宰中原（ ，冂，中间、中
央）、具木（ ）德、封于高辛（ ，省）的高辛
氏帝喾，与曹植《帝喾赞》“祖自轩辕，玄嚣之裔，
生言其名，木德治世”、《纲鉴易知录》“帝喾高辛
氏，以木德王，色尚黑”的记载完全吻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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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原始的象形字是图画，不可拆分，然所有的甲
骨文均可以拆分。
如 。翻译成白话文即：生活在溪边，双足尾羽，
头上生有肉冠，每天早上开口打鸣催促睡在席上的
主人起床到农田里去干活的公鸡。
其虽为鸟类，却并不是鸟字。
显然，这些看似独体的甲骨文并不是独立的文字，
而是叙事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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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一字一义，不存在所谓重字。
比如： （林2.16.22） ，指南飞的燕子，不是 （前6.43.6）的重字。
又比如：（后1.9.12）指被封在高辛的火正（丙）商朝的始祖契。（甲2416），指能说会
道擅长经商的商人。（佚518背），指被封在高辛的帝喾高辛氏之长子、帝尧陶唐氏的火
正阏伯，被后人奉为星辰，被视为历代商王的守护星，名商星，又名大火星。三字非同一
个“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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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拆分甲骨文样本的选择：
1.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出版）收录的全部甲骨文样本；
2.《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一版）、孙海波《甲骨文编》（哈佛燕京学社193
4年出版）、《汉语大字典》（四川出版集团、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崇文
书局2010年4月第二版）、及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语文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为
补充；
3.结合本人多年的研究成果，从已出土的甲骨文中剥离但未单列的甲骨文。
总样本数达8898例。
除19个样本因字形结构不明无法清晰拆解外，完全解构率达99.78 %，具备普遍意义。
经过对极简拆分所得的极简字符进行严密地统计和分析，最终获得8个表意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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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个表意字符具有如下几个共同特征：
1. 极简。笔画一画的有6个（
），两画的2个（
），三画的1个（
）。
2.形固。这些字符字形固定，笔画相似度99.9%。
3.义定。这些字符字义稳定，无歧义。以 为例，用在 （㠯）中，表义钉（ ，丁）成排
的树木或石头堵截洪水（ ）的部落；用在 （吕）中，表义相邻钉在一起的钉子（眼），
引申为侣。
4、象形。8个字符均符合象形文字的特点，象形，且不可拆分。 象划痕； 象棍； 如
向左拉拽形成的曲线；象雨滴；
象各种形状的钉子眼； 象向下凹陷的沟、坎；
象箭头； 象用作覆盖的布、帛。
5.表音。8个字符都有固定的发音。因年代久远，读音如何形成，已不可考。
6.表义。8个字符均有固定的表义。 表义一道划痕； 表义棍，泛指棍状物； 表义向左
拉拽，使分离，泛指分； 表义雨滴，泛指滴状、颗粒物；
表义钉子眼，引申作
动词钉，泛指酷似钉的动作； 表义向下凹陷的沟、坎； 表义箭头，引申指象箭头一样从
外（射）进里面； 表义覆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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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组字。这些源代码具有字母的特征。所有
的甲骨文，无一不是抓住事物最本质的特征，
利用这8个源代码的一个或多个排列组合叙事，
最终固化为文字，如 （甲2916），即抓住了
南方神农时期人们利用牛蹄踩坑（ ）播种禾草
（ ，屮）的特点，兼顾象形，表义牛是一种被
人们用来踩坑种植禾（草）并且吃草的动物。
后来，牛固化成为动物牛的表义符号，其造字
本义反被人们遗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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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论证这些源代码为中国文字最古老的表意符号，笔者将甲骨文与中国已出土的古陶文做了
个比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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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对不难发现：
1.组成这些古陶文的构件均包含了经过对甲
骨文极简拆分得到的8个象形字符；
2.大量的古陶文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甲骨
文；
3.黄河流域早期文字符号均比南方晚出；
4.通过对丁公陶文 的破译，坐实了这8个象
形字符远早于商的历史事实，基本可以认定其
为甲骨文叙事的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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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叙事方法：像搭积木一样，以8个源代
码中的一个为核心，按照兼顾象形的原则，根据
自己的表达需求，在上、下、左、中、右等不同
方位选择性添加不同的代码，排列组合为长短不
一的叙事单元：短的相当于单词，长一点的像短
语，再长一点的相当于句子，最长的好比一个段
落。这些叙事单元，随着岁月的搓合，逐渐凝固
成为一个个储存了海量信息的最基本的语言单位
，即单字，经过金文定型，小篆统一，隶变楷化
，便形成了现在的汉字。
这就是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叙事造字法。
如 。翻译成现代文即：羊是一种头生双角（
），吃草（ ）的有蹄（ ，甲）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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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的叙事单元记录的是单个的行为，不能完整地描述整个的过程。人们为此想出了一个办法，即
以单个的叙事单元为核心，按照事物发展的过程加（减）源代码造出一系列的文字，再将这些文字
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和先后顺序排列，形成完整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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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从排列组合叙事到规律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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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造字。
民间继承这种叙事造字的方法，自造了大量的汉字并约定俗成地被收进了字书，如：上小下大为
“尖”；不正为“歪”；入肉为肏（男女性交）、心里七上八下为“忐”“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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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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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叙事，大致有两类：
一类是说明，即对普通事物或现象的描述。
比如 （六），将远古时期的房子描述为扒（ ，八）开（门、帘）即可进入（ ）休息的建筑。
因坡顶屋有六个面，故以 表义数字六。
又如 ，抓住人手可以撕分（食物）这一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将 （（丿）兼顾象形地组合
在一起，指人用来撕分（食物等）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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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宏大叙事

2020 世界漢字學會

二类是叙史，即对上自南方神农，下至商末周初史料的记录，时间跨度近2万年。
如：华胥氏。与《山海经·内东经·郭注》“华胥履大迹生伏羲”、东汉王符《潜夫论·五德
志》“大人迹生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的记载完全吻合。

21

04

宏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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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黄帝。与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十六经·正乱》中的记录完全一致。帛书
云：“黄帝身遇蚩尤，因而擒之。剥其皮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翦其发而建之天，名
曰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醢，使天下人唼之。”黄帝
因此名 。因矢射的对象为人皮，人皮为黄色，黄由此引申为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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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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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里有关夏朝的叙事。
1、大禹治水。

23

04

宏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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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里有关夏朝的叙事。
2、大禹（
）伸手（ ）指点江山，以水(
)为界，划分九州。
3、夏桀。夏桀荒淫无度，伊尹劝他体谅百姓疾苦，用心治理天下，夏桀曰：“天之有日,犹吾之有
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矣！”伊尹于是投靠商汤，商汤起兵，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意思
是说即使你夏桀是天上的太阳，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书·汤誓》里记载了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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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宏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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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里有关夏朝的叙事。
4、夏启废除禅让制，开启世袭制。《史记·夏本纪》作了详细记载，曰：“有扈氏不服，启伐之，
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
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
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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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宏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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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叙事，与《山海经》的相关记录亦完全一致。
如《海外北经》曰：“聂耳之国，在无肠国东，使两文虎，为人两手聂其耳。”“耳”的甲骨文
（后2.15.10）里便藏了一双托耳的双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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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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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源代码，可追溯至12000年前的南方神农部落（以江西仙人洞稻谷化石为标志）。南
方神农及后裔从最原始的象形图案出发，不断简化，统一形成了8个既表音又表义、极简象形的源
文字。商人将这些源文字作为叙事工具，组合叙事，将占卜的记录刻于甲骨之上，形成了一个个
的叙事单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叙事单元逐渐固化，成为第一批汉字。金文、楷书继承了甲
骨文的叙事方法，以8个源代码为字母，叙事造字，形成了今天的汉字字库。显然，甲骨文不是传
统意义上的象形文字，而是基于叙事形成的叙事单元固化后的字母文字。基于甲骨文源代码的叙
事性研究，对于文字实证商前文明的真实存在，解决汉字因多音多义、笔画繁复难于识读书写，
不易传播交流的世界难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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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民族古文字數字化
和智能化研究的思考

劉淩、劉志基
中國
華東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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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民族古文字數字化和智能化研究的思考
劉凌 劉志基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從 20 世紀八十年代至本世紀的前十年，這三十餘年間，民族古文字文獻經
歷了一個搶救性發掘整理的高潮，大量民族古籍被搶救發現，其中一部分得到整
理、譯注與出版，突出表現在滿文、藏文、西夏文、蒙古文、彝文、納西東巴文、
水文等民族古文獻的整理刊佈上。但民族古文獻整體的保護、整理狀況並不樂
觀——主要表現為民族古文獻底數嚴重不清，各機構保存極為分散，民間散落較
多，難以充分調查挖掘；已收集的文獻因為缺少系統、專業的整理、鑒定、編目，
往往在各機構閒置；較大一部分古籍老化、破損嚴重，且缺少保護和修復的條件。
①

同時，已經整理出版的成果，往往存在著搶救大於整理的情況，多數是將一部

分保存較為完好的文獻直接影印出版，進一步的整理與譯注不足。可以說，傳統
的文獻整理、傳播方式不能給民族古文獻以充分、及時的保護，傳承和開發更加
困難。
而近二三十年來，運用數字化、智能化手段進行民族古文字整理和研究已成
為大勢所趨，為民族古文字文獻的搶救、整理與研究帶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成
果。本文在調查已有民族古文字數字化和智能化研究狀況的基礎上，提出一點思
考和建議。

一
已有的民族古文字數字化和智能化建設情況可以從四個方面加以述評。
1.民族古文獻原貌保真式數字存儲
對民族古文獻進行縮微、電子掃描等數字化製作、存儲，實現部分民族古文
獻原貌保真的保存，這是當前民族古文獻數字化的主要方式，也是初級方式，著
重于資源搶救和保護；同時，相比數量巨大的待搶救資源，這些數字化保護成果
仍舊十分有限。
這類數字成果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對數字資源缺少系統的整理、校勘與注

①

史金波《中國少數民族文字古籍整理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
《文獻》2010 年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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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獻編目、索引做不到充分匹配，因而成果很難充分利用。另外，各單位製
作的民族古文獻數字圖像的質量與整理水準也參差不齊。
2.民族古文字處理系統的開發
包括民族古文字在國際標準字符集的編碼、字庫建設、文字輸入與檢索實
現、民族古文字排版系統開發、字形標準化等，這方面的成果極其豐富，大部分
民族古文字都完成了輸入法、字庫的基本建設。
存在的問題是：民族古文字處理系統的研發，各家都有自己的解決方案，可
以滿足一定範圍的使用，但存在標準不統一、技術不相容、難以通用共享的情況。
另外，大多數文字整理是基於字典、辭書等二手資料，或是整理出所謂標準字體，
而忽略對面貌複雜的一手文獻的精細化整理，導致文字處理系統投入實際使用後
捉襟見肘，使民族古文字的數字化處理和智能化研究難以真正開展。
3.民族古文獻數據庫建設
民族古文獻數據庫可以分成三大類：民族古文獻書目數據庫、圖像數據庫和
全文數據庫。各機構民族古文獻數字化的普遍方式是文獻編目，掃描整理原文圖
像，然後以目錄數據庫與原文圖像相掛接的模式實現數字化，已有成果集中在材
料大宗的藏文、蒙文、西夏文、東巴文、彝文等民族古文獻數據庫建設上。
另外，部分民族古文獻建立了全文數據庫，如當前正在進行的藏文典籍文獻
的整理與全文數字化研究，滿文檔案中朱批奏摺、《大清歷朝實錄》、《大清五部
會典》等滿文材料的全文數據庫建設。
在民族古文獻書目數據庫建設中，存在著普遍的著錄標準、書目分類法標
準、索引標準不統一的情況，嚴重影響資源檢索利用和共享。《中國圖書館分類
法》中設“民族學”類目，無法涵蓋民族古籍的豐富內容，民族古籍內容涉及文
學、宗教、哲學、歷史、地理、醫藥等各門類，各家細分標準不同。以數字化建
設情況非常好的藏文古籍為例，徐麗華（2011）談到：“國家圖書館、西藏大學
圖書館、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圖書館、中國民族圖書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圖
書館、西北民族大學圖書館和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等多家單位在藏文古籍的著錄
和分類編目方面都有各自的一套系統，全國沒有一個統一的著錄和分類標準，國
外也如此。”①再如彝文古籍，分類標準就有學科分類、方言分類、地域分類等
①

徐麗華《關於藏文古籍數位化的思考》
，
《中國藏學》2011 年 2 期，1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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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十餘種分類方法。 同一機構數字資源分類多樣，不同機構數字資源分類標準不
統一且彼此交叉，必然導致文獻共享的困難。
在民族古文獻圖像數據庫建設中，技術上存在著古籍存儲格式標準、數字化
影像標準不相容的情況，更無法避免各單位資源重複建設、彼此不能實現共享的
情況。並且，圖像數據庫最大的不足是佔據存儲空間較大, 不能實現全文檢索，
因而更多是起到了保存古籍的作用, 與真正的開發利用還有距離。
4.民族古文字智能識別研究
當前各家研究的最大關注點，是希望利用人工智能、圖像識別技術實現民族
古文獻從數字圖像自動、批量轉換為數字文本，從而大規模建設全文數據庫，實
現文獻批量翻譯，滿足共享與開發需求。目前滿文、西夏文、藏文、彝文、東巴
文、水文等多種民族古文字都在積極進行文字識別技術的探討並取得了一定成
果。比較成功的例子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2018 年公佈的“滿文檔案圖像識別
軟件系統”。該系統根據滿文作為拼音文字的特點，集成基於過切分的滿文文本
識別和基於深度神經網路的滿文識別等方法，實現由滿文檔案圖像自動向拉丁字
母轉換，再由拉丁字母向標準體滿文轉換，即通過一個中介字符集居中轉換，實
現手寫體滿文批量識別。②
但目前的多數文字識別研究，雖有助於文獻的普及傳播，卻難以滿足深入研
究的需求。目前民族古文字智能識別的共同思路，是使用電腦切分、提取字特徵，
使其與機器中預先存放的特徵集（字庫）進行匹配、判別，從而將字圖自動轉換
成文本代碼(如 Unicode )，即文字識別的基礎是需要有相對應的、預先建立的字
庫，通過字庫作為訓練樣本和測試標準。但這一思路在實施中往往遇到如下問
題：一般文字識別技術研究集中在電腦科學、電子工程等領域，民族文字專業研
究者參與度不夠，文字識別研究者建立的樣本數據庫容量極小、樣本選擇不科
學，相對于民族古文獻的實際複雜情況和巨大數量，根本不足以支撐真實存在的
民族文字材料的識別，所以一旦離開實驗樣本的範圍，識別就會失敗。退一步說，
即便這種目標鎖定為文字單位的識別可以成功，也無法識別具體文字材料的具體
屬性，如字形所處的語境、釋義、文獻類型、時空屬性等信息，因而無法打通民

①
②

吳智嘉《民族古籍數位化的現狀及科學保護問題研究》
，
《黑龍江民族叢刊》2019 年 5 期。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專案組《滿文檔案圖像識別軟體系統研發及應用》
，《歷史檔案》2019 年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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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字的圖像資料與以字符集為載體的資料之間的數字鏈接，以致相關的數字化
與智能化研究受阻。
綜上可見，民族古文獻數字化建設具備了一定基礎成果，但在已開展的各個
方面都還存在諸多問題。尤其是，迄今的數字化整理和智能化研究的努力，都還
局限在資料的搶救、整理、查找、輸入、排印等初級層面。這些問題，對民族文
字的研究，尤其是在大中華文化視野下的多民族文字綜合研究造成阻礙。

二
從已有研究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在民族古文獻的數字化和智能化研究中，以
下三個方面尤當引起重視。
1.統一標準，實現資源共存共享
數字化建設在多個方面需要統一標準。一是文字處理標準的統一。各類民族
古文字的字符集，都應爭取在國際字符集標準中編碼，暫時不能編碼者，應儘量
使用統一字體，或提供跨字體轉換的基礎條件。二是文獻各級分類標準的統一，
包括著錄標準、書目分類法標準、索引標準，以及對文獻內部的字詞意義分類、
文獻類型分類等。三是語料的同義認同。不同種類的民族古文字材料，如要實現
各種內在關聯，實現材料的綜合，就要在共同的分類框架下進行逐級分類，通過
概念層面的意義分類、語言文字層面的同義系聯，實現材料的逐級類聚，使多文
種、多類型文獻中的語言文字單位找到彼此的同義對應項，從而實現全面關聯。
四是數字化處理程度的統一。統一的標準是就高不就低。比如只能做到字典數字
化的民族古文字應該努力實現一手文獻的全文數字化，而不是倒過來。做到上述
標準統一，是實現共享的基礎。
2.借助古文字智能識別，打通民族古文字的內在關聯
民族古文字文獻材料是以字形為本的，文字形態是重要的信息來源。因此在
民族古文字的數字化建設中，保真的字形圖像必然是最基本的材料。這也就是
說，民族古文字資料輸入數據庫，必須有兩種形式，一是文字輸入，二是圖像輸
入。文字輸入，借助於電腦字符集的編碼，可以獲得標誌自己身份的唯一識別碼，
因此它無論被移動到哪里，都可以被電腦所識別；圖像輸入，則由於缺失這種身
份識別碼，電腦輸入只能採用“綁定”的方式來認定它的身份信息，而一旦脫離
了特定數據庫的綁定，圖像載體的古文字是不能被電腦識別的。這一盲區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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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帶來兩種斷裂。古文字第一手材料的原始面貌形態，是人們最希望用數字
化手段來助力研習的對象，而由圖像生成的盲點，卻使人們無從利用數據庫來解
決問題——這是人機交互層面的斷裂。數據庫儲存的資料，只要是電腦可以識別
的，都可以通過程序設計，使之發生某種邏輯關聯，而這種系統聯繫，正是大數
據之來源，也是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可以實現的基礎。而圖像不被識別，則勢必
導致它與相關資料的聯繫無法建立——這是電腦信息處理數據鏈的內部斷裂。因
而，圖像識別的意義，就在於它可以為圖像創建一種電腦可以自動識別的信息
碼，這樣，在民族古文字的數字化資源平臺中，數據鏈就可以完全貫通，智能化
研究所需的大數據才可能被營造出來，不但各種民族古文字內部的數字資源可以
實現徹底關聯，不同民族古文字之間也同樣可以實現全方位的數字關聯。以納西
族東巴經為例來做簡單說明。東巴文中表示“杉樹”的字，其代表性字形有十來
種，可以分為三組：第一組

、

、

，第二組 、

、

，第三組

、 。

三組字形分別出自白地、麗江和魯甸三個地區的東巴經文，呈現出明顯的地域特
徵；而每一組中的字形，又出自同一地域的不同書手，呈現出不同的書手風格；
另外，在前兩組白地和麗江的東巴經中，所有字形都是象形字，而在魯甸出現了
形聲字，是在象形字的基礎上加注聲符

，形成注音式形聲字 ，又呈現出不

同的文字構形特徵。文獻中的每一個具體用字，都攜帶著豐富的信息，如地域特
徵、書手風格與傳承譜系、文獻類型、語境、字際關係等，如果對文獻每一個用
字都進行一字一碼的圖像識別（即二維碼式識別），使每一個字形的所有具體屬
性都能夠被電腦自動處理，則所有圖像與其他數字資料的數據關聯就能夠被打
通，智能處理就具有了無限空間，比如此處可以借助圖像識別對東巴經的地域特
徵、書手特徵進行譜系分類研究。反過來，如果採用既有的民族文字圖像識別思
路，最終結果就是將上述八個字形歸屬於“杉樹”這一抽象的文字單位，識別的
意義就只能是局限在經文的解讀對譯上。
3.以智能化助力，打開研究視野，開展多民族古文字的綜合研究
中國的民族古文字，多數是在以漢字文化為基石的大中國多元文化融合的歷
史環境中發生、發展、演變的。這也就意味著，只有將民族古文字研究置於大中
國文化系統之中來展開，才能既見樹木，又見森林，也才能在彼此觀照中獲得對
自身更加深入的了解。然而，民族古文字材料浩如煙海，即便是單一的某一種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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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材料都是一個知識的無底洞，要想實現不同研究領域學者“大中國”視角的
多種民族古文字材料的系統把握、綜合梳理與比較研究，就必須借助基於數字平
臺的智能化研究來實現民族古文字知識系統的充分聯繫與普及。古文字數字化處
理與圖像識別等智能化手段的充分結合，為多民族文化的綜合研究創造了無限可
能性。可舉一個具體例子來說明。水書是水族民間選擇時日方位、擇吉避凶的查
閱用手抄本，其占卜擇日的概念、原理、體系、表達程式等都是來自漢族通書。
橫向來看，漢文通書明清時期曾在南方民族地區廣泛傳播，水族、侗族、布依族、
彝族等多個民族的古文獻中，都含有大量日書、通書內容，它們都來自漢文化，
並形成了各自的擇吉特點；①而縱向來看，漢族通書的源頭，可以上溯到先秦日
書，如楚簡、秦簡日書。②如果我們按上文所說，以統一的標準完成了這些古文
字材料的意義逐級分類系聯，並實現材料的圖像唯一碼式智能識別，那麼，就可
以通過其中任何一種材料（如圖 1、2、3、4）的圖像識別，實現相同義類的多種
古文字材料的系聯呈現。如水書“赤口時”篇（見圖 1）
，通過成篇文字的圖像識
別，識別出對應文字為：“……春三月辰午時，夏三月午時，秋三月戌時，冬三
月丑午時凶，口舌。”意為：新娘忌在這些時辰進親入宅，犯之則有口舌紛爭。
該識別結果可自動關聯其他幾種材料的相關內容，如圖 2 是九店楚簡 40 壹、42
簡內容：“……凡冬三月，壬、癸、甲、乙不吉，庚、辛吉，丙、丁城（成）日。
凡城（成）日，利以取（娶）妻、家（嫁）女……”；圖 3 是睡虎地秦簡甲種日
書 96-101 簡內容：“春三月辰，夏三月未，秋三月戌，冬三月丑……不可以取
婦、家（嫁）女……”；圖 4 是彝文日書《運尼司波》內容：“冬三月那一季，
屬牛這天不吉”。從中可以看出，不同民族、不同時空的擇吉文獻反映出大體相
通的內涵——冬季三個月的丑日婚嫁不吉。而這種綜合研究對於理清中國日書傳
承流變的脈絡，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綜上，民族古文字研究的智能化，需要有支持文字識別的古文字大數據平臺
提供後臺支撐，為機器學習與迭代升級不斷提供豐富素材；而大數據建設成果，

可參和繼全《漢籍<玉匣記>“六壬時課”之納西東巴文譯本述要》(2015)，徐海濤《彝文文獻<運尼司波>
整理與研究》(2016)，高明、張純德《秦簡日書“建除”與彝文日書“建除”比較研究》
（1993）
，王海濱《彝
文曆算書<尼亥尼司>研究》
（2012）
，羅祖虞、李有開《<壯族六十甲子納音>考釋》(2020)，吳文志《試論侗
族<南集通書>的學術價值》
（1988）等。
②
可參劉道超《秦簡<日書>擇吉民俗研究》
（2004）
、劉道超《秦簡<日書>五行觀念研究》(2007)、王光華《簡
帛禁忌研究》（2007）
、呂亞虎《戰國秦漢簡帛文獻所見巫術研究》
（2008）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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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文字識別等智能化方式得以充分開發利用，大數據才能被全面盤活，二者是
相互促進、彼此支撐的。
圖1

圖2

圖3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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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基于偏旁檢測的
甲骨文識別框架

劉緒興、林小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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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西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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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偏旁检测的甲骨文识别框架
刘绪兴1, 林小渝1, 莫伯峰2，陈善雄1()
1

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重庆 400715,中国
2
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北京，100048，中国

摘要：由于甲骨文字异体繁多、形体变化剧烈，基于整体字形进行识别的技术框
架存在着难以突破的瓶颈，也与古文字专家的识别模式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模拟
古文字专家识别古文字时所使用的“偏旁分析法”，本文首次提出以甲骨文偏旁
为检测的基本构件，基于基本构件再进行识别，建立了一套新型的甲骨文字符识
别方法。我们设计了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甲骨文偏旁检测与识别的框架(ORERF)。
该框架结合最大极值稳定区域(MSER)算法和改进的局部感知非极大值抑制算法
生成甲骨文单偏旁数据标注；然后，将生成的甲骨文偏旁级标注数据输入到检测
网络中，该网络利用 U-Net 架构和注意力机制提取单偏旁特征后，将特征图馈
送至检测模块用于偏旁定位；最后根据偏旁坐标位置，将偏旁拆分后输入到辅助
分类器 BN-LeNet 网络进行识别，该识别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甲骨文字异
体字繁多、形体变化剧烈所带来的识别困难。本文构建了常用甲骨文单偏旁数据
集 ORCD，实验结果表明，BN-LeNet 网络对 ORCD 数据集识别的准确率达到
94.2%。同时，本文将甲骨文字视为偏旁组合而非整字识别，这使得计算机能够
隶定部分从未见过的甲骨文新字形，对计算甲骨学研究有着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关键词：甲骨文识别；检测识别；偏旁分析；MSER 算法；U-Net 网络

一、

引言

甲骨文作为汉字的源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对汉语汉字研究、殷商史研究
和中华文明溯源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多部门多学科协同开展甲骨文研究和应用，
是甲骨文研究的优秀传统。将甲骨文字研究与计算机结合，利用近期发展迅猛的
人工智能技术来推动学科的进步，是甲骨文研究重要的发展趋向。
文字识别一直是计算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汉字识别研究的深入
和扩展，甲骨文字识别研究也逐渐进入了汉字识别研究的视野。早期的甲骨文字
识别研究大多采用了传统的识别模式，由专家设计特征体系，主要依靠了专家的
领域知识，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效果却较为有限。随着机器学习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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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进步，利用深度神经网络进行文字识别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于甲骨文字识
别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2][3]。
然而，与现代汉字相比，甲骨文字具有一系列极不相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导
致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识别方法难以完全奏效，甲骨文字识别仍然面临着很大的
困难，甚至是难以逾越的困难。在这些困难中，异体繁多、形体变化剧烈无疑是
最大的障碍。例如在独体字中，甲骨文“耳”、
“首”两字的三种异体，字形差异
巨大（见图 1a）。这种变动相较于现代汉字而言，无疑要剧烈很多。再如在合体
字中，甲骨文“众”字，所构成的偏旁既可以是两个“人”，也可以是三个“人”，
甚至今后再出现四个或五个“人”的字形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偏旁之间的位置
关系复杂，导致整体字形差异巨大（见图 1b）。这些情况在甲骨文字中是非常常
见的，都大大增加了甲骨文字识别的困难。

（a）独体字
图 1 甲骨文字形异体繁多、形体变化剧烈

（b）合体字（采自李宗焜《甲骨文字编》第 54 页）
图 1 甲骨文字形异体繁多、形体变化剧烈
而事实上，古文字专家在面对上述困难时，便不得不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来
突破整体性识别的限制。其中，“偏旁分析法”便是一种早已广泛使用的有效办

597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法，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导论》中便用了大量篇幅论述这种方法的优点和长处1，
古文字研究的发展历程也说明，“偏旁分析法”无疑也应成为甲骨文识别不可或
缺的一种。
我们从“偏旁分析法”中得到启示，设计了全新的甲骨文识别框架。面对甲
骨文字异体繁多，字形变化剧烈的情况，我们将一个甲骨文拆分为多个偏旁，以
偏旁来建立特征体系。这样，不管异体有多少，字形变化有多剧烈，仍然可以提
取出甲骨文字的核心特征体系。这种新思路某种程度上已经突破了通常所说的
“文字识别”的范畴，具有一定的文字考释意味。通过偏旁检测，将一个甲骨文
字拆分为多个部分，然后再利用文字知识来进行识别。这种方式不仅适用于已经
甲骨文的已识字，也同样适用于甲骨文的未识字。偏旁检测的过程实际上就等同
于古文字考释中的“隶定”。
综上，本文从甲骨文偏旁检测出发，将识别工作深入到比单字更小的层面，
以此来突破现有方法的瓶颈。我们工作的具体贡献有三点：
1. 构建甲骨文单偏旁数据集 ORCD。本文的原始甲骨文单偏旁数据集是由项
目支撑单位提供，再通过形态学膨胀腐蚀、旋转、平移、加噪等图像增强
方法扩充了甲骨文单偏旁拓片数据集。本文还通过采样表线下采集了甲骨
文单偏旁手写体样本，并通过半自动化甲骨文单偏旁采样表切割和标注，
构建了甲骨文单偏旁手写体数据集。
2. 构建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甲骨文偏旁检测与识别的框架 ORERF。该框架将
甲骨文单偏旁数据标注生成、甲骨文单偏旁检测网络与甲骨文单偏旁识别
三个阶段顺序集合，输入图像标注生成后在基于 U-Net 架构和注意力机制
检测器中训练学习，得到单偏旁检测结果，再将偏旁拆分后送入 BN-LeNet
模型中识别，最后将各偏旁识别结果输出。
3. 提出基于部首的识别方法为多类别字符的零样本识别提供思路。本文将甲
骨文视为偏旁组合而非整字识别，这使得算法能够隶定从未见过的甲骨文
新字，即零样本学习，对甲骨文研究有着重要的应用意义。
二、

研究综述

本项研究的第一步是甲骨文字符检测。国内外关于甲骨文检测的研究相对较
少，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研究机构：国内的安阳师范学院、华南理工大
学以及首都师范大学，日本的立命馆大学，这几所机构都有开展甲骨文字符检测
的研究。在甲骨文检测领域，Xiong 等人[4]比较了流行的目标检测算法，并选择
了性能最好的作为基准，在优化的目标检测算法 yolo3 来对甲骨文拓片上的字符
1

唐兰：
《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
》
，济南：齐鲁书社，1981 年，第 175-193 页。

598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进行检测。Liu 等人[5]利用 K- means 聚类方法设计锚框的大小和比例，在采用
焦损失和混合精度来提高模型检测精 度和压缩内存占用，为了进一步提高性能，
提出了空间金字塔[6]稳定特征和抑制噪声干扰框架。Wang 等人[7]提出一种识
别辅助的甲骨文检测算法，检测精度为 82.37%。
但目前几乎所有的甲骨文字符的检测研究都只针对从甲骨文拓片上定位字
符位置，且检测精度不高，还存在继续提升的空间。本文研究的是从甲骨文整字
字符中检测甲骨文单偏旁字符及其位置，从偏旁的层面来识别甲骨文字，是甲骨
文识别的一种全新探索。
本项研究的第二步是甲骨文字识别。其主要分为三类：基于图论和拓扑学的
方法、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方法和基于深度学习的算法。基于图论和拓扑学的理
论主要是围绕图论和拓扑学提取人工特征，提取特征后对特征进行编码，然后直
接进行匹配比较，以此实现识别。Zhou 等人[8]把甲骨文看作是相对稳定的结构，
有明显的点线特征，提出利用多层级图论特征进行编码来识别甲骨文。Li 等人
[9]使用图同构，将甲骨文表示为无向标号图的方法，解决了重码多的问题。Gu
等人[10]针对原始特征编码低效率，提出从几何分形的角度概况甲骨文字符特征，
以此识别甲骨文字符。在基于机器学习的甲骨文识别的研究中[11][12]，Guo 等
人[13]将甲骨文字符识别视为一个草图识别任务，并提出了一个层次表示的甲骨
字多层次表达与骨架识别，他们使用词袋模型将基于 Gabor 特征等底层视觉特征
和基于稀疏编码的中层视觉特征联系在一起进行甲骨字的多层次表达，并在此基
础上使用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分类识别，文献[14]采用支持向量机算法识别甲骨文
文字图像。在基于深度学习的甲骨文识别算法中，Huang 等人[15]将深度卷积神
经网络应用于甲骨文字符识别，并比较了常用的几种网络结构，达到 82.3%的识
别精度。
以上方法都集中在基于单字的甲骨文字符识别上，本文研究的是从甲骨文偏
旁来识别甲骨文，这是以前的识别方法所没有研究的。
三、

模型设计

本节我们将详细阐述甲骨文单偏旁检测与识别框架，该框架将甲骨文单偏旁
数据标注生成、甲骨文单偏旁检测网络与甲骨文单偏旁识别三个阶段顺序集合，
所提出的体系结构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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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总体框架图
3.1 甲骨文单偏旁标注数据生成
3.1.1 甲骨文单偏旁区域选取
在甲骨文拓片中，由于背景和文本区域灰度对比度大，而甲骨文单偏旁文本
区域内部灰度几乎不变，并且该区域能够在多重阈值下保持形状不变，符合最大
极值稳定区域的特性，因此利用这一特性，我们采用最大极值稳定区域（MSER）
算法来初步筛选甲骨文单偏旁文本区域。甲骨文单偏旁 MSER 选取具体实现过
程如下：
1) 先将甲骨文图像转换成灰度图像，在灰度区间[0,255]内的 256 个不同阈
值对灰度图像进行二值化，令 Qi 表示二值化阈值 i 对应的二值图像中的
某一连通区域，当二值化阈值由 i 变成 i +  和 i −  时，  为变化值，连通
域 Qi 相应变成了 Qi+ 和 Qi− 。
2) 随着亮度阈值的增加或者减少，计算下述公式，当两个不同阈值间的区
域变化不超过阈值 i 就被认为是稳定的。

v(i ) =
其中

Qi

Qi +  − Qi −
Qi

(1)

表示第 i 个甲骨文单偏旁连通区域的面积， 表示微小的阈值变化，当

v( i ) 小于给定阈值时认为该甲骨文单偏旁区域为最大极值稳定区域。

甲骨文单偏旁 MSER 区域拟合：为了进一步对 MSER 得到的甲骨文单偏旁
不规则区域进行处理，需要对选定的甲骨文单偏旁区域进行椭圆拟合。甲骨文单
偏旁 MSER 区域椭圆拟合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1) 甲骨文单偏旁区域椭圆拟合的重心：对甲骨文单偏旁最大极值稳定区域
内的每个点，计算整个甲骨文单偏旁极值稳定区域的几何 0 阶矩和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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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阶矩：
m00 =

 I( x, y)

m01 =

 yI( x, y)

m10 =

 xI( x, y)

(2)

2) 得到整个甲骨文单偏旁极值稳定区域的重心位置

m10
m00

xc =

yc =

m01
m00

(3)

3) 甲骨文单偏旁区域椭圆拟合的长半轴、短半轴、角度（长半轴与 x 轴顺
时针）：计算中心二阶矩:

 20
U= 
 11

11 



02 

(4)

其中

 ( x − x ) I( x, y) ,  =  (y − y ) I( xy)
=  ( x − x ) ( y − y ) I( x, y)
2

20 =

c

11

c

2

02

c

c

(5)

4) 计算该二阶矩的两个特征值，有

1 =
2 =

(

20

+ 02 ) +

(

− 02 ) + 4112
2

20

2

(

20

+ 02 ) −

(

− 02 ) + 4112
2

20

2

(6)
5) 于是可以分别得到甲骨文单偏旁区域椭圆拟合的长半轴、短半轴、角度

a =

1
m00

b =

2
m00

(7)

 211 
1
 = ar ct an 

2
 20 − 02 
本文 MSER 部分参数设置如下表 3-1，其余参数为默认。
表 3-1 本文 MSER 参数取值
参数
名称

delta
Max_area
a+
Max_var
V+
Min_diversity
d+

标准值
4.5
0.7
0.2
0.2

在我们选取了甲骨文单偏旁最大极值稳定区域后，对椭圆拟合后的极值区域
进行绘制时，利用 openCV 中的 minAreaRect()方法找到最小外接矩形，实验过程
中显示较多矩形框有互相重叠的部分，如图 3 所示，于是我们在 MSER 基础上
加入后处理操作，去除对同一个甲骨文单偏旁多余重复的检测结果，下一节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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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

图 3 MSER 算法后过度检测样本
3.1.2 LNMS 后处理生成标注数据
MSER 的最大问题是很容易检测出大量的非文本区域，因此，过滤掉假阳性
文本区域是该方法取得较高精度的关键，因此我们在 MSER 算法后加入 LNMS
操作。
(1) 我们假设通过 MSER 检测对同一甲骨文单偏旁区域有 N 个框，每个框被
s
分类器计算得到的分数为 N ，设置阈值 t = 0.5 ，建造一个存放待处理甲骨文单偏
旁候选框的集合 H，初始化为包含全部 N 个框，建造一个存放合并后甲骨文单
偏旁候选框的集合 M，初始化为空集。遍历 H 集合，大于阈值的相互合并，合
并后的两个分数加权总和，小于阈值的不合并保留候选框，将合并后的候选框存
入 M 集合里。
(2) 建造一个存放最优甲骨文单偏旁候选框的集合 N，初始化为空集，将集合
M 中的框进行排序，选出分数最高的甲骨文单偏旁候选框 m，从集合 M 移到集
合 N。
(3) 遍历合并后甲骨文单偏旁候选框集合 M 中的框，分别与框 m 计算交并
比，如果高于设定阈值，则认为该甲骨文单偏旁候选框与 m 重叠，将此框从集
合 H 中去除。
(4) 回到第 1 步进行迭代，直到合并后甲骨文单偏旁候选框集合 M 为空。集
合 N 中的框为我们所需的最优甲骨文单偏旁检测框。
IoU 的阈值是一个可优化的参数，通过实验验证 IoU 不同取值，IoU=0.25 时
对甲骨文单偏旁处理效果较好。通过实验结果我们发现，虽然在 MSER 单偏旁
区域选取和 LNMS 操作后，已经能生成大部分的甲骨文偏旁标注信息，如图 4 所
示。但是由于本文甲骨文单偏旁源数据变形较多，形状复杂，部分单偏旁是由几
部分组成，也就是存在偏旁断裂的问题，错误的将一个单偏旁标注为两个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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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MSER+LNMS 算法后检测示例
3.1.3 ME 形态学腐蚀处理
为了解决数据标注错误的问题，本文在人工筛选标注错误图像后，对该部分
图像进行形态学腐蚀操作，使断裂的偏旁连接起来。形态学操作是基于形状的图
像处理操作，可以在图像中连接相邻的元素，使断裂的偏旁连接起来，腐蚀操作
是是对白色部分（高亮部分）进行操作的，而不是黑色部分，主要原理是侵蚀高
亮部分，以达到扩充黑色部分的目的，公式如下：

dst ( x, y ) = min src ( x + x, y + y)
( x , y  )

(8)

其中 ( x, y ) 是像素值，寻找局部最小值。
首先将甲骨文单偏旁错误标注图像与模板进行卷积，本文模板设置为 3*3 的
正方形区域，五角形为锚点。再将模板与图像分块卷积，即计算模板覆盖的区域
的像素点的最小值，最后把这个最小值赋值给锚点指定的像素，这样甲骨文单偏
旁文字区域就会膨胀，断裂的偏旁便会粘连起来。
在把前面错误标注的图像形态学腐蚀后，我们再次利用 MSER+LNMS 进行
数据标注，最后将坐标信息相应的与未腐蚀的原图保存，因为本文后续深度学习
检测模型是用原图进行训练，而不是腐蚀后的图片，如图 5 所示。

原图

原图

椭圆拟合后

形态学腐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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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样例结果图
3.2 基于 U-Net 模型甲骨文单偏旁检测
即使利用 MSER+LNMS+形态学腐蚀提取甲骨文单偏旁取得不错的精度，但
是该方式几乎是半自动化，仍需要人工调参和人工筛选，这一步骤耗费大量时间，
所以，训练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模型能够自动检测甲骨文单偏旁是非常有必要的。
VGG16 已被证明是许多视觉任务的有效特征提取器。在本文中，我们选取 Vgg16
作为基础网络，将原始输入图像 x 编码为特征图 f ( x; ) ，其中  代表编码器参数，
由于甲骨文单偏旁为小目标检测，需聚合多尺度特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
从甲骨文单偏旁中提取四个级别的特征图，表示为 f i ，其大小分别为输入图像的
1/32、1/16、1/8 和 1/4，然后采用了 U-Net 的思想来逐层合并特征图，获得整张
甲骨文单偏旁图像的特征表达，作为后续检测模块输入。
在我们的网络中，注意门（AG）被集成到特征合并中，以突出显示通过跳过
连接传递的显著特征，从粗略尺度中提取的信息用于门控，以消除跳过连接中无
关紧要和嘈杂的响应，这是在串联操作之前执行的，以仅合并相关的激活。如图
6 中。

图 6 特征提取器
注意力门在向前传递和向后传递过程中过滤神经元的激活。来自背景区域的
梯度在向后传递过程中被向下加权。这允许在较浅的层中的模型参数主要基于与
甲骨文单偏旁任务相关的空间区域进行更新。 l − 1 层内卷积参数的更新规则为：

( )

 xˆil

( )
l −1

 

=

( (

)) =   (f (x ;  )) +  ( ) x
 ( )
 ( )
 ( )

 il f xil −1; l −1
l −1

l
i

l −1
i

l −1

l −1

l
i

l −1

l
i

(9)

右边的第一个梯度项被  i 缩放了。对于多维 AGs， i 对应于每个网格尺度上
l

l

的向量。在每个子 AG 中提取互补信息并融合，以此定义跳跃连接的输出。
AG 的示意图如图 7 所示。输入特征(x l)用 AG 计算的注意系数(  )进行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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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区域的选择是通过分析激活和背景信息提供的门控信号(g)从一个粗略的尺
度收集。利用三线性插值方法对注意系数进行网格重采样。

图 7 加法注意门(AG)的示意图。
Fg
对每个像素使用门控向量 g i  R 来确定甲骨文单偏旁区域。门控包含上下
文信息来降低低级特征响应。我们累加注意力来获得门控系数。虽然这在计算上
比较昂贵，但实验证明它比乘式注意力获得更高的精度。累加注意公式如下：:

( (

qatl t =  T  1 WxT x il + WgT gi + bg



其中

 2 ( xi ,c ) =

b  R, bg  RFi nt

at t

(

= 2 q

1
1 + exp ( −xi ,c )

AG 的特征在于一组参数
和偏差项

l
i

l
at t

(x

l
i

, gi ; at t

)) + b



))

(10)

对应于 sigmoid 激活函数。

，其中包含：线性变换

F  Fi nt

Wx  RFl  Fi nt , Wg  R g

。

图 8 检测模块
检测模块共有两个分支，区域候选网络分支和位置敏感卷积网络分支，如图
8 所示。区域候选网络分支根据全图特征表达，输出初步的甲骨文单偏旁候选区
域。而位置敏感卷积网络分支根据全图特征表达，生成全图的目标位置敏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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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图，并以此修正区域候选网络分支预测的甲骨文单偏旁初步候选区域，使候
选区域更精准地定位甲骨文字，再采用 LNMS 过滤冗余候选框，从而得到最后
的输出结果。
3.3 甲骨文单偏旁 BN-LeNet 识别网络
通过调整 CNN 的层数、卷积尺度、卷积核个数等超参数，最终确定最适合
ORCD 数据集的 CNN 识别模型，并且通过对比不同的模型优化策略，添加到该
网络结构中。如图 9 所示。模型由 2 个卷积层、2 个最大池化层、1 个全连接层、
1 个 softmax 层、3 个批归一化层和 1 个随机失活层构成。

图 9 BN-LeNet 网络模型
为了解决数据分布改变和模型过拟合的问题，我们在网络的卷积层和池化层
( 1)
中间插入一个批归一化层，总共 3 个批归一化层，即对有 d维的 x = ( x

x( d )

)

的输入数据，对每个批次的每一个维度进行归一化处理。
（k）

xˆ

x( k) − E x( k ) 
=
V x( k ) 

(11)

上式中， E[ ] 和 V[ ] 是通过甲骨文单偏旁训练集计算得到。如果对某一层的
输出数据只做归一化处理，然后送入网络的下一层，这样会影响网络该层所学习
到甲骨文单偏旁特征。因此对网络层的每一个激活函数 x ( k ) 引入一组可学习参数

 ( k ) 和  ( k ) 进行变换重构
y ( k ) =  ( k ) xˆ( k ) +  ( k )

(12)

 ( k ) 和 ( k ) 和 原 始 模 型 的 参 数 一 起 学 习 ， 且 通 过 设 置
 ( k ) = V x ( k )  ,  ( k ) =
征。

E x ( k )  时可以恢复某一层学到的原始甲骨文单偏旁特

为了防止模型过拟合，通过实验对比，在全连接层和 Softmax 层添加概率
p=0.5 的 Dropout 层，在每个训练 epoch 中，在前向传播的时候，让某个神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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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活值以一定的概率 p 停止工作，可以明显地减少模型过拟合现象。
四、

数据集

本文所构建的甲骨文单偏旁数据集 ORCD（Oracle Radical Character Dataset）
主要包括两部分：1）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提供的甲骨文龟骨拓片数据
集，2）通过采样表获取的手写甲骨文单偏旁数据集，本节将对这两部分进行详
细介绍。
1. 增广拓片数据集
本文源数据依托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源于甲骨文相关研究著作和
甲骨兽片，然后将拓片扫描成电子档进行保存，源数据共包含 288 个样本，共分
为 15 类，每类代表不同的甲骨文单偏旁，同一类的甲骨文单偏旁也不尽不同，
它们是同一甲骨文偏旁的不同变体。经甲骨文专家确认，本文源数据是甲骨文中
最常见的 15 个甲骨文单偏旁，每个类别的实例数见表 4-1。
表 4-1 甲骨文单偏旁类别示例数(源数据)
类别号 甲骨文
对应汉字 示例数 类别号
甲骨文
对应汉字
单偏旁
偏旁
单偏旁
偏旁
01

白

15

09

殳

示
例
数
19

02

大

16

10

子

16

03

卩

20

11

女

21

04

耳

18

12

人

17

05

止

16

13

首

22

06

父

25

14

西

24

07

口

24

15

自

19

08

目

16

09

殳

19

由于甲骨文单偏旁的数据量小且各偏旁之间的图像数量不平衡，为了避免模
型的测 试结果偏向某一个类别，因此在对网络进行训练之前对数据集进行数据
扩增。如图 10 所示的部分字符增广，在甲骨文单偏旁数据集的基础上，对图像
进行顺时针逆时针分别 旋转 30 度、裁剪、上下左右平移 30%、水平方向做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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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及这些操作的组合，通过数据 增强后使甲骨文源数据由原来的 288 张样本，
增加到 5000 张，并且将样本数目少的类别向样本数目多的类别靠齐，缓解数据
不平衡带来的的问题。

图 a 原图

图 b 数据增强后（部分）

图 c 原图

图 d 数据增强后（部分）
图 10 数据增强样本库

2. 手写体数据集
我们设计了甲骨文样本采集表，每页 123 个甲骨文单偏旁，每行 14 个甲骨
文单偏旁，共９行，奇数行为人工拓印图，偶数行为人工临摹写得，共组织 22 人
临摹，每人２页，共得到 5412 个甲骨文手写单偏旁，如图 11 所示.

图 11 采样表及数据标签
本文将样本表进行图像切割，并且还对甲骨文单偏旁数据集进行了数据扩增，
对图像进行旋转 30°／330°、裁剪、上下左右４个方向各平移 30％等操作来扩
增数据集，同时在甲骨文单偏旁数据集的基础上，利用拼接技术建立了甲骨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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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字样本库。
五、

实验研究

1. 实验设置
该实验在具有 16GB RAM 的 Intel Core i7-7700 CPU 和单个 NVIDIA GeForce
GTX 2080 GPU 上进行，并使用 TensorBoard 和 matplotlib 等可视工具可视化训
练输出。为了避免数据不一致引起的错误，我们使用相同的数据格式，即将所有
图像尺寸调整为 100 * 100 像素。我们采用 10 倍交叉验证方法来评估我们的工
作。将数据集随机分为 10 个部分，然后轮流将其中 1 个作为测试集，将 9 个作
为训练集。计算了 10 个测试集的平均值。
2. 甲骨文单偏旁标注数据生成对比实验分析
在甲骨文单偏旁标注数据生成的对比实验中，我们采用不同的策略来评价骨
文单偏旁标注框的有效性。我们做了以下实验:
第 1 组实验：为了对比传统检测方法对甲骨文单偏旁的检测效果，我们对比
了 SWT 文本检测算法、基于传统投影法、基于连通分量法、MSER 文本检测算
法等多种文本检测传统算法。
第 2 组实验：为了对比不同后处理操作对甲骨文单偏旁候选框过滤的必要
性，我们对比了 SNMS、Soft-NMS、LNMS 等后处理算法。
第 3 组实验：为了验证形态学腐蚀操作的必要性，我们验证了仅用
MSER+LNMS 方 法 能 否 达 到 较 好 的 检 测 精 度 ， 进 行 了 如 下 实 验 ： 1) 仅 用
MSER+LNMS 算法检测; 2) 利用 MSER+LNMS+形态学腐蚀算法检测。
表 5-1 本文方法和其他传统检测方法在总体性能上的对比
实验
传统文本检测算法
P
R
F1
组数
第一组
基于传统投影法[
0.34
0.47
0.39
[
基于 SWT 的方法
0.42
0.45
0.43
基于 MSER 的方法
0.56
0.48
0.53
第二组 基于 MSER+SNMS 的方法
0.73
0.76
0.74
实验
基于 MSER+Soft-NMS 的方
0.60
0.66
0.63
法
基于 MSER+LNMS 的方法
0.73
0.78
0.75
第三组 基于 MSER+LNMS+形态学
0.84
0.81
0.82
实验
腐蚀的方法

运行时间
（秒）
0.37
1.36
1.13
2.34
1.58
1.63
1.21

如表 5-1 所示，通过第一组的实验结果数据,可以发现,基于传统投影法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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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时间较少, 但是准确率和召回率较低,主要是由于有些甲骨文上下结构和左右
结构有字符区域重叠的现象,基于 SWT 的方法精度较低，主要是因为甲骨文手写
拓片的笔画宽度不一致，因此准确率有所下降，而且所用的运行时间也较长。基
于 MSER 的检测方法能够较好的处理字符区域重叠的问题,精度较高，但存在大
量假阳性候选框，不利于后续偏旁拆分。通过第二组的实验结果数据,可以发现不
同的后处理算法都能使精度提升，但是基于 SNMS 方法需要的运算时间较大，
Soft-NMS 虽然时间消耗最少，但是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将单偏旁中包围结构
的小构件错误的单独分裂，而实际不需要分开，LNMS 能更好的适应文本检测，
因为在过滤候选框之前，多了置信度合并操作，节省了时间开销。本文因此也选
用 LNMS 算法进行后处理。通过第三组的实验结果数据，基于 MSER+LNMS 结
合的算法，可以在 MSER 上过滤掉多余的框，从而使得准确率上升，但是偏旁断
裂的问题仍然存在，在此基础上，在 MSER+LNMS 算法之前加上形态学腐蚀，
可以较好地处理字符区域重叠和字符断裂的问题,在准确率和召回率方面都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3. 甲骨文单偏旁检测对比实验分析
在基于 U-Net 模型甲骨文单偏旁检测对比实验中，我们评估了多种目标检测
算法，实验结果如下：
表 5-2 本文方法和其他深度学习检测方法在总体性能上的对比
方法
P
R
F1
EAST
0.65
0.63
0.64
CRAFT
0.77
0.82
0.88
Yolo v3
0.82
0.78
0.80
Faster R-CNN
0.83
0.80
0.82
ours
0.93
0.94
0.93
通过表 5-2 实验比较，由于我们的检测器中使用注意力机制，更加能够提取
与甲骨文单偏旁检测任务相关的空间区域，并且特征提取器上的感受野相对较小，
因此可以更好地适应小样本图像。图 12 展示了检测结果图，并使用高斯热度图
进行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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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检测结果图
4. 甲骨文单偏旁识别对比实验分析
为了比较不同网络结构对甲骨文单偏旁分类性能的影响，在 ORCD 数据集上
评价了 5 种流行的 DCNN 模型:AlexNet、VGG-16、VGG-19、ResNet-34、ResNet50、LeNet-5、GoogeleNet 和 BN-LeNet 网络。
表 5-3 不同网络结构对甲骨文单偏旁分类的结果对比
模型
Accuracy
Accuracy
(top-1)
(top-3)
AlexNet
0.52
0.64
Vgg-16
0.72
0.78
Vgg-19
0.68
0.70
ResNet-34
0.76
0.78
ResNet-50
0.74
0.76
GoogleNet
0.69
0.74
LeNet-5
0.79
0.85
ours
0.94
0.98

Time(s)
0.65
0.52
0.53
0.90
1.14
0.83
0.42
1.58

鉴于不同的网络模型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我们比较了 7 种网络模型。从表 53 可以看出，LeNet 比其他 DCNN 模型的精度更高，这说明更深层次的神经网络
无法提取有效的特征信息来表征甲骨文单偏旁的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因此，在
设计甲骨文单偏旁识别网络时，我们不仅减少了卷积层的数量，而且保证了一定
数量的卷积层能够学习到甲骨文单偏旁有效分类特征。图 13 为本文模型的损耗
-acc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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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BN-LeNet 模型的损耗-acc
另外，为了验证批处理归一化层(BN)、dropout 层和 L2 正则化的有效性。我
们做了以下实验。表 4-4 总结了添加不同策略对甲骨文单偏旁的识别结果。批处
理归一化(BN)、dropout 层和 L2 正则化。0 表示不添加模块，1 表示添加模块，
全部 0 表示不添加任何模块，即为原始深度学习模型的检测结果。全部置为 1 表
示四个模块全部添加，结果如下：
表 5-4 不同策略对甲骨文单偏旁识别的结果对比
No. BN dropout
L2
Accuracy(top-1)
Accuracy(top-3)
layer
1
0
0
0
0.91
0.93
2
0
0
1
0.91
0.93
3
0
1
0
0.92
0.93
4
1
0
0
0.94
0.94
5
1
1
1
0.96
0.96
6
1
0
1
0.94
0.95
7
0
1
1
0.97
0.97
8
1
1
0
0.94
0.98
通过实验对比，如表 5-4 所示，可以得出，加入批归一化层和 dropout 层可以
使模型性能更好，但加入 L2 反而降低了精度。因为经过批归一化后，权值的影
响不是很重，所以 L2 正则化权值衰减的效果不明显。证明了 L2 正则化与批归
一化相结合不存在正则化效果。因此模型过拟合严重，精度降低。
六、

总结

本文建立了甲骨文单偏旁数据集 ORCD，接着提出两种以甲骨文偏旁为构件
的卷积神经网络检测识别方法，最后构建了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甲骨文偏旁检测
与识别的框架 ORERF，为计算机介入甲骨文识别和考释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我
们的工作，论证了古文字专家所使用的“偏旁分析法”可以由计算机提供模拟方
案，为计算机介入甲骨文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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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西夏文字自动识别

*

罗顺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上海 200062）

摘要：西夏文是为记录西夏王朝党项族的语言而创制的民族文字。西夏文文
献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价值重大。囿于客观条件，目前对西夏文文字、文献的
释读和整理方法相对传统，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卷积神经网络的发
展，为更高效地开展西夏文文字、文献的智能识录乃至创建西夏文智能数据库提
供了新的技术支持。本文论述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西夏文字自动识别方法。首
先，针对手头西夏文字样本较少、字样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利用了包括空间变换、
颜色抖动、信息丢弃、Random Erasing、CutMix 等多种数据增广方法对数据集进
行了扩充；其次，使用 PyTorch 作为模型的训练框架，选用匹配的 ResNet18 网
络，经过充分实验，不断优化网络结构和调节参数，选择合适的损失函数，提高
自动识别的精度及模型泛化能力；最终通过对模型的反复训练，模型逐渐收敛，
达到较好的识别效果，随机验证可达到 96%以上的识别率。
关键词：西夏文；卷积神经网络；自动识别

一、现实需要与技术机遇——人工智能视角下的西夏文字研究
1．西夏文字、文献
西夏文字，或称番文、河西字、唐古特文。是西夏朝景宗元昊为记录党项族
的民族语言而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的文字。西夏文字在当时是一种实用的文字，
作为西夏一朝的国字被广泛使用，进而产生了大量的西夏文文献，构成了中国古
代西夏王朝知识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西夏文文献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价值重大。自 1908 年、1909 年科兹洛夫
带领俄国探险队在位于今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城外西夏古塔中首
*项目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计算机识别商周金文研究（19ZDA313）
；华东师范大学重点研究基地

学科交叉研究重大项目：AI 和 VI 介入的汉字应用体系（2019ECNU-GXJC001）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青年预研究项目：唐代碑刻语料库建设（43800-20101-222254）
。
作者简介： 罗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汉字史、出土文献整理与研
究、数字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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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现西夏文文献以来，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瑞典人斯文赫定与贝格
曼、日本人大谷光瑞紧随其后也都陆续在中国掘得了一定数目的西夏文文献，此
后国内又于宁夏灵武与贺兰县拜寺沟、甘肃天梯山、武威张义下西沟岘与莫高窟、
内蒙古黑水城遗址等地分别发现或发掘了数量可观的西夏文文献。目前已知的西
夏文文献多达 500 种以上，凡数千卷之巨，其中又以俄罗斯所藏最多，约 20 万
面，国内约 1 万面，英国所藏也有一定数量，其余如日本等国相对较少。西夏文
文献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繁多，其中包括字典（和辞书）、文学作品、法律
文书、历史著作、类书、蒙书、医学书、历法书、社会文书、佛经、翻译之汉文
典籍等。
2．人工智能与西夏文字研究
本世纪以来随着俄、英等国及国内所藏西夏文献的陆续出版，对西夏文文献
作大规模系统地释读、整理与研究变得更加紧迫，但也十分繁重，仅仅依靠传统
手工作业，效率低下，很难满足需要。另对西夏字词的切分与解读、字样的穷尽
性搜集、字库的制作、数据库的创建、逐字索引与词汇的检索、字频词频统计、
字典辞书的编纂、书迹的判定与断代乃至相关的开拓性工作或工程等等无疑也都
给传统工作方式、方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与挑战，亟需作为新的研究手段的人工
智能的助力。为提高西夏文字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效率及后续文字智能化研究、文
字智能化工程的开展，就需要解决其中处于奠基性工作的西夏文字智能识别的问
题。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与各学科的不断交融，极大地提高了各学科
研究的效率，其中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作为近年兴起的一种新的机器学习算法在
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掘等领域取得了较好的应用，也为文字学学科
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与思路。
有鉴于此，本文采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方法，基于卷积神经网络设计西夏
文字自动识别算法方案。

二、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西夏文字自动识别算法设计
1．数据集概述
本次使用的西夏文字数据集是经由西夏文专家作了特定筛选和多重属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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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数据集。其材料来源于已公布的西夏文文献图版扫描文件，形态为切分的单
字图片的集合。此次用于自动识别实验的数据集包含 20334 个单字图片，分为
594 个类别。该数据集图片背景颜色一致，文字的笔画较为清晰，仅少数图片有
缺损，这就为文字识别模型的训练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基础。

图 1: 西夏文单字样本示例

当然数据集本身也存在个别不足之处：
部分西夏文字存在一字多形的情况，不同字形所表示的词性或词义不同。以
汉字“一”为例，如图 2 所示，在数据集中，与其对应的分类中有四种不同的字
形。对于计算机视觉识别任务而言，部分字形之间差异较大的字不易被统一识别。

图 2: 西夏文“一”的不同字形

由于不同的字的使用频率不同，数据集中各类别的样本数量分布不均衡。其
中数量最多的类别有 751 张图片，而有 171 个类别仅有 1 张图片。具体的分布情
况如图 3 所示，由于最多类别与最少类别数量相差较大，故以半对数坐标系表示。
整个数据集中，数量最多的前 100 个类别占图片总数 73.5%，而数量最少的 100
个类别其仅占图片总数的 1.3%。这种现象被称为长尾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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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西夏文字数据集中各类别样本数量的分布情况（根据样本数量排序）

虽然长尾效应是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的现象，但因此导致的数据极度不平衡
给深度学习模型训练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建模过程中，模型非常容易被“头部”
类别主导而产生过拟合；同时又因为“尾部”数据数量不足，导致这些字的特征
学习很难达到理想程度，进而影响整个模型的泛化表现。
此外，高精度的深度学习识别模型需要大量的标注数据支撑。如微软于 2014
年出资标注的 Microsoft COCO 数据集，共有 91 个分类，328000 张图像；由 Yann
LeCun 构建，著名的手写数字数据集 MNIST 包含了 70000 张手写数字图片。相
较于主流公开数据集的图片数，本数据集的数据量相对较少，虽然经过专家作了
特定筛选，但仅依靠原生数据集或难以达到较好的训练效果。
2．数据增广
数据集的不平衡和原生数据量不足是影响模型精度与泛用性的主要问题，要
提高模型的训练效果，常见的方法就是对数据集进行预处理。数据增广(Data
Augmentation)是一种常见的数据集预处理方法，能够在不实质性地增加数据的
情况下，对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处理，以提升数据集的数量和质量。基本的数据增
广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种：空间变换、颜色抖动和信息丢失。空间变换包括图片的
拉伸、缩放、平移、旋转；颜色抖动指在一定的范围内随机改变像素点的颜色；
信息丢失包含图像的裁剪、随机噪声等。以单张西夏文字图片为例，通过基本数
据增广扩充后的图片如图 4 所示。

图 4: 西夏文单字图像的基础数据增广示例

619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对数据集中的小样本类别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增广扩充，即可缓解数据不平
衡的问题，同时也增加了数据集的总数据量。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为了进一步提高数据增广对模型泛用性的提升效果，提
出了一些新的数据增广算法。Zhun Zhong 等人提出了 Random Erasing 算法，对
一张图像以 50%的概率选取一个随机尺寸的区域，并用随机像素值替代这一区域，
以提高模型在识别被遮挡物体时的鲁棒性；Yun S 等人提出了 CutMix 算法，选
取两张图片，在第一张图片中随机选择掩码区域，并将另一张图片的该区域覆盖
于第一张图片之上，合成图片的分类结果按照一定比例分配。上述两种方法的扩
充示例如图 5 所示。

图 5: Random Erasing 与 CutMix 算法对西夏文单字图像的数据增广示例

本文将通过对照实验在深度学习模型和参数相同的情况下，比较上述的数据
增广方法对识别精度的提升程度。
4．实验
（1）数据集扩充
根据数据集的分布情况，我们首先设计了基础数据增广算法，对于样本数小
于 20 的小类别，根据每个类的数量，从先前介绍的基础数据增广方法中选择部
分或全部方法进行增广扩充，使得每个分类下的数据量至少有 20 张，经增广后
的数据集样本分布情况如图 7 所示，我们将该数据集作为西夏文的基础增广数据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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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西夏文字数据集中各类别样本数量的分布情况（基础增广后）

基于基础增广数据集，我们又分别使用 Random Erasing 和 CutMix 算法对其
做 进 一 步 的 数 据 增 广 ， 得 到 Basic Augmentation + Rand Erasing 和 Basic
Augmentation + CutMix 数据集。本文将使用原始数据集以及这三份增广后的数
据集进行对照实验。
（2）基于 PyTorch 的 ResNet18 模型训练
自何凯明等学者于 2015 年提出残差神经网络(Residual Neural Network)后，
该深度学习模型由于其优越而高效的性能在图像检测、分割、识别等领域里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早期实验证明，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的层数能够提升训练效果，但随着网络层数的加深，不仅
容易出现梯度消失/梯度爆炸问题，网络还会发生退化(Degradation): 训练集的
损失函数值随着网络的加深不降反增。ResNet 在 CNN 的基础上引入了残差块机
制，如图 6 所示，残差块跳层连接的形式能够很好地解决深层网络的退化问题，
并且即使是同样层数的网络引入残差结构后也能更快地收敛。

图 6: ResNet 的残差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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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 ResNet 深度有 18, 34, 50, 101 和 152 五种，本文将采用 ResNet18
作为基准网络。
使用 PyTorch 作为模型的训练框架，选用 ResNet18 网络。首先将原数据根
据标注分类，提取所有类别的信息并将其映射为有序数字，对已分类的数据按照
上述方法进行数据增广，在同样的参数下对四份数据集分别进行训练。在训练时，
为了提升效率，同时保留图片的特征，将所有图片统一 Resize 到 64×64 的尺寸
输 入 到 网 络 中 。 在 训 练 过 程 中 记 录 每 个 Epoch 训 练 集 和 测 试 集 的 准 确 率
(accuracy)、查准率(precision)和召回率(recall)等数据。
（3）模型评估
为了评估各种数据增广方法对模型识别性能的影响，我们设计了几组对照实
验（表 1），其中基准实验 1 仅使用原生数据集，对照实验 2 在 1 的数据集上进
行基础数据增广，对照实验 3 和 4 分别在 2 的数据集上使用 Rand Erasing 和
CutMix 算法作进一步的扩充。通过平均正确率(Avg_acc)和 F1_Score 两个指标
来考察模型的表现。
No.

Method

Avg_acc

F1_score

1

Origin Dataset

0.3153

0.4629

2

Basic Augmentation

0.9571

0.9244

3

Basic Augmentation + Rand

0.9593

0.9308

0.9632

0.9319

Erasing
4

Basic Augmentation + CutMix

表 1: 不同数据增广方法在测试集上的平均正确率和 F1_Score

表 1 展示了测试集在基准实验和对照实验中的平均正确率和 F1_Score，可
以看出数据增广能够显著提升模型的识别精度，Rand Erasing 和 CutMix 的引入
进一步提升了数据增广的效果，其中 CutMix 的效果最优，相较基础数据增广，
Avg_acc 和 F1_score 分别提高了 0.61%和 0.75%。

三、总

结

本文通过深度学习的方法，基于 ResNet 设计了西夏文字的分类模型，使用
专业人员标注的西夏文字图片集作为原始数据集，利用了包括空间变换、颜色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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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信息丢弃、Random Erasing、CutMix 等多种数据增广方法对数据集进行了
扩充，并使用 ResNet18 的网络结构对扩充后的数据集进行训练和测试验证。通
过对照实验表明，数据增广能够有效降低数据不平衡对模型精度与泛用性的影响，
其中效果最好的 Basic Augmentation + CutMix 方法能够实现 96%以上的测试集
识别精度。
未来我们将努力扩充标注样本，继续深入研究适用于文字识别的数据增广方
法，并且从数据预处理、网络优化等方面提升模型在复杂场景下的识别精度，同
时探索深度学习在文字自动检测、文字智能检索等其他方面的应用。
在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合理设想：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引入与适应性整
合，在创建具有智能高效、运行稳定及泛化能力的西夏文字自动识别系统的基础
上，实现对西夏文献的智能识录，进而结合目前已有的数据库技术等，创建新型
西夏文智能数据库。

参考文献：
[1] Lin T Y , Maire M , Belongie S , et al. Microsoft COCO: Common Objects in
Context[J].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4.
[2] Lecun Y , Bottou L . Gradient-based learning applied to document recogni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1998, 86(11):2278-2324.
[3] D Masko, Hensman P . The Impact of Imbalanced Training Data for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2015.
[4] Zhun Zhong, Liang Zheng, Guoliang Kang, et al. Random Erasing Data
Augment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2017.
[5] Yun S , Han D , Oh S J , et al. CutMix: Regularization Strategy to Train Strong
Classifiers with Localizable Features[J]. 2019.
[6] He K, Zhang X, Ren S, et al. Deep residual learning for image recognition[C].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2016:
77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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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斥”考
白於藍

陳玨秀

摘 要：“揮斥”一詞最早見於《莊子·田子方》
，後世多有使用。當前注家多在《莊子》郭
象注和《列子》張湛注的基礎上加以引申。結合《淮南子·原道》之“柝八極”和《史記·司
馬相如列傳》之“泝八埏”，本文指出“揮斥”一詞當讀作“䦱拓”，與“開拓”同義。
關鍵詞：揮斥；開拓；莊子
一
“揮斥”一詞最早見於《莊子·田子方》，其文如下：
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郭象《注》
：“揮斥，猶縱放也。”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揮音輝。斥音尺，李音託。郭
云：猶放縱”，將郭《注》之“縱放”引爲“放縱”。按，“縱”“放”義近，常可互訓。
1“縱放”當爲同義復詞，同義復詞之詞序可以顛倒，意思不變，故亦可寫作“放縱”。

上引《莊子》這段文字亦見於《列子·黃帝》篇，張湛《注》
：“郭象云：揮斥猶放縱也。
又曰：揮斥，奮迅也。”亦將“縱放”引爲“放縱”，並在此基礎上，又增補了“奮迅”一
義。
當代學者對《莊子》之“揮斥”一詞多有解釋，有“精神自由奔放”、2“盡情奔馳”、
3“恣意奔放”、4“精神奔放不羈”、5“縱橫往來”、6“奔馳；遊蕩”、7“精理之所貫徹”
8、“精神充溢”9等多種說法，蓋均是由“縱放”和“奮迅”二義引申而來。還有學者將之

解釋爲“飛”或“飛翔”，10蓋是將“揮”讀作“翬”，“翬”字之訓爲“飛”，爲典籍常

1 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
《故訓匯纂》
，商務印書館，2003 年，第 955 頁“放”字條、第 1771
頁“縱”字條。
2 張耿光譯注：《莊子全譯》
，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74 頁。
3 劉英、劉旭注釋：《莊子》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第 245 頁。
4 馬恆君譯著：《莊子正宗》
，華夏出版社，2005 年，第 361 頁。
5 陸永品：
《莊子通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第 331 頁。方勇、陸永品撰：
《莊子詮評》
，巴
蜀書社，2007 年，第 684 頁。
6 傅佩榮：《傅佩榮譯解莊子》，東方出版社，2012 年，第 309 頁。
7 張景：《莊子新解》
，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330 頁。
8 朱文熊：《莊子新義》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225 頁。
9 孫通海譯注：《中華經典藏書·莊子》
，中華書局，2014 年，第 245 頁。
10 劉英、劉旭注釋：
《莊子》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第 245 頁。陳鼓應：
《莊子今注今譯》
，中
華書局，2016 年，第 558—559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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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11還有學者將之解釋爲“指揮”或“指點”，12蓋是與“斥”字古有“指”義有關。13
受莊子思想影響頗深的唐代詩人李白，在其作品中亦見有“揮斥”一詞，凡二見：
《暮春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
：“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
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
《李居士讚》
：“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斥萬變，動不離靜。”
此二例“揮斥”，清代學者王琦於第一例從郭象說解釋爲“縱放”，14但第二例則又解釋爲
“縱橫”。15
毛澤東的著名詩詞《沁園春·長沙》中亦見有“揮斥”一詞：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
戶侯。
該詩詞膾炙人口，廣爲傳頌，被歷年各版高中語文教材所收錄。對於其中的“揮斥”一
詞，各高中語文教材中均將之解釋爲“奔放”，如當前最具代表性的人教版將“書生意氣，
揮斥方遒”解釋爲“同學們意氣奔放，正強勁有力”，16北師大版和魯人版的解釋與之相同。
17粵教版的解釋是：“熱情奔放，勁頭正足。”18滬教版爲：“熱情奔放，勁頭十足。”19蘇

教版爲：“青年學生意氣奔放，正強勁有力。”20“奔放”之義蓋亦是由“縱放”和“奮迅”
二義引申而來。
二
筆者認爲，上文所述關於“揮斥”的各種解釋，都是有問題的。
第一，“揮”“斥”二字均無“縱放（或放縱）
”之義；“揮”字雖有“奮”義，而“斥”
字則無“迅”義。21除非“揮斥”是聯綿詞，否則不可能會有“縱放”和“奮迅”之義，但
倘若是聯綿詞，則“揮”“斥”二字是不可以拆開來分別加以解釋的。
傳世典籍中還見有“柝八極”和“泝八埏”這兩個短語，分別見於《淮南子》和《史記》
，
原文如下：

11 參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
（同上注 1）第 1818 頁。
12 陸澹安：
《莊子末議》
，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12 年，第 88 頁。侯柯芳：
《
〈莊子〉新解》
，四川大學
出版社，2014 年，第 213 頁。
13 參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
（同上注 1）第 981 頁。
14 王琦注：
《李太白全集》
，中華書局，1977 年，第 1253 頁。
15 王琦注：
《李太白全集》
（同上注 14）第 1319 頁。
16 教育部：
《普通高中教科書·語文必修上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 2—3 頁。
17 童慶炳主編，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編著：
《高中語文必修五》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第 5 頁。謝冕、王景華主編：
《魯人版高中語文第五冊》
，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 頁。
18 陳佳民、柯漢琳主編，廣東基礎教育課程資源研究開發中心語文教材編寫組編著：
《高中語文必修二》
，
廣東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26 頁。
19 上海市中小學（幼兒園）課程改革委員會：
《高級中學課本一年級第一學期·語文（試用本）
》
，華東師範
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3 頁。
20 丁帆、楊九俊：
《蘇教版高中語文必修一》
，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4 頁。
21 參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
（同上注 1）第 916 頁“揮”字條、第 981 頁“斥”字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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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原道》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
包裹天地，稟授無形。”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尃霧散，
上暢九垓，下泝八埏。”22
“斥”“柝”“泝”三字均見於《說文》
，小篆字形分別作“
定形體原本分別作“㡿”“

”“

”和“

”，隸

”和“㴑”。
《説文》
：“㡿（斥），卻屋也。从广屰聲。”段

玉裁《注》
：“㡿，俗作厈、作斥，幾不成字。”《說文》：“

（柝）
，判也。从木㡿聲。

《易》曰：‘重門擊柝。’”《說文》
：“㴑（泝）
，逆流而上曰㴑洄。㴑，向也。水欲下，
違之而上也。从水㡿聲。遡，㴑或从朔。”可見，“ （柝）”“㴑（泝）”二字均從“㡿
（斥）”聲，而“㡿（斥）”字則又從“屰”聲。《說文》“㴑（泝）”字或體作“遡”，
從“朔”聲。
《說文》
：“朔，月一日始蘇也。从月屰聲。”可見，“遡”字亦以“屰”爲基
本聲符。據此，“斥”“柝”“泝”三字當音近可通，因其所從之基本聲符均爲“屰”。前
引《淮南子·原道》“柝八極”之“柝”字，慧琳《大藏音義》引許慎《注》“柝”作“斥”。
《孫子兵法·行軍》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眾樹。”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
法·行軍》“斥”作“沂”，整理者指出：“簡文‘沂’字疑爲‘泝’之形誤。‘泝’可讀爲
‘斥’。”23其說可信。這是“斥”與“柝”“泝”二字音近可通的直接例證。
《莊子》與《淮南子》之“八極”，《史記》作“八埏”，裴駰《集解》引孟康《漢書
音義》曰：“埏，埏音延，地之際也。”《玉篇·土部》
：“埏，地之八際也。”《廣韻·仙韻》
：
“埏，際也。”《集韻·仙韻》
：“埏，地際也。”古“八極”“八隅”“八際”和“八埏”
等詞彙均可指地之極遠處。
《荀子·解蔽》
：“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抱樸
子·內篇·暢玄》
：“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晉書·姚泓載紀》
：“晦重氛
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文選·左思〈京都下〉》
：“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均其例。
據此，所謂“八極”，亦即“八埏”。
總之，《莊子》“揮斥八極”之“斥八極”，實即《淮南子》之“柝八極”，亦即《史
記》之“泝八埏”。由“斥八極”即“柝八極”“泝八埏”，可證“揮斥八極”之“揮”
“斥”二字是可以拆分開來分別加以解釋的，因此“揮斥”並非聯綿詞，將之訓釋爲“縱放
（或放縱）”和“奮迅”均不可靠。由此引申而出的其他各種解釋，更不可靠。
第二，至於“飛”“飛翔”和“指揮”“指點”等其他解釋，典籍中未見有類似“飛翔
八極”“指揮（或指點）八極”等說法。這類解釋缺少必要的書證，難以令人信服。
綜上所述，前文所引關於“揮斥”的各種解釋，均不可信。
三
目前來看，唯王叔岷《莊子校詮》一書中關於“揮斥”一詞的解釋最具啟發性，且最爲
值得重視，其文如下：
案《小爾雅·廣詁》
：“斥，開也。”《淮南子·原道篇》
：“柝八極，”高《注》
：“柝，
開也。”柝乃 之隸變，
《說文》
：“ ，判也。”《鬻子·大道文王問篇》逢行珪《注》

22 相同文句亦見於《漢書·司馬相如列傳》和《文選·司馬相如〈封禪文〉
》。
23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
》
，文物出版社，1985 年，“釋文注釋”部分第 18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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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淮南子》文析（引者按，當爲“柝”之誤字）作斥，與《莊子》
《列子》合。
《一切
經音義》一五引許叔重注《淮南子》云：“㡿，拓也。”（拓，原誤柘。）斥乃㡿之隸
變。

與㡿通。蘇軾《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詩》：“麾斥八極隘九州，”字亦作斥。

24

在這段文字中，王叔岷首次將《淮南子》之“柝八極”與《莊子》之“揮斥八極”相參
證，並據典籍舊注指出“斥”“柝”均有開拓之義。其說有據。
前引《淮南子》之“柝八極”，高誘《注》：“柝，開也。”陶方琦《淮南許注異同詁
補遺》
：“許《注》‘㡿，拓也’（唐釋慧琳《大藏音義》十五）
，高《注》‘柝，開也’。
方琦按，
《大藏音義》引許叔重《淮南子注》云，是許本當作‘斥’，
《說文》作‘㡿’，正
同。
《列子·黃帝篇》‘揮斥八極’，亦作‘斥’。”25吳承仕《淮南舊注校理》
：“唐卷子本
《玉篇》‘ ’字注引此文，並引許《注》云：‘ ，拓也。’……按，高本用假借字作‘柝’，
許本用正字作‘㡿’，訓開訓拓皆是也。《說文》正作‘㡿’，古銅器款識或省作‘
今隸爲‘斥’，即從其形。故《玉篇》作‘

’，

’而音義皆爲‘㡿’也。”26

據上引高《注》及陶、吳兩家說解可知：一、今高誘注本之“柝”字，訓爲“開”，而
與之對應的許慎注本則作“斥（㡿）”，訓爲“拓”。二、高本之“柝”用的是假借字，許
本之“斥（㡿）”用的是本字。三、“柝（斥）”字訓爲“開”或“拓”均可。據此，所謂
“柝（斥）八極”實即開拓八極之義。前王叔岷對於《莊子》“斥”字的解釋，與此正合。
前引《史記》之“上暢九垓，下泝八埏”，裴駰《集解》引孟康《漢書音義》曰：“暢，
達；垓，重也。泝，流也。埏音延，地之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也。”
27

按，將“泝”訓爲“流”並不可靠。“泝”古有“逆流而上”或“逆流”之義。
《說文》
：
“㴑（泝）
，逆流而上曰㴑洄。”《國語·吳語》：“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韋昭《注》：
“逆流而上曰泝。”《楚辭·九章·抽思》
：“泝江潭兮。”王逸《注》
：“逆流而上曰泝。”
《漢書·李廣利傳》
：“從泝河山。”顏師古《注》
：“逆流而上也。”《玉篇·水部》
：“泝，
逆流而上也。”《左傳·哀公四年》
：“吳將泝江入郢。”杜預《注》
：“逆流曰泝。”《左傳·
文公十年》
：“沿漢泝江，將入郢。”杜預《注》
：“沿，順流。泝，逆流。”陸德明《釋文》
：
“逆流曰泝。”均其例。但是，“泝”字古並無“流”義，“流”與“逆流而上”“逆流”
顯然不可等同。
總之，將“泝”訓爲“流”並不可據，以“逆流而上”和“逆流”之義解釋“上暢九垓，
下泝八埏”之“泝”，顯然更不可行。筆者認爲，《史記》此“泝”字實與前引《莊子》和
《淮南子》之“斥”與“柝”字一樣，當解釋爲“開拓”之義爲宜。
四
“斥”“柝”“泝”三字均爲“開拓”之義，但據前引《説文》“㡿（斥），卻屋也。
从广屰聲”，“斥”字本從“广”表義，而《說文》云“广，因广爲屋，象對剌高屋之形”，
24 王叔岷：
《莊子校詮》
，
【中國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 年，第 797—798 頁。
25 陶方琦：
《淮南許注異同詁補遺》
，光緒七年（1881 年）刊本，第 1 頁。
26 吳承仕：
《淮南舊注校理》卷一，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 年，第 1 頁。
27 相同文句亦見於《漢書·司馬相如列傳》和《文選·司馬相如〈封禪文〉
》
，顏師古《漢書注》和李善《文
選注》亦均引孟康《漢書音義》對整段文句有大體類似的解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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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斥”字從“广”與“屋”義相合，卻與“開拓”之義無涉。至於“柝”“泝”二字，
分別從“木”、從“水”表義，亦與“開拓”義無涉。因此，筆者認爲“斥”“柝”“泝”
三字其實並當讀作“開拓”之“拓”。
“柝”“泝”均從“斥”聲，“拓”則從“石”聲。上古音“斥”爲昌母鐸部字，“石”
爲禪母鐸部字。兩字聲母同爲舌音，韻則叠韻，例可相通。
《詩·小雅·斯干》
：“椓之橐橐。”
陸德明《釋文》
：“橐本或作柝。”《易·繫辭下》
：“重門繫柝。”李鼎祚《周易集解》和《說
文》“ ”字下均引柝作 ，唐寫本《說文》木部殘卷“

”字下引柝作橐。
《左傳·哀公七

年》
：“魯擊柝聞於邾。”陸德明《釋文》柝作 。
《文選·張衡〈西京賦〉
》
：“城尉不弛柝。”
李善《注》
：“鄭玄《周禮注》曰：‘ ，戒夜者所擊也。’柝與

同音。”《文選·任昉〈齊

竟陵文宣王行狀〉》
：“玉關靖柝。”李善《注》：“《周禮》曰‘凡軍事聚 ’，鄭玄曰：
‘擊 ，兩木相敲，行夜時也。’
（簡 5、簡 6）語，整理者讀“

與柝同。”上博簡《三德》篇兩見“土 （地）乃

”

”爲“坼”。28均其例。29

“拓”字古有“開拓”之義。
《小爾雅·廣詁》
：“拓，開也。”《後漢書·竇憲傳》
：“恢
拓境宇。”李賢《注》
：“拓，開也。”《慧琳音義》卷三十五“拓外”《注》引《考聲》
：
“拓，開也。”《文選·王粲〈從軍詩〉
》
：“拓地三千里。”李周翰《注》
：“拓，開拓也。”
均其例。“拓”字從“手”表義，與“開拓”之義相合。據此，前引古書舊注中“斥”“柝”
二字所具備之“開拓”義，蓋即“拓”字之假借義。
“拓”字古還有“廣”“大”之義，
《漢書·楊雄傳》
：“拓迹開統。”颜师古《注》引應
劭曰：“拓，廣也。”《文選·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拓世貽統。”呂延濟《注》
：
“拓，廣也。”《玄應音義》卷十九“開拓”《注》引《廣雅》：“拓，大也。”《慧琳音
義》卷八十二“拓境”《注》引《考聲》
：“拓，大也。”這兩個義項蓋均是由“開拓”之
義引申而來。“斥”字古亦有“廣”之義。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除邊關，關益斥。”司
馬貞《索隱》引張揖曰：“斥，廣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下》
：“除邊關，邊關益斥。”
顏師古《注》
：“斥，開廣也。”“斥”字此種義項，蓋亦是由“拓”字之“廣”“大”之
義假借而來。
古還有“開斥”一詞。李興《晉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碑》：“開府辟命，乃
養民募財，開斥國界，創築五城，以防寇衛境。”30《禮記·王制》
：“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鄭玄《注》
：“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孔穎達《疏》
：“斥大，謂開斥廣大。”
此“開斥”似亦當讀作“開拓”。
《說文》
：“拓，拾也。陳、宋語。从手石聲。摭，拓或庶。”邵瑛《群經正字》
：“今
經典从或體作摭，
《儀禮·有司徹》‘乃摭于魚腊俎’、《禮記·禮器》‘有順而摭也’是也，
‘拓’字經典不見。子、史多以‘拓’爲‘開拓’之‘拓’；又‘拓落’亦作此，蓋截分爲
二字矣。”由此看來，
《說文》雖以“摭”爲“拓”字異體，並訓爲“拾”，但就傳世典籍
之用字情況而言，均是以“摭”表“拾”義，“拓”表“開拓”“拓落”等義，二字用法判
然有別，實爲二字。

28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291—292 頁。
29 “

”從“橐”聲，
《說文》
：“橐，囊也。从㯻省石聲。”“

”從“

”聲，“

”從“石”聲。
《說

文》
：“ （坼）
，裂也。
《詩》曰：‘不 不疈。’从土㡿聲。”《集韻·鐸韻》
：“拓，手推物。或作 、
托。”
30 嚴可均校輯：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七十，中華書局，1958 年，第 1866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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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關於“揮斥八極”之“揮”字，筆者認爲可有兩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是當讀作“渾”或“混”。31“渾”“混”二字古均有“大”義。
《文選·班
固〈幽通賦〉》
：“渾元運物，流不處兮。”李善《注》引曹大家曰：“渾，大也。”《淮南
子·本經》
：“猶在于混冥之中。”高誘《注》：“混，大也。”《文選·曹植〈求自試表〉
》
：
“誠欲混同宇內。”李周翰《注》
：“混，大也。”《玉篇·水部》
：“混，大也。”故所謂“揮
斥”即“大拓”之義。典籍中見有“恢拓”一詞。
《後漢書·竇憲傳》
：“恢拓境宇，振大漢之
天聲。”魏陳王曹植《漢武帝贊》
：“威震百蠻，恢拓土疆。”32“恢”之訓爲“大”爲典籍
常訓，33“揮（渾或混）斥（拓）”蓋與“恢拓”詞義相近。
第二種解釋是當讀作“䦱”。“䦱”從“爲”聲。上古音“爲”匣母歌部字，“揮”爲
曉母文部字。兩字聲母同爲喉牙音，韻部關係密切。典籍中“揮”與同從“爲”聲之“撝”
音近可通。
《易·謙》
：“撝謙。”李富孫《七經異文釋》
：“晁氏《易》云：‘京房作揮。’”
《增韻·微韻》
：“揮，指揮也。亦爲撝、麾。”《正字通·手部》
：“撝，
《九經字樣》
：‘麾、
撝同，通作揮。’”《洛陽伽藍記·城東》
：“不勞揮遜，致爽人神。”范祥雍《校註》
：“揮
與撝同。揮遜猶撝謙。”34均其證。此外，“揮”與“麾”音近可通。
《荀子·富國》“拱揖
指揮”，
《荀子·議兵》作“拱挹指麾”，
《韓詩外傳》卷六揮亦作麾。即其例。後世文獻中還
見有“麾斥”一詞，如蘇軾《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詩》“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
酬”，周密《齊東野語·脫靴返棹二圖贊》“淩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
《金史·樂志下·世祖
〈大武之曲〉》“長駕遠馭，麾斥無前”。對比可知，此“麾斥”顯然就是“揮斥”。亦其
例。典籍中“撝”“麾”二字亦常可互通，其例甚多，茲不贅舉。35可證“揮”可讀作“䦱”。
36

“䦱”字古有“闢”“開”之義。37《說文》
：“䦱，闢門也。从門爲聲。《國語》曰：
‘䦱門而與之言。’”《國語·魯語下》
：“䦱門與之言。”韋昭《注》
：“䦱，闢也。”《廣
雅·釋詁三》
：“䦱，開也。”《玉篇·門部》
：“䦱，闢也。”《廣韻·紙韻》
：“䦱，闢也。”
《營造法式·總釋下·門》引《義訓》
：“闢謂之䦱。”《玄應音義》卷七“開䦱”《注》引《字
林》
：“䦱，開也，闢也。”《慧琳音義》卷五十四“開䦱”《注》引《蒼頡篇》
：“䦱，闢
也。”
綜上所述，“揮（䦱）斥（拓）”實爲同義復詞，與“開拓”同義。
前引《淮南子》之“廓四方，柝八極”，38句式上為互文見義，即廓柝四方八極之義。
31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
《古字通假會典》
，齊魯書社，1989 年，第 113 頁“軍字聲係”。
32 歐陽詢：
《藝文類聚》第十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32 頁。
33 參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
（同上注 1）第 788 頁。
34 范祥雍：
《洛陽伽藍記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年，第 113 頁。
35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
《古字通假會典》
（同上注 31）第 662 頁“爲字聲係”。
36 《廣雅·釋詁三》：“䦱，開也。”王念孫《疏證》：“䦱之爲言撝也。”若此說成立，則亦是“揮”可
讀作“䦱”之佳證。
37 “闢”“開”同義，常可互訓。參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同上注 1）第 2396、
第 2413 頁。
38 高誘《注》：“廓，張也。”“張”“開”義近，參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同上
注 1）第 729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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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從文義上來講，“廓四方，柝八極”與“揮斥八極”其實並無實質性區別，而“廓”正與

“揮”字對應。“廓”字之訓爲“開”，爲典籍常訓。40此外，《吳子·圖國》：“闢土四面，
拓地千里。”《魏書·夏侯道遷列傳》：“開拓九區，掃清六合。”《魏書·食貨志》：“開
拓四海。”亦可參。據此，將“揮斥八極”之“揮”讀作“䦱”而訓爲“闢（或開）”，似
更合理可據。故以上兩種解釋，似以第二種解釋爲優。
典籍中還見有“揮霍”一詞，表迅疾之義。
《文選·陸機〈文賦〉》
：“紛紜揮霍。”李善
《注》
：“揮霍，疾貌。”《文選·曹植〈七啟〉
》
：“蜿蟬揮霍。”呂向《注》
：“揮霍，奮迅
也。”由此看來，前引《列子·黃帝》張湛《注》之“揮斥，奮迅也”，蓋誤將“揮斥”當作
“揮霍”來理解並加以解釋的。至於郭象《注》之“縱放（或放縱）”，未知其所從出。
最後，筆者對前引《莊子》原文做些簡單解釋。“闚”字古有“視”義。
《楚辭·九歎·憂
苦》
：“登巑岏以長企兮，望南郢而闚之。”王逸《注》
：“闚，視也。”《慧琳音義》卷四
十三“闚人”《注》引《考聲》
：“闚，視也。”至於“潛”字，《爾雅·釋言》
：“潛、深，
測也。”郭慶藩《莊子集釋》
：“潛與闚對文。潛，測也，與闚之義相近。古訓潛為測，見
《爾雅》
。”41王引之《經義述聞·爾雅中·潛深測也》亦云：“家大人曰：《莊子·田子方》篇
曰：‘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是潛為測也。”42據此，
《莊子》原文大義是：至人，上能闚
視青天，下能測度黃泉，中能開拓八極，而神氣不變。
附記：本文是教育部、國家語委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與應用專項重點項目《戰國秦漢簡帛文
獻通假字集成及資料庫建設》
（項目批准號：YWZ-J030）中期成果。
作者：白於藍，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教授；陳玨秀，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
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研究生。

Textual Research on “Huichi”(“揮斥”)
Bai Yulan & Chen Juexiu
Abstract: The Chinese term “Huichi”, which firstly appeared in Zhuang Zi · Tian

Zifang, have become a frequently used vocabulary in later ages. Currently exegetical
scholars mostly extend meanings on the basis of Guo Xiang’s interpretations of

Zhuang Zi and Zhang Zhan’s explanations of Lie Zi. Combining with the term
“Tuobaji”(“柝八極”) of Huai Nan Zi · Yuandao and the term “Subaji”(“泝八極”)
of historical records · the biography of Sima Xiangru,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Huichi” should be converted into “Huituo” (“䦱拓”) by the way of breaking
sound, it is synonymous with “Kaituo”(“開拓”“expand”).
Keywords: Huichi(揮斥);Kaituo(開拓);Zhuang Zi

39 參郭在貽《訓詁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76 頁。
40 參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同上注 1）第 706 頁。
41 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 年，第 725 頁。
42 王引之：《經義述聞》，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6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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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裏的“中國”

陳英傑
中國
首都師範大學

635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636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何尊里的“中国”
陈英杰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无论是从制作工艺角度，还是从历史文献角度看，
何尊无疑都称得上是一件国宝、重器。
它最初是在 1963 年秋，出土于宝鸡东北郊贾村镇陈姓村民的自家后院雨后坍塌的土崖上，
1965 年陈家将之卖到废品收购站，同年 9 月，被宝鸡市博物馆征集，1966 年《文物》第 1
期发表王光永《宝鸡市博物馆新征集的饕餮纹铜尊》一文作了报道。由于为一层均匀的薄锈
所掩蔽，当时没有发现铭文，所以命名为“饕餮纹铜尊”
。1975 年，此器调至北京出国文物
展览工作室，当时在此短期工作的马承源先生为了清除一批青铜器的粉状蚀锈，意外地发现
何尊内底的铭文，12 行 122 字（参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及《何尊铭文和周初史实》，收
入氏著《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由于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铭文的发
现，何尊声价倍增。2002 年 1 月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之中。2019
年 9 月 10 日-12 月 17 日，陕西省文物局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与天久长—
—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作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献礼，展出三百余件文物，其
中国家一级文物达 189 组件，何尊也在此次展出之列。
该器时代多主成王说，也有个别学者主康王说。我们同意康王说。何尊铭文之所以
受到格外重视，除了铭文首句“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外（主成王说者，认为这句话关涉
周初营建东都洛邑的重要史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首次出现“中国”一词（在铭
文的第七行）。铭文记载，在康王五年，康王第一次徙居成周，并在这年四月再次举行
了武王曾在太室山（即嵩山）举行过的祼礼（参董珊《“宅兹中国”——何尊新說》，
《故
宫文物月刊》第 366 期，2013 年 9 月）；四月丙戌这天，康王在成周内的王室宗庙“京
室”
（也称“京宗”）对宗小子进行了训诰，何是宗小子中的一员。周王训诰的话截止到
什么地方还有争议，我们认为“助（旧释“叀”，读作语气词“唯”）王龏德，欲天临（从
谢明文释，旧释“顺”读为“训”）我不敏”应该不是王说的话，
“助”之主语应是探下
省，即“我”（可以认为指的就是何）；“临”的意思跟《诗·大雅·大明》“上帝临女，
无贰尔心”之“临”相同（监临之义）；“敏”是敏勉义。其他铭文有“虔不彖（惰）”、
“毋敢彖（惰）”、“肇不彖（惰）”（肇即敏勉义）、
“夙夜不彖（惰）”的说法，跟这里的
“临我不敏”意思相近。这句话是听了周王的训诰之后，何用以表态的话，是对康王训
诰第三句话“呜呼！尔有唯小子亡戠，视于公氏有功于天，彻命敬享哉！”的回应。如
果是王说的话，不应该说“助王”如何如何。康王训诰的内容一共有三句话，其中第二
句（在铭文的第五到七行）是：
“隹（唯）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
‘余
其宅茲中或（國），自之辥民。’”
“宅兹中国”一句位于第七行的头四个字，这里涉及到
周初营建洛邑的问题，也是“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

一、“宅兹中国”在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录
“宅兹中国”跟周初营建东都洛邑有关，这是学界一般的看法，只有个别学者根据
《逸周书·度邑》“其有夏之居”而认为“中国”在阳翟。关于营建洛邑之事，《尚书》
之《召诰》《洛诰》
《多士》，《逸周书》之《度邑》
《作雒》均有记载，《史记》之《周本
纪》《鲁周公世家》等也有相关内容。
《召诰》叙云：“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朱骏声《尚
书古注便读》云：“此在成王嗣位之十年也。成王年十九，周公将反政，欲择土中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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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先视召公相视所居。至十二年而雒邑成，乃名曰成周，反政于王也。
《呂览·长利》
篇云：‘成王曰：惟余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
诛也。’盖雒为天下之中，诸侯朝觐贡赋，道里适均。建都者，武王之志而周公成之，
居九鼎于此焉。”朱骏声认为周公摄政有十年，其中包括成王为武王守丧的三年。武王
去世时，成王十岁；终丧时，十三岁；周公反政时，成王十九岁。从成王嗣位的第十年
开始相宅，至嗣位的第十二年，洛邑建成。这个时间也就是周公摄政的第五到七年。文
中召公诰词云：
“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周公）曰：
‘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
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朱骏声《尚书古注便读》注曰：
“土中，
王城于天下之土为中也。《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
阳之所合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土中”即“地中”，《周礼》解释了选择
地中的自然条件因素。周朝营建洛邑，还有治理殷顽民的政治因素，
《多士》叙云：
“成
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其文云：“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
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
幹有年于兹洛。”《洛诰》中周公云：“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洛诰》
中称东都为“新邑”，《多士》称“新邑洛”。
《尚书》有关篇章只是说明成周的建成是在成王时期，其营建的动议始于谁并没有
记录。而这在《逸周书》中是有记载的，与何尊所记相吻合。《度邑》篇中武王对周公
旦说：“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令，求
兹无远。虑天有求绎（虑天有怿），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
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願（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
室。其曰兹曰度邑。”文中的“天”、
“天室”跟何尊“復爯珷王豊（礼）祼自天”之“天”
所指同，即太室山。武王去世后，殷之旧部及周王朝所设立的殷三监发动叛乱，“周公
敬念于后，曰：
‘予畏周室克追（‘克追’为‘不延’之误），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
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系于洛水，地因于郏山，以为
天下之大凑。”（《作雒》。《逸周书》引文据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修订本）》，三秦
出版社 2006 年）
《史记·周本纪》记武王与周公所言欲建都于伊洛之间事，依据的就是《逸周书·度
邑》。其文又云：“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
居九鼎焉。曰：
‘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
《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
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逸》。”《鲁周公世家》云：“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
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洛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洛邑，卜居焉，曰吉，遂
国之。”《集解》：
“马融曰：‘周，镐京也。丰，文王庙所在。朝者，举事上朝，将即土中易
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庙。’”
“即土中易都”即“宅兹中国”。营建洛邑是武王的一个战略
设计，由于武王很快去世，又加之殷遗叛乱，这个计划并没有付诸实施。所以《周本纪》说
“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也就是朱骏声所说的“建都者，武王之志而周公成之”。
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但《卫康叔世家》记载：“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管叔、蔡叔
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这里所谓的“成周”只是后人的一种叙述表
达，不能据此认为武王时就已经营建成周。“成周”乃以成王之谥为名，成周营建前，
这个地方称为“洛”，其地应该还有驻军，所以又称为“洛师”（见《洛诰》）。
由上可以看出，何尊中的“中国”就是古书里的“土中”、“地中”，义即“天下之
中”，是一种地域概念。易都于土中的原因，
《度邑》中武王说得很明确，三点理由：
（1）
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
（2）其有宪令，求兹无远；（3）虑天有怿，相我不难。有着很
强烈的政治目的，最重要的就是控制殷遗民。这与何尊所说的“自之辥民”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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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后来对选择土中的解释偏重于“诸侯朝觐贡赋道里适均”，这是武王圣化过程中后
人所作的一种有意过滤。其实孔子对于武王的武力杀伐也是有微词的，《论语·八佾》
云：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韶》为舜乐，
《武》
为武王乐。

二、金文里的“中”与“国”
金文“中”有两种字形：

和

，这两个字形记词职能不同，前者用为排行字即

伯仲的“仲”，后者用为方位词。一般认为前者是由后者省变分化而出的。由于排行在
西周宗法社会中有特殊的意义，所以，这两个字形分化的时代相当早。后
替了

的功能，另造“仲”表排行。西周时期，

废弃，

代

除了少数用为人名、国名外，主要

用为方位词“中央”的意义。何尊“中国”之“中”作

，金文中另有“东国”、
“南国”

等词，可以推知“中国”之“中”也是一个方位词。
“或”字牵涉的问题比较麻烦。关于其字形，近年来，谢明文先生作了很好的梳理，
从甲骨文到金文的演变脉络基本梳理清楚了（参《
“或”字补说》，
《商周文字论集》，上海古
籍出版社 2017 年）。
“或”字初文见于甲骨文，作

，到了第五期作

（刘钊主编《新

甲骨文編（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第 721 页），西周金文中演变为
、

、 、

。“或”本是一个象形字，金文中割裂为两个构件，右旁是“柲”的初文，西

周晚期讹变为从戈。《说文解字》云：“或，邦也。从囗，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
或又从土。”乃是就讹变的字形立说的。
“或”是“国”和“域”的共同初文。古文字中的某个字是后世几个字的共同初文，这
种现象在汉字发展史上是比较常见的，如受与授、卿与嚮饗、郭与墉、事与吏使等。其实质
就是一个字承担了几个词的职能，为了语言记录的精确，这些记词职能要进行分化。如果其
分化的时代层次弄不清楚，就会影响古文字资料的释读。金文中的“东或”
“南或”的“或”
一般读为“国”，但也有学者主张读为“域”。根据我们的研究，古书在传抄过程中，每个时
代的人都会用当时的文字“转译”前代的文字，在“转译”中，对字词分化的处理是有师承
的。也就是说，今天古书的用字表词情况可以成为我们释读古文字相关资料的一个可靠依托。
所以，根据金文中的字形分化情况及《诗经》中的用词（如“南国”）
，我们认为“东国”
“南
国”的释读是可信的。西周金文中的“四或”（或表述“四方”、“四国万邦”），春秋时期写
作“四国”（

，见春秋晚期楚国器王孙诰钟）。西周中期录卣之“内国”字作

中期应侯视工簋之“南国”字作

，西周晚期师

簋之“东国”字作

，西周

。这说明，“或”

字所表达的“国”字义，在西周已经分化出两个字形：国和
，后来
被废除。“域”
字分化晚于“国”字，重在表达疆域义（如《论语·季氏》的“邦域”），字见于战国晚期
的楚帛书（同篇另有“东
”“西
”之词）。
西周时期“国”字的内涵跟今天不同，今日国家意义的“国”，在西周称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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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邦、国意义逐渐混同发生于西周晚期（如毛公鼎之“我或”），
东周时期邦、国混用，如春秋早期宗妇鼎曰“ 国”，春秋早期晋姜鼎则称“晋邦”，这
个时期出现了“邦国”一词，同义连文，见于春秋晚期蔡侯申歌钟（参陈英杰《西周金文作
器用途铭辞研究》，线装书局 2008 年，第 741-742 页）。相当于今日“国土”意义的词，
金文中使用“土”，即周王朝实行有效政治统治的区域，也就是“先王受民受疆土”（大盂
鼎），乃皇天所付（《尚书·梓材》），而“南国”“东国”都是未纳入周王朝有效治理的
王国领域内的一片地区，虽然这些地区长期被周人压制和盘剥（参朱凤瀚《论西周时期的“南
国”》，《历史研究》2013 年第 4 期）。西周时期“国”与“土”的区别，在西周晚期周
厉王所作㝬钟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西周金文中“或”与“土”的用法与殷商甲骨文是一贯的。
我们回过头再看何尊的“中国”，武王克商后，这里还不是周王朝的有效统治区域，
《尚书·康
诰》中还称为“东国洛”。
总之，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中国”一词可以追溯到西周早期的何尊，但同时也要清
楚地认识到，无论是从区域角度，还是从政治、文化意义层面上，何尊里的“中国”跟我们
今天所说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概念。“中国”一词大概先由地理区域意义（同时包含宗教
意义）发展出文化意义（夷夏之辨），最后演进出政治层面的意义。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唐兰文字学理论体
系研究”（19VJX11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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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臁瘡”考
高
（西安外國語大學

岩

中國語言文學學院，西安

710128）

摘要：“臁瘡”是中醫常見病名，指生於小腿側的毒瘡。因醫藥文獻多用俗
字，“臁”或作“㾾”“膁”等形。通梳理傳世文獻，結合文字學、訓詁學的方
法對其進行考辨，認爲醫藥文獻中“臁”爲“廉”的後起分化字。又“膁”另有
異體“肷”，大型字典辭書未闡釋各字之間的形音義關係，現代醫籍注本不明本
字，多有舛誤，兹略作疏證。
關鍵字：醫藥文獻；臁瘡；異體字

“臁瘡”一詞，爲中醫常見病名，俗稱“爛腿”。古醫藥文獻中“臁瘡”例
夥多，略舉幾例如下：
（1）（宋）莊綽《雞肋編》卷上：“瘡發於足脛骨旁，肉冷難合，色紫而癢
1
者，北人呼爲臁瘡，南人謂之骭瘡
．．，其實一也。”

（2）（元）危亦林撰《世醫得效方》卷十九：“又方：治瘡生於脚胻，名下
．
注瘡
．．，俗謂之袴口瘡
．．．，或因物打撲而成者，其瘡口狹，皮内極闊，皮薄如竹膜，
極痒痛，終日黄水流，延蔓而生甚者，數年不愈，又易於染過他人，患此者須忌
房室，則易愈。内外臁瘡皆治之。”2
（3）（明）孫一奎《赤水元珠》卷十二：“夫臁瘡者，皆由腎臓虚寒，風邪
毒氣外攻三里之傍，灌於隂交之側，風熱毒氣流注。兩脚生瘡，腫爛疼痛臭穢，
步履艱難。此瘡生於臁骨爲重，以其骨上肉少皮薄，故難愈。”3
（4）
（清）王維德《外科證治全生·治法》：
“臁瘡治法：生於小腿，男人謂
4
之爛腿
．．，女人謂之裙邊瘡
．．．。

粗檢文獻發現，“臁瘡”最早見於宋代，其别名很多，有骭瘡、下注瘡、袴
口瘡、爛腿、裙邊瘡等稱謂。此瘡生於小腿，腫爛疼痛，臭穢難聞。例（1）
“骭”
即小腿，《説文解字·骨部》：“骭，骹也。”又“骹，脛也。”例（2）“胻骨”即
1（宋）莊綽《雞肋編》卷上，四庫全書本，頁

36a。

48b-49a。
72。此例“兩脚生瘡”之“脚”非脚掌，而是小腿。
4（清）王維德《外科證治全生·治法》
，清薑成堂刻本，頁 19b。
2（元）危亦林撰《世醫得效方》卷十九，四庫全書本，頁
3（明）孫一奎《赤水元珠》卷十二，四庫全書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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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腿骨”，
（清）吴謙《禦定醫宗金鑒》卷八十九《胻骨》：
“胻骨即膝下踝上之
小腿骨，俗名臁脛骨者也。”5又該書附有圖説（見圖一），圖中人物小腿處標識
瘡體，又左側書“臁瘡生兩腿脛之裏外廉骨”。例（3）
“臁骨”即“脛骨”。如（元）
李直夫《虎牌頭》第三折：“相公的言語道，你不跪著呵，大棒子先敲折你兩臁
骨哩。”6又“生於臁骨爲重”句，特别指出脛骨正面邊緣肉少處的瘡體難治。例
（4）直接点明臁瘡生於小腿。結合上述例證知，此瘡瘡體多位於小腿兩側及小
腿骨正面邊緣肉少處。

圖一

《禦定醫宗金鑒》卷七十一7

“臁瘡”或作“㾾瘡”，用例如下：
（5）（宋）竇漢卿《瘡瘍經驗全書》卷五：“㾾瘡，此毒受在肝腎經，痛不
可忍，用内托流氣飲治之……再服紫蘇流氣飲、三香和氣飲。搽藥用腿遊風，及婦人㾾瘡藥通用。”
8

（6）
（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卷七：
“《雲谷醫抄》治㾾瘡爛腿，用佛
前多年陳久供花，取來用香油浸貼即愈。”9
“㾾瘡”宋代已見，義同“臁瘡”，指爛腿病。上舉兩則皆爲“㾾瘡”的治
療方法。例（5）出自《瘡瘍經驗全書》，是書亦有圖解（見圖二左）。圖繪一男
子，瘡體位於小腿兩側，旁注“㾾瘡”。正文藥方指出“紫蘇流氣飲、三香和氣
飲”與婦人㾾瘡藥通用。卷六即畫一婦人（見圖二右），旁注“裏外廉瘡”，小腿

5（清）吴謙《禦定醫宗金鑒》卷八十九，四庫全書本，頁

35a。

6（明）臧懋循輯《元曲選》
，萬曆四十四年序刊本。
7（清）吴謙《禦定醫宗金鑒》卷七十一，四庫全書本，頁

20a。

8（宋）
（疑僞）竇漢卿《瘡瘍經驗全書》卷六，明隆慶三年三衢大酉堂刻本，頁
9（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卷七，清同治十年吉心堂刻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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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亦標記瘡口。其後所開治方即爲“紫蘇流氣飲、三香和氣飲”。可見，“㾾瘡”
“裏外㾾瘡”名異實同。例（6）“㾾瘡”“爛腿”連文，“㾾瘡”即“爛腿”。

圖二

竇漢卿《瘡瘍經驗全書》

圖三 《三才圖會》

古醫籍又有“膁瘡”，與“臁瘡”“㾾瘡”同，如：
（7）
（宋）
《仁齋直指》卷二十四《諸瘡方論》：
“或風熱毒氣流注兩脚生瘡，
腫爛疼痛，步履艱難，惟生於膁骨者爲重，曰膁瘡。以其骨上肉少皮薄難愈，至
有多年無已，瘡口開闊皮爛骨現，臭秽可畏者，先當取蟲，然後傳藥。”10
（8）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身體》：
“夫膁瘡者，腎臟虛
寒，邪毒併攻三里之傍，隂交之側，下焦久損，漸次潰爛難擡，風濕相合，骨肉
損傷。”
“膁瘡”的症狀也是小腿潰爛。例（7）
（8）描述病因，與例（3）語境一致。
這説明“膁瘡”同“臁瘡”。又例（8）前有“膁瘡圖”，據圖可知此瘡亦生于小
腿骨正面邊緣處（見圖三）。以上從語境、圖解可證明“臁瘡”“㾾瘡”“膁瘡”
同，皆爲生于小腿兩側及脛骨側緣的惡瘡。
然而，歷代字韻書中“㾾”“膁”的詞義皆與小腿無涉。“㾾瘡”“膁瘡”可
指稱“爛腿”，蓋因“㾾”
“膁”與“臁”同。
“臁”最早見録于宋代字書和韻書。
《集韻·鹽韻》：
“臁，脛臁也。”
“脛”即小腿，那麼“臁”定與小腿有關。
“㾾”
“膁”與“臁”字形上聯繫密切。
“臁”與“瘡”組合成詞，
“瘡”從“疒”，
“臁”
或涉下字類化作“㾾”。又俗書“月”
“疒”可互换。
“月”旁作“疒”旁，如“脹”
俗作“痮”，
《龍龕手鏡·疒部》：
“痮、瘬，二俗，知亮反，滿也，正作脹。”
“疒”
作“月”，如“臞”或作“癯”，《廣韻·虞韻》：“臞，《説文》：‘少肉也。’或作
癯。”又“疹”同“胗”，《説文·月部》：“疹，籀文胗”。故“㾾”同“膁”。簡
10（宋）
《仁齋直指》卷二十四，清四庫全書本，頁

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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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表“臁瘡”時，“㾾”“膁”“臁”可通用，其中“臁”爲本字。
至於“臁”的語義來源，尚需進一步探討。11（清）方成珪《集韻考證》
卷四：“臁：注脛臁也。案，宋本及《類篇》并作脛廉。”12方氏指出“脛臁”
有異文作“脛廉”。“廉”本義指“狹窄”。《説文·广部》：“廉，仄也。”引申
指邊。如《墨子·旗幟》：“寇傳攻前池外廉。”孫怡讓間诂：“廉，邊也”。
醫藥文獻中“廉”或指體表側面邊緣，或用爲位於體表邊緣經穴之名的構
詞語素。如：
（9）（唐）王冰《靈樞經》卷三：“大腸手陽明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
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
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於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13
（10）
（晉）皇甫謐《針灸甲乙經》卷三《手陽明及臂凡二十八穴第二十七》：
“下廉在輔骨下，去上廉一寸……上廉在三里下一寸。”14
（11）（晉）皇甫謐《針灸甲乙經》卷三《足陽明及股凡三十穴第三十三》：
“巨虛下廉足陽明與小腸合在上廉下三寸。”15
例（9）説明大腸手陽明脈的經脈循行情况。句中“廉”皆爲側邊義。例（10）
“上廉”爲位於前臂側緣的穴位名。
“下廉”在“上廉”下一寸。例（11）
“巨虛”
指小腿脛骨間凹陷處。16“上廉”“下廉”與“巨虛”連用，爲小腿經穴名。
至晚在宋代，這兩種用法的“廉”可作“臁”，如：
（12）
（宋）李景元注《淵源道妙洞真繼篇》卷上：
“小腸手陽明之脈，起於
小指之端，循手外，上腕出躁中直上，循臂骨下臁，出肘内側兩筋之間，上循臑
外後臁。”17
（13）（明）朱橚《普濟方》卷四百二十三《資生經》：“上臁穴在三里下一
膚，附脛骨外，是灸之百壯第七，下臁穴在臁下一膚，一云附脛骨外，是灸之百

lián，
小腿的兩側。”
《中华大字典·肉部》：
“臁，脛—也。見《集韻》。按，膝下踝上正面突出之骨也。”
《漢字源
流字典》：
“臁，本義爲①小腿。又指②小腿的兩側。”
《中醫大辭典·基礎理論分册（試行本）》：
“臁，脛的
兩側。”
12（清）方成珪《集韻考證》卷四，清光緒瑞安孫氏刻本，頁 39b。
13（唐）王冰《靈樞經》
，明趙府居敬堂本，頁 2a。
14（晉）皇甫謐《甲乙經》卷三，明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本，頁 32a。
15同上，頁 38b。
16王慶其，陳曉主編.實用内經詞句辭典 修訂版[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86.
17（宋）李景元注《淵源道妙洞真繼篇》卷上，涵芬樓本，頁 8。
11近些年編纂的字典辭書語義多不相同，例如：
《漢語大詞典》：“臁，小腿。”《現代漢語詞典》：“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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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第八。”18
（14）（明）芮經匯集《杏苑生春》卷二《手陽明大腸經形穴總歌訣有二十
法》：“合谷陽谿遍歷排，温溜下臁上臁位。”19
例（12）與例（9）對應，都是對經脈循行情况的説明。句中“臁”表邊側。
例（13）（14）“上臁”“下臁”爲經穴名。前一例爲腿部經穴。後一例是臂部經
穴。可與例（10）（11）比勘。
可見，
“臁”爲“廉”的後起分化字。
“廉”本指側邊，加肉旁分化作“臁”。
“臁”可專指小腿兩側，
“臁瘡”即其例。再由小腿兩側繼而轉指小腿。如（明）
汪瓘《名醫類案》卷八：“鴻臚翟少溪，兩臁生瘡，漸至遍身。”20“兩臁生瘡”
即兩腿生瘡。又“臁”指小腿，今之方言仍有存留，如宜昌方言稱腿肚子爲“臁
巴肚子”。21
古醫籍多用俗字，“臁瘡”之“臁”或作“㾾”，或作“膁”。大型字書未收
“㾾”“膁”的小腿側和小腿義，以上諸字的字詞關係也未作揭示。古醫籍點校
者不明本字，照依字辭書已有義項解釋詞義，難免會出現錯訛。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膁”。
“膁”或指“牲畜腰兩旁肋與胯之間的軟凹處”。
《玉篇·肉部》：
“膁，腰左右虛肉處。”如（南北朝）賈思勰《齊民要術》卷六：
“膁腹小則脾小，脾小則易養。”22（明）劉仲達《劉氏鴻書》卷一百零八：
“目
欲滿而澤，腹欲充，膁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23在此基礎上可引申
指“動物腰左右虛肉處的皮毛”。如（清）周壽昌《思益堂日劄》卷四：
“石青緞
白狐膁皮褂一件。”24此時，
“膁”或作“肷”25。如（清）西湖散人《紅樓夢影》
第四回：“頭上勒着包頭，身上披着大紅縐紬白狐肷。”26以上“膁”“肷”之意
定然與小腿無關。

18（明）朱橚《普濟方》卷四百二十三，四庫全書本，頁

6a。

90b。
41b。
21王作新著.三峽方言研究 宜昌方言詞語及文字匯釋考議[M].武漢：武漢出版社，2003:7.
22（南北朝）賈思勰《齊民要術》卷六，四部叢刊景明鈔本。
23（明）劉仲達《劉氏鴻書》卷一百零八，明萬曆刻本，頁 6b。
24（清）周壽昌《思益堂日劄》卷四，清光緒十四年王先謙等刻本，頁 7a。按，
“缎”原卷作“段”，“褂”
原卷作“袿”。
25“肷”在古籍中或爲“㱃”俗字，見（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七十四：
“㱃此味上邑錦反。
《説文》：
‘㱃，
歠也。從次酓聲。’歠音川悦反。經從肉作肷，非也。”或爲“服”俗字，指服氣。
（清）清劉喜海輯，劉承幹補
《海東金石苑補遺·晉高句麗好大王碑》：
“賊不肷氣，敢出交戰，言其抵死相距。肷即服。”以上二義，大
字典未收，可不。
26（清）西湖散人《紅樓夢影》
，清聚珍堂本，3b。
19（明）芮經匯集《杏苑生春》卷二，明金陵書房蔣氏石渠閣刻本，頁
20（明）汪瓘《名醫類案》卷八，清四庫全書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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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辭書及古籍點校本，因不明“膁”之音義，或釋“膁”爲“牲畜腰兩側
肋與胯之間的虛軟處”之類，或據徑改作“膁”爲“肷”。兹分辭書類和點校類
擇要羅列如下：
（一）辭書錯誤
1.“膁”的釋義所引例證誤。
《漢語大詞典》
“膁”的第一個義項“牲畜腰兩
側肋與胯之間的虛軟處。亦指人的腰部”，引例爲元岳伯川《鐵拐李》第四折：
“爲孤兒寡婦動情懷，因此上瘸膁跛足踐塵埃。”引例中“瘸膁跛足”中“膁”
與“足”相對，顯然其義爲腿，非腰。
（二）點校錯誤
1.不明詞義，誤釋“膁”
（1）孫振傑校著《濟衆新編》卷五：
“蟲盡後以艾湯如白礬洗淨，黄連、檳
榔末糝付，治膁瘡。”27
按，
“膁瘡”即“臁瘡”，爲生於小腿側的惡瘡。孫校本注“膁瘡：下肢潰瘍。
膁，即肷，是身體兩旁肋骨和胯骨之間的部分（多指獸類的）”。28該注釋前後矛
盾，當正。
2.“膁”誤改作“肷”
（1）臧守虎校注《傳信適用方》卷下：“治肷瘡累年不效。”29
（2）邱金麟，王鳳蘭校注《扶壽精方》卷四：
“擇乳説。凡乳母形色，美漏
甚多。不可求俻，但無狐臭、癭瘤、鼠瘻、哮喘、癬疥、癲癡、白禿、瘡瘍、闕
唇、耳聾、齆鼻、肷瘡……諸般殘患。”30
例（1）
“肷”四庫全書本作“膁”。例（2）
“肷”萬曆十五年刻本亦作“膁”。
兩句中“膁”皆同“臁”，指小腿側。但點校本誤改“膁”爲“肷”
，並注“肷（qi
ǎn），腰兩側肋骨和胯骨的部分”，誤。
以上種種錯訛，蓋因不明異體字有廣狹義之分。狹義的異體字就是音義完全
相同，只有外形不同的字。廣義的異體字又叫作部分異體字，即只有部分意義相
同。31上述討論的“臁”與“㾾”“膁”即是一組部分異體字。在表示與小腿相
關的含義時，三字可以通用。
“膁”
“肷”也是一組部分異體字，在表示“動物腰
27孫振傑校著.濟衆新編釋[M].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7：343.
28同上，第

412-413 頁。

29（宋）吴彦夔撰；臧守虎校注.傳信適用方[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82.
30（明）吴旻等編著；邱金麟，王鳳蘭校注.明清驗方三種[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91.
31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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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虛肉處的皮毛”時，兩者可以换用。但“臁”與“肷”之間並不是異體關係。
現代醫籍注本誤改“臁”爲“肷”，讀者對該詞更加莫衷一是。文獻中字詞之間
的對應關係往往極爲複雜，需要明辨考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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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3

“승겁들다”詞語來看
佛婚的痕跡
兼談語言人類學

河永三
韓國
慶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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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ᵊ㓄
• 妾㛤⬐㑷㬐㓎㬐Ỗ㒆∕

• 塾旘䅇䰌ᾢ㓎僩㮺∿⇏僗䴢
• 䑵☯ᾢ㓎枧Ỗ漡宠䐡䵻ㅾ㨉 ᴌ☧摶⩏漓伋☧䨫ᶋ⩏撊⣊㘈ȼ
• ⊞◟漡ℜ⠛㨉漏ỠṚ漓⬎ᵗṚ㑘漐
ࡍཌᵳ˄⌅䈝˖Droit du seigneurˈ/ˈdrɑː də seɪˈnjɜːr/ˈ⌅䈝ਁ丣˖[dʁwa dy sɛɲœʁ]˅а䇽ࠪ
⧠Ҿѝц㓚Ⲵ㾯⅗ˈᱟᤷаൠⲴ亶ѫާᴹ઼ᖃൠᡰᴹѝл䱦ቲྣᙗㅜа⅑ᙗӔⲴᵳ࡙Ǆ
⌅䈝⭘䇽“Droit du seigneur”(ҖՔ߅ ҋ ۿϵծ = Law of the Lord)བྷ㠤ਟԕ㘫䈁Ѫ“亶ѫⲴᵳ࡙”ˈ
ն൘ᨀࡠ䘉ᵳ࡙Ⲵ㹼֯ᰦˈ⌅ഭᵜ൏ࡉٿ⡡⭘“droit de jambage”˄“㞯Ⲵᵳ࡙”˅ᡆᱟ“droit
de cuissage”˄“བྷ㞯Ⲵᵳ࡙”˅Ǆ䘉њ䇽䙊ᑨ㻛⭘ᶕоб䈝ѝⲴ“jus primae noctis(ࡪ ݛչ
ցࢇ ϡફ˄)ݛ/ʒʌs ˈpraɪmiː ˈnɒktᵻs/[1]ˈࡍ
ࡍཌᵳ˅”ᖃ਼ѹ䇽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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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塾䋬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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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ࡕ Ьࢂ ۽к &DWKHGUDORIWKH6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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ݠʤҚЬ㏭ᶵ⡤␘
=ῦ↪漏ݣʧ漐
ῦ↪漡Ƀ曒☊㸡⩖妝庬⁷Ʉ
漏1漐瀡ῦ↪壢瀢ᵊ䬠䤰ȼɃ㙽≖旛婗Ʉ漏㚖㬎㘫漐Ȼ㙶Ȼ⧀⤵杝Ȼῦ本ㅆ
漐漡᷉忍ㅆ⻄ῦ本㾹害漓及涖㘪㒯⥥ῦ↪ᵊ『ᵞȼἬ☊⬙㘈㩣Ỗȼ⡟旀
⺋⥥⪵⁇姊槗ῦ漓儆㒯⥥ᴈ㓤⌋⪾漓威ᵊṜ⥛ȼ忍⪵ᶥῦᵊ槗ᴊ漓㾹
⥥ᵊ寡⌥ᶐ漓及场Ỗᵞȼ
漏2漐ݭʧЬ. Ƀ⋣᷉惊㚖Ʉ漏28漓㙰曒婮妝Ȼ惊壿漐漡㈮ῦ↪ȼ㘫㘜ȼ
㗽墊Ƀ䘞僗夗Ʉȼ⁵☊Ỗ漓䀠姕害寣漓⡲⩏⋉蔫Lī漓⻄彨ῦ归漓⌌㗯敤
㫰漓ᷤ⊙ⵢ尕⺋漓⣊弙⦑彨ᶹȼ宦伋䀠ⵢ伄漓䱁ᴌ⺖⧀ȼ摶㾹ῦ归ᵊ
㘈漓ᷤⵢ尕伄漓䤰㈮ῦ↪ȼ㑄㙰ᶹᷤ⏀⼦⻪当䀠䰮伄漓威ᵊ瀡Ῠ↬
ɚъЩ瀢漓妝⫥㘫㩣ȼ

瀡ῦ↪瀢漏 Ƀ⪊≖旛婗Ʉ 漐
瀡ῦ↪壢瀢
=瀡㈮ῦ↪瀢漏Ƀ㙰曒婮妝Ȼ惊壿Ʉ⸔僩Ƀ⋣᷉惊㚖Ʉ漏28漐漐
=瀡Ṛ⥙瀢
=瀡敢㫮瀢漏Ƀ䘞僗夗Ʉ漐

ኟᚷপᝏૅဟਝূஞᝏଢ଼ਚౣ
ၻ
㣥


瀂Ῠ↬壤瀃 Ƀ曒☊◹㘈㸡⩖庬⁷Ʉ
ࣸࢇ ݤखɾ  ٕࠪݦΤ،ࡶ ଡ͉ एΰЕ ࢊ. ࢇԞ ࢸ८ձ ʠ Ьࡸ߾ߞ ٕݦЕ ݦԊ˕ ଡ͉
ଟ ܹ ߹Ьˈ ଞЬ. ˈԮݤоࢂ ࢇܖԂ ࢷଥक.
ῦ↪ȼɃ䃔坋戱彷旅Ʉ漏屳䃔㓤夗Ȼᴺ墊姷ᶊȻᶹ䅨漐漡⋇佝⧀⤵ᵊ㯔漓䑵⁵⥙㓤漓忍⪵儈䡕
漓㒻⥥⪵漓⌋㾹䑘⪾⠕漓ℤ彿䪆归ῦ漓⠙ᾘ䗚亝漓⬉⡈伋ẚῦȼ㒯⥥⎋ῦ⪾ᴈ⠛漓䀵⺋忍
儆⥥⌋⫡ᶐȼ槗涖㑄Ỗㄿ威Ῠ↬壤伄漓ᶥ㩣枧䛢ȼ
瀂Ṝ⥛瀃
ࠛΤ ߾ܖ۰, Էձ հ ٕݦɼ ݦԊ˕ Ѱଜ̛ ࢷ߾ ࢽख߾۰ یக،ࡶ 乲㎽˕ ଡ͉
Е ࢊ. (⛐⎌侩䘬佺ᷕ炻⨂䥖䘬㕘⧀⽭枰⛐䇞㭵⭞冯槗ῦ䜉ᶱ㘂炻䃞⼴ℵ冯㕘恶䜉奢ˤ)
=瀡敢㫮瀢
=瀡⪣⡲瀢
=瀡㑐㢸瀢Ƀ⯵⠶旛妋Ʉ漏=Ƀ⯵⠶⻖䑤Ʉ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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瀡ῦ↪壢瀢
瀡ῦ↪瀢漏 Ƀ㳊㓔䴜䧌Ʉ 漐
=瀡㈮ῦ↪瀢漏 Ƀ⋣᷉惊㚖Ʉ漏28漐 Ƀ㙰曒婮妝Ȼ惊壿Ʉ漐

瀂Ῠ↬瀃䖅䑱䤲

㈰=ӂЬ: 䏳䃯ӂЬ(㑄『埄⺖ᴤ惌), ߵۑӂЬ(䣏㔖㦤), 㶃䊜ӂЬ(埜䖃ㇻ⍼
̫ΒӂЬ(ᷕ廆℅䄰₿), ΰ݁ӂЬ(䣏㷁㌌牞)……

=瀡Ṛ⥙瀢
=瀡敢㫮瀢漏Ƀ䘞僗夗Ʉ漐
=瀡⪣⡲瀢漏Ƀ䘞僗夗Ʉ
=瀡㑐㢸瀢漏Ƀ⯵⠶旛妋Ʉ漐
ῦ↪壢
漏ῦ↪Ȼ
㈮ῦ↪漐

Ṛ⥙
旄

敢㫮

⪣⡲

㑐㢸

曲婮
㛫⛓⫧ 䘞偉 ৢؿҡ߅
ऑжࡵ ঈϕࢿ ࡶ۽ʠଜ
Е ˕ࢂԷԻঈϕձ ࢂ
ଜЕ ěণĜ FKRPWRQ
⍣昌䪍屆䘬ㆸ⸜₨⺷



瀂Ῠ↬瀃䖅㒈䉼寈㒚
漏漐Ƀ䘠僙枩☠夙Ɇ

䷳⛹㒆ⶒ漓僩䐰䖃◽ᵥ梅 ZLNLVRXUFHR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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侴⥳埴ḳ侭炻䁢暋彎㬌䈑俛ˤ⭞Ṏ㚱㌐拊冯屏⤛昋㮗侭炻媪ᷳ ⤥ḳˤ味ᶨ㬚ᷳᷕ炻ᶨ㬊⎗⽉ᶨ⤛炻㖊⃩⍿炻
㚜ᶵṾ姙ˤ
㗗⣄炻⣏姕梚梇ˣ溻㦪炻㚫奒晋ˤ攨⢾䷃ᶨ檁㢂炻墅⟹㲍Ṣˣ㲍䌠ᷳⰔḶ℞ᶲ炻ㆾ⋩检炻ㆾ㬊ᶱ⚃㝂炻屏⭞⇯䃉ᷳˤ
⎬㊱㓭ḳ炻↉ᶫ㖍侴⥳㑌ˤ㖊㖷炻ẍ延⁀溻㦪彶㬌侴㬠ˤẍ䵝ⷃ䳸Ḵṕ⫸炻ᶨ⇯⛸⤛Ḷ℞ᷕ炻ᶨ⇯⛸Ḷ℞ᷕ炻ᶵ
㙱℞⎋婔ỽ婆ˤ溻㦪ᷳ倚╏數炻㗗⣄ᶵ䤩䉗⣄ˤ倆军㛇冯⤛ᾙℍ炻奒ẍㇳ⍣℞䪍炻䲵ᷳ惺ᷕˤㆾ媪䇞㭵奒晋⎬溆Ḷ
柵ᶲ炻ㆾ媪ᾙ▿ẍ⎋炻ㆾ媪冯⤛Ṍ⩦ᷳḳ炻ㆾ媪䃉㬌ˤỮᶵ⭡ⒸṢ夳ᷳ炻ẍ卓䞍℞䘬ˤ军⣑⮯㖶㗪炻⇯⍰ẍ延⁀
溻㦪復⍣ˤ⼴䔞ẍⶫⷃᷳ栆冯岾幓ˤ⏎⇯㬌⤛䳪䁢㬌㚱炻ᶵ⎗⼿侴Ṿ怑ḇˤἁ夳侭炻⣏⽛ᶩ惱ᷳ⚃㚰⇅ℕ
⣄ḇˤ
⇵㬌䇞㭵⽭冯⤛⎴⮊炻㬌⼴⇯㕍㕤⢾炻ả℞ᷳ炻䃉⽑㊀㜇昬旚ᷳ䞋ˤ军劍⩩⧞炻⇯晾㚱䲵⸋ᷳ䥖炻ᶵ忶劵䯉⽆ḳˤ
⣂㚱⃰⦎侴⼴⧞侭炻℞桐㖊ᶵẍ䁢」炻Ṏᶵẍ䁢⿒ḇˤ昋㮗ᷳ⣄炻ᶨᷕㆾ军⋩检⭞ˤ❶ᷕ彶忻侭炻Ṍ拗㕤徼嶗
攻炻溻㦪ᷳ倚炻䃉嗽䃉ᷳ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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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䛇冀桐⛇姀˫炻ἄ侭㗗⃫ẋṢ␐忼奨ˤ㚠ᷕℐ㕡ỵṳ䳡Ḯ㞔❼⮐⛘⋨䘬ˬ䛇冀⚳˭㬟⎚ˣ
䔞⛘⯭㮹䘬㔯⊾佺䫱䉨㱩ˤ
忁⎗㗗䎦⬀⎴㗪ẋⓗᶨ䘬ˣ斄㕤㞔❼⮐檀㡱ⷅ⚳䘬㬟⎚姀抬炻㗗朆ⷠ慵天䘬⎚㕁ˤ
㔯ᷕṳ䳡婒炻⎌
⎌ẋ檀㡱Ṣ夾⤛⬑䪍屆䁢↞䈑炻䫱⤛⬑⇘ᶨ⭂⸜䲨炻⽭枰䓐⍂䥖倀婳Ṣ婎䴻
ἄ㱽炻ẍㇳ㊯㊹䟜℞嗽⤛兄炻⎵㚘ˬ昋㮗˭ˤㆾṢ冯⤛⫸⎴炻忁㧋⤛⬑⫸ὧ⎗㓦⽫↢⩩Ḯˤ
ˬ昋㮗˭䓙⭀㕡枺ⶫ㱽Ẍ⮎㕥ˤ屜Ṣ⭞䘬⤛⬑⇘㬚炻屏劎Ṣ⭞ᷳ⤛㚨㘂ᶵ崭忶㬚炻⽭
枰ẌṢ⍣℞䪍幓ˤᶨ凔ね㱩ᶳ炻天⃰埴⟙㈡炻⭀⹄㚫䘤ᶨ㓗埇䆕炻ḳ⃰⛐埇䆕ᷕ攻∫ᶨ忻⌘
姀ˤ
ˬ昋㮗˭ᷳ⣄炻埇䆕䅫⇘⇣䔓ᷳ嗽炻⇯㗗⤛⬑埴ˬ昋㮗˭ᷳ㗪ˤˬ昋㮗˭⇵⋲㚰ㆾ㖍炻⤛
⬑䇞㭵⽭㑯ᶨἮ䁢⤛⬑ˬ昋㮗˭ˤ᷎㸾⁁ᶨ⭂㔠慷䘬䥖⑩炻ἳ⤪惺ˣ䰛ˣⶫⷃˣ㩛㤼ˣ戨☐
䫱ᷳ栆炻䚳Ἦ㞔❼⮐䘬⯂㗗ᶵㆺ惺䘬ˤ䔞䃞炻Ṏ㚱ᶵ天拊䁢屏⤛ ˬ昋㮗˭䘬炻媪ᷳ ⤥ḳˤ
瀡Ἀ䞍忻⎌ẋ㞔❼⮐䘬ˬ昋㮗˭桐╶烎瀢
䓙 扺婒䖳婆 䘤堐Ḷ㔯⊾

ᶲ㔯婒⇘䘬ˬ昋㮗˭佺炻〘〘㗗ᴬ⚳⬳⃫㗪㛇炻䛇冀⚳䘬桐ˤ䛇冀⚳ỵ㕤Ṳ⣑䘬㞔❼⮐
⠫ℏˤ䔞㗪ᷕ⚳嗽㕤⃫㛅䴙㱣ᷳᶳˤ⃫㛅ἄ䁢ᶨᾳ呁⎌㕷ᷣ㓧䘬䌳㛅炻⮵⛇⛘㚱ᶨ䧖➟⾝ˤ⚈
㬌炻⃫㛅㚦ᶵ㕟⮵䶔䓠ˣℓ䘦⩛⨎炷Ṳ㲘⚳⠫ℏ炸ˣ䛇冀ˣ⌈⧮ˣ⬱⋿䫱⚳㕥≈⼙枧ˤ⃫㛅䘯
ⷅ㳦怋忶ᶵ⮹ἧ侭↢ἧ忁ṃ⚳⭞ˤ℞ᷕ炻㚱ᶨ㫉㳦怋Ḯᶨỵ⎓␐忼奨䘬⛘䎮⬠侭↢ἧ䛇冀⚳ˤ
␐忼奨⮯冒⛐䛇冀⚳䘬夳倆姀庱ḮᶳἮ炻᷎⼿ẍ㳩⁛⇘Ṳ⣑ˤ⛐䛇冀⚳炻␐忼奨䘤䎦Ḯ⛐䛇
冀⚳炻⣱埴ᶨ䧖⎓ ˬ昋㮗˭䘬桐ˤ

ę⎌ẋ㚱ᾳ⣯⿒䘬⚳⭞炻⤛⬑悥天婳⯂ˬ昋㮗˭炻ᶵ䃞⯙⩩ᶵ↢⍣Ě



腆䚋䷃㘯䤾  ;MOMTIHME
NE[MOMTIHMESVK

腆䚋䷃㘯䤾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by 㕈䭅䤡(Chou Da-guan) (Author), 䳥份䆗(Chen
Hurng Yu) (Translator) #5+0  %/'4550
2WDNKUJGT  䚛䀩㖖㒚㊋䜅㠒䁶䃋 2FWREHU

2WDNKECVKQPFCVG  2FWREHU

腆䚋䷃㘯䤾  ;MOMTIH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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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忼奨儈Ʌ䘠僙枩☠夙Ɇ

=␐忼奨漏a漐㗗⃫㛅㴁㰇㯠▱⛘㕡䘬Ṣˤ⃫ㆸ⬿⃫屆Ḵ⸜漏1296, 30㩱漐炻Ṿ⣱㳦⍣䛇冀䘬
椾悥⏛⒍䩇漏$QJNRU:DW漐炻ỷḮ㔜㔜ᶨ⸜炻⚆⚳ᷳ⼴炻㈲⛐⏛⒍䩇䧖䧖夳倆姀抬ᶳἮ炻⮓ㆸḮ˪䛇
冀桐⛇姀˫ˤ
忁㛔㚠⛐⃫ẋ䘬㗪῁⎒㚱ㇳ㈬㛔炻⇘Ḯ㖶ẋ炻ㇵ㚱Ḯ㛐⇣㛔↲⌘炻Ữḇ⣂暄⛐⎊↲ᷕ炻㰺㚱╖䌐䘬
↲⌘㛔ˤ㖶ẋ䘬˪婒悃˫ˣ˪㬟ẋ⮷⎚˫ˣ˪⎌Ṳ忠⎚˫ˣ˪⎌Ṳ婒㴟˫ˣ˪䘦ⶅ⬠㴟˫䫱⎊↲ᷕ悥
㓞抬Ḯ˪䛇冀桐⛇姀˫ˤ
⇘Ḯ㶭ẋ炻˪⎌Ṳ⚾㚠普ㆸ˫˪⚃⹓ℐ㚠˫ḇ悥㓞抬Ḯ忁㛔㚠ˤ
⋩ḅᶾ䲨炻䓙㕤㫸㳚Ṣ攳⥳䴻䔍Ṇ㳚炻⮵㜙⋿Ṇ䘬㬟⎚ˣ⛘䎮朆ⷠ慵夾ˤ忁㛔⛐䔞㗪厗㔯ᶾ䓴⸦᷶
塓怢⾀䘬叿ἄ炻⍵侴⛐ᶨℓᶨḅ⸜䓙㱽⚳Ṣ暟䧮㱁嬗ㆸḮ㱽㔯炻䘤埴⛐˪㕭埴⸜⟙˫炷1RXYHOOHV $QQ
DOHV GHV9R\DJHV炸ᶲˤ
㱽⚳⛐⋩ḅᶾ䲨㛓炻䴻㈲㜙⋿Ṇ䘬㞔❼⮐ˣ⚳ˣ崲⋿炻∫ℍ℞㬾㮹䭬⚵炻㱽㔯䇰䘬˪䛇冀桐⛇姀˫
㍸ὃḮᶨ⭂䘬⎚㕁⍲桐ね⟙ˤ
⸜炻㱽⚳叿⎵䘬㻊⬠⭞ỗⶴὅ㒂庫⤥䘬䇰㛔炻慵㕘侣嬗Ḯ˪䛇冀桐⛇姀˫炻㈲厗㔯⎚㕁≈ẍ
䔞㗪䘬⮎⛘⊀⮇屯㕁炻䚠Ḻ⌘嫱炻 Ḯ⼰⣂娛䳘䘬墄姣ˤ忁㛔㚠⮵䔞㗪䘬㫸㳚䣦㚫㍸ὃḮ⬴┬䘬⏛⒍
䩇㔯⊾屯㕁炻ḇ䓊䓇Ḯ⼰⣏䘬⼙枧ˤ
㮹⚳Ḵ˕⸜  炻ᷕ⚳⬠侭楖㈧懆⽆㱽㔯㛔ℵ侣嬗ㆸᷕ㔯炻ㇵ⍰⺽崟厗㔯ᶾ䓴䘬慵夾ˤ
⸜炻⬠侭慹㥖厗⃰䓇⍫㟉⎬䧖䇰㛔䘬˪䛇冀桐⛇姀˫炻 Ḯ娛䳘䘬㟉姣炻ḇ㗗ㆹ㚨㖑教嬨侴⍿
䙲⼰⣂䘬ᶨᾳ䇰㛔
哋⊛漕Ʌⷞᶨ㛔㚠⍣⏛⒍⏏炰Ɇ 漏KWWSVZZZ\OLEFRP5HDGLQJ/LIH$UWLFOHDVS[",' 漐



漏漐Ƀ㡤㛲䴜䥱Ɇ曂㛫㥿䇻
㡤㛲䴜䥱
ҐԾͶ͝ܟΖʲౣҖᯓࢿʳͺɾʲࣆྜྷىʳݫॉ್೧ࠃຌΝఊຌͳ͢ɾీٳಛʰେೈք࢛ྋͳ͢ͱౣҖᯓࢿʱ ʲ͕ண
ਭঃࢢָਕชՌָنགྷʳ ߏఙͶͪ͗ͮ͢ͱ࣊ۡΝրΌͪͲͤɽࡠͶ͍ͪΕɾىชफτέηφΔ͖͵
ޣΕʤޣ৪ʥͳࢧΚΗΖͺఙਜ਼͢ͱ͏Ήͤɽ漏 KWWSVWR\RVKLOLWQDJR\DXDFMSPDUXKDVLU\RGDR\L]D]KLKWPO漐
㺁㛩㼰  ⩖䀖䧡漓ᴬ◼⁂ᷢ㬐擳⑅ᶹȻ儩㱶⪵ȼ⁂㩥⪖僲⠦◚漏漐䐞ᶍ㭞塾≖㔋ȼ

• 䛆灭⚳
• 䛆灭⚳炻凇埴⊿桐⋩㖍⎗⇘ˤ⣑㯋䃉⭺ˤ㭷⩩⧞炻⇯䓟㬠⤛况炻㚨⎗䪹ᶨḳˤ⚳Ṣ䓇⤛军ḅ㬚炻⌛婳
婎䴻ἄ㡝㱽ˤẍㇳ㊯㊹㎵䪍幓炻⍾℞䲭溆⤛柵ˤ℞㭵Ṏ䓐溆柵炻╂䇚⇑ⶪˤḹ⤪㬌⇯℞⤛Ṿ㖍⩩Ṣ炻
媏⤥㬉㳥炻⭄℞⭌⭞ˤ↉⤛㺧⋩㬚⌛⩩ˤ劍℞⥣冯⭊⎰炻⣓⌛╄冒娓ḹ烉ㆹ⥣㚱⦧刚ᶼⶏㄏ炻㓭Ṣၗ
ḹˤ⚳Ṣ䉗䚄炻⇯㕔ㇳ㕟儛炻䅺䀓⌘傟側溍柵ˤ䉗伒军㬣炻⇯㕔炻ㆾ⇲㛐㢻℞⯣㬣炻Ẍ埮ẍ䔞䴆伒ˤ
哫㭢⭛ⒸṢ炻⌛ὅ哫㱽㬣ˤ⤪ⒸṢ㭢哫Ṣ军㬣炻⌛慵优慹炻⤪㖈慹炻⇯岋幓⍾慹岾ˤ
ęʼࡶ ଞ ୯ ΧЕ ࠆ ख߾ ɼ۰ ۏЬ̐Ԟі ߅࣯ சԻࡋ  ࢇݡЬ̐ ΟԂ یԆҚࡵ
үࡶ ί߅ ࢇ ߾ۿծִ ݛЧࡶ ঐଥ ܞˁ 䥿䔅 ଜˈ Ԃ ئ ח㴾㺸 ߾ Ҭհ ࢂ ࡶݥհЬ̐
ࢂݣ ࡵݥԮɼ ܘɼԃࡳԻ ঈϕࢂ ࡸ ߭ࢵ ࡶ֦˱ חঈϕւࡶ ળܘଜࠆʠ̛۰ ஐծЕ ଔձ
ীଜࠆ ̐ ঈϕࢂ ࢇց߾ հЬ߅ ڸТԂ ̐ ঈϕ ߵցࢂ ࢇց߾Ѧ ଔձ ীଥ Ѧࢠࡶ ०ЕЬ
ࢇʨࡶ չ ݤ㑐㢸 Ԃ ٕհЬ ̡ࡈࠞ ࠇء


659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KWWSVWKHQHZVFF($(%%($%(%)($(%($)((($%(%(
&$&($(%$


曂㛫㥿䇻
Ƀ⮜⠸妍䑦Ʉ⊞䣯Ƀ⮜⠸妍Ʉ㔮䐰⁂ᷢ儩㱶⪵㭩⠦㴉ᶍ⁂杹ⴜ僲㩢ᵜ漏1349~1350[夺 1]漐ᴹ⹒㓵ⴁ儵
⋷ㄿ☧☯[夺 2]㴄㶏⊾漏᷉⠨㯈ⳝ漐䖃⊾⻖漏Ƀ㴄㶏䷬⻖Ʉ漐ㄿ卖䖃敃⹔ȼ⌍㙤㭩⠦㴉⬅Ƀ⮚⠶⻖Ʉ䩿∕⌌
ᴹɃ⮚⠶⻖䑤Ʉ漓☧ᷕ䖃㑄ᵠ㭞塾≖㔋℺≯℺≔坋㘫ȼɃ⮚⠶妋䑤Ʉ媯廯㭩⠦㴉☧1330⎋1337ᶋⶥ
柗㰊廆㱶ᶱ嶪䷎⊅䖃≖㰊⎋塾㰊ᶋ䕽⠙ᴩ☯㒸䖃☯䌅Ȼ柍☞Ȼ䅨ᶦ漓㔮忧惌墀䖃ᴬ⠕ᶣ弙⋱㒆䈭ȼ
Ƀ⮚⠶妋䑤Ʉ媯廯㺍㵕Ȼ䌈㭁☊Ȼᴈ⮚Ȼ涺強Ȼ㓟㚜㇓Ȼ溘㲍⭾Ȼᶣ岽Ȼ≟⛍Ȼ㬐⠙忍Ȼ⪽䧤溘Ȼ䘠偋Ȼ
ᴸ楫ᷣȻ㓤ᴼȻ涺惋殀Ȼ彏㙤Ȼ♐Ȼ⌈ᴸȻᴀ⪵≡ȻㄍȻ乖≪Ȼ乖㒚Ȼᴛ₱⋣⅋Ȼ凎㰚樱Ȼ掇峮Ȼ
忼楫Ȼ㳠徇Ȼ⬕⭰Ȼ冁徢擳ȻᴈṚ湏Ȼ⑷ⒶȻ㱠㯤Ȼ㔍⪵乖Ȼ㖸Ȼ䄩⏆Ȼ惌廥乖Ȼ忼䙢⮷Ȼ㒆嫝Ȼ
凎䢃Ȼ溘䅘䅿壑Ȼ凎擧ᾌȻ㓦㴮Ȼ溘䅘勨㋏Ȼ㫖儌伵Ȼ䋬≑Ȼ厱⡓Ȼ惋楫ㅒȻ㒆伀⋣Ȼ⋣惋☯擶Ȼ溘
䅘擧Ȼᴛ塾䧹Ȼ⼤㬳㵽Ȼ冰晡Ȼ㳠㰊Ȼ杺㒆䩓⅋Ȼῦ↟⅋Ȼ⇽㜎⭰Ȼ䅸䑩惋Ȼ䋬庽惋Ȼ㗻Ṗ忍Ȼ⒂嫫⏨Ȼ
∖㶛Ȼᴊ惋Ȼ槗忍㩤Ȼ㮘惋ᴸȻ惐❓Ȼᴛ㳠徇Ȼ⠦ᴸȻ↟惋徢Ȼ☞❓Ȼ䨫ᴈ㴮Ȼ≍乖Ȼ涺徢惋Ȼ↟
⬅擧惋Ȼ㯡㒮䢺Ȼ㈝⌈徢Ȼ≂惋楫Ȼ⠦Ṛ⭰Ȼ杺㒆徢Ȼᴆ惋䛲❗Ȼ⬎⛦⒂Ȼ⋣惋ṚȻ㘊↟⅋Ȼⳳ≖ⳳ塾Ȼ
㐽㇛Ȼ⠦ᵋ䄸Ȼᴆ㴮Ȼ楫‾⭾Ȼ放惋⼜Ȼ⏨Ḽ❓Ȼ⠨✁Ȼ⠨䧹Ȼ⭁㍆乖Ȼ楫殀㲦Ȼ䐗⛊惋Ȼ涺⍴㒮
䢺Ȼ乖⥅㒮Ȼᵋ䄸 䩈☯漓⁰䕽䫆ᶋ䕽⠙ᴩ☯∹ȼ
㗽斎忐⎋ᴊ塾㰊䖃⋥ᴩ仺嫐⪗尸Ỡㄿ卖Ƀ㔞㣍俛壇Ʉ漓⁵₄⪸㘈≉㙤僩Ƀ⮚⠶妋䑤Ʉȼ
㔍ᷢ☯䌅⩥⪵⸟䃭㎯ₘ䖃Ƀᴛ塾㰊伂Ʉᵞ⸔䐧Ƀ⮚⠶妋Ʉȼ
1867凰◼㭈⩥⪵Ȼḥ㑥ḟ归ḙḟ㑘⟪Ḟ㿇ᶙ↚梕㨠☧Ƀᴬ◼㒆䈭䶩䑤Ʉ漏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漐 ᴬ№ᴽɃ⮚⠶⻖䑤Ʉȼ
1871ể乖㒮㭈⩥⪵尜⇑☧Ƀ⋣ᷢᴬ◼⫸放㇈ḮȻ放㇈ⳳ⭝☯⎋⁵ᷕ塾㒸◼⪵䖃䛤嫅Ʉᵥᴬ漓䐧⠦⋶㭈⩖瀡⮚⠶⻖䑤瀢№ᴽᵥ⌌漓䩿䑤☯᷊䷌Ƀ⮚⠶⻖䑤Ʉᴬ䖃瀡⠨
✁瀢㙠[1]ȼ
亍◼㭈⩥⪵㛓⁊ᵈ㗽仺嫐⠦忧℅Ƀ⮚⠶⻖䑤Ʉ幼1913Ƀ弙ㆤɄ[2]ȼ
㯔◼㭈⩥⪵果≡䰡Ȼ尸㘖㗽℅K☧1914⎋1922⬅Ƀ⮚⠶妋䑤Ʉ䖃ᶚ䫆䧟仺嫐ㄏ㯔㒆⋐坧ȼ
1915哣䐯孏㓤㒆嫐㘫[3]ȼ
㯔◼㭈⩥⪵Ḯⴋ⎋㘈䫆媹㒆Ƀ媹⮚⠶妋䑤Ʉ漓幼1951ɃḮⴋ⎋彖卖Ʉ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9B%E5%A4%B7%E5%BF%97%E7%95%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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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漐Ƀ䃔坋戱彷旅ɆɅ屵䃖㓦夙Ɇ
ࠉଭԼ۴ख ! ٕࠉࢊ̛ ! ࣯ʺࢿیࢿʺ࣯ ! ی
>'&,@,7.&B*2B$BBBBBB;0/

ܻ࣏ ϗ ঐ ۴ࣗ  ऑଜ ʽ یࡵیଭ 䬱䨞㐌䦹㧅㌝
䢧 ࢂ ࢂ˗ ࡳࢠٸ Ի ܹଭଞ ࢵ ࠉ ࢂۘଭ 䂜䢧 ̛Լ
ࢇЬ

㛢㘨㋇㲦㥩㛤䤐䗟䞅㔅䢳䩇余䛊㉸㕈䢳㊕㛢䁝㋒䣋
鎍㝟㜌㊽䁤㐉㍆䁝㟝㟙㋜㹞䂾㤝㹞㓱䬿㉸㠇䷬
㪝䦫䞌㔌㹞㟌㓱㔖䇦㠨䁝㟔䠞䳿䢧䳿㤝䇽䃛㥄䧧
䘌䷓䂾䇢㛤紇㸌㠕㱑㨾㜌䷢䲖乺㊀㑝㢪㔚㑂㊕
㚝㋜䖩䘺㐁㙓䘙㑤䇭㜌䴜䠞㹞㤝㊕㊋䇦㷚㲽㌌䇴
䳖㋜㑂䇭㜌㟸䠞㊕㪝㲗㟗㞪䇺㟥㊑㋇䚕㛢䗟䚘
䐀䈕㐉㜤㊓㋜㉸㵚㐢㹧䬱㊭㟗㟗㊓㟤㰙䷛䊠㊑䘰
㊓䭊䦹㎵㎵䞢㐉㍆㋜䃫䛊䷛㹧䂾䐁㸭㊕㦁㥿㋜㐢
㹧䥞㐉㜏㔰䗟㋒㋇㣦䁝㸥㦁㮽㜏㋇㊕㜤㔦㟥䴠㏶
䗟䈶䷛㉸㵚䈄䁝䴠䛊㊑䘰䋼䖘㊀䋼㟗㞪㊕㢰䊝㐉
㜤㨒䬉䗕䞅㔅㊗ೲ㓸䗵㝲㝌㊎㺱ೲ䈃㐂㝕㯹ೲ䭻㟛㮓
㯴ೲ㥕㊦㝘㟛ೲ㔟䂷䇳㟞㛛㤖ೲ㑆䭘㉱䐽䬽㎶ೲ㛝㎖䊕
䖫ೲ㠈㛱䗘㌧㎶ೲ㯣㝘㕒㎶㟞㉶㛞ೲ䁝㥞䭻䚜㝘㔟㟱㊩ೲ
乫佃㮶㌿㪖䦤㎶㒄䤡䗕ೲ㊶㐶㸞䶼䋴ೲ㔏㧹㔏㧹ೲ

ˈࢷ˲ࠇদ۰ ࠉଭԼ۴ख ࢷ12̀ ח࣐ऑୣ 1976ϗશ



漏4漐Ƀ㳊㓔䴜䧌Ʉ漏㚖㬎㘫漐Ȼ㙶Ȼ⧀⤵杝Ȼῦ本ㅆ漐
ܞΧ࢝ए 㳊㓔䴜䧌   Е ࣏۴ ୯̛ࢂ ଝ ࣏ࢢ ۔䩖㘱㉽a ࢇ एࡵ ࢊࣗࢂ ؒ˕ࢷی
ࢵ ࢂݥ۰ࢇЬঊחŘएչŘݤۿŘ˗ۘࢿŘϨ߶ˁࢿŘࢂۢ ࣯ݥחŘࡸ߆ŘࣗˬŘۘیŘ߯߭ŘѰ יݥҟࢂ Ь
ߦଞ ٗߞձ দ Ԃଜࠆ ࢷ ̀ զ ତּࡳԻ ˱۽ѹ ࡪ۰զ ࢵࢇיЬ ઞ 㒸壿杝ࠪ 䏆㔌
䶹߾ ؏߯˕ ˈࡪ߭ࠪ
؏߯ ٕܖ ߾חжࡶ ૦ଡଜˈ ߭˲߭ ࠉ˱߾ Ѧࡏࢇ ѹЬ

漏5漐 Ƀ⋣᷉惊㚖Ʉ漏28漓㙰曒婮妝Ȼ惊壿漐
㲴䖵仩 Ă ࢂ 㲼䵳䧍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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瀂Ῠ↬瀃䖅㬒Ộ⩹㙑㒚
•
•
•
•
•
•

㛫⛓⫧漏䘞偉漐
⁂"
厘⋣
㒯䒅䲬⌽䄽
槗涖
㓤㘫漏Ἤ☊漐

• 塾旘䅇䰌ᾢ㓎

㒯䒅
䲬⌽䄽

Ἤ☊

厘⋣

㓤㘫

⁂

槗涖

Ψ۱ 髵汮 : ࢷ Է Ҷ߾,
ݦԊࢇ ɼएЕ ٚࡵ ٕॹ.
ݣѿ۴ ㎽䶣㪠 =
ࠠѿ۴ ㏫䶣㪠

䘞僗
㛫⛓⫧


Яࠝ ۴יԻ ٕॹࡁ, Ѱए ۴ॺ ࡵיԯ'ࢇԂ ଜࠑЬ.

ٕॹԄ 'ٕЕ ॹ'ԂЕ ӵࢉі, ʯ Οϼ߭ ѿ ࣗզɼ Ь. ̐ ଜΟЕ ٕॿٸ ߾ۑЯ ӖЕ ࣗࢇձ ٠ࠆ փҘ
҆̒ ֻߦࢂ ٕॹࢉі, Ьհ ֆԻ '؏˱ ٕॹ'ԂˈѦ ଞЬ. Ьհ ଜΟЕ ࢻ߹Ь ૠЬ ଟ ܹ ѦԼ ٕॿ߾ۑ
ࣗࢇձ ٠ࠆ փҘ ʨࡳԻ, 'ࢻٕॹ'ԂˈѦ ଞЬ. ଢࣰ۴․Яࢸ۴․۴․ה۴․הкٕॹ ҟࢇ Ь. ̐߾
'ط۴'ࢇԂЕ ઞطଞ ٕॹɼ ߹Еі, ઞط ࢚ փҘ ٕॹձ ѿˈ ࢇծы ֆࢇ߹Ь.
̔փ ߅ؿ۰Е ٕॹࢂ ࢇղ ʋࡳΟ ॹٕ ࡵۘݨɼ ߅Ф ʨࢇ ߹Ь. Ь ݤֆଜִ
ی۴(䓐㪠)․૦۴(㢹㪠)․ଔ۴(䊊㪠)ࡶ ѿˈ ࢇծЕ ֆࢉі, ࣏۴ֆ̧̛ए ߦ؆Қࢂ έ ɼչʎԻ ࡈیѸ߹ы
ʨࢇЬ. ࢇձ੨ִ ߦ؆Қࢇ ̟ࡶ ʀ ҶΟ ֆࡶ ੌ Ҷ, ̲ۘ ˈ ࡶـΟҚࢇձ ଟ Ҷ, ӖЕ ࢠԷ Ҷ ۘࡶـ
ࡵ یԆࢇ ɼएˈ ЬТֲ ࡈیଜࠑЬ. ̐չˈ ݦԊࢇ  ٕݦख߾ ֆࡶ ˈ ʀ Ҷ ߲˵ࡶ ɼչˈ ɼЕ ࢇܖ
߹Еі, ̐Ҷ ࡈیଜы ɼչʎձ Ϋ۴(俘㪠)ࢇԂ ଜࠑЬ.
= ࡿࡓۼஏࢳ? ֢ś૽գ इ̘В ࠘ ۱࣌ ࠃկ ଔܶૺĔْॶ
ઞखٕ漓 ࢊ חݦԯ ܹࢽ 
https://news.imaeil.com/page/view/2019083018320268235?ismobile=true

הкࢇΟ ̛ۢࡶ ࢿ࠹ଞ ࢇْ ϒҗࡲ ࠶ଜ ҳ ْॶծ ஆлଙऌ ߆ࡰПࢇЕ ࣏۴ ࣗ Ҷ ٕϕ
ࢂ ٕॹஉо࠹ষࡶ ̖ଞ і۰ ٸՁѸ߹Ьˈ ࢉؿЬ̐ԜΟ ࢇԜଞ ܖѦ ϗ ࢇ୯ԻЕ ࢺ८ یԂࣇ
ɼ۰ ࠝЖΤࡵ ̐ ࡪࢇ  ࠛ ˌݤϠࢉҚ ߟ ߾ࢇیɾ Χ߅ ࡶ ࢇڸЬ
>ষঈଞ˲ח࣐оؒ˕@ ॹٕ ࢷ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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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䶜㪙
͗एձ ݣԮࢂ ֞չঈԠ Ѱ
̐ԍʯ փҘ ٕॹ.
•ݣѿ۴(㎽䶣㪠) - ۴ѿࢂ ֻ
ߦࢇ ݛЧ(ࣸ)ࢂ ֞չঈԠ
ۢˀЬ ଜࠆ ٠ࠆऑ ࢇղ.
ࢇ ݣѿ۴ࡵ ̐ ઞࡪࢂ ҆̐
Ԟ ֻߦ щٗ߾ एЕ ɽѦ
ɼ ࣕࡵ ٕॹࢊ Ҷ ࢶˬٸ
 ࢇܘ߇ଜЬˈ ଞЬ.
'࣯ࠝࠉ߾'ˈۏࢷࢠחЕ ʃࠒ˕ ػ
ࠒ߾۰ փҘ ٕॹ ࠹߾ Χૡ۴(㓔㣤
㪠)ࡶ ࢊ˲ࢂ ࢿࢊԻ ۔ЕЬˈ ବЬ.
Χૡ ٕॹЕ ݣѿ۴(㎽䶣㪠)ࢇԂЕ
ࢇղࡳԻ ࢷ˲ ָ૽ࢇ߹Ь. 18̛ۿ
۴ࢇ ٸଜˊࢇ Χૡ߾ Қ߭ࠪ۰ 
۴˕ ݣѿ۴ࢇ ̛ଜЬˈ ବˈ, ઞ
ط ݣѿ۴߾ оଥ۰Е ࢽˬଜࠆ
ʺࣲ փଞ ۘоɼ ߷Ьˈ ବЬ.
KWWSZZZWRURNNUGHWDLOSKS"FBFRGH  FBFRGH  FBFRGH  SUBFRGH B

ࠒ࣏ Ҷ߾ ࡪଭଞ ݣѿ۴(㎽䶣㪠)ࡵ ̟ࢇ 1উ ࢽѦࢂ ࠩ ߾ۑࡶ ଜˈ ѿ̿ࡋ ࣗࢇձ ٠ࠆ ળԄ۴ࡳԻ ࢠ
ݥଞ یݛԡˈ ʺˈଞ ٕॹࠑЬ. ݣѿ۴ࢇԂЕ ָঢ়ࡵ ˳߇, ई ٕॹࢂ ּ ߅Ԏ ٕٗࢇ ࣸࢂ ֞չʋࢇ
҆̔Ь ଜࠆ ٠ࠆऑ ָঢ়ࢇЬ. ষঈ: https://jinsangpum.tistory.com/164 [ࢎ̖Чऑۘ૽]

ῦ本ㅆ漡᷉忍ㅆ⻄ῦ本㾹害漓及涖㘪㒯⥥ῦ↪ᵊ『ᵞȼἬ☊⬙㘈㩣Ỗ漓⡟旀⺋⥥⪵⁇姊
槗ῦ漓儆㒯⥥ᴈ㓤⌋⪾漓威ᵊṜ⥛ȼ忍⪵ᶥῦᵊ槗ᴊ漓㾹⥥ᵊ寡⌥ᶐ漓及场Ỗᵞȼ

㬐Ỗ漡Ṛ⥙Æῦ↪漏壢漐Æ㒆䅨漡ῦ本ㅆ漏䱏⥙漓ῦẵ漐
Æ奝⹘漡ݣʧҚЬ ݣʧҚЬ ҚЬ  ҚЬӂЬ Ѱ߭ی
ʠҚ֟ʠչЬ 岽槗㬓ㅫ㎦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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㞔❼⮐䘬ˬ昋㮗˭桐
ߒծ ࠪઝձ ࡪԡ߾ σչ ܕʎଞ ߒչ ߔ ߾ࠝה۰ ϗ ۰ߦࢉࡳԻЕ ঈࡸࡳԻ ̐˒ࡶ ؏חଞ یԆࡵ Ԋۣ ࢂݛ
Ծ ߾& ؿࡪٕ KDUOHVePLOH %RXLOOHYDX[ ࠑٕݦЬ̐Е ળչࢂ تծؿࢷ˼ ࡪࢇیЬ ࡒоଞ ʢ ˈؿ ࡶיϣԉЬ
ߒչ ࠝהЕ ̐ࢂ ̛ଭ ࡶ̑ ߾ח؇߅ ߒծ ࠪઝ߾ оଞ ͵ࡶ ੁ࡙Ь
ࡕ ㏭ ΟԂ ࡳݦیԻ ࠂվࡶ Ьϕɾ୯ ࢽչଞ ࣯б˗ 㕈䭅䤡ϗėϗ ࢂ ऑԇੵ̛ 䊺䚋䷃㘯䤾 Е ߒծ
ؒ۽Қࢂ ۿ ࡶݡଜʯ ̐ԮηЬ
Ѧࠠ ̡ࡈࠞࡵ ̛ଭॺ ߒծࠪઝ ࡖΧ ɼЬ߾۰ ࣯б˗ࢂ ऑԇੵ̛ ࣸ߾ ɼࢠ ࢉۘ ̦߹ы оּࡳԻ ěݨϕĜ 㟙
㜌 ԂЕ ࢠ 䐆 ࡶ Қ߹ЬݨϕЕ ঈϕ 䠞㜌 ई ěʼଜए ߉ࡵ ࠆĜࠪ Ѱࢂ߭Ь
ଥ ओ הԳࢇִ ߦ ࡶۏҚˈ ٖࡶ ִ۰ ߾ࡕی۰ ݣԮձ ֍߅ଜࠆ खࡳԻ ֻࠟ܈Ьʉɼए ֻߦࡶ ܹϪࡵ ʺऐיԻ
ঊւ߾  ࡵזЬࡸଞ ु ঊւ߾Е ࠆ ߅ࢇձ ߈ˈ Ьհ ु ঊւ߾Е ݣԮձ ߈ʯ ଞЬࢇҶ ݣԮɼ ࠆ߅ࢇ߾ʯ ה
 ݝֆࡶ ଜЕі ߊ ܹ ߷Ь
ҿҚރଞ ࡸ߆ࢇ ࡌ ߾؏یԮ एˈ ऑжࡶ ࡢଥ ଭ̖एѦ ଥࢿѹЬݤɾࢇ एΟִ ݣԮЕ ࠆࠪ ଡ͉ ݨԻ Қ߭
ɼ ࡳܘ ࢂݦԻ ࠆࢂ ঈϕࢿ ࡶ۽ʠଞ Ьࡸ̐ʨࡶ ܽ߾ ϋЕЬˈ Қ߹Ь
߭Ӂ ख߾۰Е ࢇʨࡶ ɼएˈ ֻٕউ࣯ࡢ یԆҚ߾ʯ ߲˵߾ ט̛Ѧ ଜˈ߭Ӂ ख߾۰Е ࡳԻ ࡶ ̛ؿѦ ଞ
ЬЕ ʨࢇЬ߭Ӂ یԆࡵ ݣԮɼ ࠆࠪ ˬ۽ձ ଞЬˈ ֆଜ̛Ѧ ଜֲ ߭Ӂ یԆࡵ ̐ԥए ߉ЬˈѦ ଞЬ
ऑжࡵ ߭ջ ܕϕࢂ ঈϕւࡶ ࢿʠଜЕ ࢂࢇݥЬߒծ ࠲˲ࡵ ٙˬࠪ தѿˬձ Ѱ ߾ݤ؇߅Қࢉ ΟԂࢇװԻݣԮЕ
یୣࢶࡳԻ ࣑ˁ؇Е ࢉࢇיЬࢇ ݣԮɼ ऎг ࡿԴ Μɹ ࠃ߂ࢄࡿ অϒտࡳ ࢼʝଙВ ʥࢇЬ
̡ࡈࠞߒծࠪઝ ࡖΧ ɼЬ! ଜ Οה


⪣⡲

ߏਊիࢼ˯ࡿ ּԀ£Ĕࠃۉ ࡿࡆ ۺୠ

JVVRYYYQRKPKQPPGYUEQMTPGYUCTVKENG8KGYJVON!KFZPQ


ܕϕ߾ʯ ঈϕࢿ ۽ʠ ࢂ ݥԜđ࠲ࡢ ˃ۘݣʠԎѦ ֻ˃یୣ ࡪݡ
ߒծ ࠪઝձ ࡪԡ߾ σչ ܕʎଞ ߒչ ߔ ߾ࠝה۰ ϗ ۰ߦࢉࡳԻЕ ঈࡸࡳԻ ̐˒ࡶ ؏חଞ یԆࡵ
Ԋۣ ࢂݛԾ ߾& ؿࡪٕ KDUOHVePLOH %RXLOOHYDX[ ࠑٕݦЬ̐Е ળչࢂ تծؿࢷ˼ ࡪࢇیЬ ࡒоଞ ʢ
 ˈؿ ࡶיϣԉЬߒչ ࠝהЕ ̐ࢂ ̛ଭ ࡶ̑ ߾ח؇߅ ߒծ ࠪઝ߾ оଞ ͵ࡶ ੁ࡙Ь
ࡕ ㏭ ΟԂ ࡳݦیԻ ࠂվࡶ Ьϕɾ୯ ࢽչଞ ࣯б˗ 㕈䭅䤡ϗėϗ ࢂ ऑԇੵ̛ 䊺䚋䷃㘯䤾
Е ߒծ ؒ۽Қࢂ ۿ ࡶݡଜʯ ̐ԮηЬ
Ѧࠠ ̡ࡈࠞࡵ ̛ଭॺ ߒծࠪઝ ࡖΧ ɼЬ߾۰ ࣯б˗ࢂ ऑԇੵ̛ ࣸ߾ ɼࢠ ࢉۘ ̦߹ы оּࡳ
Ի Ğݥϒğ 㟒㜅 ӿВ ࢝ 䏿 ࡳ җ߶ЩݥϒВ অϒ 䠗㜅 अ Ğʹ୍ଙऌ ߆ࡲ ࠃğࠧ ѭࡿߪЩ
ଢ ऐ בࢄֱ ߣ ࡳیҗ˅ ٓࡳ ֱۭ ݠ ۭࡒۉԫծ ֊߂ଙࠃ ओࡰԸ ָࠜ܅Щʆɹऌ ָߣࡳ ܶϧࡲ
ʷऍזԸ ইտ  ࡲדЩࡵଛ ा ইտВ ࠃ ߂ࢄծ ߅ட˅ Щխ ा ইտВ ݠԫծ ߅ʬ ଛЩࢄҳ ݠ
ԫɹ ࠃ߂ࢄʬ  ݚבփࡳ ଙВѓ ߇ܶ ߴЩ
Ҽҗހଛ ࡵ߃ࢄ ۉ، ࡉԫ ેऌ˅ ऎгࡳ ଢ ପ̓ऌѣ ଢࢼѶЩݡɻࢄ ऌΜֱ ݠԫВ ࠃࠧ ଞ͆
ৗݥԸ җߪɹ ࡰܕ ࡿݣԸ ࠃࡿ অϒࢼ ࡳۺʝଛ Щࡵ̍ʥࡳ ܺ ψВЩ˅ җ߶Щ
߭Ӂ ख߾۰Е ࢇʨࡶ ɼएˈ ֻٕউ࣯ࡢ یԆҚ߾ʯ ߲˵߾ ט̛Ѧ ଜˈ߭Ӂ ख߾۰Е ࡳԻ ࡶ
̛ؿѦ ଞЬЕ ʨࢇЬ߭Ӂ یԆࡵ ݣԮɼ ࠆࠪ ˬ۽ձ ଞЬˈ ֆଜ̛Ѧ ଜֲ ߭Ӂ یԆࡵ ̐ԥए ߉Ьˈ
Ѧ ଞЬ
ऑжࡵ ߭ջ ܕϕࢂ ঈϕւࡶ ࢿʠଜЕ ࢂࢇݥЬߒծ ࠲˲ࡵ ٙˬࠪ தѿˬձ Ѱ ߾ݤ؇߅Қࢉ ΟԂࢇװ
ԻݣԮЕ یୣࢶࡳԻ ࣑ˁ؇Е ࢉࢇיЬࢇ ݣԮɼ ऑж ࢂԷ߾ Οɼ ࠆ߅ࢇࢂ ঈϕւࡶ ࢿʠଜЕ ʨࢇ
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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妟夁ᶻ束⩹
婆妨Ṣ栆⬠炷Linguistic Anthropology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A%9E%E8%A8%80%E4%BA%BA%E9%A1%9E%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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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常用漢字的形體來源蠡測 ∗
侯乃峰 **
常用漢字的形體來源，經過長期研究，至今大都已有定論。但隨着出土古文字材料的
增加以及學界對漢字形體的研究逐步深入，日趨精密，我們對某些字形的演變環節也有了更
爲清晰的認識。下面我們以幾個常用漢字爲例，談談他們在演變過程中的形體來源問題。

1.清華簡《繫年》的“弃”字
《説文》
：
“棄，捐也。从廾推 棄之，从

。 ，逆子也。 （弃）
，古文棄。 （

），

籒文棄。
”現代漢字中，
“弃”作爲“棄”的簡化字形出現，其實是“棄”的《説文》古文字
《甲
形，古已有之。
“弃”字形，早在甲骨文中即已出現，如“ ”（《甲骨文合集》21430；
骨文合集》以下簡稱《合集》
）
，上從“倒子”，下從“廾”
。
“棄”字比較完整的字形寫作“ ”
（
《合集》8451）
，上從“子”
，中間從“其（箕）”，下從“廾”
，三個字符合在一起，會兩手
（廾）持箕筐丟棄初生之子之意，本義當是“棄子”
。後來“其（箕）”形訛變，《説文》就
“ ”與“其（箕）
”並不完全相同。
《説
誤以爲是“ ”字形了。在《説文》的文字系統中，
”段玉裁改“推棄之器”爲“推糞之器”，注云：
文》
：
“ ，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象形。
“此物有柄，中直象柄，上象其有所盛，持柄迫地推而前，可去穢，納於其中。箕則無柄，
“下其丌也”，
而受穢一也。故曰箕屬。
”又，
《説文》
：
“箕，簸也。从竹 ，象形，下其丌也。”
段注校改爲“丌其下也”
。也就是説，
“ ”與“其（箕）”之別，在於“ ”有柄，而“其
（箕）
”則無柄。據甲骨文字形看，中間明顯是從無柄的“其（箕）”字形；而且，從字義上
。故後來《説文》小篆寫作“ ”，當
講，
“棄子”本來也毋需使用有柄的可去糞穢的“ ”
是字形訛變而成。早期字形若省去中間所從的“其（箕）”
，即是《説文》古文的“弃”字形
了。
（《殷周金文
古文的“弃”字形，戰國古文字材料中多見。如戰國青銅器中山王鼎“ ”
集成》2840，
《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簡稱《集成》）
，與《説文》古文的“弃”字形相比，只
是在“廾”字符下添加了無意義的飾筆“=”
。璽印文字作“ ”（《古璽彙編》1485）。貨幣

∗
**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
《論語》古注新解綜合研究及數據庫建設”
（18BZS003）階段性成果。
中國山東大學文學院 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所 教授（nf_hou20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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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作“ ”（
《中國歷代貨幣大系（一）》507）。戰國簡帛文字作“
（甲本）
》簡 1）
、
“ ”
（上博六《莊王既成 申公臣靈王》7）、
“

”（郭店楚簡《老子

”
（上博六《用曰》4）等

形。戰國古文的“弃”字形，只有齊系陶文的寫法稍顯特殊，寫作“

”（《陶文圖録》

2·438·1）
、“

”（
《陶文圖録》2·674·4）形，或加“辵”旁寫作“

”（《陶文圖録》

2·100·1）
、
“

”
（
《陶文圖録》2·101·1）形；
“倒子”形下部所從的“田”當爲“其（箕）”
①

之訛變，又省去了雙手（廾）
。 字形中添加“辵”旁，當是强調“棄”字的動作意義。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
》僅收《繫年》一篇，其中出現了三個“棄”字形：

《繫年》004

《繫年》117

《繫年》135

三個字形所在辭例分別爲：
宣王是始弃帝籍弗田。
（
《繫年》簡 3-4）
楚師無功，多弃旃幕，宵遁。
（《繫年》簡 117）
楚人盡弃其旃幕車兵，犬逸而還。
（《繫年》簡 135-136）

②

其中，簡 4 的“弃”字形，是標凖的古文寫法，可以不論。簡 117、135 的字形，寫法
較爲奇特；然據古文字書寫系統及相關辭例推斷，其必是“弃”字無疑。古文字學界對此怪
，認爲：“ ，‘棄’字古
異字形的分析，意見基本差不多。如，原整理者將其隸定作“ ”
” ③徐在國先生認爲，此類“弃”字形，
“省了雙手（引按：
文作‘弃’
， 是‘弃’的省形。
指‘弃’字形下部的‘廾’字符）
，第一形的倒子形也有所變化”，
“清華簡整理者釋二字爲
④
‘弃’
，是正確的。可見楚文字的‘弃’字也可以省去雙手，僅保留倒子形”
。 蘇建洲先生

認爲：
“‘

’（

）本是倒子之形，‘

’省掉軀幹之形後便是‘

些便是‘

’
。其上訛變爲‘勹’形，如‘朋’作

①

’，子形的手旁寫長一
⑤

，其上的‘勹’旁可供比對。” 李松儒

徐在國：
《古陶文考釋二篇》
，《三峽論壇》2020 年第 5 期，第 77—78 頁；黃德寬主編，徐在國、程燕、
張振謙編著：
《戰國文字字形表》
，第 530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 9 月。
②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
》，第 40、98、107—108
頁，上海：中西書局，2011 年 12 月。
③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
》
，第 191 頁，上海：中
西書局，2011 年 12 月。
④
徐在國：
《曾公子弃疾銘文補釋》
，
《中國文字學報》第五輯，第 81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 7 月。
⑤
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
《清華二〈繫年〉集解》
，第 817—818 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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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先生指出，
“
‘ ’即倒子形”
。 李守奎先生亦認爲，
“《繫年》中有倒子‘ ’，但其音、義
與《説文》之‘ ’完全無關，簡文中是‘弃’的省形”；“004 號簡之‘弃'可以説是直承
甲骨文而來。
《繫年》的‘ ’，是‘棄’或‘弃’字的截除式省略，音義皆同，其簡化方
式與現代漢字‘習’簡化爲‘习’，‘飛’簡化爲‘飞’是相同的類型，完全記號化了。其
來源與‘育’中的‘ ’途徑完全不同，音、義也完全不同”。

②

以上所引的各家説法，大都將此字視爲“弃”的省形，或者直接説成是“弃”字形上
部的“倒子形”
。如果籠統地説來，這些看法並沒有什麽問題。其中，或直接將此字視爲“倒
子”形，將其與《説文》中的“ ”認同爲同一字形，直接看作是“棄”或“弃”字的截除
式省略，當是不準確的。因爲與戰國簡帛文字中的“倒子”形相比較，此字形明顯比“倒子”
形缺少了一筆。相比較而言，蘇建洲先生的分析更細緻些，認爲“
‘
’，子形的手旁寫長一些便是‘

是‘

’省掉軀幹之形後便

’”，其説可信；但他隨後又將此種字形的“

”

形看作是“其上訛變爲‘勹’形”
，卻又顯得糾纏不清。其實，作爲手寫的古文字形體，筆
畫寫得短一些或者長一些，並不具有區別字符的功能。因此，
“
是同一個字形。
“

”與“

”從根本上説就

”右上部的筆畫寫得長一些，導致上部整個字形類似“勹”形，只不過

是偶然的形似而已；但在古人書寫系統中，此字形上部並非是“勹”字符，古人也不會將其
與“勹”字符混同；在當時抄手的書寫系統中，
“
者都是省掉“倒子”的軀幹之形。換句話説，
“

”與“
”與“

”並沒有任何實質性區別，二
”字形看作是“棄”或“弃”字

，而“
的截除式省略並不十分確切；
“棄”或“弃”截除式省略後應是“倒子”形的“ ”

”

”則是在“倒子”形基礎之上再省掉軀幹之形，省略後即不再保持完整的“倒子”

與“
形的“

”
，故二者從根本上説並不完全相同（具體論述見下）。關於“截除式省略”這一概

③
念，或者稱爲“截除性簡化”，可以參看林澐先生《古文字學簡論》中的相關章節。 劉釗
④
先生《古文字構形學》中稱爲“簡省分化”，也多屬於類似的現象。 據諸書所舉例證，通

過“截除式”簡化而來的字形，似乎沒有如“

”與“

”字形這般僅僅“截除”簡省掉

某個完整象形字符的某一筆畫，從而導致其字形的整體象形性遭到破壞的例子。
根據以上分析，如果將“
作爲一個表意字，由兩個字符“

”與“

”字形直接看作“弃”字形的簡省之形，則“弃”

”和“廾”構成；若如上所説的那樣，認爲可以簡省掉下

①

李松儒：
《清華簡〈繫年〉集釋》
，第 297 頁，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 10 月。
李守奎、肖攀：
《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
，第 216—217 頁，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 10
月。
③
林澐：
《古文字學簡論》
，第 89—92 頁，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4 月。
④
劉釗：
《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
》
，第 118—123 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年 5 月。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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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廾”字符，則剩餘的字符“ ”與《説文》中表“倒子”的“

”字符就混同了。
《説

文》
：
“𠫓𠫓，不順忽出也。从到（倒）子。
《易》曰：
‘突如其來如。
’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内
《合集》27643）字，古文字學界一般將其視爲“毓”
也。
”甲骨文中有“倒子”形的“ ”（
之簡體，或説是由“毓”字分化而來；
《説文新證》將清華簡《繫年》簡 135 的“
到“

”也放

①

”字頭下，與“ ”字認同， 嚴格説來是有問題的。雖然我們目前在甲骨文之後的

古文字材料中並沒有發現獨立使用的“

”字，但既然甲骨文中出現過，且《説文》將其作

爲一個獨立的字，我們並沒有確切證據能夠否定“

”字獨立存在的可能性。而在古文字書

寫系統中，同一時代的文字，一般不會存在同樣的一個字符表示完全不同的兩個文字的現象。
也即，在戰國時代的文字系統中，
“倒子”形的“ ”不可能既表初生之幼子，又同時可以
表示“棄子”
；更何況，
“

”
“

”字形與“倒子”形的“

者比後者少了一筆）
。因此，以上各種説法中，將“

”還存在明顯的筆畫差別（前

”與“

”字形直接看作“弃”字形

的簡省之形的看法，嚴格說來至少應當是不夠確切的。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認爲，清華簡《繫年》的“

”與“

”字形不能直接看成古文

“弃”字的簡省之形，而應當歸屬於裘錫圭先生在《文字學概要》中所説的“變體表意字”
；
②
具體地説，就是通過減少一個字的筆畫的方法來表意。 或者，這種構形方式也可稱爲“減
③
④
體象形字”
。 古文字中類似的構形現象，我們也曾做過討論。 更確切地説，由於原來的象

形字在減省筆畫之後，字形遭到破壞，已不具備象形的特徵，而更多地是要表示一種意義。
因此，這種構形造字方式，綜合以上兩個概念，使用“減體表意”來界定似乎更爲恰當些。
據以上分析，具體説到清華簡《繫年》中的“

”與“

”兩個“弃”字形，它們應

當不是直接由“弃”的古文字形簡省（即直接簡省掉“弃”字形下部的“廾”字符）而來的，
而應當是由“倒子”形的“

”通過“減體表意”的方式所造的字。推測古人造字之本意，

當是在初生之子形（即“倒子”形的“

”
）的基礎上，通過簡省掉表示幼子軀幹的一筆，

來表示所生之幼子不舉，爲可棄之子，以此來表“弃”字之義。
上引徐在國先生《曾公子弃疾銘文補釋》之文，根據清華簡《繫年》的“弃”字形作
“

”與“

”之形，考證認爲曾公子弃疾銘文中所見的原釋爲“去疾”的人名當釋爲“弃

疾”
，其説可信。然其中的一系列“弃”字形，並非是均省去了雙手（即“廾”
），僅保留倒

①

季旭昇：
《説文新證》
，第 973—974 頁，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 年 9 月第 2 版。
裘錫圭：
《文字學概要（修訂本）
》
，第 137—140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 7 月。
③
何琳儀：
《隨縣竹簡選釋》
，
《華學》第七輯，第 119—126 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④
侯乃峰：
《楚簡文字“減體象形”現象舉隅——兼談楚簡“汩”字》
，
《漢語言文字研究》第一輯，第 202—
207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2 月。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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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形，從而直接釋爲“弃”字。我們推測，與清華簡《繫年》中的“弃”字作“

”與“

”

之形同樣道理，曾公子弃疾銘文中所見的“弃”字，
“倒子”之形的頭部和身體寫得分離開
來，變得匪夷所思，或也應當屬於“變體表意字”。也即，
“倒子”之形的頭部和身體寫得分
離開來（如“

”
“

”
“

”
“ ”等），正是古人有意爲之，當是以此來表示所生之幼子

不舉，爲可棄之子，從而表“弃”字之義。相反，那些頭部和身體不分離的正常寫法的“倒
）
，反而是不標凖的“弃”字，屬於訛變之形。因爲這種頭部和身體不分
子”之形（如“ ”
離的正常的“倒子”之形，在古人書寫的文字系統中，據上所論，是不能用來表“弃”字之
義的。如果仔細審視，可以發現徐在國先生之文所列舉的八個“弃”字形，有六個都是寫成
）
；最後一個字形
頭部和身體明顯分離的，僅有一個顯然是寫成頭部和身體不分離（即“ ”
下部不清晰，即便是寫成頭部和身體不分離的，這種字形也僅佔四分之一。銘文中“倒子”
之形的頭部和身體明顯分離的“弃”字形佔據絕大多數，也可作爲上述説法之佐證，證明古
人當是有意爲之。
綜上所述，我們認爲清華簡《繫年》中的“

”與“

”字形，並非是直接在“弃”

）基
字基礎上的簡省之形（即直接省去“廾”）
，而應當分析成是在“倒子”之形（即“ ”
礎上通過減少筆畫的方法來表意的“減體表意”字。也即，古人通過簡省掉“倒子”之形（即
“

”
）中表示幼子軀幹的一筆，來表示所生之幼子不舉，爲可棄之子，以此來表“弃”字

之義。同樣，曾公子弃疾銘文中的“弃”字，也應當是一個“變體表意”字。也即，古人通
過將“倒子”之形（即“ ”）的頭部和身體寫得分離開來，來表示所生之幼子不舉，爲可
棄之子，從而表“弃”字之義。
設若以上分析不誤，清華簡《繫年》和曾公子弃疾銘文中的“弃”字，又爲古文字中
的“變體表意”字（或者稱爲“減體表意”字）增加了新的例證。
當然，話又說回來，古人使用“變體表意”（或“減體表意”）的方式來造這種“弃”
字之時，是否參照過“弃”字原來的構形，也是說不準的。如果古人確實是參照“弃”字原
來的構形而造出這種“弃”字的話，則以上諸家認爲清華簡《繫年》的這兩個字形是“弃”
字的簡省之形（指直接省去“廾”
）
，也是有道理的。

2.“助”字的形體來源
“幫助”之“助”
，現在是一個很常用的漢字。
《説文》：
“助，左也。从力、且聲。
”然
在先秦時期的古文字材料中，
“助”字形卻相對非常罕見，目前僅出現在秦系文字中，如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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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地秦簡《爲吏之道》簡 9 的“

”，里耶秦簡 8-1416 的“

①

”。 當然，這並不是説先秦

時期不存在“助”這個詞，而應當是那個時候是用另外一個字形來表示“助”這個詞的。
甲骨文中，有“

”（
《合集》6946）
、
“ ”（《合集》27990）、“ ”（《合集》27997）、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206，《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以下簡稱《花東》
）等字形；
“ ”（
金文中，有“

”（《集成》2831）、“

”（《集成》2841）、
“

”（《集成》4302）、“

”

。後來，清華簡《皇門》篇出現
（
《集成》6014）等字形。這些字形，學者過去常釋爲“叀”
多個“

②

”字形； 上博簡（八）《有皇將起》篇也出現了兩個“

③

”字形。 清華簡中的

字形，正對應今傳本《皇門》篇的“助”字；而上博簡（八）《有皇將起》篇的字形，據韻
④
腳當讀爲魚部字。至此，古文字學界才逐漸將以上所列的諸字與“助”字認同。 也就是説，

在先秦時期的古文字系統中，
“助”這個詞就應當是用以上字形來表示的。
⑤
以上諸字的構形本義，周忠兵、蔣玉斌、方稚松等先生認爲此字當釋爲“菹”。 我們
⑥
也曾對此字進行過討論，認爲當是“菹”字的表意初文。 後來，馮勝君、劉洪濤等諸位先

生，進一步將以上字形與《説文》中次於“助”字之後的“ ”（異體作“勴”）字聯繫起
來，大大深化了我們對諸字的認識。馮勝君先生認爲，上引清華簡中的古文字形當釋爲“助”
，
”也應該直接釋爲“助”
；
“勴”與“助”在形體上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勴”字所
“勴（ ）
从的“ ”旁与“虘”旁在战国文字中常常混用不别；也就是說典籍和字書中所謂“勴”字
及其各種異體，現在看來都應該釋爲“助”；戰國簡的字形當係通過文本系統傳承下來的“助”
⑦

字的早期形體。 劉洪濤先生認爲，上述甲骨文、金文上從三緒的諸字形就應當釋爲“鹵”，
；後來異體分工，分化爲不同的字；在西周金文中，表示幫助一類意思的“鹵”
讀爲“ ”
和表示粗鹽一類意思的“鹵”就已經完成異體分工，分化成記錄輔助一類意思的“鹵”（讀
）和表示粗鹽一類意思的“鹵”
；即上述諸字是一個意思與“助”相同、韻母跟“助”
爲“ ”
①

黃德寬主編，徐在國、程燕、張振謙編著：
《戰國文字字形表》
，第 1881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 9 月。
②
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
》
，第 87—92 頁，上海：中西書局，2010 年 12 月。
③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
》
，第 105、107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5 月。
④
楊安：
《
“助”字補說》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 年 4 月 26 日，http://www.gwz.
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477。此文修訂後，題爲《
“助”、
“叀”考辨》
，發表於《中國文字》
新三十七期，第 155—169 頁，臺北：藝文印書館，2011 年 12 月。又，張惟捷：
《甲骨文研究二題》
，
《殷
都學刊》2013 年第 3 期，第 1—12 頁。
⑤
方稚松：
《關於甲骨文“叀”字構形的再認識》
，
《故宮博物院院刊》2015 年第 2 期，第 90—97 頁。據方
稚松之文介紹，可知蔣玉斌先生最早提出此字當釋爲“菹”字。另據何景成先生告知，周忠兵先生也有類
似的看法。
⑥
侯乃峰：
《古文字中的“助”字補說》
，李學勤、馮克堅主編《中國文字博物館系列叢書·第五屆中國文
字發展論壇論文集》
，第 108—118 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
⑦
馮勝君：
《
“勴”字小考》
，
《中國文字學會第九屆學術年會論文集》
，第 106—108 頁，貴陽，201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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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屬魚部、但就不是“助”的另外一個字（即“ ”字）；
“ ”從“慮”得聲，上古音屬來
母魚部，跟“助”字韻部相同，但聲母不同，所以二者是同義詞，不是一字之異體；具體到
上古漢語中表示“助”義的常用詞“ ”，由於秦漢以後這個意義的常用詞變換爲“助”，遂
致其字在傳世先秦文獻中或訛誤爲“惠”，或被替換爲“助”；戰國簡中從“力”的“助”字
其實原本應作“ ”，從“力”之字形應爲“ ”字異體；從字形、字音和字義三個方面考
慮，上從三緒之字應爲“鹵”字的原始寫法，在出土文獻中以音近借用爲“ ”；大概到兩
，而“ ”字字形又頗爲繁難，
漢時期，語言裡表示幫助義的常用詞業已從“ ”變爲“助”
①
不便書寫識記，所以就用“助”字來全面替換先秦古書中的“ ”。 也就是說，對於上述諸

字形之間的演變關係，學者們的具體看法並非完全一致。劉洪濤之文將那些上從三緒之字釋
爲“鹵”
，應當是可信的。參照馮勝君之文指出的“勴”讀音與“助”相近（上古音均爲魚
部字，聲紐亦相近）的現象，我們懷疑早期古文字中的“鹵”與“菹”或許本是一語之分化。
“菹”是用鹽鹵腌製的菜，其中用到的主要原料就是“鹵”
，二字古音又接近（韻母皆屬魚
部，聲母舌齒通諧）
，認爲二者有同源關係應該大致不差。
字形演變上，我們比較傾向於信從馮勝君先生的看法。也即，先秦古文字中那些字形，
都可以直接釋爲“助”
；所謂的“勴（ ）”字形也應該直接釋爲後來的“助”。換句話說，
根據目前我們對古文字材料的瞭解以及對古文字系統繼承性的認識，後世常見常用的“助”
字形在早期古文字中本來並不存在，其最早出現於戰國秦系文字中（已見上引），應該是一
個後來才產生的字形；
“助”字所對應的早期的字形，既包括甲骨金文中上從三緒的所謂“鹵”
”字形，三者是產生時代不同而
（或“菹”
）字形，也包括戰國文字中從“力”的“勴（ ）
又前後一脈相承的同一個字（亦即語言中的同一個詞）
。
那麽，
“助”字形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呢？由上所述，我們推測認爲，“助”字形應當就
”字形截取分化出來而形成的一個字；在“助”字形出現之
是從古文字系統中的“勴（ ）
”字完全等同的一個字。具
前的早期古文字系統中，它就是和“鹵”（或“菹”）
、
“勴（ ）
”
體地說，在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和戰國文字中，古人就是以“鹵”
（或“菹”）、
“勴（ ）
來表示“助”這個詞的；或者反過來説，在“助”字形出現之前的上古漢語中，用來表示“助”
”
。因此，從文字系統的古今對應來
這個詞的，就是以上所謂的“鹵”
（或“菹”）、
“勴（ ）
，它們之間具有直
説，上述的“鹵”
（或“菹”
）
、
“勴（ ）”字就可以直接釋爲後世的“助”

①

劉洪濤：
《釋 ——兼談“ ”字的不同來源》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九本第二分，
2018 年 6 月，第 247—277 頁；又見：劉洪濤：
《釋 》
，
《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重要性研究》
，第 152—173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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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繼承關係。上引馮勝君先生之文已經指出，“勴”字所从的“ ”旁与“虘”旁在战国
①
文字中常常混用不别； “勴”只有“助”這一個義項，讀音又與“助”相近（上古音均爲

魚部字，聲紐亦相近）；這些現象也支持上述看法。上引方稚松、劉洪濤之文已經指出，古
文字“ ”有不同來源，其中一種來源是“虘”字的訛體。我們認爲，説是“訛體”可能不
大確切，古文字材料表明，二者可以通用，當是形音皆近的緣故。
還有些材料，可以作爲上述説法之補充者。例如，戰國古文中，有些字形中的“ ”
②
：“蓾，蔖。”郭璞注：“作履苴
旁与“虘”旁幾乎完全混同不分。 又如，《爾雅·釋草》

草。”我們知道，
《爾雅》中的訓釋詞和被訓釋詞之間常有讀音相同或相近的關係。以《爾
雅·釋草》爲例，“葥，王蔧。”“菉，王芻。”“蘩，皤蒿。”“莪，蘿。”“菲，芴。”“葍，
䔰。”“蕛，苵。”“蓧，蓨。”“茨，蒺藜。”“雚，芄蘭。”“萍，蓱。其大者蘋。”
“苖，蓨。”“杜，土鹵。”“葴，馬藍。”“稂，童粱。”“藨，麃。”“茦，刺。”“蕭，
萩。”“蒹，薕。”“華，荂也。”訓釋詞和被訓釋詞的讀音皆有密切關係。準此，“蓾”
與“蔖”的讀音亦當有關，二者古音非常接近。
此外，商代族徽文字所見的“

”， ③似與“鹵”（或“菹”）、“ （勴、助）”有

關係，有可能是“助”字之初文。在字形演變過程中，這一系列字大概與從“ ”的“
④

”

⑤

“

”“

” 諸字形還有糾葛。 如湖南常德楚簡中“四曰同惡相助”之“助”，即寫作

“

（ ）”。 ⑥《史記·吳王濞列傳》：“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

同利相死。”這是辭例明確的“ ”字用爲“助”之例，可爲上述説法之佐證。當然，由於
常德楚簡“ ”字形中間所從類似“目”形，據上引學者之説，此“ ”字的聲符“虘”好
像也可以看作是“ ”之“訛體”。但從戰國文字的系統性以及偏旁限制的角度來說，此字
上從“虍”，下從“又”，中間即便是從“目”形，也可以看作是“且”之簡省寫法。李家
浩先生曾指出，在迄今爲止所見到的古文字資料中，能確切定爲“盧”字的，未見有寫作從
“又”的；“且”旁下面的那一橫是“且”字應有的筆劃，沒有那一橫的（即寫成“目”形

①

裘錫圭：
《糾正我在郭店〈老子〉簡釋讀中的一個錯誤——關於“絶僞棄詐”》
，
《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
卷·簡牘帛書卷》
，第 326—333 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 6 月。
②
黃德寬主編，徐在國、程燕、張振謙編著：
《戰國文字字形表》
，第 395、668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 9 月。
③
嚴志斌編著：
《商金文編》
，第 105 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 9 月。
④
高明、涂白奎編著：
《古文字類編（增訂本）
》
，第 920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8 月。
⑤
裘錫圭：
《糾正我在郭店〈老子〉簡釋讀中的一個錯誤——關於“絶僞棄詐”》
，
《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
卷·簡牘帛書卷》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 6 月，第 326～333 頁。
⑥
湖南省文物局編著：
《湖南簡牘名迹》
，第 11 頁，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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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的）是簡體。 其説可信。故常德楚簡中的那個字當釋爲“ ”讀爲“助”無疑。也即，後
來截取分化產生的“助”字形，當與“ ”字形有比較直接的關係。當然，由於“ ”字形
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現，也有可能在戰國文字中，用作“助”的“勴（ ）”可以假借形音皆
近的“ ”字爲之（不完全是形體訛混的關係）；上引學者之文多已指出，“勴（ ）”的
聲符“ ”與“ ”的聲符“虘”在戰國文字中往往只有一筆之差，寫法非常相似；後來久
假不歸，在截取分化出“助”字形時，就從“ ”字形中截取了聲符“且”（因其便於書寫
，最
和識記）
，同時大概也參照了“勴（ ）”字形（取其整體構形方式和其中的“力”旁）
終造出“助”字形。至於《説文》“ ”字左上部所從的“非”字形，上引馮勝君、劉洪濤
之文已經指出，其當係早期“ ”字上部所從類似“卉”旁的訛變。如果“助”字形的產生
與從“ ”的“

”“ ”“ ”諸字形確實有關係的話，則“ ”字左上部所從的“非”

也有可能是諸字上部所從的“艸”形之訛變。如果真實情況確實如此，我們以上推測“助
（ ）”字形的產生與“ ”字形有關係，就更爲合理了。
綜上所述，我們認爲後世常見常用的“助”字形，是一個截取分化字；其所從分化的
“母字”，就是戰國文字中的“勴（ ）”字，可能還包括從“ ”的諸字。因“勴（ ）”
的聲符“ ”與“ ”的聲符“虘”在戰國文字中形音皆近，常通用無別。在截取分化出
“助”字形後，兩漢時期大概經歷了一個以“助”字來替換“勴（ ）”字形的過程，然替
換未盡，典籍中二字並存。許慎編撰《説文》時，已不能確切瞭解兩個字之間的關係（本是
同一個字）
，就根據典籍的用字情況，將它們看成是兩個字，既收“勴（ ）”字，又收“助”
字，而又前後相次；同時又根據經師相傳的故訓材料將“ ”字訓釋爲“助也”。其實，二
者本是一字分化，兩個字形的出現有時代先後的差別（如果“助”字形只出現在戰國秦系文
字中，或許還有地域的差別）
。確切地說，“助”字是後來才通過截取分化方式產生的字形，
早期古文字材料中的“鹵”（或“菹”）
、“勴（ ）”就是後來的“助”。
最後補充一點。如果以上關於“助”字形是截取分化產生的推測不誤，則由“母字”
中截取分化出來的字，除了形體簡略、書寫便易外，同時會保留“母字”的讀音和意義。由
此也可以反過來證明，“勴（ ）”與“助”當是音義皆同的字，“助”字形的產生與從“ ”
的諸字形亦當有關係。

3.“賈”字所从的“襾”旁之來源
①

李家浩：
《戰國官印叢考· 居司寇》
，
《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
，第 89、90 頁，合肥：
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 年 5 月；又見：李家浩：
《戰國 刀新考》
，中國錢幣學會編《中國錢幣論文集》第
三輯，第 95 頁，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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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字，在現代漢字中屬於常見字。但在古文字系統中，
“賈”字的釋讀卻頗費周折。
甲骨文中的“

”
（
《合集》34547）
，或加“貝”旁作“

①

”
（《合集》4696）、
“

”
（《花東》

②

367）
， 據甲骨刻辭文例可知它們是同一個字。 金文中，此字形以“貝”旁寫在下部作“ ”
（
《集成》10252）
、
“ ”
（
《集成》
（
《集成》4553）爲常，而上部形體或稍有變化寫作“ ”
（
《集成》4047）
、
“ ”
（
《集成》2827）等形；戰國金文甚至寫作“ ”
（中山王
4330）
、
“ ”
③
鼎）
， 上部與“用”混同。戰國簡牘文字中，此字寫作“

華簡《繫年》46）
。秦漢文字寫作“

”（包山楚簡 162）
、
“

”
（睡虎地秦簡《效律》1）、
“

”
（清

”
（
《增訂漢印文字徵》

第六卷“賈奮”印）
，已經和小篆、漢隸甚至後世楷書的寫法差別不大。甲骨文、金文中的
字形，學者早先或釋爲“貯”
，或釋爲“賈”，或釋爲“貯”讀爲“賈”
。後來，李學勤先生
④
根據金文材料，主張此字應讀爲“賈”。 由於證據確鑿，其説獲得大多數學者的贊同。當
⑤
然，也有部分學者從各種角度出發，仍然堅持釋“貯”之説。 裘錫圭先生也撰有《釋“賈”》

一文，申論李學勤先生之説，認爲在目前所見的古文字資料裏，這個字絕大多數應該讀爲
⑥
《繫年》第 46—47 簡：
“秦師將東襲鄭，鄭之賈人弦
“賈”
，是沒有問題的。 清華簡（貳）

高將西市，遇之，乃以鄭君之命勞秦三帥。”其中“鄭之賈人弦高”的“賈”字形（已見上
引）
，可以證明戰國文字中的那些字釋讀爲“賈”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古文字中與“賈”字相關的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首先，從字形上説，甲骨文
，從“貝”旁者多釋爲“貯”
，多數學者都是承認的。然在秦漢
中的“ ”過去多釋爲“宁”
，
《説文》
：
“賈，賈（引按：段注以此字爲複舉字之未刪者）
文字中，
“賈”字小篆寫作“ ”
市也。从貝、襾聲。一曰坐賣售也。
”
“賈”字中出現了一個不明來源的“襾”旁，且作爲聲
⑦
符，“在先秦時代襾旁作何形，至今難以確定”。 按照一般的思路，秦漢文字中“賈”字

所從的“襾”旁應當是由早期文字的“宁”旁演變或訛變而來的。如《説文新證》即認爲，
①

劉釗主編：
《新甲骨文編（增訂本）
》
，第 393—394 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年 12 月第 2 版。
魏慈德：
《從非王卜辭與王卜辭的關係看卜辭中“賈”字的用法》
，
《東華漢學》2011 年第 14 期，第 1—
20 頁；又見：周鳳五主編《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第 751—770 頁，臺北：
“國立”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2013 年 12 月。
③
董蓮池：
《新金文編》
，第 809—811 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年 10 月。
④
李學勤：
《魯方彝與西周商賈》，
《史學月刊》1985 年第 1 期，第 31—34 頁。
⑤
高明：
《西周金文“ ”字資料整理和研究》
，北京大學考古系編《考古學研究（一）
》
，第 301—311 頁，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年 10 月；又見：
《高明學術論集》
，第 218—228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12 月。
⑥
裘錫圭：
《釋“賈”
》，
《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三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
，第 440—443 頁，上海：復旦大
學出版社，2012 年 6 月。
⑦
林澐：
《先秦古文字中待探索的偏旁》
，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輯，第 364 頁，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10 月。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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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文字“賈”字上部所從的“襾”形是由戰國齊系陶文“ （賈）”字上作“襾”形者演
①
變而來的；“襾”形可能是因爲錯誤地分析而產生的一個部件。 上引裘錫圭先生《釋

“賈”》一文指出，从 的“賈”字與秦漢文字中的“賈”字之間可能有的關係，不外以下
三種：一、後者由前者訛變。二、二者是同一字改换偏旁的異體。李學勤先生已經指出，殷
，
《新出青銅器研究》144—
墟甲骨卜辭中的“多 ”應該讀爲“多賈”（《兮甲盤與駒父盨》
145 頁）
。可見“ ”“賈”音近。所以“ ”和“賈”有可能是聲旁不同的形聲字異體。三、
二者本屬不同的字，但可以通用。從上面所舉的秦漢文字“賈”字的資料來看，第一種可能
性似可否定。實際情況究竟是第二種還是第三種，有待研究。如果第三種情況屬實， 字嚴
格地說就不應該直接釋作“賈”了。在有新的發現之前，直接釋 爲“賈”是比較妥當的。
不過，裘錫圭先生又根據秦印文字中“賈”字在上之偏旁有作“ ”者（“賈安”印），又
②

，懷疑後者是比較原始的寫法，“ ”“ ”皆由之演變而成。
有作“ ”者（“賈蟜”印）

也即，裘錫圭先生對於此字形的來源問題比較慎重，最終采取了闕疑的態度。
《字源》“賈”
字條認爲，秦系文字的“賈”從貝、襾聲，“襾”旁當是改“宁”爲形近的聲旁，爲後世文
字所本；“襾”字形是象倒置的水器，並對其形體演變序列進行了構擬排比。

③

然而，如果直接將秦漢文字中“賈”字所從的“襾”旁看作是由早期文字的“宁”旁
演變或訛變而來的，又會隨之產生另外一個問題，即古音通假的問題。也就是説，早期文字
從“貝”旁者如果釋爲“貯”，據以上學者的研究成果可知，其中的“宁”旁當是聲符；後
來出現的“賈”字形也是以“襾”旁爲聲符的。如果“襾”旁是由“宁”旁直接演變或訛變
而成的，則“賈”字就應當是從“宁”得聲，故有的前輩學者主張釋此字爲“貯”而讀爲
“賈”。但是，猶如上引裘錫圭先生之文所指出的那樣，“貯”“賈”二字古音雖同部，聲
④
母却遠隔，恐怕不見得能通用。 具體地說，“賈”上古音屬見母魚部，“貯”屬端母魚部，

韻雖同部，但是聲母相隔太遠，學界一般認爲喉音和舌音是不能相通的。對此問題，有學者
進行了補充論證，認爲在上古漢語中，一部分中古端（知）組字和牙喉音字是可以相通的；
金文中的“

”仍應釋爲“貯”，可讀作“賈”。⑤此種説法，從音理上解釋了二字聲母遠

隔不能相通的問題，但通假例證欠缺，故此説似乎仍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①

季旭昇：
《說文新證》
，第 524 頁，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 年 9 月第 2 版。
裘錫圭：
《釋“賈”》
，
《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三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
，第 443 頁，上海：復旦大學出
版社，2012 年 6 月。
③
李學勤主編：
《字源》
，第 575—576 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 12 月。
④
裘錫圭：
《釋“賈”》
，
《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三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
，第 443 頁，上海：復旦大學出
版社，2012 年 6 月。
⑤
楊懷源：
《西周金文中的“ ”》，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9 年第 4 期，第 66—71 頁。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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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上述之字所產生的諸問題，學者多有討論。趙誠先生曾説此字是金文文字考釋中
“爭論得最激烈、最長久、參加學者最多的”一個字，並對各家説法及其分歧之處進行了概
括介紹。

①

學者們的討論無疑深化了我們今天對諸多問題的認識，但有些問題仍然未到最終定論
之時。例如，秦漢文字“賈”所從的“襾”旁之來源問題，如果説是直接從“宁”演變爲戰
國齊系陶文中的“襾”旁，演變環節似乎不大明晰。而且，戰國齊系陶璽文字中的“賈”以
②
從“古”得聲寫作“ ”“ ”者爲常見， 驀然出現秦漢文字的寫法“ ”，未免太過突

兀。對此問題，有學者在贊同李學勤先生將此字讀爲“賈”之説的基礎上推測認爲：從形體
演變的角度看，東周文字所見的“ ”所從的“ ”變爲“ ”所從的“ ”是有可能的；
由“ ”變爲“

”當是主觀上因上部字形已訛近“古”而有意將它改造成聲符，因而有了

從“古”得聲的這種形聲結構的異體；“ ”被改造成從“古”聲可知“ ”是“賈”字的
早期形體；睡虎地秦簡中的“

”，上部所從的“

（襾）”可能是由“ ”上部收縮筆

畫、下部又穿透筆畫演變而來的；另一種情況可能是將“
經過整齊筆畫而演變爲小篆的“

”這種形體翻置寫作“

”，

”；同時也説明，以上看法係屬推測，暫時從形體上還

不能找到確證以搞清“賈”字是怎樣從“ ”演變爲小篆“ ”的；但無論如何，“ ”不
③
是“貯”而是“賈”則完全可以肯定的；故凡此諸文均應一并改釋爲“賈”字。 對於這種

説法，趙誠先生評論説：既然只是推測而無確證，爲何就能肯定此是“賈”字而非“貯”字
④
呢？ 要知道，上引李學勤先生之文是將此字讀爲“賈”的，而非表述爲此字可以直接釋爲

“賈”。如果按照上引學者的看法，此字釋爲“貯”，同樣也是可以讀爲“賈”的。因此，
諸如此類的説法，由於字形演變環節闕如，都只能算是可備一說，尚有待於進一步探討。
張世超先生認爲，金文“ ”字釋爲“貯”是沒有問題的；“賈”字只是在戰國時期
才出現，在此以前的文字中，絕無蹤跡；從古文字材料來看，“賈”字最早僅見於戰國時代
的秦系文字中；“賈”應是西周“貯”所寫的詞在戰國秦系文字中獨有的寫法；表示商賈意
義的“貯”，在戰國時期秦方言中轉入見紐；戰國秦系文字以另造的“賈”代替從西周傳來
的“貯”寫商賈、物價等義的詞，但同時又保留了“貯”表示積貯義；在秦系文字中，
“貯”“賈”已是意義不同的二字，而且“賈”本是爲方音不同而造的字，所以，嚴格講來，

①
②
③
④

趙誠：
《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
，第 468—473 頁，太原：書海出版社，2003 年 1 月。
季旭昇：
《說文新證》
，第 524 頁，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 年 9 月第 2 版。
董蓮池：
《金文編校補》
，第 185—186 頁，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年 9 月。
趙誠：
《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
，第 472 頁，太原：書海出版社，200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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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賈”不能算是一個字；至於“襾”旁之來源，其文將之與見於毛公鼎的“ ”（
《集
《集成》2810）字聯繫起來，采信釋其爲“祼”之説，認爲
成》2841A）和噩侯鼎的“ ”（
“賈”正是從“

”省聲，古音“祼”在見母歌部，與“賈”聲爲同紐，韻則魚歌相轉；

“賈”所從的“ （襾）”旁正是從“ ”所從的二手所奉之器“ ”訛斷而來的；“襾”
①

。 可以説，張文將“賈”所從的“襾”
旁的來源，即是古象中間鼓腹器形之字（即“ ”）
旁和所謂的“祼”字所從的字符聯繫起來，二者形體寫法確實比較接近，故其説應該是有道
理的。同時，張文還將“襾”旁與古文字中的“覆”“壺”“懿”所從的字符相聯繫，也很
有啓發性。不過，所謂的“祼”字所從的字符在其構形中應當是作爲義符存在的（即象器物
之形的字符在此字形中應當是表示用於祼祭之禮器，雖然也不排除其作爲聲符的可能）
，而
“賈”所從的“襾”旁却是聲符，認爲“賈”是從“

（祼）”省聲，如此分析字形，似

乎顯得有些迂曲。
我們發現，綜合以上學者的研究成果，在張世超先生之説的基礎上，如果稍微變換一
下對字形分析的思路，應該會更加合理些。也即，不是將“賈”看作是從“ ”省聲，而是
將其中象器物之形的偏旁看成是一個獨立的字符，而這個獨立的字符應當就是“壺”字。
爲了説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先看看上引張文中所提到的“壺”
“懿”二字（僅選取部
分有代表性的清晰字形）
：

金文中的“壺”字

金文中的“懿”字

②

從字形可見，“壺”字表示壺身中間部分的筆畫（如“ ”，反色處理後作“ ”）
，和
，反色處理後作“ ”
）幾乎完全一致，與上引秦印文字中“賈”字
“懿”字所從（如“ ”
在上之偏旁作“ ”者也非常接近。于省吾先生認爲：懿字初文從壺從欠，本爲會意字；壺
③

以貯酒，懿字本義，象人張口就飲於壺側，而懿美之義自見。 林澐先生在于省吾先生之説

①

張世超：
《“貯”“賈”考辨》
，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第 74—81 頁，長
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年 6 月。
②
董蓮池：
《新金文編》
，第 1452—1460 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年 10 月。
③
于省吾：
《釋懿》
，
《于省吾著作集·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編》附《雙劍誃古文雜釋》
，第 331 頁，北京：中
華書局，200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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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爲：細審懿字字形，該字所從之壺，實均無蓋；這種特殊的去了蓋的壺，
①
正是表示人飲的會意字所專用。 林澐先生對字形的分析應該更爲精确些，即懿字所從當是

無蓋之“壺”形。將這些去了蓋的壺形，與張文所説的“

”“

”字所從相比較，可見

二者寫法非常相似。上引字形中，
“賈”字之異體有從“古”得聲者，上古音“賈（古）
”屬
見紐魚部，
“壺”屬匣紐魚部，二者聲母同屬牙音，韻部相同，
“古”聲字與“壺”聲字古音
②

近可通。 如果説“賈”所從的“襾”旁就是來源於“懿”所從的這種無蓋之“壺”形，並
以“壺”爲聲，應該大致不差。或者説，在戰國時代的秦系文字中，在造“賈”字以取代早
期的“貯”字時，曾經參照過這種無蓋之“壺”形，並以之爲聲，應該是很有可能的。再或
者説，由於“貯”字所從的“宁”本來就是貯藏貝之容器，後來此字的讀音大概受到方言的
影響而轉入喉牙音（見紐）
，產生了“賈”之音，
“宁”作爲聲符不再符合其讀音，於是變形
音化，采用形體、意義（壺亦可作爲儲物之容器）與“宁”類似而讀音更加符合“賈”之音
的那種無蓋之“壺”形（即“襾”字符）來替換原來的“宁”旁。其實，這種所謂的“襾”
字符本當是來源於無蓋之“壺”形，其讀音也應當是讀“壺”之音。若如此分析，則是將“賈”
所從的“襾”旁與《説文》
“襾”部所轄的“覆”
“覈”等字所從的“襾”旁看成是來源不同
的兩個字符。
《説文》
“襾”部所轄的“覆”“覈”等字，其上部所從的“襾”符，大概是象
）。不過，同樣是容器之形，兩種“襾”
倒置的容器（從作“ ”者來看，有點象倒置的“皿”
字符具有同一來源也是有可能的（
“皿”字現在學界也多認爲是象深腹的容器，與“壺”之
用途類似）。
《説文》
“襾”字“讀若 ”，而隸楷階段的“壺”字形下部恰好是作“亞”字形。
附帶提及，《説文》之“亞部”下僅轄一個“ ”字，注云：“ ，闕。”段注：“謂形
音義之說皆闕也。大徐衣駕切。按襾字讀如 ，則其音傳矣。”王筠《説文句讀》以爲“ ”
“ ”其實都是“亞”字，
“壺”字下從“亞”
字“爲亞之分别文”
，其説當可信。如此，
“ ”
形亦當包含聲化的因素，而“襾”字很有可能就是從“壺”所從的“亞”形截取分化出來的，
因而也就繼承了“壺”字之音。
此外，秦漢文字中另有一個字形也值得注意。董珊先生曾經指出，在戰國楚系文字中，
表示“壺”的字常以“瓜”作爲聲符；壺類器物的起源與瓜類的植物有關，“瓜”與“壺”
③

聲相近，本是同源詞，所以表示“壺”的字常以“瓜”作爲聲符。 “壺”聲字與“瓜”聲

①

林澐：
《説厚》
，
《林澐文集·文字卷》
，第 239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 12 月。
張儒、劉毓慶：
《漢字通用聲素研究》
，第 409 頁，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 4 月。
③
董珊：
《信陽楚墓遣策所記的陶壺和木壺》
，
《簡帛》第三輯，第 29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10 月。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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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字古音近可通。 在秦漢印章文字中，
“瓜”字寫作“

②

”形， 與小篆“

（襾）
”字符的

寫法非常接近。此“瓜”字的寫法，是否與“賈”所從的“襾”旁有關係，或者說在演變過
程中有無變形音化的因素，也是可以考慮的。
“瓜”或其變體（朝向無蓋之“壺”形變化）
可以作爲“賈”的聲符，從古音通假來看，自然也是沒有問題的。
綜上所述，我們推測認爲，古文字中“賈”字所從的“襾”旁有可能來源於早期文字
中那種無蓋之“壺”形，並以“壺”爲聲符，其間大概摻雜有變形音化的因素；秦漢印章文
字中的“瓜”字形寫法，或許是“賈”字所從的“襾”旁的另一個形體源頭。

4.“尋”字及其異體的形體來源
“尋”字，甲骨文中即已出現，在現代漢字中也屬於常見字。然在演變過程中，因其
所從的偏旁容易與其他字符混淆，古人便進行了各種改造，由此產生了衆多異體，對其異體
之構形的分析頗多歧説。下面我們以其中的幾個異體爲例，對其構形進行簡單的分析。
（
《合集》16070），歷組大多寫作“ ”
（《合
甲骨文中的“尋”字，賓組大多寫作“ ”
（
《合集》30297）
。 ③唐蘭先生最早
集》33286），無名組與黃組或添加“口”旁，寫作“ ”
釋此字爲“尋”之古文，分析字形以爲：由字形言，八尺曰尋。
《大戴·王言》云：
“舒肘知
尋。
”
《小爾雅》云：
“尋，舒兩肱也。
”按度廣曰尋，古尺短，伸兩臂爲度，約得八尺。卜辭
《説文》丈作 ，從十，十在古文當爲丨，以手
偏旁之 ，正象伸兩臂之形。其作丨者丈形，
《公
持杖是爲丈。卜辭作 ，則伸兩臂與杖齊長，可證其當爲尋丈之尋也。卜辭或作 者，
食禮記》
：
“加萑席，尋。
”注：
“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是席長亦八尺，故伸臂與之等長
也。卜辭從“口”之尋，當即今隸之尋字。蓋古文 或作丨，故 與 可併爲一字。 或變
工，故 與 可變爲從工，則作 形者，可變爲 ，稍易其形，即爲 矣。小篆“尋”字從
“
“彡”
，當是從甲骨文的“彳”旁訛變而成；卜辭有地名作“ ”
舟”猶用舟也。

”
，當是樳字；卜辭“尋

④

今按：唐蘭先生釋此字爲“尋”是正確的。但字形分析上，有些地方可能説的不夠精
确。其文認爲卜辭作“ ”形，所從的“丨”爲丈，或許有些道理。但認爲作“ ”形者，
所從的“ ”爲席，因其長亦八尺，伸臂與之等長，却稍有偏差。後來的學者多已指出，甲
骨文中添加的“ ”旁當爲聲符。如裘錫圭先生認爲： 即“宿”字所从之“㐁”，亦即“簟”

①
②
③
④

張儒、劉毓慶：
《漢字通用聲素研究》
，第 409 頁，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 4 月。
趙平安、李婧、石小力編纂：
《秦漢印章封泥文字編》
，第 629 頁，上海：中西書局，2019 年 12 月。
劉釗主編：
《新甲骨文編（增訂本）
》
，第 192—193 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年 12 月第 2 版。
唐蘭：
《天壤閣甲骨文存并考釋》
，第 144—145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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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文（此亦唐說，見《甲骨文字集釋》689—690 頁）
；“尋”爲邪母侵部字，“簟”爲定
母侵部字，上古音至近；甲骨文“尋”字或改从丨爲从 ，蓋兼取 字之音。卜辭“尋舟”
之“尋”應該讀爲从“彡”聲的“䑣”字（《説文》訓解爲“船行也”，“䑣”和“尋”都是
①
侵部字，聲母在上古也相近），“䑣舟”即行舟之意。 詹鄞鑫在裘錫圭先生研究的基礎上

指出：甲骨文繁體之所以附加筵席形象，蓋由於古代曾經以筵爲度，也可能還利用它兼表讀
②

音。 李學勤先生亦認爲：前人已經説明，“ ”是“㐁”字。“㐁”字古音透母侵韻，“尋”
邪母侵韻，從這兩字爲聲的不少字彼此同音。因此，“ ”字不妨理解爲在“尋”字上加標
③
”當分析爲聲符才是。
聲符。 故甲骨文作“ ”形者，所從的“ （㐁、簟）

後來“尋”字中所從的“工”
“口”
，唐蘭先生認爲“口”旁來源於早期文字所從的“口”，
“工”旁來源於 與 可左邊所從的“㐁”或“丨”，可備一解。但也有學者認爲，與古文
字形相比，後來的“尋”字形是在兩手之間增加“口”和“工”，這種繁化與“又”變爲
“右”、“ ”變爲“左”是相同的現象；可知篆書“尋”正是由“右”“左”合成的會意
④
字訛變而成的；似乎可以相信，
“尋”的本義就是舒張左右兩臂度量長短的意思。 其説亦

可參考。
金文中的“尋”字，大都繼承了從“口”旁的寫法，如“
又產生了疊加義符“又”旁的寫法，如“

”
（《集成》4120）；而同時

”
（
《集成》10266）
。⑤總體上來說，東周時期金

文中的“尋”字變化不是太大。
《説文》
：
“ ，繹理也。从工、从口、从又、从寸。工、口，亂也。又、寸，分理之。
彡聲。此與 同意。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相比早期的古文字形和後世常用的“尋”
字形多了聲符“彡”
。唐蘭先生認爲小篆“尋”字從“彡”當是從甲骨文的“彳”旁訛變而
成的，其説恐不大可信。如季旭昇先生認爲，居延漢簡的“尋”字寫作“

”
（甲 628A）
，

右上方之兩點，或爲飾筆（或表示重“又”形），
《説文》篆形从“彡”聲，或即由此形聲化
⑥
而來。 其説有理。不過，同樣是作爲聲符，我們懷疑“彡”也有可能是直接由早期的“㐁”

（上博五《鬼神之明》7）的寫法變形聲化（將原本屬
訛變而來的；或者是由類似楚簡“ ”

①

裘錫圭：
《
〈説文〉與出土古文字》
，
《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三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
，第 436 頁，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 6 月。
②
詹鄞鑫：
《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長度單位探源》
，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6
期，第 38 頁。
③
李學勤：
《續釋“尋”字》
，
《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 年第 6 期。第 8 頁。
④
詹鄞鑫：
《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長度單位探源》
，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6
期，第 38 頁。
⑤
董蓮池：
《新金文編》
，第 373 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年 10 月。
⑥
季旭昇：
《說文新證》
，第 235 頁，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 年 9 月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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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又”形的三撇截取出“彡”作爲獨立的聲符）而成的。然目前古文字中尚沒有發現類似
的可以證明這種字形演變的資料，故此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
唐蘭先生認爲甲骨文地名“ ”

”當是樳字，其釋字可信，然亦有可爲補充者。上

博簡（一）
《孔子詩論》簡 16“葛覃”之“覃”，寫作“ （ ）”。學者多已指出，此字
①

當是雙聲符字，
“尋”
“由”皆是聲符，反映了古音幽侵對轉的現象。 黃德寬、徐在國先生
②

對字形也有詳細分析，指出“ ”從“尋”聲，所從之“由”乃是贅加的聲符。 劉雲將此
字與甲骨文中上舉從“尋”之字聯繫起來，以爲二者爲一字，在甲骨文中所表示的地名就是
③
《尚書·禹貢》中“覃懷厎績”的“覃”
。 王子楊對甲骨文中的相關字形進行了全面考察，

釋甲骨文此字左部所從爲“柚”
，也認爲“木”旁上部所從爲“由”聲，是一個雙聲符字；
④

甲骨文中的地名，他傾向於將其與《左傳》中的“鄩”地相聯繫。 也有學者認爲，甲骨文
⑤

中用爲地名的“柚”
，蓋即文獻中記載的“陶”地，又稱“陶丘”
。 説皆可參。總之，甲骨
“
文“ ”

”字，右部從“尋”
，左上部所從的“由”亦當是聲符。安大簡（一）
《詩經》

簡 3、簡 4“葛覃”之“覃”也寫作“
第 7 簡“布四尋”之“尋”寫作“

（ ）
”形，亦從“由”聲。⑥里耶秦簡第五層簡牘
”
， ⑦左部“尋”旁的寫法與安大簡一致，或當是出自

楚地的寫手之手筆。
“ ”
“ ”字， ⑧學者多據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的“尋”字
漢印文字中，有“ ”
寫作“

”（甲 117）
、“

”（乙 229）形，釋此三字爲“尋”，⑨其説可信。上引裘錫圭

⑩
先生之文，引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中寫作从“尋”从“舟”的“尋”字， 以爲其字

①

沈培：
《上博簡〈緇衣〉篇“ ”字解》
，
《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 214 頁，北
京：清華大學，2002 年 3 月；刊於《華學》第六輯，第 68—74 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 6 月；
後收入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第 132—136 頁，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
年 4 月。
②
黃德寬、徐在國：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孔子詩論>釋文補正》
，
《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
》2002 年第 2 期，第 4 頁；又見：
《新出楚簡文字考》
，第 99—100 頁，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7 年 9 月。
③
劉雲：
《利用上博簡文字考釋甲骨文一例》
，張顯成主編《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五輯，第 133—153 頁，
成都：巴蜀書社，2010 年 6 月。
④
王子楊：
《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
，第 287—307 頁，上海：中西書局，2013 年 10 月。
⑤
陳健：
《卜辭幾種從“柚”字之地名考》
，馮克堅、李學勤編《“鼎甲”杯甲骨文字有獎辨識大賽論文集》
，
第 84—91 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
⑥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
》
，第 6 頁，上
海：中西書局，2019 年 8 月。
⑦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
《里耶秦簡（壹）
》
，圖版（第五層簡牘）
，第 4 頁，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年 1 月。
⑧
季旭昇：
《說文新證》
，第 235 頁，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 年 9 月第 2 版。
⑨
劉釗：
《璽印文字釋叢（一）
》，
《考古與文物》1990 年第 2 期，第 49 頁；又見氏著《古文字考釋叢稿》
，
第 176 頁，長沙：嶽麓書社，2005 年 7 月；劉樂賢：
《秦漢文字釋叢》
，
《考古與文物》1991 年第 6 期，第
82—84 頁。
⑩
劉釗主編：
《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
，第 349 頁，北京：中華書局，202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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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分析爲从“舟”“尋”聲，當即“䑣”之異體，因音近而借爲“尋”
；同時亦指出漢印
①
文字中的那個字當釋爲“尋”
。 不過，根據以上所列的字形，漢印和馬王堆帛書中的“尋”

所從的“舟”
，也有可能是聲符。上古音“舟”屬章紐幽部，戰國簡牘文字中“尋”字所從
的聲符“由”屬喻紐幽部，二者聲母同屬舌音，韻部同屬幽部，古音很近。至於“舟”字形
的來源，則很可能是由早期文字的“尋”字所從的“㐁（簟）
”旁變形音化而來。
此外，張家山漢簡《引書》中的“尋”字寫作“

”
（簡 22）
、
“

”
（簡 67）
， ②右上

部所從類似“肉（月）
”旁，也有可能屬於變形音化。上古音“肉（月）”屬日紐覺部，與“由”
③

”形，也可
讀音很近，
“由”聲字和“肉”聲字古音近可通。 此“尋”字所從的“肉（月）
能是由早期文字的“尋”字所從的“㐁（簟）
”旁變形音化而來，或者是從“舟”旁變形音
化而來。
據以上列舉的出土文獻所見的“ ”“

”“

”等漢代字形，可知《説文》中“蕁”

，所謂的“爻”旁，當是由漢代文字中左部所從的兩“又”形訛變
字或體从“爻”作“ ”
而來的。又如《六書通》第四卷侵韻“尋”字頭下收有所謂的“籀文”作“

”， ④左部亦

是寫作從“爻”
。清人桂馥《說文解字義證》根據“蕁”字或體寫作從“爻”
，反而認爲《説
文》中“ ”字所從的聲符“彡”也是“爻”之訛，“彡聲者當爲從爻，既誤爲彡，又加聲
⑤
字，此會意，非諧聲”
。 其説應該是不對的。根據古文字材料可知，實際上“爻”應該是

“
訛體，當是從早期的“尋”字（如“ ”

”
“

”等形）左部所從的兩“又”形訛變而來

的。
，可隸定爲“ ”
。 ⑥《字彙補》作“ ”，何琳儀先
傳抄古文中，
“尋”字或寫作“ ”
⑦
生以爲此字形是由甲骨文“ ”字形譌變而成。 徐在國先生認爲： 、 之形都是由漢帛
⑧
書《老子》甲作“ ”形譌變而成。 説皆有其道理。不同階段的三類字形，主要區別在於

聲符分別寫作“㐁（簟）
”
“舟”
“肉（月）”。有學者以爲，
“ ”下部的“尺”旁可能從“又”

①

裘錫圭：
《
〈説文〉與出土古文字》
，
《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三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
，第 436 頁，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 6 月。
②
張守中編撰：
《張家山漢簡文字編》
，第 89 頁，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年 11 月。
③
張儒、劉毓慶：
《漢字通用聲素研究》
，第 118 頁，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 4 月。
④
[明]閔齊伋輯，[清]畢弘述篆訂：
《訂正六書通》
，第 150 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 年 1 月。
⑤
[清]桂馥：
《說文解字義證》
（連筠簃本）
，第 256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3 月。
⑥
徐在國編：
《傳抄古文字編》
，第 300 頁，北京：綫裝書局，2006 年 10 月。
⑦
何琳儀：
《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
，第 1407 頁，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9 月。
⑧
徐在國：
《隸定“古文”疏證》，第 72 頁，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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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旁訛變而來。 也有學者以爲，合“肘尺”之義構形爲“ （尋）”。 也即，認爲“ ”字
是表意字，其造字本義是以“肘”作“尺”，會以兩臂丈量之“尋”字之意，也就是《説文》
所謂“度，人之兩臂爲尋”之意。這種字形分析的思路似亦可通。若如此，則“ ”字形似
屬於後出俗字，而其形體來源又與漢代那些從“舟”或“肉（月）”的“尋”字形有關。
、
“ ”字這種構形現象，可歸屬於文字學上“偏旁連讀成語的會意字”，猶如不正爲“歪”
合手爲“拿”（由“拏”字分化出來）
、小土爲“尘”
（“塵”俗作“尘”）那樣。
傳抄古文中，
“尋”字又或作“
引《六書統》尋字作

，與

⑤
“
聲符金。 其説可信。如此，

（

③

）”。④徐在國先生認爲：
《六書通》4·侵·150

字同。古音尋，邪紐侵部；金，見紐侵部。尋作

似是加注

”字當是“尋”改換聲符而形成的異體字。

中古時期的字書及碑刻文字中，
“尋”字中間所從的“口”旁或訛寫成“几”形。如清
⑥

人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引戴侗《六書故》云：
“唐本不從口，而從几。
” 又如，唐顏真卿
《多寶塔碑》中的“尋”字即寫作“

”形。這種“尋”字中間所從的“几”形，應該是由

⑦
中古時期比較草率的手寫體行書將“口”旁寫成下部不封口之形變來的，如“ ”字形。

而其中的“口”旁，很可能來源於漢代文字中的那種從“舟”或“肉（月）”旁的寫法。如
東漢夏承碑的“

”字形， ⑧其中間所從的“

”旁，寫法類似“凡”字，與漢代文字中

“舟”或“肉（月）”旁的寫法很接近，又與後世楷書中的“口”旁差不多，猶可見字形演
變之軌跡。當然，“几”旁的來源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中古時期的碑刻文字，或將“尋”
字中間所從的偏旁類化寫成兩個“工”，如“
“

”（封魔奴墓誌）
、⑨“

”（魏元肅墓誌）
、

”（魏元周安墓誌）等形；⑩同時，又有將其中一個“工”橫著寫的字形，如“ （

⑪
（魏元璨墓誌）形。 其中，橫著寫的“工”形“

）”

（ ）”很容易演變成所謂的“几”形。

至於今天的簡化漢字“寻”
，其形體也是淵源有自。中古時期的碑刻文字中，常將“尋”
字中間的部分省略成幾點或一橫，如“
（魏鉅平縣侯元欽神銘）、“

”
（魏張寧墓誌）
、
“ ”
（魏比丘洪寶造像）、
“

”（魏敬史君碑）、“

①

”

”（魏涇州刺史奚康生造像碑）等，筆

李春桃：
《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
，第 381 頁，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 10 月。
劉海琴：
《甲骨文“尋”字形辭例再探討》
，
《中國文字研究》第十八輯，第 62 頁。
③
裘錫圭：
《文字學概要（修訂本）
》
，第 134—136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 7 月。
④
徐在國編：
《傳抄古文字編》
，第 300 頁，北京：綫裝書局，2006 年 10 月。
⑤
徐在國：
《隸定“古文”疏證》，第 72 頁，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 年 6 月。
⑥
桂馥：
《說文解字義證》
（連筠簃本）
，第 256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3 月。
⑦
毛遠明：
《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
，第 1022 頁，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5 月。
⑧
季旭昇：
《說文新證》
，第 235 頁，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 年 9 月第 2 版。
⑨
毛遠明：
《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
，第 1022 頁，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5 月。
⑩
秦公、劉大新：
《廣碑別字》
，第 316 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 年 8 月。
⑪
毛遠明：
《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
，第 1022 頁，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5 月；秦公、劉大新：
《廣碑
別字》
，第 315 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 年 8 月。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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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再進一步簡化，即成“

（

①

）
”
（東魏徵北將軍鄧恭伯夫人崔令姿墓誌）字形， 就與今

天的簡化漢字“寻”寫法幾乎一致了。
綜上可見，
“尋”字在從古到今的形體演變過程中產生了衆多的異體。那麽，是何種因
素導致“尋”字異體衆多呢？如果我們將“尋”字的形體放回到古文字發展演變序列中去，
其實也很好解釋。在早期古文字中，
“尋”字的表意初文，是用不同方向的兩隻手（即兩個
“又”
）來表示伸開雙臂以丈量長度。而在古文字系統中，
“又”旁是一個構字能力非常强的
偏旁。雖然“尋”字所從的兩隻手寫成不同方向的，但如果僅僅是寫成初文字形的話，由於
古文字中的偏旁一般正反無別，位置不固定，故其形體仍然易於其他從兩個“又”的字形如
”
（
《合集》5622）
、
“ （廾）
”
（《合集》23）、
“ （帥）
”
“友”
“廾”
“帥”等相混，例如“ （友）
”
（
《合集》18589）
、
“ （帥）
”
（《合集》7329 反）
、
“ （友）”
（
《合集》8947 正）
、
“ （帥）
”
（
《集成》）
、
“ （友）
”
、
“
（
《集成》4234）
、
“ （友）
（
《集成》4171.1）
、
“

（廾）
”
（
《集成》1091）
、
“

（帥）”

（帥）
”
（
《集成》4234）等。②因此，古人在書寫“尋”字時，經常

要通過添加聲符、筆畫拆解重組、偏旁限制等辦法，儘量與其他從兩個“又”的字形區別開
來，從而導致“尋”字在演變過程中產生了衆多異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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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於殷制—西周「甸服」探析
一、前言
《尚書》
〈康誥〉
：
「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
1

，
《史記》
〈周本紀〉記載成王建東都洛邑：
「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2，

《竹書紀年》
：
「王如東都，諸侯來朝」3，
《逸周書》
〈周書序〉
：
「周室既寧，八
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4，由上述文獻可知，諸侯朝聘、職事、貢賦為周代制
度。
《國語》
〈周語〉將四方諸侯分為「五服」
，祭公謀父以其為先王之制。而〈周
語〉五服之中的「甸服」，與《周禮》九服的「甸服」，名稱雖同但分屬內、外
且意涵相異。5筆者以為，「甸」做為周制的重要概念，其意義也隨著歷史演進
而有變化，那麼「甸」在內服或外服體系中各代表著何種意義？「奠」
、
「田」、
「甸」的關係又該如何解釋？其意涵演變的脈絡為何？《周禮》九服為何僅保
留了外服的「甸服」？則是本文待討論的問題。

二、「甸服」—是內服也是外服
論及「服制」
，多自傳統文獻解讀，少有依文獻或金文內容斷代排列，以歷
史觀點注意「服制」變化的討論。
《尚書》
〈酒誥〉
：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寮、
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於酒。」6

1

〔西漢〕
．孔安國傳、
〔唐〕
．孔穎達疏，
《尚書正義》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卷14，

頁423。
2

〔西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4，頁133。

3

〔清〕．林春浦等，《古今本竹書紀年》（台北：世界書局，2009）
，卷3，頁89。

4

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
（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
，頁448。

5

張利軍，《商周服制與早期國家管理模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273。

6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14，頁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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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君奭〉：「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7
《尚書》〈召誥〉：「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8
《尚書》〈康誥〉：「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
周。」9

〈酒誥〉是最常被用以討論內、外服的文獻，清楚表示「外服：侯、甸、男、
衛、邦伯」、「內服：百寮、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侯甸或
侯甸男連言表示外服，在〈君奭〉
、
〈召誥〉
、
〈康誥〉都有記載。內外服為殷代制
度，侯、甸、男做為殷代外服體系，甲骨文中亦有證明。裘錫圭認為，侯、甸、
男、衛這幾種諸侯名稱，都是由職官名稱演變而成的。侯的本職是為王斥侯，
甸是為王治田，衛是為王捍衛，皆屬於外服體系。10
傳世文獻以外，西周外服制度也保留在金文之中，重要的文例有：
〈夨令方彝〉：「舍 三 事 令 ， 眔 卿 士 寮 、 眔 諸 尹 、 眔 里 君 、 眔
百 工 、 眔 諸 侯 ， 侯 、 甸 、 男 ， 舍 四 方 令 。 」（西周早期，《殷
周金文集成》09901）
〈大盂鼎〉
：
「我 聞 殷 墜 令 ， 唯 殷 邊 侯 、 甸 與 殷 正 百 辟 ， 率 肄
于 酒 ， 故 喪 師 巳 。 」（《殷周金文集成》02837）

7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17，頁523。

8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15，頁462。

9

屈萬里，《尚書今註今譯》（台北：聯經出版社，1984），頁96。

10

本文不特別細究諸侯、邦君的分別，引用裘錫圭的說法，對於田、牧、衛皆以諸侯稱之。參
見裘錫圭，
〈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
，原載於《文史》
，第19期（北京，
1983）
，頁1-14。本文引用裘錫圭，
〈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
，收入氏著，
《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五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頁15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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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盂鼎〉
：
「盂 以 諸 侯 ， 侯 、 甸 、 男 □□盂 征 。 」
（西周早期，《殷
周金文集成》02839）

〈令彝〉中的侯、甸、男，屬於四方外服，
〈大盂鼎〉
、
〈小盂鼎〉等銘文也有侯、
甸制度，且侯、甸連言，表示「甸」屬於外服體系。這三件器銘都是西周早期的
記錄，可用於說明西周早期地方制度與晚商間的延續關係。由傳世文獻與金文資
料可知，至少在西周早期，「甸服」屬於外服制度體系。
然而，在「五服」體系中，「甸服」卻是內服。〈周語〉：「夫先王之制：邦
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11趙伯雄依據〈令彝〉
銘文，認為「甸服」也要接受四方令，周邦常與四方並舉，顯然周邦與四方是
不同的區域，那麼「甸服」也就不會在周邦之內，提出「邦內甸服」不符合歷
史實際的看法。12筆者以為，趙伯雄所依據的銘文是屬西周早期，從歷史演變
的觀點看來，趙伯雄的論點仍有可議之處。畢竟制度有可能隨著政體的需要而
調整，
「甸服」的解釋也不是只有一種，無法就這麼直接地認為邦內沒有「甸服」
。
裘錫圭曾提出，五服說與九服說的「甸」
，也許本來就不是同一個詞。13韋
昭注解「邦內甸服」曰：
「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
，韋昭認為內服之「甸」
為王田。14目前看來「甸服」做為外服的史料，主要是西周早期，有〈夨令方
彝〉、〈大盂鼎〉、〈小盂鼎〉等三件器銘。15西周中期以後，則有部分史料表示

11

《尚書》〈禹貢〉所述敘的五服分別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同樣是自甸服始，
由內而外，其中只有「綏服」與〈周語〉不同。

12

趙伯雄，《周代國家形態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頁30-31。

13

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頁168。

14

〔清〕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
《國語集解》
（北京：中華書局，2002）
，卷1，頁6。

15

金文裡面只有「侯、甸、男」連稱的用法，可以將「甸」解釋為外服的「甸服」，而這類的
史料僅限於西周前期。相關討論參見武剛，
〈「內服」還是「外服」
：西周甸服問題研究—兼
論西周王畿的形成過程〉《史學月刊》，第3期（開封，2018），頁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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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服」屬於「內服」
。可見「甸服」的意義自西周中期以後有所變化，從「外
服」轉向「內服」。筆者以為，「甸」也有「奠」的意涵存在。要釐清「甸服」
意義的演變，應自「甸」與「奠」的字義說起。 16

三、「甸」與「奠」
（一）「甸」—「侯田（甸）男」到「維禹甸之」
漁獵時代，主要生產方式是田獵；農業時代，主要生產方式是種田，所以
田獵的「田」與種田的「田」文字同源。
《尚書》
〈無逸〉
：
「不敢盤於遊田」
，
《詩
經》
〈鄭風‧大叔于田〉
：
「叔于田」
，
《左傳》
〈莊公八年〉
：
「遂田於貝丘」
，
《左傳》
〈僖公二十四年〉
：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
，
《左傳》
〈宣公二年〉
：
「宣子田於
首山」，《左傳》〈襄公三十年〉：「請田焉」，《左傳》〈哀公十一年〉：「使其女僕
而田」，《國語》〈齊語〉：「田狩畢戈」，皆可以「田獵」解釋。17
卜辭田字像阡陌形，不必從十。
種田、田獵。18西周金文

、

亦為田字，田可用作動詞，意為

字形義與甲骨文相似，除本義外也有通假。《說文

解字》
：
「田，陳也」
，可通假為「甸」
，鄉里田區之名，王國維：
「田即經之甸字」，
金文「侯田」即《尚書》
〈酒誥〉之「侯甸」
。田又可通假為「畋」
，
《尚書》
〈多
方〉之「畋」有治田或治之義。19卜辭「在某田」代表的是一個農業區，商王
派「田」駐在侯、伯的封域之內，大概是為了就近取得侯、伯的武力保護。裘
錫圭認為，
「田」長期由同一個族人固定在一個地方開墾，世代擔任「田」職。
從西周時期已把「田（甸）」當作諸侯封號來看，晚商的「田」應該已經大量發

16

張宇衛認為，「奠」是移居，而被移居的貴族多半被遷往還未開發的土地墾荒，可能為某地
的郊區，因此發展出「郊甸」的意義，
「奠田甸」為必然的發展結果。參見張宇衛，
〈由
卜辭「于」的時間指向探討其相關問題〉，收入鄧應章主編，
《學行堂語言文字叢刊‧第二輯》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
，頁55。

17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562。

18

于省吾主編，
《甲骨文字詁林．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
，頁2111。

19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第十三冊》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5）
，頁7490-7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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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諸侯。20
西周初期「甸」除了原先表示生產相關的辭義，也發展出治理的意義。
《詩
經》
〈大雅‧韓奕〉
：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
《詩經》
〈小雅‧信南山〉
：
「信彼南山，
維禹甸之」，在《詩經》「維禹甸之」中「甸」的解釋與「治理」有關。 21以往
經典中，以「治田」解釋「甸」的句子，也應以「治理」的辭義重新思考。如
《尚書》
〈禹貢〉
：
「五百里甸服」
，傳：
「為天子服治田也」22，
《禮記》
〈王制〉：
「千里之內曰甸」
，注：
「服治田，出榖納」23，
〈禹貢〉
、
〈王制〉兩句之「甸」，
指的是內服之地，僅以「治田」解釋，並不如「治理」貼切。
綜上所述，從甲骨到金文，
「甸」由田字發展而來，卜辭有在某「田」
，
「田」
可代表特定區域。侯、田、男連用時，「田（甸）」可做為外服封號，晚商時期
「田」應該已經大量發展成諸侯。文獻中還有許多包含「甸」的詞彙，無法直
接以「田」解釋，當易以「治理」解釋更為恰當。資料顯示至少在西周中期以
後，「甸」已發展出「治田」之外的意義。

（二）晚商到西周的「奠」
殷卜辭中的

，主要可分為名詞、動詞兩種用法。名詞可用指地名，如《甲

骨文合集》7876：「貞，今日勿步于奠」。24也可用指人名，如《甲骨文合集》
7074：「貞，呼比奠取炋

20

三邑」。本段主要討論的是用作動詞的「

」，

這裡的諸侯未便於行文，暫不與邦君做嚴格區分，依裘錫圭原文進行描述。參見裘錫圭，
〈甲
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
，頁160。

21

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0）
，頁741。

22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6，頁199。

23

〔東漢〕
．鄭玄注、
〔唐〕
．孔穎達疏，
《禮記正義》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卷11，
頁96。

24

用作地名，又可指鄭州之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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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上看有放置酒尊之意，字義由放置祭品引申為對人的安置。25高鴻縉：
「《說
文》奠，置祭也，從酉酒也，下其

也，禮有奠祭者……此字本意專指置酉於

上，而言酉為盛酒之尊，底形尖圓，必須置於酉圓孔之小

上乃能平穩……

故奠又借為定。」26文獻中「奠」的用法大致相同，《詩經》〈召南‧采蘋〉：「于
以奠之，宗室牅下」27，以「奠」為祭。此外，奠、定為「耕真通轉」的同源
字，
「奠」亦有定與安放的意思，《禮記》
〈內則〉：「奠之，而後取之」28，文中
的「奠」可以安放解釋。29
卜辭「奠」將對物品的「安置」引申為對人的安置，
《小屯南地甲骨》3001：
「其奠危方，其祝至于大乙」
，
《小屯南地甲骨》3289：
「奠危方」
，
《甲骨文合集》
11408：
「奠弜芻于□」
，
《甲骨文合集》32183：
「弜（勿）奠于□」
。30裘錫圭說卜
辭中「奠□方」的「奠」：
商王往往將被商人戰敗的國族或其他臣服國族的一部或全部，奠置在他
所控制的地區內。這種人便稱為奠，奠置他們的地方也可以稱為奠。奠
的分佈是分散的並不存在一個圍繞在商都四郊之外的稱為奠的地帶。被
奠者一般居於鄙野，其居邑沒有可資防守的城牆。被奠者內部一般似仍
保留著原來的組織。他們要在被奠之地為商王耕作、畜牧，有時還要外

25

裘錫圭，〈說殷墟卜辭的「奠」—試論商人處置服屬者的一種方法〉，原載於《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64本第3分（台北，1993）
。本文引用裘錫圭，
〈說殷墟卜辭的「奠」—
試論商人處置服屬者的一種方法〉，收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五冊》
，頁169-170。

26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第五冊》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5）
，頁2853-2854。

27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0），卷2，頁87。
28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27，頁974。

29

王力，《古漢語字典》，頁184；王力，《同源字典》，頁341。

3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北京：中華書局，2008）；姚孝遂、肖丁，
《小屯南地甲骨考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32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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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執行軍事方面的任務，此外似乎還要滿足商王對臣妾等的需求。奠所
受的剝削、壓迫很沉重，所以他們有時起而反抗商王。除了上述這種奠
的方式外，商王有時還將從事某種工作的人奠於某地。這似乎主要是為
了工作上的需要，其性質與上述那種奠應有區別。

裘錫圭考釋「奠」，是商王安置戰敗國族或臣服國族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在西
周時期也為統治者所用。〈宜侯夨簋〉：「賜在宜王人□又七里，賜奠七伯」，這裡
的奠，就可能是諸侯國的奠，也可能是周王之奠。這批被奠者包含七個族，七伯
就是他們的首領。〈師晨鼎〉：「疋師俗

邑人，唯小臣、善夫、守□、官犬，眔

奠人、善夫、官守友，賜赤舄」，奠人可能指被奠者或管理他們的官吏。西周時
期，將被征服者或其他臣服者奠於某地加以控制、役使的現象，大概是相當普遍
的。31西周晚期金文可見奠井、奠虢、奠登、奠同等氏名，陳夢家認為是虢、井
等族的分支，被改封於奠地，且虢、井、鄭等被封於奠地者，皆王室同姓貴族，
與商代奠置異族不同。32金文有奠井、奠虢、奠登、奠同等文例，指的是井氏等
宗族的支族受封於井、虢、登、同等地。33封同姓貴族於奠地，也是周政體擴張
的方式之一。
（三）「奠」與「甸」的通假
董作賓曾提出甲骨文中的「奠」可假作「甸」
，卜辭「征于我奠」
，猶言「征
于我東鄙

二邑」
，奠的用法略同於郊鄙，即「郭外曰郊，郊外曰甸」之甸。34

31

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頁189。

32

武剛，〈「內服」還是「外服」：西周甸服問題研究—兼論西周王畿的形成過程〉，頁39-40。

33

〈鄭邢叔鐘〉（西周早期，
《殷周金文集成》09901）
，
〈鄭虢仲鼎〉（西周早期，
《殷周金文集
成》02599）
，
〈鄭登伯鼎〉
（西周早期，
《殷周金文集成》02536）
，
〈鄭同媿鼎〉
（西周早期，
《殷
周金文集成》02415）
。

34

董作賓，〈帚矛說—骨臼刻辭研究〉，原載於《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北平：中央研究院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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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夢家認為卜辭「我奠受年」
，奠當在殷王國範圍之內，即郊甸之甸。35楊寬以
〈師晨鼎〉的奠人為甸人，等同《周禮》的遂人。36王貴民認為「奠」就是王
畿之「甸」
，甸地是提供牛牲、供給芻牧之奴隸的處所，就是周代的甸服，甸也
可用指職官名，意與甸人、甸師相近。37而第四期卜辭中「多田」取代了「多
奠」
，
「田」被賦予了「奠」的意涵。
《國語》
〈周語〉
：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
以王畿千里為「甸服」
，
〈周語〉五服的「甸」
，語源很可能就是甲骨金文中的「奠」
。
裘錫圭認為，有些學者將金文中的「奠」與所謂郊外源於職官「田」的「甸」
簡單的等同，是不夠妥當的。38裘錫圭指出五服中，屬於內服的「甸」
，語源很
可能就是「奠」，但並未對於這兩字的通假加以論證。
古文字的通假方式，除了六書所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之外，還有一種
「本有其字」的假借，一般稱為通假。其中「音近代用」是指讀音相同或相近的
字互相代換。文字發展到一定階段，語言中多數詞在書寫時都各有專字，但由於
種種原因，人們可能不以本字書寫，而以音同或音近的字代用。例如〈歸父盤〉：
「齊大宰歸父□，為忌

盤」，以忌為其。〈恆簋蓋〉：「子子孫孫虞寶用」，以虞

為永。或〈江小仲母生鼎〉以甬為用，
〈

夫人匜〉以甫人為夫人，皆為舉例。

39

「甸」在王輝、王力及《上古音系》
〈漢字諧聲聲符分部表〉中都是歸屬真
部，而「奠」的分類就稍有不同，王輝、王力歸在文部，
〈漢字諧聲聲符分部表〉
史語言研究所，1933）。本文引用董作賓，〈帚矛說—骨臼刻辭研究〉，收入氏著，《董作賓
先生全集‧甲編‧第二冊》（台北：藝文印書館，1977），頁644。
35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324。

36

楊寬認為「甸」因「治田」得名，「遂」就是治田區。參見楊寬，〈試論西周春秋間的鄉遂

制度與社會結構〉，收入氏著，《古史新探》（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157。
37

根據《甲骨文合集》，第四期以後僅出現「多田（甸）」，已無「多奠」。參見王貴民，《商周
制度考信》
（台北：明文書局，1989）初版，本文引用王貴民，
〈商周制度考信〉
，收入宋鎮
豪、段志洪主編，《甲骨文獻集成‧第二十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頁241。

38

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
，頁190。

39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
，頁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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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在真部。40史存直整理《詩經韻讀》、《楚辭韻讀》找到非常多真文合韻的例
子，表示「從歷史繼承性的觀點來看周秦古音，也是應該把真、文兩部合併為
一部的」
。41魏鴻鈞、李存智也透過對《詩經》
、《楚辭》的研究，實證真、文兩
部合韻通押的「邏輯事實」
。42也就是說，從聲韻學的角度來看「甸」與「奠」，
有非常大的可能是「音近代用」的通假。
從文獻理解，董作賓提出〈禹貢〉
：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
《詩
經》
〈小雅‧信南山〉
：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是「奠」
、
「甸」通用的證明。43董
作賓的解釋常為學界引用，但是否可直接將「奠高山大川」的「奠」解釋為「定」
，
筆者以為仍需要更多的論證補充說明。44過去解釋《詩經》多將「甸」解為「治」
，

40

王輝，
《古文字通假字典》
，頁366、687；王力，
《古漢語字典》
，頁184、741；鄭張尚芳，
《上
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
，頁257。

41

史存直，〈古音「真、文」兩部的分合問題〉，收入氏著，《漢語音韻學論文集》（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84。

42

魏鴻鈞、李存智，〈上古「舌尖鼻音韻尾」各部之合韻分析〉，《成大中文學報》，第46期
（台南，2014.09），頁33-68。

43

依董作賓的說法，則《詩經》〈大雅‧韓奕〉：「維禹甸之」為奠、甸通假的另一例證。參見，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6，頁159。

44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過去如顧頡剛、屈萬里，將「奠」解釋為「定」，是
延續自孔安國、司馬遷等人的說法。裘錫圭認為「奠的意思就是定，要定大川，就不能不
進行疏導」，裘錫圭的解釋也是以為「奠」即是「定」。而就文意來看，這段文字出自西周
中期〈遂公盨〉
，是大禹治水傳說在文物中的最早例證，傳說中禹具有神性，金文「天命禹
敷土，墮山濬川」
，表達由上帝派到下界平抑洪水，講的是洪水治理，這個故事的源頭應該
又更早於西周中期。而說禹「定」名山大川，這樣解釋的話，禹是否就已經被賦予「帝王
化」的意義了呢？這樣的解釋，比較像是戰國以後的說法。而「奠」的語源是奠祭，置酒
食而祭。回到西周前期的背景，說禹「祭高山大川」
，會比「定高山大川」合乎情理。古人
視山河為神，甲骨文中有許多祭祀山、河的記錄。
《尚書》
〈舜典〉
：
「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公羊傳》
〈僖公三十一年〉
：
「望，祭也」
，
《穀梁傳》
〈僖公三十一年〉范甯注引鄭玄云：
「望
者，祭山川之名也」
，
《禮記正義》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祭祀天地山川，
「祭名山大川」皆可
為旁證。參見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25、566；
屈萬里，《尚書今註今譯》，頁32；〔西漢〕．司馬遷，《史記》，卷2，頁51；裘錫圭，
〈遂公
盨銘文考釋〉
，收入氏著，
《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三冊》
，頁148-149；郭永秉，
《帝系新研—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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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治田」
。
《禮記》
〈王制〉
：
「千里之內曰甸」
，也同樣將甸解釋為治田。45
但是就文意來說，「甸」除了治田，確實還有「奠」的意思，例如「禹甸南山」
的「甸」，就無法以「治田」解釋，其意義可能更接近「奠」。46
依據王力《同源字典》
，
「奠」
、
「定」同源屬於「耕真通轉」互相通假。47「奠」
字本身就有對人安、治理的意思。又以「音近代用」的現象來看，
「奠」可通假
為「甸」
。
「奠」
、
「甸」在解釋為定或治理的時候可通假，則「維禹甸之」的「甸」
解釋為定或治理，更符合文意。
綜上所述，屬於外服的田（甸），源於「治田」，是商代普遍的諸侯稱謂。
在晚商到西周之間，
「田」被賦予了「奠」的意涵，因而有「多田」取代「多奠」
的現象。原先分屬不同語源的田（甸）與奠，因意義合流而能通假，具「治理」
之義。48

四、「甸服」—殷制的延續
裘錫圭曾經提出九服與五服中的「甸服」意義不同。然而，不論是五服或
九服，兩者之「甸服」皆為殷制的延續。裘錫圭指出「甸服」在九服、五服之

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222；錢
玄、錢興奇，
《三禮辭典》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頁794；
〔東漢〕
．鄭玄注、
〔唐〕．
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13，頁451。
45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11，頁408。

46

武剛，〈「內服」還是「外服」：西周甸服問題研究—兼論西周王畿的形成過程〉，頁38；李
學勤，〈論遂公盨及其重要意義〉，收入氏著，《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人民美術出版
社，2016），頁302。

47

王力，《同源字典》，頁341。

48

張宇衛不同意裘錫圭將「甸」與「奠」分開討論，而認為「甸」與「奠」是存在關係的。筆
者亦同意「甸」與「奠」存在關係，只是「甸」與「奠」間的關係，應發生在意義合流、
音近代用之後。就語源的角度來說，
「甸」與「奠」還是不同的。參見張宇衛，
〈由卜辭「于」
的時間指向探討其相關問題〉，收入鄧應章主編，《學行堂語言文字叢刊‧第二輯》
（成都：四
川大學出版社，2012）
，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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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自分屬於外服、內服，來自不同的語源。 49筆者以為，裘錫圭的說法很有
啟發，「甸服」在服制中的意義，確實需要再釐清。

（一）甸服與「五服」
「五服」說主要出自〈禹貢〉
、
〈周語〉
，
〈周語〉
：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
「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
。
「五服」說以所謂「王畿千里」
為甸服，張利軍解釋邦內「甸服」
，指的是邦內氏族向周王朝履行每日助祭的義
務。50裘錫圭以為這裡的甸服指的是王所控制的地區，屬於王的被奠者，語源
很可能是見於卜辭的「奠」。《左傳》〈昭公十三年〉：「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指
的就是被「奠」者，與源自外服職官「田」的「甸服」是有區別的。 51如前段
所述，內服之「甸」與商代的「奠」通假，有「定」的意思。金文「奠」也用
指特定行政單位：
〈大簋〉：「唯 六 月 初 吉 丁 巳 ， 王 在 奠， 蔑 大 曆 ， 賜 芻 騂 犅 ，
曰 ： 用 禘 于 乃 考 。 」（西周中期，《殷周金文集成》04165）
〈三年

壺〉：「王 在 奠 ， 鄉 醴 ， 呼 虢 叔 召

，賜羔俎」

（西周中期，《殷周金文集成》09726）
〈免尊〉：「唯 六 月 初 吉 ， 王 在 奠， 丁 亥 ， 王 各 大 室 ， 丼 叔 右
免 ， 王 蔑 免 曆 」（《西周中期，殷周金文集成》06006）

49

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
，頁168。

50

《周禮》甸師所掌與祭祀有關，但筆者以為，「服制」描述的是內與外的政治空間中，對於
不同對象的職貢劃分，與《周禮》甸師所表達的意義不同。關於張利軍的說法，參見張利
軍，《商周服制與早期國家管理模式》，頁273。

51

裘錫圭，〈說殷墟卜辭的「奠」—試論商人處置服屬者的一種方法〉，頁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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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簋〉
、
〈三年

壺〉
、
〈免尊〉三件銅器銘文中都有「王在奠」
，周王在「奠」

進行冊命及宴饗等禮儀活動，
「奠」很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地點。唐蘭先生以為，
這個「奠」就是《漢書》
〈地理志〉記載的西鄭。52李學勤探討雷學淇、陳夢家
等人的說法，並引用尚志儒的考古資料，認為大鄭宮的建築地雍城及其附近的
遺址內無西周遺物，否定西鄭在雍的說法，提出西周的鄭在漢京兆鄭縣，即今
陝西華縣。53「奠」的地望難以確認，裘錫圭認為西周的「奠」是對商代「奠」
的繼承，而商代的「奠」是一種分散的行政組織，西周也應該是如此，這個觀
點在西周金文中可以得到驗證。金文中有「奠井」、「奠虢」、「奠登」、「奠同」
等氏名，氏名前加上「奠」，可說明「奠」地乃是由原氏族的分支改封於「奠」
而來，很顯然地不是指某一個特定的地點。54
五服「甸服」，語源乃自商代的「奠」通假而來，商代的「奠」，奠置的是
被戰敗的氏族或其他臣服的氏族。周代延續「奠」制，透過奠置同姓族氏或征
服異族的方式，逐漸建立「甸服」
。55「甸服」的區域，原則上指的是周王所控
制區域。56
（二）侯甸男與「九服」
「九服」說來自《周禮》〈大司馬〉、《周禮》〈職方氏〉，被認為是《尚書》

52

西鄭的地望難以確定，陳夢家舉《秦本紀》
「雍城大鄭宮」
，主張西鄭在雍縣。參見唐蘭，
《西
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
（北京：中華書局，1986）
，頁369-370；陳夢家，
《西周銅器斷代》
（北京：中華書局，2004）
，頁182。

53

李學勤，〈說西周鄭的地望〉，收入氏著，《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9），頁47。

54

松井嘉德，〈西周鄭（奠）考〉，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上古秦漢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51。

55

張利軍，
〈西周五服制的國家形態與國家治理〉
，
《古代文明》，第15卷第2期（長春，2021.04），
頁45。

56

當然不能排除諸侯國也行「奠」制的可能性，諸侯國置「奠」
，後封給同氏族人，因而有「奠
+氏名」的相關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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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誥〉與《國語》
〈周語〉服制內容的雜揉與再發展。57「九服」的空間結構
由內而外，從「千里國畿」向外分別是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
夷服、鎮服及蕃服。在華夏人的視野內，距離越遠的地方，社會發展水平越低，
且不同地帶，也有不同的管理方式。58字面上看，國畿加上九服，每邊長1000
里加上4500里，共5500里，全部面積是30250000平方里。侯、田、男的稱號，
自商至周一脈相承。卜辭經常稱「田」為「在某田」
，這種人應該是被商王派駐
在商都以外從事農墾的職官。
丁丑卜，在義田來執羌，王其□于□、大乙、祖乙，有正。（《小屯南地甲
骨》2179）59
中

于義，攸侯載啚。（《甲骨文合集》32982）

從上述史料判讀，
「義田」在攸侯封地附近，可能就是為了取得軍事保護。在當
時的條件下，一個族世世代代固定負擔勞役，相繼在同一個地方擔任「田」職，
的確比較容易發展成諸侯。 60綜合本段，九服中的甸服，屬於外服「侯甸男」
體系，史料源出於西周中期以前，是延續自商代職官「田」的一種職官，與「五
服」中的「甸服」意義不同。

（三）、「甸（奠）」—政治空間的擴大61
殷卜辭「我奠受年」
，
「奠」當在殷王國範圍之內，陳夢家以為「邑與奠」，

57

張利軍，《商周服制與早期國家管理模式》，頁357。

58

唐曉峰，《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228。

59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釋》，頁287。

60

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頁159。

61

「甸」與「奠」通假為內服之「甸服」
，而同為商時外服體系的「侯、甸、男」的外服體系，
卻未能入王之「內服」
。除了「甸」與「奠」可代用的因素之外，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奠」
（甸）本身具有的「王直接管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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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國與郊」。62「奠」在大邑以外，四方之內，由商王管理，為商代奠置異
族的區域，是商代擴大王國的一種方式。筆者修改陳夢家據卜辭所見商代政治
區域圖繪製如下：63
A：大邑商

D
E

B（奠）

B：奠

C

C：四土
A

D：四戈
E：四方，多方，邦方

周人延續商代奠置異族的方式，稱呼征服地為「奠」。64〈師晨鼎〉：「疋師俗，
𤔲邑人，唯小臣、善夫、守□、官犬，眔奠人、善夫、官守友」，將邑人、奠人
並舉，邑人指居於城邑的周族人，或管理他們的官吏；奠人很可能指「被奠者」
或「管理被奠者的官吏」
。65從金文史料看來，「侯甸男」連稱的「甸」
，出自外
服體系源於「田」
，相關史料限於西周中期以前。西周中期以後「甸服」的含義
發生變化，源自於「田」表示生產工作的「甸」，與奠置的「奠」，因通假而有
新的意義。
「奠」在西周中期以後出現許多例子，且區域範圍廣大，金文中有奠井、奠
虢、奠登、奠同等氏名。66以井氏為例，在奠、咸、豐等地派生出的奠井叔、咸
井叔、豐井叔為井氏的分族，是一種氏族的血緣性擴張。

62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頁324。

63

修改自陳夢家所繪製卜辭所見政治區域圖，參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頁325。

64

至於為什麼同屬於商代外服的「侯」
、
「男」未演變成內服體系。筆者以為，
「侯」
、
「男」有很
強的「諸侯」性質，
「侯」
、
「男」在當地行世官制，不屬王直接管理權的範圍。而「奠」
（甸）
的制度，從商代就是由王直接支配的，在制度上、性質上有根本的不同。參見裘錫圭，
〈說殷
墟卜辭的「奠」—試論商人處置服屬者的一種方法〉
，頁190。

65

裘錫圭，〈說殷墟卜辭的「奠」—試論商人處置服屬者的一種方法〉，頁189。

66

奠井、奠同在陝西，奠虢、奠登在河南，以同氏名出土點為主要依據。奠井、奠虢地點參
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頁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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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簠〉：「王在周，令免乍司土，司奠還廩，眔虞、眔牧。」
（西周中期，《殷周金文集成》04626）
〈

鼎〉：「

仲令

司奠田。

拜

首，對揚

仲休。」

（西周中期，《殷周金文集成》02755）

〈免簠〉銘文描述王命免為司土，管理「奠還」的廩、虞、牧，表示奠的人事管
理權力由王命令。67〈

鼎〉

仲命令

管理奠田，表示次一級的諸侯、邦君，

也擁有奠田，並自行任命職官管理。對於周王或諸侯、邦君來說，「奠」都具有
直接管理的性質。也正是因為「奠」的直轄地性質，王或諸侯才能再封給其他支
族。
綜合前述，商代「奠」於大邑商鄰近區域，主要作用是安置異族，並向他們
收取「貢納」。周人延續「奠」制，西周中期以後的文例，如〈免簠〉、〈

鼎〉

皆言周人「司奠」
，
「奠」由本族或支族直接管理。不論周王畿或諸侯國皆行「奠」
制，擴大開發周人的政治區域，掌握資源。從周初開始，面對廣大的土地，周人
以分封的方式維持政治權力。西周中期以後，周人東進停滯，周王逐漸完善對內
的組織管理制度，透過冊命掌握人事、職事的管理。同時期諸侯、邦君也面臨更
強烈的資源需求，分封「奠」地給支族，以擴大政治區域範圍。

67

關於金文中的奠還、豐還，李家浩在阮元、唐蘭等人的基礎上，釋「還」為「縣」，為大部
分學者認同。而關於「縣」的性質，以往學者們包含李峰、王輝、黃錦前等人皆有過討論。
由於這個討論不影響本文的觀點，茲不一一引用。主要爭議點在於「還」指的是「奠」周
邊的區域，還是「還」本身就是行政區域的意思。筆者認同王進峰的說法，
「奠還」不是同
位語結構，
「還」是指環繞中心城邑周邊的直轄區域，也稱為「縣」
，有懸掛的意思。
《左傳》
中的「縣鄙」及「縣之鄙」也是相似的詞彙結構。參見王進峰，
〈西周時期的縣〉
，《學術月
刊》，第50期（上海，2018.07），頁15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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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西周「甸服」在五服、九服兩種體系中，分別代表著不同意義。內服說的是
治理關係，外服是諸侯性質的分封。
「甸」的語源主要來自「田」與「奠」
，外服
「甸服」指的是侯、田、男體系的諸侯，語源為「田」
，是從商到周延續的制度。
「田」與「奠」通假的辭例，至少在第四期卜辭之後出現。內服「甸服」繼承商
代「奠」制，周人奠置同姓氏族或異族的史料，在西周中期以後留下了大量的記
錄。主要原因是西周中期以後，周人東進停滯，王朝內部逐漸發生資源緊縮。周
王朝冊命官員的制度趨向完善。周王透過冊命，掌握人事、職事的管理，冊命官
員司管「奠」地。
「田（甸）」在商末到西周這段期間，被融入了「奠」的意義。
因此，
「甸服」也從原先具有外服意義的「侯甸男」
，發展出與「奠」意義相同的
內服。然而，不論是「內服」或「外服」，皆因於殷制，為周代的重要制度。
最後，將「甸服」的解釋回到文獻發展脈絡，
「九服」是「五服」等服制文
獻的雜揉與再發展。從「五服」到「九服」
，內服「甸服」被「王畿」所取代。
「九服」將「甸服」保留於外服之中，維持歷史中一貫的「侯甸男」外服體系。
如此的演變，主要原因與《周禮》成書的時代背景有關，戰國晚期內服已由原
先的「服制」型態，發展成「王畿」
。68王畿之內就是由王「直接管理」的模式，
不需要透過「奠（甸）」來區別土地的管理性質，也不會在畿內進行再分封，內
服「甸服」的制度也就不需要保留了。

68

周禮成書與戰國晚期秦國思想文化有密切關聯，參見金春峯，《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
與時代新考》
（台北：東大圖書，1993）
，頁169；彭林，
《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
（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頁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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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Г–axe and the Г–
spear in anci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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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大魏）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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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artifacts: Г–axe and Г–spear in ancient China
——Decipher Oracle bone script Г and its derived ideograms
Dalu Da WEIH**

摘要：甲骨文字习见斤，当是博物馆所叫鹿角锄，象柄和刃一体的钩，属于
曲柄斧，用于挖地斫木，例如建設史前遺址所在的近水低地中的臺地或水
渠，也用于钩近物品，斤训近。甲骨文字斤，孳乳很多字，据甲骨文字意源
自其字象，从而隶定断、迴、斯、別、岸、階、誓、匠。包括蘇美爾文甚至
英文，這些會意字記錄的是思想而非語言，甚至創造語言。另外，甲骨文字
习见兵，本是武器，用此武器之人也叫兵。兵，当是华东所出土独有的鹿角
钩形器或靴形器，这种细小轻巧的鹿角直钩利器可以绑缚在很长的细竿前
端，较矛的杀伤距离长得多，或是山东龙山文化入主中原的关键技术，是戈
的前身。
關鍵詞：甲骨文字，表意文字，甲骨文字釋讀，武器戈的起源，鹿角器

Abstract: Excavated deer antlers Г-shaped axe and hoe and Г-shaped spear
are figurative to the Oracle script jin 斤 (axe) and bing 兵 (weapon). And then
some ideograms are derived from the Г-axe. The ideograms of Sumer, Mo-so,
English and Oracle script, are created by thoughts and to record the thoughts, that
are similar to a narrative art that is created and to express emotions. So an ideograph
perhaps records ideas, not word or its sound, sometime also creates language. In
addition, other kinds of small and light antler Г-shaped spear can be tied to the front
end of a long slender and flexible pole, waved in a swinging motion instead of being
thrusted, which has much longer killing distance than a spear in thrust. Bing-Г (兵)
perhaps is the key technology of Shandong Longshan Culture entering and hosting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predecessor of Ge-Г (戈).
Key words: oracle bone script, Sumer, Mo-so, decipher, ideograph, pictogra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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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ictogram and Ideogram
In the first writing stage, the pictograms are taken from pictures of the objects
they denote. A pictogram denotes the object directly, as like ‘Г’ means elbow shaped
sticker in Phoenician ‘Г’ (Gimel). The “axe” of Proto-Cuneiform of Sumer is
directed as

or

(ZATU sound BAR or ERIN), or as ‘Г’ in an angle shaped. The

Г suggests a meaning of goad (irritated, annoy) mapped by using it in a long time[1].
The Г, a pictogram, also conveys the meaning of camel through its pictorial
resemblance to the hump[2].
A pictogram (Chinese: xiang xing zi 象形字) shows the object you can read
and an ideogram (Chinese: hui yi zi 會意 字 ) is a picture of two pictograms
combined you can reason in general. An ideograph (Chinese: biaoyi wenzi 表意文
字. Note “Chinese:” omitted below) means it is graphic system that tells thoughts
through pictograms and ideograms and so on.
1.1
In the second writing stage, the pictograms are used to form a scene of
everyday things, gesture (hand or body language, table 1), narration (as in narrative
script which tells a story [5], like narrative art, table 2), or abstraction (as like
abstract art, table1.2).
Sumerian writing always remained ideographic at heart, but the ideograms
were taken for 900 years and then supplemented by signs representing combinations
of sounds, called 'syllabograms'1. With ideographs at heart to express thoughts, not
language, the Sumerian writing spanned c. 3200 BC to 2500 BC 2 logographic
period. Its Proto-cuneiform (Uruk IVa. Ca. 900 sign repertory) used in documenting

1

http://psd.museum.upenn.edu/sumerian.html

2

Englund, Robert, What is Proto-Cuneiform?- Characteristics, 1998 Texts from the Late Uruk

Period, in Spaeturuk Zeit und fruehdynastische Zeit
http://cdli.ox.ac.uk/wiki/doku.php?id=proto-cuneiform_version_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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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ctions. Most of pictograms and ideograms3 were created in Uruk III (3100
BC – 3000 BC).
From c.3200 BC, Sumer clay tablets now are accompanied by a few ideograms
referring to the objects counted or persons involved in transaction. After 2600 BC2500 BC, Early Dynastic IIIa (Fara) period, clear evidence of Sumerian as well as
Akkadian language scribes writing texts of multiple genres, including literature.
During 2800 BC - 2600 BC, there is just first evidences of Sumerian language
in writing.
Table 1.1 a part of Sumer tablet sample during 2800 BC - 2600 BC4

Table 1.2 the Sumerian pictograms samples
Script Trans.
Arrow
(SAG) head +
(NINDA) bread

sound
TI
GU

Meanings
Arrow, life,
living
eat

(NINDA) GALGA Pre-,
advance,
plan, plot
LUGAL king
(GAL)big + (LU)color

(GA) room +
bread

3

Notes
Life is like a flying arrow running
for a short time

Bread in container >leaven
dough > plan,
dough to bread >big (sound GAL)
bird,

hatch lines >color

single element character 329 and the combined 342, M.W.Green / Hans J. Nissen (ZATU) p.167-

334,Gebr.Mann Verlag, Berlin 1987,
4

Period:ED I-II (ca. 2900-2700 BC),collection: National Museum of Iraq, Baghdad, Iraq, Museum

No: IM 049810, CDLI No:P005639, no translation yet.
https://cdli.ucla.edu/search/search_results.php?SearchMode=Text&ObjectID=P00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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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 rich man >big + rich
(GES)timber +
DIN)grape

(TIN、 GESTIN wine
URI5

(URI3)flag +

altar table, hatch lines >sky
Timber >dressed piece of wood >
process, grapes processed >brew

Noble cause

(AB)altar

In ancient time, Table 1.2, people perhaps have no a concept of life sometime
earlier. Since a wise man realizes his life, short and compares a life to an arrow
flying a section distance or a time. Like a philosophy realized the something in the
Bible but no words to tell others and the philosophy is expressed in a parable, so
the arrow means life or living, it is call as Semantic Loan (yijie 意借). The character
for arrow comes first, and then the character creates the word of life.
We have had ‘eat’ a long time ago, Table 1.2, ‘head’ and ‘bread’ are sensemade (huiyi 會意) to record ‘eat’.
We have had ‘chief’ and ‘headman’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 chief
united the area around. Then the chief perhaps is not still called as ‘chief’ but
‘LUGAL’, table 1.2, so the character LUGAL creates a new word, not records the
word, for LUGAL is read by its ‘great +color cloth man’. Maybe there are other
words for LUGAL in dialects, and the character worship maybe brought the
LUGAL unite the dialect words.
The character pronounced its sound in it is called as Sound Pronounce (yindu
音讀), like TI-life, LUGAL-king, GALGA-plot, for the sound is not existed before.
The character pronounced its meanings existed in oral is called Semantic Pronounce
(xundu 訓讀), like GU-eat.
1.2
In China c.1600 BC the Oracle bone script are in general to represent concepts,
not languages. The combination of two or more pictographic elements in the Oracle
bone script system makes a new character and suggests the third meanings, it is in
general a viable process for generating characters, there are visible objects or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maps invisible thinking patterns in question as well, see
next chapte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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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her sample, in China c.1000 AD to the present, Dongba symbols or Moso pictograms is largely a mnemonic system, and cannot by itself represent the Naxi
language. Several pictograms in Mo-so classic book, Table 2 and 3, remind the
priest to improvise an epic which is oral literature. So a Dongba character called by
today’s dictionary compiler is originally a long sentence or proverb, even a story in
general [3].
A Mo-so symbol is not really a character with its stable figure,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s, not used to record word by word formed sentences in its Bible, and
usually is a narration in its Bible, to told stories with pictures. But so far the scholar
who compiles a Mo-so dictionary treated each Mo-so symbol as a character defined
by Dongba (priests) answers, not quote and define from the Bible, so perhaps loss
the most vivid part of the meanings [5]. Similarly the Neolithic signs on pottery in
China and proto cuneiforms in the West that these are random, unsystematic
markings, not like Mo-so symbols of systematic markings, are not character but
ideogram. A narrative ideogram may be without stable pronunciation, late
pronounce “sound read or sound pronounce” according to its key word (part of
character, part of sentence in story), or pronounce “meaning read or semantic
pronounce” by its meanings in oral language.
Table 2 and 3 of Mo-so scripts are examples5 of incomple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writing and language units which hope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cholars
to understan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other mature pictograms (usual single) and
ideograms (usual combined) in the early stage.
Table 2.1 a Mo-so script in The White Bat’s Search for Sacred Books

5

Yongsheng CHEN, A Study on the Non-correspondence between Writing and Language Units in

The White Bat’s Search for Sacred Books, 漢字硏究 Vol.11.2 (2019.08.)JCCS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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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2 the pictograms in the block to form a narrative story
Script

Trans.
A string for bundle of sticks is
untied >untie
A black point >black

sound

Three skewed lines >wind
Three skewed lines >wind
A man stretch out left hand >left

³phʌ ɹ

Meanings
White, untie

³nɑ

black

²xʌ ɹ

wind

²ua

wind
left

A man stretch out right hand >right ³i
Water bucket >pour out >blow

²thu

Notes
untie sound >borrowed
for white

right
blow

One graph read twice

The pictograms in the block to form a narrative story: white wind blows from
left side, black wind blows from right side.
Table 3.1 a Mo-so script in The White Bat’s Search for Sacred Books

Table 3.2 pictograms in the block to form a narrative story
Script

Trans.
sound
A string for bundle of sticks is
³phʌ ɹ
untied >untie
Witch with a line out > witch call,
send someone to

Meanings
White, untie

Notes
untie sound >borrowed
for the witch name

Witch call

girl with a line out > girl to see,

¹mi

One stroke

³ɖɯ

Witch’s
daughter see
1st

Spear

¹ly

2nd

Sound borrowed

scissors

¹tɕi

3rd

Sound borrowed

Gold mark bat with a decorated
line out > the bat says lots

³xa ²i
²dzi³bʌ

Bat, say lots

The block of a word means the witch Pa asks her oldest daughter, second daughter
and third daughter to see a white bat, and the white bat says to them......
Note, the witch is a famous goddess in the place and her long name here is only
mentioned with its first sound Pa.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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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o-words are also in Western writings. In ancient, sometime earlier we
have no hoisting machine but we have a word crane of a bird. Later we use the word
crane to stand for the machine, and in other case ‘crane your neck’ for ‘stretch your
neck’ is in pictographic expression. The word is not to record language but create
language like Sumer words of table 1.2, perhaps the ‘stretch’ is also originally a
pictogram if going etymology.
Table 4, Ideo-word derives Sound-pronounce words narratively
Script
sol
insolate
solitude

Trans.
sound Meanings
its pictogram omitted, its sound left
sol
sun
In +sol +ate >under sun
exposure to the sun
Sol +tude >like sun situation > its
Without companionship,
looks like nobody, no partners in sky
lonely
Isolate I +sol +ate >make one like sun
to separate one physically
island
I +sl(sol) +land >sun in middle of blue
land in middle of blue
sky >
waters
bow
arch
tool for shooting arrows
bow
bend your body like a bow
Bow down to respect
bow
bend your soul like a bow
To bow to pressure
bowl
Container section like bow
Container, pot
bowl
Throw in bow shaped line on air >
Bowl a stone ball to a prey
parabola > the farthest way to throw
pandemic Pan(all) +demic(demos >people)

Notes
narrative
Figurative
sense, ↓
narrative
Figurative
Figurative
Figurative
Figurative
Figurative
Now sport
narrative

Sol and bow come first, their ‘kids’ come later in figurative sense and not
record a word of language. Pandemic is seems designed by scribe eyes.
1.5
Overall, the Mo-so script in the classic book, like table 2 and 3, is not
logograms, or not a written language. A script in the classic book is for thought or
a sentence, not for a word. First there is a script for thoughts and then with a
sentence of language to express, later for convenience a sound is given by today’s
generations. From English ideo-words (table 4) and Chinese ideo-character (next
chapter) examples, the ideograms are not only a tool to record language words
sometime, also record thoughts and create the word.
But there are other opinions opposite to the ideographs (especially hui yi zi 會
意字, table 1, 2, 4 and 4) that the script records the sounds of word, not ide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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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ictogram and The Artifact of Г –axe
An anthropologist, Nigel Barley, tries to find what a visible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maps invisible thinking patterns in an uncontacted people. For example,
the Г-tool suggests Goad (Irritated) in Phoenician Г. Here I try to find what a visible
artifact maps invisible thinking patterns in ancient China according to Oracle Bone
Script by itself represent objects and experiences.
The Oracle bone script for axe is depicted as Г (see Table 2.1). The Г now is
written as jin 斤（the arrow < of the Г was “厂” of 斤. The elbow handle of the Г
was “丅” of 斤）in today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Elbow Handle Axe or Hoe”.
The jin 斤 is axe, read as Jin in the dictionary, translated to Jin-Г.
Table 2.1

C2 期
B3129
21954
斤

A7
B3311
1075
斤

A7
B3310
3297
斤

A2
B3141
21002
折 逝

Jin-Г Jin-Г Jin-Г Zhe
Гrr

A7
B3141
7924
折

A4
B3142
14295
析

A7
B3132 B3132
9002 18598
断
斷

A2
B3133
20779
迴

Zhe

Xi
ГY

Duan Duan Hui
ГS
ГD

A7
A7
B6
B3138 B3137 B4139 B3140
9389 19875 8833 屯 656
斯
斯
別
誓

Si
ГB

Si

Bie
ГA

Shi
ГT

Notes, B3129: Jiagu Wenzi Bian #3129, the rest same. 21954: Jiaguwen Heji #21954, the rest
same. 斤: deciphered character, the rest same. Jin: deciphered character pronunciation, the
rest same.

To find the object of the “Elbow Handle Axe” is easy to understand meanings
of the character of an Elbow Handle Axe. According to the pictogram Г in Table
2.1, Elbow Handle Axe (Jin-Г) is a hoe-like axe (Figure 2.1) or an elbow-bent stab
stick made of a crotch of a dear antler, its size is similar to a man elbow arm. For
the Г axe of the unearthed antler of Figure 2.1, 2.2, 2.3 are same figure and functions
as Jin-Г character are, the Г axe should name Jin-Г. There are lots of excavated
antler Г “axe” in many Chinese archaeological sites from about 6000-4000 years
ago, as re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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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1. Jin-Г (Antler Г axe), in 1955 was unearthed from KeShengZhuang, XiAn, West
China. It is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25 cm long.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is called Deer
Horn Hoe (鹿角锄), agriculture tool, its blade sharply ground and durable.

Figure 2.2. Jin-Г (Antler Г axe), unearthed from Hemudu culture, China East, the late
Neolithic Age, 37 cm long, Zhengjiang Museum, is called Deer Axe Handle.

Figure 2.3. Jin-Г (Antler Г axe), in 1986 unearthed from Yehezi site, Ningxia, China West,
the Neolithic Age (about 5000 years ago), 39 cm long, 21.8 cm width. Ningxia Guyuan Museum
is called Deer Horn Tool, the horn strong and ground sm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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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ng Figure 1 and 3, we can infer that the ancients first took the original
deer horn fork and hacked it as Figure 3. Half of antler crotch is as handle and other
half as cranked long axe sharpened into edges. With the continuous use and grinding,
it gradually becomes Fig. 1 and 2, shorten axe.
3. Object telling and Ideology reading
In Table2.1 the Jin-Г means “axe”, “hack”, and “chop” in today’s dictionary. The
figure and meanings of Jin-Г on the Oracle bone script unearthed meats the appearance
and using of Antler Г axe excavated in Figure 1, so the Jin-Г is derived from the picture
of Antler Г axe. Jin-Г is like a pickaxe.
To find a word meaning should not from its pictogram but from its object. The
thought is a reflection of the material world in the brain, the meanings of the Jin-Г of
Oracle bone script are the reflections of Antler Г Axe using for years. A tool used by
the people for long time, it perhaps determines their consciousness. The Г Axe is used
as hook or is borrowed to represent a hook in analogy. The Г (or hook) uses for getting
fruits and staffs closing and near in distance, it also represents the hug posture closing
or matey with the Г shaped arm in analogy, so the Г can maps the concepts of closing
in distance, in relationship, in time in its sense extension.
One of the ancient ways of thinking came from the mind map of the object, an
abstract conception came from the mind map of a concrete object, other example of
English, the concrete object of “axe” is a tool with a metal blade and a wooden handle,
used for chopping wood, cutting down trees, etc. so the “axe” also maps or forms the
meanings of “dismiss and layoff for men’s job”, “closed down”. More examples, like
concrete tools of nail, drill and so on, they also map other abstract conceptions.
Furthermore, the concrete natural phenomena of wind, eclipse and so on, they also map
the corresponding abstract conceptions. Lots of words of abstract conception are
borrowed from other languages words which also can be traced back their mind map of
the concrete objects.
The examples of the Oracle script jin 斤 of Jin-Г (tool) is used as jin 近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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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nscription example（from Oracle Script Collection·JiaGuWen HeJi 21954）
Script

Trans.
Haystack，ovoo >
Big Roof
Crescent+hand pray >
time
shell burned sign

Character
庚

PinYin
Geng

辰

Chen

Meanings Notes
Sun date representation of sky dome
used as an object of worship.
Moon date A glyph for pair is Chen

卜

Bu

divine

Pot, to call attention

貞

Zhen

Lever +surround

男

Nan

Bell, tell, Listen to me, god listen, my
wish
wishing that...
man
Hunter, title of lord,

Noble man +top
茍（敬
plumes like goat horn 警）

Jing

in alert

Г axe

Jin

recent

Half back body of pig 亡

Wang

Bone tablet +dog >
熱
dog’s tongue
Skeleton >haunt, bad 祟
sign >evil
遠
Man > man with

Re

Not have, It hints the other half front
escape
body has had in bush
Hot
A picture of hot dog

斤 近

long hair > long,
Woman two hands for 若
her hair

Sui
Yuan

Ruo

Ask god through the shell

horn >extra >decor>dressed
up> respect or ready wait for
anomaly
Hook >close >near, recent

Haunt,
evil
Far,
distant

Long hair > faraway parts,
remote the place of body,
long +foot >far
Like,
Makeup>to look like others
smoothly Help from other >well go

庚辰卜貞:男警，近亡熱，庚辰卜貞祟，遠亡若（合集 21954）
On GengChen day (King) divines what will be, tell (to divination): Nan-lord is in
alert, the recent days is no hot. On GengChen day (King) divines what will be, tell,
the ghost is wandering, the further days may be not well.
Note: the shell or the bone was old enough and stayed with the past and know the
past; will last for long time and will be with the future and know the future, refer to the
Principles of Magic of James G. Frazer. So asking the past should go asking the old
bone and so on.
Note: the two scripts of “bone tablet +dog (

)” and “bone tablet ( )” show in

the same bone tablet, like Heji 31581, 31583 and 31466, it seems the two scripts are
not a same word.
Note: the bronze script for ‘far’ is depicted as
bone script

was replaced with the clothes

for pronunciation. The script

decoded as 𡵉(𣁋)(微), meaning “small”; the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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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as the wrong assumption that the bone scripts represent words of the language
using the rebus of the clothes
3.1 Inscription example

.
（from the Collection·HeJi 1075）

Script Trans.
Character PinYin
Altar of tower 王
Wang
Bone tablet sign 占
Zhan
Mouth +mark - 曰
Yue
sepal
You
有
Skeleton
Sui
祟

Meanings Notes
king
Altar man,
scrying
See into the bone within
say
have

foretell through divination
Flower sepal will have fruit

evil

Foot +land

止

Zhi

To, stop

The symbolism of skeleton is the
ghost haunting
Gravity in foot, left foot for stand

sun
air
sepal

日
气
有

Ri
Qi
You

day
air
Have

on time
the spirit
had

wheat

來

Lai

Come in

Drum + sound + 艱
wuman
Г axe
斤, 近

Jian

Coming, wheat come from the Local,
Rice (稻,到) arrive from the far south
hard time Drum to exorcism

Jin

Close

As hook >close, nearby

Water drops +
arrow +head

Luo

Luo

River name

[漯]

3.2 王占曰有祟。止日气有來艱斤（近）[漯]...。（合集 1075 反）
3.2 King scryings and says, “have evil”. Until today there is a bad air close to the
Luo (maybe it is a bad sign that the river Luo’s flood season coming)
3.2 Inscription example
Script Trans.
pot
Altar of tower
Mouth + mark ‘-’

（from the Collection·HeJi 3297）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Notes
Zhen Bell, tell, Bronze food pot used as bell, to
貞
wish
mention, to call attention
Wang king
man stand on altar top to offer
王
Yue
say
Mouth issues mark ‘-’
曰

Arrow+ dome edge 侯

Hou

duke

far man > Title of duke, arrow >man

pictogram

豹

bao

leopard

Man name

Foot on the earth

失

Shi

leave

escape

A+i+V >penis

余

Yu

Extra, me A>roof+V>ventral>> I, remain, left

Root tuber

不
爾（邇）
其
合

Bu

no

Root tuber>cut off the plant on top

Er

near

Shield>be pointed>you, near

Qi

It, he

Container>all stuffs>pronoun

He

Fit,

Alliance, simile the vault of sky fits
the basin of earth

Bush shield
Twig basket
Bowl + cover
Man with tool
Г axe

Yi
以
斤（近） Jin

With, use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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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Hand stick +
mouth
Wheatear + string 歸
bend>rein>carriage

Do, job

Hand stick>do (job), hand stick to
be said> job

Return
Wheatear>finally be home>back
Woman home, finally girl be married (return
marriage home) >woman, marry

3.3（1 丁酉卜穀贞乎宅[户尔]（弥））2 戊戌卜穀贞王曰，侯豹毋歸（不回）。
3 戊戌卜穀贞王曰，侯豹失余不爾（邇）其合以斤（亲近），史歸（使回）。
（4 贞王曰侯豹，[得]女史震（娠）。己亥卜穀贞王曰侯豹，余其[得]女史，
受，，。，，[女取]娩）（合集 3297）
3.3 (1omitted). 2 On Wuxu day diving an oracle bone and Priest Gu asks the bone
for King: King says “Duke Bao was not returned?” 3 On Wuxu day diving and
Priest Gu says to the bone: King says “Duke Bao left me not far. (The duke) he is
to unite with one close to him and make him back”. (4 omitted).
Note, it talks about Heqin (和親) or marriage alliance with Duke Bao or the
marriage of the chiefdom of Bao.
4. The usage of Г axe brings many new ideologies
The using the Г axe for years and years, it derives many new ideologies which are
shown in Table 2.1. Typically two pictograms (glyph, Chinese: wen 文) show two
objects that form a third scene (character, Chinese: zi 字), suggest a third meaning.
Sometimes the two pictograms are simplified, distorted to a glyph that denotes an object
unclearly.
One way to restore two pictograms of the Oracle Bone script into two objects
which show together a third scene they denote (scene-parable telling), and try to
associate the scene into all possible ideologies by ancient common sense and
anthropological information
Other ways to translate the Oracle bone script above into a recent character; they
both look similar in pattern, or they both contain the same one of graphic elements, or
there is possible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that also is shown in other samples.
When the meanings of the translated recent character match the meanings
suggested by the scene of the Oracle bone script (sense reading), in other words, the
character’s meanings shown in its dictionary match the scene’s meanings symboliz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elements (two objects) the suggestion of the translation script to
character has gained one more semantic support of collateral evidence. The sym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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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scene of the two objects uses for their iconographically suggestive value alone
rather than for a specific phonetic value.
4.1 折、逝
Zhe-Гrr（折）in Table 2.1, Г set as axe, rr as like 2 branches of tree, the Гrr
(transcription) derives a third scene of chop-off tree, suggests a third meaning of chop
off, cut off and discount, gone off and pass (elapse) and die (branch gone from tree and
withered to dying).
4.1.1 Inscription example（JiaGuWen HeJi 7923）
Script

Trans.
Г-axe r-twig r-twig

Character
折 逝

Sun around 4 marks

PinYin
Meanings Notes
Zhe Shi Cutoff
dying
Yun
halo

4.1.1 折晕（日晕逝去） （合集 7923）
4.1.1 Solar halo is gone
4.1.2
Script

Inscription example（JiaGuWen HeJi 15004）

Trans.
worm

Character
乙

PinYin
Yi

Meanings Notes
Sun time Earthworm>fertile ground

Wine jar

酉

You

Wine >rich crops

Bone burned sign

卜

Bu

Moon
time
divine

Bow be off its string 勿

Wu

Do not

bow loosed string>no attack

sepal
Г axe + r+r

有
折

You
Zhe

Have
cutoff

Flower sepal will have fruit

Pig+ mark ‘i’

豬

Zhu

hog

Male pig castrated off ‘i’

Ask god through the bone

4.1.2 己酉卜勿有折豬（有折去貑成為豬）。 （合集 15004）
4.1.2 At YiYou date (King) divines: not have to castrate pig (or have to?).
Not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question sentences for the god answer simply.

4.1.3
Script

Inscription example（Ji Cheng 2841）

Trans.
Sat wuman+2 bra

Character
母

PinYin
Mu

Г axe + r+r

折 (逝)

Zhe

String+ needle

缄

Zhen

Mouth+sound sign

告

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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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
Semantic borrow >do not, for
a kid, mum always say no
Cutoff
branch ‘r’ cutoff will dry and
dying
dead>gone with wind, dying
Needle
Needle>criticize>monitor,
criticize needle> close
tell
Borrow grass( ) as sound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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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V>penis

余

Yu

my

Foot above man

先

Xian

former

Altar of tower

王

Wang

king

A>roof,V>ventral, I, my,
remain, left
Foot above man>foot in
front of man>front
Alter>alter man>god son

Woman two hands
for her hair +oral
Walk+heart+eye
straight

若

Ruo

like

Makeup>to look like others

德

De

moral
ethics

Eye straight>walk straight

4.1.3 母折（逝），缄告余先王若德。
（jicheng 集成 2841·maogongding 毛公鼎）
4.1.3 Mother dead, closed her in a coffin and told my former kings that (mother)
moral excellence like (former kings virtue)

4.2 析
Xi-ГY（析）in Table 2.1, set Г as axe, Y as a tree, the ГY brings a third scene of
split tree trunk, suggests a third meaning of split(seed split, sprout), analysis (anatomy
or split to see inside), precipitation (take advantage of split and come out).
4.2 Inscription example（JiaGuWen HeJi 14294）
Script

Trans.
tree

Character PinYin
Dong
東
sun

Meanings Notes
East
Tree always grow up (go
up)+sun>sun rise>east
Orient
altar with 4 ramps leading
State
up>altar man>magi
method
say
foretell through divination

方

Fang

altar knife>make
tower >direction, state
Mouth +mark ‘- ’

曰

Yue

Г-axe +Y-tree

析

Xi

風

Feng

Sprout,
Release,
wind

曰

Yue

say

Zhen

Thunder
quake

bird new grain
Mouth +mark -

Mouth+3 levers> mouth 震 (娠)
waves strong >yell

4.2 東方曰析，風曰震

Tree or timber splitting>
separate out, release, analyse
Phoenix>wind

Spring thunders bring the life
fresh>birth

（合集 14294）

4.2 The east (god) announces (all seeds) sprouting, its wind call out the thunder
(spring come and birth).
4.3 斷
Duan- ГS（斷）in Table 2.1, set Г as axe, S as silk, the ГS derives a third scene
of cutting off the silk thread, suggests a third meanings of cut off, decide and judge
(how long to cut off the thread spinning or when cut off train of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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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Inscription example（JiaGuWen HeJi 9002）
Script

Trans.
worm

Character PinYin
Yi
乙

Meanings Notes
Sun time Earthworm>fertile ground

Hand claw

丑

Chou

Claw>reward food

Bone burned sign

卜

Bu

Moon
time
divine

Side-figure man in my
shelter
pot

賓

Bin

guest

貞

Zhen

Side-figure>other
Front-figure>myself
Listen to me, god will saying

Earthen+3 silkworm>
earthen ore changed
Man with tool

冶 �

Ye

以

Yi

Bell,tell,
wish
Smelt
Silkworm >egg, worm,
metallurgy cocoon, moth >change
With, use

Г-cutter +S-string

斷

Duan

貞
root, cut off its head

Ask god through the bone

Cutoff
Judge
Bell, wish

不

Bu

not

Not it>how it, what it

其

Qi,

It

Bu Qi > Ma Ga (ancient
sound) > phonetically
borrowed as what, when,
how

冶

smelt

以

with

斷

duan

cut

4.3.1 乙丑卜賓貞冶以斷。貞不其冶以斷 （合集 9002）
4.3.1 at Yi Chou date (King) divines and Priest Bin says: (when) the smelting is
cut off (or the smelted bronze is for the cutter). Say: when is the smelting process
cut off (or when is the smelt for the cutter)?
4.3.2 Inscription example（Qin dynasty Bamboo）
Script

Trans.

Г-cutter +S-string

Character PinYin
Duan
斷

Meanings Notes
Cutoff
Judge

4.3.2 邑之斷皂及它禁苑者，麛時毋敢將以之田。（《睡虎地秦简·田律 5》）
4.3.2 (literal translation) Yi-邑-town Zhi-之-go Duan-断-cut Zao-皂-tree. (the rest
omitted)
4.3.2 (semantic translation) in the town cutting the tree of Zao and the rest is
banned, during the reproduction season of the wildlife baby no hunting.
4.4 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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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o- ГD (斤囧) in Table 2.1, set Г as axe, D as a trail of the Big Dipper turning in
four seasons. The D looks bright on black sky and seems a light window of the sky dark
dome and is borrowed as a window, hole and cavity in analogy6. The ГD derives a third
scene of the Big Dipper running in curved arrow, it is understood as orbit, rotation,
revolve and return.
4.4 Inscription example（JiaGuWen HeJi 20779）
Script

Trans.
column >bearing 任,妊
Cloths door column >衽
string
Bone burned> crack
sepal
dagger-axe

town

Ventral pictogram+
mark ‘I’> in vulva
Dipper 4 seasons in
1 pictogram > return
tree

sun

2 man back to back
bird hand
Board 片+ board 爿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Ren
Sun time
壬

Notes
borrow

午
卜
有
或, 國

Wu
Bu
You
Huo

Moon time
divine
Will have
State

才

Cai

borrow
Ask god，the cracks>god sign
Flower sepal will have fruit
The area is guarded by the
weapon
Power of reproduction > great
ability, capable person

迴

Suo

東

Dong

北
隻 獲

Bei
Huo

版

Ban

In, at, on,
able
All, belong,
:4 Big Dippers +Г : curved
room
arrow >rotate, return
East
Tree always grow up (go
up)+sun>sun rise>east
north back, Sit back north and face south
Catch
Have a falcon on hand >will
catch a prey
Board
Board sandwich for building
wall by stamping earth

壬午卜有或才，迴东北获。版获。 （合集 20779,武丁 1 期）
4.4 At RenWu date divining, there had been a pillar of the state, then looked around
for him, at the northeast, he was caught. The caught is on the construction site of
the rammed-earth between board frames.
Note: the Shang script for city-state is depicted as
36182)in reduced form. The symbolism of the picture of

6

,

, or as

(Heji

is using a weapon

to

This character creation method is called Yijie 意借 (semantic borrow), or Ideogram Borrow,

same pictograph, different pronounce, different but relative meanings, a common phenomenon at
initial early stage writing . For example, Proto cuneiform * may express star, also sky.
Wang Yuanlu (Dongba symbol professor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ontinuously

Considering of Yejie, Firs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Would Asso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udies, Aug.2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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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 a city

. Later the Zhou script for city-state is

(Jicheng 2740), now is 或, 國. “東國（
2833) and “淮國 (

(Jicheng 2133),

）” (Heji 36182), “東國（

）” (禹鼎 Jicheng

)” (冬鼎 Jcheng 2824) should be same place. In addition, the

script for fine hair is

, refer to “5.3 戎”.

4.5 斯
Zhan-ГB in Table2.1, set Г as axe, B as bladder or bag (stomach). The ГB derives
a third scene of stomach tear off, suggests a third meanings of si 撕 (tear).
In other perspective, the ГB associates an abstract scene of making a carry-on
water bladder with a urinary bladder or stomach in ancient time. Today the character si
斯’s qi 其 (basket) and the Oracle character si ГB’s B (bladder) are same container,
and the pictogram Bladder is replaced with a popular character basket (qi 其). A
container of si 斯 for loading everything is used as pronoun (represents everything).
4.5 Inscription example（Yinxu Huayuanzhuang Dongdi Jiagu 35）
Script

Trans.
column >bearing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Ren
Sun time
壬

Sky lightning pictogram 申

Notes
or half altar> ramp> to sky

Shen

Moon time

Lightning >god

Bone burned sign

卜

Bu

divine

Ask god through the bone

Kid pictogram

子

Zi

Son，sage

God son>wise man

Altar +foot

往

Wang Go，in past

于

Yu

pier in
water
Field pictogram
Man follow man

田
從

Tian
Cong

Sun+ flood

昔

Xi

Г cutter +stomach

斯 撕

Si

Plough，plough >feed
food to the crop roots
Net

用

Yong

禽

Qin

Tear bladder open>the inside
water >this
Use，use for Tool for food
production >eat
eating
Netting

Four strokes

四

Si

Four

Deer

鹿

Lu

D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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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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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Past，old
days
This, c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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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壬申卜子往于田，从昔斯，用，禽四鹿。壬申卜既乎食，子其往田，用。
（花 35（395、548））
4.5.2 辛酉卜曰从昔斯，禽。

（花 295）

4.5.3 ...于又斯，叀今...吉 （合集 31726）
4.5.1 At RenShen date divining: Zi-man is going to roundup hunting, following
the way in past, uses the food of the 4 deer netted in hunting. At RenShen date
divining: called to eat, how Zi-man is going to round up and hunt, it uses the food.
4.5.2 At XiYou date divining, announce, follow the past way, will net (deer).
4.5.3 ... (use) in that there is this (things), benefit today...good
Note，the si 斯 is used as ‘this’. The “qi 其” of “子其往田” means “what”, “when”
and “how”, refer to “4.3.1 Inscription example”.
4.6 別
Shi-ГA in Table 2.1, set Г as axe, A as a piece of pork. The ГA derives a third
scene of pig discerping, which meet Shuowen 說文: bie 別 is fenjie 分解(decompose).
A scene you reconstructed has to meet a real practice in ancient, the ‘cut off a piece
of flesh’ may tells a narrative process of spaying and neutering for the food animals
which can derive meaning of separate, other(sex organ), do not. The cutoff can be
figurative to ‘ling 另 “other”’, in modem psychology a man and his penis are often felt
as two souls (consciousness and subconscious).
In other perspective the ‘cut off a piece of flesh’ is a ‘procedure of circumcision’
to sit with god in the sky and to get a divine power. To send the part of his body by the
barbecue smoke to the sky (liao 尞 in Oracle script), the smoke as the emissary to get
divine energy, it hints the whole body of his will sit with god in the sky. Because the
law of contagion: ‘that things which have once been in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continue
to act on each other at a distance after the physical contact has been severed’7 in ancient
minds. Similar procedure to have the penis (tongue, hand, etc.) blood using an awl as
his envoy or using an incense burning as carrier to get the sex energy from the sky is

7

James G. Frazer, Two Laws of Magic, The third chapter of the short edition of “The Golden

Bough”,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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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popular in the Maya royal society, I rebuilt the practice which should be called the
blood contagion, not now wrongly is called the blood sacrifice. So the ‘cut off a piece
of flesh’ or the emissary means separate, other, distinguish.
Now the liao 尞 “burning the sacrificial offerings” is simplified as an incense to
carry your wish to the sky.
The Oracle character for guest is bin 賓-guest (refer table 4.3.1) which means ‘the
ghost of the dead king becomes the guest to sit with the god in the sky’, some examples
of the bone inscriptions: (heji10405) ‘wang bin Zhongding sheng 王賓中丁升 (King
guests the ghost of Zhongding rise, i.e. King lets Zhongding rise as a guest to sit with
the god in the sky), and (heji23248) ‘wang qi bin Fujia sheng 王其賓父甲升 (King,
how to guest the ghost of Fijia rise to the sky). How the ghost of the dead king is to rise,
the procedure of Maya blood contagion (or circumcision contagion) perhaps is an
answer, even back to thousands of years ago the Maya come from the Far East.
Note, the script for ‘guest up to sit with God’ is the bin 賓-guest which was
reshown on later Chinese the oldest classic book ‘yi 易’s guan 觀’：(literal translation)
“guan-scrying guo-state zhi-of guang-light 觀國之光，li-help yong-use-offering binguest yu-in wang-king 利用賓于王”, (semantic translation) “when the king sees into
the state’s light within, that helps to be used as an officer who sits with the king”.
4.6.1 Inscription example（JiaGuWen HeJi 8833）
Script

Trans.
pot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Notes
Zhen
Bell,tell,
wish
Listen
to me, god will saying
貞

丂 whip+ three marks 乎

Hu

Call，shout

Drive person to move

Qu

take

Hand posture is like an ear
curved and hear in>to hold in

>whiplash soundly
ear

hand

A flesh +Г axe > cut
apart

取
𠛰，別

Discerp
Other

4.6.1 貞乎取別 (另) （合集 8833）
4.6.1 God listen! call to take (off) the other 。
Note: Perhaps talking about circumcision or blood contagion.
4.6.2 Inscription example（Tunnan 1051）
Script

Trans.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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叀 惠

Spindle，

Benefit

Pork +Г axe > cut apart 𠛰，別
Ox

牛

Niu

plough

用

Yong

Spindle >benefit for thread
spinning and using

Discerp
Other
Ox
Use，use for
eating

4.6.2 惠別牛，用 （屯南 1051）
4.6.2 Benefit from ox dismembering for sacrifice.
Or benefit from (king) castrated a bull, and use for sacrificial offering.
4.7 誓
Shi-ГT in Table 2.1, set Г as axe, T as tongue, ГT derives a third scene to cut
tongue, to cut a speech or to suicide, suggest a third meanings of oath, vow. If I eat my
words I will cut myself, it means a swear word; if you not listen to my words you I will
cut you, it means warn, tell.
The script for the cutting himself words is vow (誓), in other perspective, the script
for the cutting a thing and saying the inside of the thing is knowledge and insight (識)
and wise (哲).
4.7.1 Inscription example（Tunnan 656）
Script

Trans.
Basket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Qi
It, he
其
sound wave 告

mouth
meat

Gao

Tell

祭

Ji

Offer meat

誓

Shi

Vow, swear

hand

mouth grain>word+

Г axe
Grain>number(xin)
祖辛
totem post>ancestor(zu)
Altar tower

㿝food>eat

Mouth grow fruit>word,
Word under Г axe
Grain>borrowed as sun
number as name(xin)

王

Zuxin An
ancestor
name
Wang King

受

Shou

Receive

You

Guard

Transfer by boat in ancient
Transfer by truck in today
Left hand>help

Ji

good

Eat，feed >good

hand-hand
boat
Right hand >protect
又，佑

mouth

Notes
Container>all stuffs>pronoun

吉

4.7.1 其告祭誓祖辛王受又，吉。(弜巳（誓）告祖辛) （屯南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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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King）how to tell and offer the sacrifices and vows to the spirit of Zuxin,
and the King will receive the guard from Zuxin. (Verified words) good. Or the king
had taken a vow that “ if I get a guard, I will make an offering to Zuxin. Now that
my wish is fulfilled, I am here to keep my promise”.
Note, a similar Oracle script for vow is depicted as
and “weapon

which combines “word ”

”. For example, Tunnan 174: “Zuxin was offered and vowed ... an ox

was used as an offering and vow”（屯南 174：祖辛祭又誓...牛兹用，祭誓）。But the
“shi 誓-vow” in the 174 and the 656 above are different form, one is “a word under ‘Г
axe’ (table 4.7.1)”, one is “a word under ‘dapper axe’ (refer table 4.7.2)”, for the two
weapons are kept pace with the times. More example:

4.7.2 Inscription example（JiaGuWen HeJi 27145）
Script

Trans.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Shi
Vow, swear
oral omitted+ grain 誓
+dagger axe
Worm>number
Dayi Ancestor
大乙
name ‘Yi’
Wine jar +3 strokes >
Chou
酬
sprinkling
Yu
Queen, Birth,
毓
Wuman
gives a
Bring up

Notes
Mouth grow grain>word
Word under dagger axe
Worm>borrowed as sun
number as name
Offer the deceased wine

birth to baby
Yard>number
totem post>ancestor
mouth

皀>food

祖丁
吉

Zuding Ancestor
yard>borrowed as sun
name ‘Ding’ number as name
Ji
good
Eat，feed>good, well

4.7.2 誓大乙酬毓（后）祖丁，吉。（合集 27145）
4.7.2 (After offering wine to the spirit of Dayi) a vow (to remember) that Dayi
gave birth and raised Zuding, (Verified words) good.
Note, the 4.7.2 ‘誓（

）大乙’ is same sentence as the 4.7.1 ‘誓（

‘誓’ is in two forms. The script ‘Shi 誓（

）祖辛’, so

）’ was decoded as ‘Zhi 戠’ which means

dried meat, blazing, clay yellow, waiting, and so on in extension meanings. The ‘Zhi
戠’ is a reduced form of ‘誓（

）’ and is often used as a phonetic glyph to produce

the phono-semantic compounds: say, the script for Official Position ( 職 ) and for
Official Uniform (織) is derived from “after vow and take it”. If I know the crim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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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 I open it in the text, say Tang Shi 湯誓 “Tang’s Fighting Talk”，to the public；If
I know the secrets of yours I will open it to the public, it means recognize (識).

5. The shape imitating of Г axe
To depict a hump by analogy withГ, so theГalso means “camel” in the west. The
Greek alphabet ‘Г, γ’ came from Phoenician ‘

, Λ’, the ‘γ’ still looks like an antler

fork. To denote a breast of a woman by analogy with the Chinese Г axe, the Г axe also
means “breast” (nai𠄎 >乃 >奶) in Oracle script. In other perspective, the Г also
means “throw” (reng 扔), for a hand action of stone throwing is similar to a hand action
of the Г-axe wielding. In ancient, the way of using a graph Г stands for a object “axe”,
leaving the reader to supply the appropriate meaning, it is similar to the way of using a
glyph (like abjad) stands for a consonant, leaving the reader to supply the appropriate
vowel and then meaning.
Table 5

A2
A7
A1
B1572 B1572 B121
19757 13442 20577
河
河
何 荷
He
He
He
ГW ГW ГP

A1
B121
20278
何 荷
He
ГP

A4
B6 A13
B3144 B1484 B1552
25371 17176 30413 36551
新
匠
屵
階
Xin Jiang An
Jie
Гg
ГC
ГM ГF

B3
A7
A7
B3311 B3311 B3142 B3136
T3245 18892 9594 14623
可
可
戎
戎
Ke
Ke
Rong Rong
Гo
Гy

In the same way of the model thinking (or mindset) by the ancients in the west and
the east, to depict a Г-like river by analogy with Г, so「Water Г」means「河, He-ГW」,
Table 5，a Father of Waters i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In other words, He-ГW is the
modifier semantograph (Pianzheng Zaozi 偏 正 造 字 ), the Г is modifier, W
semantograph.
The other example, the Г-axe is figurative to woman’s breast, like the Г to camel
hump, so the Г-axe derives two characters of jin 斤 (axe, hoe) and nai 乃
（breast, you）
in the same bone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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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 thinking is a way of thinking in a model, taking a long long time to
build a model or name from daily life ‘Г tool’ and use the model to express a similar
‘camel hump’. Other examples an ear of head looks like the extra of a head or the
external hanging of a head, when a cereal plant has grown an extra part at stem a top
which also is called as ear (wheatear). Thinking with a known model (man ear) for the
unknown (wheat ear), or show unknown with known. One more example, in the wake
of developments in the natural science law, man has believed there are also the social
laws in the world and call the social science laws, for science worship, but there is no
a standard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in mos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t all，
in my view.
「何, He-ГP」shows, Table 5，a Person shoulders an Г-hoe, that inspires the person
carried on his shoulder and bowed down like Г-shaped. He-ГP now is used as a surname,
means burden, load.
「新, Xin-Гg」table 5, ‘g’ shows a new grain in flower sepal that maps new, or a
wheat grows an extra ear that maps new. A wheatear will bow down when it is in full
that means the new grains for farmer harvest. The Oracle scribes add a Г-shaped for ‘g’
which bow down its head to express new grain coming. Here the Г is modifier, ‘g’ is
semantograph. Xin-Гg is used as ‘new’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岸, An-ГM」Table5, M (mount) is like Г-shaped, or hill (M) with a modifier of
Г-shaped of stair step, that means “the bank of waters”. Heji 合集 30413 Oracle
inscriptions “liao an 尞岸，liao yue 尞嶽(barbecue sacrifice beasts and its smoke as
carrier to the ‘god of the water bank’, offerings burned smoke to carry to the ‘god of
the Mount Peaks’) ”. This saying is resaid in later Classic of Poetry《詩·小宛》yi an
yi yue 宜岸宜獄（嶽）(benefit the bank and benefit the Mount Peaks).
Note, Table5, the M (mount) in “ГM or the bank” is same form as the M in “yue
岳 or Mount Peaks” in a same bone tablet, so the M is mount, not fire (ГM 之 M 形同
同版岳之山，故 M 为山非火 “a glyph for mount and a script for fire are look like in
the bone inscriptions”). ‘An 岸 or the bank’ should be the valley land of Yellow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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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he ancient Chinese live. ‘Yue 嶽 or Mount Peaks’ is a mountains decorated with
some high peaks, especially means the “five Chinese Mount Peaks” (五嶽) on north,
south, east, west and middle.
「階, Jie-ГF」Table5, F (cliff+ footing up) is like Г-shaped, or to foot cliff-side
up (F) with a modifier of Г-shaped of stair step, that means “mountain stairs”.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sample: (Heji 合集 36551) “zhen yu wang jie 貞余亡階 zhen zhi yu
Shang 貞至于商” (Divining say, I should have no steps leading up. Divining say, I will
go in Shang town). Other inscription example: (huadong 花東 273) “zi xu jie 子須階
qi fan BiJi shun BiDing 其燔妣己順妣丁” (Zi-Duke should step up and he should burn
offerings for BiJi-Queen and than BiDing-Queen).
5.1 河
He-ГW (河) in Table 5, set Г as axe, W as water, ГW derives a third scene of a
water flow trail like a right-angle, suggests a third meanings of a L-shaped river which
is called “He” (yellow river), now as a general term for all rivers.
In China most of the waters are south-east-flowing rivers, and the warm winds in
spring is from south or east, for the sea on the south and east of the mainland so a
Chinese house is in general to look south (welcome warm wind) with its back to the
north. The ancient Chinese perspective to observe the world is to sit back to north and
to look south, and the Chinese map oriented south. In other situations of Egypt with
north-flowing Nile and houses facing north to welcome good-wind from Mediterranean
Sea, so the western map oriented in general to north when the west inherited
geographical view from ancient Egypt. By 4000 bp,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centre
is largely on the “He” river lowland where is a knee point of a thousand KM northflowing river turns to other thousands KM east-flowing river. So for the lowland people
a knee-shaped river looks like the Г.
5.1 Inscription example（JiaGuWen HeJi 418, 892）
Script

Trans.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Notes
Geng
Sun
number
Haystack，ovoo > Big 庚
Roof
Needle,
Xu
Moon number hole(stone drilled) stick
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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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ck on a tortoise
shell > the world sign
Hand stick wheatear

卜

Bu

God’s sign

穀

Gu

cereal

pot

貞

Zhen

Bell,tell, wish Listen, (the shell cracks) say

Pier pierce in water

于

Yu

in

WaterГ>stream turn 河

He

river

sepal

㞢 有

You

Will have

House layout

匚 房

Fang

勿

Wu

House
defence
No, don’t

A bow loosening
string

its

The shell looks like sky
dome and flat ground >world

Yellow River own
name >general streams
Flower sepal will have fruit
The layout is still often seen
negative sentence >question
sentence

5.1.1 庚戌卜穀貞：于河㞢匚。庚戌卜穀貞：勿于河㞢匚。三月。㞢匚于河。
勿㞢匚于河。
5.1.1 After GengXu date divining about cereal, god listen: in the Yellow River
(King) will have prevention. After GengXu date divining about cereal, god listen:
do not in the River (King) will have prevention, third month (August). There is a
prevention in the River, there is not a prevention in the River.
Note, it is talking about: King will have prevention in Yellow River. When will
King have prevention? (The divination answer is) in August.
5.2 可
「ke 可，Гo, Г oral」is depicted in the words like Г (cranked ) as Tone sandhi, as
Song in a perspective (zheng xun 正訓). It is denoted oral sucks to Г (breast) as good,
permit, agree in other perspective (fan xun 反訓). In other words, the script for Tone
sandhi or Song is 「ke 可，Гo, Г oral」. This is a common phenomenon that in more
than one perspective is to read an ancient ideogram, as the “cross” was read to represent
“a talisman against the powers of demons”, or “human suffering has redemptive and
educative power (of which similar thought: to practice thought amendment and become
to the awakened one who always perceive his own subconscious desire in Buddhism,
to cultivate moral character to achieve the perfect personality who enjoy freely in his
own way in Confucian, or to cultivate vital energy to transform into immortal who as
superman helps others with his divinely power in Taoism)”.
Ke-Гo in Table 5, set Г as Г-shaped, o as oral open to sky, the Гo derives a third
scene of Г is not to dig or direct to the mouth but as a figurative object, the wav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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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th words looks like Г, suggests a third meanings of word flow as L-shaped, i.e. song.
A speaking in prolonged pronunciations, like a monk in a temple intones out his bible,
using only a few notes perhaps called as chant, a chant in zigzag, using tunes and notes
may called as sing and song. Other example, as like (Г), (ˆ ) and (ˇ) of Ê and

Ě

express E’s tone going up and then down, down and then up.
Ancient conversations between tribes perhaps is in distance singing songs first, for
tribes needing exchange and trade but there are more suspicious minds, fighting and
racial killings than trusties, friendship, help each other and intermarriage according to
the early Canadian historical stories about the First nations. Song denotes “can” if the
answer is from other side song “permit and agree”. Song also denotes “possible”, but if
answer sounds “good or rejection”. That is why Ke-Гo have meanings of good, permit,
agree.
5.2.1 Inscription example（JiaGuWen HeJi Ying2267）
Script

Trans.
Spindle，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Benefit
叀 惠

Oral, Г

可 歌

Ke

plough

用

Yong

Pier pierce in water

于

Yu

Altar T in house

王

Ancestor,
temple, clan,
sect
Fujia Forefather
name: Father
Jia
Wang king

受

Shou

Receive

又，佑

You

Guard

Fu hand stick >teach, 父甲
Jia

mark >head

Altar of tower

hand-hand
boat
Right hand>protect

Song, good,
can, possible
Use，use for
eating
in

Notes
Spindle >benefit for thread
spinning and using
Words >like Г >swerves

Altar tower simplified to
altar Table
Teacher>father
mark in head >borrowed as
sun number one
Alter>alter man>god son
Transfer by boat, for river is
highway in ancient
Left hand>help

5.2.1 叀可（歌）用于宗父甲，王受佑 （合集 英 2267）
5.2.1 Benefits from singing a praise to the Father Jia in the temple (ghost house),
the King is received the guard (from Father Jia) (Heji Ying2267)

5.2.2 Inscription example（Yinzhou Jinwen Jicheng 4324）
Script

Trans.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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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ral pictogram + mark 才
“I” > in vulva

Cai

In, at, on,
able

昔

Xi

Past，old
days

先

Xian

Before，fore

Altar of tower

王

Wang king

Three small points
(strokes)

小

Xiao

Small，close

學

Xue

Learn, Study, Kid sent forth the stars
knowledge hold >learn astronomy

女

Nv

You

奴

Nu

Servant,
Slave，

Sun+ flood

Foot before
man figure

side

kid
stars
hands hold
Woman figure + two
points >read twice
Woman figure +head
grass mark>slave
+hand >hold >no free
Oral, Г

hand tool

可 歌

Ke

oral

Alter>alter man>god son

mei 每 >nu 奴 >hui 悔

Song, good, Words >like Г >swerves
can, possible
use tool saying >thing, hand
to do thing >agent, make

5.2.2 王曰。師剺。才昔先王小學女。女奴可事（你努建可歌可泣的功业）。
既令女理乃且考司（故命你理你祖考司（徒）之位）。 （集成 4324，晚周師
剺簋）
5.2.2 King said, Shili (name), at old days (my) forefather king closely learnt from
your (a forefather), your (the forefather) slaved good things (served the state well).
Now I appoint you to manager your forefather’s place.
按，小，近之意，他例小臣（近臣）、小心（想小範圍，專心之意）。
“先王
小學女”，言女祖曾是先王老師。
Note, Xiao 小 means small, also close. Other example, Xiaochen 小臣 means
close servant. Xiaoxin 小心 (small mind) means “heart is closed to”, “mind is in small
area”, understood as “be careful”, “focus”.
Note, the mei 每(Woman figure + head grass) suggests to readers a “grass people”
(steppe tribe) with a pejorative sense, compare with advanced a “crop people” of the
royal tribe of Shang dynasty in Oracle inscription times. So mei 每(a grass people) lived
in Shang state means Nu 奴(a servant or slave). Other example Sumer pictogram (proto
cuneiform) Slave is combined with Woman and Mountain, for Sumer people liv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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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ps in lowland of "Areas of two rivers", so a “Mountain people” means not a “lowland
people”, is a gentile.
The mei 每 (Woman figure + head grass mark) means Nu 奴(slave), and is
borrowed as hui 悔(regret, repent). Perhaps a “grass man” in his nomad tribe is living
well, he always feels regret once he is harvested into slavery. The “regret” way of
thinking is like the “slave” way of thinking.
The mei 每 in Oracle inscriptions sometimes is used as Nu 奴(slave): (heji 合集
26907, 27148, 24120) yi mei 役每(

) (use slave)，and (tun 屯 2254)wang hu mei

王乎每(King calls a slave).
The mei 每 in Oracle inscriptions is used as hui 悔(regret, repent): (heji 合集
28562)王其田弗每(King, he surround to hunt, that not regret).
In Bronze inscriptions the mei 每 is used as nu 奴(slave), and the ‘min 敏’ is used
as nu 奴(slave): (jicheng 集成 6014 hezun 何尊) “shun wo bu nu 順我不奴”（he who
is subject to me will be not enslaved）, understood as “those who follow me not to be
in bondage”. The same meaning of the saying above is re-shown on the Classic book
“gan shi 甘誓”. Other example (jicheng 集成 2837 dayuding 大盂鼎) “huo de jing nu
獲德坙奴” (to get Taoism and manage slaves, or who has moral principles, who
manages the slaves ) and “si rong nu 司戎奴” (manage Rong-norman slaves) , it is
understood as “using a moral to edify the conquered, to lead the conquered of Rong
people”. Note: the similar sentence of “huo de jing nu 獲德坙奴” is re-shown as “ lun
dao jing bang 論道經邦” (advise on Taoism and manage state, or advise on knowledge
through state) on the classic book of “zhouguan 周官”.
5.3 戎
「戎, Rong-Гy」Table5, set Г as axe, y as the tree branch. The script for the small
branches of the big tree is Гy. The small branches are similar to the fine hair of the big
man (sheep), the Гy is used as the duke’s down, as the man with the fine hair face. Later
its Г axe was switched to dagger-axe, from (

) to ( ).

5.3.1 Inscription example（JiaGuWen HeJi Ying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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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Trans.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Wu
Sun time
戊

blade pole
Sky lightning pictogram 申

Notes
Long pole stone
blade >reaping hook

Shen

Moon time

Crack on a tortoise
卜
shell > the world sign
Side figure man in
賓
house
Prince under (ovoo) Big 令
Roof (roof much bigger
than its house)，

Bu

God’s sign

Bin

Guest

Ling

Command

黑

He

Black

取 娶

Qu

Take，marry Hand posture is like ear
curved and hear in>to hold in
nation name Fine hair (face man), nomad

face mask
ear

man

hand

Г axe +tree branch >
Rong
戎
trim hair-like branch
Hand to grasses >collect 芻 畜 飼 Chu
grasses

5.3.1 戊申卜賓：令黑取戎芻,二告

The shell look like sky Dom
and flat ground >world
Side figure man >others, he
Front figure man >big, we, us
Kneel >worship >elite, pot
Belly >rich man
Big Roof >for god
in >temple
Name,

Feeding
livestock

Feeding grass,

（合集 118）。

5.3.1 At Wusheng date divining about the guest, (king) orders the officer of Hei to
take the cattle of the tribe of Rong, second time tell (my wish to god though the
divination shell).

5.3.2 Inscription example（JiaGuWen HeJi Ying 9594）
Script

Trans.
pot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Zhen Bell,tell,
貞
wish
Wu
No, don’t
勿

A bow loosening its
string
Prince under big roof
令
(roof much bigger than
its house)
戎
Г axe +tree fork >

Ling

rong

Notes
Listen, (the shell cracks) say

negative sentence >question
sentence
Command, Kneel >worship >elite, pot
in the name belly >rich man
of god
Big roof >temple
place name,

fine hair
Wheatear >go home +
bend string >rein >
carriage >go home

歸

gui

Marriage,
Go-home,
return

Man +crop

年

Nian

Year，
harvest

Bird +ram’s
萑 雚 觀 Guan
horn >decor a bird with
a long beak

5.3.2 貞勿令戎歸。年萑(觀)

Stork
watch

Wheatear>finally be
home>back home, finally girl
be married (return home) >
woman, marry

horn sound bird >sound with
beaks as two horns collision

（合集 9594）。

5.3.2 Wish: (King) do not ask Rong to go home. Harvest is wat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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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It is talking about a Shang king marry the girl from Rong tribe, depends on
the harvest. The “go home (gui 歸)” also means marriage, because the destination of a
girl’s life voyage is to go to her true home, or to go to husband’s home. The Oracle
script “Go-home” and “Woman” are a same script form but different sound, this
character building method is called Semantic Borrow (意借).
Note, Watch (guan 觀) is derived from “stork”, “watch like a stork”. The Storks
of the yellow river stand still in the shallow water one by one and watch for the
opportunity for hours, when the opportunity arises the bill suddenly goes into the water
to snaps the prey shut. And the storks can not sing with their throat but make sounds
like "guan guan" with their beaks as two wood (or horn) bats, and the storks are named
as “guan” in China. Guan-stork means “observe”, “scrying” and “self-see into the self’s
heart within (observe yourself subconscious)”.
5.3.3 Inscription example（JiaGuWen HeJi Ying 14622, 14623）
Script

Trans.
pot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Notes
Zhen Bell, tell,
Listen, (the shell cracks) say
貞
wish
He
Yellow
河
A Г-like river
River，river

Г + waters > Гshaped river
Г axe + tree fork > 戎
tool +whip >weapon
Pig with arrow >archery 驗
test

rong

Fine hair,
Weapon +weapon >fight
weapon, fight

Yan

Test, Come
true

The target of a skin of pig for
archery practice

5.3.3 貞河戎驗，二告。貞河戎不其驗，二告。貞河其戎。貞河不其戎。 （合
集 14621，14622，14623，18775）。
5.3.3 My god, listen: the river of He-ГW will fight (flood), (later verified) it was
true, twice tells (gods). The river will fight, it not came true, twice tells.
It is talking about (when) the River of Yellow will flow over.
5.4 匠
Jiang-ГC (匠) in Table 5, set Г as axe, C as bow, the ГC derives a third scene of
cut bow set, suggest a third meanings of craftsman, mastery, ingenuity, for bow set in
Stone Age is a Top-end handcraft that may show originality and prosperity. Or axe and
bow are both typical two manmade, mutual glossing (ZhuanZhu 轉注) to suggest
handcraft, craftsman, and 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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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C is in the script form and 匠 in recent character form. For thousands of years Г
(axe) is shifted to 斤 form, C (bow) shifted to 匚 form. 匚 written in curved stroke in
early stages looks still like a bow, table5.4.1. Usually C (bow) is shifted to 弓 form.
5.4.1 Inscription example（JiaGuWen HeJi 4804，4805）
Script

Trans.
pot

A bow loosening
string

its

whip +three
marks >
Flapping sound
Г-hoe +C-bow

, , drum, grass,
hand stick
Area, foot > seize a
square, long march go
to battle for a town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Zhen Bell,tell,
貞
wish,tell,
wish
Wu
No, don’t
勿
乎

Hu

Call，shout

匠

Jiang

Craftsman
Craft

鼓

Gu

正

Notes
Listen, (the shell cracks) say

negative sentence >question
sentence

匠’s ancient form is still
like bow in outside.
Grass >borrowed as sound

Drum，
sound,
encourage
Zheng Fight, correct, go to town > fight for town,
square
town > in center > center,
town thought > right, correct

5.4.1貞: 勿乎匠，，。乎匠鼓正。 （合集 4804、4805）
5.4.1 divining: not call craftsman. Call craftsman drum, fight.
It is talking about: when to call craftsman, call a master crafts the drums for the
fighting.
5.4.2 Inscription example（JiaGuWen HeJi 9185）
Script

Trans.
stone blade

pole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Wu
Sun time
戊

stone hole

pole

戌

xu

Moon time

Crack sign

卜

Bu

divine

Hit haystack

穀

Gu

Crop

pot

貞

Zhen

Г-hoe +C-bow

匠

Jiang

Altar +kid

祀

Si

Bell,tell,
Listen, (the shell cracks) say
wish,tell, wish
Craftsman
Craft，manage
Craft
Sacrifice
Kid >borrowed as idol

Hut

宀 屋

Wu

Hut，shelter

wheat

來， 麥 Lai

Cicada

穐，秋

Qiu

Flood

災

Zai

744

Notes
Long pole stone
blade >reaping hook
needle

Come from， Wheat come from local area,
rice (到) arrive on the Shang
Wheat
Autumn
Cicada sound >borrowed as
autumn future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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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戊戌卜穀贞匠祀宀来秋災。（合集 9185）

5.4.2 On wuxu date divining for gu-crop, tell, craftsman sacrificial hut coming
autumn disaster.
Talking about: the masters crafted the altar house for the disaster on the coming
autumn.
5.4.3 Inscription example（JiaGuWen HeJi 10611）
Script

Trans.
Г-hoe +C-bow
Altar in hut, temple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Jiang Craftsman
匠
Craft
Zong
Forefathers
宗
house

Notes
Craft，manage

5.4.3 (酬大甲)匠宗(用，八月)
5.4.3 (wine to dajia-forefather)craftsman the house of forefathers (yong-offering,
August).
Talking about: the masters crafted the alter house.
5.4.4 Inscription example（JiaGuWen HeJi 22186）
Script

Trans.
A structure column >
bearing >take duty
Sky lightning sign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Ren
Sun time
壬

Notes
borrow

申

Shen

Moon time

borrow

Crack sign

卜

Bu

divine

Г-hoe +C-bow

匠

Jiang

Pier pierce in water

于

Yu

Craftsman
Craft
in

four limbs >hands +feet 器
go to big > mature

Qi

5.4.4

Craft，manage

Organ, tool， hands+ feet are emphasized >
ware, capacity man’s tool > tool

壬申卜匠于器，（允。某牛于祖庚） （合集 22186）

5.4.4 On Renshen date divining: (The master) crafts on the tool.
In short, here the written oracle scripts do not represent a word or phrase but
thoughts, even from the Oracle script time of 3000 years ago to the May Fourth
Vernacular Movement in 1919 the Chinese characters do not record Chinese languages
but thoughts or an artificial language if you are familiar with many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 classical writings. The writing is a tool to show the thoughts on paper, both the
tool and the thoughts can go deep to be designed and improved like a building designed
and modified. The Beautiful words and structured grammar is not in oral language but
in writing language designed by the eyes, then improves the oral language.
Because the method of reading alphabetic writings in decoding below cannot b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classical writing and the Oracle writing through a 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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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ect. According to an ancient script pronunciation deciphered, a linguist can rebuild
the ancient written sentence sounds to compare a known language existed or existing,
from the language meanings to read the unknown scripts, the accuracy of decipherment
of cuneiforms and hieroglyphs is on the translation scripts to sounds.
‘Obviously, Oracle inscription is not an expression in natural language，but a
polynomial. Classical Chinese: quite far away from natural language, (the systematic
words in six ways of character-generating replace the naturally generated words, while
the diction is similar to the mathematical equation sentence structure instead of the
natural language sentence structure’, said by a French sinologist8.
Usually a character or English word for a Chinese born reader comes picture and
thought in mind first without language involved in, and a word for an English born
reader has to be read out as sounds, from the sounds to understand its meanings. This
different way of thinking perhaps may help linguists to understand the presupposition
that the characters are logogram or word-gram or language-grams is not right.

6. The improvement of Г axe
Many of Oracle bone scripts represent easily identifiable everyday things. An
oracle character Jin 斤 (Table 2.1, Figure 2.1), likes pickaxe or mattock, is shaped as
Г, other oracle character Bing 兵 (Table 6), like dagger-axe, is shaped as Г hold by two
hands.
6. Inscription example（JiaGuWen HeJi 7204, 7205）
Script

8

Trans.
Man’s head mark, man’s
body omitted

Character PinYin Meanings
Jia
Sun time
甲,

Notes
Skull >armor, facial 7
orifices >7, head >#1
Wind go

Sail >wind +mark ‘i’ 子
Crack on a tortoise shell > 卜
the world sign
pot
貞
Horizon bason +foot
出

Zi

Moon time

Bu

God’s sign

Zhen

Bell

Chu

Rise, go out

Hands hold Г-axe

兵

Bing

Army, soldier

Long hair woman with her 若
hands on

Ruo

Like, helpful, Comb hair >makeup >to
smoothly
look like others >help from
others

The shell look like sky Dom
and flat ground >world
Listen, (the shell cracks) say
its ends seems to meet sky,
same as Sumer ‘Sun rise’

Léon Vandermeersch, Les deux raisons de la pensée chinoise, Divination et idéographie,

Gallimar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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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甲子卜貞: 出兵若 （合集 7204，7205）
6. On Jiazi date divining and say (to the oracle bone): (King) send an army that
will be done smoothly? (The crack sign of the bone will answer: yes or no)
Note: the script for head is 㘡 (
which is a reduced form of

). Jia 甲 (

. The 㘡 (

) is a reduced form of 㘡 (

),

) may be read as Jia 甲 rather as Shang

Jia 上甲9, and perhaps is also decoded as Yao 堯“high”. It is a shape with more than
two functions in Chinese characters, refer to Semantic Loan (yijie 意借) above. Later
the Zhou script for Yao 堯“high” is depicted as
of

whick looks like a reduced form

, the head of the both figures of man is emphasized.
6.1 Г-spear
Unearthed antler hoe-like Г( Figure 6.1, 6.2, 6.3) also called Boot Shaped Tool (靴

形器) by the recent scholars, their size similar to the size of a man’s hand, can be
fastened to a long handle end as a hoe-like spear. A Hoe-like Spear used a flexible pole
like a fishing rod with a swinging and hacking motion, that could has a longer and
thinner handle than a straight spear’s handle which is needed a shorter and bigger size
for a thrusting motion. A Hoe-like Spear is called Bing-Г used antler, later versions
used bronze are called Ge-Г (Dagger-axe, pole weapon of bronze). Like Alexander the
Great’ soldiers to use longer pikes (Sarissa) against the “states” used shorter spear, the
Hoe-like Spear for Shangdong Longshan Culture (山東龍山文化) is the decisive
innovations in arms to penetrate deeply into and host Central Plains, the heart of ancient
China.

9

Jinwen Gulin 金文詁林·Jia㘡，page3513, Yu Xingwu 于省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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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1. Some pole weapon Bing-Г, made of a crotch piece of deer antler, size like a
man outspread hand, grind flat outside as a trenchant edge and its tang easy fit to a handle,
keep curved inside as it was, c.5000-4000 BC, excavated in the HuangGang site, HuaiAn city,
East China. (Wang Hongwei 王宏伟, 2019)

Figure 6.2. A pole weapon Bing-Г, 7 cm long and 2.5cm width, c.4000-2500 BC,
excavated in a Dawenkou culture site, Weifang city, East China, now preserved in Weifang
Museum. Its tang have a through hole with grooves each side, blade as like duckbilled, body
po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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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3. A pole weapon Bing-Г, found in M121 tomb of Sanlihe site of late Dawenkou
culture, Qingdao city, East China. In Sanlihe site there are 21 pairs Bing-Г found in 20 tombs,
generally 1 pair a tomb, only 1 Bing-Г in M249 tomb, 3 in M248, 4 in M2110. Usually Bing-Г
size is 4-15 cm long and 1.5-3 cm width, some longer than 15 cm. Bing-Г tang portion have a
through hole with groove, hook portion ground trenchant. The only one tomb occupant was
female, and one owner unknown. All the other tomb occupant were male. This woman tomb
occupant has a very high status, and also unearthed stone adze, emblem stone axe, bone
arrowheads and so on. The age of male tomb occupant spans youth, middle age and old age,
accompanied by many tools such as stone adze, stone chisels, emblem stone axe and bone
awl, bone daggers, bone scrapers and so on (Wang Linlin 王琳琳,2018).

From the persistence point of view, most of them "Г" are found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Neolithic ruins, about 7300-6000 years ago. Among them, the earliest is the
hook-shaped objects unearthed from the Shuangdun site (雙墩遺址), Anhui Province
about 7300-7100 years ago and from the Caoxieshan site (草鞋山遺址) of Majiabing
culture (around Tai-lake Basin), Jiangsu Province, 6000 years ago. At the latest about
5000-4600 years ago, they are still found in the tombs such as on the Sanlihe site (三
里河遺址) of the late Dawenkou culture, Shandong Province, and on the Longtangang
(龍潭港遺址) site of late Liangzhu culture (around Tai-lake Basin), Zhejiang Province,
etc.
Regionally, "Г" is a unique tool in East China 6,000-4000 years ago,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many sites in North China, Northeast, Northwest, Southwest and
South China, and "boot-shaped artifacts" have not yet been found (Laijiemi,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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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A pole weapon
There are several viewpoints on the use of antler hook-shaped objects as a
possible tool. One is the collection tool, which considers that the segment of the
handle, the perforation and groove are all for the convenience of being tied to the stick
for collection. The other is the pottery making tool,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from the
same curve of both pottery mouth edge grooved and the hook tool end radian, and that
it may be a tool for grinding the edge of the pottery mouth. The third is the textile tool
for stretching thread; or two pieces tool of tied back to back to twine silk thread, for it
is mostly found in tombs and unearthed in pairs. The fourth is the scraper...
It is also perhaps used as a cloth belt buckle or hook, an archaeologist said
( Wang Renxiang, 2012), for also there are some the buckles of jade unearthed in
Liangzhu culture, even the antler hook shape are much different from the jade hook or
buckle style.
However, in the light of the pictograph meanings in dictionary, meet possible
functions of extant excavated materials, I believe that the antler tool in arm size is an
edge tool, like pickaxe, hoe, was called Jin (斤), written as Jin-Г; also the antler tool
in hand size is a sharp weapon, like poleaxe, was called Bing (兵), written as Bing-Г.
According to the Oracle bone script “Jin-Г”, Table 2.1, it matches the antler Г tool
in shape (Figure 2.1), and the meanings of the recent character Jin-Г (斤) matches the
Г tool in functions, we should say the Г tool is Jin-Г, which is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before the Ancient Bronze Age. Today's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was
first used in war, as were the ancients.
In the era of cold weapons, the length advantage of pole weapons is decisive. The
biggest limitation to extending wooden handle weapons was the weight and the
fastening of front-end sharps; the antler Bing-Г with fastening holes and groove solves
this problem very well. Because it even can be fastened to the tip of a slender bamboo
pole, like swing fishing poles, which had the advantage of swung over the shorter p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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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rs.
By cutting off half of the hollow antler and halving the weight of the antler tool to
facilitate the elongation of the handle, the hollow shaped tang (Figure 6.3) of the antler
tool fits its pole firmly, and with a neck groove and a hole the tang is mounted to a
wooden shaft easily and firmly, figure 6.1, that is a type of pole weapon as like
pictograph of Bing-Г, see table 6.
Because, figure 6.3, the 40 antler Г are excavated from 20 tombs in Sanlihe site,
Shandong province, East China, there are also Yue (stone axe of emblem, as a symbol
of army command) excavated from the each tomb. 19 tombs are male tombs; only one
tomb occupant is a high status woman. The evident from the bone arrows and the stone
axe of emblem excavated from her tomb says that she is a war officer. The extant
excavated source materials are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at the owners of all tomb are
commander of the settlement forces of Dawenkou culture about 4000 years ago.
The other example is the tomb No. 38 of the later Liangzhu culture from
approximately 4000 years ago at the Caoshishan site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deceased was an adult woman with many funerary objects, such as stemmed bowl, basin,
bone daggers and the perforated stone axes of emblem, as well as two "boot-shaped
tools" and jade ornaments (Laijiemi, 2014). Her bone dagger and stone axe of emblem
also indicate that she is a commander of the settlement forces.
6.3 The first version of Dagger-axe
A long pole Bing-Г is not very heavy, as it is able to be wielded with one hand.
But when you hold the pole weapon in level or wave it like a fishing rod, two hands
must be used, so character “Bing-Г” made from both hands, Table 6. By analogy, a
piece antler of hand size is not different from a piece antler of arm size, both are written
Г, it is call Glyph Borrow, Table 6.
The character “Bing-Г” is a type of instrument and weapon, made up of two hands
hold “pickaxe”, extended weapon general name, the weapon is called Bing-Г (weapon
兵), the man who uses Bing-Г is also called Bing-Г (soldier 兵), said on the Shuo-tell
Wen-glyph (說文), China’s earliest extant etymology dictionary of 2000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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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ing-Г is swung, as opposed to a spear is thrust. The long pole used to swing
and hack is allowed to bend flexibly, like a fishing pole. So that the pole can be slender,
even up to two or three times the height of user (Figure 6.4), and not too heavy. Like a
much longer spear (the sarissa), gave its wielder many advantages offensively. However,
the thrusting pole used to pierce must keep stability without buckling, so that the shaft
of the thrust weapon is shorter compared to the shaft of a swinging weapon. A longer
sarissa spear is about 4-6 metres in length and 5.5 to 6.5 kg in weight, and was most
effective when facing the opponent in unison in a Macedonian phalanx. But in the East,
a Bing-Г is light as well as easy to handle, its great length was an asset against the
opponent bearing a shorter pole weapon. Even if an enemy got past the front rank of
Bing-Г, there were second and third Bing-Г in “phalanx” formation row to stop him. In
other words, a Bing-Г has a length advantage to a nimble and agile spear and was in
the ascendant.
But for mass production of Bing-Г, its raw materials may need to be provided by
captive deer to ensure that the harvest is on when the outer layer of the antler has just
ossified and the inner core is still soft. So the hollow antler can be cleaved along its axis
for weight reduces and its core be scraped as a straight groove, as shown in Fig. 6.3.

Figure 6.4. Pole weapons of Ge-Г pecking arts on the battle formation
shown on a Bronze pot of Warring States about early-4th century BC

6.4 The shortcomings of Dagger-a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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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rs are universal, however Ge-Г (戈) is unique to China and should be derived
from Bing-Г (兵). Ge-Г was born in the Bronze Age and Bing-Г is from Bone age, both
usage as like the motion of “hook and hack”. Oracle bone pictograph Ge-Г looks like
pictograph axe-Г that have two pronunciations of Ke (可) and Jin (斤), so Ge-Г is
sounded Ke, one sound of axe-Г.
Therefore, from the Shang Dynasty c.1600 BC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f
475–221 BC, the rear tang (hu 胡) and binding holes (chuan 穿) of Ge-Г have been
improved (gradually longer than its dagger blade) in order to solv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dagger blade easily turning around and loose. Because its long blade (yuan 援)
forced like lever prying acting when hooking and chopping is easy to loosen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there are some stone daggers excavated are also called Dagger-axe
(Ge-Г 戈) in some China museums, which is doubtful. From the mechanical point of
view, a bronze Ge-Г with a fixing rear tang is difficult to fix well on the wooden handle,
"stone Ge-Г" does not have a fixing rear tang, an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aterial
mechanics, "stone Ge-Г" is fragile and likely to break, if it is to be pulled by lever. So
the “stone tools” which similar to "stone Ge-Г" in China museums, are often named as
“stone spear” in Western museums.
The tang back of two Bing-Г from the Caoshaoshan site, one big and one small, is
flat and suitable for the bamboo strip poles. The tang back of Bing-Г from Sanlihe site
is in concave and is suitable for the wooden oval shaft ( Laijiemi，2014). Perhap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big bamboos in Caoshaoshan site of South China, no big
bamboo in Sanlihe site of North China.
Majority Bing-Г unearthed in the 20 tombs at Sanlihe site were 2 in one tomb,
only one in M249 of tomb, three in M248 and four in M2110 (Wang Linlin 王琳
琳,2018). According to the unearthed multiple Ge-Г (for example Figure 6.4), the BingГ of M249 tomb master are one Г head (Г blade), and M2110 tomb owner has a BingГ with 4 Г heads fasten to the long handle one by one from its top dow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hacking attack accuracy, and to prevent the loosening of a Г head.
The new Bing-Г should be with long dagger blade as shown in Figure 6.1, sharpen
while using, and finally its long dagger shorten as shown in Figure 6.3. The Bing-Г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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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r antler forks and Ge-Г is a bronze Bing-Г. Jin-Г is also made of antler; hoe is bronze
Jin-Г.
7. The tools changed the world
Both Jin-Г and Bing-Г are the tools that changed China: Jin-Г was used to move
the huge earthworks of tableland and canals, particularly useful where there is a thick
layer of matted sod or hard soil; Bing-Г for conquest. A feature of the Liangzhu culture
is that the settlements is located on the man-made high Tableland of rammed earth with
canals and rivers as road and drain system around among wetlands, for example, 60
metres long in east and west, 50 metres width in south and north, 4 metres height of
Zhaolingshan site (趙陵山遺址) (Liu hengwu, 2007). The other feature of Liangzhu
culture is its ritual jades, like Jade of altar (cong 琮) and Jade of zodiac (bi 璧)
symbolized earth and heaven (Frazer, 1922), have had a lasting influence on ritual
objects in later periods of Chinese culture when the ritual jades spread the whole China
from Liangzhu culture.
Base on the weapons unearthed from the two tombs above, the tribal warfare 4000
years ago perhaps like that the opposing forces at 100 metres length met and at once
bone arrowhead shooting, and then offensive formation, to use the long shaft antler
dagger with two hands to peck in 3 to 5 metres close, charge foreword unstoppable.
Even if an enemy got past the first pecking attack, there were still more back team
members to stop him, as figure 5 shown in team work. In the worst case, hand-to-hand
combat, to use bone dagger and stone axe.
In light of the place distributions and the age of Bing-Г excavated, plus the corridor
of transmission of Jade-altar and Jade-zodiac, the tribes used Bing-Г is first on the rise
on 7000 years ago at the Shuangdun and Huanggang sites (雙墩和黃崗遺址)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Huaihe River, East China. And then the long pole
weapon spread southeast to the Caoxieshan site (草鞋山遺址) of Majiabang culture,
where near Tai-Lake Basin 6000 year ago. 5000 years ago, the long pole weapon went
north to Dawenkou culture near Mount Tai and south to Liangzhu culture also near TaiLake Basin. Another feature of both cultures above is that abundant inscription-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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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acts has been unearthed. Those pictorial symbols in isolated use are not considered
as word writing for language but as ideographs for thinking; mark a new phase in the
spiritual life. 4000 years ago the long pole antler dagger-axes (Bing-Г) conquered
Central Plains from Sanlihe site (三里河遺址) of Longshan culture near Mount Tai, in
part because the Longshan culture near Mount Tai of Shandong, Eastern China is
believed to be directly ancestral to the Longshan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s, the cradle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which in turn is thought ancestral to the Shang dynasty in
Central Plains, where the Chinese long pole bronze dagger-axe (Ge-Г) first appeared.
Bing-Г, made of tough and resilient bamboo or wooden pole, allows for the pole
increased length and reduced diameter, keeps slender and portable, excels at hacking of
long-range lethality. In general, a pike generally allows for increased long-range
lethality through a long and strong but heavy pole and sacrifices agility and ease of
manipulation; a normal spear excels at agility but sacrifices long-range stabbing power.
In short, animal’s seasonal migration in pursuit of water and grass. Chinese
horseback tribes migration to southeast Central Plains along Yellow river from the
northwest steppes when a drought periods climate with extreme environmental comes,
the rice tribes migration also to northwest the Central Plains from the southeast
wetlands when a humid warm period climate with lone time flood changes in Chinese
history. In East China about 4000 years ago, by reconstruction of the Г-axe and Г-spear
(Jin 斤 and Bing 兵) cultural processes, the longer Bing-Г-spear weapons move the
west and the north against the short spear weapon in Central Plains, as like Alexander
the Great’ soldiers, to use longer pikes against the states used shorter spear, victorious
all the way!
Written on March 31, 2020
Revised on April 19, 2020
Revised on August 31, 2021
Revised on September 1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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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Nigel Barley, The Innocent Anthropologist- Notes from a Mud Hut
(1983) and A Plague of Caterpillars-A Return to the African Bush (1988).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are used not only to produce goods, but also to
provide us with models of thinking about other things, especially
ourselves. The imagery of pottery process from the wet and soft to the
dry and hard seems to form the heart of Dowayo worldview.

[2] That like produces like, or that an effect resembles its cause,
the Law of similarity, in the third chapter of the short edition of “The

Golden Bough” by James G. Frazer, 1922.

[3] WANG Yuanlu (Mo-so Script or Dongba simblos Professor predicts
Proto-script or Pottery symbol): A simple image, but it seems to be read

as several long sentences.
Bai Xiaoli,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Yuanlu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une 2011), Acta Linguistica et Litteraturaria Sinica
Occidentalia, 2011(02)
王元鹿：
（麽些文字教授擬測早期初字或陶文）一個簡單的圖像，讀起來卻似乎

是好幾個長長的句子。白小丽《华东师范大学王元鹿教授访谈录》。2011 年 6 月。华
西语文学刊, Acta Linguistica et Litteraturaria Sinica Occidentalia, 2011
年 02 期。

[4] William Boltz,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American Oriental series 78 (Dec. 1, 1993).
Prof. Boltz said: There is no way a character can be “invented” by
putting together constituent elements none of which is intended to have
any phonetic function. ……As a rule, we cannot but insist that
“phonetic-less” characters simply do not exist. ……the writing system
there is no provision for characters to be formed as combinations of two
or more constituent elements none of which has a phonetic ro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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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of two or more graphic elements in a writing system to make
a new character based on the meanings of the parts is not in general a
viable process for generating characters, unless there is a definit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word in question as well. Third,
if, irrespective of their origin, this class of characters really operated
within the script in the way that is alleged, it would be a true anomaly
in that nowhere else in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or in any other natural
writing system that I know of, is there a type of that stands for a word
on

the

basis

of

the

combination

of

elements

used

for

their

iconographically suggestive value alone rather than for a specific
phonetic value.
Edward McDonald, The “ideograph” and the 漢字 hànzì - A cross-

cultural

concept

with

two

https://doi.org/10.1075/tis.00016.mcd,

mutually
Translation

invisible
and

faces,

Interpreting

Studies 13:2 (2018), pp. 271–292. issn 1932-2798 | e-issn 1876-2700
Prof. McDonald: the concept of “ideograph” is both theoretically
incoherent and practically unfeasible. The term “ideograph” may seem
merely to be a more elevated variant of “Chinese character.”

[5] Deng Zhangying, Dongba Symbol Study New Trends, Lanzhou
Xue Kan 2011(12). 邓章应, 东巴文研究的新趋势, 兰州学刊, 2011 (12).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dictionary’s nature, style, length, time and
knowledge, many important Mo-so materials in the literature have not
been collected or lost, said by Yu Suisheng, Professor of Dongba symbol
Dongba symbol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by Deng Zhangy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initial character and the new character. If
the formation of a character refers to the existing characters in
the system, it is the new character; if there are no ex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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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s in the reference system, it is the initial character.
[6] Wang Hongwei，“Huanggang yizhi, Dixia liu mi yincang qiqian

nianqian wenhua mima” 王宏伟，黄岗遗址，地下六米隐藏七千年前文化密
码，Xihua Ribao 新华日报•

Renwen Zhoukan 人文周刊，2019-01-04)

[7]Wang Linlin，Deer horn hook-like tool perhaps for collection

use excavated from Dawenkou Culture, Shandong Province, Collection
Express 2018-05-09.王琳琳、翟松岩/山东大汶口文化鹿角勾型器或为采集
工具，收藏快报 2018-05-09.
[8] Wang Renxiang 王仁湘, Shanziyueshu：Gudai daigou yu daikou•

Liangzhu wenhua yudaigou manshuo 善自约束：古代带钩与带扣• 良渚文化
玉带钩漫说,Shanghai guji chubanshe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4
[9]Laijiemi，What's the use of antler boot-shaped tool?, Unsolved Mystery。
来揭秘， 鹿角靴形器有什么用处 , 未解之谜，2014-02-13， https://
www.laijiemi.com/weijiezhimi/907.html，2014-02-13
[10]Liu hengwu, The Settlement Size Difference and the Origin of

Urbanization in Liangzhu Culture, Southeast Culture, 2007 (3).刘恒武，良渚文
化的聚落级差及城市萌芽，《东南文化》2007 年第 3 期.
[11]A prayer to hold a Jade of zodiac means to touch the sky, for Jade of
zodiac similar to the sky of the Big Dipper track, his wishes also arrive the sky
when he hold “the sky”,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similarity and the Law of
contact: “First, that like produces like, or that an effect resembles its cause; and,

second, that things which have once been in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continue
to act on each other at a distance after the physical contact has been severed”,
The third chapter of the short edition of “The Golden Bough” by James G. Frazer,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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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俗語》價值初探（初稿）
（華東師範大學

姚美玲）

《口頭俗語》是一本雜字書。雜字指歷代匯輯的各類識字讀本，主要收錄日常用字或專
類用字，多用韻語編成，以便初學者記誦。保存到現在的大量雜字類書籍，對語言、文字、
歷史、民俗及文獻等學科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現實意義。
《口頭俗語》刊印於同治十一年桐月，爲蒲阪南鄭苦莊牛宅藏版。其作者牛建基，從小開
始學習《三字經》
“五言詩”
《朱子格言》等童蒙讀物，至十二歲時，因“家寒糊口不及”，
只得“肩挑貿易”
，面對生活中“各樣什物、禽獸花果以及口頭俗語，經常不會寫，常苦於
作難誤事”的情況，努力將三十年所識之字編成《口頭俗語》，共計十四冊四百四十八句，
每句四字，共計 1792 字。因此，
《口頭俗語》所收詞語是當時當地日常生活中人們經常使用
的詞彙，它們至今仍然活躍在當地百姓口語中。
《口頭俗語》一書採用分欄的形式，在上欄中對部分詞語加注了“音義注釋”
，其“音
義注釋”
，既注字音，以通過字音說明字義；也注字形，以正、俗、通之形說明本字。這些
音義註釋在古今語言、文字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溝通了古今語音、詞彙和文字的關係，十
分有益於語言文字研究，顯示了雜字類書籍的研究價值。
一、語言學方面的價值
1、語音方面
作者在注釋中對《口頭俗語》所記俗語用字，採用了直音的方法注音，如“某，音某”。
其直音用字，不僅記錄了該字在當時當地口語中的讀音，它們所蘊含的語音現象，還是語音
研究的珍贵“活化石”
。比較書中的本字、直音字以及它們在現代方言中的實際讀音，不難
發現其中有部分讀音沿用到了現在，也有一些讀音發生了改變。讀音的發展變化，反映了不
同時期的语音現象，這些語音現象對山西方言和近代漢語語音演變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證材
料，爲攷證方言本字提供了清晰的線索，彌補了方言研究中歷史文獻材料相對缺乏的狀況。
例如 屭――肥――xi
（1）嬰兒吃奶，胖屭瘠瘦。音注：音戲。
屭，
《漢語大詞典》釋其義爲“壯大貌”
。例中，
“胖屭”
“瘠瘦”反義並舉。屭，實爲“肥”
的方音記字。“肥”在山西方言中讀 xi，喬全生先生已有研究，他認爲：某些古音遺跡只保
留在個別方言的個別俗語之中，臨汾、洪洞、汾西、臨縣的“肥”，單念時，今已不讀古音
xi，只有在當地謎語“一對媳婦等等齊，吃肉軋面不得肥（讀 xi）——筷子”（汾西）
、“弟
兄二人等身齊，香油好面吃不肥（讀 xi）——筷子”（臨縣）和兒歌“茄子皮，瓠子泥，哪
1
個狗娃吃得肥（讀 xi）”（臨汾）中才有這個讀音。 在晉南一帶，方言稱“麻雀”爲“喜
2
蟲”，其本字實爲“飛蟲”，“飛”，即音 xi。
《四言雜字》
：“軟弱瘦肥，凍餓忍饑。”
兩句押韻，“肥”“饑”爲韻腳字，肥，讀 xi 音。“胖肥”是個口頭俗語，表示肥胖，百
姓口語中也常說成“肥胖”，音“xi panɡ”，“肥”也可單用：“最近不見，吃肥（xi）
了。”《口頭俗語》的作者因不懂“肥”的古今語音變化，而誤用了一個“屭”字，是因爲
“屭” 讀 xi，義又有“壯大貌”。
隨著時代的變化，這些古音現象正在加速消失，方言研究者往往通過調查方言，記錄發
音人語音、民歌等方式，以留存語言材料，常常因缺少歷史文獻佐證而遺憾，而雜字類書籍
恰好是重要的歷史文獻材料，保存了研究必不可少的例證。
1
2

喬全生《注重從方言語彙中探尋古音》
《清至民国山西杂字文献集刊》四册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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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詞彙方面
《口頭俗語》主要記載收錄了大量民衆生活中的常用詞、口語詞和名物詞，其中一些詞
語留存在古籍中，因去古已遠，成爲人們閱讀古籍的障礙；也有一些詞語，在當地方言中有
特別的意義，這些意義可能是古義的保留，後來消亡了；還有一些名物詞，其意義常常能在
當地的語言和民俗中得到驗證，既有實物，又有確義的名物詞訓詁，不失爲名物詞訓詁的一
個好方法。因此，雜字類書籍爲字典辭書補充了大量近代漢語詞彙，爲詞語訓詁提供了大量
明確詳實的資料，爲部分現代漢語詞彙和方言詞彙的溯源理清了脈絡，記錄了一些常用詞的
重要演變節點。
例如
（1）烝卷――蒸卷――（非饅頭、花卷、卷子）
饅首三焌，烝卷一餾。
“饅首三焌”
，與“烝卷一餾”對言，說明二者同類，但並非一物。烝卷，即蒸卷。烝，
後來寫作“蒸”
，用蒸汽加熱。
《詩·大雅·生民》
：“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孔穎達疏：
“炊之於甑爨而烝之，其氣浮浮然。”蒸卷，至今通行當地的一種麵制食品。通常做法是把
和好的面團擀成大的薄片，在上面鋪上一層拌好的菜餡或肉餡，再一層層捲起來，成爲長條
狀，放入鍋中篳子上，用大火蒸熟。而用來做饅頭、花卷的麵則需要發酵，蒸制時間長，要
“三焌”
，
“焌”本義指火燒，引申指水燒開後，要上來三次蒸氣。
《口頭俗語》音注：
“焌，
音渠。
”晉南方言常說“饃饃再 qú 一會就熟了”
，即同此例“焌”
。用來做蒸卷的麵即和即用，
不用發酵，蒸的時間短，水開後，上來一次蒸氣就可以了，即“一餾”
。與蒸卷相配，多用
蒜末等湯汁作爲調料。
“蒸卷”一詞，屢見於元明清文獻中，如：
《朴通事諺解上》
：“如今抬卓兒上湯著，捧湯的都來，第一道熝羊蒸卷，第二道金銀
豆腐湯，第三道鮮筍燈籠湯，第四道三鮮湯，第五道五軟三下鍋，第六道雞脆芙蓉湯，都著
些細料物，第七道粉湯饅頭。”
《西遊記》第九十六回：“第二行五盤小菜，第三行五碟水果，第四行五大盤閑食。般
般甜美，件件馨香。素湯米飯蒸卷饅頭，辣辣爨爨熱騰騰，盡皆可口，真足充腸。”
《後水滸傳》第十六回：“不一時，各人面前俱堆了幾堆白骨，盤碗皆空，俱有三分酒
意。又各吃了一番。”
以上三例中，“熝羊蒸卷，粉湯饅頭”“素湯米飯，蒸卷饅頭” “蒸卷饃饃，粉湯茶
飯”並舉，說明“蒸卷”與“饅頭”“饃饃”是不同的兩種食品。
《海上塵天影》第三十回：“只見小丫頭擺上一個果碟兒，外一碟八珍淩粉白糖糕，一
碟油炸雞肉鮮筍蒸卷，一碟新澄香糯掛粉蝦仁蒸團，一碟細砂百果小饅頭。” 雞肉鮮筍蒸
卷，說明“蒸卷”是卷了餡的。
《後西遊記》第二十五回：“圓饅頭一層層高堆寶塔；長蒸卷一路路橫搭仙橋。”
“圓饅頭”與“長蒸卷”對舉，蒸卷形態爲長形，與現在晉南民衆生活中的“蒸卷”形
制相同。
《醒世姻緣》第五十六回：“他在廟裡尋見了侯、張二位道士，送了些佈施，夾在那些
柴頭棒杖的老婆隊裡，坐著春凳，靠著條桌，吃著麻花，饊枝卷，煎饃饃，喝著那川芎茶，
掏著那沒影子的話。”蒸卷，當地百姓口語音讀“zhi 卷”。此例標點有誤。枝卷，即蒸卷。
麻花饊，指麻花饊子，一種油炸的食品。《醒世姻缘》第三十回：“晁夫人叫人收拾了
一大盒麻花馓子，又一大盒点心，叫人跟了润哥家去，叫他零碎好吃。”麻花饊，枝卷，煎
饃饃是北方常見的三種食品，例中三者並舉。饊枝卷，不成詞。
（2）版牀――板凳――交牀――牀牀――板牀――床
椸枷箱匱，

几版牀。音注：

，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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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同“板”
。版牀，即“板牀”，亦寫作“板床”
。它是一種矮、小的坐具，搬動非常
方便。方言也稱“小板凳”
，當地百姓至今在用，亦名“牀牀”，可以折疊的則稱爲“交牀”，
而不是現在睡覺的牀。
《北齊書·魏收傳》
：“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魏收誦讀詩書，坐板床，樹蔭
移動到哪裏，板床就搬到哪裏。例中“板床”，應當是極爲輕便的坐具，所指與《口頭俗語》
中的“版牀”相同。
3
《眼前雜字兼算學》家具器物類收有：“板櫈、板床”等詞 ，板櫈，大的長條凳，小的
4
短的凳子。
《数目何妨》列舉：
“板凳、杌子、床床”等傢具 。
“板床”
“床床”等都是坐具。
5
《什物雜字》
：
“板櫳箱櫃，杌椅校床。” 校床，校，音 jiào，即交床，可以摺疊的坐具。
6
《使用雜字》
：
“燈架交椅，交床杭椅。
” 杭，爲炕的記音字。交床，低的摺疊坐具，與高的
摺疊坐具“交椅”對舉。
大概到了唐宋時期，牀，才變成了類似現在的牀，是用來睡覺的臥具。坐具“板床”開
始用“板凳”來指稱，例如：
元無名氏《施仁義劉弘嫁婢》一折：“先把那破床抬出去，一張舊桌子，兩張折板凳。”
床、桌子、板凳三者並舉，床是臥具，板凳是坐具。
《水滸傳》第一百一回：“王慶掇條板
凳，放在天井中乘涼。”
（3）踅籭竹

，栲

栳

簸箕。

籭，
《口頭俗語》音注：
“籭，俗作篩，非。”踅籭，即踅篩。一種農具，打穀場時，附
著在長杆上，可以來回轉動，掠去穀粒上的稭杆。例中四種農家用器並列。
二、文字學方面的價值
1、在記錄大量口頭俗語時，列舉了上千個俗語用字；作者認爲“口頭俗語，用字最雜”
，
通過分欄註釋，辨析了一些俗語用字的正、俗、通、訛、本等字形，盡可能選用了符合構字
理據、有古籍爲證的正字或本字，以正俗訛。如：
（1）喫飯喝湯，譍對問答。音注：喫，俗作吃，非。吃，音吉。譍，通作應。
（2）灮天化日，國泰民安。音注：灮光本字。
（3）年盡除夕，新春元旦。音注：盡，俗作尽，非。
（4）三輩英傑，百年田地。音注：輩，俗作軰，非。
（5）金銀首飾，滿頭珠翠。音注：飾，俗作餙，非。
（5）桌椅油柒，紗鐙高掛。音注：桌與棹不同，棹音鈔；柒與漆不同，漆水名。鐙，
俗作燈、灯。
2、一些字的直音字，記錄了該字的方言讀音，它爲攷證方言本字，提供了語音線索，
方便後人據音攷字。
㔢――㔃――絕――桀――榤
（1）㔢斷成㔃，堅固實確。音注：音㔢，從力；，音節，從刀。
㔢，
《廣韻·薜韻》
：
“㔢，斷物也。” 《漢語大字典》編者加按語：
“絕”的增旁俗字。
㔃，
《集韻·薜韻》
：
“絕，或從刀。
” 故《漢語大字典》釋其義爲：
“同絕”。認爲“絕“”
爲“㔃”異體字。㔢、㔃兩條相並，即可推論：㔢、㔃、絕，三者爲異體，都是斷物的意思。
但《口頭俗語》音注：
“㔃，音節，從刀。
”《口頭俗語》音注已經說明當地方音讀“㔃”爲

3
4
5
6

《清至民国山西杂字文献集刊》 册
《清至民国山西杂字文献集刊》一册
《清至民国山西杂字文献集刊》三册
《清至民国山西杂字文献集刊》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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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意義是完整的木材經過絕斷加工後，所形成的一段木頭，即木桩。它的本字可能是
榤字。榤，
《漢語大字典》釋其義爲“木桩”
，音義皆同例中“㔃”字。
《玉篇·木部》：
“榤，
杙也。
”
《正字通·木部》
：
“榤，俗字。”
3、爲古代字書提供了語言或方言材料，補充了書例。
（1）㮯
㮯木整材，巧匠雕斲。
《說文》
：
“㮯，梡，木未析也。從木圂聲。”《說文解字注》：
“凡全物渾大皆曰㮯”《廣
韻·魂韻》
：
“大木未剖。
”
（2）吢――唚；
“齒司”――嚼
猫犬吢食，牛羊“齒司”草。音注：吢，音沁；
“齒司”，音鴟，轉音作竅。
吢，
《玉篇·口部》
：
“吢，犬吐也”。同“唚”，指猫狗嘔吐。
“齒司”
，音鴟，轉音作竅。其義同“喫”
，轉音讀爲“竅”
，“竅”與“噭”
“噍”等音近，
即“”字，指反刍。與上句“吢”對舉成文，用來描述動物喫食。
現在方言中，牛反刍叫“换嚼”
（平遥、广灵）
、倒嚼（平遥）
（3）綾

絹

，周密細緻。

，
《集韻·戈韻》
：“
（4）

作羅，非。

，亦作紗。

，綾紋。”

伐砍斫，推磨搗碓。音注：音刁。

《廣雅·釋詁一》
：
“ ，斷也。”
《玉篇·刀部》：
“

，斷取也。”例中“

伐砍斫”
，

四字同義並列。
4、爲古代字書中的一些生僻字，增加了新的義項。
（1）
“口辯”――口辡
狡猾“口辯”嘴，默厚寡言。音注：口辯，音飯。
《漢語大字典》認爲：
“同，口辡”。
《玉篇·口部》：
“口辯，吐也。”
《集韻·願韻》：
“口
辡，或從辯”
。
“口辯”嘴，意思是受到批評指責時，盡力爲自己爭辯，從口辯聲，這個形聲字清晰表
達了字義，而不僅只有“吐”一個義項。
（2）

――編
像籠，匠人巧弄。

例中

，義爲編，動詞，指用竹子、柳條等編織。
《口頭俗語》音注：
“䉸，音卞。”讀

音爲“卞”
，
“
種筐子，

”應是作者所造的一個形聲字，即從竹辯聲，義爲編織。

編不好，編成了籠的樣子。籠，在方言中比筐小。
《漢語大字典》釋其義爲“竹

簡”
，僅列舉《集韻·獼韻》
：
“

，古書竹簡也。
”

5、辨析了一些字在形、音、義上的細微差別。
（1）

，方言指一

――嫩――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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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槐榆柳，

不成樹。音注：同嫩，不同，音芽。

，同“嫩”
。
《龍龕手鑒·生部》
：
“

，奴困反。正作嫩，弱也。”
《字彙·生部》：
“

，

同嫩，俗字。
”嫩，指物初生时的柔弱状态。 枿，讀 niè，指树木砍伐后新芽萌生。兩者意
義不同。
（2）㨾――樣
黑疤貌醜，白

希㨾。音注：㨾，從手，與樣，從木者不同，樣，同橡。
《康熙字典·手

部》
：
“㨾，式㨾也，法也。
”後寫作“樣”
。
（3）毧――絨；氈――毡
毧氈毛毯 註釋：毧與絨不同，氈俗作毡
（4）鑯－－尖
掂斤摹兩，針鑯削鐵。鑯，俗作尖，非。
（5）鹽木落廠，
（6）頭

靛投行。音注：

眼瞎， 溼寒疥癩。

，從丏不從丐面。

，音禿，首痬也。溼，俗作濕，非，音杳。

6、盡可能選取了符合構字理據的正字或本字，通過比較字形，能探尋正俗字演變過程
和漢字的構字理據。
（1）体――體――笨――倴
藝高膽大，体漢劤多。音注：体音噴，俗作，非。劤，音僅。
体，音注：体音噴，俗作體，非。當地輕重唇音不分，音噴，亦讀悶或笨音。
婦女懷孕後行動不便身體笨重，口語說“身子笨”，其“笨”讀即“噴”。方言戲稱小孩
笨蛋，也說“噴蛋”或“悶蛋”等。作者認爲表達“粗笨”的意義，
“体”是正體，
“體”是
俗體。
《廣韻·混韻》
：
“体，粗皃。又劣也。”《正字通·人部》：
“体，別作笨，義同。”
体，或可寫作“倴”
。明李開先《寶劍記》第三出：
“這竈下倴漢生活，何難之有。”
《俗語雜字》
：
“雖然蠢倴，皇上加封。”
笨，指人的不聰明，從人，本聲或奔聲，符合漢字構字理據。而“笨”字，本義指竹子
的內層。
《廣雅·釋草》
：
“竺，竹也。其裏曰笨。”《宋書顔延之傳》
：“常乘羸牛笨車。”
《集
韻·混韻》
：
“笨，不精也。
”
劤，作者認爲是“勁”的本字。
《廣雅·釋詁二》：“劤，力也。”《玉篇·力部》
：“劤，
埤蒼云：多力也。
”
《正字通·力部》
：
“劤，俗勁字。
”
（2）糡――糨――漿
糟汙糡洗，沐浴鬀頭。音注：糡音絳，出五方元音。
糡，同“糨”
。
《篇海類編·食貨類·米部》：
“糡，
《碎金》云：漿糡，同糨。
” 漿、糡、
糨都是形聲字，表示漿洗衣服，使其堅挺整潔。
7、雜字的作者受文化水平限制，不可能是音韻學家，有些本字，只是用音注的方式注明
其字的讀音，真正的本字還需進一步攷證，尤其是當地方言中還在使用的一些常用字。
（1）槱――音救
肥膩有膘，縮小㾭槱。音注：㾭槱，音縐救。
《口頭俗語》音注“㾭槱，音縐救”。《漢語大字典》㾭，收縮；縮短。
《廣雅·釋詁》
：
“㾭，縮也。
”王念孫疏證：
“今俗語猶謂物不伸曰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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槱音救。槱 ，
《說文》
：“槱”，積火燎之也。從木從火，酉聲。”讀 yǒu，聚焦木柴以
備燃燒。又讀 chǎo，同“炒”。
《字彙補·木部》：“槱，楊雄奇字云即炒字。”
句中“縮小”與“㾭槱”對舉，都是縮小義。
《口頭俗語》注其音同“救”，意思是縮小，
其義、音皆明確。現代晉南方言也常用其音義，如：衣服水洗後，會縮水變小，當地百姓即
說：
“衣服 jiù 了”
，但本字仍待攷證。
（2）苶――業
花喜鮮豔，木忌朽苶。音注：苶音業。
木忌朽苶，意思是木頭最忌朽爛不結實，腐朽的木頭沒有使用價值。
歷代字典辭書中，
“苶”字無朽爛不結實義。
苶，
《口頭俗語》音注“苶，音業。
”晉南方言中，木頭、鐵等物品腐蝕朽爛，常說“木
頭業了”“茶壺業了”
。用來表達“朽爛不結實”義，讀音業的本字待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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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銘文與西周時期
社會性別初探

佐藤信彌
日本
立命館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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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銘文與西周時期社會性別初探
佐藤信彌

摘要: 新出西周金文

鼎銘文記述女性貴族嬀賞賜給別的女性貴族

*

玄衣，命令總管宗室的臣妾。玄衣

是作為對男性貴族的賞賜品常見的官服，總管臣妾也是作為男性貴族的任職常見的。器主

的賞賜品、

任職都與男性貴族沒有差別。此篇銘文表示女性與男性貴族沒有很大的差別，而且表示如嬀那樣，女性
貴族也掌握家產與臣妾等人員。另外，有些金文器主的性別不清楚，從前一般認為男性的金文中人物，
其中一部份或許是女性。
關鍵詞: 西周金文 女性貴族 宗婦 玄衣 臣妾 家產 社會性別

1. 引言
西周金文

①

鼎銘著錄於吳鎮烽先生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曁圖像集成續編》第 0214 号 ，器銘的時代《銘

續》判斷為西周中期前段，释文如下:
丁卯，退事于内宮。嬀易（賜）

玄衣，曰：“唯女（汝）聿（肇）丼（

）

（司）宗臣妾。”用

乍（作）寶鼎，其萬年用事宗。
此銘記述女性貴族嬀對别的女性貴族

的賜與和任命，為了研究西周時期女性的社会政治性作用，是很重

要的資料。根據此銘與其他相關銘文，本文討論西周時期女性貴族的活動，特別是總管家產與奴僕等相關人員，
還有社會性別上問題。

鼎器影與銘文(銘續 214)

* 立命館大學 白川靜記念東洋文字文化研究所 客員研究員（satoshins51@gmail.com）
①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曁圖像集成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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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銘文簡釋

2.
首先看

②

③

④

⑤

鼎銘文的釋讀 。對此銘，除了《銘續》以外，曹錦炎先生 、付強先生 、王進鋒先生 、王寧先

⑥

⑦

⑧

生 、韋心瀅先生 與葉先闖先生 發表相關研究（下文引用这些研究，不再一一注明）。
丁卯，退事于内宮。
“退”，曹錦炎認為人名，即器主，“內宮”，與下句聯讀為“內（芮）宮嬀”，“退”是芮國的宗人，她
服事其宗婦芮宮嬀⑨。付強訓“退”為“去”，釋“內宮”為王后等居住的宮殿，“退事于内宮”，這句的主語
⑩

是下句所見的嬀，意思是嬀從內宮出來，可能嬀在內宮接受王后的命令，事情完了，她就退出來了 。王進鋒認
為“退事”可以與金文中的“進事”來對讀，如召圜器（集成 10360 西周早期）:“𥃝（召）啓（肇）進事，旋
走事皇辟君”，“退事于内宮”，主語是下句所見的

，意思是

從周王內宮退職下來，她此前在周王後宮

11

任職，退職回到夫家宗室後，才可以重新任職 。韋心瀅也認為這句的意思是
事”的不是

12

從內宮退職 。葉先闖認為“退

而是嬀，“內宮”指宗婦所在之宮室，西周宗婦有她自己獨立的宮室，用以居住和處理宗族內事

務，這句的意思是宗婦嬀從內宮的宗族內事務想要解脫，也就是退休宗婦地位13。
“內宮”應該不是芮宮，而是女性居住的宮室，如葉先闖先生的看法，很可能是宗室內的宗婦之宮室，或者
女性貴族自己的家產（下文議論）。這句的大意是丁卯之日，嬀從內宮的宗族內事務想要退職。
嬀易（賜）

玄衣，

“嬀”，曹錦炎認為“內（芮）宮嬀”，器主“退”所服事者，她出生於嬀姓宮國，嫁到芮國，其身份為芮
國宗婦。“易（賜）

玄衣”的“

14

”字，曹先生誤為“嬀”字 。付強將嬀、

進鋒將嬀為宗婦，也就是大宗宗子之正妻，

15

這兩位都為女性貴族 。王
16

為宗子兄弟之妻，也就是小宗宗子之妻，她們是妯娌關係 。葉先

闖提出兩種可能性。第一是大小宗關係，即嬀是大宗宗子之正妻，

是小宗之婦。第二是婆媳關係，即嬀是宗

②

此銘的詳細釋讀，預定另行發表。

③

曹錦炎《退鼎銘文小考》，《中國文字》新 43 期，藝文印書館 2015 年。後收錄於《披沙揀金 新出青銅器銘文論集》，浙江人民
出版社 2019 年。

④

付強《［女受］鼎銘文考釋》，古文字強刊 2019 年 11 月 1３日，https://www.sohu.com/a/353575505_713036。

⑤

王進鋒《

⑥

鼎銘文讀釋》，《中國文字研究》第 30 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 年。

王 寧 《［ 女 受 ］ 鼎 銘 文 “ 丼 司 ” 再 議 》， 簡 帛 論 壇

2020

年

6

月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00 。
⑦

韋心瀅《

⑧

葉先闖《西周金文札記兩篇》第 269―274 頁，鄒芙都主編《商周金文與先秦史研究論叢》，科學出版社 2019 年。

⑨

曹錦炎《退鼎銘文小考》第 5―6 頁。

⑩

付強《［女受］鼎銘文考釋》。

鼎相關問題試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 年第 3 期。

11

王進鋒《

鼎銘文讀釋》第 27―28、33 頁。

12

韋心瀅《

鼎相關問題試析》第 47 頁。

13

葉先闖《西周金文札記兩篇》第 271 頁。

14

曹錦炎《退鼎銘文小考》第 5、7 頁。

15

付強《［女受］鼎銘文考釋》。

16

王進鋒《

鼎銘文讀釋》第 29―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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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婆婆，

是兒媳婦。葉先生認為第二種可能性即二者為婆媳關係似乎更符合銘文前後因果關聯 17。她們的

稱呼，王進鋒與葉先闖認為嬀是她的本姓，但
的意思是嬀賜給

也可能是其姓。這句

玄衣。“玄衣”，也就是赤黑色的上衣，下文詳細議論。

曰：“唯女（汝）聿（肇）丼（
這句是嬀向

不是姓，而是名18。既然嬀是她的姓，

）

的命令。後部份的“

（司）宗臣妾。”
（司）宗臣妾”，釋為管理宗室的男女奴僕，沒有很大的問題。葉先

闖認為宗婦嬀因年老而想要退出內宮，將宗室內事務有步驟地開始移交給下一輩，先讓兒媳婦

管理宗內臣妾

。葉先生的看法很有道理。前部份“聿”、“丼”兩字的解釋，各家有分歧。曹錦炎讀“聿”為“律”，“丼”

19

為“型”，認為“唯女（汝）聿（律）丼（型）”是行賞的原因，這句的意思是因為

是效法之諧模，所以嬀

命令器主退掌管芮國宗族內的臣妾奴僕之事務 20。付強讀“聿”為“入”，“丼”為國名或者地名的“邢”，意
思是嬀命令

21

前往邢國（或者邢地），管理當地宗室的臣妾 。韋心瀅讀“聿”字為“律”，釋“丼”字為丼氏
22

家族，“聿（律）丼”的意思是以法治理丼氏家族事務 。王進鋒讀“聿”為“弼”，“丼”為“井”，認為嬀
與

屬於井氏家族，這句意思是嬀命令

23

輔佐井氏家族管理井氏家族宗廟裡的臣和妾 。“丼”字，葉先闖先
24

生以動詞解，釋為“刑”，即“循先例”之義 。王寧先生認為冊命銘文中習見“

”字的另一種寫法，“丼司”

不當斷讀 。
25

筆者認為讀“聿”為“肇”，是語詞，無義。如甚諆 鼎（集成 2410 西周中期）:“甚諆 聿（肇）
26
乍（作）父丁 （尊）彝。” 如果“肇”字這樣簡寫的話，下“丼”字也可能是“ ”字的簡寫。“ ”
字，存在“攝”、“兼”等字釋，陳劍先生讀為“兼”，認為古書中其基本意義是表“總括”，金文中“兼
27

司”的意思是同時管理或者全面管理 。這句的大意是嬀命令

總管宗室的男女奴僕。

用乍（作）寶鼎，其萬年用事宗。
作器之辭。意思是

製作這個寶鼎，永遠服事宗室。

這篇銘文的大意是:丁卯這天，宗婦嬀從內宮的宗族內事務想要退職。嬀賜與給兒媳婦
說:“命令你總管宗室的奴僕。”

赤黑色的官服，

為了紀念這件事情，製作寶鼎，因此永遠服事宗室。

17

葉先闖《西周金文札記兩篇》第 272 頁。

18

王進鋒《

19

葉先闖《西周金文札記兩篇》第 273―274 頁。

20

曹錦炎《退鼎銘文小考》第 7 頁。

21

付強《［女受］鼎銘文考釋》。

22

韋心瀅《

鼎相關問題試析》第 47 頁。

23

王進鋒《

鼎銘文讀釋》第 31―33 頁。

24

葉先闖《西周金文札記兩篇》第 270 頁。

25

王寧《［女受］鼎銘文“丼司”再議》。

26

銘圖 1906 的釋文合“

鼎銘文讀釋》第 28―29 頁; 葉先闖《西周金文札記兩篇》第 271―272 頁。

”與“聿”為一個字，釋為“肇”，但是張俊成先生將“

”與“聿”為兩個字，參看張俊成《西周

金文字編》第 150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
27

陳劍《甲骨文舊釋“

”和“

”的兩個字及金文“

”字新釋》第 226―230 頁，
《甲骨金文考釋論集》
，線裝書局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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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鼎铭文与社会性别问题

3.1 “玄衣”的賞賜
所賜的“玄衣”是西周金文常見的賞賜品，如頌鼎、虎簋蓋等，主要見於冊命銘文:
頌鼎（集成 2827―2829 西周晩期）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才（在）周康卲（昭）宮。旦，王各（格）大室，即立（位）
。宰引右
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授）王令（命）書。王乎（呼）史虢生（甥）
，冊令（命）頌。王曰：“頌，
令（命）女（汝）官𤔲（司）成周賈廿家，監𤔲（司）新造賈，用宮御。易（賜）女（汝）玄衣黹屯
（純）、赤 、朱黄（衡）
、䜌（鑾）旂、攸（鋚）勒，用事。”……
虎簋蓋（銘圖 5399―5400 西周中期）
隹（唯）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才（在）周新宮，各（格）于大室。密弔（叔）内（入）右虎，
即立（位）
。王乎（呼）入（内）史曰：“冊令（命）虎。”曰：“𩛥（載）乃且（祖）考事先王，𤔲
（司）虎臣。今令（命）女（汝）曰：更氒（厥）且（祖）考，疋師戲，𤔲（司）走馬馭人眔五邑走
馬馭人。女（汝）毋敢不善于乃政。易（賜）女（汝） （緇）市、幽黄（衡）
、玄衣 （紃）屯（純）
、
䜌（鑾）旂五日，用事。”……
28

頌鼎所見的“玄衣黹屯（純）”，一般認為帶有刺繡衣緣的玄衣 。虎簋蓋所見的“玄衣 （紃）屯
29
（純）”，白於藍認為衣緣之縫中飾有以彩色絲線辮成的線條的玄色衣服 。作為冊命儀式中的賞賜品，玄
衣帶有官服、命服的性格。
另外， 方鼎所見的“玄衣朱襮襟”似乎是因軍功賞賜給的。
方鼎（集成 2789 西周中期）
隹（唯）九月既望乙丑，才（在） （堂）𠂤（師）
，王俎姜事（使）内史友員易（賜） 玄衣朱
襮襟。……
“朱襮襟”，裘錫圭先生認為以黼紋裝飾的有丹朱純緣的下連於衿的斜領，“玄衣朱襮襟”是有這種斜領的玄色
30

上衣 。
鼎銘文中，

所賜的“玄衣”似乎是如頌鼎、虎簋蓋那樣的官服、命服。曹錦炎先生說:“

方鼎銘中

31

記周王之后王俎姜賞賜玄衣，則是罕例。本鼎銘記宗婦賞賜宗人玄衣，在青銅器銘文亦屬首見。” 如上文所述，
此銘器主的

是女性，賜與給女性玄衣也在金文首見。也就是說，玄衣既可以賜給男性，又可以賜給女性。進

一步說，金文中只據賜給玄衣，不能確定其人是男性還是女性。

28

比如凡國棟《金文讀本》第 164 頁注［9］，鳳凰出版社 2017 年。

29

白於藍《“玄衣

30

裘錫圭《說“玄衣朱襮襟” ――兼釋甲骨文“虣”字》，《文物》1976 年第 12 期。後收錄於《裘錫圭學術文集》第 3 卷，復旦大

屯”新解》，《中國文字》新 26 期，藝文印書館 2000 年。

學出版社 2012 年。
31

曹錦炎《退鼎銘文小考》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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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的任職
此銘記述

的任職是“丼（

）

（司）宗臣妾”，也就是總管貴族宗室的奴僕。西周金文中，命令總

管臣妾的如下:
逆鐘（集成 60―63 西周晩期）
32
…… 弔（叔）氏若曰：“逆，乃且（祖）考許政于公室。今余易（賜）女（汝）盾 五、鍚戈彤
（沙）。用 于公室僕庸、臣妾、小子、室家，毋又（有）不聞智。……”
師

簋（集成 4311 西周晩期）
隹（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伯）龢父若曰：“師 ，乃且（祖）考又（有） （功）于
我家。女（汝）有隹（雖）小子，令（命）女（汝）死（尸）我家 𤔲（司）我西扁（偏）
、東扁（偏）
、

僕馭、百工、牧、臣妾，東（董） （裁）内外，毋敢否（不）善。易（賜）女（汝）戈琱 □必（柲）
彤 （沙）
、盾五、鍚鐘一 （肆）
、五金。敬乃𡖊（夙）夜，用事。”……
宰獸簋（銘圖 5376―5377 西周中期後段）
……王乎（呼）内史尹中（仲）
，冊令（命）宰獸，曰：“昔先王既令（命）女（汝）
。今余隹（唯）
或（又）𤕌（申） （就）乃令（命）
，更乃且（祖）考事， 𤔲（司）康宮王家臣妾、奠 （庸）
、
外入（内），毋敢無聞 （智）。易（賜）女（汝）赤 、幽亢（衡）
、攸（鋚）勒，用事。”……
伊簋（集成 4287 西周晩期）
隹（唯）王二十七年正月既望丁亥，王才（在）周康宮，旦，王各（格）穆大室，即立（位）
。𤕌
（申）季内（入）右伊，立中廷，北郷（嚮）
。王乎（呼）命尹封冊命伊， 官𤔲（司）康宮王臣妾、
百工。易（賜）女（汝）赤 、幽黄（衡）
、䜌（鑾）旂、攸（鋚）勒，用事。……
其中，逆鐘與師

簋銘文記述貴族命令家臣總管自己家室的臣妾等，宰獸簋與伊簋銘文記述周王命令王臣

總管王室的臣妾等，器主很可能都是男性（但如下文所論，或許其中一部份是女性）
。與
逆鐘與師

簋銘文，但是賞賜品不一樣，逆跟師

服服飾與車馬具，和

鼎銘文情況類似的是

賜與戈、盾等兵器。宰獸跟伊被賜與赤 、幽衡、鋚勒等官

賜與官服却接近。這些四銘，器主總管的事情比

增多，比如逆鐘銘文中，除了臣妾以

外，器主還總管僕庸、小子、室家。賞賜品的差別是因器主的權限、身份。但是至少總管臣妾，男性也好，女性
也可以。

3.3 嬀掌握宗室家產
鼎銘文中，嬀命令

總管宗室臣妾，這件事情表示宗婦嬀掌握整個宗室家產與人員。女性貴族掌握家

產，其他的辭例如下:
季姫方尊（銘圖 11811 西周中期前段）
隹（唯）八月初吉庚辰，君命宰茀易（賜）𠂔季姫畋臣于空木，氒（厥）師夫曰丁，以氒（厥）
友廿又五家。
［新］易（賜）氒（厥）田以（與）生（牲）: 馬十又五匹、牛六十又九 （挈）
、羊三
百又八十又五 （挈）、禾二𤖣（倉），其對揚王母休，用乍（作）寶 （尊）彝，其邁（萬）［年子
孫］永寶用。
32

此字舊釋“毌”，參看林澐《說干、盾》，《古文字研究》第 22 輯，中華書局 2000 年。後收錄於《林澐文集·文字卷》，上海古
籍出版社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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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尊（集成 5994 西周中期）
隹（唯）二月初吉丁卯，公姞令（命）次 （司）田人，次櫗（蔑）𤯍（歴），易（賜）馬，易
（賜）裘，對揚公姞休，用乍（作）寶彝。
尹姞鬲（集成 754―755 西周中期）
穆公乍（作）尹姞宗室于繇林。隹（唯）六月既生霸乙卯，休天君弗望（忘）穆公聖粦（隣）明
事先王，各（格）于尹姞宗室繇林。君蔑尹姞𤯍（歴）
，易（賜）玉五品、馬四匹。拜稽首，對揚天
君休，用乍（作）寶𪔉。
鼎（集成 2765 西周中期）
隹（唯）三月初吉， 來遘于妊氏令（命） 事保氒（厥）家，因付氒（厥）且（祖）僕二家。
拜稽首，曰:“休朕皇君弗望（忘）氒（厥）寶臣。”對昜（揚）
，用乍（作）寶 （尊）
。
33
气盤（霸姫盤）（銘三 1220 西周中期）
唯八月戊申，霸姬以气訟于穆公，曰：“以公命，用 （討）朕 （僕） （馭）
、臣妾自气，不
余气（乞）。”……
季姫方尊銘文記述君把空木的畋臣（佃臣，指從事農業勞動的臣屬）二十五家賞賜給她的季女𠂔季姫，銘文
34

所見的“田”、“馬”、“牛”、“羊”與“禾”都是畋臣所有，一並賜與𠂔季姫，都成為𠂔季姫的家產 。𠂔
35

36

季姫的母親“君”（也就是銘文下文的“王母”），一般認為王后 ，但是陳絜先生認為宗族的宗婦 。
次尊銘文中的“田人”相當於季姫方尊銘文的“畋臣”。這個“田人”，可能是尹姞鬲銘文中的“尹姞宗室”
37

之田人。尹姞就是次尊銘文的公姞，尹姞鬲銘文的“宗室”指她的祀廟所在的地方 。如上文所引宰獸簋與伊簋
銘文中，周王的康宮擁有臣妾、百工等人員那樣，經營祀廟需要相當人員與土地。
鼎銘文，據朱鳳瀚先生的理解， 是妊氏主管之家族的舊臣，因事外出又返回主家時，仍受到主家宗婦妊
38

氏之重用，并賜其原屬於其祖的兩家奴僕 。
气盤（霸姫盤）銘文記述霸姫向穆公提出訴訟气的事情，霸姫的僕馭、臣妾，由於某種原因落到了气的掌握
之中，霸姫得到穆公的同意，要從气那裡收回他們，但是气不同意，所以提出訴訟气。霸姫本來擁有僕馭、臣妾，
還有他們幹活的土地。
這些銘文顯示在西周時期，女性貴族也掌握家產與臣妾等人員。特別是季姫方尊與尹姞鬲銘文顯示，除了掌
握夫家宗室的家產以外，有時女性貴族還擁有自己的家產。

鼎銘文中的“內宮”或許是從夫家宗室獨立的嬀

自己之宗室家產。

4. 結語

33

此銘的釋讀，本文參考裘錫圭《大河口西周墓地 2002 號墓出土盤盉銘文解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2018
年 7 月 14 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277。另外，有議論此器的器主是气還是霸姬，參看韓巍《翼城大河口
M1017、M2002 兩墓的年代及相關問題》第 251―253 頁，《青銅器與金文》第 3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

34

季姫方尊銘文的釋讀，本文據陳絜《周代農村基層聚落初探――以西周金文資料為中心的考察》第 116―118 頁，朱鳳瀚主編《新
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

35

李學勤《季姫方尊研究》，《中國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後收錄於《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務印書館 2008 年。

36

陳絜《周代農村基層聚落初探――以西周金文資料為中心的考察》第 117 頁

37

白川靜《金文通釋》卷 1 下第 14 輯 72 第 796 頁，
《白鶴美術館誌》 1966 年。後收錄於《白川靜著作集 別卷》
，平凡社 2004 年。

38

朱鳳瀚《也論西周金文中的“拜手稽首”》第 9 頁，《青銅器與金文》第 3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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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據

鼎等銘文討論與西周時期社會性別有關的問題。

鼎銘文記述宗婦嬀賜與給兒媳婦

玄衣，命

令總管宗室的臣妾。賜與玄衣、總管臣妾，還有女性貴族擁有自己的宗室家產，這三件事情當然是男性也可以承
當的。本文尤其議論女性貴族管理家產與臣妾等人員的問題，今後需要研究女性貴族其他的活動。
另外，有些金文器主的性別不清楚，比如夾簋（銘圖 5271―5272 西周中期前段）:
隹（唯）十又一月既生霸戊申，王才（在）周康宮，鄕（饗）豐（醴）
，夾御，王𥣫（蔑）氒（厥）
老夾𤯍（歴）
，易（賜）玉十又二 、貝廿朋。夾拜稽首，曰：天子其邁（萬）年，夾其永老妾。夾敢
對揚王休，用乍（作）寶𣪘。其孫孫子子用。
據此銘中的“夾其永老妾”，器主夾好像是女性，但是張光裕認為“老妾”的“妾”則僅強調其侍奉及僕役天子
39

之意，而並不特指女性而言 。夾是不是女性，不清楚。金文中出現的人物，大概據名字判斷性別，如果夾是女
性的話，據名字判斷靠不住。比如上文所引次尊的器主次，其人的任職是管理公姞的田人，與

總管嬀的宗室

臣妾情況類似，次或許是女性。從前一般認為男性的金文中人物，其中一部份或許是女性。

引用金文著錄簡稱
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華書局 2007 年。
銘圖―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曁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銘續―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曁圖像集成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
銘三―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曁圖像集成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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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書寫·書道教育
的現狀與課題
以中國書法教育比較爲中心

出野文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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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書寫·書道教育的現狀與課題
－以中国书法教育比较為中心－
出野 文莉
（日本 國立大學法人 大阪教育大學 教育學部）

【摘 要】本文論述日本書寫、書道教育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並提出借鑒中國

書法教育的意見。現在日本在書寫·書道教育方面存在理念、教學方法、教師培
訓等多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需要逐漸改善，首先要明確理念。在日本有多數出
色的文學和繪畫作品，還出現了許多優秀的書法家，如空海、小野道風等。但是
為何書法的藝術性沒被多數人理解。需要從日本固有文化的角度出發來理解書法
的藝術性。今後將繼續調查中國寫字、書法教育和日本書寫、書道教育，並提出
改善建議。
【關鍵詞】書寫書道教育；硬笔；書法教育

一、

前言

筆者於 2012 年和 2015 年先後訪問了中國書法教育名校的天津市瑞景小學。
在參觀書法課時感到小學生寫的字比日本學生好得多。在一般交流中也感到，中
國人比日本人字寫得好。在中國多數家庭裝飾書法，欣賞書法已經滲透到了普通
家庭中。這些現象的原因應該是書法在社會中的普及和他們在中小學受到書法教
育的成果。中日書法教育成果差異明顯，為改進日本書寫教育，引進中國書法教
育優勢，是改善日本書寫教育的捷徑。
本文在認識日本書寫、書道教育的傳統和現狀的基礎上，試提出充分發揮中
國書法教育長處的改進方案。日本的書寫教育以書寫整齊的文字為目標，而且毛
筆書寫是為了提高硬筆的書寫。而中國的寫字教育從開始就使用歐陽詢《九成宮
禮泉銘》等摹本，臨摹傳統碑帖。想弄清日中書法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的差異，
探索改善日本書寫、書道教育的方法。

二、日本書寫、書道教育與中國寫字、書法教育理念的差異
1、日本《學習指導要領》的書寫、書道教育的定位
1
日本的書寫教育設置在「國語」的領域。根據《小學校學習指導要領》（2017

1

文部科學省《小學校學習指導要領》
（平成 29 年告示）解說 國語編、平成 3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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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告示）第 2 章「國語科的目標及內容」第 1 節「國語科的目標」所述如下：

（3）在認識語言優點的同時，培養語言感覺，認識到國語的重要性，培
養尊重國語、提高其能力的態度。

關於 1 年級和 2 年級的書寫內容如下：

理解並使用以下有關書寫的事項。
（1）正確掌握姿勢和書寫工具。
（2）注
意點畫的寫法和字形的同時，按照筆順認真書寫。
（3）注意點畫的相互連
接、相交方式，長短、方向等，正確書寫文字。

關於 3 年級和 4 年級的毛筆書寫內容如下：

理解並使用以下有關書寫的事項。
（1）理解文字的結構，整理字形。
（2）
注意漢字和假名的大小與排列。
（3）使用毛筆，加深對點畫寫法的理解，
注意筆壓等。

此目標中沒有寫到書寫文字的藝術性。在日本使用毛筆的書寫教育是以正確
工整地寫字為目標。這是為了讓兒童將來成人時不會感到困擾，要求將識字和準
確而工整地書寫漢字作為一種修養。小學 3 年級使用平假名和筆劃較少的漢字編
寫教科書。
最近電腦的潮流中，比起寫字來打字逐漸成為主流。日本的高中女生曾問過
我，現在有各種整齊的印刷文字，為何要寫古今傳承下來的書法。看來書法的傳
統藝術之美完全沒被理解。其原因可以認為是日本的書寫教育沒有進行培養對書
法美的鑑賞能力。
中學１年級的書寫學習行書，2 年級和 3 年級從行書開始學習篆書、隸書、
楷書、行書、草書的五種書體的知識等，到高中後也首先臨習楷書、行書、草書
及古典假名。日本書寫書道教育的想法是全面學習、理解文字文化的諸多方面內
容。但是在高中書法是選修課程，在音樂、美術、工藝、書法中任選一門課程，
並不是所有高中生都學習書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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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沒有像中國那樣以漢字為國家的固有文化而感到自豪，也沒有文言明
確把書法作為傳統藝術的理念。在中國一般人在一定程度上具備鑑賞能力，對書
法的興趣也非常廣泛。

2、中國《指導綱要》關於寫字、書法教育的理念
中國的《中小學書法教育指導綱要》2（以下簡稱《指導綱要》）在「二、目
標與內容（一）書法教育總體目標與內容」中指出：

3．激發熱愛漢字、學習書法的熱情，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
自信與愛國情感。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3的〈第一章總則〉敘述如下：

第六條 國家在受教育者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進
行理想、道德、紀律、法制、國防和民族團結的教育。」
「第七條 教育應
該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吸收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切優
秀成果。

在中國書法被定位為漢字是發源地的傳統文化的根源。可以說這個概念決定
了寫字、書法教育的方向性。在中國寫字、書法教育被認為是擁有歷史悠久的文
化的重要要素。這與愛國之心相聯接，和繼承傳統的歷史文化相關聯。
中國是由 56 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統一想法作為國家意識形態是理所
當然的。書法教育是繼承國家傳統的中心。但是，中國和日本同樣，電腦已經滲
透到整個社會，寫字的場景越來越少。另外，在小學教寫字的是語文教師，重視
入學考試的數學和語文，不太重視寫字課的學校也多數存在。但是至今也有對寫
字教育熱心的小學，對於寫字教育參差不齊。大城市的書法重點學校徹底實施寫
字教育，以前參觀過天津市瑞景小學,可以確認這一事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定《中小學書法教育指導綱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 3 月
第 1 版、2019 年第 10 次印刷。
3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 1995 年 3 月 18 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 1995
年 3 月 18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四十五號公佈自 199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2

783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開始學習毛筆書法與日本相同，從小學 3 年級開始。國家規定的教育課程標
準的《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4（2011 年版）
（以下稱《課程標準》）中記述「用
毛筆臨摹正楷字帖」
，
《指導綱要》中推薦楷書的碑帖有：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
顏真卿《顏勤禮碑》、柳公權《玄秘塔碑》等。
從學習毛筆字開始就使用古典的碑帖，一邊用毛筆描摹碑帖，一邊從小培養
對傳統藝術書法美的鑑賞能力。學習古典從小學一直到初中、高中。受到這種教
育的影響，街上隨處可見楷書、隸書、行書、草書的招牌等標誌，各家裝飾書法
作品的也居多。一般人也具備鑑賞書法的環境，一般人寫的毛筆字也比日本人好。
可以說是中小學書法教育的成果。
試概括中國書法教育特徵如下：
（1） 在大城市重視書法教育的小學很多。這可以證明中國教育部的政策和中國
文化傳統的繼承。
（2） 從小學就開始臨摹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等古典字帖，自然培養鑑賞能
力。同樣的古典字帖 3-6 年級堅持臨習 4 年。教科書中有各種古典，不是
一直臨習同樣字帖的情況也有。
（3） 在小學、初中、高中，校內展示書法作品，進行書法比賽等，創造書法環
境氛圍。校外的市級及全國的書法比賽也很充實。
（4） 培養教授歐法（歐陽詢）、顏法（顏真卿）的書法教師。
（5） 中國的大型書店都有書法書籍專櫃，擺放著各種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
等古典字帖，可見學習書法的需求廣泛。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定的《指導綱要》是中國書法教育的根本原則，另
外還有《書法教育的意見》5，冒頭寫到：

書法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是基礎教育的重要
內容。通過書法教育對中小學生進行書寫基本技能的培養和書法藝術欣賞，
是傳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培養愛國情懷的重要途徑；是提高學生漢字書
寫能力，培養審美情趣，陶冶情操，提高文化修養，促進全面發展的重要
舉措。

書法教育被定位為傳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培養愛國之心的重要教育。中國
4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 年版）第二部分 課程目標與
內容「二、學段目標與內容」
「第二學段（3－4 年級）
「（一）識字與寫字」
5 2011 年發行的《書法教育的意見》
（《教育部關於中小學開展書法教育的意見》
）是 2013 年發
行的《指導綱要》之前編寫的，可以認為是對中國寫字、書法教育的本質性的解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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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寫字、書法教育的理念及實踐方法與日本的書寫、書道教育有著明顯的差異。
要想改善日本的書寫、書道教育，需要改變目前對書法藝術和漢字的理念。在中
國從小學 3 年級開始臨摹歐陽詢、顏真卿等古典來看，與日本書寫、書道教育有
明顯的差別。本文的目的是想探討利用中國的書法教育方法改進日本書寫、書道
教育現狀的途徑。

三、日本書寫、書道教育與中國寫字、書法教育的差異
1、日本小學的書寫教育與中國小學的寫字教育的異同
（1）關於日本小學的書寫教育
在日本小學 1-2 年級以前只學習硬筆不學習毛筆，2020 年開始水寫的書寫
課。2017 年文部省發出的《小學校校學習指導要領》國語編（2017 年告示）
，對
至 2019 年實施的 2008 年（2008 年告示）的《指導要領》
「書寫」部分，新增加
了一句：

注意點畫的相互連接、相交方式，長短、方向等，正確書寫文字。

《指導要領》中已經明文規定了點畫的寫法和字形，更加詳細的說明了「點
畫的寫法」，有必要練習「點畫」的起筆、行筆、收筆的一系列動作。因此使用
水寫筆。水寫書寫不是為了毛筆書寫，而是為了寫好硬筆字。為了體驗硬筆運筆
的柔軟性而使用水寫筆。毛筆字的指導也是為了培養提高硬筆書寫能力而進行的。
日本從小學 3 年級開始使用毛筆進行書寫教育。與硬筆不同，毛筆的筆尖含
有大量墨汁在半紙（宣紙）上畫線，開始時不習慣，不能寫得很漂亮。另外還有
中國寫字教育中沒有的特殊性是包括平假名的毛筆書寫。平假名曲線較多，比漢
字難寫得多。書寫漢字時如果不把起筆、收筆的頓、鉤、撇、捺的形狀工整地寫
出來，很難認為是工整的毛筆字。因此使用帶有頓、鉤、撇、捺的端正的字體作
為範本。毛筆比硬筆的線條粗，要寫出工整的線條，除了點畫以外，還能學到運
筆的筆壓和用墨。
《小學校學習指導要領（國語編）》中關於小學 5 年級和 6 年級的書寫內容
如下：

理解和使用以下關於書寫的事項：
（1）注意紙張整體關係，確定文字的大
小和排列，注意書寫速度。
（2）使用毛筆，注意筆鋒的動作的點畫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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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據目的選擇使用的書寫工具，並利用其特徵進行書寫。

對於楷書和平假名的毛筆字，可以看出有意識的注意筆鋒的動作、書寫得漂
亮、書寫速度的指導的記述。與小學 3 年級的書寫相比，教材的範本也使用筆劃
稍多的漢字，漢字假名混合體。

（2）關於中國小學的寫字教育
《指導綱要》在「二、目標與內容（三）毛筆學習的目標與內容 小學 3－4 年
級」記述如下：

1．掌握毛筆的執筆要領和正確的書寫姿勢，了解筆、墨、紙、硯等常
用書寫用具的常識，學會正確使用與護理。注意保持書寫環境的整潔。
2．學習用毛筆臨摹楷書字帖，掌握臨摹的基本方法。學會楷書基本筆
畫的寫法，初步掌握起筆、行筆、收筆的基本方法。注意利用習字格
把握字的筆畫和間架結構。3．開始接觸楷書經典碑帖，獲得初步的感
性認識。嘗試集字練習。

「學習用毛筆臨摹楷書字帖」及「開始接觸楷書經典碑帖，獲得初步的感性
認識。嘗試集字練習。」與日本相比極具特色。《指導綱要》作為古典碑帖列舉
了歐陽詢《化度寺碑》《九成宮醴泉銘》，褚遂良《雁塔聖教序》《大字陰符經》
（傳），顏真卿《多寶塔碑》《顏勤禮碑》，柳公權《玄秘塔碑》《神策軍碑》，趙
孟頫《三門記》
《妙嚴寺記》
。其中常用的有《九成宮醴泉銘》
《顏勤禮碑》
《玄秘
塔碑》等。
在中國小學 3 年級時選擇同樣的碑帖的漢字一直堅持臨習。基本教授形臨，
比日本小學 3、4 年級的學生寫得好。
中國小學 3 年級寫字的特點如下：
·最初使用帶格的紙張練習。有口字型、十字型、井字型、米字型等種類。目的
是把毛筆字在格內工整地書寫。
·寫字內容是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顏真卿《顏勤禮碑》等，徹底進行形臨。
至小學 6 年級基本上反復臨習同樣的字帖。臨帖的目的是臨摹碑帖的字形、通過
學習古典書法的外形、結構和線條，把握形態，正確書寫字形，培養對文字的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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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意識。
·除了學校的課程以外，有的學校還開設了「書法學習班」，還有書法家的培訓
班，少年宮的書法班等。可以追求更高水平的學習。
《指導綱要》）在「二、目標與內容（三）毛筆學習的目標與內容 小學 5－
6 年級」記述如下：

1．繼續用毛筆寫楷書。比較熟練地掌握毛筆運筆方法，能體會提按、力
度、節奏等變化。借助習字格，較好地把握筆畫之間、部件之間的位置關
係，逐步做到筆畫規範，結構勻稱，端正美觀。保持正確的書寫姿勢和良
好的書寫習慣。2．嘗試臨摹楷書經典碑帖，體會其書寫特點，逐步提高
臨摹能力。在臨摹或其他書寫活動中，養成先動腦再動手的習慣。3．學
習欣賞書法作品。了解條幅、斗方、楹聯等常見的書法作品幅式。留意書
法在社會生活中的應用。通過欣賞經典碑帖，初識篆、隸、草、楷、行五
種字體，了解字體的大致演變過程，初步感受不同字體的美。4．有初步
的書法應用意識，喜歡在學習和生活中運用自己的書寫能力。

以上的特徵是正式學習書法及鑑賞。通過日中比較可以看出，這個階段中國
方面的寫字水平非常突出。在中國小學 5、6 年級時，學習篆書、隸書、草書、
楷書、行書五種書體的認識，以及書體的變遷等有關鑑賞知識，培養綜合能力。
這是日本在高中時學習的內容。對於日本從小學 3 年級開始的書寫，中國取得的
成果來看，日本的書寫教育者應該重新改變認識。
中國以書法文化為國家傳統文化的支柱，書法的衰退認為是與觀念相關聯。
在日本社會中書法被認為是水墨畫、日本畫、西洋畫、陶藝、工藝品、雕刻等傳
統文化之一。對於書法的理念和實踐的差別，在教育方面也體現出明顯的差異。

2、日本初中的書寫教育與中國初中的書法教育的比較
（1）關於日本初中書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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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校學習指導要領（國語編）》6（2017 年告示）中關於初中 1－3 年級
的書寫內容如下：
初中 1 年級

理解和使用以下關於書寫的事項。

（1） 字形工整，理解文字的大小、排列等，用楷書書寫。
（2） 理解行書的基本寫法，能用行書書寫將身邊的文字。
初中 2 年級

理解和使用以下關於書寫的事項。

（1） 理解漢字的行書和與之相協調的假名的書寫方法，並且易懂快速書
寫。
（2） 根據目的和需要選擇楷書或行書書寫。
初中 3 年級

理解和使用以下關於書寫的事項。

（1） 通過身邊的各種表現接觸文字文化的豐富性，有效地書寫文字。

可以看出書寫的特徵是在日本從初中一年級開始學習行書。初中一年級開始對歌
曲和詩歌之類產生興趣，自己的想法也會產生表現力，所以書法和繪畫也作為表
現之一。這個時期的書寫特徵是習慣行書，以及與之相應的假名的寫法。行書比
楷書書寫速度快，所以一般書寫起來比較方便，有必要掌握技法。

（2）關於中國初中書法教育
《指導綱要》在「二、目標與內容（三）毛筆學習的目標與內容 初中階段」
記述如下：

1．繼續用毛筆臨摹楷書經典碑帖，力求準確。有興趣的學生可以嘗試學
習隸書、行書等其他字體，了解篆刻常識。2．了解一些最具代表性的書
家和作品。學習從筆畫、結構、章法以及內涵等方面欣賞書法作品，初步

6

文部科學省《中學校學習指導要領》
（平成 29 年告示）解說 國語編、平成 29 年 7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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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書法之美，嘗試與他人交流欣賞的心得體會。3．願意在班級、學校、
社區活動及家庭生活中積極運用自己的書寫能力。

關於中國的初中寫字的主要內容是，通過繼續臨習從小學時開始的古典碑帖，
培養書法的審美觀念。此外，通過欣賞代表性的古典作品，學習培養對書法的審
美觀念。
《指導綱要》列舉的行書碑帖有王羲之《蘭亭序》
（神龍本）,顏真卿《祭
侄文稿》
，蘇軾《黃州寒食詩帖》
，趙孟頫《洛神賦》
。隸書有《乙瑛碑》
《禮器碑》
《史晨碑》《曹全碑》。

3、日本高中書道教育與中國高中書法教育的比較
（1）關於日本高中書道教育
在日本高中 1 年級時，在音樂、美術、工藝、書法中任選一門科目。學習書
法課程要求 1 年 70 個小時，3 年 210 個小時。其中包括漢字假名混合體書法、
漢字書法、假名書法、鑑賞。根據《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藝術編）》7（2018
年告示）「書道」，《書道Ⅰ》關於「漢字假名混合體書法」，定位為：

培養將書法應用於生活的態度的基本領域。

關於「漢字書法」學習：

符合古典書體、書風的用筆、運筆、字形、整體結構。

以古典臨帖為中心，學習：

基於古典的基本用筆、運筆。

另外學習筆墨紙硯的基本知識、篆刻、欣賞漢字假名古典的方法。高中書法要求
通過臨帖學習各種古典的書風，培養古典的鑑賞能力。
7

文部科學省《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平成 30 年告示）解說 藝術（音樂 美術 工藝 書
道）編、音樂編 美術編 平成 3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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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道Ⅱ》所述如下：

目的是在學習《書道Ⅰ》的基礎上，根據學生的素質、能力、適應性、興
趣等開展活動，讓學生對書法的想法、看法發揮作用，培養對生活、社會
中的文字、書法、書法傳統與文化密切相關的素質、能力。

《書道Ⅲ》的目標，所述如下：

加深對書法的表現方式、形式和多樣性的理解，同時基於書法傳統，掌握
創造性表現技能。

（2）關於中國高中的書法教育
關於中國高中的書法教育，《指導綱要》在「二、目標與內容（三）毛筆學
習的目標與內容 高中階段」記述如下：

1．鞏固提高義務教育階段書法學習成果，繼續用毛筆臨摹經典碑帖。2．
結合語文、歷史、美術、藝術等相關學科的學習，認識中國書法的豐富內
涵和文化價值，提升文化修養。3．可以通過書法選修課深入學習，發展
特長;可嘗試書法作品的創作。

臨摹古典碑帖從小學、中學開始一脈相承，高中的目標在於學習臨摹古典、
書家的歷史過程，認識包括書法藝術價值的廣泛的文化價值。
初中、高中繼續進行小學以來的臨帖，同時開始以臨帖為基礎的書法創作。
古典的臨帖是通過王羲之《蘭亭序》
，
《萬歲通天帖》等，學習作品的品味、風格，
同時學習古典的歷史知識和文化等。有些學校以《九成宮醴泉銘》
《雁塔聖教序》
《禮器碑》等拓本為字帖，儘可能接近字帖的字形進行形臨。
在 2003 年制定的《普通高中美術課程標準（實驗）》8，初次將書法教育列入
8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美術課程標準（實驗）
》，第三部分 內容標準 系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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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課程當中。作為書法、篆刻的「學習活動建議」記述如下：

·鑑賞具有鮮明藝術特色、文化內涵的書法、篆刻作品，學習和了解中國書
法、篆刻藝術發展的基本過程及其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用美術術語表達
自己的感受與認識。
·通過觀摩、分析和臨摹等方法，了解傳統的筆法、章法、篆法、刻法等技
法及表現形式，並進行實踐，表達自己的思想和個性。
·使用不同的毛筆、刻刀等工具以及宣紙、刻石等材料，體驗不同的藝術效
果。
·學習用口頭和書面的形式評價自己和他人的書法、篆刻作品。

以上記述的內容是，提高書法篆刻的鑑賞能力，堅持古典臨摹、選擇毛筆紙
張、體驗藝術效果。這些內容相當於專業書法的技法。小學、初中培養的寫字能
力較高，因此高中學生的書法能力相當高。
中國和日本一樣，隨著電腦的普及，多數學生沉浸在電腦中的生活，手寫越
來越少,成為書法教育的主要障礙。但是，在中國有許多大學有書法專業，本科
課程 129 所、碩士 81 所、博士 17 所大學。據說中小學的書法教師教需要 30 萬
人。

四、在日本書寫、書道教育導入中國書法教育
1、關於中日書法教育理念
在中國書法被定位為漢字是發源地的傳統文化的根源。即漢字被認為是中國
文化的根源，小學 3 年級開始學習寫字的階段，書法已經定位為藝術文化。而在
日本用毛筆的書寫教育被認為是培養鉛筆、鋼筆等硬筆字的基礎，目的是工整書
寫文字。這是為了讓學習書寫的兒童在成為成人時不感到困擾，要求將識字和工
整地書寫文字作為一種修養。作為日本的教育理念，筆者認為應該進一步明確漢
字文化精髓的書法文化的藝術性。建議在《小學校學習指導要領（國語編）》加
４：書法、篆刻「1．學習內容 學習活動建議」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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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樣的記述：「我國自古以來就把漢字文化、書法作為日本文化底流的規範，
繼承這種文化非常重要。特別是以漢字和假名為主體的日本書道文化，作為東方
的藝術文化享譽世界。在進行書寫教育時，學習書寫技法的同時，還必須培養對
書法的鑑賞能力。」理念中最重要的是，將書法藝術作為一種重要文化和培養鑑
賞能力。

2、在日本書寫教育教材中導入中國古典碑帖
筆者以前在中國天津市少年宮工作過近 9 年時間。當時小學生進入小學，首
先學習柳公權的楷書。之後，學習顏真卿、歐陽詢。我在天津市少年宮主要教楷
書的歐陽詢，注意教起筆、行筆、收筆，鉤，撇、捺的運筆。中國現在的寫字教
育是繼承過去的延續方法。以同樣的教材為範本反復臨習，是唯一的學習方法。
在這樣的訓練中兒童確實會逐漸提高技法。
建議日本小學 3 年級選擇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作為教材。之所以選擇《九
成宮醴泉銘》
，是因為這本字帖被一般人看作是具有代表性的工整而漂亮的文字。
避開難寫的字，選擇筆畫少的字開始臨帖比較好。
在運筆上，對於初學者來說，曲線較多的平假名很難掌握其字形。因此，從
漢字開始學習比較容易。建議以下方法，3 年級的書寫只學習漢字，平假名從 4
年級開始，首先教小字假名。5 年級教大字假名，半紙（書寫練習的尺寸）寫 4
個字假名。
在日本基本上首先從平假名和筆畫少的「山」
「上」
「下」等漢字開始教學。
但是，現行的教材主要是像硬筆字一樣的書體，加上起筆、行筆、收筆、鉤、撇、
捺等毛筆字的字形。與之相比，使用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作為字帖，反復臨
習，會逐漸感受到字形的藝術性。這種臨習堅持到中學，書寫的技法會進步，也
能培養鑑賞能力。

3、書寫、書道教員的培養
日本需要考慮的是書寫、書道教師的培養，首先從挖掘書寫的理念才能實現。
需要在各個中小學安排專門的書寫教師。這有必要進行系統性的改革，例如在大
學增設培訓書寫、書道教員的地方。目前的現狀是不熟悉書寫的教師在教授，教
師不完全具備書寫的技法和鑑賞能力。有必要促進提高對書寫的認識，例如舉辦
有關書寫、書道教師的講座,研討會等。

五、結語
我任教於大阪教育大學教育系，指導將來志願當書寫、書道教師的學生。因
此應該考慮如何發展日本的書寫、書道教育的問題。當然不是一時能夠解決的問
題，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逐漸進行改善。
我以前任教於天津市少年宮，可知中國的兒童比日本的兒童毛筆字寫得好。
最重要的是小學 3 年級的書法課的教科書。在中國使用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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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教材，在日本使用像硬筆習字那樣的書體的漢字、平假名的教材。我建議日
本小學 3 年級可以考慮選擇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作為教材。本來考慮在日本
小學 3 年級進行實驗課，但是由於疫情沒能實現。中國有使用米字格通過反復練
習，逐漸進步的事例。這種方法也可以在日本的書寫教育中推薦。當然存在進步
程度的差異，可以進行實踐。日本在書法理念、教育方法、環境營造、教師培訓
等方面存在諸多問題，需要一步一步逐漸改善。首先應該考慮解決理念問題，日
本有諸多優秀文學和繪畫作品，多數出色的書法家輩出，如空海、小野道風等。
為何書法的藝術性不被多數人理解，是應該考慮的問題。應該把書法藝術作為日
本的固有文化，從傳承書法的藝術性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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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0

中國非藝術類高校
漢字（書法）教育的
實踐與思考
以中國浙江財經大學為例

黃建新
中國
浙江財經大學

794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795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中國非藝術類高校漢字（書法）教育的實踐與思考
——以中國浙江財經大學為例
（中國浙江財經大學 黃建新）
摘要：中國政府歷來重視漢字（書法）教育，高等學校（以下簡稱“高校”）
作為漢字（書法）教育的重要陣地，是弘揚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平臺。
中國浙江財經大學作為較早開展漢字（書法）教育的非藝術類高校之一，已形成
“多元互動”格局下的“五個一”漢字（書法）教育模式，其實踐經驗具有一定
引領性、突破性、示範性，呈現出平臺完善、師資雄厚、課程齊全、社團活躍、
實踐豐富、交流頻繁、成果豐碩的良好局面。本文將以該校漢字（書法）教育為
例，深入分析其漢字（書法）教育的實踐經驗，為推進中國非藝術類高校漢字（書
法）教育事業的發展提供有益借鑒。
關鍵字：中國非藝術類高校；漢字（書法）教育；實踐與思考

一、中國漢字（書法）教育意義與中國高校現狀
中國書法作為漢字的書寫藝術，是中國藝術的最高表現形式之一，具有陶冶
情操、修身養性、提高審美、健康養生、實用等功能。中國漢字（書法）教育不
僅有利於提高學生的漢字書寫能力，更有助於引導學生欣賞和品味中國傳統文
化，培養其細緻、專注、沉著、持久的品質，提高其觀察、分析、表達能力。
中國政府歷來重視漢字（書法）教育，積極推進書法藝術的普及和全民漢字
書寫水平的提高。基於此，處於中國學校教育最高層次的高校，已普遍將漢字（書
法）教育作為素質教育的核心，並憑藉其社會公信力和師資優越性，積極探索漢
字（書法）教育的新模式。
據中國教育部官方統計，截至2019年6月，中國的高校共計有2956所，其中，
藝術類高校有130所，占中國高校的4.3%；非藝術類高校共2826所，占中國高校
的95.6%。藝術類高校普遍開設了書法篆刻創作、書法理論研究、書法教育、書
法藝術品經營管理等方向的專業或院系，已經構建起相當規模的中國書法學科體
系，旨在培養具有較高書法篆刻理論和創作水平，以及具有研究、教學、經營管
理能力的專業人才。非藝術類高校在全國高校中所占比重大，學生涉及面廣，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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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普遍性。大部分院校開設了公共選修、通識性質的書法藝術課程，旨在普及規
範漢字書寫和書法藝術教育，提高大學生的書寫技能、審美情趣、文化品位、人
文素養，從而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培養具有中國世界觀、文化觀和書法藝術觀
的高素質、複合型、應用型人才。在中國政府的大力倡導和支持下，大量非藝術
類高校根據自身特色形成了獨特的漢字（書法）教育模式，中國高校漢字（書法）
教育呈現出日漸多元、繁榮的局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可喜的成績，但與此同
時也存在諸多困難。比如：部分高校存在專業師資（包括專業書法教師、書法社
團指導老師）缺乏；授課內容仍不規範；基礎硬體投入不足（有的高校仍未建立
面向全校學生開放的書法教室、展廳）；書法教學活動不夠常態化（全校性的書
法賽事、書法主題實踐活動和書法骨幹培訓班等沒有常態化開展）等問題。中國
浙江財經大學作為較早開展漢字（書法）教育的非藝術類高校，培育了良好的校
園書法文化氛圍，形成了“多元互動”格局下的“五個一”漢字（書法）教育模
式，其實踐經驗具有一定引領性、突破性、示範性，值得我們進行深入探究。

二、中國浙江財經大學書法教育的實踐
本文以中國浙江財經大學的書法教育實踐為例，深入分析了该校書法教育模
式的經驗和成效：

（一）堅持內外協同，深化書法教育“多元互動”
“多元互動”，由課內外互動和校內外互動兩部分組成，其核心是中國書法
藝術的普及與提高，內外結合是其實現路徑。
課內外互動是指課堂教學和課外活動的良性互動，課內是前臺，課外是後續。
一方面，學校組建了具有豐富經驗的書法師資隊伍，多年來，在全校範圍內開設
了 10 餘門書法相關的選修、必修課程，每學期開課率達 100%，每學年聽課學生
達 800 名以上。此外，書法老師兼任課外學生書法社團的指導教師，他們推薦課
上的優秀學生參加校級書法大賽，並加入書法社團，充實社團隊伍，擴大影響力。
另一方面，書法社團組織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吸引全校越來越多的學生參加，
同時推薦學生選修書法課程，掀起了學習書法的熱潮。目前，校學生書法社團會
員已累計達 1000 餘人，社團骨幹已累計達 140 餘人，並被學校評為五星級社團。
學校還專設了學生書法社團活動室，由此為學生提供了書法交流的平臺和機會，
使得學生書法愛好者們以書會友，共同提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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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課內外互動示意圖

課內

課

師資雄厚：師資 10 餘名，其中 2
名教授，4 名博士（後），還聘
有校外指導老師
課程豐富：開設 10 餘門書法課程
開課率高：開課率高達 100%
受益面廣：800 名以上學生/學年
任課老師兼校書協指導教師：推
薦參加校賽，加入學生書法協會
與社團

外

課外活動豐富，
掀起了書法熱：
校學生書法社
團會員累計達
1000 餘人
社團骨幹累計
達 140 餘人
搭建了學生書
法交流平臺

校內外互動即校內和校外書法活動的良性互動。校內活動主要指書法課堂和
課外活動，包括邀請校外知名專家、學者、書法家來校授課、舉辦講座，擔任校
賽評委，指導社團活動等，累計已舉辦名家講座 30 餘講。校外活動主要指“走
出去”開展社會實踐活動，學校積極組織學生走出校園，走進鄉村、社區、企業，
中小學等開展書法下鄉、支教、調研、送春聯等實踐活動。還組織師生走出國門，
赴美國（2 次）、泰國、法國、哈薩克斯坦、日本等國舉辦書法國際展覽、國際
書法論壇、筆會等系列文化交流活動。活動不僅讓學生在傳播中國書法文化的過
程中開闊了視野，增強了民族文化自信；也增進了中外學生之間的學習交流和友
好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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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校內外互動示意圖

校內
校

豐富的書法課堂和課
外活動
邀請全國書法名家進
校園授課、辦講座、
當評委、指導社團等

外

走出校門參
加社會實踐
走出校園，走
進鄉村、社
區、企業，中
小學等開展
書法下鄉、支
教、調研、送
春聯等實踐
活動。

走出國門參
加文化交流
赴美國（2
次）、法國、
新加坡、泰
國、哈薩克斯
坦、日本等國
舉辦書法國
際展覽、論
壇、筆會等系
列文化交流
活動。

（二）堅持以點帶面，構建“五個一”書法教育模式
“五個一”書法教育模式可歸納總結為一點、一課、一賽、一實踐和一院。
一點，指校內開設書法相關的本科專業和碩士點。一課，指學生學習書法的主要
課堂，由校內書法選修課、通識課、必修課，以及各類書法講座、培訓班等構成。
一賽，指書法教育成果的檢驗平臺，由校“學涯杯”、校規範漢字書寫等系列大
賽和校書法高級骨幹研修班等構成。一實踐，指組織學生參加校外書法實踐活動，
如走進鄉村、社區、企業，中小學等開展書法下鄉、支教、調研、送春聯等活動。
一院，指中國書法產業研究院。

1.依託“一點”“一課”，培育書法教育的主陣地，打造墨香校
園
中國浙江財經大學非常重視書法的專業建設和課堂教學，設立了漢語言文字
學（書法方向）、藝術學（書法方向）、漢語國際教育（書法傳播方向）、藝術
品市場與管理（書法方向）4 個碩士點。2014 年經教育部批准，開辦了美術學（書
法產業方向）本科專業。同時，學校擁有 10 餘名教授、博士（後）等專業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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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聘有一批校外書法指導老師，教學團隊編寫了《大學書法教程》、《書法
基礎》、《實用行書》、《江南書法史》、《中國書法產業史概要》等 10 餘部
書法教材，並開設了等 10 餘門書法課。自 1992 年起至今，學校面向學生講授書
法課已累計達 9000 多學時，授課學生總數超過 1 萬人次，通過挖掘、講授書法
所蘊含的為人處世之道，進一步發揮書法的育人功能，實現以文育人，以文化人；
通過挖掘、講授書法所蘊含的為人處世之道，進一步發揮書法的育人功能，實現
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不斷豐富教學內容，創新教學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還通過組織學生當堂創作書法作品，並現場進行指導、點評和示範，幫助學生學
會觀摩與欣賞書法作品。書法課堂的教學效果長期得到了學生的肯定和好評，由
此形成的教學成果也非常豐碩，教師獲第三屆中國書法蘭亭教育獎 1 項，教學團
隊獲中國教育部優秀藝術教育成果獎 3 項，省級獎多項。《書法鑒賞》課程獲浙
江省藝術教育精品課程、省教育廳精品線上開放課程、省微課教學大賽三等獎、
校級核心通識課程，其線上課程更是入駐 3 家中國知名慕課線上學習平臺，惠及
了 30 餘所高校 35454 名學生和社會學習者。學校成功依託“一點”、“一課”，
培育了學生學習書法的主陣地，在全校普及了書法藝術，發現了優秀書法苗子，
營造了良好的校園書法文化氛圍，打造成為墨香校園。

2.依託“一賽”，激發學習書法的積極性，檢驗書法教育成果
中國浙江財經大學積極打造校“學涯杯”書法大賽和校規範漢字書寫大賽兩
大品牌賽事，已累計吸引 3100 餘人報名參賽。其中，校“學涯杯”书法大赛已
連續成功舉辦八屆，規範漢字书写大赛已成功舉辦四屆。“學涯杯”书法大賽採
取現場評比、當場頒獎形式，已成為學校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書法盛事，獲校
學生社團科技文化節精品活動，並由本校輻射到全省高校，產生了較好的影響。
學校從中選出優秀選手參加校書法高級骨幹研修班，至今已舉辦五屆，累計招收
學員 192 人。經過提高培訓後，推薦學員們參加全國全省的書法大展賽。這樣既
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熱情，檢驗了書法教育成果。這些活動主要由校學生書法社團
承辦，又培養了一支擅於組織開展大型活動的骨幹隊伍。此外，學生的優秀作品
還選送懸掛在校園各樓宇館所，為美化校園出力。
經多年努力，中國浙江財經大學先後有 6 名學生考取書法碩士，1 名學生考
取博士，教師指導學生 280 餘人次獲全國、省書法大賽獎項，多名教師多次獲得

5
800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優秀指導老師獎”，學校多次獲得“優秀組織獎”。其中，在由浙江省教育廳
等主辦的 2014 年省大學生藝術展演中，4 名學生獲獎，1 名老師獲優秀指導教師
獎；在 2017 年浙江省大學生藝術展演中，4 名學生獲獎；在 2018 年第九屆中國
規範漢字書寫大賽中，16 名學生獲獎，3 名教師獲優秀指導教師獎，學校喜獲團
體二等獎；在由浙江省教育廳、省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辦的 2018 年浙江省規
範漢字書寫大賽中，24 名學生獲獎，學校榮獲“優秀組織獎”，是全省獲此殊
榮的 5 所高校之一；在 2020 年浙江省大學生藝術展演中，2 名學生獲一等獎；
在 2021 年浙江省第一屆大學生書法篆刻大展中，5 名學生榮獲入展獎，3 名學生
榮獲優秀獎提名獎，學校榮獲組織獎。此外，還有 114 人次的學生書法作品入選
中國與其他國家政府、協會、高校等聯合舉辦的美國、泰國、法國、哈薩克斯坦、
日本的書法國際展等。

3.依託“一實踐”，深入社會推廣書法，提高學生實踐能力
中國浙江財經大學非常重視校外書法實踐活動，積極組織師生走進鄉村、社
區、企業，中小學等開展書法下鄉、支教、調研、送春聯等實踐活動。其中，多
支學生隊伍赴中國浙江省杭州市臨安區上田村等 10 餘個“書法鎮村”開展社會
實踐活動，一方面普及與推廣書法文化，開設鄉村書法小講堂，送春聯下鄉；另
一方面進行調查研究，撰寫報告，為美麗鄉村建設獻計獻策。學校還組織師生赴
中國西藏那曲市色尼區杭嘉中學支教，赴中國浙江省杭州市西泠印社等摩崖石刻
旅遊景區，中國浙江省杭州書樂匯培訓學校等經營書法產業的企業和杭州市餘杭
區臨平五小等書法特色中小學等開展社會實踐活動。在專業老師的指導下，學生
參與為有關單位提供書法產業規劃、諮詢服務，有的還取得了長期實習、工作的
機會。在實踐基礎上，學生們申報的 3 個項目獲由浙江省教育廳、省科技廳等共
同主辦的浙江省大學生新苗計畫項目立項，另有學生申報的 6 個項目獲校級課題
立項，並均獲經費資助。學生在實踐活動中不僅普及和推廣了書法藝術，還能將
所學知識運用到社會實際生活中去，幫助自己受教育、長才幹、作貢獻，知國情，
明社情，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國書法的意義、功能和價值。

4.依託“一院”搭建書法交流平臺，推動產學研合作
2012 年 9 月，中國浙江財經大學率先成立了中國首家書法產業研究院，它
是集書法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學術交流和社會服務等為一體的服務型學術研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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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近年來，研究院著書立說，開展了理論研究，舉辦了首屆中國書法產業高
峰論壇、首屆藝術品經濟研究高端論壇等大型活動。此外，還積極開展國內外學
術交流活動，帶領學生先後應邀赴北京大學、鄭州大學、中央電視臺等中國各高
校、機構參加論壇，並聯合美國、泰國、法國、哈薩克斯坦、日本等國政府、協
會、高校舉辦系列國際書法文化交流活動。同時，研究院還承擔 30 餘項書法相
關的各類社會服務項目，獲得研究經費 100 多萬元。
中國書法產業研究院為師生搭建了書法學習交流平臺，汲取了國內外最前沿
的研究成果，反哺了書法教學，從理論和學術高度為學校書法教育做了有益補充。
同時，促進科研成果進社區、進企業、進農村，深入基層、服務基層，為培養學
生成人成才提供了各種實踐機會和社會資源。開展國際書法文化交流，為弘揚中
華傳統文化和傳播中國書法藝術起到了積極作用。

5.小結
中國浙江財經大學書法教育主要圍繞“一點”和“一課”開展工作，
“一賽”、
“一實踐”和“一院”是其有機組成部分。在“多元互動”總綱的指導下，“五
個一”書法教育模式是載體，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一個系統。一方面，
“多元互動”既由“五個一”書法教育模式來具體支撐，又對其起支配、指導作
用，協調五個部分向同一方向發展；另一方面，“五個一”書法教育模式既離不
開“多元互動”總綱的指導，又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反作用於“多元互動”，影
響其實施效果。具體運行機制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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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五個一”書法教育模式運行機制示意圖
開辦書法本科專業和
碩士點，引進師資，
著書立說，開設書法
專業課、公選課、通
識課等。

點

開設書法專業課、
公選課、通識課，
並 推薦 課上優 秀
學 生參 加各級 書
法大賽（展）。

課

組織學生書法社團
打造校“學涯杯”、
“規範字”品牌書法
賽事，舉辦研修班，
鍛煉了骨幹，組織學
生參加社會實踐。

賽

組織帶領學生積極參加社
會實踐項目，並根據實踐
所得，形成調研報告，獲
得課題，發表論文，獲得
獎項。同時，通過參加研
究院活動獲得更多機會。

實踐

院

院
成立中國書法產業研究院，搭建平臺，舉辦論壇，參加國內
學術交流，承擔各類社會服務項目，赴國外開展文化交流，
從理論和學術高度為學校書法教育做了有益補充，為培養學
生成人成才提供機會和資源。

多年來，中國浙江財經大學行之有效的“多元互動”格局下的“五個一”書
法教育模式，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做法，於 2013 年被浙江省書法家協會授予“浙
江省書法教育基地”，成為中國非藝術類高校書法教育方面的優秀典型。學校率
先成立全國首家中國書法產業研究院，率先開設美術學（書法產業方向）本科專
業和藝術品市場與管理（書法方向）碩士點，較早在全校範圍內大規模開設書法
選修、必修、核心通識課程，尤其重視書法文化國際交流，在美國（2 次）、泰
國、法國、哈薩克斯坦、日本等國連續舉辦系列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數十次在全
國和浙江省書法大賽中獲優秀組織獎，數百名學生在國內外書法大展賽中獲獎與
入展，多篇教育成果論文得獎並在《中國書法》、《光明日報》等期刊雜誌上發
表，多次在全國和浙江省有關會議上介紹實踐經驗，被國內外眾多媒體廣泛報導，
引起了同行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三、進一步推進中國非藝術類高校書法教育的思考
隨著中國社會和經濟的快速發展,素質教育在中國高校教育中佔據著越來越
重要的地位。書法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象
徵，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多元、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中国高校書法教育不仅
对培養複合型高素質人才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促進了書法藝術的傳承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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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浙江財經大學開創的“多元互動”格局下的“五個一”書法教育模式，為推
進中國高校書法教育事業發展提供了很好的範例和思路借鑒，引發了我們对進一
步推进非藝術類高校書法教育的思考：
1.進一步推進書法教學改革創新
書法是中華文化中獨具風韻的藝術，兼具實用和審美因素。開展書法教育，
既能提高學生對漢字的書寫能力，也能培養其藝術審美能力，是推進素質教育的
一項重要內容。中國非藝術類高校應進一步增強書法育人的主動性，積極推進書
法教育教學體系改革，不僅要在全校全方位普及各類書法必修、選修課程，還要
不斷創新和完善教學內容和方法，形成豐富的課程內容和多樣的教學方法，以實
踐性、審美性和趣味性為特點，將書法課逐漸發展為一門適合全校所有專業學生
學習的優秀通識教育課程。
此外，非藝術類高校還應充分運用現代化資訊技術手段，探索構建網路化、
數位化、智能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書法教育模式，幫助學生自主性、交流性學
習書法。同時，主動融入國家和區域發展，引導師生強化社會服務意識、提升社
會服務能力，圍繞書法藝術的傳播積極開展志願服務活動。通過書法教育教學體
系的改革和創新，更好地發揮書法文化的育人功能。
2.進一步將書法教育貫穿人才培養全過程
中國非藝術類高校應將書法教育作為人才培養的重要環節，充分融入學校教
育教學的各個環節中，通過挖掘、講授書法所蘊含的為人處世之道，進一步發揮
書法的育人功能，實現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同時，通過實現書法教育“校內外
活動”、“課內外互動”等多元互動，幫助學生開闊視野、增強興趣、提高書法
水平和文化素養。一方面，既要積極開設書法的相關課程，也要實現課堂教學和
課外活動良性互動，處理好前臺和後續的關係，形成良好的校園書法文化氛圍。
另一方面，既要積極邀請書法名家進校園授課、講座，也要組織學生“走出去”
開展社會實踐活動，走進鄉村、社區、企業，中小學等開展書法下鄉、支教、調
研、送春聯等實踐活動。同時，還要組織師生走出國門，傳播中國書法文化，開
闊視野，增強民族文化自信。
3.進一步健全書法教育工作長效機制
中國非藝術類高校應在書法育人方面探索一套書法教育工作的長效機制，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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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四個化”。一是常態化。即將書法教育融入人才培養的全過程，更加注重書
法文化浸染、感染和薰陶，達到“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的書法文化育人化人效
果。二是專業化，即依託不同高校的專業優勢，讓學生把學習專業知識與書法藝
術教育相結合。財經類院校可依託學校財經專業優勢，讓學生將學習財經知識和
書法教育相結合；師範類院校可依託學校教育專業優勢，讓學生將學習師範教育
知識與書法教育相結合等。三是品牌化。要將書法全面融入學校校園文化建設中，
做精、做細、做實校園文化品牌，打造具有各具特色的書法品牌活動。四是國際
化。以書法為紐帶，通過開展中國書畫交流等活動，與國外高校開展了一系列國
際化教育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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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孔子學院漢字教學現狀分析
李繼征 隋雨竹
水原大學 國際學院

漢字是承載中華文化內涵的文化符號 ， 在國際漢語教育中一直處於重要地位
。韓半島與中國地緣接近 ， 歷史上同屬“漢字文化圈”(西嶋定生,1985) ， 在很
長的一段時間保持著使用漢字的習慣。孔子學院作為中外合建非營利性教育機
構 ， 始終致力於各國人民的漢語學習需求 ， 同時增進對中國語言文化的了解。自
2004年11月首家孔子學院成立於首爾 ， 目前韓國已有24家孔子學院 ， 數量為亞洲
之首。而這些孔院對韓國學習者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漢字學習一直是中文非母語學習者漢語學習的難點 ， 也是教學重點。韓國學
習者雖身處漢字文化圈 ， 但隨著時代發展環境變化 ， 漢字學習也並非易事。由
此，本文通過對國際漢語漢字教學的歷史發展梳理，在既有研究基礎上，考察韓
國各孔院課程安排及教師教學實際情況 ， 希望能對孔院漢字教學實際進行分析 ，
藉此對國際漢語教育中的漢字教學提供一些參考。

1. 背景介紹
建國後真正意義上的漢語及文化的國際傳播大致以初期清華大學“東歐交換
生中國語文專修班”1為標誌。周祖謨（1953）2是新中國第一篇系統探討對外漢語
教學的論文 ， 主張應區別漢字與漢語教學的關係 ， 指出漢語教學應突出重點、分
階段側重 ， 並將詞彙同語法教學確立為漢語教學的基本原則 ， 這具有極為重要的
導向意義。呂必松於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的北京地區語言學科規劃座談會
1

“1950年7月 ， 教育部委託清華大學開始進行對外漢語教學機構的籌建工作。1950年9月6日 ， 教育部根據政

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的指示 ， 正式通知清華大學承擔新中國首批外國留學生的第一年在華的漢語培訓任務。
清華大學將這一為外國留學生設立的漢語培訓班定名為‘東歐交換生中國語文專修班’。由此 ， 在中國高等
教育發展史上 ， 清華大學成為第一所成規模地接收外國留學生來華學習的大學”。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
部教育涉外監管信息網，http://jsj.moe.gov.cn/n2/7001/12107/1361.shtml。
2

周祖謨，教非漢族學生學習漢語的一些問題[J]，中國語文，19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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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首次提出"要把對外國人的漢語教學作為一個專門的學科來研究 ， 應成立專
門的機構，培養專門的人才” 3 ，對外漢語教學隨即作為學科逐漸發展。世界漢語
教學學會(1987.08) ， 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1988.06)的相繼成立 ， 則表示對外
漢語教學與研究開始走向世界範圍。
80年代以來 ， 隨著開放及經濟發展 ， 對外漢語教學進入大發展時期。在留學
生日益增加的客觀需求下 ， 大量有關課程設置、教材編寫、教學設計、測試及本
體研究的對外漢語學術研究呈大好局面 ， 湧現出許多有深遠意義的研究成果。進
入21世紀，全球“漢語熱”升溫，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學院於首爾成立，正
式開啟孔院全球化歷程。孔子學院的設立是中國國家對外漢語國際推廣的重要標
誌。

1.1 先行研究
漢字是作為國際漢語教學中的難點 ， 是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由此 ， 為了
發展國際漢語教學背景下的漢字教學發展 ， 許多學者從理論及實踐角度 ， 針對漢
字的教學、習得進行了大量研究。簡要列舉如下：
1）論著類
周祖謨先生1953年以 《 教非漢族學生學習漢語的一些問題 》 一文首次討論對
外漢語教學這一領域 ， 從漢字與漢語的關係出發 ， 指出漢語和漢字不能混於一談
。該文的導向意義在於指出“漢語教學應突出重點、分階段側重 ， 體現了漢語教
學的特點。把詞彙和語法教學確立為漢語教學的基本原則 ， 雖有一定的局限性 ，
卻也顯示出了以原則統領漢語教學的意識。”4
1958年鄧懿先生主編 《 漢語教科書 》 新中國首部正式出版的對外漢語教科
書，是50年代對外漢語教學實踐的總結，是第一代對外漢語教師的教學結晶。 5 教
3

呂必松，北京地區語言學科規劃座談會簡況[J]，中國語文，1978年(1).

4

李泉.中國對外漢語教學七十年[J].語言戰略研究,2019,4(04):49-59.

5

本教材最大的成就在於首次將對外漢語教學從原來模糊的漢語教學中脫離，為對外漢語教學教材的發展提

供了基礎。本教材還首次提出實用的漢語教學語法體系，具針對性、實用性和完整性的特點，這對今後的教
材影響深遠。

810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材課後練習特意設有漢字書寫練習 環 節 ， 這與當時大量漢譯教材不重視漢字書寫
甚至放棄漢字書寫極為不同。現代對外漢字教學層面來看 ， 重漢字教學為漢語教
學的良好傳統，而該傳統可視為始於《漢語教科書》。
回顧50年代 ， 相關漢字教學的研究極為少見 ， 這一情況持續至60、70年代。
80年代始

，

隨著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興起——其中以呂必松(1983),魯健驥

(1984)最有影響，6在此基礎上，漢字教學相關研究開始逐漸增多。
1985年7月北京語言學院語言教學研究所 《 漢字頻度表 》 出版。該表根據漢
字使用頻度進行分級，共收字4574個。
1987年常寶儒先生 《 漢語教學常用漢字的優選問題 》 7 ,以既有工具書研究為
前提，探討適用於初階漢語教學的漢語基本單位(字和詞)，尤關注高頻漢字，是
較早探討對外漢字教學用字選擇問題的研究。
1989年法國漢學家白樂桑與北語張朋朋先生的 《 漢語語言文字啟蒙 》 引發廣
泛關注。其特征在於視漢字為漢語基本單位 ， 將漢字形音義及以字組詞作為教學
中心內容，建立了全新的以漢字教學為綱的漢語教學體系。
90年代對外漢字教學逐漸活躍 ， 許多高校開設留學生漢字課程 ， 開發相關教
材。張靜賢(1992) 《 現代漢字教程 》 8 為漢字課程的教學確立了總體構架,提供了
系統的知識內容。其主要創新在於注理論重實踐 ， 針對外國學習者特點編寫。如
“現代漢字的部件”中“易錯部件的辨析”的設置。同時期還有李大遂(1993)
《簡明實用漢字學》，後外譯為韓文9。
1992年,國家漢辦 10 漢語水平考試部修訂88年版後發表 《 漢語水平詞彙與漢字
等級大綱》,共分四級收錄常用字2905個。《大綱》與《漢字頻度表》(1985)解
6

呂必松.談談對外漢語教學的性質和特點[J].語言教學與研究,1983(02):4-24.
魯健驥.中介語理論與外國人學習漢語的語音偏誤分析[J].語言教學與研究,1984(03):44-56.

7

常寶儒.漢語教學常用漢字的優選問題—前1000個高頻字的對比分析[C].
第二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1987.

8

張靜賢.現代漢字教程:[M].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

9

李大遂.簡明實用漢字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韓文版，李容誠譯.간명실용한자학:[M].대구:중문출판사，2001

10

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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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了漢字教學盲目性的問題 ， 為各階段漢字教學提供了科學依據 ， 是對外漢字教
學的重要成果，影響極大。
呂必松先生繼1990 11 年討論開設漢字課意義後，1996 12 年提出對外漢語教學中
漢字教學的原則同方法 ， 對於對外漢字教學的理論體系發展有著極大的推動。此
外，1998年石定果、萬業馨先生13通過對留學生的調查提出了有關漢字教學相關反
饋及相應分析。該研究首次使用“對外漢字教學”這一說法。
1999年卞覺非先生提出“教什麼？怎麼教？” ， 明確給予對外漢字教學定
位 ， 指出漢字教學是 ： “以外國人為對象的、以現代漢字為內容的、用外語教學
方法進行的、旨在掌握漢字運用技能的教學活動。漢字教學的根本目的是講清現
代漢字的形、音、義 ， 幫助學生讀寫漢字 ， 學習漢語 ， 掌握漢語的書面語。誠
然 ， 在漢字教學中不可能不涉及漢字文化 ， 但是漢字教學不是文化教學。漢字教
學就是漢字教學。”14
進入21世紀後 ， 漢字教學相關研究呈現出新的狀態 ， 限於篇幅此處不多介
紹，研究主題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1）以“字本位”或“詞本位”為出發點的漢字教學理論；
（ 2 ） “語文並進”與“先語後文”的漢字教學模式。大部分漢字教學模式採
取“語文並進”式 ， 但有部分研究支持“先語後文”模式。如趙金銘(2011b)指
出該模式基於漢語和漢字特點、符合心理、教學及習得規律 ， 是有效的漢字教學
模式；
（3）“六書說”、利用“漢字部件”等進行的漢字教學方法；
（4）漢字習得過程中的偏誤分析及教學策略。

11

呂必松.再論對外漢語教學的總體設計[A].世界漢語教學學會.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C].
世界漢語教學學會:世界漢語教學學會,1990:9.

12

呂必松.漢語教學中技能訓練的系統性問題[A].世界漢語教學學會.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C].
世界漢語教學學會:世界漢語教學學會,1996:8.

13

石定果,萬業馨.關於對外漢字教學的調查報告[J].語言教學與研究,1998(01):36-48.

14

卞覺非.漢字教學:教什麼?怎麼教?[J].語言文字應用,1999(01):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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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會議類
相對於論著 ， 許多會議也發揮了推進研究深入發展的積極作用。故簡要整理
相關會議如下。
1985年8月 ， 第一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在北京香山飯店舉行 ， 這是中國對
外漢語教學界首次大規模的國際會議。會議涉及對外漢語各方面 ， 也包括漢字教
學。其中來自民主德國的賈騰在 《 論漢字的筆畫 》 一文中對將漢字分為“基本筆
畫、非基本筆畫”兩個類別提出異議 ， 並分析為八個“畫素(即構件)”組成手寫
簡化漢字的三十三個筆畫。並通過該劃分進行測試 ， 用20學時完成漢字基礎的教
學。
1986年及1990年 ， 舉行了兩次“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 ， 集中研討漢字本體
及漢字應用 ， 在學界形成了漢字研究的良好氛圍。在世界漢語教學學會的推動
下 ， 1997年6月國家漢辦在湖北宜昌舉辦了首次對外漢字教學研討會。其後1998
年2月,世界漢語教學學會與法國漢語教學協會在巴黎舉辦了國際漢字與漢字教學
研討會。會議論文集《漢字與漢字教學研究論文選》有呂必松先生主編出版，形
成了對外漢字教學的研究高潮。15
1999年6月“漢字應用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清華大學舉行。
進入21世紀，對外漢字研究顯得更為活潑，研究整體從研究成果數量來看，
除穩中略有提升外，研究更為細緻並且呈現出科學化、實用化的特質。

1.2 孔子學院介绍
1) 孔子學院
孔子學院是中外合作建立的非營利性教育機構，旨在促進中文傳播，加深世
界人民對中國語言文化的了解，推動中外人文交流，增進國際理解。自2004年第
一家孔子學院落戶韓國，截止2019年12月，中國已在162個國家（地區）建立550

15

會議論文主題主要涉及“漢字本體研、漢字教學與漢語教學關係、‘字本位’與‘詞本位’的討論、漢字

教學內容和方法、對外漢字教材編寫、留學生漢字學習特點和規律”六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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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孔子學院和1172個中小學孔子課堂。16孔子學院原由中國國家漢語辦公室負責，
2020年7月，孔子學院品牌由“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全面負責運行。
孔子學院自創辦以來 ， 累計為數千萬各國學員學習中文、了解中國文化提供
服務 ， 在推動國際中文教育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 成為世界認識中國的一個
重要平台。

2) 韓國孔子學院概況
從2004年至今的17年間 ， 韓國孔子學院的設立經歷了高速的發展 ， 在這段時
期 ， 韓國的孔子學院依託良好的教學資源先後設立 ， 在韓國高校及社會逐漸形成
一股學習中國語言文化的風潮。各孔子學院整理如下：

16

孔子學院名稱

中方合作院校

建立日期

1

首爾孔子學院

孔子學院總部

2004.11

2

湖南大學孔子學院

湖南大學

2006.11

3

東亞大學孔子學院

東北師範大學

2006.12

4

忠北大學孔子學院

延邊大學

2006.09

5

大真大學孔子學院

哈爾濱師範大學

2007.11

6

江原大學孔子學院

北華大學

2007.04

7

啟明大學孔子學院

北京語言大學

2007.04

8

忠南大學孔子學院

山東大學

2007.04

9

東西大學孔子學院

山東大學

2007.04

10

又松大學孔子學院

四川大學

2007.04

11

世翰大學孔子學院

青島大學

2007.06

12

順天鄉大學孔子學院

天津外語大學

2007.09

13

韓國外語大學孔子學院

北京外語大學

2009.10

14

又石大學孔子學院

山東師範大學

2009.06

15

仁川大學孔子學院

大連外語學院

2009.08

16

漢拏大學孔子學院

南開大學

2009.04

17

慶熙大學孔子學院

同濟大學

2010.04

18

安東大學孔子學院

曲阜師範大學

2012.09

19

延世大學孔子學院

四川師範大學

2013.09

數據來源為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https://www.cief.org.cn/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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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圓光大學孔子學院

湖南師範大學
湖南中醫藥大學

2014.09

21

世明大學孔子學院

江西中醫藥大學

2015.11

22

漢陽大學孔子學院

吉林大學

2015.03

23

濟州大學商務孔子學院

北京對外經貿大學

2017.03

24

彩虹孔子學院

17

吉林省教育廳

2014.05/2021.08

2. 孔子學院課程設置及漢字教學
2.1 孔子學院漢字課程
韓國各家孔院所開設的課程種類較多 ， 如初級會話、發音糾正、漢語初級、
漢語中級、漢語高級、HSK1-6級課程、旅遊漢語、商務漢語等各類。還有面對社
會人群以及職場人群 ， 如公務員、警察等開設的集中課程。除此之外 ， 部分孔院
開設特定中國文化課程 ， 如中國飲食文化等 ， 同時還會結合自身師資還開設諸如
四書五經講讀、儒學經典等課程。總體上課程都集中在商務漢語、會話、HSK這
幾類。
相較上述幾類課程 ， 在本次調查中我們並未發現單獨開設的漢字課程 18 ， 對
於漢字的教學大多混合在綜合課程或者會話課程中。這也反映出漢字教學在整體
教學中的實際情況。

2.2 孔子學院漢字教學
1) 教材中漢字環節的設置
通過考察各孔院課程所使用教材，除 HSK 系列教材外， 《新攻略漢語》、
《美味漢語》是廣為使用的教材，限於篇幅本文暫考察這兩本教材。
《新攻略漢語》原版為馬箭飛等合著《漢語口語速成》，2013 年由邊瑩雨等
改編翻譯於韓國多樂園出版社出版，幾經再版，普及度極高。《新攻略漢語》分

17

彩虹孔子學院前身為2014年吉林省對外漢語教學培訓中心和韓國大教集團聯合設立的彩虹孔子課堂，2021

年8月由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授權更名為孔子學院。有別於中外大學之間的合作模式 ， 這是目前唯一一
所與外國企業合作的孔子學院。
18

課程設置整理資料自2021年8月各孔院網站公佈的秋季課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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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初、能力向上篇(上、下)、高級篇、Freetalking 篇、完成篇,為聽說讀寫
綜合型教材。本文僅以基礎及初級為考察對象，教材可構成簡要整理如下：
基礎

1-5 課

6-15 課

教材結構構成

拼音基礎
漢語發音

簡單漢語
會話

課後練習

拼音部分：讀拼音、拼音聽寫、聲調考察
會話：看圖寫句子、排列順序、聽力練習
漢字部分：書寫漢字

初級

1-15 課

教材結構構成

生詞、對話、語法點說明

課後練習

語法鞏固練習、閱讀、看圖造句、聽力練習、漢字書寫

《美味漢語》為韓國JRC中文研究所發行的口語教材，在韓已有百萬人次使
用 ， 為 最受歡迎的漢語教材。最新修訂版由入門至高級共6冊。本文僅以基礎、
初級為考察對象，構成可整理如下：
基礎1

1-9 課

9-16 課

教材結構構成

漢語發音

會話基礎

課後練習

拼音、聲調、看圖識生詞、聽力、翻譯短句

基礎2

1-8 課

8-15 課

教材結構構成

基礎會話

實用會話

課後練習

拼音、聲調、看圖識生詞、聽力、漢語遊戲

初級

1-168課

教材結構構成

會話、生詞、句型

課後練習

看圖對話、造句、選詞填空、聽力、句子翻譯

由上，兩本基礎教材中《新攻略漢語(初級)》在課程中設置漢字書寫環節，
《美味漢語》作為韓國本土教材，其基礎及初級教材並未涉及漢字環節。但《美
味漢語》系列單設《簡體字》教材。
《美味漢語簡體字》於2005年初版，2021年再版，為不多見練習性質漢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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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該教材主要以《美味漢語》1，2級出現字詞為基礎整理收錄漢字19。該教材單
設一課介紹繁簡體字的不同及簡體字簡化原理 ， 配以主要部首及相關例字、筆順
等說明。課程內容主要以書寫為主 ， 輔以聽力、單詞翻譯等練習 ， 比較符合基礎
學習者漢字認讀寫的水平。
《 美味漢語簡體字 》 介紹了幾種簡體字的成字原理 ： 減少筆畫 ， 採用某部
件，縮減某部件，同音字替代，偏旁同音字替代，新造等。同時還介紹了筆畫的
先後順序 ： 從左到右、從上到下、先橫後豎、先中間後左右等十種順序 ， 較為詳
細。

從上，《新攻略漢語(基礎、初級)》在課後練習冊中設置漢字書寫環節，以
課文單詞為主，按筆畫書寫。《美味漢語》則單獨發行《美味漢語(簡體字)》進
行漢字(簡體字)說明及練習測試。
2)教學中的漢字環節
實際教學環節，我們以問卷投放給現任孔院教師，共收到15份有效問卷 20 。
問卷以師資信息及漢字教學兩大部分組成21。
（1）師資背景
從教師來源來看 ， 多數為孔院專人講師及外派志願者 ， 個別兼職講師。其中
60%有漢語教學相關專業背景 ， 40%為其他專業背景 ， 其中近7成有國際漢語教師
資格證。學歷來看 ， 全部為碩士以上學歷 ， 博士學位佔73.3%。1-2年教學經驗者
19

2005年版為基準分16課，收391字。

20

調查對象略顯不足，今後仍需完善問卷並擴大調查人數。

21

問卷參考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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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總比86.7% ， 其中3-5年經驗佔40% ， 不足1年的新手教師及5年經驗以上的老教
師各占6.7%。
從師資來看 ， 孔子學院教師均有碩士以上學歷 ， 其中擁有博士學位者比重較
高，並且大部分擁有1年以上的教學經歷，3年以上經歷者佔到一半，總體師資專
業性及經驗較好。
（2）教學環節
授課語言上 66.7%漢語為主 ， 33.3%韓語為主。93.3%的老師教授過零基礎及
入門水平的學生 ， 6.7%只教授過中高級。86.7%表示學生反映過漢字難學 ， 13.3%
表示沒有。在學生覺得漢字難學的原因中 ， 60%的老師表示學生認為漢字“難
記” ； 33.3%表示“難寫” ， 6.7%表示毫無學習動機。在是否覺得漢字難教的題
項中，53.3%的老師表示有難度但可以解決，26.7%表示不太難，但是學習效果不
佳，還有 13.3%表示不難，6.7%表示很難。在漢字教學是否必要的題項中，100%
的教師都認為在網絡發達的現代社會中，漢字仍然有教學的必要。
教學領域，93.3%的教師都有教授基礎、入門學生的經驗，近 7 成教師授課
語言為漢語。同時，學習者近 9 成曾反映過漢字難學。這反映出漢字在韓國學習
者學習過程中屬於難點。漢字學習的難點按照教師的經驗 ， 分別為難記、難寫 ，
但 5 成教師表示雖有難度，但可解決，26.7%認為雖然不難，但效果不佳。這也
反映出漢字自身的特性在非母語者和學習者之間呈現出不同的認知。而有關漢字
教學是否有必要的問題中 ， 所有教師都認為漢字教學有存在的必要。這反映出教
師對漢語載體漢字重要性的認知 ， 即雖然現代生活大部分人群已脫離手寫 ， 但這
不意味著漢字在教學中應被忽視。
在漢字教材的考察中，只有13.3%的老師表示使用過《HSK教程》及《美味漢
語 》 涉及漢字教學部分的教材 ， 剩餘86.7%的教師都沒有使用過特定的漢字教材
。針對所使用教材中漢字環節部分是否滿意度的調查來看 ， 73.3%的教師表示一
般，很滿意只佔20%，而6.7%則表示不滿意。
以上數據表示大部分的教師並沒有可使用的特定的漢字教材 ， 通常使用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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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材進行教學 ， 這與開設課程有一定關聯外 ， 沒有一本合適的漢字教材是最大
的問題。同時對於綜合性教材中漢字環節的設定 ， 大部分老師表示環節設置一般
。使用過特定漢字教材的老師指出使用的教材為 《 HSK教程 》 系列及 《 美味漢
語》。如前，《美味漢語》因單獨設置漢字書《美味漢語(簡體字)》，可達到入
門漢字教學基本需要。而HSK教程系列則設定了漢字環節 ， 其中包括筆畫、獨體
認讀等部分，循序漸進，讓學習者逐步對漢字建立概念。

在教學環節設計中 ， 教師漢字教學所佔用的時間60%選擇5分鐘左右 ， 26.7%
的老師選擇10分鐘 ， 有13.3%的老師選擇15分鐘進行漢字說明講解。而關於教師
有無漢字相關課程學習經歷是 ， 6成老師表示有 ， 剩下4成表示沒有學習過。有關
漢字教學模式的問答中 ， 86.7%的教師表示會在講解生詞時同時進行漢字教學 ，
6.7%的教師表示會進行漢字專題教學 ， 另外6.7%的教師則表示不會刻意講解 ， 偶
爾進行說明。在具體漢字教學模式中 ， 46.7%的教師採用跟讀這一方式 ， 26.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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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選擇題板識字的方式 ， 20%的教師採用組織課堂活動的方式 ， 另有6.7%的教
師選擇了“其他”選項。
在課堂教學中 ， 漢字教學的時間通常佔總時間比重較少 ， 系統學習過漢字相
關知識的教師只佔6成。除漢字自身難點外 ， 師資有關漢字學相關知識儲備似乎
也會造成一定影響。教學模式上也反映出 ， 大部分教師只是在講解生詞時進行漢
字教學。具體方式來看 ， 大部分為跟讀 ， 部分會用題板識字及組織活動的方法。
這已調查結果也符合上述生詞教學順帶教授漢字的方式。
關於學習者學習漢字時 ， “認讀”同“書寫”哪一項更為重要的問答中 ，
66.7%的教師認為兩者都重要 ， 33.3%的教師認為“認讀”重要。針對書寫採用的
教學模式中 ， 80%的教師採用了筆畫筆順示範這一方法 ， 13.3%的教師採取臨摹練
習，6.7%的教師選擇“其他”。
3成以上的教師認為認讀較為重要，近7成老師認為書寫與認讀均非常重要。
8成教師採用筆畫筆順演示來進行書寫教學 ， 少數採用臨摹的方法。由此 ， 教師
認為對學習者而言，漢字的書寫與認讀都應掌握，教師示範書寫，學習者跟學是
最為常用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3成以上教師認為“認讀”更為重要 ， 這應該與
課程性質及學習者學習目的相關。
針對學習者漢字認讀難點的看法中(本題為多選) ， 86.7%的教師認為“字形
相近混淆”為第一難點 ， 66.7%的教師認為“依賴拼音”為第二難點 ， 其次為
“音準影響”即聲調問題。
同樣作為多選 ， 在書寫難點的調查中 ， 80%的教師認為筆畫順序對學習者而
言是第一難點；其次為“形近字混淆”，佔60%；再次為“繁簡體混淆”46.7%，
以及“間架結構”20%。
在詢問教師是否會講解部首意義時 ， 60%的教師表示會 ， 剩餘則表示不會 ；
同樣在是否會講解聲符意義時，33.3%的教師表示會，53.3%的教師表示偶爾會，
13.3%的教師表示不會。
在教學中是否會將同類部首漢字歸納進行教學時 ， 53.3%的教師表示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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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的教師表示偶爾會，13.3%的教師表示不會。
認讀難點上 ， 調查顯示“字形相近混淆”最難 ， 其次為“依賴拼音”。而書
寫難點最難的是“筆畫順序” ， 其次為“形近字混淆”、“繁簡體混淆”。這反
映出學習者在認讀漢字時 ， 對漢字構件組成不敏感 ， 同時將字音與字形進行聯繫
這一環節遇到了問題。在書寫時 ， “筆畫順序”雖然有一定規律 ， 但對於韓文而
言 ， 由於有些漢字構件較多 ， 過於繁瑣 ， 難以記憶。另外 ， 除“形近字混淆”
外 ， “繁簡體混淆”則是學習者受韓國漢字繁體的影響 ， 不太適應簡體字。針對
這些問題 ， 6成教師表示會部首進行講解 ， 3成表示會對聲符進行講解 ， 5成以上
教師會將同類部首進行歸納教學。
有關漢字教學順序的問答中 ， 66.7%的教師認為應該從構件再到整體 ， 20%的
教師認為應該從整體到構件，另有13.3%的老師認為無所謂。
在漢字教學是否需要強調筆順的問答中 ， 86.7%的教師認為需要強調 ， 剩餘
則認為不需要。
有關打字和書寫哪一種更適合與學習者時。46.7%的教師認為兩者可以兼
顧 ， 26.7%的教師認為應是學習者情況來決定 ， 20%的教師認為書寫漢字更適合學
習者，6.7%的教師認為拼打漢字更適合學習者。
在針對漢字記憶最有效的方法問答中 ， 80%的教師認為在詞彙中記憶最有效
果，13.3%的教師認為在句子中記憶比較好，6.7%的教師認為單字記憶較好。
在是否認為韓國學習者相對於歐美學習者學習漢字時更有優勢時 ， 93.3%的
教師認為有優勢，6.7%的教師認為差不多。22

3.中文聯盟漢字課程設置及漢字教學

“中文聯盟”是由五洲漢風網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漢考國際教育科技

22

在對漢字教學有益經驗部分，參與者給出的實際教學法有幾種:(1)通過詞彙理解的角度來進行漢字教學會

比較好一些 ； (2)多練習多模仿 ； (3)多使用課堂遊戲、活動 ， 增加漢字學習趣味性 ； (4)聽寫 ； (5)從易到
難,循序漸進,生動有趣；(6)準備卡片，讓大家做遊戲；(7)把漢字形象化；(8)趣味性教學,結合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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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限公司、英國漢語教師協會、泰國孔敬大學孔子學院等20多家單位 ， 於
2020年3月26日聯合打造的數字化雲服務平台。其主旨在於聚集全球渠道、課程
、技術、產品、服務等資源 ， 為從事國際中文教育的學校、機構、教師和學生提
供線上教學及輔助服務。新冠疫情開始後 ， 在“停課不停學”的宗旨下 ， 中文聯
盟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
“中文聯盟”作為全球最大的國際中文教育網絡平台 ， 為全球中文學習者、
國際中文教師提供了豐富的課程資源。“中文聯盟”還退出慕課、微課 ， 並整合
國內高校資源 ， 與高校合作開設直播課 ， 由國際中文教育領域專家和優秀的國際
中文教師擔任主講 ， 為中文學習者量身定制在線中文學習項目 ， 打造精品網絡中
文課堂。

3.1中文联盟汉字课程設置
中文聯盟網絡平台提供大量課程資源，主要提供中文標準課程HSK系列、快
樂漢語、中國傳統文化、國際漢語教師培訓等課程。通過檢索關鍵詞“漢字”，
目前中文聯盟共有4門慕課涉及漢字教學。整理如下：
課程名稱

主要內容

研發機構

中國漢字解碼

本課程是專門為各國漢語學習者與中國文化愛好
者研發的漢字學習類視頻課程。通過動畫展示、
故事類比、視頻實操和深入解析，讓學習者3分鐘
學會一個漢字。課程包括“中華”、“文化”、
“道德”、“善孝”、“仁義”、“禮智”、
“誠信”、文字演變、落款、印章摺紙十部分共
30課時。採用中文講解、中英字幕的形式呈現。

興華美育

漢字的智慧

本課程利用動畫等多種技術手段 ， 形像生動地展
現出漢字的形體特點和中國文化的內涵。課程總
時長約60分鐘 ， 分為10集 ， 每集一個主題 ， 講述
了漢字的起源和流變 ， 介紹了漢字的構造 ， 剖析
了漢字所蘊含的能折射出中國文化的智慧，

北京語言大學
出版社

3

漢字五千年

“漢字五千年”是一套講述漢字的紀錄片視頻課
程 ， 共八集 ， 借32個代表性漢字 ， 將隱藏在文字
背後的人以及歷史展示出來 ， 彰顯了漢字的獨特
魅力和中華文化的流長與博大 ， 具有很強的史料
性和鑑賞性。本課程為中文版 ， 採用中文講解、
中文字幕的形式呈現。

中文聯盟

4

寫好漢字-

本課程包含1200個常用手寫漢字的軟、硬筆書寫

中文聯盟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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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手寫漢字
（一）

寫好漢字中等手寫漢字
（一）
好漢字高等手寫漢字
（一）

演示課程 ， 分為初、中、高三等。適合有一定漢
語基礎的人群學習書寫 ， 或零基礎人群感受漢字
之美。範字均由專業書法家書寫演示、並配以同
步講解 ， 本課程為中等手寫漢字的第一部分 ， 包
含50個中等手寫漢字。採用中文授課 ， 中文字幕
形式呈現。
本課程重點培養學生正確書寫漢字的能力 ， 幫助
學生正確掌握漢字的書寫筆順，書寫習慣等。
本課程為高等手寫漢字的第一部分 ， 包含矮、按
、暗、擺等50個高等手寫漢字。採用中文授課 ，
中文字幕形式呈現。

此外 ， 還有安徽大學程麗敏、喀秋莎合作推出的“國際中文日”短視頻 《 教
會意字 》 。在不到5分鐘的視頻中 ， 喀秋莎老師用漢語介紹了“會意字”是什
麼，如何判斷會意字，會意字造字法的原理等漢字知識。

《 中國漢字解碼 》 由首都經貿大學郭興華博士主講。課程主要以“中華”、
“文化”、“道德”、“善孝”、“仁義”、“禮智”、“誠信”、文字演變、
落款、印章摺紙為主題，以文化內涵來解讀漢字，並輔以書法教學。

823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 漢字的智慧 》 共10課時 ， 介紹了漢字所蘊含的中國文化 ， 以培養學習者興
趣為目的。全片總時長約60分鐘，分為10集，講述漢字的起源和流變，介紹了漢
字的構造 ， 剖析其中折射出中國文化的智慧 （ 如漢字與自然、人體、生活、建築
、民俗、哲學各方面的關係），展示了中國書法體現出的漢字藝術之美，並介紹
了漢字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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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字五千年 》 是一套講述漢字的紀錄片視頻課程 ， 共八集。挑選32個代表
性漢字 ， 將隱藏在文字背後的人及歷史展示出來 ， 具有很強的史料性、權威性和
鑑賞性。

《寫好漢字》系列課程資源來自國字云智能書法教學平台，由專業書法家書
寫演示、同步講解。分為初中高三級 ， 共有1200個常用漢字的軟、硬筆書寫演示
。該課程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正確書寫漢字的能力 ， 讓學生正確掌握漢字的書寫
筆順，書寫習慣等。

此外，針對教師群體設置的國際中文教學案例庫23中，有關漢字教學的案例及

23

https://case.chineseplu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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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法分享也有幾例。分別是 《 漢語基礎知識書法小練習 》 、 《 漢字筆劃 》 、
《 漢字及漢字教學 》 、 《 漢字教學方法與技巧(德國慕尼黑孔子學院本土教師教
材教學法與培訓) 》 。其中前兩者簡要介紹漢字基本知識 ， 可視為練習。後兩者
從漢語教學角度從方法角度談漢字教學原則、方法等問題。案例庫共有相關材料
1752項 ， 以“漢字”檢索得59項相關材料 ， 再確認只有上述四項 24 案例 ， 占總比
0.22%。

3.2 中文联盟汉字課程分析
“中文聯盟”線上國際中文教育的主要平台，擁有最為豐富的課程資源，但
我們也發現其中有關漢字相關的教學資源相比顯得極為不足。中文聯盟中4門有
關漢字教學的慕課主要以書法及文化為主。形式為學習者觀看視頻課件自學，可
根據個人情況申請證書。
其中 《 中國漢字解碼教程 》 系列課程是專門為各國漢語學習者與中國文化愛
好者研發的漢字學習類視頻課程。該課程主要通過動畫展示、故事類比、視頻實
操和深入解析 ， 讓學習者在3分鐘內學會一個漢字的同時 ， 了解中國文化。該課
程共30課時，採用中文講解、中英字幕的形式呈現。
《 漢字的智慧 》 系列課程總時長約60分鐘 ， 分為10集。講述了漢字的起源和
流變 ， 介紹了漢字的構造 ， 剖析了漢字所蘊含的與自然、人體、生活、建築、民
俗、哲學各方面的關係及漢字的傳播，並論述了漢字藝術的審美。
《 漢字五千年 》 是一套講述漢字的紀錄片視頻課程 ， 借助32個富有代表性的
漢字，展示了文字背後的人以及歷史，以及漢字的獨特魅力，中華文化的博大與
悠久。課程為中文版，採用中文講解、中文字幕的形式呈現。
《 寫好漢字 》 系列課程包含1200個常用手寫漢字的軟、硬筆書寫演示課程 ，
分為初、中、高三等，適合有一定漢語基礎的人群學習書寫。
綜上可知，《中國漢字解碼教程》、《漢字的智慧》、《漢字五千年》主要

24

另有一項僅掃描幾頁僧伽羅文版漢語教材，不計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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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角度對漢字的源流變化以及漢字所蘊含的內涵進行了說明 ， 內容豐富 ， 適
合外國學習者對漢字的產生、發展及變化有整體上的把握 ， 更有助於理解和學習
漢字。此外，《寫好漢字》課程通過專業教師的書寫示範，讓學習者可以對怎麼
寫漢字，怎麼寫好漢字有著極大的推動意義。
上述課程的教師均以漢語進行課程講授 ， 輔以英文字幕或者漢語字幕 ， 這對
於初學者，尤其是英語為非母語的學習者而言，存在極大的問題。另外，雖然上
述課程包含了大量基本漢字的說明 ， 但多以書法、文化角度切入 ， 與初學者學習
的教材關聯性不大 ， 雖然可以作為學習的補充 ， 但學習者可能會更希望把經歷集
中在自己學習的課程上。總體而言 ， 上述課程較適合有一定漢字基礎的學習者提
高使用。
除慕課外 ， 國際中文教學案例庫中有關漢字教學的資料只有四例 ， 兩例為練
習，兩例為培訓資料。雖然相關資料庫仍在不斷充實之中，至少在目前，收錄其
中的漢字教學相關研究較少。

3.3 孔子學院漢字課程設置及教學問題
1）課程設置
韓國各家孔院所開設的課程種類較多，總體以學習者需求為主，重視交際屬
性，加上應試類課程，這也導致單獨開設的漢字相關課程不足。一些文化課程的
開設也多與漢字關係不大。包括中文聯盟有著海量課程，但相關漢字的課程極
少，且以紀錄片或者書法形式出現。教學相關資料也非常不足。
2）教學方法
漢字是形、音、意相結合的文字 ， 通過筆畫及構件組合形成 ， 這與表音文字
的韓文字不同。大部分韓國學習者在認讀漢字時 ， 雖然了解漢字是筆畫、構件的
組合 ， 但大部分筆畫同構件的讀音難以記憶或者不具有一目了然的意義 ， 造成極
大的困擾。加上客觀存在的學習動機 ， 教師進行漢字教學時如何安排好漢語教學
(交際功能)與漢字教學的比例 ， 協調好相互關係是重點。同時教師也要明確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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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括的文化內涵與學習者對漢字認讀書寫交際屬性需求之間的關係 ， 如果協調
兩者之間的比例非常重要。
3）教材選擇
王寧先生(2002)指出“從這個長遠目標出發，識字教學不但必須遵循漢字自
身的規律，而且要使學習者在潛移默化中感受到漢字的表意特點、漢字的構形規
律性和漢字的系統性”，只有這樣，“才能在保證品質的前提下提高速度”25。針
對外國學習者的漢字教學需要成體系，科學地進行，離不開優秀的教材。教材內
容的甄選，相關最新研究成果的體現等等，都會為教學帶來極大的幫助，遺憾的
是截至目前似乎暫無較適用的帶有韓國本土化特色的漢字教學教材。

4.结语
以既有研究為基礎，通過在韓孔院課程設置，教師漢字教學調查，對目前孔
院漢字教學的特點及存在問題進行分析後可知，整體上從以外國學習者為對象的
漢語教學伊始，研究及教學大都以交際功能為主。具體表現為“聽說讀寫”四個
方面。隨著對外漢語教學發展，四方面均湧現大量成果，但我們可發現一方面漢
字教學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另一方面漢字教學仍為難點，漢字教學研究依舊處
於相對滯後態勢26。其原因大致為學習者需求及教學者重視程度等。
孔院開設課程大致可反映漢語學習需求 ， 除基礎漢語外 ， 會話、商務、HSK
系列等課程的運營則反映除學習者在意漢語學習的實用性、工具性。該需求大致
決定了漢字學習中“認讀”高於“書寫”。因此 ， 教師即便設有漢字教學環節 ，
學習者也側重於“認讀” ， 忽視“書寫”。從教師角度 ， 雖然大都具備基礎漢字
知識 ， 但對於學習者出現的漢字教學現象能否進行準確的分析 ， 並提出解決方案
仍值得研究。客觀上，這會造成學習者對漢字學習的畏難厭學情緒。
隨著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到來，韓國各孔院深挖優勢，開發特有模式的同時，

25

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26

萬業馨(2019)對國際漢語教學相關期刊進行統計，得出反映漢字教學研究的數字並不樂觀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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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開始面對各種考驗。具體來看 ， 適合學習者 ， 能夠反映最新成果的漢語教材、
特色課程開發略顯不足。此外 ， 外派、本土師資雖各有所長 ， 但符合漢語(包括
漢字)及學習者學習特點的教學法仍有研發空間。
當然 ， 我們也要看到隨著漢語國際教育的發展深化 ， 符合日益增長的世界範
圍需求的 《 漢語國際教育漢語水平等級標準 》 已經出台。其中全面的“三等九
級”新範式及“四維基準”等級量化指標是一次根本性的統合創新與轉型升級。
有關漢字部分 ， 標準倡導漢字認讀與手寫適度分離 ， 共有初等水平900字 ， 手寫
漢字300個，中等水平900字，手寫漢字400個，高等水平1200字，手寫漢字500個
。漢字認讀與手寫適度分離原則順應了時代發展 ， 較為客觀地反映了新時代背景
下漢語學習者對漢字認讀書寫的要求。從教授者的角度 ， 尤其是教授韓國學習者
學習漢字的教師，應用好漢字在韓半島傳播的基礎，結合學習者的實際情況，豐
富漢字知識，重視漢字教學，使韓國的漢字教學形成自己的特點，給予非漢字文
化圈的漢字教學一個良好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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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標注”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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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标注”文字的使用问题

①

臧克和
摘要：标注，一直就是汉语史语料库加工面对的关键问题。历代汉语史文本，贮存了极
为繁杂的注解类型，这与中国经典学术传统及其形态相关。不同时代注解类型，既属于丰富
的汉语史料有机部分，也构成了现实当中汉语史语料库类型学调查分析的基本课题。不同类
型的历史注解，其基本内容的格式化标记，也就是所谓“标注”
。历代“注解”过程中所标
注的内容以及所使用的术语，遵循着大体相当的“以今律古”约定形式。这部分注解的标注
形式，也就构成了当今汉语文字史语料库结构标注加工处理、标准统一的重要范畴。
《史记》
作为汉语史语料典范样本，历代传本附丽的注解积淀了各个时期重要学者的认知理解。通过
相关文字使用年代、中介联系以及汉语史语音分化等排比揭示，可以恢复其内在联系，架构
业已潜隐的线索，作出真正符合时代属性的结构标注揭示。这类年代学意义标注加工，即使
对于判断一种文本传承的大致年代，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
《史记》标注；铭文；秦汉简；时代
一
标注，即对特定内容给予一定形式化的标记。汉语史语料库加工过程中，首先面对的是
古书里重重叠叠的历代关于内容与关系的揭示形式也就是所谓“标注”
。这些标注的属性，
借用语言学的术语来描述，大体上是属于所谓“历时的”而非“共时的”。关于这个时代属
性，后人阅读处理的过程中，或缺少自觉乃至忽略，这就为汉语史语料库深度加工处理留下
了大量有待疏理标注的问题。标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正是出在这些地方。漫长的汉字历
史发展及使用过程中，积累了世称繁复的注解记录。②中国经典文本学术史上，公认存在着
一个辉煌的“注解”传统。学者甚至认为，历代学术思想及其演变，就是以“注解”为基本
“生态”
。③历代“注解”过程中所标注的内容以及所使用的术语，遵循着大体上“以今律古”
约定形式。这部分注解标注形式，也就构成了当今汉语文字史语料库标注加工处理的重要内
容。
从文字记录跟音节结构关系来看，这些注解标注大体可分为：1）侧重于文字发展及使
用导致的字际关系的标注；2）侧重于音节结构分化关系的标注；3）字际关系与音节关系杂
糅的标注。不同侧重类型的标注当中，往往会遇到所谓“以今律古”而导致时间错位的含混
【作者简介】臧克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教授（上海，200062）
。
①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计算机识别商周金文研究”
（19ZDA313）
。本文以《史记》文本“标
注”为例，对照相关共时出土秦汉语料及传世文献，基于出土文字网络关于经典文本文字标注的年代学意
义初步考察，本报告分析数据是其中一部分，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1 年第 5 期。关于西汉司马
迁《史记》文本及标注，采用（日）泷川资言：
《史记会注考证》
（下简称《考证》
。杨海峥整理，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6 年；同时对照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其中，各个时期注本，像南朝宋代裴骃
《
〈史记〉集解》
、唐代司马贞《
〈史记〉索引》
、唐代张守节《
〈史记〉正义》所及版本，均见于《考证》
。
个别标注条目，则以长期通行的王伯祥《史记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初版，1982 年再版）相
关篇目条目为例，余不涉及。
② 古书尤其是经典类古书，历代附丽层层注解。本文所讨论的“标注”
，主要是历代注疏中关于字际、字
词关系类的界定及其标识部分。出土实物文字使用原形图象，所对应隶定释文传世文本所需要对照的个别
原字形，则保留个别繁体结构。文中所涉及异文结构，统一标注数字，以“B-Z/”格式标注，以便检验。
例如：001）
“七-十/”
。
③ “中国美学史即当留片席地与孔颖达。
”钱锺书：
《管锥编》第一册《毛诗正义·关雎》
，北京：三联书
店，2007 年，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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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①不同时代的文本标注，揭示着原始文本记录与标注时代的复杂关联。这些关联，同
时体现出汉语文字使用的发展线索，体现着汉语文字发展的时代属性以及标注者当时的认知
水平。
通过大量出土即一次性写定的秦汉简帛文字等材料对照可知，西汉司马迁所记录《史
记》
，既属“实录”
，又兼“代言”
，手摹心追，真实记录了秦汉之际汉语材料。②在历代众多
《史记》经典文本标注记录过程中，
《考证》汇集了南北朝唐宋时代直到现代学者层层积累
③
的“标注”
。 在出土秦汉文字知识数据网络支持下，以《考证》所荟萃标注为基本观察对象，
分析历代标注类型，揭示标注意义，解释所存在的标注问题，构成本文调查分析主体。
从具有明确年代学意义的出土秦汉文字知识网络来看，汉语史上定义表征的种种字际关
系，只能算是后世标注者读者本人当时的认知理解。标注所揭示的，也属于一种历时状态，
未必符合所标注文本的年代分期意义上文字及读音分化发展使用的汉语史实际。加工具有明
确年代学意义类型语料库，现成祖述前人注解标注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对历史上各个时期
的标注进行分析整理乃至重新定义标注。
二
标注揭示异文，不能明确取舍。这种标注类型，只是列出不同时代版本之间的文字使
用差异，属于当时基本字际关系的客观提示。
001）七-十/《货殖列传》
：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
‘计然之策七，越用其
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正义》标注：策七，
《汉书》作“十”字。又本传
下“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
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考证》
：
《汉书》作“十千万”
。
按：《史记》所记录数字“七”，当时或只能使用“十”形，标注为“七”，尚属后起。
《汉书》记录数字“十”
，不过是沿袭《史记》标注。二者史实，所形成的出入，在于字形
的历史分化所形成的区别。至于标注者以后世文字使用观念所作的标注，则是误解。西周早
期《者鼎》数字铭文“七六”作
。汉代简牍文字“十”之于“七”
，尚没有完成分形分
化分工。大体上到了汉末三国之际，如走马楼吴简，开始将“十”形加以弯曲，以记录区别
数字“七”，像 （吴简嘉禾·四·五八九）
、 （吴简嘉禾·四·二二四）等。至于东汉
碑刻，则两形并用，如
见用于东汉《乙瑛碑》， 见用于东汉《杨著碑》
（额）
，
则
见用于东汉《三老讳字忌日刻石》：皆记录数字词“七”。至于作为偏旁构件使用统一，则时
代相对更加靠后。南北朝石刻，
“切”字大率仍从“十”符构造，北魏王诵墓志作 ，例多
④
不备举。
002）汁-什/《留侯世家》
：
“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
行封。
”什方，
《考证》引钱大昕曰：
《汉功臣表》作“汁防”。
按：
“什方”为地名记录，本或作“汁邡”
，《集韵·缉部》：“䦹𨙩汁，䦹邡，县名，在
① “以今律古”之“今”
，指注疏者标注的是自己所处时代当时的文字体系所标记字际关系、语音结构分
化关系。
② 《管锥编》第一册《左传正义》第一《杜预序》第 270、271 页，论古史之“代言”
；关于《史记会注考
证》第五《项羽本纪》
：
“古史记言，太半出于想当然。马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而已。
”
③ 《史略》记录当时所见《史记》标注有关文本情况，见杨忠、稻畑耕一郎等：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宋
元本汉籍选刊》第 5 册第 34 页—43 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年。
④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中国文字数据库（www.wenzisyscn.

ChineseCharacter/）
。由于样本数据集尚在完善中，本文部分文字使用断代查询数据，尚无法作到“相对穷
尽”
，是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下出数据，不再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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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或从邑，亦作汁。
”
《说文·水部》存“汁”字，汉简较多使用记录；《说文·人部》存
“什”字，秦汉简亦属高频用字，汉简书写草率者易混。敦煌简 0135 号“物故什五人”，
“什”
即写作
。汁防，
《汉书·地理志上》作“汁方”，
《后汉书·郡国志五》
、北魏郦道元《水
经注·江水一》均作“什邡”
。或以古文“十”本后世之“七”
，见上出“七-十/”条。而“漆”
或作“柒”
，初文或即汁字，从水七声。古史专家或提出“汁方”即“漆方”，是方国以产漆
而得名者。底层的关联，依然是共时古文字阶段存在“七”曾被作为“十”的记录。
003）受-愛/《李将军列传》
：
“广家世世受射。
”
《正义》：爱，好也，习也。
《考证》：
《正
义》本“受”作“爱”
，
《索隐》本、
《汉书》作“受”。
按：
《史记》
《索隐》本作“受”
，是。受，汉代以之为传授习学方式。
《孟子荀卿列传》
：
“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另外，西汉记录“爱好”词义，尚不使用“愛”字。
《说文·心部》
：
“㤅，惠也。从心先声。𢟪，古文。
”战国早期中山王墓壶铭上面“慈愛”
一词，是用㤅字，这是早期使用记录。战国中晚期楚简像郭店楚墓竹简等数十次使用，一般
都是㤅字。马王堆汉墓简帛书为高频用字，其中记录诸如“言请（情）愛而实弗随”
“必愛
而喜之”等处，皆为从夊㤅声结构。又《说文·夊部》“愛，行皃，从夊㤅声”，与“爱好”
无关。至于出土实物使用“爱”字记录“爱好”词义，比较通行时期大体为南北朝隋唐时代，
如北魏《元顼墓志》等。
004）陰-陶/《朝鲜列传》：
“相路人、相韩陰、尼谿相参、将军王唊。”《集解》引《汉
书音义》曰：
“朝鲜相路人、相韩陶、尼谿相参、将军王唊，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纪，故
皆称相。
”
《考证》
：
“
《通鉴》从《史记》。
”即《通鉴》跟《史记》相同，都是作“陰”字。
按：
《考证》揭示《史》
《汉》同词记录，其用字构成异文：
《史记》
“韓陰”，
《汉书》作
“韓陶”
。汉代简帛书陶、阴二字隶变易混，二本必有其一淆误。马王堆壹号汉墓 85_143“陶
必亡”作 ，壹号汉墓 84_104“以陶封君”作 ，与从阜金声的“陰”字异体实难以区别；
北大藏西汉简贰《老子》16“负陰抱阳”作 ，敦煌简 0063“陰雨独不见故”作 。
005）涅-泹/《朝鲜列传》
：
“最以父死颇有功，为涅阳侯。”《考证》引陈仁锡标注：监
本“涅”作“温”
，误。
《考证》
：枫、三本作“涅”
，
《汉书》亦讹作“泹”。
按：
《考证》标注《汉书》将“涅”讹作“泹”
，未及省察个中原由。盖汉代简帛书隶变，
旦符末一横笔，往往与上部的日符粘连起来，从而导致从旦从且从圼之字混淆。旦，马王堆
汉墓贰帛书（214_26/127）作 ，张家山西汉墓竹简第 69 作
，敦煌简 1812“城旦”作 ，
肩水金关汉简（T03:022A）作 ，东汉《肥致碑》作
。至于“涅”
，秦汉以降到南北朝
隋唐时期实物文字甚至定形了“涅”字的粘连运笔结构，例如 ，见于唐代碑刻玄秘塔。
法藏塔铭文，则直接以“ ”作为“涅”字使用。泹字系晚出，较早也不过见于宋代《集韵·陷
部》
：
“泹，陟陷切，江岸地名。
”是《汉书》记录作“泹”，适表明标注者所见《汉书》文本，
最早不过为唐宋之际传本。
006）溼-濕-漯/《西南夷列传》
：
“士罢饿离溼，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
秏费无功。
”
《考证》引《正义》标注：“溼”作“漯”。
按：
《考证》
《正义》并误。
《説文·水部》
：“溼，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
有土，故溼也。㬎省声。”出土文献多用“濕”，见于岳麓书院所藏秦简，马王堆汉墓简帛
书贰（212_6/107）等。至于《正义》标注作“漯”
，记录古水名之际，名为漯水，为古黄河
支流。
《广韵·合部》
：
“漯，水名，在平原。他合切。
”视《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地区，不啻
东辕西辙矣。唐代石刻如《慕容知礼墓志》
“卑濕之區，鬱蒸成疾”，其中“濕”字所刻，其
㬎符上部日符替换为田符。另外，隰字亦从㬎声，
《说文·阜部》：“隰，阪下溼也。从𨸏㬎
声。
”北魏石刻《郑羲下碑》
“原隰斯广”省便作 ，其中㬎符已省便作“累”形。北魏《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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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多兄弟造像碑》
“原隰”字记录同，亦作 。溼-漯/字形关联，由于隶变解体，各类字汇工
具皆已久湮不知其溯。
《正义》标注，以漯为濕，出土文献所见“漯”字，最早为东汉碑刻
郙阁颂，后来见于北魏元钦墓志、唐石经等。
三
标注涉及一字用作音节结构分化两边记录的类型。汉语史上，秦汉之际、两汉之交，
属于词汇扩散即语音分化较为剧烈时期。一个字记录音节结构分化两边的情形就比较多见。
标注者或忽略汉语史此一关联，所加标注往往偏枯于一边。
007）臺-壹/《项羽本纪》：“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臺。”《考证》集合
历代音注字形皆记录作从吉之“臺”
。王先谦《集解》
：郑玄曰音煦怡。
《正义》：盱，况于反；
眙，以之反。盱眙，今楚州临淮水，怀王都之。
《考证》：“盱臺，安徽泗州盱眙县东北。
”
按：
《考证》所援引《集解》以东汉郑玄所作“盱臺”注音，为“煦怡”
，也就是汉代使
用“臺”字，当时所记录地名音注为“怡”
。①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
“邪马壹”，
《后汉
书·东夷传》作“邪马臺”
，这种异文现象，是否意味着存在地理学上的认知差异，抑或两
种文本书写带来的异文混淆？
作为地域方国专名记录习惯，取其当时当地实际读音，从而建立认知联系。当时存在“一
地二音”现象，来源于汉语史语音分化即词汇扩散的实际状态。《三国志·魏志·倭人传》
作“邪马壹”
，
《后汉书•东夷传》作“邪马臺”
，不过是各记录结构分化的一个读音而已。
从古文字隶变结构调整来看，壹、臺二字同以吉为声符构造或改造结构。
《说文·壹部》
：
“壹，从壺吉声。
”
《至部》
：
“濜，从至从之，从高省。
”从高构造，见于出土古文字使用，
是为会意类型。秦汉简包括汉印除了继续使用从高会意结构，已大量使用从吉得声结构类型。
②
汉代之前的“臺”字，基本结构是从“高土”
（甲骨文作 、金文作 ，武威汉简《王杖》
6“兰臺石室”作 ，
《王杖》1“兰臺令”作 ，皆为从高土会意结构，且“高”形不省。
《说
文·高部》
：
“高，崇也。象臺观高之形。从冂、口。与仓、舍同意。”）
；汉代及汉代以降，
则主要是改换高形为吉符。笔画未减，反而有所增加，而且也无“会意”可言；然则之所以
要替换为吉符，主要是出于吉符作为声符作用的考虑。汉代“臺”字对应两读，一为质部，
一为咍部，见上举《集解》
《正义》所标注。二部汉代分化，其中质部读音不显，于是将“臺”
字改换质部“吉”符。吉，
《广韵》居质切，古音属于入声质部见母字。
从吉构造，则同样形成形声结构。这种作用，一向未得到标注者以及文字学专业工作者
应有的关注。史籍记录，当时使用“从吉得声”的臺字结构，以适应质、咍两部语音分化词
汇扩散的历史实际。宋代大徐本《说文·口部》：
“吉，从士、口。居质切。”是吉、臺之间，
同样存在质、咍韵部关联。
《广韵》吉，居质切，归质部。壹，于悉切，归质部；
《广韵》臺，
徒哀切，归咍部。日语“吉方”一词（汉字标注也作“惠方”），假名注音读作“えほう”
，

① 臺，
《广韵·咍部》徒哀切，反切下字为哀，哀字属于口部而读作衣声。
《项羽本纪》下文又出“项王闻
龙且军破则恐，使盱臺人武涉往说淮阴侯”
，所记录系同一地名。
② 例如，马王堆汉墓贰号（37_44 下）
“有君臺者”作 ；北大藏竹简北贰《老子》
（75）
“成之臺作于絫”
作 ；银雀山贰（1705）
“国臺庙将有焚者”作 ；楼兰残纸“奉臺使”作 ；
《汉印文字征》
“汉匈奴姑涂
□臺者”作
……如果不是从增加声符的作用来考虑，将“高”符（省形）改换为“吉”符似乎就是多余
的。上引嘉庆丁卯年开雕、藤花榭藏板“仿北宋小字本说文解字”
，
“臺”字小篆已经刻作接近从吉结构。
宋代大徐本反切注音为徒哀切，其中哀字又从衣读。明确字形何时由从高土会意结构改造为从“吉”得声
的形声结构，对于了解上古音质、咍二部分合时代，亦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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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字音训为え。①汉语相应读为āi，则古音亦属于咍部。以下稍广其例，以为印证。
⑴幾-豈/《滑稽列传》
：
“幾可谓非贤大夫哉？”
《考证》本节标注第四：幾、豈通。幾，
表示疑问或反诘，相当于豈。豈字记录反问词，本系借用；而豈又音可亥切。②秦汉简牍多
见，敦煌简 2226A 已经作虚词使用，
“各豈得不相見久”作 。该字记录音节结构分化两边，
故或记录“凯旋”词义，又可分化对应“岂能”之“岂”词义。所谓“幾通豈”，仅是有当
于“岂”字记录音节分化之一边。另外，代字，从人弋声；獃，从犬豈声。
⑵軩-𨊺/《玉篇·车部》：
“輆，口亥切。輆軩，不平。”唐抄《篆隶万象名义·车部》：
“輆，口亥反。𨊺，不平。
”唐抄《原本玉篇·车部》
：“輆，口亥反。《广雅》：輆𨊺，不平
也。
”軩从台得声，台又从㠯得声。𨊺从止得声，止、台古音，同归之部。
《原本玉篇》
“軩”
字结体保存从止声结构，表明南北朝止、台字所属止、咍二部尚可通读。③
⑶冰臺-乂艾/《说文·艸部》：
“艾，冰臺也。从艸乂声。”大徐本读音为五盖切。如果
作为释义方式来观察，
《说文》注释体例，实属罕见。其实“冰臺”解释，方式为拟音，传
统训诂学属于所谓声训：冰，读若凝，凝字结构为从仌疑声。
“艾”一读若乂，一读如“臺”。
冰臺即可作为植物“艾”别名，
《尔雅·释草》
：“艾，冰臺。”
⑷苔-瓵/《货殖列传》：
“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曲盐豉千荅。”《集解》引徐广曰：
“或作‘台’
，器名有瓵。孙叔然云：瓵，瓦器，受斗六升，合为瓵。音贻。”
《索隐》作“盖”：
“盐豉千盖。下音贻。
”按：二字并从台得声，而苔音“臺”
，瓵音“贻”
。此亦一“台”字
尚未完全分化为质、咍二部之例。
⑸熙-来/《货殖列传》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考证》
：
“熙、
来，壤、往，韵。吴乘权曰：四句用韵，盖古歌谣也。”
⑹败-世/《屈原贾生列传》
：
“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
《考证》
：
败、世，韵。
⑺慸-蒂-蔕/《屈原贾生列传》
：
“细故慸葪兮，何足以疑？”慸葪，亦作“慸芥”
“慸介”，
本指鲠刺，以此类比因鵩鸟进宅而想不通或心怀嫌隙。
《集解》引韦昭曰：
“慸，音士介反。”
《索隐》葪，音介。
《汉书》作“介”。按：慸、蒂、蔕异体，
《说文·心部》：
“慸，从心带
声。
”从带得声，而整字音 dì；
《集解》音士介反：亦质、咍二部合韵之例。又，葪慸，同
“芥蒂”
，亦连绵结构。
⑻釐-禧/《屈原贾生列传》
：“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集解》：釐，音僖。《正义》：
釐，音希。禧福也。借“釐”字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
按：釐，音 xī，
《集韵》虚其切，福。
《说文·里部》：
“釐，家福也。从里𠩺声。
”春秋
青铜器铭文分别见于早期秦公镈之 、晚期秦公簋之 等。厘又音 lài，《集韵》落盖切，
赐予；又音 lí，
《广韵》里之切。是一釐字自具多用，施于多途，且质、咍合韵，初无待后
出之“僖”
“禧”字。
《三国志》记录扶桑古国为邪马壹，
《后汉书》作邪马臺，同样都是记录当时当地真实

① [日本]金田一京助等编著《新明解国语辞典》
“あ”行“え”段，日本三省堂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2012 年，第 232 页。
② 豈，
《集韵·海韵》可亥切，古音上声海部溪母，同“愷”
。《说文·豈部》
：
“豈，还师振旅乐也。一曰
欲也，登也。从豆，微省声。
”
③ 南北朝文字系统中应该存在从车止声的“輆軩”字。
《广雅·释训》
“輆軩”字从止，王念孙《疏证》以
为《玉篇》
《广韵》并作“輆軩”
，所出未闻。
“輆軩”叠韵成词，
《玉篇·车部》：
“軩，徒改切。輆軩。
”
《篆
隶万象名义·车部》
（下简称《名义》
）：
“𨊺，徒改反。輆。”
《原本玉篇·车部》
：
“𨊺，徒改反。
《埤苍》
：
輆𨊺，不平也。
”
《原本玉篇》所用軩字从止，
《名义》抄同。同样说明南北朝文字系统中存在从车止声“輆
𨊺”字，抑当时止、咍尚未完全分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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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音：二形分读，对应同一音节结构分化两边。臺，在韩国读音有二，至今保留在其《新字
典》里，即质、咍两部分化结构。
上举标注记录说明，汉代当存在使用“从吉得声”的臺字结构，以适应质、咍两部叶韵
读音实际情况。①
008）犁旦-迟日/《南越列传》：“楼船力攻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犁旦，城中皆降
伏波。
”
《集解》引徐广曰：
“吕静云，犁，结也，音力奚反。结，犹连反、逮至也。”
《汉书》
“犁旦”为“迟日”
，谓待明也。
《索隐》引邹氏云“犁，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犁
即比义。又解犁，黑也，天未明尚黑时也。
《汉书》亦作“迟明”。迟，音稚。迟，待也，亦
犁之义也。按：
“犁旦”即“待旦”
，等到天刚亮。时间性结构，后世或作“质明”，待到天
明。底层原因，以“质”
“待”古音质、咍二部尚未完全分化。是犁旦、迟日、迟明、质明、
质旦，形式为数个词，实际作用并无二致。《集解》曰“结”曰“连”曰“逮”曰“黑”曰
“迟”
，皆苦于纠缠，胥一间未达。
009）推理-椎埋/《货殖列传》：“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推理；去就与时
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
《考
证》
：各本“推理”作“椎埋”
。凌稚隆曰：二字疑有误。顾炎武曰：当是“推移”之误。中
井积德曰：当作“推理”
。愚按枫、三本正作“推理”
，今依改。推理，言推测物理也。
按：各家猜测纷纭，形同“逻辑推理”，实皆不能惬理厌心。
“推理”
，汉代尚未成词使
用。
“推理”当作“椎理”
，
“椎理”读如“椎埋”，“椎埋”则为汉代成语。椎、推形近隶变
通用，理、埋读同。理、埋同从里得声，
《史记》文本存在语音分化两边词汇扩散情况。②
与上两句“非”字所关涉内容相接，则句读理解如上。椎埋，
《史记》反复使用：上文
已见者，如“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
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又，
《酷吏列传》：
“王温舒者，阳陵人
也。少时椎埋为奸。
”
《集解》引徐广曰：
“椎杀人而埋之。”《说文·木部》
：“椎，击也。齐
谓之终葵，从木隹声。
”
“推”字亦从隹得声。汉简椎、推易混淆。敦煌简 1698“短椎二”
③
作 ，使用从手隹声结构。汉字隶变过程中，扌、木符往往混用不别。
010）得-待/《滑稽列传》
：
“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
”
《考证》
引张文虎曰：
《御览》三百六十七引“得”作“待”
。
④
按：一“得”字而记录音节分化两边。 待，上古音定母之部，
《广韵》徒亥切，古音上
声海部定母；得，上古音端母职部，
《广韵》多则切，古音入声端母德部：之、职二部对转。
《史记》此处“得”字，似可径视为一字形体结构记录得-待/音节分化两边结构较早用例。
得，替换彳部形符为石符，则有“碍”形。碍为后起，初期作礙，礙则以疑为声符：是
① 韩国南原地区所保留“臺”字异读，当地文献记录为“带方郡”而读“大邦郡”
，都是韩国礼学学会老
会长郑景柱教授告知的。韩国《新字典》记录及徐福刻石都是韩国汉字研究所所长河永三教授提供的。关
于“邪马臺”与“邪马壹”古国语学史地问题，是笔者 2019 年 1 月接受东京电视台立川修史记者采访，2019
年 9 月京都面向市民公众演讲内容。
② 《史记·殷本纪》
：
“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
”
《集解》
：
“
《尚书》理字作赉。郑玄曰：
‘赉，
赐也。
’
”
③ 埋，出土汉简或用“貍”字，如张家山汉墓竹简《金布律》430 号“何人亁（掩）貍（埋）
”，其中所用
貍字，亦从里得声。或以为汉语“推理”
（音读すいり，名词/他动词さ变动词）一词，为日语来源词。实
际上，或以汉代传到日本，为日语所借用，汉语后来使用得比较少见而淹没。推理，日语音读すいり，与
汉语读音吻合，系音训。其他如谁、雖、崔、催等皆从隹得声，日语音读亦为すい——雖，从虫唯声，唯，
从口隹声；睢，从目隹声；同样从隹得声，又有淮、婎、匯等形声结构。
④ 又，汉语史记录“等待”词义，还可以见到“待”
“竢（俟）”等。
《说文·彳部》：
“待，竢也。从彳寺
声。
”待、俟可以互训，
《说文·立部》
：
“竢，待也。从立矣声。
”待，出土秦汉文献除了“待诏”成词使用
的词例之外，暂未见其余典型用例；而“竢（俟）
”尚未见出土文献使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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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得”字满足记录音节结构分化两边之需要。至于初期所作“礙”，礙字实际使用的场合
较早不过南北朝隋唐之际。《说文·石部》：“礙，止也。从石疑声。”北魏《尉迟氏造像记》
“腾游无礙之境”作 ，唐代《法原塔铭》作 。碍，为相对后起字形，
《说文·石部》未
见记录，但出土实物记录，却较礙字为习见：东汉《石门颂》
“空舆轻骑，滞碍弗前”作 ，
使用“得”字初文“䙷”
。北魏《慈香惠造像记》作 ，北齐《无量经义》记录作 ，唐代
刻石《华严石经》碎石第 01024 片，上面所存经文释字可作“顶尔/诸比丘闻赞/离障㝵（碍）
現見”
，其中“障碍”字作㝵。可作标注：
“得”
，今读作“待”
。①
011）格-来/《殷本纪》
：
“格女众庶，来，女悉听朕言。”
《考证》
：
《尚书·汤誓》作“格
尔众庶”
，无“来”字。疑《史》文原只作“汝众庶来”，以“来”代“格”。后人涉《尚书》
文，妄增“格”字。
按：
《今文尚书》多用“格”字，构成“使……来”结构，意即招来，分别见《尚书·商
书·汤誓》
《益稷》
《舜典》诸篇记录。
《考证》转述作：
“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
凰来翔。
”其中“致异物”之“致”
，作用即等于“格”，使……至，也即招致、招来。
《殷本
纪》记录“格尔众庶，悉听朕言”使用“格……，来，……”格式，除了标注“格”在商代
文献具有“使……来”的结构意义之外，更直接揭示出，三代时期，“格”字标注音节结构
尚未分化，即一“格”字，原本可以记录格、来两边。换言之，格既可读格，也可读来。
012）格-降/《朝鲜列传》
：
“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谕其民，诛成已，
以故遂定朝鲜为四郡。
”
《集解》引徐广《音义》曰：
“《表》云‘长路’。
《汉书表》云‘长䧄’，
音各。
”
《考证》引钱大昕曰：
“降”字当连上为句，长降，右渠子名也。
《功臣表》作“长䧄”。
小颜注：
《汉书》谓相路人前已降汉，而死于道，故谓之降相，妄之甚也。下文“长为几侯”，
“长”下亦当有“降”字。
按：
《史记》本传记录人物专名为“长降”
，到了《功臣表》部分又记录作“长䧄”。䧄
音各，路亦以各为声符：是知“䧄”
“降”记录汉代语音分化词汇扩散结构。②
013）枸-蒟/《西南夷列传》：“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集解》标注：徐广
曰：
“枸，一作‘蒟’
，音窭。
”骃案：
《汉书音义》曰“枸木死榖树，其叶如桑叶。用其叶作
酱酢，美，蜀人以为珍味”
。
《索隐》标注：蒟，晋灼音矩。窭，求羽反。刘德云“蒟树如桑，
其椹长二三寸，味酢；取其实以为酱，美。”又云“蒟，缘树而生，非木也。今蜀土家出蒟，
实似桑椹，味辛似姜，不酢。
”又云“取叶”。此注又云“叶似桑叶”，非也。
《广志》云“色
黑，味辛，下气消榖”
。
按：
《说文·木部》
：“枸，木也。可为酱。出蜀。从木句声。”里耶秦简、马王堆汉墓
简帛书、敦煌竹简等，都有“枸”字使用记录。枸，又音窭：对应音节分化结构两边。
014）身-捐/《西南夷列传》：“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
市’
。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
《集解》引徐广曰：
“字或作‘竺’。
《汉书》直云‘身
毒’
，
《史记》一本作‘乾毒’
。
”骃案：
《汉书音义》
“一名‘天竺’
，则浮屠胡是也”。
《索隐》
标注：身，音捐，毒，音笃。一本作“乾毒”。
《汉书音义》一名“天竺”也。
《正义》标注：
身毒即东天竺国。
《考证》：
“捐笃”当作“捐毒”，西域国，非天竺也，详见《汉书·西域传》。
按：身毒，印度古译名之一。其中“身”，音 yuān。或作“捐毒”者，捐，音 yuán。上
① 臧克和：
《读字录》中册“石刻丛语”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得，初写为䙷，既为得到，即成障碍。
“㝵-碍”结构对待，夫得失唯均之理，是汉字结构早蕴，抑菩提真谛存焉？
② 《尚书》记录，
“降格”成词使用。降格，犹降临。
《尚书·多士》
：
“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
”孔颖
达疏：
“降，下；格，至也。”
《多方》
：
“惟帝降格于夏。
”
《吕刑》
：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臧
克和：
《尚书文字校诂》著篇，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年。
《集韵·陌部》
：
“𢓜佫徦假臵，各頟切，至也。
或作佫徦假臵。通作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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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音身、仁诸字属真部，捐涓娟蜎悁诸字符皆属元部。真、元二部，存在通转条件。一“身”
字可兼语音分化两边，此处记录，可径视为显例。战国楚简“仁”作
，郭店楚
墓竹简《老子丙》“仁义”记录作
，其字形结构为从心身声，又见于该批竹简《缁衣》
《五行》等篇。仁字古文作“忎”
（见《说文·人部》
“仁”篆下所记录古文）
，以千为声符，
“千”实又以“人”为声符，是楚简则径替换声符为“身”，人、身古音亦同属真部。
015）並-傍/《大宛列传》
：
“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
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
”
《秦始皇本纪》：
“自榆中並河以东，属之阴山。《集解》
引服虔曰：
“並，音傍。傍，依也。
”
《正义》标注：並，白浪反。
《孟子荀卿列传》：
“大并世
盛衰。
”
《集解》
：并，音蒲浪反。
《索隐》言其大体随代盛衰，观时而说事。
《正义》
：并，蒲
浪反，言大并依时浮沉而说事。是各家标注，并未采取“並通傍”的简单形式。
按：睡虎地秦简古隶作 ，由双“立”符并列合成，立符在古代被作为“位”的初文使
用。因此，
“並”字可以用于记录“傍近”的场合。西汉居延新简使用了不少“並”字记录，
如
，敦煌简（1162B）作
，二“立”形草书，见敦煌简（0064） 。至于“傍”
字，现存出土实物使用记录，较早仅见于南北朝。以是，在西汉未出现“傍”字之前，要么
使用古已有之的“旁”字，要么即由“並”字同时承担记录“傍”
（bànɡ）的词义。并非是
太史公在西汉时代就知道后世会合成出“傍”字，作《史记》时可以提前“通”过去；而是
西汉时期的“並”字，原本就具备这种功能。並-傍/上古音皆属并母阳部，是“並”之一字，
自具记录同一音节结构两边之用。
有些标注之间的出入，要非完全出自隶变字形结构方面的问题，而是标注背后读音分
化关系的反映，甚至还包含注音追随字形结构调整的复杂现象。包括“三家注”在内的某
些字形结构标注反切拟音，其实是追随字形结构演变的注音。这些音节标注，汉语语音史
上或不曾具有真实地位。
016）居-凥/《大宛列传》：
“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驿，抵康居。”《索隐》标注：
居，音渠也。
《正義》标注：居，其尼反。
按：居，
《广韵》有记录“居之切”
，与《正义》标注“居，其尼反”
，合若符契。颇疑
这些唐宋之际的音注，似乎是配合“居”字一段时间写作“凥”的专门拟音。凥字出土实物
使用仅见于隋唐之际，如唐代《柳偘妻墓志》作 ，《卢君妻墓志》作 ，
《沈士公墓志》
作 。又，
“居”可用于记录反诘语气。例如，唐代《李仁德墓志》：
“何居昊天不憗，哲人
其萎！
”
“何居”
，如何，何故。居、讵音同，助词，功能亦有当于“讵”
，加强反问语气，隋
代《董君妻卫美墓志》
：
“何言玉体，飜成白骨？讵觉是非，谁明人物？”《礼记·檀弓上》：
“何居我未之前闻也。
”郑玄注：
“居读为姬姓之姬，齐鲁之间语助也。”然则，
“凥”字之用，
最早不过隋唐之际。适证《正义》标注所见《大宛列传》
，不过为唐宋抑或唐宋以降传本。
记录音节单位多寡，往往也会导致标注不齐。
017）耤令-藉第令-即令/《陈涉世家》：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
而戍死者固十六七。
”似是假设条件连词与其他关系副词套合重叠使用。
《汉书》相关记载亦
使用“藉第令”形式，
《考证》所列“三家注”及引“通人”若干标注，其中关于“第”之
揭示，莫衷一是：或为但、只，或为次第，或为姑且，或为假设。①看来秦汉之际原本成词
① 《集解》引服虔：
“藉，假也。弟，次弟也。
”应劭曰：
“藉，吏士名籍也。
”苏林曰：
“弟，且也。
”
《索
隐》
：苏林云：
“藉第，假借且令失期不斩，则戍死者固十七八。然弟，一音‘次第’之‘第’
。
”又小颜云：
“弟，但也。
”刘氏云：
“藉，音子夜反。
”应劭读如字，云“藉，吏士名籍也”
。各以意言，苏说为近之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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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耤令”
，中间穿插进一“第”字，可以排除文献学层次上的“衍文”
“误舛”
。
按：岳麓书院藏秦简第二册第 38 页“数”下（简号 11 正）
“耤令”
，表示假设关联。
“耤
令”又见本册第 59 页（第 51 简正）
“耤令相乘也”，知为秦汉间常用假设连词。耤令可以推
测的话，
“藉第”或为“即”字缓读音节。①然则“藉第令”促读即“即令”
（“使令”并列合
词）
，今语为“即使”
，其为假设之词，作退一步法，功能无二，作用一揆。②
涉及词汇扩散即语音分化类型的标注，或受到当时记录及其他语言翻译的影响。
018）塞-释/《大宛列传》
：
“乌孙。”西域国名。地在今伊犁河谷。
《正义》标注：乌孙，
本塞种。
“塞”本“释”字，谓佛姓释氏也。胡语讹转。又《大宛列传》
“大夏，其东南有身
毒”
，
《考证》引《汉书》标注：
“
《汉传》屡言塞种，师古以为即释种，音先得反。盖《浮屠
经》皆译读其国名，当亦由译而得，故无定字耳。
”
按：
《说文·水部》
：
“澤，光润也。从水睪声。”
《釆部》：“释，解也。从釆；釆，取其
③
分别物也，从睪声。
”澤、釋声符同为睪。 汉简多以“澤”用作“釋”
，南北朝石刻多见“釋
迦”记录。塞，古音心母职部，分尖团。是佛言初传，有以“塞”
（sè）近似比况“釋”的
音读现象。此或为《正义》所谓“塞”（音“先得反”）本“釋”字，“谓佛姓釋氏也”标注
揭示之根。其在西汉《史记》
，则不会发生如此联系。
又，唐代标注“射”字音“石”
。
《李将军列传》
：
“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
《正义》
：射，音石。又见徙-斯/条。
语音标注，往往成为探寻讹误根由的唯一联系线索。像《史记》
《汉书》等后世传本记
录或存在问题，众多语音标注，尤其需要措意经心。
019）轩-靳/《大宛列传》
：
“黎轩。”
《考证》本传正文如此记录。
《索隐》引《汉书》标
注作“犁靳”
。
《正义》标注：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连反。
按：
《说文·车部》记录“轩”字，从车干声，出土实物汉简等多有使用。至于“靳”,
亦见于《说文·革部》记录，从革斤声，出土秦汉简牍亦多见。据《正义》所标注“巨言反，
又巨连反”
，则系记录从干得声之“靬”字。《史记》本传从车之“轩”，与《汉书》从革之
“靳”
，皆系与“靬”隶变形符轮廓相近而发生替换，由此形成异文记录。靬，
《广韵》居言
切，古音元部见母平声，意为干革制成的“流马”部件。三国蜀诸葛亮《作木牛流马法》：
“形制如象，靬长四寸。”靬，声符替换为建，结构为鞬。
《正义》引《后汉书》云：
“大秦，
一名犁鞬。
”
《考证》引《西域图考》云：
“犁靬即《后汉书》之大秦。”亦使用“靬”字。
020）徙-斯/《西南夷列传》：
“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
君长以什数，冄駹最大。
”
《正义》
：徙，音斯。又《大宛列传》：
“出駹，出冄，出徙，出邛、
僰。
”
《集解》引徐广曰：
“徙属汉嘉。”
《索隐》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县也。
”
按：徙，从辵止声。
《集韵》先齐切，徙字所固定音节古音分尖团，比较接近翻译西方
地名读法，如上出“安息”
，
《考证》
：
“安息者，阿赛西转音也。
”其中“息”转音为“赛西”
④
是也。 参见释-塞/条。
① 即，古音质部；第，古音脂部：脂、质相近。即，古音精母；耤，古音从母：皆属齿头音。又藉从耤读，
耤从昔读，昔则古音属心母，分尖团。
② 臧克和：
《
〈岳麓书院藏秦简〉字词札迻第一》41 条，上海：
《中国文字研究》2014 年第 2 期。
③ 《集韵·德部》
：
“𡫟塞𡫼，悉则切。或作塞𡫼。
”
《集韵·昔部》
：
“释泽绎，施只切。或作泽绎。通作醳。
”
④ 徙，音 sī，标记古地名，现在巴中老人仍保留读“徙”如“sèi”的习惯。据西南大学沈祖春博士调查，
巴中老者的这种读法，是他们川北巴中南江的小学老师教学传下来的。大抵巴中本地历史上，一直存在分
尖团现象。齐鲁方言，至今仍存在读“塞”音“sèi”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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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注本虽有明确标注，而不符合汉语史年代实际的类型。注本明确标注，但以后起文字
体系字际关系套用当时文字体系或不存在的文字使用情况。此类标注，在注解类汉语史语
料中所占比例较高。
021）见-现/《滑稽列传》
：
“远方当来归义，而驺牙先见。
”意思是远方应当怀来归附仁
义，因而驺牙作为先兆出现了。先見，先兆出现。其中“见”字，
《史记选》本传注 218 标
①
注：
“见读如现。
”
按：汉代尚未分化出“现”字。记录“出现”
“显现”词义，只使用“见”字。换言之，
当时“见”本身就读“现”而具备记录“现”词义功能，初无待“读如”标注。而且汉语史
上，长期存在以“见”兼有两边作用情形。
记录“现今”时态，大体始于南北朝。北齐天保九年《宋敬业等造宝塔颂》
“現存”所
使用的就已经是从玉见声结构。石刻数据库据以现存样本加以统计，得到“現”70 余次记
录；隋唐五代石刻现有样本统计，得到 80 余次记录；②韩国华严寺《华严石经》亦属于唐代
刻石，已经现、见联合使用。③对照阅读，是知唐代“現”为出现，
“見”为见到，各有所司，
④
业已分工明确。
022）禽-擒/《滑稽列传》
“东方朔”：
“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
《史记选》本传标注 194
⑤
为“禽同擒”
。
按：所标注系后起分化关系，并不符合汉代共时语言实际。
《史记》时代，尚无“擒”
字可用。上出“大苑囿……多纵禽兽于其中”
，记录名词。汉简以“禽”记录“争斗”词义，
⑥
见马王堆汉墓简帛等记录。 出土文字如西周《不其簋》铭文作 ，隶定为从畢今声结构，
后世分化为从弓之彃、从网之罼：皆为捕鸟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46_58 下）
“德及禽兽
鱼鳖”作 ，结构为从肉今声，壹（93_323）“楚人禽”作 ，从离今声。离，
《诗经·王
风·兔爰》
：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
”既可施于“畢鸟”，便可类比作用于泛化的擒捉。
《考
证》所见《高祖本纪》
：
“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当系后世传抄文本。
023）龍-龒/《南越列传》：
“樛乐，其姊为王太后，首愿属汉，封其子广德为龙亢侯。”
《索隐》
：案《功臣表》
，成安属郏，龙亢属谯国。
《汉书》作“龒侯”
，服虔音卭，晋灼云古
“龙”字。
《考证》引沈钦韩曰：表作“龙侯”
，盖脱一字。龒又“龙亢”之并。
按：龍，东汉走马楼吴简《嘉禾·六五二九》
“黄龙元年”作 ，结构与“亢”混为一
体。至于“龒”字，大要系晚近所起，适见《考证》所据《汉书》为晚近传本
024）樛-摎/《南越列传》
：
“婴齐其入宿卫在长安时，取邯郸樛氏女。”
《索隐》
：樛氏女。
樛，纪虬反。樛姓出邯郸。
《考证》
：
《汉书》“樛”从手。
按：樛为秦汉铭文简牍常用，汉印尤其多见，率多姓氏用字。至于摎字，仅见于《说文·手
《史记选》第 517 页。
② 如唐代颜真卿书写《千福寺多宝塔》碑文“塔現兆於有成”。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
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 26 册第 64 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
③《华严石经》第 01024 片，上面所存经文释字可作“顶尔/诸比丘闻赞/离障㝵（碍）現見”，对照该拓
片文字相对应的华严经传世刻本语境，石经残片的末两句应该为：“（远）离障礙，现见（诸佛）。”这
是出土文献现、见分工使用显例。
④ 王（玉）、壬（𡈼）字符楷化区别度低，历代字汇韵书多所混淆。《四声篇海·壬部》：“𧠒，胡殄切。
大坂也，亦作垷。
”
《集韵·铣部》
：“𧠒峴,胡典切。山名。一曰山小而险。一曰岭上平。或作峴。”同时
期《类篇·山部》：“峴現，胡典切。山名。一曰山小而险，一曰岭上平。或作現。”
⑤
《史记选》第 516 页。
⑥ 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麛皮对邯郸君章》
：
“为人禽哉。
”即以“禽”记录“擒”词。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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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及敦煌简 0222“共摎殺秉并使從”，皆用作记录动词。是《考证》引《汉书》标注，仅
为临时通用现象。汉代隶变过程中，木、扌字符区别性降低而混用。
025）郤-隙/《朝鲜列传》
：
“左将军亦使人求间郤降下朝鲜。”
《考证》引《汉书》：
“郤”
作“隙”
。
按：
《说文·邑部》
：
“郤，晋大夫叔虎邑也。从邑谷声。”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家子□》
199“正东郤逐”
，日书乙种《家子□》197“正西郤逐”，日书乙种《家子□》198“正北郄”，
“隙”处皆记录作 ，北大藏秦汉简壹《仓颉篇》70“罪蛊讼郤”作 。至于“隙”“隟”
大量记录，始见于南北朝隋唐五代石刻。是知《史记》本传使用当时文字记录，而《考证》
标注所揭《汉书》作“隙”
，殆后世传抄刻写所致异文。
026）屯-顿/《李将军列传》
：
“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
《考证》引《汉书》
“屯”
作“顿”
，无“止”字。颜师古曰：顿，止也。舍，息也。便，安利也。
按：
《说文·页部》
：“顿，下首也。从页屯声。”汉简多用以记录“顿首”
。屯，见《说
文·屮部》
，里耶秦简（第八层 140）记录“屯戍”
，出土汉代实物文字多见“屯田”
“屯留”
等记录。屯，即可记录“驻止”词义义项，初无待《考证》标注作“顿”为“止”
。
027）刀-刁/《李将军列传》：“不击刀斗以自卫。”《考证》本作“刁斗”。《集解》引孟
康曰：
“以铜作𨱓器，受一斗，昼炊饭食，夜击持行，名曰刁斗。”《索隐》：刁，音貂。案：
荀悦云“刁斗，小铃，如宫中传夜铃也”
。
按：刀斗，后作刁斗，刁则为后世晚出区别字。刁，不见《说文》记录；刀，见于秦汉
简帛等使用，而刁则未见使用记录。刁字作为后出区别结构，较早使用不过唐宋之际。东魏
①
《李宪墓志》
“刀斗沸于堞下”
，依然使用“刀”形。 是《史记》原本用“刀”，
《集解》
《索
隐》
《考证》本作“刁”
，适见其所见不过唐宋之际文本。
028）向-嚮/《滑稽列传》
：
“簪笔磬折，嚮河立待良久。”嚮，《史记选》本传注 318 标
注为“嚮同向”
。②
按：嚮，音 xiànɡ，从向鄉声，属于后起。
“嚮”字形较早仅见于晋代，南北朝隋唐五代
始高频使用。至于此一结构中“向”
“鄉”两部分，作为文字使用记录，则各自都存在古老
的来源。向，《说文·宀部》
：
“打，北出牖也。从宀从口。《诗》曰：塞向墐户。
”检“向”
字形体，到南北朝始由宀形书写偏向左丿，与“家室”关联彻底中断。鄉，
《大宛列传》：
“益
宽，骞因与其属亡鄉月氏。
”鄉，由本来记录“面对”词义，复又记录发展出来的离去、前
往引申词义。西汉简牍已为高频用字。
一“向”字即可承担“面向”词义记录功能，
《史记》时代原本使用“向”
“鄉”字记录
“面向”词义。
“嚮”字系晚出，实际上不存在需要标注“嚮同向”关系。
029）嗛-衔/《大宛列传》
：
“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集解》引徐广曰：
“读‘嗛’
与‘衔’同。
《酷吏传》
‘义纵不治道，上忿衔之’，
《史记》亦作‘嗛’字。”
《索隐》
：嗛，
音衔。蜚亦“飞”字。
按：
《说文·口部》
：
“嗛，口有所衔也。从口兼声。”里耶秦墓竹简、马王堆汉墓简帛及
汉印、东汉银雀山竹简及东汉碑刻等皆使用从口兼声结构。至于“衔”字，秦汉简记录相较
为少，且未见以嘴含物用法。是西汉《史记》使用“嗛”字记录，符合汉代文字实际。
① 《玉篇·刀部》
：
“刀，都高切。兵也，所以割也。亦名钱，以其利于人也。亦名布，分布人闲也。又丁
幺切。又姓，俗作刁。
”
《集韵·萧部》
：
“刁，丁聊切。古者军有刁斗，以铜作鐎，受一斗。昼炊饮食，夕
击行夜。亦姓，俗作刀，非是。”又，斗，量器，战国晚期高陵君鼎铭文作
。
②
《史记选》第 5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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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適-谪/《大宛列传》
：
“发天下七科適。”本传下文“以適过行者皆绌其劳”
、
《陈涉
世家》有“適戍”
，亦用適字。
《正义》
：適，音谪。张晏云：
“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壻，
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汉四
年，发天下七科谪出朔方也。
”
按：適、谪皆见于《说文》
，现有秦汉简帛书数据库暂未见“谪”字使用记录。適，具
备適、谪二读，秦汉简牍帛书多用“適”字：马王堆汉墓（壹 111_3\354）
“以绳適臣之”作
，北大藏秦汉简贰《老子》192“无瑕適善”作 。是《史记》时代，不用“谪”字，谪、
適皆从啻声，一“適”字可以记录適、谪语音分化两边。
五
标注时代错乱，即标注者以自己所处时代语境、距离原作已属后起的认知理解所作格
式化揭示类型。实际上，上举某些字际关系处理，也都与“时代错位”有关。作为合成结
构使用，也存在这方面问题。
031）先后/《货殖列传》
：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考证》
：
“若子
贡学道，而躬行商贾之事，孔子不知當如何斥之，何以其辞仅如是而已乎？且谓孔子之道之
显，子贡先后之可也。谓子贡以富故能显之，岂圣人之道？亦必藉有财而后能行于世乎？”
“先后之”竟然理解为“必藉有财而后能行于世”即“先有”可资凭借的财，
“而后”行于
世。如此“可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以“显之”。是“先后”一词，有先有后，两边分指。
按：
《考证》所揭示，已属于后世才能产生的“先后”理念。战国《楚辞》
“先后”结构，
具“引导”作用，见《离骚》：
“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
之踵武。
”
“奔走”于“先后”
，意即辅助引导。
《货殖列传》此处之“先后”
，谓辅导，与前
句“布扬”相接。布，布告垂教，即作为“名扬天下”的方式。使“先后”结构，偏义转向
于“先”字之一边。
“先”得称辅导，是“先”字汉语史上尝用于“教学”一边。汉语史词
语或词组，由于其结构习惯搭配组合使用，浸假会产生偏向一边的现象。形体犹存而结构已
形同“偏枯”
，抑或以为是“沾染”而“位移”类比认知模式作用。①
出土文献“先”字，用于“先生”
“师资”
“教学”，已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亘
先”
、岳麓书院藏秦简“梦先”
，直到唐代碑刻《御制令长新诫》
“教先”等。②
先后/对立成词，早见于先秦、秦汉传世文献，词义可理解为辅导、辅助。
《尚书·梓材》：
“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
”孔传：“先后，谓教训。”《尚书·禹贡》见于《夏本纪》“祗
台德先，不距朕行”
，
《考证》于该二句下注引郑注：
“其悦怡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违我天
子政教所行。
”盖不识“先”字，标注揭示遂流于游词敷衍。
“祗台德先”者，敬怡德教；下
言“不距朕行”
，为“不离我道”
：正相衔接。德先，谓德教，涵盖下文“揆文教”
“暨声教”
诸条。
奉先/出土汉代文献见《敦煌汉简释文》第 1448 号简：“制诏皇太子：善禺百姓，赋敛
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谞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
”其中“表教奉先”为并列结构，表奉、
教先，地位相当，就是表奉教化，即尊崇训导。汉末人物有吕布，字奉先：布训，亦取与“奉
先”相应之格。
先之/战国中期偏晚《郭店楚墓竹简·成之闻之》第 3 简：
“古君子之立民也，身備善以
先之，敬慎以肘之，其所才者内矣。
”亦属君子“立民”，必以“先”为“导”之例。《尊德

① 臧克和：
《读字录》上册，
“金文零拾·铭文阅读随笔”之“蔑”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
② 《读字录》上册第 303 页—310 页，
《再谈简牍石刻等汉语史料“先”字使用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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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篇第 16 号简：
“先之以惪，则民进善安。
”按该例“先”上部之“之”使用重文符，即
“教之以德”
，以德教之。其教之、先之，并列使用，作用正等。
教先/并列合成，结构为时较晚。唐代开元廿四年刻石《御制令长新诫》：“调风变俗，
背伪归真。教先为富，惠恤于贫。
”①“教先”并列结构，犹言引导、教导。“教先为富，惠
恤于贫”
，是说对富有者教育引导，于贫困者恩惠体恤。②
化先/唐代开元八年《周利贞墓志》：
“前后总廿八政。化先以德，字之以仁。”③其中“化
先以德，字之以仁”
，谓教化以德，养育以仁。作用一揆，实为联类。
六
从《史记》文本各家标注处理调查分析来看，汉语史不同阶段汉字使用标注发生的“时
代错乱”
，已经迭见层出。总的说来，是时间越往后，层次越发混乱。唐代“三家注”，已经
对所见不同文本早晚的标注不能区分时间层次，只能罗列异文；现代《考证》本与《史记选》，
以今律古，往往而有。本文该部分尽管只是部分数据的处理，其中寻绎披露，草蛇灰线，也
展示了其间极其错综复杂样式。班、马肝胆，竟成胡越；后汉、三国，渺若河汉。通过相关
文字使用年代、中介联系，以及汉语史语音分化等排比揭示，或可恢复其内在的联系，披露
过渡线索，作出真正符合时代属性的标注揭示。这类年代学意义标注加工，即使对于判断一
种文本传抄传刻的大致年代，也自具参考价值。
一切规律都是客观存在，所有学科的基础调查研究乃至于发现，不过都是建立或者恢复
客观存在着的规则之间的联系。经过了隶、草解体过程，文字包括出土文字的认知，相关文
本的理解，联系的构建，假如只是顾及首、尾两端，甚至顾头不顾尾，于海量文字实际使用
发展的认知并没有什么帮助。寻绎出大量的中间“过渡”环节，重新架构业已中断的联系，
数据库标注所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即在于此。
汉语史历代标注，是丰富而珍贵的语言文字学科资源。古代文本包括出土金文简帛文字
记录，使用的是当时的文字体系；后世的标注，使用的则是后世发展了的汉语史文字体系。
今天的标注，应当揭示出汉语史文字发展不同阶段层次特性。经过了漫长的汉语史文字发展
历程，数据集最难以提取特征之一就是文字实际使用的时代属性。由于时代条件等因素，历
代标注文本存在时代不齐，标注不明，揭示外延不周、定义内涵不清诸如此类问题。要完成
建立具有断代识别功能的汉语史文字类型数据库，标注，尤其是符合汉语史发展实际的标准
统一的形式化表征，俨然一直就是瓶颈性制约。面对历代积累下来的数量庞大而又繁杂的注
解标记，以及分析处理这些数据必备的平台体系要求，可以预见，开展这项工作仍然是旷日
持久的课题。
"Annotations" of Notes
——Annotations and related issues of annotated versions of Shiji in the past dynasties

①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24
册第 1 页，出自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中国文字数据库（www.wenzisyscn.ChineseCharacter/）
。
② 唐代以“教先”为固定结构使用，又如颜真卿《自书告身》
：
“敕国储为天下之本，师导乃元良之教。将
以本固，必由教先。非求中贤，何以审谕。
”孙宝文：
《颜真卿墨迹》第 8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年。
③ 《尚书·盘庚上》
：
“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孙星衍疏：
“既导民以恶，乃自承其祸，
痛悔之无及矣。
”
《汉书·食货志下》
：
“公孙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为下先。
”意谓为在下者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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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ng Kehe,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
Abstract：Annotations have always been the key problems we are faced with when processing
Chinese historical corpus. There are various and complicated types of annotations shown in
Chinese texts in the past dynasties, which has to do with the classical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
and its form. The annotation types of different times are an organic part of the rich materials of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as well as a basic subject to be examined and analyzed in the typology
of Chinese language historical corpus. The formalized marks of the basic content of different types
of notes are called "annotations." The contents of the annotations and the terms used for
"annotation" in the past dynasties shared a roughly agreed form. The form of these annotations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ategory with a unified standard when processing annotations in the
corpus of Chinese character history today. Shiji is a model sample of Chinese language historical
corpus, and the notes in its various versions in the past dynasties show the interpre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important scholars in different periods. By examining and comparing the age of
the usage of some certain characters and terms and the intermediary relations among them as well
as the phonetic differenti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we can restore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
reveal the latent clues, and identify the annotations that truly match the attributes of the
corresponding era. This kind of annotation processing is of significance to chronology, and also
has the rare reference value for judging the approximate age of a text inheritance.
Keywords:Shiji；Slip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Age; a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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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中文教育中
漢字意識的啓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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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中汉字意识的启蒙
张德劭
中国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email：dszhang@hanyu.ecnu.edu.cn

汉字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这一点目前可以说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很
多学者从汉字的本体研究、教学策略、汉字习得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
尝试。但从目前的教学实践来看，汉字教学的效果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学生
掌握汉字时依然是从最初的茫然无序，慢慢过渡到若有所得，直到中高级阶段的
恍然大悟。这是理想状态下的学生掌握汉字的过程，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换
句话说，学习者要花费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会对汉字本身的规律有一个基本
的认识，有些人很可能终其一生，对汉字也不会有一点理性的认识。结合中国国
内基础教育阶段对汉字一贯忽视的传统，这种情况是丝毫都不奇怪的。
汉字的教学的难点是多方面的，数量众多，结构复杂，不能标注读音，等等。
目前，中国小学阶段（包括以后的初高中阶段）学习汉字的方法完全是靠机械记
忆，教师对需要掌握的汉字不做任何分析，这也是几千年以来一直使用的传统方
法，这一点从流传下来的《百家姓》和《千字文》等汉字启蒙读物中就可以看出
来。对于汉语作为母语的学习者来说，这种方法看起来没什么不好，中国人世世
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但对于把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学习者来说，这样的汉字学
习时的“无为而治”是否同样有效并可靠呢？这从当前学习的实际情况以及很多
学习者表现出的口语与文字书写水平的不对称来看，这种“无为而治”的汉字学
习方法的效果是非常可疑的，因此值得我们深入下去，仔细思考的。
为什么传统中已经被无数中国人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施用于外国学
习者身上时就会效果不佳呢？为了解决这个疑问，我们可以多角度全面地比较一
下：学习者，学习环境，语言文字背景。从学习者的角度看，外国学习者大多是
成年人，他们的理解思维能力要强于中国的小学生，这一点外国学习者并没有劣
势，或者说，年龄并不是一项决定性因素。从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上来看，中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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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要优于外国学习者。从语言文字的背景上来看，外国学习者业已掌握了本
身的母语，汉语和汉字对于他们来说是外语和外文，而对于中国学生来讲，汉语
是母语，而母语学习者会把母语的一切当成是理所当然的。而已经掌握了一门语
言和一种文字规则的外国学习者面对汉字时会发现他们面对的文字是一种截然
不同的文字系统，他们以往的经验对于学习这种文字没有任何帮助，很多时候反
而有负面的作用。
影响汉字学习效果的因素应该是后面两点：有限的学习时间和陌生的文字规
则。从大多数学习者的学习条件来看，如果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好地掌握汉
字，可以努力的地方当然是尽快地掌握汉字的文字规则。
汉字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演变，和汉字有关的知识千头万绪，不胜枚举。我们
不可能不加辨别地一股脑灌输给学生。那么，哪些知识是有必要讲授的呢？要回
答这个问题，需要先对比一下汉字和其他文字的区别。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传承下来的表意文字，这是它和世界上其他文字体系存在
的本质的区别。目前世界上其他的文字都属于表音文字（其中大多数是拼音文
字），这是造成汉字学习时的困难的主要原因。对于外国学习者来说，汉字是一
种全新的文字系统，它蕴含的也是一系列全新的规则，在汉字学习的初期阶段，
如果缺乏对于这种规则的了解，完全依靠机械式地记忆来学习汉字，往往是事倍
功半的。所以，掌握一部分汉字的构成规则，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提高学
习效率的至关重要的举措。汉字知识的启蒙是不可缺少的。
汉字知识的启蒙必须包括哪些内容呢？这需要对汉字和其他文字进行对比
（以英语为例），看一看它们之间的差别究竟有哪一些。
1． 表意与表音
汉字是无法记录或直接记录语言的读音的，汉字中没有固定、专门的音符。
（汉语拼音是独立的注音体系，是学习汉字时的辅助手段，不是汉字系统内在的
组成部分）结果就是汉字和它的读音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也没有什么读音
规则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方便可靠的音义联系。
而拼音文字则恰恰相反，记录就是语言的读音。字母和字母组合有相对固定
的读音，这就是所说的读音规则。掌握了这些相对有限的读音规则，很多时候可
以正确地拼读出所有的文字，可以方便地建立和记忆语言中的音义联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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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汉字和汉语之间的联系通道是字形和意义，或者字形---语音---意义；
拼音文字和语言之间的联系通道是（读音规则下的）语音---意义。在记录汉语时，
用来区别不同意义的方法是使用不同的字形，汉语的读音在区别意义时不具备决
定性的作用，因此，汉语中的同音词的数量特别庞大，而同形字的数量则可以忽
略不计。拼音文字记录的就是语言的读音，读音相同理论上拼写也应该相同。因
此，基于区别性的原则，拼音文字中相同读音的词非常罕见，偶尔读音相同的词，
也会用不同的拼写方式来进行区分。在拼音文字的系统中，语音是第一性的，在
汉字的系统中，字形是第一性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字发展方向，虽然最后可以
殊途同归，但他们所走的路是完全不同的。
这样就形成了与拼音文字系统截然不同的全新的文字规则。这是造成外国学
习者学习汉字时的困惑的最根本的原因。
2．

字符的数量

拼音文字记录语言时使用的用几十个字母。这些字母依据一定的规则记录文
字的读音。字母的学习非常快捷，拼写规则也不难掌握，学习者需要时间积累的
是代表着不同意义的不同的音节组合。所以，学习文字的过程是开始时比较容易，
而以后的难度基本是不变的，体现出的就是纯粹的量的积累过程。
汉字使用不同的字形来记录不同的意义。理论上，有多少不同的意义单位就
需要多少不同的字形。大千世界，世间万象，如果每个不同的意义都需要单独的
字形来记录，那么汉字的数量将会变得非常庞大，达到几十万、上百万。这显然
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汉语中出现了多义词，出现了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用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的汉字来记录一个意义单位。
但汉字在造字之初的原则就是用字形来别义，这项原则虽然在以后进行了优
化，但基本原则没有抛弃掉。汉语所使用的核心用字历朝历代都是四千字左右。
这意味着要在语言交际中比较熟练地使用汉字，必须是在掌握了三千左右的汉字
以后才可以进行。在这之前，汉字的版图一直是残缺的。
这意味着外国学习者在学习汉字这套符号系统时，最初的难度就是很大的。
全新的文字规则，数量庞大的字符，偏偏又与语音（语言）没有直接的联系。随
后的学习就像在爬一个陡峭的山坡，处处险阻。但在掌握了三千多个汉字以后，
会突然发现山巅处风光无限好，下面就是一马平川。这个过程，中国的母语学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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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要差不多九年的时间，而外国的学习者的时间是三四年，甚至更短。
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汉字学习中的困难会在外国学习者表现地特别
明显和突出。而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地提高学习的效果，采用母语学习
者的机械记忆法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在外国学习者学习汉字时必须采用一
定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外国学习者学习的初期阶段必须进行汉字知识的启
蒙，帮助他们在起步阶段尽可能快地从混沌到有序，提高汉字学习时的起点，减
少以后学习中的困难，充分发挥学习者理性思维强的优点。
3． 字符的结构
拼音文字记录语言时使用数量有限的字母按照线性组合的方式构造成词（绝
大多数从左到右）。汉字是使用数百个结构成分（现在多称为部件）按照一定的
规则，或独立使用，或上下结合，或左右结合，或内外结合，或穿插结合，形式
不一而足。从表面看，汉字就是一系列的点和线，或相交，或相离，或相连。对
于外国学习者来说，每个汉字简直就像是一幅画（这种认识恰恰说中了汉字的本
源）。要记忆成百上千幅图画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汉字的结构不是一系列
的线条任意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每个汉字其实都是“有意味的形式”（借用英国
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的术语）。这就是常说的汉字的理据。理论上说，汉字无一字
无来历，每个汉字都有理据。
汉字的平面结构方式迥异于拼音文字的线性组合方式，这种不同的结构方式
应该也是汉字启蒙的内容之一。
4．

构字成分的性质
拼音文字的基本结构成分是字母。就单个字母而言，虽然现在的书写形式追

溯到源头也有可能是某种物体的形象，比如，英语字母中的 A 最初就是牛头的象
形性的表现（倒文），但在现在英语的字母组合中，A 就几乎不表示什么和牛头
有关的意义了。它所记录的几乎就是几个音值了。比如在英语单词 CAT（猫）中，
A 和牛头就毫无关联了。
汉字的基本结构成分可以说是部件（也有人叫做偏旁，字素，形素，字符，
字元等等）。汉字部件的数量根据分析字量及分析方法的不同，大致在 500 左右
浮动，也就是说，这 500 左右的部件构成了全部的汉字。
汉字的部件有些可以独立成字，具备一定的音和义。有些不能独立成字，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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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具备一定的意义和读音（字书音）。有些现代汉字的部件因为字形演变的结
果，失去了和音义的联系。但如果追根溯源，则几乎所有的部件都与音或义有一
定的联系。
汉字的部件的来源几乎都是象形性的符号直接演变来的，演变的方式就是简
化，线条化，规整化等。有一些部件稍加变化，就可以还原成三千多年前的面貌。
比如“水”以前写作

，“山”写作

。这些象形符号有一定的意义指向，而

与英语字母的不同在于这些指向和这些汉字所要记录的语词的意义有直接或间
接地联系，并且一直到现在依然保持着这种联系。比如，“峰峦叠嶂”这个成语
中，“峰”，“峦”，“嶂”三个字都与“山”有直接的联系。
汉字的结构成分基本上都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认识对于外国学习者学
习汉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认识到这一点，学习者就可以把这些复杂的线条组合
或简笔的图画还原成有据可查的理性化的符号。这可以帮助他们快速理解掌握汉
字构成基本原则，从而从成千上万汉字构成的迷雾中清晰地找到前进的道路，从
混沌不明到了然于心，从信笔涂鸦到胸有成竹。
同样要认识到的是，汉字系统数量庞大，又经过几千年的演变，不少汉字的
字形变化剧烈，现有的结构形式可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汉字字形与意义之间的
联系有些已经丧失了，有些是严重扭曲了。所以，全面地探求汉字结构成分的音
义联系即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通过一些精心选择的例子来展示汉字构成中的
基本原则却是必须的。
5．汉字的理据性
汉字的理据性体现在多个方面，汉字的字源，汉字的结构理据。汉字的字源
部分可以由上述的汉字结构成分的探讨所代表。由于汉字字形一直以来的巨大变
化，汉字的全面溯源对于汉代汉字的学习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帮助，反而有可
能变成额外的负担。
汉字的结构理据亦即以六书理论为代表的汉字的结构类型。汉字的结构成分
按照一定的规则，或两两成字，或多个结构成分构成汉字。这些结构成分在汉字
的结构中具有一定的作用，或与语词的意义有关，或与读音有关。但由于汉字的
历史悠久，字形变动剧烈，古今词义变化也很大，语音变化更加明显。特别是汉
字简化以后，很多汉字的理据丧失。因此，对于现代汉字来说，特别是在常用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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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之中，理据的情况更加复杂。所以，在汉字的启蒙阶段，不提倡进行汉字
理据方面的教学。
外国学习者，特别是非“汉字圈”（日本，韩国，越南等历史上或现在使用
汉字的一些国家）的学习者，在开始学习汉字时，由于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字
规则，所以在这个时候，需要进行汉字的启蒙教学，帮助学生对汉字的性质有一
个基本的了解，从而快速跨过这个不适应期，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汉字启蒙教
学的内容包括以下几项：
1) 汉字是不记录汉语的语音的，没有固定的声符。
2) 一个汉字记录一个音节；汉语中音节的数量是有限的（不计声调约有 400
个左右）。汉语在书面语中区别意义的方法是依靠不同的文字字形；不同
的字形读音可能相同。
3) 汉字的组合方法是平面的。
4) 汉字的结构成分是从象形性的符号演变来的，具有固定的意义指向，同
时和汉字所记录的语词意义有一定的联系。

汉字启蒙的主要内容有：
1. 汉字的构件的来源，基本上都是古代的反映事物的轮廓、特征的图形符号。
在汉字系统中，形成了 500 多个基本构字成分。
2. 这些构件由图画性的符号逐渐演变成现代汉字的字形，字形由平直的线条构
成。
3. 这些构件的形体的意义和它们所记录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
4. 这些构件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成字。

具体的方法：
1.选择 10 个左右构意明确的古文字字形，古今字形要高度相关，字形义和词义
要高度相关。
2. 这 10 个字符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构成合体字。
3. 这些字符在合体字中可以处于不同的位置。
例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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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人、木、目、水“四个字，首先通过古文字的字形了解字形的意义。
瘕→ 人：人的侧视图
艿→ 木：一颗树
→目：眼睛
→ 水
这些符号可以组合成下列字：
人+人= 从
人+人+人=众
人+木=休
人+目=見
水+目=泪

汉字启蒙可以在学生刚刚学习汉语的时候进行，可以让学生了解汉字符号体
系的基本性质，初步了解汉字符号的来历及构成方法，减少对汉字的陌生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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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字在越南的
傳承與變異(提綱)
以後黎朝碑銘為中心(1428-1789)

何華珍、逯林威、李寧寧
中國
浙江財經大學/鄭州大學

871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872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俗字在越南的傳承與變異（提綱）
——以後黎朝碑銘為中心（1428-1789）

何華珍

逯林威 李寧寧

【提要】在越南碑銘、刻本、寫本等漢字文獻中，異體俗字至為繁複，其中既有漢語俗
字的傳承，亦有越南變異俗字的創新。從變異俗字考察可知，簡省類俗字極為普遍，特別是
符號替代類俗字，可謂東亞俗字中的一道奇異風景。本文梳理越南俗字中的代表性部件符號，
諸如“、”、“
“廾”、
“

”
、“

”、
“リ”、“丷”、
“又”、“文”、
“ㄨ”、
“爻”、“匕”、“乁”、
“蔔”、

”、
“玄”、
“力”、
“衣”等，同時結合東亞漢籍文獻，探討符號替代類俗字在越

南等東亞漢字圈的源流變遷。

壹 引言
漢字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作為漢文化的重要載體，同時也是漢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陸續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周邊國家，對這些國家的文字
和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逐漸形成了覆蓋東亞、東南亞大部分地區的“漢字文化圈”。
“漢字文化圈”國家使用漢字的歷史悠久，並長期將漢字作為主流文字使用，留下了異
常豐富、數量龐大的漢字文獻，這些文獻不僅包括書寫或刊刻於紙本的書籍研究漸成學界熱
點，在國內形成了多個學術重鎮，但對於大量的域外漢字碑銘文獻，中外學術界尚未引起足
夠的重視。從關注度來看，學界對於域外文獻的研究多集中於日本和朝鮮半島，而對於越南
漢字文獻研究較少，特別是越南碑銘文獻。
越南漢喃研究院是搜集、保存、運用、研究漢喃文獻和培養漢喃人才的重要機構。據漢
喃研究院阮俊強先生介紹，漢喃研究院至今收藏的漢喃資料約 33164 本書籍和 67902 張拓片，
是越南和全世界保存漢喃資料最多和集中的地方，且書籍和拓片的數量仍在持續增加。由此
可見，越南漢喃碑銘文獻數量龐大，目前已公開出版《越南漢喃銘文拓片總集》（22 冊），
共影印 22000 張拓片，收錄的拓本較為清晰，記載內容豐富，但尚未系統整理或注釋。已出
版的碑銘拓片，數量甚多，時間跨度大，涵蓋越南郡縣時期（968 年之前）及封建獨立自主
時 期 的各 個 朝 代（ 968 年 之 後 ）， 主 要集 中 在 十六 世 紀 至二 十 世 紀初 ， 即 越南 後 黎 朝
（1428-1789）及阮朝時期（1802-1945），且後黎朝時期碑銘數量最多。
後黎朝碑銘文獻中的漢字形體豐富，包含大量異體字形，其中既有傳承於中國文獻的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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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俗字，同時也有帶有越南地域特色的變異俗字，真實再現了漢字在越南的傳承與變異情況。
後黎朝作為越南封建時代承上啟下的歷史時期，是越南漢字史研究的重要歷史時期。本文以
《越南漢喃銘文拓片總集》為依據，以越南後黎朝漢字碑銘為主要材料，在對後黎朝碑銘作
斷代研究基礎上，嘗試探討越南漢字史、漢文俗字傳承與變異史，以期呈現越南俗字使用基
本面貌。

貳 傳承俗字
“傳承俗字”指在中國典籍或碑刻等文獻資料中有跡可循的那部分俗字。縱觀域外漢籍
之金石、寫本、刻本，其異體俗字之多，且與漢語俗字之近似，乃為不容置疑之客觀事實。
越南文獻中的俗字亦是如此，後黎朝碑銘中的俗字多為傳承俗字，真實反映出漢字在越南的
傳承。
一、增加意符
二、改換意符
三、改換聲符
（一）改為形體較為簡單的聲符
（二）改形聲為會意
四、類化
五、簡省
（一）用簡筆代替繁筆
（二）省略某些“不重要”的部分
（三）符號代替
六、草書楷化
七、增繁
八、變換結構
九、書寫變異
十、全體創造

叁 變異俗字
“變異俗字”，是相對於傳承俗字而言，指主要流行於域外的“地域俗字”，
即流行於漢字圈個別地域的“國別俗字”，其中絕大部分為局部變異的域外俗字，
小部分為全體創造的“國別新字”。漢字在越南的傳播史，往往就是俗字在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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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承與變異的發展史。越南後黎朝碑銘文獻中俗字使用普遍，不僅有傳承俗字，
更有大量帶有越南地域特色的變異俗字，這些變異俗字體現出於漢語俗字不同的
演變軌跡，或是在漢字與漢語俗字基礎上的進一步變異，或是全體創造的字形。
越南後黎朝碑銘文獻的數量多，時間跨度長，出現大量的變異俗字。這些變
異俗字的結構類型豐富多樣，具有符號變異、形聲變異、會意變異、簡省變異、
草書影響的變異等多種類型。
一、符號變異
(一)符號“又”、
“文”
（二）符號“㐅”“爻”
（三）符號“米”
（四）符號“廾”（書寫亦作“

”）

（五）符號“リ”
（六）符號“‘ ’”
（七）符號“

”

（八）符號“卜”
（九）符號“匕”
（十）符號“彐”
（十一）符號“力”
（十二）其他符號
二、形聲變異
三、簡省變異
四、會意變異

肆 結語
參考文獻

何華珍：漢字文明傳承傳播與教育研究中心/浙江財經大學東亞漢字資源研究中心
逯林威：浙江財經大學東亞漢字資源研究中心
李寧寧：鄭州大學文學院/漢字文明傳承傳播與教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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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朝《才物譜》
動物名詞札記

李凡
中國
湖北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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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朝《才物譜》動物名詞札記*
李凡 **

正文朝鮮朝正祖時期的學者李晚永所著《才物譜》爲詞彙彙編性質的辭書，是韓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詞彙
①

總集，有百科全書的性質，在韓國語言文字學史上有承前啟後的作用。 該書以漢文化爲藍本，同時兼具本土特
色，是漢文化和朝鮮文化融合的典範；該書涉及經、史、子、集的各個門類，其對當時的天文、地理、人倫、醫
②

藥、動物、植物等多有描述，不僅在語言學，而且對其他學科也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作者李晚永，字成之，清
州韓山人。正祖十一年乙卯（1795）以第十一名中試爲二等生員，純祖七年（1807）任孝陵參奉，九年（1809）
爲禁府都事，十年（1810）爲禧陵直長，十一年（1811）爲濟州主簿、司䆃主簿，十二年（1812）爲社稷署令、
玉果縣監。李氏博學多才，中年不得志，後雖入仕，無所建樹，唯有《才物譜》存世。關於該書的著作目的，李
氏友人金允秋在序文中稱其“病世之學士以名揚度數爲不急，而卒然有所值，齎恨扵孤陋者有之。其讀書窮理之
際，有寓輒記。門目既多，遂専意而益廣之。上自穹然隤然之大，下至夭喬喘蝡之微。明而人倫日用，幽而神佛
詭異，靡不蒐羅。其考㨿徵信，則本之經史子集，輔以稗官俚語、象鞮所譯，而名之曰《才物譜》。於是林林棼
棼，一其理，殊其分者，幾乎囊括無遺。雖謏聞謭識，開卷瞭然，可以免少見多怪之識。”全書仿傳統類書分類
體系分天地人物四譜，收詞以漢源漢字詞爲主，兼顧本國固有漢字詞。對名物度數知識的追求，是該書編纂的主
要動因。然而這並非特例，朝鮮王朝學人樂於學習名物知識，從學人識字伊始就已見之。爲漢字教育所編纂的字
書《訓蒙字會》即因作者崔世珍擔心“教童稚者，雖習《千字》
《類合》，以至讀遍經史諸書，只解其字，不解其
物，遂使字與物二，而鳥獸草木之名，不能融貫通會者多矣。蓋由誦習文字而已，不務實見之致”之現狀而編纂。
至於後世同性質的字書也緣於此而修纂者不絕。即便如此，《才物譜》中的名物字詞與訓釋，絕大多數傳承自中
國文獻，特別是關涉動植物的內容，基本源自李時珍《本草綱目》。書中對名物詞的訓釋，反映出漢字以及名物
知識傳播朝鮮半島的接受情況，頗具特點。但兩國學界尚未予以足夠的關注，故不揣冒昧，舉例分析，歸納特點
如下。

1. 獍
《才物譜》：獍，似貙，食父。破鏡，别名。
《字類注釋》：獍 효경 경，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通作鏡。梟食母，破鏡食父，如貙
而虎眼담뷔。俗呼密狗。
案，
“密狗”一作“蜜狗”。蜜狗亦見於《大東韻府群玉》：
“《御天歌》注：
‘我太祖嘗於盛暑坐川邊，傍近大
藪。有一蜜狗走出，急取撲頭射之，中而踣。於是相繼而出，凡二十發皆斃之，無得逃者。蜜狗似狐而小，善尋
* 本論文爲國家社科項目“韓國傳世漢字字典文獻集成”（項目號：14ZDB108）資助成果
** 湖北師範大學 語言學研究中心 講師（lixinfan127@163.com）
①
②

肖瀟：《中韓漢字詞彙文化發展史對比研究——基於<才物譜>的漢字詞數據庫建設》，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6 年，第 19 頁
肖瀟：《從<才物譜>征引文獻看漢文化對朝鮮的影響》，《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5（2），第 58-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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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木中蜜蜂，齧木孔以尾濡取食之，故名。俗號覃甫，成羣而行。’” 丁若鏞《物名攷》則謂：
“貉，蜜狗，一名
掃雪。”李德懋《盎葉記》：“李三灘承召有題蜜狗食橡實圖詩。或云：覃甫，卽啖父，獍也。蜘蛛害母，故俗名
拒母。
《述異記》：
‘獍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
《韻會》：
‘獍通作鏡。’
《前漢·郊祀志》註：
‘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破鏡，如貙而虎眼。’《爾雅·釋獸》：‘貙獌似貍。’註：‘今貙
虎也。大如狗，文如貍。’
《字林》曰：
‘貙似狸而大，一云似虎而五爪。’案諸説，則貉旣如貍，而獍如貙。貙又
①

如貍，則貉之爲獍。或信然歟。” 李德懋孫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則解釋更爲詳細：
“《龍飛御天歌》：
‘我
太祖嘗於盛暑，坐川邊，傍近大藪。有一蜜狗走出，急取樸頭，射之而踣，於是相繼而出。凡二十發，皆斃之。’
似狐而小，善尋空木中蜂密，齧木孔以尾濡取之食，故名蜜狗，俗呼覃甫。李三灘承召有《題蜜狗食橡實圖詩》。
或云覃甫卽啖父，獍也。……今有一種黑毛皮，自燕來者，名唐覃甫皮，卽貉皮也。擧世棄貂鼠，取此作護項，
甚翔貴。愚按揚子《方言》，貔，貍别名，北燕、朝鮮之間謂之𧳏，音丕。貉旣如狸，則安知非以貉爲𧳏。貉俗
呼淡甫，則甫與𧳏，音相近故也。或曰：此我東黃鼠皮，卽俗黃獷皮，入燕中染皀爲黑色，稱以唐覃甫皮云。”

②

此即丁若鏞《物名攷》之以貉爲蜜狗，而《字類注釋》之以蜜狗爲獍也。可見在此方面，朝鮮辭書採取了本國學
者之意見。然而從李圭景説中可見，因爲朝鮮時人呼蜜狗爲“覃甫”，而“或云覃甫卽啖父”。則“覃甫”與“啖
③

父”音近聲轉，以“覃”讀作潭故也。如《康熙字典》：
“《廣韻》徒含切，
《集韻》
《韻會》徒南切，並音潭。” 而
與“啖”字相較其聲旁紐，其韻同，則“覃甫”聲轉爲“啖父”，與“獍”之食父這一特征相比附。謂“獍”即
“啖父”、“覃甫”，“覃甫”爲蜜狗焉。而“覃甫”又與“淡甫”聲近，“淡甫”爲朝鮮呼貉之俗名。即謂蜜狗即
貉之類。二李雖辨别甚詳，所據者乃本國俗呼，因聲求實。然“獍”見中國文獻，中國之稱呼未有“覃甫”與“啖
父”者，更不可以後世朝鮮之俗名而證中國上古之舊稱也。謂蜜狗者，可系於貉條下，不必以此附會“獍”也。
《爾雅》諸書所言，皆與貙虎並言，則亦猛獸之類。神話傳説，理應理性對待，牽強附會，考辨之大忌。今以“獍”
爲神話傳説中之猛獸，而名“蜜狗”、“覃甫”爲朝鮮俗稱，不可混淆。
根據二李所述其生物性狀，可知“蜜狗”即“獷”，實際上是今之“黃喉貂”。李海霞謂：
“青鼬，别名黃腰、
蜜狗、黃猺、㹼、㺉、𪕷、黃喉貂、青猺。食肉目，鼬科。學名 Martes flavigula，最大的貂類，大如家貓而
較細長，尾長。性非常兇猛，我國普遍分佈。……《中國經濟動物志·獸類》：
‘青鼬，别名蜜狗、黃猺、黃喉貂。’……
④

青鼬最喜歡吃蜂蜜，頭部似狗。蜜狗，今俗名。《長白山西南坡野生經濟動物志》訛作密狗。” 可見中國古代文
獻並未記載該名，現代文獻所録本自俚俗之稱呼，而在古代韓國則早已有之。然而如李圭景說，以貉子爲蜜狗，
而兼存的“或曰”爲黃獷皮，即黃喉貂。何以獍有貂鼠和貉子兩種對應動物？從《字類注釋》與其他文獻征引情
況來看，謂朝鮮人稱獍爲“담뷔”，其中“뷔”讀音與漢字“丕”同，即所引《方言》“貔，貍别名，北燕、朝鮮
之間謂之𧳏”，李圭景認作貂鼠。其他學者認爲是貉子，恐怕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朝鮮稱貉子爲“담부”，
與“담뷔”相較，則區別在“뷔”“부”之有無“丨”音。“뷔”與漢字“丕”讀音同，“부”則與漢字“甫”讀
音同。 “擧世棄貂鼠”而取貉皮，可以看做是捨“뷔”而存“부”，讀作“淡甫”
“覃甫”，最主要的是與“啖父”
讀音相同。而中國古文獻記載的“啖父”之獸，非獍莫屬。其二，“貉子”在中國文化中，一直具有貶義色彩。
《世說新語·惑溺》：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季爲貉子，秀大不
平，遂不復入。”
《北史·王羆傳》：
“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古代韓國文獻之貉子，除了所指衣裘原料，也
（朝鮮）李德懋：《盎葉記》，《青莊館全書》卷五十五，筆寫本，首爾大學奎章閣藏（1809）李畹秀校訂本，第 29 頁
（朝鮮）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
http://db.itkc.or.kr/dir/item?itemId=GO#/dir/node?dataId=ITKC_GO_1301A_0210_020_0390&solrQ=query%E2%80%A0%E6%AD%A4%E6%8
8%91%E6%9D%B1%E9%BB%83%E9%BC%A0%E7%9A%AE$solr_sortField%E2%80%A0%EA%B7%B8%EB%A3%B9%EC%A0%95%EB
%A0%AC_s%20%EC%9E%90%EB%A3%8CID_s$solr_sortOrder%E2%80%A0$solr_secId%E2%80%A0GO_AA$solr_toalCount%E2%80%A0
1$solr_curPos%E2%80%A00$solr_solrId%E2%80%A0BD_ITKC_GO_1301A_0210_020_0390
③
（清）張玉書：《康熙字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第 1105 頁
④
李海霞：《漢語動物命名考釋》，成都：巴蜀書社，2005 年，第 64-66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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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褒義。《孟子》：“子之道，貉道也。節貉二十而取一，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
者，大桀小桀也”丁若鏞引之爲說。獍與貉皆用於貶斥語境，所以較之貂鼠，貉子更能引起聯想。所以，李圭景
轉引的“或曰”反而是真正的蜜狗，而以貉子爲蜜狗，則源於捨“뷔”而存“부”，而且與獍相提並論的話，貉
子較之貂鼠更有貶義色彩。這是中國名物訓詁以及歷史文化對韓半島的綜合影響之表現。

2. 孑孓

《才物譜》：了了，音厥，井中小赤蟲。蛣蟩、沙蟲、蜎、蠉、倒跂蟲，别名。𧍲𧐗，色赤。沙蝨、
蓬活、地牌，别名。
《廣才物譜》：孑孑，在水中，色赤而小如蟣蝨，入人皮中殺人。挑沙、刮沙、攪腸沙。𧍲𧐗，水中
毒蟲，小如蟣，赤色，亦沙蝨之類，即毒蛇鱗甲中蟲。蛇被苦，每入水中碾出，人中其毒必死。孑孑，井
中小赤蟲也。蛣蟩。孑孓蟲，蛟産子於水中爲孑孓蟲，仍化爲蚊。
《字類注釋》
：蠉 쟝귀약이 현。井中小赤蟲，又名蜎。又蟩。又孑孑，化蚊。蟩 쟝귀약이 궐。井
中小赤蟲。虷 쟝귀약이 간。井中赤蟲。
案，
“孑孓”於《才物譜》
《廣才物譜》等書之訛字，前文已辨。惟其别名存録，尚有商榷之處。《才
物譜》既謂“沙蟲”爲孑孓之别名，又將“𧍲𧐗”、“沙蝨”附“孑孓”條下爲其同屬别種。《廣才物譜》
則有詞條“孑孓”者三處，其一者謂色赤而小如蟣虱，即與《才物譜》描述之𧍲𧐗相似；其二者即蛣蟩；
其三者即蛟龍所産子，但仍化爲蚊。實際上第二與第三者應是一物，即蚊子幼蟲，所别在産地不同，説者
謂蛟龍所産，則想像之涵義，不必瑣言。前揭《才物譜》之書多襲《本草綱目》，然李時珍以“𧍲𧐗”與
“蛣蟩”爲二物，了了無混淆。又揭“孑孓”有短小之意，而沙蝨、𧍲𧐗、蛣蟩共同特徵是色赤、小如蝨
蟣，這可能是朝鮮人不辨細節，因襲前説，以致訛誤。
①
“蛣蟩”與“孑孓”音同，字形相異。
《爾雅·釋蟲》：
“蜎，蠉。
”郭璞注：
“井中小蛣蟩，赤蟲。
” 《廣
雅》
：
“孑孓，蜎也。
”王念孫疏證：
“
《廣雅》云：
‘一名孑孓。’
《釋文》
：
‘孑，紀列反。孓，九月反。各本
孓訛作孑，今訂正。
’
《説文》
：
‘肙，小蟲也。’肙與蜎同。
《莊子·秋水篇》：
‘還虷蟹與蝌蚪。’
《釋文》有
云：
‘虷，井中赤蟲也，一名蜎。
’
《淮南·説林訓》：
‘孑孓爲蟁。
’高誘注云：
‘孑孓，結蟨，水上倒跂蟲。’
《眾經音義》卷三引《通俗文》云：
‘蜎化爲蚊。’案，倒跂蟲，今止水中多生之。其形首大而尾銳，行則
掉尾至首，左右回環，止則尾浮水面，首反在下，故謂之到跂蟲。
《爾雅翼》云：
‘俗名釘到蟲，即到跂之
義。釘到之言顛倒也。今揚州人謂之翻跟頭蟲。將爲蚊，則尾端生四足，蛻於水面而蚊出焉。’
《考工記·廬
人》
：
‘刺兵欲無蜎。
’鄭注云：
‘蜎，掉也，謂若井中蟲蜎之蜎。蜎蟲屈曲搖掉而行，故舉以相況。’與蜎
②
之言冤曲也，蠉之言迴旋也。蛣蟩之言詰屈也，皆象其狀。孑孓，猶蛣蟩耳。
” 王氏言之極詳。
《才物譜》所見之“沙虱”
，與“蓬活”
、
“地脾”皆爲“𧍲𧐗”之别名，見《本草綱目》。
《廣才物譜》
謂是水蟲，亦“𧍲𧐗”之類。今人李海霞先生已辨“𧍲𧐗”命名來源，不讚成王念孫之説。則李時珍之説

①
②

（宋）邢昺：《爾雅註疏》，《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第 2640 頁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卷十下，北京：中國書店，1986 年，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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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從，但並未有辨。
“𧍲𧐗”見元戴侗《六書故·動物四》：“𧍲，《博雅》曰：‘𧍲𧐗，沙虱也。沙中有
①
蟲，旋沙爲阱以伺物。有墮其中輒取食之。俗亦謂之橐作，以其背若橐駝也。
’” 如李海霞説：
“𧍲𧐗，猶
②

便旋、迴旋。蟻獅旋沙製造‘漏斗’
（它並不在漏斗裡跑，而是在底部將沙飛旋出來。本人養過此蟲）。
”
較之王念孫更確。則“沙虱”亦“𧍲𧐗”即今“蟻獅”之别名，然其得名是因爲其生沙中，大小如蝨子。
蟻獅與孑孓雖皆爲昆蟲，然迥然二物。
沙虱之名，始見晉葛洪之《抱朴子·登涉》
：
“又有沙虱，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
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裡，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
③
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
” 《太平廣記》卷四七八引前蜀杜光庭《録異記·沙虱》：“潭、袁、
處、吉等州有沙虱，即毒蛇鱗中虱也。細不可見。夏月，蛇爲虱所苦，倒掛身於江灘急流處，水刷其虱；
④
或臥沙中，碾虱入沙。行人中之，所咬處如針孔粟粒。四面有五色文，即其毒也。
” 又李時珍《本草綱目》
⑤
謂：
“按郭義恭《廣志》云：沙虱在水中，色赤，大不過蟣，入人皮中殺人。” 可見李時珍之説出宋郭義
恭《廣志》
，與晉葛洪及前蜀杜光庭所説者應同。然而不論古今，則孑孓未見如人毛髮殺人者。又《本草
綱目》又有“沙虱”爲石蠶之别名，引陶弘景説：“沙虱乃東間水中細蟲。人入水浴，著身略不可見，痛
⑥
如針刺，挑亦得之。今此或名同而物異耳。
” 則陶弘景以沙虱即是葛洪之描述者，而名同而物異折，或爲
石蠶。明顯亦非孑孓，更非蟻獅。根據葛洪與杜光庭之描述，其生物特徵與今恙蟎蟲相似。《辭海》：“亦
稱“恙蟲”
，古稱“砂虱”
。蛛形綱，蜱蟎亞綱，真蟎目，恙蟎科。幼蟎體呈橢圓形，紅色至黃色，有足三
對。必須在人或鼠等動物身上寄生，然後落入泥土裡，變成有足四對的若蟎，再變爲成蟎。成蟎體長約五
⑦
毫米，橙紅色，密被剛毛。幼蟎寄生時刺吸體液，傳染立克次體，引起恙蟲病。
” 則以沙虱爲今之恙蟎蟲，
是合理的。
“𧍲𧐗”與“孑孓”所以訛混者，應當是二者之名皆有迴旋之義。如前舉王念孫説“蠉之言迴旋也”，
而蠉（孑孓）
、𧍲𧐗（蟻獅）亦有迴旋之義，又因爲恙螨蟲（沙虱）水陸中皆有之，則以此而混淆相併，
故《才物譜》以沙蟲爲孑孓之别名也。今訂孑孓者爲蚊子幼蟲，古又有蛣蟩、蜎、蠉、倒跂蟲、釘到蟲等
别名；沙虱有二，其一者即𧍲𧐗，即今之蟻獅，其二者即石蠶，亦即今之恙蟎蟲。李時珍未有區别，而朝
鮮辭書更將三者相與訛混，致使名實不明。

3. 鼴鼠

《才物譜》
：鼹鼠，狀如鼠而無尾，尖鼻甚強，常穿地中行두더쥐。田鼠、鼢鼠、隱鼠、犂鼠，别名。
《廣才物譜》
：鼴鼠，口銳蒼色，其頭腳似鼠，大如水牛，肉重千斤。毛落田間，悉成小鼠，苗稼盡
耗。鼳鼠、隱鼠、偃鼠、小驢、偃牛、鼠母、鼰。似鼠而馬蹄，長鬚，即鼴鼠也。鼹鼠，두더쥐。似鼠而
腳短，目小，陰穿地中而行，見日光則死，鴽及櫛魚所化也。田鼠、鼢鼠、隱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元）戴侗：《六書故》，《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365 頁
李海霞：《漢語動物命名考釋》，成都：巴蜀書社，2005 年，第 588 頁
（晉）葛洪著，王明整理：《抱朴子内篇校釋》，《新編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306 頁
（宋）李昉：《太平廣記》，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5 年，第 4288 頁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 年，第 2366 頁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 年，第 2257 頁
辭海編委會：《辭海（音序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 年，第 24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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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類注釋》：鼴 언셔 언，大鼠，形大如牛，好偃河飲水，又曰一作鼢，似鼠而小。無尾，黑色。
鼢，두더

분。地行鼠，伯勞㪽化，犁鼠。蚡仝。

案，據上所見，則言“鼴鼠”
、
“鼹鼠”顯然二物，以“鼴鼠”大如水牛，而“鼹鼠”穿行地中者。諸
書雖欲辨而未力，雖欲别而混淆。如二者皆以“隱鼠”、“鼢鼠”爲别名。鄭允容則折中二説，以“又曰”
①
言之。則二物之别，更不能詳矣。
《説文》：
“鼢，地行鼠，伯勞所化也。一曰偃鼠。从鼠分聲。” 則以鼢
②
鼠爲二物。一者是地行鼠，一者爲偃鼠。而《正字通》謂“鼴”同“鼹”字。 《康熙字典》引《説文》：
③
“一曰鼴鼠。
” 則改“偃”爲“鼴”
，皆不當如此。
《康熙字典》謂：
“鼹，
《本草》：
‘一名田鼠，一名鼢鼠，
④
一名隱鼠。
’李時珍曰：
‘田鼠，偃行地中，能壅成坌，故得諸名。’
” 同書：
“鼴，
《廣韻》
《韻會》
《正韻》
於幰切，
《集韻》隱幰切，並音偃。
《玉篇》：‘大鼠也。’《廣韻》：‘似鼠，形大如牛，好偃河而飲水。’又
《正韻》
：
‘鼠名，一曰鼢。
’
《正字通》
：
‘鼴，似鼠耳小，無尾黑色長鼻，一名鼢，以其常偃狀，名鼴。以
其陰穿地中而行，名隱鼠。以其地地若耕，名犁鼠。
’”則中古時期字書尚未以鼴鼠與鼢鼠等同。
《莊子·逍
遙遊》云：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即作“偃鼠”。郭慶藩集釋義：
“疏：偃鼠，形大小如牛，赤黑色，獐
⑤
腳，腳有三甲，耳似象耳，尾端白，好入河飲水。” 《説文》有“偃鼠”而無“鼴”字，《玉篇》及《篆
隸萬象名義》等字書則收之，則“鼴”字很有可能是將本字之形旁以鼠部替換而成。而疏《莊子》者，其
説與《廣韻》同。
《廣才物譜》之言“鼴鼠”
，有鼳鼠、隱鼠、偃鼠、小驢、偃牛、鼠母之别名。則隱鼠爲
鼢鼠，鼳鼠、小驢、偃牛、鼠母皆偃鼠之别名也。“鼳鼠”出《爾雅·釋獸》：“鼳，鼠身長須而賊，秦人
謂之小驢。
”郭璞注：
“鼳，似鼠而馬蹄，一歲千斤，爲物殘賊。”清阮元《十三經註疏》校勘記：
“唐石经
⑥
单疏本同。雪牎本‘鼳’作‘鼰’
，注疏本作‘鼰’
，皆讹。” 又：
“鼳，今江東山中有鼳鼠，狀如鼠而大，
⑦
蒼色，在樹木上。
”郭璞注：“鼳鼠，鼠屬。
” 其字本應作“狊”，見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狊，鼠身長
⑧
須而賊。
” 若郭璞謂“似鼠而馬蹄，一歲千斤”，雖未免有涉荒誕，然或當是“大如水牛，肉重千斤”的
⑨
“鼴鼠”
。又《廣韻》
：
“狊，
《説文》云：
‘犬視皃。’亦獸名，猨屬，厚脣而碧色。” 《爾雅·釋獸》有二，
其一“鼠身長須而賊”
，其二“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謂之“鼠身”、“狀如鼠”，皆未明言爲鼠
類。言其重千斤，當是誇大之詞，而本身體重也應不輕。《廣韻》所見，謂是猨類，即今之靈長類，又似
與鼠類相去更遠。疑其或爲今旱獺之類。至於究屬何物，尚需詳考。而至此則知其顯然與鼢鼠判然二物。
鼢鼠之别名鼴鼠，以其穿行地中。而“偃鼠”即與“鼳鼠”相似，則是因其偃河飲水之物性而得名。另外，
兩《才物譜》以“田鼠”爲别名系於鼴鼠下。實際上並不矛盾。鼢鼠不僅是今之鼴鼠，更是田鼠之别名。
李時珍將田鼠、隱鼠混爲一談。則兩《才物譜》亦因之。據李海霞先生之辨，
“鼹鼠”有兩種，其一爲“嚙
齒目倉鼠科，體肥壯，穴居，一般不出洞，洞内分臥室和糧倉，吃植物的地下部分”；其一爲“食蟲目鼹
⑩
鼠科，似鼠耳矮胖，眼小若無，掌外翻，善掘土，將掘出的土堆在地表，捕食昆蟲”。 二者皆有“鼢鼠”
之名，因其皆潛行地中，將掘出之土堆積地表，故名。朝鮮諸書惟《廣才物譜》辨别甚詳，且以“鼴鼠”
爲“鼢鼠”
，
“鼹鼠”爲似鼠而目小者，正與李海霞説近似，諸書應據此而改。但群書皆沿李時珍之誤，將
“鼳鼠”與“鼴鼠”等同，不可不正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漢）許慎：《説文解字》，《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332 頁
（明）張自烈：《正字通》亥集下，木刻本，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康熙二十四年（1685）秀水吳源起清畏堂刻本，第 49a 頁
（清）張玉書：《康熙字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第 1530 頁
（清）張玉書：《康熙字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第 1532 頁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新編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第 25 頁
（宋）邢昺：《爾雅註疏》，《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第 2657 頁
（宋）邢昺：《爾雅註疏》，《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第 2652 頁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436 頁
（宋）陳彭年、余迺永新校註：《新校互註宋本廣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年，第 523 頁
李海霞：《漢語動物命名考釋》，成都：巴蜀書社，2005 年，第 3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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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䴎鼠

《才物譜》：狀似蝙蝠，大如鳶，毛紫色，暗夜行飛；鼺鼠，鼯鼠，耳鼠，夷田，飛生鳥，
鴺，别名；五枝，鼯有五枝而窮。
《廣才物譜》：䴎鼠，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四足紫赤色，背蒼色，腹黃色，聲如人呼，
食火煙，喜夜鳴，鼺鼠、耳鼠、夷由、鴺鼠、鼯鼠、飛生鳥、五技鼠。
《字類注釋》：鼯 다

오，五技鼠，鼯鼠，飛生，又夷由，狀如小狐，似蝙蝠，脚短，

爪長，尾二尺。𤢹 비뢰 뢰，鸓仝，飛𤢹，肉翅連尾，似蝙蝠，大如鴟鵝，名𤢹鼠，又鼯鼠。
案，此處之言鼺鼠、耳鼠、夷由、鴺鼠、飛生鳥、五技鼠，皆鼯鼠之别名。然兩《才物
譜》及《字類注釋》别録“鶡鴠”之名。所見大致如下。
《才物譜》： “鶡鴠，似小雉，四足，
有肉翅。夏生五色毛，鳴曰：鳳凰不如我。冬毛落如鳥雛，鳴曰：得且夜過。夜鳴求朝，常
倒縣樹上，不能遠飛。寒號蟲、獨舂、盍朝、城朝、倒縣，别名。五靈脂，屎名。”《廣才物
譜》：“寒號蟲，此乃候時之鳥也。狀如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采五色，自鳴曰鳳凰不如
我。至冬毛落如鳥雛，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夜鳴求旦，常倒懸樹上，不能遠飛。盍旦、曷
旦、䳚鴠、侃旦、渴旦、城鴠、倒縣、鶡鴠、獨舂。屎名五靈脂。”
《字類注釋》：
“䳚，䳚鴠，
似雞，夜鳴求朝之鳥，晝夜常鳴。鴠，䳚鴠。又鶡鴠。”據以上所述“鶡鴠”之性狀，“狀如
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采五色”，又“常倒縣樹上，不能遠飛”。則與“䴎鼠”條“狀如
小狐，似蝙蝠肉翅，四足紫赤色”相合。凡鳥類者，皆有羽翼，雖不能飛如今之鴕鳥、几維
鳥等物亦然。謂肉翅者，翼膜之類，蝙蝠有之。别名倒懸，言其生活習性“常倒縣樹上”。名
盍旦、曷旦、䳚鴠、侃旦、渴旦、城鴠則是言其“夜鳴求朝”，言獨舂、盍朝、城朝、寒號亦
然，皆是一聲之轉。揚雄《方言》卷八：
“䳚鴠，周、魏、齊、宋、楚之間謂之定甲，或謂之
獨舂。自關而東謂之城旦，或謂之倒懸。”郭璞注：“倒懸，好自懸於樹也。”①《逸周書·時
則訓》：
“大雪之日，鴠鳥不鳴。”孔晁注：
“鴠鳥，鶡鴠也，或作鳱鴠。
《禮記·坊記》作盍旦，
夜鳴求旦之鳥也。”②《本草綱目》謂《開寶本草》始著録“鶡鴠”之名，别立“䴎鼠”與“寒
號蟲”兩條，謂各爲物。並謂：“弘景曰：此鼠即鼯鼠（飛生鳥）也。狀如蝙蝠，大如鴟鳶，
毛紫色暗，夜行飛生。……時珍曰：案郭氏注《爾雅》云，鼯鼠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四足。
翅、尾、項、脅毛皆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色，喙、頷雜白色。腳短爪長，尾長三尺
許。飛而乳子，子即隨母後。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性喜夜鳴。”
③
鼯鼠之别名夷由、飛生，見《爾雅·釋鳥》：“鼯鼠，夷由。”郭璞注：“狀如小狐，似蝙蝠，
肉翅。……亦謂之飛生。”④《廣韻》：
“鴺𪀕，一名飛生。”⑤《經典釋文》
：
“由字或作𩿬。”⑥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漢）揚雄著，周祖謨整理：《方言校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年，第 52 頁
黃懷信：《<逸周書>彚校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652 頁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7 年，第 2641 頁
（宋）邢昺：《爾雅註疏》，《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第 2649 頁
（宋）陳彭年、余迺永新校註：《新校互註宋本廣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年，第 51 頁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4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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䴎鼠者，如諸字書可見，亦作“𤢹”、“鼺”。司馬相如《上林賦》：“蜼玃飛

。”李善注引張

揖《廣雅》曰：
“蠝，鼯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①《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引
《上林賦》則作“飛鸓”。李海霞謂，“鼺，猶累、縲、藟，延長義。鼯鼠尾很長，如大鼯鼠
尾長超過身長”。②而物名寒號蟲，如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十五云：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
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當盛夏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
‘鳳凰不如我’。比至深
③
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彀雛,遂自鳴曰‘得過且過’。” 又《本草綱目》：“禹錫曰：寒
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遠飛。頌曰：今惟河東州郡有之。五靈脂色黑如鐵，采無時。時珍曰：
曷旦乃候時之鳥也，五台諸山甚多。其狀如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采五色，自鳴若曰：
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如鳥雛，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④謂“鳳凰不如我”、“得過且過”，
正如爲杜鵑之擬“阿公阿婆，割麥插禾”，爲鷓鴣之擬“行不得也哥哥”，皆擬其鳴聲，作禽
言也。前見李時珍引郭璞注《爾雅》，謂之“性喜夜鳴”，正與“鶡鴠”相合。
“鶡鴠”亦作“曷
旦”，乃夜鳴求旦之義。則䴎鼠、飛生自是鼯鼠，而鶡鴠、倒懸，實際非鳥，亦是鼠類鼯鼠之
别名。所以名不同者，是其命名理據角度有異耳。實際上可以將二者並爲一條，將 “鶡鴠”
系於“䴎鼠”條，或别立“鼯鼠”條而置其下。因爲據李海霞先生説：
“鼯鼠，嚙齒目，鼯鼠
⑤
科動物的通稱。……雲南産大鼯鼠等多種鼯鼠。” 則鶡鴠爲古時北方所呼。而“寒號蟲”見
於山西五台等地，亦其中之一類也。

5. 結語
辭書作爲工具書，爲使用者提供檢索之便利，源於其廣泛且系統的收集歷時、共時知識，
反映一個時代的知識體系內容以及對以往知識的總結情況。作爲名物類辭書的代表，
《才物譜》
以一多半的篇幅比例收列漢源漢字詞，並且承襲中國文獻，特別在動植物類名物而言與《本
草綱目》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其表現即收詞內容、順序以及描述、解釋名物詞的詞句與《本
草綱目》多有雷同，這就反映出中國博物知識、名物訓詁傳播到古代韓國以後的接受情況。
就上文舉例可見，大致有幾種表現。其一，本爲一物，分列兩名，如鶡鴠與䴎鼠應合二為一。
其二，雜糅訛混物名，如沙虱與孑孓、石蠶訛混，鼳鼠與鼴鼠等同。此二者皆是沿襲中國文
獻固有面貌。其三，保持本國特色，與中國文獻所載不同，如以獍爲蜜狗。這是在接受過程
中有意識的添加本國的文化特色，既具有明顯的中華名物訓詁特征，又有獨特的本民族特色，
各爲韓國古代名物訓詁的有機組成部分，應該予以注意。當然中韓古代名物文化交流，並非
只此一端，拙作以動植物名詞爲個案，觀察其表現，概括其特點，爲拋磚引玉計，謹述大略，
求教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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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潤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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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後期《神創圖》初探

李海潤1

1.緒論
《神創圖》是關於漢字楷書字形的筆畫、筆法、結構的一部朝鮮後期的文獻，其
作者未詳。文章闡述的漢字結構法相當多並詳細。此書為前延世大學國文系洪允杓教
授所藏本，目前捐贈於韓國國立韓古爾博物館。按洪教授《神創圖》應是十九世紀末
二十世紀初的文獻。朝鮮的漢字學文獻中，除了字書、辭書等之外，這種專門提到漢
字筆法、結構説明的書很少見。此書應當有助於我們瞭解當時朝鮮文人對漢字書寫結
構上的認識以及理解，應有助於漢字學、國語學、書法學方面的研究。

2.《神創圖》的編排體例
《神創圖》共一冊，其編排方式整體上可以分爲三個部分。前部分是關於永字八
法的説明，中間部分列有關於九十四種漢字結構法的説明，是《神創圖》的主要内容。
後部分提到從永字八法派生的七十二種筆畫。

<圖1>“永字八法”(《神創圖》01a)
首先，《神創圖》的前部分提到了“永字八法”，則“側，勒，弩，趯，策，掠，
啄，磔”。“磔”字下有“開也，裂也”說解。並對“永字八法”做了簡略的説明。
如：
“一側易曰(缺)2，二勒易曰(缺)，三弩易曰(缺)，四趯易曰下勾，五策易曰左挑，

1

韓國 檀國大學 漢文教育研究所 專任研究員。

2

文本中應該有内容，但看不見字跡的部分用“缺”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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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掠易曰左撇，七啄易曰右拂，八磔易曰右捺。”
“崔瑗授鍾繇永字八法：側蹲鴟而墜石，勒緩縱以蔵機，弩弯環而勢曲，趯峻快
以如錐，策依俙而似勒，掠彷彿以冝肥，啄騰峻而速進。”
上面提到說“趯”就是“下勾”，“策”是“左挑”，“掠”是“左撇”等。作
者簡單地説明了永字八法的筆畫，並對永字八法的運筆方式進行了説明。
其次，作者提到九十四種漢字結構法，這是此書的主要内容。九十四種漢字結構
法的名稱依次為：
“單，體同音異，音同體異，小，向，背，孤，短，實，虛，大，正，重，倂，
長，積，偏，圓，歪，減捺，綽勾，漫勾，堆，瘦，缺頭，少脚，減勾，上下占，中
間占，均平，肥，下占地步，左占地步，右占地步，左右占，下寬，搭勾，俯仰勾，
上占地步，懸針，疎排，縝密，上寬，屈勾，勾裹，勾努，中竪，排点，緊勾，硬勾，
伸勾，四角，勻畫，錯綜，攢点，讓直，托左，托右，兩肩，右垂，上平，下平，讓
橫，露尾，趂下，蓋下，左垂，聯撇，散水，聚水，蔵頭，橫腕，橫撆，從撇，重撇，
接下，伸頭，屈脚，從腕，從勒，均勻，偏向，承上，二段，橫波，從波，橫勒，讓
右，三勻，分疆，三停，天覆，地載，讓左。”
這些結構法都是關於楷書漢字字形的結體方法，作者詳細地説明該如何掌握這些
漢字的書寫規律。我們舉第一個結構法“單”的例子來看其體例，如：

<圖2>《神創圖》02a
文本中先列出了①“單”的名稱，接著②列出屬於“單”結構法的四個例子如
“日，月，乍，片”，③部分是關於此結構形式的説明，如“單者，形單偏重於俊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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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長”,説明比較單純的字形結構應該寫得不要偏重、寫得清長一些。④部分是針對四
個例子的構成筆畫之一及其名稱説明。如“日”字右邊以“ (曲尺)”表示“日”字
的第二筆畫，“月”字旁邊以“ (新月)”表示“月”字的第一筆畫，“乍”字以
“丶(苽種)”表示第五筆畫等。同樣地，旁邊的第二個結構法“體同音異”部分也是
先列出四個字形之後，“體雖同而点畫毫釐变用”來説明該其字形書寫該注意的部分，
並列出參構四個字形的筆畫。因此，在上面先依次標記結構法的名稱，然後其下面列
出屬於此結構法的四個例子字形、説明結構方式、展示其構成的筆畫和名稱就是《神
創圖》結構法的説明體例。以下九十四種結構法都是以這樣的形式來闡述的。
最後，《神創圖》的後部分列有“七十二例法”，這是關於構成漢字的筆畫或偏
旁的説明，作者也説明為“七十二筆勢法”。如我們在上面提到的“ (曲尺)”，“
(月新)”，“丶(苽種)”等都是屬於“七十二例法”。仔細的内容將在後面再論述。

3.《神創圖》的内容
3.1 關於漢字結構法的内容
《神創圖》的主要内容為關於漢字字形結構法的説明，各個不同結構的漢字應該
如何掌握。如果我們把作者所列出的九十四種漢字結構法做分類，大概可以分爲以下
幾種類型：主要論述漢字上下結構、左右結構、上中下結構、左中右結構，並書寫時
應當注意匀稱的有如“上下占，中間占，托左，托右，下占地步，左占地步，右占地
步，左右占，上占地步”，説明橫畫書寫方式的如“讓橫，橫波，橫勒”，説明竪畫
的長短書寫方式的如“懸針，中竪，右垂”，關於勾畫的多種書寫方式的如“綽勾，
漫勾，減勾，搭勾，俯仰勾，緊勾，硬勾，伸勾，屈勾，勾裹，勾努，屈脚，從腕”，
説明撇畫、重撇畫、捺畫的處理方式的如“疎排，聯撇，橫撆，從撇，重撇，減捺”
等，説明由重叠偏旁構成的字形書寫方式的如“重，倂，積，堆”等，注意整個字形
結構上的間隔或大小調節的如“均平，肥，下寬，勻畫”，關於點的説明如“排点，
攢点”，有關三點水的書寫説明如“散水，聚水”，字形外在的體勢上該注意的部分
説明如“單，小，向，背，偏，圓，歪”等，關於同形異音字、同音異形字的説明如
“體同音異，音同體異”。
如果我們看結構法的説解的内容，它具有相當簡略、易懂又明確的特點。我們來
看幾個例子，如：
孤：一、二、孑、十。孤者，畫孤而莫患於輕浮枯瘦。(03b)
正：主、中、正、貫。正者，已正而其必無使餘偏。(05a)
左占地步：亂、數、歛、劉。左占者，宜左大而右小。(10a)
勾裹：句、勺、勾、勻。勾裹，腹内點畫務要裹而不露。(13a)
四角：國、圖、䦨、圈。四角者，總體皆有法程。(15a)
右垂：升、卿、拜、弁。右垂者，左邊宜乎用短。(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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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面，説解的内容比較簡略、易懂。同時，作者明確説明了掌握這些字形結
構的重點及注意事項。
另一方面，文本中第三個結構法“音同體異”的後面有這樣的一段話：
“百例有韻成歌，下註釋義成對，上額二字題目使觀者易知。字有天覆地載，讓
左讓右，肥瘦方圓，長短斜橫之理也。亦使攻書者，不失其結構之道哉。”
上面提到說“百例有韻成歌”，在《神創圖》的後面也寫著“重刻書法百例歌”。
因此，作者或許試圖把這九十四種漢字結構法編成“書法百例歌”。

3.2 關於“七十二例法”的内容
《神創圖》後部分是關於“七十二例法”的内容。文本中大寫著“七十二例法”
之後列出了筆畫及筆畫名稱。如：
1) (恠石)， (龍爪)， (梅核)， (杏仁)， (鉄鈴)， (龜頭)， (羊角)，
(垂珠)， (懸珠)， (羣鵲)， (菱米)， (鷄頭)， (苽種)， (蟹脚)， (寶
蓋)。一側化十五法終。
2)二(玉案)， (鉄城)，

(石楯)，衤(舞鶴)，

阜)，卩(音節)，⻏(音邑)，

(駝頭)， (折釘)， (辵之)，阝(音

(犁梁)。 二勒化十一法終。

3) (鉄柱)， (象笏)， (垂針)， (馬樁)，

(鳥雛)， (曲尺)，三弩化六法終。

4)(缺)
5)(缺)
6)(前面缺5個),亻(立人)， (飛帶)， (直撇)
7)

(掠拂)，

(鳥啄)，

(蛇頭)，六掠化九法終。

(鬪鶉)， (木人)，

(雙竹)， (蟠龍)，

(戱螮)，

七啄化七法終。
8) (金刀)

(鳴鴨)

(漫遊魚)

(遊魚三折腰)，八磔化四法終。

以上筆畫的名稱，像“ (恠石)， (龍爪)， (梅核)， (杏仁)”那樣，多半是
來源於具體事物的名稱，形容筆畫所像之物。同時，也有一部分偏旁是表示其讀音的，
如“阝(音阜)，卩(音節)，⻏(音邑)”。
我們看這些“七十二例法”的内容是由“永字八法”的每種筆畫派生的、變化出
來的筆畫。這裏面既有筆畫，也有偏旁如“衤、阝、卩、亻、 ”等，這些都是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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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書寫的基本筆形。每種筆畫的開頭都是以“永字八法”的筆畫開始。此書的作者
除了描寫漢字結構法之外，再説明這些基本筆形來幫助文人較好地掌握漢字書寫方法。
“七十二例法”當中“4)趯”，“5)策”的部分以及“6)掠”的前面五個字是缺
的。爲了仔細考察，我們在文本中對每樣結構法的四個例子右邊的筆畫進行了整理，
其結果在文本中出現的筆畫共有七十二個。按韓語字母順序排列如下：
1.鷄頭 2.苽種 3.曲勾 4.曲尺 5.怪石 6.鈎鎌 7.鈎金魚 8.羣鵲 9.龜頭 10.金
刀 11.金錐 12.緊勾 13.鵉翅 14.柳箕 15.菱米 16.犂梁 17.馬樁 18.漫勾 19.彎笋
20.漫遊魚 21.梅核 22.鳴鴨 23.木人 24.無勾爲直 25.黽頭 26.蟠龍 27.寶蓋 28.鳳
翅 29.浮鵝 30.飛鴈 31.獅口 32.蛇頭 33.散水 34.象笏 35.犀角 36.石楯 37.垂珠
38.垂針 39.新月 40.雙竹 41.羊角 42.玉勾 43.玉案 44.龍尾 45.龍爪 46.有勾爲曲
47.遊魚三折腰 48.音阜 49.音邑 50.音節 51.立人 52.綽勾 53.折釘 54.折針 55.鳥
雛 56.鳥啄 57.竹籜 58.辵之 59.鉄鈴 60.鉄城 61.鉄柱 62.疊鳥 63.斸勾 64.聚水
65.駝頭 66.鬪鶉 67.杏仁 68.懸戈 69.懸珠 70.懸針 71.虎牙 72.橫艾
整理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在“七十二例法”中出現，但文本中沒有提到的筆畫有
“蟹脚，舞鶴，飛帶，直撇，掠拂，戱螮”。因此，在《神創圖》中所提到漢字筆畫
或偏旁一共是78個。關於“七十二例法”下面還有這樣的一段話。
“右七十二筆勢法度，雖具結搆在人，若夫由象識心，則又不能以法度限也。然
猶恐學者不能變通，謹將變化七十二筆勢結搆成字圖式例後，以便觀覽。”
“撇捺點勾畫要熟，斜長曲短勢由人，世間凡事諸般字，不出七十二法尋。”
“變化七十二筆成字圖話說：將前點畫撇勾，俱依各勢精熟，要知点有圓匾之殊。
畫有短長之較，撇捺有左右之分，勾趯有緊漫之異。三点水有聚散之爲。橫竪畫有淸
濁之據。不然不詳筆勢之精微倉黃糊塗之了事。若刺楡伽籬破磚砌墉決有噬臍之悔，
將何及矣。嘆哉。”
“筆法移來結搆字。安排間架要相當…。”
作者爲了幫助學者掌握漢字的結構及書寫方法，列了七十二筆勢。正如作者提到
“世間凡事諸般字，不出七十二法尋”，只要掌握這些由永字八法派生的七十二筆勢
法，就能寫好漢字，應熟練這些漢字結構書寫的方法。

4.《神創圖》與《大字結構八十四法》的比較
我們在研究《神創圖》的過程中，查找關於漢字結構方面的歷代文獻，我們發現
中國的一些有關漢字結構的書籍有唐代歐陽詢的《結體三十六法》、明代李淳的《大
字結構八十四法》、淸代黃自元的《間架結構九十二法》，其中《神創圖》與明代李
淳的《大字結構八十四法》結構法名稱最相似。《神創圖》共有九十四種結構法，
《大字結構八十四法》則八十四種結構法。表格中在《神創圖》有，但在《大字結構
八十四法》中沒有的結構法就用“無”來表示。然後，内容一致但名稱稍微不同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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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這裏的編號指的是結構法在該書裏面的順序。如：
《神創圖》

《大字結構八十四法》

《神創圖》

《大字結構八十四法》

1

單

84

單

26

少脚

-

(無)

2

體同音異

-

(無)

27

減勾

30

減勾

3

音同體異

-

(無)

28

上下占

14

上下占地步*

4

小

80

小

29

中間占

15

中間占地步*

5

向

81

向

30

均平

34

均平

6

背

82

背

31

肥

65

肥

7

孤

83

孤

32

下占地步

10

下占地步

8

短

78

短

33

左占地步

11

左占地步

9

實

-

(無)

34

右占地步

12

右占地步

10

虛

-

(無)

35

左右占

13

左右占地步*

11

大

79

大

36

下寬

28

下寬

12

正

74

正

37

搭勾

45

搭勾

13

重

75

重

38

俯仰勾

16

俯仰勾趯*

14

倂

76

倂

39

上占地步

9

上占地步

15

長

77

長

40

懸針

23

懸針

16

積

70

積

41

疎排

21

疎排

17

偏

71

偏

42

縝密

22

縝密

18

圓

72

圓

43

上寬

27

上寬

19

歪

73

斜*

44

屈勾

54

屈勾

20

減捺

29

減捺

45

勾裹

50

勾裹

21

綽勾

52

綽勾

46

勾努

49

勾努

22

漫勾

-

(無)

47

中竪

24

中竪

23

堆

69

堆

48

排点

48

排点

24

瘦

66

瘦

49

緊勾

-

(無)

25

缺頭

-

(無)

50

硬勾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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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創圖》

《大字結構八十四法》

《神創圖》

《大字結構八十四法》

51

伸勾

53

伸勾

73

橫撆

62

橫撆

52

四角

17

四平角*

74

從撇

61

從撇

53

勻畫

19

勻畫

75

重撇

46

重撇

54

錯綜

20

錯綜

76

接下

-

(無)

55

攢点

47

攢点

77

伸頭

-

(無)

56

讓直

32

讓直

78

屈脚

39

屈脚

57

托左

-

(無)

79

從腕

59

從腕

58

托右

-

(無)

80

從勒

-

(無)

59

兩肩

18

開兩肩*

81

均勻

-

(無)

60

右垂

56

右垂

82

偏向

-

(無)

61

上平

25

上平

83

承上

40

承上

62

下平

26

下平

84

二段

7

二段

63

讓橫

31

讓橫

85

橫波

36

橫波

64

露尾

-

(無)

86

從波

35

從波

65

趂下

58

趂下

87

橫勒

33

橫勒

66

蓋下

57

蓋下

88

讓右

4

讓右

67

左垂

55

左垂

89

三勻

6

三勻

68

聯撇

63

聯撇

90

分疆

5

分疆

69

散水

64

散水

91

三停

8

三停

70

聚水

-

(無)

92

天覆

1

天覆

71

蔵頭

-

(無)

93

地載

2

地載

72

橫腕

60

橫腕

94

讓左

3

讓左

經過我們的調查，在《神創圖》中有，但在《大字結構八十四法》中沒有的一共
是十九個項目。因此，除了這十九個之外，《神創圖》的七十五種結構法與《大字結
構八十四法》大體上一致。
兩書的内容方面，其結構法的四個例子及内容有完全一致的，也有不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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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一些不完全一致的例子。如：
1)重：哥、昌、多、棗。重者，體長不必書大。(《神創圖》05a)
重：哥、昌、呂、圭。重者，下必要大。(《大字結構八十四法》75)
2)倂：竹、林、赫、蒜。倂者，兩伴不可太寬。(《神創圖》05b)
倂：竹、林、羽、弱。倂者，右必用寬。(《大字結構八十四法》76)
3)縝密：龜、繼、纏、醼。縝密，橫竪細細安詳。(《神創圖》12b)
縝密：繼、䌱、纏、䌵。縝密之畫用蹙不蹙則疏寬開散。(《大字結構八十四法》
22)
如上，兩者之間甚至存在不完全相同的説解，儘管書的内容大體上一致，但也明
顯存在不同的部分。

5.結論
以上，我們初步考察了《神創圖》一書，《神創圖》專門提到漢字的筆畫、筆畫
名稱、筆法、結構法的書寫規律，朝鮮後期的其材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價值。
首先，作者以圖表形式建立了一個綜合性的漢字結字法書籍。當然，作者沒有畫
表格的綫條，但其結構就是圖表形式。九十四種結構法以同樣的形式羅列。《神創圖》
從開頭的“永字八法”出發，再從這八種寫法派生出“七十二種筆畫或偏旁”，由此
筆畫或偏旁構成字形，並説明“九十四種漢字結體方法”來幫助學者掌握漢字筆法。
與以往的書籍不同的是，每種結構法的四個例子右側還列出其筆畫和名稱，這點相當
獨特。
其次，我們發現《神創圖》和明代李淳的《大字結構八十四法》有非常相似之處。
這些書籍或許在當時已很熟悉，我們也不能排除受影響的可能性。比較兩本書的過程
中我們發現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神創圖》的一些説解，有其獨特的見解，
這些部分我們可以再進行深入的研究。
此書之所以起名為《神創圖》或許就是作者想要以這種神妙的方式來研發出圖表，
以圖表形式顯現漢字的各種結構形式。使學者只要掌握這些結字方法，就能掌握好書
法。由於本人在書法方面的知識有限，研究的過程中有些不足之處，或遺漏的地方，
請專家多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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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笔画系统——首部汉俄词典试编》分析1

摘要：瓦西里耶夫作为 19 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汉学的代表人物，在组织教学
的过程中，开创了用笔画系统编写汉语词典的先河，一改部首检字法的弊端，使
检索更方便快捷，并且有利于识记汉字。这一系统在今天看来仍有深入研究的意
义。
关键字：瓦西里耶夫 汉字笔画系统

词典编纂

俄罗斯汉学发端于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传教团自 1715 年始，1956 年止，
共换届 20 次。使团中诞生了不少彪炳史册的汉学家：罗索欣2（И.К.Россохин，
1717-1761），比丘林3（Н.Я.Бичурин，1777 -1853），加缅斯基4（П.И.Каменский，
1765-1845），扎哈罗夫5（З.Ф.Леонтьевский，1799-1874），巴拉第6（П.И.Кафаров，
1817-1878）等等，还有本文的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1818-1900）
。如果说前
面几位汉学家无论生活轨迹还是学术成就，均与传教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瓦
西里耶夫则有不同，虽然是使团成员，但他更多的汉学活动是在大学展开的。他
的不懈努力与丰硕成果推动了俄罗斯汉学由教会转向大学，使俄罗斯汉学科学化、
学科化，从而获得了与欧洲汉学比肩的可能。
一．

瓦西里耶夫生平及活动

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西里，自称王书生），1818 年生

1

本文得到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育东北基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汉语教育国情调研计划研究课题资助

（课题名称：乌克兰本土汉语教学情况调研及孔子学院现状考察，课题编号：2019DBJDPX03）
。
2

第二届传教团随团学生。
第九届传教团团长。
4
第十届传教团团长。
5
第十届传教团随团学生。
6
第十二届传教团辅祭，第十三届传教团团长，被苏联汉学家В.М.Алексеев院士称为“俄罗斯和 19 世纪整
个欧洲最大的汉学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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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下诺夫格罗德，中学毕业后做过家庭教师，1834 年考入喀山大学语文系东方专
业学习蒙古语，1839 年毕业，成为俄国第一个蒙古学硕士。毕业时适逢喀山大学
建立汉语教研室，便加修了汉语。同年，喀山大学为开办藏学教研室7，派瓦西里
耶夫以派出硕士身份随第十二届传教士团（1840-1849）赶赴中国。1850 年，瓦西
里耶夫离开中国，回到喀山大学，任东方系汉满语教授兼教研室主任。1855 年喀
山大学东方系关闭，教员转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瓦西里耶夫继续任东方系汉
语教研室的主任、教授。1866 年当选为圣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86 年升为院
士，是俄国文学方面汉学家中第一个科学院院士8。
瓦西里耶夫培养了大批汉学和东方学人才，В.М.Алексеев院士称：俄国汉学
“这个学派有百分之九十的内容是由他创立的。”
（李明滨 2008）同时，从他的教
学活动来看，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建立起整个汉语教学体系，对俄罗斯汉学、苏联
汉学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二．

瓦西里耶夫的汉学著述及国内研究现状

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缘因素使俄罗斯早期汉学大大区别于欧洲汉学，非常重
视实用性，讲究“经世致用”。因此，俄罗斯汉学家普遍重视实地考察，重视中
文典籍，热衷于翻译、评介、研究中文典籍，涉及领域广泛，他们中的很多位都
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国通”。瓦西里耶夫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主张“全
面观察”的汉学研究方法，因此，他不仅通晓汉、满、蒙、藏语，还懂得梵文，
他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除佛教外，在中国的历史、地理、语言学、历史、文学
等领域也著述颇丰9。

7

1850 年汉满语教研室主任О.П.Войцеховский去世，瓦西里耶夫继任，教研室主任任务繁杂，因此创建藏
学教研室并没有成功。
（Успенский В.Л.2019：109）
8
此处内容详见李明滨（2008）
、斯卡奇科夫（1977）
。后者的介绍更加丰富生动一些，有传记的色彩。
9
已出版著作见赵春梅（2007）
。

900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除了已发表的以外，瓦西里耶夫身后还留下了大量的手稿遗产10，内容涉及
中国历史，民族，哲学，地理，政治，文学，语言文字等几乎全部汉学领域，有
的尚未完成。
和本文最为相关的是瓦西里耶夫对于汉字的认识，他提出了汉字的“笔画系
统”概念。1856 年，
《汉字的笔画系统》一文首次刊发在俄国教育部杂志上（Попова
И. Ф.2014:301），而对这一概念的详细阐述和实践集中体现在他的三本著作中：
《汉字解析》
（Анализ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 1866、1898），
《汉字要素》
（Элементы
кита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1884）以及本文的研究对象——工具书《汉字字形系统
——首部汉俄词典试编》（Граф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Опыт
первого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1867）（以下简称《试编》）。
《汉字解析》和《汉字要素》是相互关联的两本书，封面书名下面分别标有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字样，和《试编》相比，两部书对后人来说最大
的优点是以打印体、而非手写体出版（除了汉字以外），方便认读。但国内相关
研究资料并不多，我们只看到以下论文：EVCHENKO VALERII（2016），吴贺
（2007，2008），从中可知瓦西里耶夫对汉字大体的观念。首先，汉字是用来“看”
的，不是用来“听”的，这是瓦西里耶夫重视“形”的根源。对传统“六书”，瓦
西里耶夫重新分为三大类六小类，即象形字、会意字和形声字。象形字包括传统
的象形字与指事字，会意字包括传统的会意字和转注字，形声字包含传统的形声
字与假借字。他认为，汉字起源之初，有四种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转注，
这四种造字法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而形声和假借体现的是语言的逻辑或科学性，
是后起的造字法。形声字在汉字中占有大多数，形声是最为能产的造字法，对形

10

见П.Е.斯卡奇科夫 2011，第 516-5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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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字的看法，直接影响瓦西里耶夫如何看待整个汉字系统及汉字本质。因此，他
认为形声字才是“真正的汉字”：
“不是ключи11，而是声旁构成汉字的实质。”
（В
асильев1898，转引自 Кожа К.А.2019:262）重视形声字、重视声旁，这个观点似乎
有传统语言学“声训”、
“右文说”的痕迹，但从《试编》本身来看，瓦西里耶夫
在这种看法上并未继续走远。
国内对瓦西里耶夫的了解和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二次鸦片战争
后，清朝便不得不修改了“夷务”政策，派出官员到各国游历，其中就包括俄罗
斯。这些官员考察回来均做了出使笔记，在笔记中可以看到瓦西里耶夫的身影12。
但瓦西里耶夫没有官员荣誉加身，这些记述大多寥寥几笔，偏于简单印象，只把
瓦西里耶夫看作水平高的“华文塾师”，而不是影响俄罗斯汉学界的举足轻重的
宗师。如在张德彝的旅俄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善华言，中土情形知之甚祥，
并能翻写满汉文字，极其精通。”如果说这是母语者对外国人会汉语稍显意外的
感叹，那么，对К.А.斯卡奇科夫13的不客气的论断“能华言而不甚精”，则能看出
张德彝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这是第一阶段，我们不妨称为“直接接触”阶段。
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均为“间接研究”阶段。瓦西里耶夫在学界被频繁提起，
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必深读，只看题目便可了解那个特殊时代在这个汉
学家身上打下的深深烙印：《从马家窑类型驳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14

，
《老沙皇尊孔侵华的吹鼓手——评瓦西里耶夫学派的政治倾向》15，
《汉字是独

立起源的文字——驳瓦西里耶夫的谬论》16，《“仰韶文化西来说”旧调的重弹—
11

俄语“钥匙”，在汉学中解为“部首”。
见蔡鸿生（2006）
13
汉语名作“孔气”、“孔琪庭”，是第十三届传教团的随团学生，历任俄国驻塔城领事，俄国外交部亚洲司
翻译官，俄国驻天津领事，1870 年升任总领事，1879 年卸任返俄，可谓“赫赫有名”。
14
甘肃省博物馆连城考古发掘队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连城考古发掘队，
《文物》1976 年第 3 期
15
蔡鸿生，
《文物》1977 年第 8 期
16
陈汉平，
《人文杂志》1983 年第 2 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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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瓦西里耶夫的两篇反华文章》17。
第三阶段才是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国内学者李明滨，柳若梅，吴贺，赵春
梅等均发表了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瓦西里耶夫的文学、宗
教等成果，对文字学成果关注不多。比如正在编纂的“俄罗斯汉学文库”，也只
是收入了瓦西里耶夫的论集《儒释道与古典文学》。
三．

《汉字笔画系统——首部汉俄词典试编》分析

查询词语要选择文字的形、音、义之一作为检索依据。表音文字自然会倾向
于选择“音”，涉及到汉字，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形、音、义检字在汉语辞书史
上都曾经出现过，胡适（1926）总结过历史上出现的分类法：一、依古文来源分
类；二、依韵分类；三、依部首及笔画分类；四、依字的笔画数分类；五、依起
笔 分 类 排 序 ， 即 所 谓 “ 江 山 千 古 ” （ 四 个 汉 字 的 起 笔 笔 画 ） ——
“丶”“丨”“ノ”“一”。
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刚刚接触汉语的传教士来说，最鲜明的体验便是汉语
中的“字母”与发音没有关系，反而是交错复杂的笔形成了他们学习汉语的第一
关，这一点早早便在欧洲传教士中达成了共识。结合当时中国语文学的发展情况，
对他们影响较大的是第三种，214 部18在当时的欧洲汉学界几乎成为常识，这是
《试编》所处的学术背景。
1. 词典概况
（一）检字线索
从词典的名字就可以看出，
《试编》的突出特点就是笔画检索，但与其他词典

17
18

杨建芳，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 年第 1 期
《字汇》将《说文解字》的 540 部首简化为 214 部。
《康熙字典》仿照《字汇》将 214 部钦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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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不取第一笔，不查总笔画，不用关注笔顺，只需取笔汉字的右下角19。右
下角的笔画再按照 19 个主要线条去查找：
20

由 8 个基本线条

构成的 19 个主要线条：

19 个主要线条再按照次序，由单笔到复笔，再到独体字，合体字。即以笔画
排简单字,以简单的字排复杂的字，层层递进。例如：
线条

下有

，

下有“功”
“攻”
“貢”
“虹”……

“江”等，而“江”下又有“茳”“鴻”等，一般可达到四层，第五层很少见。
同时，有一些汉字可以发现并不是从右下角取笔，比如“巠”下，聚合了“經”、
“涇”、
“徑”，也有“勁”、
“剄”、
“頸”，可见，汉字到底哪个部分或者笔画可以
成为基础（作为检索的线索），答案并不是唯一的。这样处理以后，从视觉上来
看，我们发现，虽然汉字不是表音文字，但聚合成类的一组字和表音文字音序检
字的结果一样，距离近的形体相关、读音近似，非常有利于记忆和学习。
可见，
《试编》从形出发，最终的着眼点是形声字，实践了瓦西里耶夫关于汉
字的认识。有学者提出，这种体例应该是受俄语词典编纂方式的影响——以“词
根”为序，尽可能收入同一“词族”或“派生词群”。但不可否认的是，词根在
俄语中是很容易辨认出来的，瓦西里耶夫能够从方块汉字中分离出“字根”，并
建立起字形与发音之间的相互关系，得益于他深厚的汉语、中华文化知识素养。
正如В.М.Алексеев 所说，“瓦西里耶夫提出的汉字体系，是记忆和逻辑的杰作，
此后很久，词典中新的汉字排列体系的发明者才大量地在欧洲和中国出现：瓦西
19
20

李明滨（2008）称之为“部尾检字法”，认为“查起来倒也快速方便”。
这些笔画直接截图于《试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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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耶夫的汉字体系培养了很多人……催生了现在我们的青年学习还在使用的新
词典。”（李明滨 2008）
需要注意的是，
《试编》虽从笔画出发，但与《现代汉语词典》的笔画检字法
有根本区别。《现代汉语词典》笔画检字法的单笔和复笔是同级关系，不是上下
级关系；确定汉字应该在哪一部查询，不是依据首笔，也不是依据末笔，而是对
汉字形体的直觉划分，尤其是复笔，带有很强的偏旁意味。就笔者的使用经验来
说，除非实在没有查询线索，否则一般不会使用这一检字法。
（二）描写汉字的体例
《试编》对常见汉字的描写基本上包括发音、意义和组词，及组成词语的发
音和意义，如“上”，发音是шáнъ21，然后是俄文的意义解释，组词为“上来”
（ш
анъ лаи22），
“上来”的俄文意义解释；
“上坐”及俄文的意义解释，还有“上油”、
“上表”、
“上當”、
“皇上”、
“上帝”、
“天上”等等，还有“師傅上下”这样的短
语。对于所组成的词，有的标音，有的没有标音，标音的也不全有调号。
词典对不常见的汉字，一般只列出发音和意义，如“閂”，注音为шуянь23，然
后是俄文释义。有的汉字没有标音，比如“工”
（标音гунъ24），下面的第一个字是
“玒”没有标音，只有五个注释简单的义项，第二个字“功”，也没有标音，但
在后面的组词里面有整个词的发音：功夫гунъ фу，没有调号。和“功”一样，
第三个字“攻”也没标音，在组词中标音。第四个字“貢”标注了发音，词典中
分辨不清是哪个字母，但与“工”标注的发音不同，第五个字是“羾”，标了发

21

注音使用的是比丘林的语音系统。比丘林的《汉文启蒙》
（1838）描述了汉语的 20 个辅音声母和 12 个
韵（不是韵母，俄语为 окончание）
，首次确立了汉字的俄文注音。在《汉文启蒙》的附录中，用俄语列
举了汉字所有读音和声调（共 446 种）
。
22

原文и的上方有一个

23

原文я的上方有

24

原文у的上方有一个

形调号。

形调号。
形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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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хунъ25，第六个字“虹”，又没有标音，但在组词中标音与“羾”相同。从
现代汉语发音来看，
“功”
“攻”和“工”的发音是一样的，
“貢”不一样，而“玒”
和“羾”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
“玒”在《广韵》中为“古红切”，在《集
韵》中为“胡公切”，“羾”在《广韵》中为“古送切”26，虽然与《试编》发音
并不一致，但从词典是否标音的规律来看，可以这样推测，如果语音没有变化，
就沿用上一个汉字的发音，如果有变化，就进行标注。
总体来看，
《试编》只关注汉字，不及其余，和《汉俄合璧韵编》
（Китайско
-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П.И.Кафаров 编纂）不同，没有百科全书的性质，所以把这部
词典视为汉字课本也未尝不可。
2.

评价

对于词典来说，编写目的和一以贯之的编排原则是最重要的。
瓦西里耶夫发现一个显而易见、却无人意识到的问题：中国人不用字典学习，
而在俄的汉语学习者正好相反，书面的系统学习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学习方法，
这一点从瓦西里耶夫的教学活动中可以看出来。因此《试编》的目的就是为了帮
助学生识记汉字。他自己将这个笔画系统很有信心地评价为“……全新的……唯
一的减轻汉语学习难度的系统”。
（Успенский В.Л.2019：110）这种实用需求可以
使瓦西里耶夫摆脱理论困扰。因此，当欧洲汉学在汉字问题上执着于“中文之钥”
“八卦”的时候，瓦西里耶夫能够从学习汉字出发，而不是致力于建立某种理论
体系。从实际使用的便利性来看，胡适（1926）提出四角号码检字法有六个优点，
其中三点也可用在此处：一、不用部首，使不懂部首的人也可以用这种检字法；
二、不用计算笔画，省时省力；三、不问笔顺，不会有主观上的先后不同。实践
25
26

原文у的上方有一个 形调号。
有关“玒”和“羾”的发音为咨询吉林大学秦曰龙教授获知，在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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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试编》易于上手，对学生学习汉字大有帮助。
从当时的词典编排原则来看，以部首为纲是比较多见的，尤以 214 部对海外
汉学家影响最大。但从操作角度，部首检字法涉及部首确定、笔画数、笔顺等基
础知识，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教授А.Г.Сторожук认为，即使是中国人，也需
要“专门教学，记忆训练和大量练习”，对外国人来说，这样的检索更是难上加
难，不易操作。
从学习汉字的实用性来看，部首为纲的词典，虽然部首有提示汉字大概意义
的作用，但有的同部字太多，这便失去了聚为一类的意义。比如《康熙字典》的
“手”或者“扌”下列很多汉字，能够看到“手”的丰富含义，但仅此而已，具
体到某一个汉字的发音和意义，部首无能为力，因此对学习和记忆汉字几乎毫无
帮助。
由此可见，单纯的部首系统对外国人来说不利于使用，更无助于学习和记忆，
因此，基于使用目的，《试编》完全摆脱了部首系统的束缚；同样，单纯的语音
系统也是这样，因为不会读的人就不能使用这样的词典。瓦西里耶夫的词典综合
了部首系统和语音系统，一目了然，方便检索，通过检索还能对意义相关、发音
近似的一组字有所了解，对学习汉字也有好处。
当然，从现在的各类词典来看，由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实施和部首规范相关文
件的出台，拼音和部首是首选且比较普及的编排体例。甚至是，随着网络科技的
发展，在线或 App 查询是更快捷更实用的方式，无论是音、义，还是形，只要知
其一，便可查询，检索已经不成问题，所以，
《试编》的检索优势已经不存在了。
但回到前文所说的词典的编写目的，瓦西里耶夫的编排体例在学习汉字的功能上
却不失现代意义。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否认也好，积极应对也罢，汉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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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道让外国人望而生畏的门槛，所以，在汉语热的今天，认真研究这部词典对
我们的汉语国际推广将非常有意义。
3. 词典的使用与继承、发展
《试编》在产生之初和之后都对当时的俄罗斯/苏联词典编写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催生了 20 世纪下半叶一系列应用笔画系统的汉俄词典。斯卡奇科夫（1977）
列举了《试编》影响下的几部词典：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По граф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е ）》（ 1891 ） 27 ；《 Arrangemen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an
Alphabetical System》
（1916）28；
《Краткий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лексикон》
（1927）29；
《 Крат к и й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по граф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е 》（ 1935 ） 30 ；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1952）31；
《Краткий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1962）
32

。后两部的编者中文名为鄂山荫，笔者手头有他 1959 年版的《华俄词典》，1100

页，七万词条，首页便是笔画检字索引，很明显也是笔画体系的。
但同时，这一体系也有另外一种际遇。1888 年，П.С.Попов 整理出版了
П.И.Кафаров（卡法罗夫）编纂的《汉俄合璧韵编》，这本词典享誉国际汉学界，
可以说是卡法罗夫汉学知识的集大成之作。而在 1886 年，瓦西里耶夫得知波波
夫用偏旁排列词典时，对身为自己学生的波波夫不无遗憾地说：“我一直希望我
的学生能够完善我的排列体例，但他们各有各的主意。我一离开大学，我的排列
体例同我的历史观和文学观一样，以后就没人理会了。”（李明滨 2008）甚至于
早在 1869 年，由瓦西里耶夫本人推荐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主任Д.А.Пещуров在

27
28
29
30
31
32

作者Д.А.Пещуров。
作者 O.Rosenberg。
作者В.С.Колоколов。
作者В.С.Колоколов。
И.М.Ошанин 主编，1955 年又出第二版。
Г.М.Григорьев 编写，И.М.Ошанин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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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教学大纲的时候，就放弃了瓦西里耶夫曾在教学大纲中重视汉字声旁的观念，
只将部首作为教学重点。（Н.В.Петухова2014:19）
并且，由于《试编》的笔画系统在当时的印刷水平下是不能打印的，所以这
本词典一直以手写体存世33。同时，《试编》还是旧俄文字书写，不仅对外国人，
即使是在俄罗斯，也“几乎没有编辑的可能性”
（С.А.Козин1931，转自Успенски
й В.Л.2019），严重影响了海内外汉学界对其的研究和利用，因此，
《试编》从问
世到现在只于 2010 年再版过一次。
对瓦西里耶夫的词典体系在中国的继承问题，俄罗斯和中国学界观点不甚一
致。俄罗斯学界认为中国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源于瓦氏。А.Г.Сторожук直言《试编》
的体例在中国不被重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编码系统的作者是俄罗斯东方学
家 О. О. Розенберг，他补充和发展了瓦西里耶夫 1867 年词典中形成和提出的系
统。”
但这个观点在国内学界并不为人所知。孰是孰非？我们不妨从四角号码检字
法的产生过程推测一下。1928 年王云五在第二次改订四角号码检字法的自序中
提到了日本等海外的检字法，其中就有瓦西里耶夫的检字法，“华胥留氏，俄人，
著有《中俄字典》（一八四四年出版）及《中国文字之分析》（一八九八年出版）
两书。主张按各字的右旁或最低或最显著的笔画而排列。这主张却很有研究的价
值。……可算为一种研究的先驱……”瓦西里耶夫 1844 年出版的《中俄字典》
我们没有见到，据王云五言，系“先按音符排列，那同音符的字才按着右旁或最
显著的部分排列。”可见，并不是完全的笔画检字法。而涉及笔画检字的，王在

33

李明滨（2008）谈到著名汉学家罗索欣时指出，“……俄国汉学从产生之初就遭到冷遇，大量译作仅以手
稿形式存在而不能及时出版，不能为俄国和其他国家的汉学界所使用。”这种情况可以说不是一家之言，
从斯卡奇科夫（1977）的梳理可以看到散落各处的大量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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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中提到的是晚于瓦西里耶夫的俄罗斯汉学家罗森博格（О. О. Розенберг，
1888—1919），“于一九一六年在日本出版有《五段排列汉字典》一书”。方法与
瓦西里耶夫不完全相同，但从母笔到子笔、检字时着眼字形右下角，又可见到瓦
氏检字法的影子。尽管王云五对这些检字法都不十分满意，但我们也不可断言他
未受到前人的影响。但若说完全继承，又言过其实了，从蔡元培（1926）的序中，
“完全抛弃字原的关系，纯从楷书的笔画上分析，作根本改革，始于愿学华文的
西人。但是他们创设的方法，还没有输入中国的。”可以知道，王云五并没有看
到《试编》，并且，从王云五孜孜不倦、几番修改、苦思冥想、测试检验的过程
来看，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创立之功非他莫属。
四．

结语

瓦西里耶夫从实际教学出发，摆脱了当时部首检索的束缚，将形近、音似的
字层层聚合在一起，使学习者见字便能查找，查找一个字便能获得更多相关字的
知识，使字典兼具了学习的功能，这符合当时以书面学习为主的汉语学习环境。
今天的词典大多以音序排列，虽然胜在科学统一，但需要学习者知道汉字发音才
能查找，比据形检索多了一道程序；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也不再以书面学习为主，
但汉字仍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必经之路，国内的对外汉语教材大多是词本位，汉
字是否出现、如何出现，尚没有共识的、有效的方法，国外的汉语教材相对来说
更重视汉字，有的国家还有单行的汉字教材。因此，虽然《试编》还未得到很好
的利用，但这并不能抹杀它的实际意义。
在西方语言中，大量的同音不同义是不可想象的，汉语正好相反，汉字在书
面上起到了重要的区别作用，在口语中，只能用双音节化进行区别。这证明汉字
绝非书面记录工具那么简单。乌克兰中国商会执行主席鲁斯兰·奥西边科说，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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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汉字，就像用放大镜来看中国积淀了五千年的厚重文化。”瓦西里耶夫凭借深
厚的汉学素养、天才一般的智慧创造了这一汉字体系，对其进行研究挖掘不仅事
关汉字、汉语，更事关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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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隸萬象名義中的同音反切重出
李 媛・池田 証壽
北海道大學

要 旨
《篆隸萬象名義》中，有一部分字頭重出，其中存在著所標註的反切同音的現象。呂浩氏，
推測為這是由於編纂篆隸萬象名義時，除依據顧野王的玉篇之外，還利用了其他書籍文獻的緣
故。同時，發表者李媛，對篆隸萬象名義中的字頭重出現象進行了整體的分析，確認了這些重
出的字頭之間存在著細微的字體差別，而推測編著者，是為了區分這些字體差異而分立字條進
行的記述。另一方面發表者池田，則發現雖然數量不多，但在同一字條中存在著同時記述兩條
以上同音反切的現象，並推測這應是由於在編纂時，依據了數種不同的玉篇，而編者並未意識
到這些反切同音，而僅以反切用字的差異為依據，將這些反切內容一併收錄。如此，可推定上
述呂浩氏所指出的重出字頭的同音反切，是由於編者所依據玉篇的差異而產生的。

1 前言
所謂重出，是指相同的字頭出現兩次及以上的情況，將這樣的字頭稱為重出字。而將成對
出現的兩個（及以上）的字條稱為重出字組。
發表者李媛，對《篆隸萬象名義》中的字頭重出現象進行了整體的分析，確認了這些重出
的字頭之間存在著細微的字體差別，而推測編著者，是為了區分這些字體差異而分立字條進行
的記述。這些《篆隸萬象名義》的重出字中，其中存在著所標註的反切同音的現象。呂浩（2003）
，
推測為這是由於編纂《篆隸萬象名義》時，除依據顧野王的《玉篇》之外，還利用了其他書籍
文獻的緣故。而池田（2020）
，則對《篆隸萬象名義》的唯一古寫本高山寺本（1114 年）中所
確認和訓等後人所追加的部分作分析，闡述這些部分應是第五帖的續撰者所作的追記。同時，
由兩音注記中散見有同音字例這一點，推想《篆隸萬象名義》的編纂過程中依據了數種《玉篇》
的可能性很高。
本發表對《篆隷萬象名義》的重出字進行詳細調査，其次，對重出字組的反切注記作了詳細
的確認，在此基礎上對重出字中的異字同音反切作考察，對重出字的成因進行了初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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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玉篇系字書重出字的先行研究
2.1 呂（2003）
呂（2003）在《篆隷萬象名義》中集得重出字 156 組。其中音義全同的為 21 組，存在包含
關係的有 35 組，這之外的有 100 組。通過對這 100 組重出字進行分析、得出如下三點結論。
(1)《名義》中訛錯較多，很多錯誤是傳抄造成的。
(2)《名義》義項的取捨有很大的隨意性，這種隨意性可能僅是傳抄本中反映出來的。可以
想見，
《名義》在編撰之初，所收義項應是多於今之傳抄本所收義項。
(3) 一部分重出字中，存在著反切音同而反切用字不同的現象，因為同一本字書中不會為同
一個讀音注出兩個或更多不同的反切，由此，判斷《名義》內容不可能僅僅來源於顧野
王玉篇。

2.2 何（2005）
何（2005）中對宋本《玉篇》中的重出字進行調査，集得 284 組 569 字的重出字，其中同部
首重出 62 組 125 字，異部首重出 222 組 444 字。

2.3 池田（2016）
池田（2016）是基於大廣益會玉篇（宋本玉篇）數據庫的構建與應用的成果。作為其中一環，
對宋本《玉篇》的重出字進行了考察。結論為宋本《玉篇》
，共計 270 組 540 字的重出字，其
中同部重出 65 組 130 字，異部重出 205 組 410 字。並且從說文解字、原本玉篇殘卷、篆隸萬
象名義、宋本玉篇等部首內部的字頭字序的觀點，提出重出字可作為探討宋本玉篇增補字及篆
隸萬象名義脫字的材料。

2.4 池田（2020）
對《篆隸萬象名義》的唯一古寫本高山寺本（1114 年）中所確認和訓等後人所追加的部分
作分析，闡述這些部分應是第五帖的續撰者所作的追記。同時，由兩音注記中散見有同音字例
這一點，推想《篆隸萬象名義》的編纂過程中依據了數種《玉篇》的可能性很高。

3《篆隸萬象名義》中的重出字
經本發表的調査，
《篆隸萬象名義》中重出字共計 225 組 450 字，帖数分布的詳細如下。
第 1 帖：40 組 80 字（対象字1為第 1 帖 31 字、第 2 帖 2 字、第 3 帖 1 字、第 5 帖 6 字）
第 2 帖：28 組 56 字（対象字為第 2 帖 22 字、第 3 帖 4 字、第 5 帖 2 字）

1

對象字即指重出字組中出現位置靠後的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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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帖：20 組 40 字（対象字為第 3 帖 10 字、第 5 帖 5 字、第 6 帖 5 字）
第 4 帖：24 組 50 字（対象字為第 4 帖 18 字、第 5 帖 3 字、第 6 帖 3 字）
第 5 帖：103 組 206 字（対象字為第 5 条 100 字、第 6 帖 3 字）
第 6 帖：10 組 20 字（対象字為第 6 帖 10 字）
由上述數據可知，與其他部分相比，第五帖中存有絕⼤多數的重出字條。

4 原本《玉篇》殘巻中重出字的確認
原本《玉篇》殘巻中確認了如下 11 組 22 字的重出字。
1𧧒・2𧭦・3 誺・4 謕・5 歖・6巽・7 岪・8 縱・9 絝・10𥾝・11 絲

5 重出字組反切中異字同音的分析
5.1 《篆隷萬象名義》中重出字組的分類
通過對反切用字進行對比，可將《篆隸萬象名義》中存在的重出字組分為如下三類2。
同字同音
・
「讒」之例
讒 仕咸反。譖也。
（篆隷萬象名義 第 3 帖 13 丁裏 言部）
讒 仕咸反。譖也。
（篆隷萬象名義 第 3 帖 16 丁裏 言部）
如“讒”字的重出字組所示，一組重出字中兩個字的反切，其上下字均相同，亦同音。共有
92 組。
異字異音
・
「單」之例
單 丁安反。一也、大也、隻也。
（篆隷萬象名義 第 3 帖 26 丁裏 吅部）
單 時闡反。單榮也。
（篆隷萬象名義 第 6 帖 175 丁表 單部）
如“單”字的重出字組所示，一組重出字中兩個字的反切，其上下字相異（兩字或一字相
異）
，所表示的注音也不同。共有 80 組。
異字同音
・
「暮」之例
暮 莫故反。冥。
（篆隷萬象名義 第 5 帖 125 丁表 日部）
暮 綿故反。晚也、夕也。
（篆隷萬象名義 第 5 帖 126 丁表 日部）

2

由於《篆隷萬象名義》原文中誤脱的影響，不能比較的重出字有 30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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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暮”字的重出字組所示，一組重出字中兩個字的反切，其上下字相異（兩字或一字相異）
，
所表示的注音相同，共有 23 組。

5.2 重出字組反切中異字同音

萬象名義重出字組中反切用字異字同音一覽
No.

所在 1

所在 2

部首 1 部首 2

字頭

反切 1

反切 2

聲

韻

1

一 30 裏

五 48 裏

手

㓞

挈

苦節反

口結反

溪

屑

2

二 81 裏

三2表

心

心

憕

除蒸反

除承反

澄

蒸

3

二 86 裏

三5裏

心

心

㤮

俱放反

俱況反

見

漾

4

二 90 裏

三 52 表

心

夊

憂

於牛反

於尤反

影

尤

5

三 47 裏

三 57 裏

辵

廴

廷

徒聽反

達聽反

定

徑

6

四 74 裏

四 75 表

耒

耒

𦔅

徒兀反

大兀反

定

沒

7

四 77 裏

五2表

黍

禾

𪎭

亡皮反

靡爲反

明

支

8

四 81 裏

四 82 表

禾

禾

种

直中反

直忠反

澄

東

9

五9表

五 10 表

亼

入

全

聚縁反

聚㳂反

從

仙

10

五 52 裏

五 59 裏

金

金

鍥

口結反

可結反

溪

屑

11

五 91 裏

五 91 裏

水

水

氿

君洧反

居洧反

見

旨

12

五 109 表 五 109 裏

谷

谷

谿

苦奚反

苦兮反

溪

齊

13

五 109 裏 五 110 表

谷

谷

䜯

渠陸反

渠六反

羣

屋

14

五 115 裏 五 116 表

雨

雲

霒

於今反

於林反

影

侵

15

五 115 裏 五 116 表

雨

雲

雲

有軍反

禹軍反

于

文

16

五 117 表 五 118 表

風

風

𩘹

思陸反

思六反

心

屋

17

五 117 裏 五 118 表

風

風

䬌

匹周反

叵周反

滂

尤

18

五 122 裏 五 122 裏

日

日

晩

无遠反

莫遠反

明

阮

19

五 124 裏 五 124 裏

日

日

晞

許機反

欣機反

曉

微

20

五 125 表 五 126 表

日

日

暮

莫故反

綿故反

明

暮

21

五 133 表 五 133 裏

大

大

奅

普教反

叵教反

滂

效

22

五 134 裏 五 134 裏

大

大

奕

餘石反

余石反

羊

昔

23

六 142 裏 六 181 裏

系

子

孫

蘇昆反

息昆反

心

䰟

*同部首重出的字組，以灰色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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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象名義中同一字條中的二反同音 20 字（池田 2020）
No.
1
2
3
4

字頭
𠄢
齆
朁
檍

5
6
7
8

藪
甗
缶
旋

9
10

矟
銜

11

上田(1986)分類
二反同音歟
二反同音歟
（二反同音）
（二反同音）

聲
心合 C
影一
清一
影開 B

韻
平仙
去送
上感
入職

四 36 裏
五 23 表
五 26 表
五 34 表

（二反同音）
二反存疑
二反同音存疑
二反同音歟

心一
疑開 D
非C
從合 C

上厚
上阮
上有
平仙

遐衫反。戸監反。馬口中䥫也。

五 39 表
五 55 裏

二反同音存疑
二反同音存疑

生二
匣二

入覚
平銜

鉅

渠語洰擧二反。

五 56 裏

（二反同音）

羣C

上語

12

鉿

五 59 表

（二反同音）

見一

入合

13

釧

五 60 裏

二反同音存疑

昌合 C

去線

14
15
16
17
18

敞
棥
軾
河

公帀(原作⿱亠巾)反、公帀(原作⿱
二巾)反。犁鋌也。
齒椓（掾）反。昌椓（掾）反。臂
鐶。
齒掌反。昌兩反。高顯。
扶園扶袁反。
詩弋舒翼二反。
戶多賀柯反。

五 63 表
五 70 表
五 71 裏
五 80 裏
五 90 表

（二反同音）
二反同音
（二反同音）
二反同音
二反同音歟

昌C
奉D
書C
匣開一
從合 C

上養
平元
入職
平歌
平仙

幫A
暁合 B

平真
入職

19
20

㳬
濱
㚜

注文
所在
思縁反。求宣也。小全反。謂亘也。 一 21 表
一弄反。於貢反。鼻病也。
一 91 表
且感反。曾也。又千感反。
三 23 表
四3表
於嶷反。杒也。於力反。梓也。
桑後反。蘇走反。大澤也。
魚偃反。牛優(偃)反。无底甑。
方久反。瓦噐。又甫支(友)反。
徐治(沿)反。條(徐)縁反。周也、行
也、還也、轉也。
所卓山卓反。

祀椽反、似緣反。逥流也。
補民反。渥也。卑辰反。水涯。
五 100 裏 二反同音
麾城(域)反、摩城(域)反。方、大。 五 134 表 又反存疑

關於二反同音字例的成因，及多出現在第五帖的原因，池田（2020）中作了如下論述：
在中國編纂的字書・韻書中,除卻非常草率的編纂情況外，應該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同
音反切注記。添加這些反切的人，一定是沒有意識到這些反切所標示的內容其實為相同的
字音，而只是因為反切用字不同就全部採用了。這樣的話，推測應該是由日本人來添加的
這些反切。而用例集中在第五帖，也暗示了進行這一補充修訂工作的人正是第五帖的編纂
者的可能性很高。同時，第五帖中二反同音字例很多這一點，也說明了當初編輯《篆隸萬
象名義》本文時所參照的《玉篇》
，與進行補充修訂工作時所依據的《玉篇》之間，在反
切用字上差異較大的現象。
另一方面，
《篆隸萬象名義》的重出字組中，反切用字相異字音相同的有 23 組，而其中有
17 組為同部重出，非常集中地出現於第五帖，與上述池田（2020）中所論及的二反同音字例
（同一字條）相關聯，其成因可歸結為編纂者參考了不同源流的原本《玉篇》的可能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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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語：關於《篆隸萬象名義》中重出字成因
根據調查結果，
《篆隸萬象名義》中重出字共計 225 組 450 字。作為以古寫本形式流傳的古字
書，其中的重出字成因比較複雜。本發表根據重出字調查中重出字組的反切異字同音字例，及與先
行研究的對比，總結出重出字的如下四點成因：
（1）原本《玉篇》中本來存在的重出字的影響（本發表）
（2）形成於傳抄傳承過程中（呂 2003）
（3）由於參考了原本《玉篇》之外材料的內容（呂 2003）
（4）由於參考了不同源流的原本《玉篇》異本的內容（本發表）

《篆隸萬象名義》中重出字組的成因較為複雜，本發表從其中的反切異字同音字例為切入點，
對其成因進行了初步的分析。在今後的研究中需針對每一對重出字組的音形義作進一步地考
察及分析。

參考文獻
池田証壽（2016）
「
《大広益会玉篇》データベースの構築と利用―《篆隷万象名義》
《新撰
字鏡》
《大宋重修広韻》との対応―」
、
《情報科学と言語研究》
、相模原：現代図書
池田証壽（2020）圍繞《篆隸萬象名義》所據《玉篇》的諸問題、《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院紀要》
126、札幌：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院
上田正（1986）
《玉篇反切総覧》
、神戸：私家版
何瑞（2005）
「宋本《玉篇》重出字调查」
、
《中国文字研究》第 6 輯、上海：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
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呂浩（2003）
「
《篆隶万象名义》重出字初探」
、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 2 期、長春：东北师范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
呂浩（2007）
《篆隷萬象名義校釋》
、上海：学林出版社

附記：本發表為科研費 JSPS19H00526, 21K18013 成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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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智院本《類聚名義抄》
的“俗字”類型解讀

馬小川
中國
武漢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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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的“俗字”类型解读
【摘要】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是日本的一种古辞书，其中存在大量独特的奇俗字形，
未见于日本其它字书或我国字韵书等。通过对该书前后多个部首字的分析与考证，并与我国
传统字韵书进行比较后，可将《名字抄》所载俗字信息归纳为四种类型：正俗关系的揭示可
补充说明传统字书的不足；正俗关系的揭示与传统字书相异，而有其合理性；正俗关系揭示
错误；正俗关系揭示有限，而使信息杂糅难辨。
【关键词】日本古辞书;类聚名义抄；俗字；考证

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是日本中世的一种古辞书，具体作者不详，据日本
学者考证为 12～13 世纪真言宗僧侣编撰。该书标出汉字及汉字熟语，主要以日
语注音、训，辅以少量汉文训注，性质为汉和对照字书。书中存在大量奇俗字形，
以“俗”
“俗字”
“俗某字”等方式揭示了众多文字的正俗关系。但许多文字的正
俗揭示不见于日本其它字书或我国字、韵书等，而为《名义抄》独有。这部分信
息一方面无疑可以丰富我们对汉字、异体字的认识；另一方面，也需考虑其为域
外文献的实际情况，所述之文字正、俗不可一概信之，需经过审慎考辨，认清其
性质。
笔者通过对《名义抄》一书前后多个部首字的分析与考证，并与中国传统字
韵书进行比较后，将《名字抄》所载俗字信息归纳为四种类型：正俗关系的揭示
可补充说明传统字书的不足；正俗关系的揭示与传统字书相异，而有其合理性；
正俗关系揭示错误；正俗关系揭示有限，而使信息杂糅难辨。下面分别举以实例
说明。旨在以此深入对《名义抄》俗字内容的认识，解释其“俗字”的成因，为
我们能更科学有效地认识、利用该书提供参考。
（一）正俗关系的揭示可补充说明传统字书的不足
古代字书代代相承引用，又亡逸、缺失颇多，难免有缺乏归纳、引用疏漏而
致信息不全的情况，《名义抄》此前较少为我国人使用，其中的部分内容便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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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补苴传统字书之不足。如关于“𦁳”字，
《汉语大字典》引《改并四声篇海·糸
部》引《搜真玉镜》的音注：
“𦁳，音季”，而未作更多考证。邓福禄、韩小荆《字
典考正》
（348）疑其当为“橘”俗字：
“《可洪音义》卷 18《萨婆多毗尼毗婆沙》
第 6 卷音义：‘𦁳梨：上音橘，下音梨。’今经文正作‘橘梨’。两书音注不同，
有可能是《搜真玉镜》编者见‘𦁳’字从‘季’，因而臆测其‘音季’。” 今按：
检《名义抄·糸部》：
“𦁳，居律反，又季音。”
“季音”同《四声篇海》音注，
“居
律反”则正为“橘”字之音。这说明历史上不止可洪解释过“𦁳”“橘”两字的
关系，《名义抄》编写时所参考的书籍也曾有说明。根据《可洪音义》和《名义
抄》提供的信息，
“𦁳”为“橘”俗字是可以确定的，
《大字典》应据此完善关于
“𦁳”字的条目。以下再引几例以作说明：
1.《名义抄·彳部》
：“𧗱，俗粥字。”（64）
《篆隶万象名义·出部》：
“𧷓，麦懈反。 也，出物。”
“

”字吕浩本《校

释》作“術”，并出校：
“‘術也’当作‘粥也’
。”今按此说余商榷之地。
“𧷓”即
“卖”字，宋本《玉篇·出部》：
“𧷓，麦卦切。出物也，粥也。今作卖。”此处的
“粥”同“鬻”字，《广韵·屋韵》余六切：“鬻，卖也。亦作粥。”因“卖”无
“術”义，
《校释》谓“

”当作“粥”有一定道理，但“

”并非“粥”讹字，

而应参考《名义抄·彳部》：
“𧗱，俗粥字”，写作“𧗱”，即“粥”的异体字。
“𧗱”
与《万象名义》的“

”字形相近，作“粥”理解与“𧷓”义相符，则其形当直

接定为“𧗱”字，而非“術”字。
《汉语大字典》
“𧗱”字有两条义项，一者同“術”，
此当是形讹字。二者引《四声篇海·行部》引《搜真玉镜》之材料：
“𧗱，音育”，
有音无义。而按照《名义抄》及《万象名义》的材料，
“音育”之“𧗱”当即“粥
（鬻）”俗字，
“粥”字《广韵·屋韵》余六切，而“育”字《集韵·屋韵》亦余
六切，与《四声篇海》材料吻合。盖是“粥”草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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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形近，从而形成俗字“𧗱”形。《汉语大字典》可据此完善注解项。
2.《名义抄·辵部》
：“邌，音黎。小息。”（74）
《篆隶万象名义·辵部》：
“邌，力奚反。徐也，迟也，小息也。”而宋本《玉
篇》：
“邌，力奚切。徐也，迟也，小皃也。”
《万象名义》和宋本《玉篇》除最后
一个义项之外，其余全同，“息”“皃”又字形近，“邌”训“小息也”或“小皃
也”必当有一项误。方国平《〈类聚名义抄〉俗字研究》（33）认为：“‘小息也’
是日本产生的新用法，还是‘小皃也’之误，待考，但似乎传抄致误的可能性更
大。”则其偏向宋本《玉篇》的“小皃”之训。
今按，当以《万象名义》
、
《名义抄》为是，宋本《玉篇》非。
《说文·辵部》：
“邌，徐也。”段玉裁注：“或假黎为之。《史记·卫霍传》‘迟明’，迟，待也，
一作黎。”又《广雅·释诂四》：
“邌，遟也。”王念孙疏证：
“邌者，
《文选·舞赋》
‘黎收而拜’，李善注引《仓颉篇》云：‘邌，徐也’。邌与黎通。凡言黎者，皆
迟缓之意。《史记·高祖纪》：‘沛公乃夜引兵还，黎明围宛城三匝。’《汉书》作
‘迟明’
。迟、黎古同声字。”又《集韵·脂韵》：“迟，《说文》‘徐行也’。古作
邌。”由此，古书中“邌”“黎”“迟”三字在“迟缓”一义上相通假借用。
而《尔雅·释诂下》：“迟，息也。”《慧琳音义》卷 3《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第 332 卷“迟钝”注引《考声》：“迟，久也，息也。”《文选·张衡〈思玄赋〉》
“淹栖迟以恣欲兮，曜灵忽其西藏。”李周翰注：
“淹、迟，游息也。”
“迟”本义
《说文》训“徐行”，由缓慢行引申出表长久之“久也”，及表停歇之“息也”义。
“邌”与“迟”本义既近同，古字又可通，则“邌”也有“息也”义是完全合理
的。只是《万象名义》和《名义抄》都训“小息也”，当和“迟”之“息也”有细
微差别。而宋本《玉篇》所存“小皃也”义项无论是文献佐证还是内部理据，都
难以成说，因此，基本可以判定其“小皃”为“小息”之讹。《汉语大字典》于
“邌”字条引用宋本《玉篇》设立“小貌”的义项，误。实则当参考《万象名义》
及《名义抄》，以“小息也”为是。
3.《名义抄·玉部》
：“瑜，他钩反，石。鋀，或。”“𪻡，俗。”（616）
“瑜”字在传统字书中，基本都是“美玉”义，
《说文·玉部》：
“瑜，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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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玉也。从玉、俞声。”
《广韵·虞韵》羊朱切：
“瑜，玉名。”
《万象名义·玉部》：
“瑜，翼珠也（反）。玉美也。”音韵上为以母平声虞韵字，与《名义抄》之音、
义均不合。
《名义抄》所论之“瑜”当本是“鍮”字，一种黄铜矿石。《慧琳音义》卷
39《不空羂索经》第 8 卷“鍮石”注：
“上汤楼反，
《考声》云：
‘鍮石似金。’又
云：‘西域以为铜铁杂药合为之’。《古今正字》：‘从金、偷省声。’”声韵上是透
母平声侯韵字，其异体字传统字书中仅见“鋀”字，如《慧琳音义》卷 52《增一
阿含经》第 8 卷“鍮婆”注：
“又作鋀，同。他侯反。”
《万象名义·金部》：
“鍮，
他侯反，石似金。鋀，同上”。与《名义抄》此处对“瑜”之形音义解说近同。
“瑜”与“鍮”之关系还可见于佛经异文中，
《大正藏》本《过去现在因果
经》卷 2：
“尔时彼园，种种庄严，施列金鼓、银鼓、鍮石之鼓、铜铁等鼓，各有
七枚。”
“鍮”，圣本作“瑜”。以石、玉、金为义符之字大多指可开采之金石矿物，
其异体字往往由义符互换而来，如《说文·瓦部》
“㼽，瑳垢瓦石也”段玉裁注：
“瑳，俗作磋。”
《名义抄》认定“瑜”同“鍮”虽与传统字书不同，但佛经异文
中已有用例，也有其构字理据，应当是可信的，以此可补足此条字书义项之缺。
此外，
《龙龛手镜·玉部》：
“𪻡，俗，音偷。
”言“𪻡”为俗字而未明其正字，
根据《名义抄》，也可知其正字为“鋀”，即“鍮”字。
4.《名义抄·金部》
：“鉫，俗枷字。苦荷反，又加音。”（1042）
“鉫”字《汉语大字典》有两义，①器具，
《五侯鲭字海·金部》
“鉫，器也”。
②化学元素“镓”的旧译。实则此条解说并未完备。《龙龛手镜·金部》：“鉫，
音加。又古荷反。”有音无义。按《名义抄·金部》：
“鉫，俗枷字。苦荷反，又加
音。”其所存音与《龙龛》基本一致，更直接揭示其正字为“枷”，其说是。《大
正藏》第 85 册《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周匝铁墙铁网弥覆，其地赤铁，上火
彻下，下火彻上，铁鉫铁钮铁衔铁䤤。”《卍续藏》第 88 册《心性罪福因缘集》
卷之下：“如是恶人打破其头，或复詈言令食粪尿，或复詈云以绳缚深，或云利
剑当杀其命，或云利锥看锥其咽，或云鉫鏁系缚手足。”其中的“鉫”字，明显
均是表可用于束缚的枷锁之义，文例中作“铁鉫”“鉫鏁”等，原“枷”字很可
能受连用词之影响类化作“鉫”，因此“鉫”为“枷”俗字合理。《汉语大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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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据此完善注解项。
5.《名义抄·弓部》
：“𢐚，俗欋字。音镢。”（1080）
关于“𢐚”字，
《汉语大字典》引《直音篇·弓部》：
“ ，与掴同。𢐚，同上。”
认为是“掴”异体字。而《名义抄》
“𢐚”字“音镢”，与其之谓“俗欋字”形音
并不对应，“欋”盖为“攫”之形讹字，此处是将“𢐚”等同于“𤔩”字。“𤔩”
亦作“爴”，为“攫”俗字。
《慧琳音义》卷 9《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 8 卷：
“爴
裂”注：
“字宜作攫，同。”
《龙龛·爪部》：
“ 、爴，二俗，居碧、居缚二反。正
合作攫字。”
《名义抄·爪部》载“𤔩、 、爴，三俗。㩴字。吴音郭。”亦是本当
作“攫”而讹为“㩴”，
《弓部》之“欋”则为“㩴”进一步之讹。而“攫”与“掴”
字亦互为异体，
《慧琳音义》卷 52《增一阿含经》第 36 卷“自掴”注：
“宜作攫。”
由此，“攫”“𤔩”“爴”“𢐚”“掴”诸字相通，均是打击、抓取义，其中，
“攫”与其他字声旁不同，
“𤔩”与“爴”字形结构不同，
“掴”则为“𤔩”换形
旁字，而疑“𢐚”为“𤔩”形近而讹字。《汉语大字典》与《名义抄》之说均不
误，但《汉语大字典》可据《名义抄》进一步完善：“𢐚”同样为“攫”俗字。
（二）正俗关系的揭示与传统字书相异，而有其合理性
《名义抄》部分字的正俗关系未见于我国传统字书，其揭示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尚缺乏准确的文献用例予以佐证。我们可以梳理其内在逻辑，以为考字而备一
说，或可为将来之材料提供思路。
6.《名义抄·日部》
：“𣉔，俗早字。”（210）
“𣉔”字，我国字韵书中最早可见于《集韵·豪韵》苏遭切：“𣉔，日色。”
《字汇》袭之，而《正字通·日部》却斥其误：“𣉔，俗字，旧注音搔，日色，
误。”认为“𣉔”当是俗字，但未明正字。
《名义抄》为我们认识该字提供了一条
新线索。古代“蚤”作为“早”通假字较为普遍，
《孟子·离娄下》：
“即怀肉去。

928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
《史记·项羽本纪》：
“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
《仲
尼弟子列传》：
“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
《汉书·东方朔传》：
“朔独拔剑割
肉，谓其同官曰：‘伏日当蚤归，请受赐。’”其中“蚤”皆需按“早”之音义作
解。盖此用法较为固定，后人遂在“蚤”字上增添表义构件，形成“𣉔”字。
7.《名义抄·肉部》
：“𫆚，俗油字。”（232）
“𫆚”字，郑贤章《汉文佛典疑难俗字汇释与研究》
（228）有论及，引《法
镜经》：
“以为乐安得净，是以除断众之乐。不以肥𫆚，为是道行，行在圣道重任，
我亦以自修。” “𫆚”
，宋、元、明、宫本作“腴”。
“𫆚”为“腴”字之讹，因与
其异体字“ ”形体近似，并引《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俗别字谱》为证。郑说
是，
《名义抄·肉部》：
“

，音臾。腴，同。”
（232）可增添“ ”为“腴”异体

的字形材料。
同时《名义抄》又有：
“𫆚，俗油字。”以“𫆚”为俗“油”字并不符合实际
佛经异文用例情况。但从构字上来看，
“𫆚”以“由”为声符，而从“肉”取义，
以为油脂、膏脂义，有其合理性。而“油”，
《说文·水部》：
“油，水。出武陵孱
陵西，东南入江。从水，由声。”本为水名，借为油脂之油。
“𫆚”在字形上，似
乎更与油脂义相符，或许历史上曾有因此而改“油”为“𫆚”之实际情况，虽因
缺乏书证，《名义抄》之说暂不能确证，但为我们认识“𫆚”字提供了一条新思
路。
8.《名义抄·火部》：“烷，俗浣字。”（449）
关于“烷”字，
《集韵·桓韵》胡官切：
“烷，火也。”
《字汇》从之，而《正
字通·火部》：
“烷，俗字，旧注音丸，火也，误。”则斥其非。又《龙龛·火部》：
“烷，俗，音院。”
《集韵》
《字汇》之“火也”语焉不详，
《正字通》
《龙龛》虽目之为“俗字”，
但未明正字。
《名义抄》以为“浣”俗字，若循“烷”与“浣”之联系，恐与“火
浣”之名有关。典籍中有“火浣衣”
“火浣布”之名，
《法苑珠林》卷 35：“魏文
帝时，不信南方有火浣布……文帝既崩，至太子明帝时，西国有献火浣布袈裟，
明帝初依父语不信，以火试之久烧不坏，始知有征言不虚也。”
《洛阳伽蓝记》卷
4：“斯调国出火浣布，以树皮为之，其树入火不燃。”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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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火浣布，应云：《周书》西域厌（献）火浣布，污则烧之则洁。”典籍中，
此物或以花，或以树皮，或以火浣兽之毛皮制成，沾上污垢水洗不净，置于火中
烧之，则洁白如新，故名“火浣”。盖是以火清洗之布，而“火浣”成词连用，
故俗字改水旁作“烷”。又，
“浣”之音与《集韵》
《字汇》
《龙龛》等记录之音不
合，且此三书各音亦不相同，恐《名义抄》之说法仅为“烷”字之其中一解，或
者三书之音义各有错讹。
（三）正俗关系揭示错误
与其它字书相比，《名义抄》比较显著的特征便在于其俗字的怪异生僻，其
由日本人私人编写，来源复杂，辗转传抄等原因，导致书中有较严重的错讹、误
混信息。正如《名义抄》原序所说：“凡此书者，为愚痴者任意抄也，不可为证
矣。”这些都提醒我们在面对该书的疑难字说明时，需要特别注意甄别。某些正
俗关系的的错误揭示，也需通过细致考证才能判定，举例如下：
9.《名义抄·玉部》：“珁，俗瓶字。”（612）
考我国字书中之“珁”字，
《字汇·玉部》：
“珁，同瓷。”
《改并四声篇海·玉
部》引《类篇》：
“珁，音瓷。”均以为“瓷”异体字，与《名义抄》不同。
《慧琳
音义》卷第 76《无明罗剎集》有“珁㼜”词条，仅载“㼜”字音义，未说明“珁”
字，对应的《大正藏》本《无明罗剎集》原文作：“三有𤬪㼜坊腻嘶破，断诸善
根。种种破器散坏在第，断常见发风吹蓬乱，无惭、无愧弊坏衣纳，遍丘墓中。”
而宋、元、明本作“𤬪瓮垢腻㽄”，宫本作“瓦罂垢腻斧”，其异文作“𤬪”或“瓦”。
“𤬪”与“珁”字形近。
“𤬪”在字书中均训作“瓶”，
《玉篇·瓦部》：
“𤬪，徒古
切，瓶也。”《慧琳音义》卷第 16《得无垢女经》“符𤬪”注：“徒古反，《博雅》
‘𤬪，瓶也’，
《埤苍》
‘大㼵也’。”卷第 60“𤬪水”注：
“上徒赌反，
《广雅》云
‘𤬪，瓶也。’《文字典说》云：‘𤬪，大瓶也，从瓦、土声也。’”从《无明罗剎
集》原文语义看，也与“瓷”无关，而当是“瓶”义，
《慧琳音义》
“珁㼜”之“珁”
当为“𤬪”字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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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魔诃僧祇律》卷第 24：
“共相问讯言：我闻檀越请僧与药审尔不。答言
尔：尊者欲须药耶。答言：须尔许𤬪苏，尔许𤬪油，尔许𤬪蜜，尔许石蜜，尔许
根药叶药华药菓药。”校勘记：
“𤬪，宋、元、明、宫本作瓶”。可见“𤬪”不仅可
释义为“瓶”，且在藏经中亦为“瓶”之异文。疑《名义抄》之“珁，俗瓶字”之
由来，当为误认“珁”为“𤬪”字，而根据其在佛经中的异文用例，将“珁”与
“瓶”概括为正俗关系。
10.《名义抄·土部》：“𡎔，俗幄字，乌角反，ホトリ。”（657）
天文本《字镜钞·土部》
：
“𡎔，幄同。ホトリ。乌角反。”盖本自《名义抄》，
兩书均以“𡎔”为“幄”俗字，
“乌角反”确为“幄”字之音，如《可洪音义》卷
30《贤圣集》第 19 卷音义：“帷幄，下乌角反。”然而和训ホトリ却非“幄”字
之义，而应以浒、边、垂、畔、湄等字当之，表示边界、畔际。
《名义抄》音义不
对应。
邓福禄、韩小荆《字典考正》
（30）认为：
“𡎔”为“埿”俗字。根据《佛说
如来兴显经》卷 1：
“又复有风，名曰长立，而吹成就七大宝山王，一曰阴涂利，
二曰懿此山其利，三曰除害𡎔。”《可洪音义》卷 4《如来兴显经》第 1 卷音义：
“害𡎔：奴兮反，山名也，郭氏音

，非。
”郭迻“𡎔”字音“幄”者，盖望形生

音耳。
《名义抄》以为“𡎔，俗幄字”，恐是将郭氏俗音当成俗字，又为其增添“乌
角反”音注。ホトリ则疑为误“𡎔”为“涯”字，而增加的“涯”字和训。
“𡎔”
为“涯”两字形近，
《万象名义》：
“滨，补民反，涯也……屋也。”
“滨”无“屋”
训，“屋也”其实为“厓”字之误。
11.《名义抄·豆部》
： “𣪌，或𧺢字，土豆反。”（561）
《说文·殳部》：
“𣪌，繇击也。从殳、豆声。古文投如此。”段玉裁注：
“投，
各本讹作祋，今正。”
《玉篇·殳部》：
“𣪌，徒透切。遥击也，古为投。”
《一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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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义》第 3 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 346 卷“投趣”音义：
“上徒侯反……《说
文》作𣪌，古投字也。”“𣪌”自《说文》始，各字书均以为“投”古字。
《名义抄》却以“𣪌”为“𧺢”俗字，“𧺢”一般认为是“䟝”俗字，且无
“投”相关意义。
《集韵·候韵》他候切：
“䟝、𧺢，自投也。或从足。”
《名义抄·足
部》：
“䟝，俗；𧺢、透，二正，他豆反。”可知“𣪌”
“𧺢”两字并无关系，
《名义
抄》所谓“𣪌，或𧺢字”，误。盖由其混讹“𣪌”“䟝”两字，而将本属于“䟝”
字的训语“或𧺢字”抄入“𣪌”字下。
12.《名义抄·石部》
：“砶，或柏字，普百反。”（600）
“砶”字，《改并四声篇海·石部》引《奚韵》：“砶，音珀。”《字汇补·石
部》：“砶，与珀音义同。”以为“珀”之异体。“珀”，宋本《玉篇·玉部》普百
切，《广韵·陌韵》普伯切，《名义抄》之“普百反”亦与上音同。从“石”、从
“玉”义类相通，由其形成的形声字互为异体字较合理，如“碝”或为“瑌”字，
“玛瑙”或作“码𥒤”
。是以“砶”应是“珀”异体。而“石”与“木”部义类并
不相通，《名义抄》“砶，或柏字”应误。
考《一切经音义》卷 31《大灌顶经》第 3 卷“拍长者”音义：“上烹百反，
《博雅》云：拍，击也。
《说文》云：拍，拊也，从手，白声。拊音孚甫反，经别
本作砶，非也。”可知在古写卷经文中，有以“砶”为“拍”之异文的，但玄应
对此现象予以了否定。
《名义抄》的“砶，或柏字”应本是“或拍字”，源于《玄
应音义》，传抄错为“柏”字。
（四）正俗关系揭示有限，而使信息杂糅难辨
《名义抄》之编写，汇取众书，来源驳杂，除了上述错误信息外，还有一种
虽非错误，但较混误的内容，有必要加以厘清。比如《名义抄·肉部》：
“䑈，舒
灼反。力酌反，略治也，强取也。”“䑈”字在《广韵》、宋本《玉篇》中同释为
“北角切，䑈荦，乱杂”，
《名义抄》未取之。其“力酌反。略治也，强取也”见
于《一切经音义》、《新撰字镜》，为“擽”字异体。“舒灼反”则为“䁻”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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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抄》两音，实际记录的是两个俗字。下面再举几例以作说明：
13.《名义抄·目部》
：“𥃾，俗肚字，音杜，目塞。”（187）
“𥃾”字在传统字书中难考，仅可见于《四声篇海·目部》引《川篇》：
“𥃾，
音杜。”但有音无义，
《名义抄》与之音同，且点明为“肚”俗字。邓福禄、韩小
荆《字典考正》（268）考“𥃾”为“肚”异写字，构件“目”“月”形近混同。
《大威德陀罗尼经》卷第 2：
“六法当得熟眼，六法当得白羊眼，六法𥃾当有毛，
六法当早老。”“𥃾”，宋、元、明本作“肚”，为其切证。
但《名义抄》又同时记录“目塞”之义，“肚”为人之胃腹，显然不可能有
“目塞”之义，此与《名义抄》所谓“俗肚字”并不对应。但如“𢾅”
“𡍨”
“杜”
“堵”等定母姥声之字，均含有堵塞、闭塞之意，且“𥃾”为目部字，
《名义抄》
记载之“𥃾，目塞”似可成说。但检之数据库，传统字韵书中不收“𥃾”字，亦
无“目塞”义的其它字词。训为“目塞”的“𥃾”盖为相当晚起的一个俗字。
由此可见，名义抄虽收录了“𥃾”字形、音、义说明，实际是记录了两个同
形字。导致其信息杂糅，形义不对应。
14.《名义抄·糸部》：“𦃽，俗擁字。”（723）
《名义抄·革部》：
“𩍓，俗擁字，音邕。又俗靿字欤。”
《集韵·鍾韵》於容
切：
“𩍓，鞾靿。”
《一切经音义》卷 58《五分律》第 21 卷“作靿”注：
“一豹反，
靴靿也。律文作𩍓，俗语也。书无此字。”所释经原文作：
“时毕陵伽婆蹉常一心
行不觉蹴脚指破，佛见之告诸比丘：从今听诸比丘着富罗。诸比丘作𩍓①大深，
诸居士讥呵言：此比丘所著富罗如我等鞾。以是白佛，佛言不应深作𩍓②，听至
踝上。有诸比丘作𩍓如鞾。诸居士呵如上，以是白佛。佛言应开前。” ①“𩍓”，
圣本作“ ”；②“𩍓”，宫本作“靴”，圣本作“

”。根据《一切经音义》之注

及经原文之意，
“深作𩍓”指加深靴子的筒，
“𩍓”当为“靿”俗讹字，其正字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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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靿”。另有别本的“𩍓”异文作“

”，而与“擁”字形近。
《一切经音义》

卷 63《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第 8 卷“不𩍓前”注：
“邕拱反，遮擁也。”其
经文原作：
“凡为皮履，不𩍓前𩍓后，不作长靴短靴。著者，得越法罪。”根据经
意，
“不𩍓”即不遮掩、蒙蔽，则此处“𩍓”之本字当作“擁”。盖此处为议论皮
履之事，“𩍓前𩍓后”与“长靴短靴”相类，而改原本之“擁”作“𩍓”。以上，
可能是《名义抄·革部》记“𩍓，俗擁字，又俗靿字欤”的所据。
《名义抄》“𦃽，俗擁字”的正俗关系未在其它字韵书中得见。参考《字典
考正》（355），“𦃽”亦“䩺（𩌋）”字，《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卷 2：
“时婆罗门居士等皆问：圣者，何故脚上如是疮耶？答曰：由其草鞋，遂令如此。
时婆罗门等白言：圣者，何为不着𦃽头鞋耶？答曰：佛未许着。世尊集芘刍，告
言：从今已后，听诸芘刍着𦃽头鞋。”希麟《续一切经音义》第 9 卷《根本说一
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下卷音义：
“䩺头，上乌红反，
《广韵》云：吴人谓鞾靿曰
䩺。案，即鞾靺等䩺也。律文作𦃽，非。”
《集韵·东韵》：
“䩺，吴人谓鞾靿曰䩺。”
又《鍾韵》於容切（与“邕”同一小韵）：“𩍓、𩌋：鞾靿，或从邕。
”则“䩺”是
“𩌋（𩍓）”的吴方言俗字，而“𦃽”又是“𩌋”的更换形旁俗字。
“𦃽”与“𩌋（䩺、𩍓）”皆为异构字；而“𩍓”与“擁”只在特定的佛经语
境中存在异文关系，
《名义抄》
“𦃽，俗擁字”应是同理。只有在理解“𩍓”与“擁”
存在异文关系，“𦃽”与“𩌋”存在异体关系的基础上，才能解释《名义抄》所
记录的“𦃽，俗擁字”。而无论“𩍓，俗擁字”还是“𦃽，俗擁字”的正俗关系揭
示，都是无法离开语境而单独成立的。
15.《名义抄·糸部》：“𦀨，俗那字。”（725）
《龍龕·糸部》：“𦀨，音那。”今按《陀羅尼雜集》第十卷《日藏經中除罪
見佛陀羅尼》：“多擲他

毘時臨婆毘時臨婆

阿㝹那多咃多阿㝹那多咃多

復多拘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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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語中，不表實義；佛經中常見有“那婆”或“娜婆”者，《可洪音義》第三卷
《大方等大集經》第二十二卷“𦀨 ”注：
“上奴何反，正作挪、▆二形也。或作
娜，奴何反，
《寶星》作娜婆。”可洪所釋詞大正藏本對應《大方等大集經》即作
“那 ”。
《龍龕》之“𦀨，音那”，蓋因“𦀨”為咒語譯音字，無實義，所以只注
音便可。而《名義抄》“𦀨，俗那字”則是更為寬泛地使用俗字概念，無論何種
語境下，只要是文獻中出現的異文，均按照常見字的俗字處理。
而此處“𦀨”字之後《糸部》又重出：
“𦀨，女 反，單繩未合。又俗那字。
又平，𦀨，針也。”（731）此重出“𦀨”字糅合了“那”俗字之“𦀨”，及“紉”
訛字之“𦀨”。
“單繩未合”
“針也”均與“紉”字義合，
《說文·糸部》：
“紉，繟
繩也。從糸，刃聲。”
《廣韻·真韻》女鄰切：
“紉，單繩也。”
《方言》卷六：
“擘，
楚謂之紉。”郭璞注：“今亦以綫貫針為紉。”“俗那字”則上段已論。

以上本文通过对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具体字例的分析，总结了其中俗字
的四种类型。其对文字正俗关系的阐释，既有正确见解，也有模糊不清甚至错误
的信息。由此可見，我们既可以利用这些俗字信息来补充现有之不足，也应充分
了解该书具有的局限性。日本古辞书对于研究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有很大价值，
值得更广泛而深入的挖掘，但因其为域外学者所编纂，内容、体例有自身的特殊
性，编撰、传抄的内容未必完全正确，我们在参阅这类书时，需要广泛联系其它
相关字辞韵书、经典传注等一起参互对校，认清其性质，才能做到准确把握，有
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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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anchi'inbon Ruiju Myogisho（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 is a Chinese-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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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ionary written by the monk in medieval Age of Japan, which collected a large amount of folk or
variant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can’t be see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lassics and dictionar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several radicals over this book, and the comparison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dictionaries,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olk Characters contained in Myogisho can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types.

Key Words: Japanese ancient dictionary; Ruijumyogisho; Folk Characters; col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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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諺解《千字文》
釋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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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谚解《千字文》释义研究

*

全香兰
xianglanyt@126.com
提要 谚解《千字文》是自十五世纪以来韩国人用来学习汉语汉字的主要工具
书。本文以最具有代表性的光州版《千字文》和石峰版《千字文》为主要对象，对
具体文本进行对比及统计分析，着重考察了韩国谚解《千字文》在汉字释义方面的
特点以及释义演变情况。本文通过考察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汉字传播到韩国之
后，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情况。
关键词 汉字 千字文 谚解 释义

《千字文》在韩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汉文“初读书”，即蒙学书。朝鲜朝初
期，学习汉文用的初学教本除了《千字文》，还有《类合》、《小学》等，其中
《千字文》是首选。《中宗实录》（卷六五、二四年己丑七月乙未）记载“传于
政院曰初读所用千字类合悬吐小学各二十件”①。《训蒙字会·引》也写道：“臣
窃见世之教童幼学书之家必先千字次及类合然后始读诸书矣”，可见《千字文》
在韩国的地位。即便后来著名学者崔世珍的《训蒙字会》（1527 年），柳希春
的《新增类合》（1567 年）等字书相继问世，《千字文》的地位依旧岿然不动。
《千字文》在中国版本繁多，而传到朝鲜半岛广为流传的是周兴嗣编的《千
字文》，我们关注的也是该版本的谚解本。“谚”指谚文，韩文起初叫谚文，“谚
解”即用谚文解释之义。1444 年韩文创制之后，朝鲜半岛开始对中国的典籍进
行翻译，出现了大量的谚解类书籍，其中《千字文》的谚解本作为汉文入门书成
为最为普及的字书。《千字文》在韩国流传千百年，版本及抄本应不计其数，只
可惜朝鲜半岛战乱不断，相关书籍多半在战乱中被销毁。现存谚解类《千字文》
中最早的版本收藏于东京大学小仓进平旧藏书。该版本卷末有刊记“万历三年月
日光州刊上”，因此得名“光州《千字文》”。然而在朝鲜半岛最广为流传的是
“石峰《千字文》”，“石峰”乃韩国朝鲜时代著名书法家韩濩之号（1543∼1
605），因书法出色深得宣祖王（朝鲜第 14 代王，1567∼1608）赏识，由他书写
的千字文也自然成为学习的典范。“石峰《千字文》”作为典范多次刊印，据李
基文研究②，比较重要的石峰版有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本（初刊本，1583 年）、金
东旭教授所藏本（年代不详）、辛未重刊本（1691 年）、甲戌重刊本（1754 年）。
这几个版本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异，不过整体上变化不大，只是在个别汉字的释义
及注音上有所调整。

* 汉语辞书研究中心 2018 年度开放课题——“韩国谚解类字书的汉字释义研究”（CSZX-YB-201810），本
研究得到国家语委汉语辞书研究中心资助。
① 转引自李基文，《千字文》解题，三英印刷株式會社，1973 年，第 279 页。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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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以韩国现存最早版本“光州《千字文》”及最常用版本“石峰《千字
文》”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这两个版本对汉字的释义，考察朝鲜时期韩民族对
汉字的接受、理解等情况。光州版为孤本，而石峰版版本多样，我们从中选择了
初刊本。光州版和石峰初刊本从刊印时间来看，前者为万历三年（1575 年），
后者为万历十一年（1583），二者只有八年之差，基本属于同一个时代，但是从
所记内容来看，光州《千字文》比较保守，保留了诸多早期用词及正字法。自从
1446 年韩文颁布以来，韩文的正字法一直在演变，其渐变过程具体反映在历代
谚解类文献当中。光州版虽然比石峰初刊本仅早于八年，却在文字中保留着早期
曾用字母“Δ”，而且在释义中的用词及方式也表现出保守一面。据李基文统计，
在《千字文》一千个汉字当中，将近四分一的汉字在其内容上与同时代的石峰版
不同，这种情况实属特殊。但从研究的角度看，光州版的保守一面却给我们提供
了很好的史料，有助于我们考察汉字释义的变化情况。朴秉喆（1989）也根据大
量的统计分析指出 1583 年版的《千字文》是字训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此版本与
之前的版本之间在字训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而且这种面貌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
后期。③可见，光州《千字文》与石峰《千字文》初刊本至目前为止算是较为典
型的版本，分别代表不同时代的汉字释义情况。

1.谚解《千字文》的体例
韩国谚解类《千字文》基本采用给每个汉字进行注释（训）、注音的方式，
这是韩国特有的体例。“光州《千字文》”与“石峰《千字文》”皆采用一字一
音一义的形式，顺序为训在前，音在后，如“天 하 텬”，“하 ”为训（义），
“텬”为音。韩国的谚文是音节文字，一个音节对应一个字，对汉字的注释通常
一至四个音节，而对汉字的注音则用一个音节来表示，因此在谚解中很容易区分
释义与读音之间的界线。也就是说，谚解中最后一个字是汉字的读音，前面的内
容便是其释义。
《千字文》本身是四言韵书，每句四字，句句押韵，前后连贯，朗朗上口。
而到了朝鲜半岛，千字文的学习方法跟中国有所不同，他们不以句为单位，而以
字为单位。为此崔世珍在《训蒙字会·引》中指出“千字梁朝散骑常侍周兴嗣所
撰也 摘取故事排比为文则善矣 其在童稚之习仅得学字而已 安能识察故事属文
之义乎”④。作为儿童启蒙读物，《千字文》易于诵读，在朝鲜半岛人们学习《千
字文》虽然不以句为单位，但也是需要诵读的。为了便于诵读，汉字的释义基本
控制在四音节以内，而且诵读时释义和读音之间停顿，以此区别训和音，最后的
重音落在汉字的读音上。比如，“冈 묏부리강”，“묏부리”是训，“강”是音，
诵读时二者之间有个停顿，重音落在最后音。

③ 朴秉喆（1989：第 30 页）针对 15 个版本的《千字文》进行了释义上的统计分析，发现 1583 年版本和
18 世纪后半期的书陵部版本是两个主要分水岭，代表汉字释义的转折时期。
④ 崔世珍在此文指出学习《千字文》以字为单位的弊病，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到当时的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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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光州《千字文》（1575）影印本首页

图 2：石峰《千字文》（1583）影印本首页

众所周知，一个汉字通常不只一个字义，一字多音现象也比较普遍，但谚解
《千字文》普遍选择一字一音一义的体例，所以又叫代表训音，即代表这个字的
音和义，这如同给每一个汉字起了一个名字。这种方法对初学汉语汉字的第二语
言学习者来说是非常有效的。掌握基础汉字一千字的基本音和义，无疑为后续的
进一步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当然，考虑到汉字的多音多义，部分字书也为增加
义项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崔世珍的《训蒙字会》（1527 年），柳希春的《新增
类合》（1576 年）等，但仅限于个别汉字。一字多释的普遍使用始于洪圣源的
“注解《千字文》”（1752 年）⑤。尽管如此，一字一音一义的体例始终作为经
典广为流传，直到今天韩国的汉字教学仍讲究代表训音。

2.谚解《千字文》的释义特点
2.1 释义以字为单位
中国的《千字文》编排是，四字成句，句句押韵，前后连贯，共 250 句。而
韩国的谚解则关注汉字，以汉字为单位，具体的释词释句大概由私塾先生来讲解。
《千字文》里出现很多典故，自然出现不少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如“杜稿钟
隶”中“杜”和“钟”分别指的是“杜度”和“钟繇”二人。而谚解解释“杜”
和“钟”二字时采用该字的本义，“杜”解释为“阻塞”“钟”解释为“钟（响
器）”。此类汉字较多，具体举例如下：
表1
原文
磻溪伊尹

佐时阿衡

汉语中的所指

光州版释义

石峰版释义

磻溪：指姜太公吕尚

磻：石头

磻：石头

伊尹：商朝帝王成汤的宰相

溪：溪水

溪：溪水

阿衡：商朝官名，相当于宰相

阿：丘

阿：丘

衡：秤

衡：秤杆

《训蒙字会》一字双释只有 48 字，《新增类合》一字双释罗孙本 191 字，高大本 136 字。注解《千字文》
一字一释 418 字，一字双释 320 字，一字多释 262 字。见申景澈（1993）p.93，p.96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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奄宅曲阜

微旦孰营
桓公匡合

绮回汉惠

说感武丁

奄：西周时古国名

奄：大

奄：突然

曲阜：地名，今山东省曲阜

曲：弯曲

曲：弯曲

阜：土山

阜：土山

旦：周公旦

旦：早晨

旦：早晨

桓公：齐桓公

桓：桓木

桓：桓人

公：公正

公：官名

绮：绮里季

绮：丝织品

绮：丝织品

汉惠：汉惠王

汉：天

汉：汉水

惠：恩惠

惠：恩惠

说:传说（商代贤臣）

说：说话

说：说话

武丁：商王

武：勇敢

武：勇敢

丁：山顶

丁：成年男子

何尊约法

何：萧何

何：如何

何：如何

韩弊烦刑

韩：韩非

韩：国家

韩：韩国

起：白起

起：起来

起：起来

翦：王翦

翦：剪剥

翦：剪断

颇：廉颇

颇：相当

颇：相当

牧：李牧

牧：放牧

牧：放牧

孟轲：孟子

孟：勇猛

孟：老大

史鱼：著名史官

史：史记

史：史记

鱼：鱼

鱼：鱼

布：吕布

布：布

布：布

僚：熊宜僚（春秋时楚人）

僚：辽东

僚：远

恬：蒙恬

恬：安恬

恬：安定

伦：蔡伦

倫：辈

伦：辈

钧：马钧

钧：陶管

钧：重

任：任公子

任：承受

任：担任

毛：毛嫱

毛：毛

毛：毛

施：西施

施：给予

施：给予

起翦颇牧

孟轲敦素
史鱼秉直

布射僚丸

恬笔伦纸

钧巧任钓

毛施淑资

2.2 释义忠实于原文中的含义
除了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谚解《千字文》对汉字的释义尽量做到不脱离
原文含义。比较光州版和石峰版我们发现后者的释义更加忠实于汉字在句中的含
义。比如“服”字，光州版的解释是“衣服”，而到了石峰版释义改为“穿”，
我们看原句“始制文字，乃服衣裳”就会发现“服”在句中是“穿”之义。其他
例字如下：
表2
汉字

原句

光州版释义

翔

鳞潜羽翔

翅膀（名词）

飞（动词）

道

坐朝问道

道理

道路、方向

背

背邙面洛

背（动词）

后背（名词）

升

升阶纳陛

容量单位（量词）

上升（动词）

食

白驹食场

饭、食物（名词）

吃（动词）

礼

礼别尊卑

行礼、拜

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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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漆书壁经

经过

文书

户

户封八县

人口

门

营

微旦孰营

房子（名词）

营造（动词）

霸

晋楚更霸

打仗

第一

几

庶几中庸

几个

几乎

顿

矫手顿足

（头）叩地

（脚）跺地

寡

孤陋寡闻

孤寡（名词）

少（形容词）

谚解《千字文》作为蒙书在初学阶段通常以字为单位，但是学完汉字的音和
义，下一步势必讲解句义。字义若与句义脱节将会影响后续的进一步学习，因此
为了前后贯通便于学习，结合句义进行释义应该算是比较合理的安排。
2.3 同训现象严重
考察谚解《千字文》对汉字的释义，我们发现同训现象比较突出，即一种释
义用于多个汉字，如“谈、言、辞、语”的释义都用“말 ”一个词，“远、邈
、遐、辽”的释义都用“멀”一个词，甚者有些释义用于八九个汉字。据我们的
统计，光州《千字文》中 26.1%的汉字、石峰《千字文》中 24.5%的汉字跟其他
汉字释义相同，也就是将近 250 个汉字存在同训关系。造成同训的原因很多，我
们大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千字文》本身收录了大量的近义、类义关系的汉字。《千字文》讲
究对仗，文中出现大量的近义关系、类义关系的汉字，这类汉字字义区分本身就
有一定的难度。如，“文”与“字”、“衣”与“服”、“绮”与“纨”、“路”
与“途”、“二”与“两”、“长”与“永”、“去”与“归、之、往”等等，
因此难免出现同训现象。
其次，释义受音节长短之限。谚解《千字文》对汉字的释义并不是字典式解
释，而采用了翻译的形式，通常用对应的韩语词语来释义。而且韩国的《千字文》
也是用来诵读的，因此对应的释词不宜过长，备选词语受限，对很多字义相近的
汉字很难进行细分。如，“飞”与“翔”、“云”与“谓”、“言”与“语”、
“玉”与“璧”、“帐”与“帷”、“省”与“察”等。关于《千字文》释义的
音节数我们做了统计，发现单音节和双音节占 90%以上，三音节和四音节不到 1
0%，可见释义释词的音节长短也是造成同训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具体音节统
计数据如下：
表3
1 音节

2 音节

3 音节

4 音节

总数

光州版释义

290 字

629 字

65 字

16 字

1000 字

百分比

29%

62%

6.5%

1.6%

100%

石峰版释义

290 字

631 字

67 字

12 字

1000 字

百分比

29%

63.1%

6.7%

1.2%

100%

第三，没有相对应的概念。有些字在韩国没有相对应的概念，只好用一个意
义相近词语来释义。比如，“郡”“县”“州”是中国不同行政区的划分单位，
而韩国没有完全对应的概念，就统一用现有的“고을”一个词来释义。汉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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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词“焉、哉、也”；跟车有关的“转、辇、轲、毂、輶”；跟君王名称有关
的“帝、皇、王、君”；跟文字文章有关的“文、字、章、书、籍、经、牒”等
都属于此类。
这些汉字尽管释义相同，但其读音不同，因此诵读时字音是极为重要的区别
特征。从两个版本的释义变化来看，后来的版本有意分化同训现象，一词多释现
象少于前一版本，但大体情形没有改变，释义相同的汉字依然不在少数。

3.谚解《千字文》的释义演变
谚解《千字文》对汉字的释义起初应该主要采用的是固有词，光州《千字文》
的一千个汉字中固有词释义占 88%⑥，所占比例很高。但是随着汉字词的大量渗
透，释义中出现汉字词也是很自然的现象。有的汉字甚至用本字来解释本字，如
“福: 복[福]⑦ 복”，即用“福”来解释“福”。这种现象说明，在该版本的所处
年代汉字词已经进入韩语的词汇系统中，显然有些词是已经替代了原有的固有
词，而有些词说不定一开始就直接借用了汉语词，比如“甲”“银”“法”“军”
“碑”“莲”“兰”等。因为从现有文献中，我们没有找到与这些汉字相对应的
固有词。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往往体现在语言当中，因此词的借用通常意味着概
念的接受。
石峰版《千字文》的释义中汉字词释义共 153 个，比光州版多 33 个。考察
光州版和石峰版，我们发现释义的用词变化多种多样错综复杂。有的从固有词变
为汉字词，有的从固有词变为另外一个固有词、有的从汉字词变为另外一个汉字
词，而有的从汉字词变为固有词。韩国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做得也比较
具体细致。但是从宏观上看，不管这些释义采用何种形式，从本质上看其释义变
化归根结底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
3.1 常用词的更新导致释词的变化
汉字的传播与发展严重影响了韩国语的词汇系统，从《千字文》代表训（义）
的演变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汉字词成为常用词逐步替换原有的固有词。
如，“羊”的释义，光州版为“염”石峰版为“양[羊]”，前者是固有词后者是
汉字词，而固有词“염”是已经消失了的古词，仅作为语素残存于“염소（山羊）”
等个别词语中，已失去其独立意义及独立用法，现代人也不认得其实际含义。这
种现象说明部分汉字词已成为常用词，淘汰了不常用的固有词。这类例字还有：
表4
汉字

⑥
⑦

光州版释义

石峰版释义

珍

그르（玉）

보배[寶貝]

千

즈믄（千）

일쳔[一千]

辇

술위（车）

년[輦]

申景澈（1993）的统计数据为 88.4%，与我们的统计有所出入。P.99.
符号[ ]标的是该韩文的韩国汉字，符号（ ）标的是该韩文的对应汉语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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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바 라올（柔）

약[弱]할

貌

긋（表）

양

妾

곳갓（妾）

쳡[妾]

巾

뵈（布）

슈건[手巾]

规

여을（窥）

법식[法式]

仪

다

（治）

거동[舉動]

[樣子]

除了汉字词替代固有词，也有固有词替代固有词的现象。举例如下:
表5
汉字

光州版释义

石峰版释义

阳

나 （男）

볃（阳）

丽

나오머글（华）

빗날（光亮）

效

욀（献）

본볼（仿效）

形

즛（容）

얼굴（颜）

微

아 （稀）

쟈글（小）

伊

소얌⑧

저（彼）

裳

고외（袴）

치마（裙）

爱

（暖）

랑（爱）

隐

그을（幽）

수믈（匿）

感

깃글（喜）

늗길（感）

最

안직（迄）

가

（极）

旷

긔

抗

가재

결울（对决）

欢

깃글（喜）

즐길（乐）

夫

샤옹（壻）

짓아비（夫）

너를（广）

以上表 5 中光州版的释词都是古韩语词，现代人基本上看不懂，而石峰版的
释词接近现代韩语，只是部分词的正字法跟现代有所不同而已。也就是常用固有
词替代了不常用的固有词。这些语料对考察韩国词汇的演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
索，不仅有助于考察固有词和汉字词的演变情况，而且对考察韩文正字法的演变
也是很好的参考。
3.2 释义的准确性需求导致释词的变化
考察《千字文》释义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汉字释词的变化是跟对
汉字、汉文化的认识有关。比如，光州版对“凤”的释义是“鸟”，石峰版的释
义是“凤凰”。“凤”是想象中的一种鸟，源自汉文化，刚传到朝鲜半岛时因为
没有对等的词，开始就用上位义词“鸟”来释义。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和接受“凤
凰”，“凤凰”一词也成为汉字词进入韩国语的词汇系统里，“凤”的释义自然
也得到了调整。还有一种释义变化是正好与此相反，比如，“缨”字光州版的释
义是“갇긴（帽缨）”即古代帽子系在颔下的带子，也是《千字文》原句“高冠
陪辇，驱毂振缨”中“缨”的含义。但是随着对汉字认识的提高人们发现用绳和
⑧

仅用韩文表示的部分为谚解原文，现已从词典中查不到具体词义，应为消失了的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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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做的装饰品都叫“缨”，“帽缨”不足以概括“缨”的实际含义，于是就用上
义位词“绳、带子”来代替了原有的具体含义。这些释义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汉
字及汉字所包含的概念的认识。又如，“鹍”字，该字的释义变化比较有意思。
“鹍”字在光州版释义为“
（水鸡）”，即解释为鸡的一种，而在石峰版释
义为“鸟”，到了现代这个字的释义成为“天鹅”。据《现代汉语》第七版的解
释“鹍，鹍鸡，古书上指像鹤的一种鸟。”可见光州版的“
（水鸡）”源自
汉语的“鹍鸡”，但可能是因为不熟悉这种鸟，或者认为它不像鸡，在石峰版就
用其上位词“鸟”来概括其义。不过“鸟”的释义毕竟太笼统，到了现代其释义
又回到下位词“天鹅”。其实“天鹅”和“鹤”是不同的鸟，只是二者之间有诸
多共同点，如体积大、羽毛白、都属于水鸟等。“鹍”对韩国人来说比较陌生，
因此对它的认识也不是很精确。通过“鹍”的释义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鹍”
这个鸟的认识和接受过程。再如，“王”在光州版的释义是“萁子”。萁子，殷
商末人，纣王叔父，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据《史记》记载，周武王灭殷封箕
子于朝鲜，箕子朝鲜侯国正式成立。韩国也有“萁子东来说”，想必起初“王”
这个词专指“萁子”，后来汉字汉文化大量传入“王”义逐渐被泛化，才有了“最
高统治者”之义，最终反映在汉字的释义中。总体来说，谚解《千字文》对汉字
的释义从错误、笼统、不准确逐步走向准确。此类例字还有：
表6
汉字

光州版释义

石峰版释义

衡

저울（秤）

저울대（秤杆）

餐

반찬（菜肴）

밥（饭）

膳

션믈（膳物）

차반（膳食）

圣

님금（王）

성인[聖人]

霸

사홈（打仗、争斗）

읏듬（第一）

辽

료동（辽东）

멀（遥远）

精

솝（里）

졍[精]할

箴

빈혀（簪）

경계[警戒]

廉

발（簾）

청렴[清廉]

表 6 中的“箴”和“廉”在光州版的释义显然是混淆了汉字“箴”与“簪”、
“廉”与“簾”。
3.3 同训混淆促使释词变化
前面我们已谈到谚解《千字文》中同训现象突出，为了避免同训混淆部分释
词发生了变化。比如光州版中“木、树、桓、枇、杷、床”都用“나모”一词来
释义，而到了石峰版这些汉字各自有了不同的释义，只有“木”保留着“나모”
的释义。比较两个版本的汉字释义我们不难发现后者努力避免同训干扰，实际上
这个过程同时也是释义精确化的过程。比如“洛”“渭”“泾”三个字在光州版
的释义为“믓 ”，到了石峰版分别释义为“낙슈[洛水]”“위슈[渭水]”“경수[涇
水]”，以此区分三条不同的河。这类例字还有很多，具体如下：
表7
汉字
1

谈

光州版释义
말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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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言

말

语

말

谨

삼갈

论

의논[議論]

谦

겸손[謙遜]

冥

아

杳

아

（远）

아

邈

멀

寂

괴오

寥

괴오（静）

괴오

默
恐
4

5

6

7

8

慌
悚

저흘
저흘（怕）

저흘
두릴

惧

두릴

文

글월

字

글월

书

글월

牒

글월（书）

글월

诗

글

笺

조

简

간략[簡略]

车

술위

轲

술위

转
辇

술위（车）

구을
년[輦]

毂

술위통

輶

가 야올

審
详
植
稼

필（省）
시믈（种）

필
자셰[仔細]
시믈
곡식시믈

同训干扰自然促使释词调整，这个过程往往不是一个单纯的分化过程，而是
一种综合性的变化和调整过程。总之，增加区分度是一个重要的动机，其过程通
常还伴随着常用性原则和准确性原则。具体解决途径有：（1）用同义或近义关
系的汉字词替代固有词的方法；（2）用同义或近义关系的另外一个固有词代替
现有固有词的方法；（3）增加限定词来细化词义的方法；（4）采用该汉字另外
一个义项的方法等等。
总之，谚解《千字文》的释义方式并不是字典式的解释，也不是包罗万象式
涵盖汉字的所有义项，它注重代表训，通常由一个相对应的韩语词语来释义，因
此就涉及到词的选择及词义取舍等问题。总结前面的研究我们认为谚解《千字文》
的释义主要遵循三个原则：常用性原则、准确性原则和区别性原则，而且这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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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通常是综合性的。

结论
本文以韩国谚解《千字文》中的光州版和石峰版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体例
及释义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谚解《千字文》的体例是一字一音一义，所以叫做代
表训音。韩国的谚解《千字文》作为蒙书也便于诵读，顺序为释义在前读音在后，
释义与读音之间有停顿，重音落在读音上。为了便于诵读释义控制在四音节以内，
双音节最多，单音节次之，字音则为一个音节。
谚解《千字文》的释义有三个特点：一是谚解《千字文》的释义是以字为单
位，不以词或句为单位。二是汉字单字释义忠实于原文中的含义。三是同训现象
严重，其原因来自多方面。为了避免同训干扰用其他同义或近义词来释义或选择
汉字的其他义项是比较有效的处理方式。在释词的替换中汉字词替代固有词的现
象比较突出，从侧面反映了汉字的传播及渗透情况。
从历时的角度考察汉字释义，我们发现不同版本之间的释义的变化主要遵循
三个原则：一是常用性原则，即尽量用常用词进行释义，而且解释的是汉字的常
用义。二是准确性原则，前版本中错误的、笼统的、片面的认识到后面的版本得
到了相应的调整。三是区别性原则，尽量提高区别性以此避免同训带来的混淆与
干扰。
总之，本文重点考察了韩国谚解《千字文》的释义体例、特点及演变情况。
谚解《千字文》作为韩国早期最重要的二语学习字典在韩国传播发展千百年，对
韩国人学习汉语汉字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比如考察十七世纪韩国司译院编撰的
《译语类解》等汉语词汇集，我们发现其体例基本遵循一词一义的体例，显然与
《千字文》一字一义一脉相承。直到今天，韩国的汉文教学扔注重代表训音的学
习。除了体例上的影响，通过释义特点及演变情况，我们还考察到汉字、汉文化
传到韩国之后被接受和认识的情况。汉字作为汉语、汉文化的载体，不仅是学习
汉语、汉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学习的最大难点。因此，无论从汉字域外传
播发展的反观研究出发，还是立足于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国别化教学，谚解《千
字文》都值得我们去深度分析和挖掘。

参考文献：
檀國大學校附設東洋研究所编，《訓蒙字會》（東洋學叢刊第一輯），三英印刷株式會社，
1983 年 5 月 1 日再版（影印）.
檀國大學校附設東洋研究所编，《千字文》（東洋學叢書第三輯），三英印刷株式會社，1
973 年 8 月（影印）.
安晟秀 2017 《韩国千字文研究——以周兴嗣集字本为例》，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
论文.
樸秉喆 1989 《中世訓의 消滅과 變遷에 대한 研究》，仁荷大學大學院國語國文學科博
士論文.
申景澈 1993 《漢字字釋研究》，太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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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Korean Eonha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ousand-Character Classic
Quan Xiang-lan
Abstract: The Korean Eonha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ousand-Character Classic
has become a main reference book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haracters
learning for Koreans since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is paper, taken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Gwangju edition and Seokbong edition of the Thousand-Character
Classic as the subject, carries out a contrastive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for the
specific texts, with a focus on th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interpret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It attempts to from one perspective unveil the real
picture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had been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people from different times and environments after the spread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Korea.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the Thousand-Character Classic; Korean Eonhae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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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越南與中國的
漢文筆談
越南使節黎貴惇燕行錄的案例研究
Sinitic Brushtalks between Vietnam and
Chi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tudy of Deputy Envoy Lê Quý Đôn’s Mission to Qing China

阮俊強、阮氏雪
越南
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所屬漢喃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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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itic Brushtalks between Vietnam and Chi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tudy of Vice-Envoy Lê Quý Đôn’s Mission to Qing China
十八世紀越南與中國的漢文筆談：
越南使節黎貴惇燕行錄的案例研究

Nguyễn Tuấn Cường 阮俊强 (越南漢喃研究院院長)
Nguyễn Thị Tuyết 阮氏雪 (越南漢喃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Abstract: During his mission to China (1758–1762), Vice-Envoy Lê Quý Đôn of the
Great Việt (also known as Annam, today’s Vietnam) held extensive brush conversations with
officials of different ranks and people in Qing China. Many interesting brushtalk records are
detailed in the ‘Complete Account of an Envoy to the North’ 北使通錄, which was compiled
based on his personal travel diary.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intercultural exchange as
documented in the brushtalks reveals a wide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the bureaucratic
administration system,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diplomatic issues, points of
shared academic interest, history, geography, culture, customs, regional products, landscapes,
climate, etc. Details of the physical settings of the brushtalks in terms of participants, time,
place, mode of interaction, and the main purpose of individual brush conversations will be
briefly analyzed. Apart from exchanging views on matters of shared interest, from routine
and mundane to academically demanding and intellectually sophisticated, the diplomats and
scholar-officials also used brushtalk for socializing purposes. The brushtalk records in the
‘Complete Account of an Envoy to the North’ as epitomized in those collected during the
envoys’ tributary missions to China have not only high historical values for Vietnamese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 but lingua-culturally they should also be of interest to research in
sociolinguistics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Brushtalk, Literary Sinitic, envoy, Lê Quý Đôn, the Complete Account of
an Envoy to the North 北使通錄
摘要：漢文筆談是東亞各國的之間的傳統的交流方式之一。安南甲副使黎貴惇

在 1760-1762 年間出使清朝，在華的兩年多時間與許多清代朝野士民會見並進行不少
有趣的筆談，其中若干筆談詳細地記載於黎貴惇的《北使通錄》。本文據此書出使日
記統計與分析參加人物、時間、地點、方式、目的等筆談形式以及各類官制、科舉、
朝政、經學、史學、地理，社会、文化、习俗，產物，景观，天气、社交、心交等筆
談內容。本文發現參加筆談主體人物、具體背景及筆談形式對筆談內容與出使期間中
的相關交流主題產生直接影響並有特殊的歷史價值。
關鍵詞：筆談；漢文；使臣；黎貴惇；北使通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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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ê Quý Đôn and the Complete Account of an Envoy to the North 北使通錄
Lê Quý Đôn 黎貴惇 (1726–1784), a senior scholar-official during the Restored Lê
period (1533–1789), served in court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after achieving the top-ranked
position in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1752. His exemplary literary career made him a
widely acclaimed eighteenth-century scholar who commanded encyclopedic knowledge of
the Great Việt ( 大 越 ). 1 In 1758, he was appointed as Vice-Envoy (1758–1762)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to Qing China,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figure in a delegation of 25
people headed by the Chief Envoy Trần Huy Mật 陳輝謐 (1710–?). The delegation departed
from the capital Thăng Long 昇龍 (now Hanoi) in the first lunar month2 of 1760 and returned
to their home country in spring, 1762. The more than four-year mission including a two-year
journey to Peking and back was intended to fulfill Annam’s3 obligation to make up for two
tribute visits to the celestial capital scheduled in 1756 and 1759. The envoys’ main duty was
to report on two important events: the funeral of King Lê Ý Tông 黎懿宗 (1719–1759;
reigned 1735−1740) and the coronation of King Lê Hiển Tông 黎顯宗 (1717–1786; reigned
1740−1786). The journey took place at a time when Vietnamese-Chinese relations were
politically rather stable.
The ‘Complete Account of an Envoy to the North’ 北使通錄 (hereafter, Complete
Account, Lê 1763) was based on Lê Quý Đôn’s travel diary where important events and
personal reflections were recorded. Today, only a single copy is archived at the Institute of
Sino-Nom Studies in Hanoi (call number A.179). This work consists of four volumes, of
which volumes 2 and 3 are missing (i.e., only volumes 1 and 4 remain). Volume 1 documents
preparatory activities before the mission started; volume 4 records events during the
homeward journey covering a period of about half a year, from 06:28, 1761, in Hezhou (和
州), Anhui Province to 01:07, 1762, upon arriving at the border gate in Taiping prefecture
( 太 平 府 ), Guangxi Province. Although incomplete, this surviving travel diary contains
interesting details with lingua-cultural import as well as historical value in such aspects as
contemporary history, culture, intellectual exchange on issues of shared academic interest,

1

For details about Lê Quý Đôn’s life and career, see Zhong Caijun (2012); Nguyễn Tài Đông

(2008).
2

The dates are all recorded according to the lunar calendar. For convenience’s sake, all lunar
months and dates will be presented in digits, with the month preceding the date separated by a colon.
Thus ‘03:05’ would mean ‘the 5th day of the 3rd lunar month’.
3
An Nam (安南, also spelled as Annam), literally ‘the Pacified South’, was an alternative name
of the Great Việt (大越); both referred to Vietnam during the monarchical period (938–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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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f cours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Annam and China vis-à-vis other East Asian
neighbors.4
In official Vietnamese-Qing diplomatic encounters, bilateral verbal exchange
mediated by an interpreter was the default mode of official communication and face-to-face
interaction. The 1760–1762 delegation included three interpreters (listed as 通事 or 通士):
Nguyễn Đình Ngạn 阮廷彥, Nguyễn Đình Thiệm 阮廷贍, and Trương Đình Tài 張廷財.
They were in charge of interpreting during official meetings between the envoys and Qing
authorities, central or provincial. By contrast, in their private capacity, the envoys tended to
rely on Sinitic brushtalk 漢文筆談 when meeting with Chinese people or interacting with
envoys from other polities. In this study, we will analyze the Sinitic-based brush
conversations between Lê Quý Đôn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s documented in volume 4 of
the Complete Account (on Sinitic brushtalk in Vietnam and in East Asia in general, see, e.g.,
Yu & Liang 2013; Nguyễn & Nguyễn 2019, 2020; Wang & Xie 2015; Li, Aoyama & Wong
2020).

Brushtalk activities of Lê Quý Đôn in the Complete Account
According to the Complete Account (volume 4), during the delegation’s return
journey from the Chinese capital, there is clear evidence of ten writing-mediated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nvoys of the Great Việt and their Chinese interlocutors, as
evidenced in such expressions as ‘used/grabbed an ink brush to write’ (以筆冩, folio 13a; 取
筆冩, 76b), ‘used an ink brush to question and answer’ (以筆問答, 28b), ‘used an ink brush
to question and answer each other’ (以筆研相問答, 61b), ‘used an ink brush to discuss
poetry’ (以筆談詩談文, 6b) or ‘sat and wrote’ (坐書, 81b). There were ten other writingmediated exchanges that either specified conversations with interpreters (通事) (n=4, see <1>,
<3>, <5>, and <14>, Table 1) or were clearly laid out in question-and-answer mode (n=8),
although no mention was made of the use of ink brushes and paper. The analysis below is
based on these twenty writing-mediated brush conversations between envoys of the mission
and the Qing people they met during their return journey (see Table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20 (brush) conversations in question-and-answer mode as
documented in the ‘Complete Account of an Envoy to the North’ 北使通錄 (vol. 4)5

4

北使通錄 is also available in Vietnamese translation (see Nguyễn Thị Tuyết 2018). For the
original Sinitic texts, see A.179 archived at the Institute of Sino-Nom Studies in Hanoi.
5

With few exception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itutions and titles of scholar-officials
below are essentially based on Hucke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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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Date &
Time
1st lunar month, 1761

Place

1

Noon, 01:10

Temple of
Confucius 孔廟
and Imperial
Academy 國子監,
Peking

2

Afternoon,
01:10

Temple of
Confucius and
Imperial
Academy, Peking

Participants

Form

Topic

Page

Annam envoys
and Shi
Zhouhan (史周
翰), Zhang
Yuanguan (張
元觀)
Annam envoys,
Zhang
Yuanguan, and
Zhang Fengshu
(張鳳書)

Oral
interpretin
g

Envoy asked to observe
ritual tools in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59b

Brushtalk

Motivation, learning
attitude and respect;
reverent worship of
Temple of Confucius and
Imperial Academy;
Envoy asked to observe
books on ritual tools and
ceremony at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61b–
62a

Lê Quý Đôn
and Qin
Chaoyu 秦朝釪

Oral
interpretin
g,
Brushtalk

Discussed court rituals,
the social situation,
customs and local
specialties of Annam

6b–7b

Lê Quý Đôn
and Qin
Chaoyu

Brushtalk

8b–
10b

Lê Quý Đôn
and Qin
Chaoyu

Oral
interpretin
g,
Brushtalk

Lê Quý Đôn
and Qin
Chaoyu

Brushtalk

‘A review and criticism
of books’ 群書考辨,
‘Reflective reading
notes’ 讀書記, and
‘Book of poetry’ 詩經
A review and criticism of
books,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system for selecting
assistants to envoys
‘Records of model sages
and nobles’ 聖模賢範錄;
mutual friends

Lê Quý Đôn
and Zuo Peng
作朋

(unclear)

Ceremonies to welcome
envoys; envoys’
command of Mandarin;
books and published
works; the capital;
clothing system; the
custom of disheveled
hair 披髮, etc.

16a–
16b

Lê Quý Đôn
and Guo Can
郭參
Lê Quý Đôn
and Yong 永,
the Provincial
Chief
Lê Quý Đôn
and Qin
Chaoyu

(unclear)

Envoys’ costumes,
challenged with
antithetical couplets
The well-being of the
mission, bureaucracy
system and the court of
Annam
Homesickness;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court officials and local

24a–
25a

8th lunar month, 1761
3

Mid-noon,
08:05

Dehua 德化,
Jiujiang 九江,
Jiangxi Province

4

From Tỵ 巳
Wuxue 武穴,
hour (9–11
Guangji 廣濟,
am) until
Huangzhou 黃州,
evening,
Hubei Province
08:14
5
From Thân
申 hour (3–5 Pantang 潘塘,
Tongcheng 桐城,
pm) until
late at night, Huangzhou
08:16
6
From
On the Imperial
evening to
Commissioner’s
midnight,
boat docked at
08:27
Huangzhou
9th lunar month, 1761
7
09:09
Wuchang 武昌,
Hubei Province

10th lunar month, 1761
8

9

10:01

10

From Tỵ 巳
hour (9–11
am) until

Changsha 長沙,
Hunan Province

Yongzhou 永州,
Hunan Province

(unclear)

Brush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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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1

Date &
Time
evening,
10:21
Evening,
10:22

Place

Yongzhou, Hunan
Province

11th lunar month, 1761
12
From Thân
Darongjiang 大榕
申 hour (3–5 江, Xing’an 興安,
pm) until
Guangxi Province
late at night,
11:05
13
11:08
Guilin 桂林,
Guangxi Province

14
Evening,
11:10

Guilin, Guangxi
Province

12th lunar month, 1761
15
12:26

Participants

Form

Chief Envoy
Trần Huy Mật
and Qin
Chaoyu

(unclear)

Lê Quý Đôn,
Trần Huy Mật
and Qin
Chaoyu

Brushtalk

Trần Huy Mật,
Lê Quý Đôn
and Xiong
Xuepeng 熊學
鵬
Interpreters and
Ye Cunren 葉
存仁, Qing
Accompanying
Official 伴送官
named Luo 羅

(unclear)

Envoys and De
Bao 德保, Gu
Ruxiu 顧汝修

(unclear)

Lê Quý Đôn
and Cha Li
Lê Quý Đôn
and Ouyang
Min 歐陽敏
Lê Quý Đôn
and Zhu Peilian

(unclear)

Lê Quý Đôn
and Zhu Peilian

Brushtalk

Lê Quý Đôn
and Zhu Peilian

Brushtalk

Oral
interpretin
g

Taiping prefecture
(太平府), Guangxi
Province
16

past 11 pm

17

12:27

Taiping prefecture,
Guangxi Province

18
19

Past noon,
12:29

Taiping prefecture,
Guangxi Province

1st lunar month, 1762
20
01:03
Taiping prefecture,
Guangxi Province

Topic
officials; A review and
criticism of books, and
The Book of poetry
Duties of the Chief
Envoy; the system for
selecting assistants
accompanying the
envoys, etc.

29b

Border area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limate,
customs of the states in
the South, envoys’
families, etc.
Request to local officials
for delegation’s travel
route and itinerary from
Wuzhou 梧州 to
Nanning 南寧
Request for dropping the
character ‘Barbarian’ 夷,
and changing the title to
‘Envoys of Annam’ 安南
國使

31b–
34a

Two capitals of Annam;
the Emperor and Lord
Trịnh Sâm 鄭森 (1739–
1782); Annam as a
peaceful country with a
respectful and obedient
(恭順) court;
composing poems
(couplets)
Literature and poetry
past 11 pm

66b–
67b

(unclear)

34b

46a–
46b

67b
67b

Discussed poems
Brushtalk

Historical changes in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of Annam
Records of model sages
and nobles and A review
and criticism of books

67b–
71a

Border area and
geography; Vietnamese
people’s worship of
Master Giải; building of
ramparts and fortresses;
and Việt Thường
people’s offer of
pheasants as tribute items

78a–
8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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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ople regularly engaged in brushtalk with Lê Quý Đôn may be sub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The first group consisted of local officials receiving the envoys in their return
journey, including Surveillance Commissioner (按察使) Zuo Peng 作朋, a Metropolitan
Graduate 進士 (from Hubei Province); Guo Can 郭參, a subordinate of Provincial Governor
(巡撫) Feng Qian 馮鈐 (Hunan Province); Provincial Governor Xiong Xuepeng 熊學鵬
(Guangxi Province), a Metropolitan Graduate in 1730;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er ( 布 政 使 ) Ye Cunren 葉 存 仁 (from Jiangxia 江 夏 ); two Imperial
Commissioners (欽差冊使官) De Bao 德保 and Gu Ruxiu 顧汝修; Defense Command
Lieutenant Governor (協鎮) Ouyang Min 歐陽敏; Provincial Education Commissioner (提督
學政) Zhu Peilian 朱佩蓮; and Acting Circuit Intendant (暑道臺官) Cha Li 查禮. The
second group comprised Qing court officials in Peking, including Shi Zhouhan 史周翰,
Zhang Yuanguan 張元觀, Zhang Fengshu 張鳳書, and Qin Chaoyu 秦朝釪. The third group
was made up of envoys encountered in Peking, including three from Chosŏn: Chief Envoy
Hong Kye Hee 洪启禧, two Vice-Envoys Jo Yeong Jin 趙榮進, Lee Hwi Joong 李徽中, and
two from the Ryukyu 琉球 Kingdom: Tei Kotoku 鄭孝德 and Sai Sesho 蔡世昌. The
conversational exchanges with the envoys of Chosŏn and Ryukyu were all mediated by
Sinitic brushtalk. Unfortunately, these multi-national brushtalk records were lost.
The writing-mediated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with regional officials at provincial
level sometimes took place spontaneously, swiftly and briefly, other times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if pre-arranged at appointed times upon invitation. Most of the conversational
exchanges with local officials were usually routine and short; these would typically go
through an interpreter. For topics involving lengthy deliberation, however, brushtalk tended
to be preferred. Compared with speech-based interaction mediated by an interpreter, writingmediated brush conversation would take longer, but it had the advantage of allowing for
meaningful, in-depth exchange of personal or private views, which would complement the
viewpoints presented officially out of national interest. Most of the brushtalks took place on
the boat of Imperial Commissioner Qin Chaoyu or in the offices of the regional officials
where Lê Quý Đôn was invited to meet with enthusiastic local scholars and literary figures.
As shown in Table 1, many brush conversations lasted from noon till late evening, a few until
late at night.
The Complete Account recorded six brushtalks between Lê Quý Đôn and Qin Chaoyu,
who was sent to escort the envoys of Annam back to their country from 03:01 to 11:12, 1761,
departing from Peking to Guilin before returning to the celestial capital. Qin was the one who
held the most brushtalks with the envoys of Annam, frequently and prolonged, and the topics
of their brush conversations were often revisited as he spent nearly a year traveling by boat
with the delegation during their return journey. Lê also conducted brushtalks with Zhu
Peilian for three consecutive times, each time lasting from early afternoon to the evening as it
was right before the New Year’s Eve of 1762 when the delegation had to stay and wait at the
border gate until it reopened in the new year. In addition, Lê improvised short poem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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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with Cha Li, who welcomed the delegation at the entry point in China and saw the
delegation off two years later in their return journey at the border. The brushtalks of Lê Quý
Đôn with Qin Chaoyu, Zhu Peilian, Cha Li usually lasted a few hours because their
conversational topics were often intellectually rich, exchanging views on books of shared
academic or historical interest but also studies of Chinese classical canons, culture and poetry.
Of the twenty writing-mediated brushtalks in the form of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
Table 1, ten took place during the delegation’s return journey, including two brushtalks
involving interpreters and eight where no interpreters were present. In those brushtalks
attended by interpreters,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was usually a mixture of writingmediated interaction and speech-based conversation, with brushtalk being the dominant mode
of intellectual exchange. By contrast, the speech-based mode was only secondary, being
restricted to greetings and other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before the brushtalk started, such as
inquiries about the availability of interpreters. In what follows, we will cite three excerpts to
illustrate brush-assisted interactions involving interpreters, who sometimes talked to the
Chinese interlocutors directly in Chinese.
On 09:09, the Vietnamese envoys were received by Hubei Surveillance
Commissioner Zuo Peng in the presence of some enthusiastic scholars and literary figures:
問: 貢使能官話否?

Surveillance Commissioner [Zuo] asked: “Does the envoy
speak Mandarin?”

曰: 不能。

Interpreter: “They don’t.”

問通士: 貴國多書籍否?

[Zuo] asked the interpreter: “Are there many books in your
country?”

使答曰：經、史、子、集亦略 Envoy [Lê] answered: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ical records,
備 觀 覽 ， 安 敢 比 中 國 之 philosophical writings and miscellaneous works are available
富。……

and enough to read. But they are no match for the collections in
China.” (Folio 16b)

On 08:16, after Lê Quý Đôn and Qin Chaoyu had a brushtalk about the book Sử biện
( 史 辨 , ‘Critical historical review’), Qin Chaoyu served rice and wine, and asked the
interpreters casually:
曰: 三位貢使想係貴國選擇而 [Qin]: ‘The three envoys were selected by your esteemed
來?

country for this mission [I suppose]?’

仍教他代對曰: 奉使天朝，豈 Vice-Envoy [Lê] told the interpreter to answer on his behalf
敢不重其選, 但三位貢使亦以 [orally]: ‘We are entrusted to pay a tribute visit to the Celestial
位次而當行, 非極選也。

Empire, how can we not select carefully? But the three envoy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ranking rather than on merits.’

伊又曰: 國中想如三位者甚少?

He [Qin] asked again: ‘Few in [your] country can compar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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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 envoys [I suppose]. Right?’
The interpreter said: ‘Yes.’

伊曰: 然。

甲副官語他改對曰: 國中才學 Vice-Envoy [Lê] told the interpreter to correct himself: ‘There
名臣極多, 如大貢使上尚書侍 are many talented scholar-officials in the country; there are
郎十數人, 二貢使三貢使之列 over a dozen knowledgeable scholar-officials like the Chief
在翰林東閣有名望者亦眾。

Envoy [Trần Huy Mật] at the Vice-Minister rank. Reputed
scholars comparable to second- and third-ranked envoys who
merit a position in the Eastern Imperial Academy are also not
rare.’

伊笑曰: 雖然亦為罕得之才。

He [Qin] laughed and said: ‘However, gifted scholars [like the
three envoys] are rare.’ (Folio, 11a–11b)

On 10:01, 1761, Lê Quý Đôn met with local scholars and literary figures before Yong,
the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er of Hubei Province. They were accompanied by interpreter
Nguyễn Đình Ngạn:
曰: 貢使不通官話，何 [Yong] said: ‘The Envoys do not speak Mandarin; how could you
能對得?

communicate [with our Emperor]?’

曰: 那時跪，使通事代 [Lê]: At that time [when meeting with your Emperor,] we bent on our
對。（……）

knees, and requested the interpreter to respond on our behalf. (…)

退辭, 出送之門外,復回 [When the envoy] excused himself, [the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er]
[問]: 官何處人能說話?

went to the gate to see him off. [Yong] asked [the interpreter] again:
‘Where are you from; how come [you] can speak [Mandarin]?’

曰: 本國海陽人。

[Nguyễn]: ‘[I am from] Hải Dương Province of my country.’

問: 有官職否？

[Yong]: ‘[Do you] have an official title?’

曰: 小職色。……

[Nguyễn]: ‘Just a low-ranking officer.’ (Folio, 25a–25b)

Clearly, the above conversational records were only partly writing-mediated. The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were largely speech-based thanks to the presence of one or more interpreters.
While the envoys, including Lê Quý Đôn, were non-conversant in Mandarin, there is some
indication that they could follow the verbal interaction between Qing Chinese officials and
their interpreters to some extent.
Brushtalks contents
When official business was over, most of the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recorded
during the delegation’s return journey were rather routine. These included welcoming and
bidding farewell, contacting the local offices about supervisory arrangements from making
boat schedule arrangements to escorting the delegation to the national border.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these brushtalks, four topical focuses are discernible: (i) academic exchange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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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geography and Confucian classics; (ii) culture and customs of Annam; (iii) paintings
and poetry; and (iv) socializing. Below we will illustrate them with one or two examples each.
Brushtalking about history, geography and Confucian classics: intellectual exchange
In the Complete Account, Lê stated the purpose of his academic exchange via
brushtalk clearly as follows (Lê Quý Đôn 1763: vol. 1, folio 32a):
僕忝自遠方來朝上國，深欲與賢士大夫接識，講論典籍，考究禮樂，得求教益。
‘I came to the Superior Country from afar,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the great sages and nobles,
discussing classical and literary works, studying rites and music in the hope of benefiting
from [your] fine teaching and sharing.’

Besides his diplomatic mission, Lê was most interested in the political figures of the
North and academic studies of Confucianism. In view of the intellectual currents and debates
on classical Chinese canons and research in historical studies by Qing scholars, Lê
consciously brought along his two own books in anticipation of informed discussion and indepth exchange of views with Chinese scholars. The two books were ‘A review and criticism
of books’ 群書考辨 and the ‘Records of model sages and nobles’ 聖模賢範錄.6 According to
the Complete Account, the literati from the North and Lê had fruitful discussions on many
aspects of historical studies, classical Chinese canons and literary works, as well as
geography.
For instance, on 08:14, Qin Chaoyu and Lê Quý Đôn discussed various historical
events. The two began by exchanging views toward A review and criticism of books before
extending their discussion to other historical issues. This book consisted of four volumes,
covering the history of China from the Xia 夏 (ca. 2100–1600 BCE), Shang 商 (1600–1050
BCE) and all the dynasties up to the Song 宋 (960–1279 CE). Qin was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e Yellow Turban (Huangjin 黃巾) uprising during the Eastern Han 東漢 (25–220 CE)
and the White Lotus Sect (Bailian jiao 白蓮教) of the Song dynasty. After their brushtalk
exchange, Qin praised Lê that ‘the Envoy does have an eye for history’ (可見讀史有眼, folio
9b), and that Lê was ‘good at reading history and understanding its essence’ (可謂善讀史而
得其要領者也, folio 20b).
When Qin presented the Reflective reading notes 讀 書 記 for Lê to read, they
immediately had a good discussion about stud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focusing on the Book

6

There is one copy archived at the Institute of Sino-Nom Studies, call number VHv.2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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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oetry 詩經. When commentaries of Zhu Xi 朱熹 were brought up, Lê quoted The
Analects 論語. To challenge Zhu Xi’s views, Lê supported his argument by citing opposing
opinions by Lü Donglai 呂 東 萊 (1137–1181) and the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Literature’ 文獻通考 by Ma Duanlin 馬端臨 (1254–1323). Lê showed an unmistakable
predilection for classical learning 古 學 and had high praise for Confucian scholarship
conducted during the Han dynasty, in keeping with the prominent intellectual currents of
textual criticism and evidential research 考據學 so prevalen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Qin
did not agree with Zhu Xi’s viewpoints entirely even though he remained respectful of Zhu.
His attitude may be seen as “the middle way” 中道,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eclecticism 折
衷學派 between Confucian scholarship of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
In the eighth lunar month of 1761, Lê Quý Đôn had four extended brushtalks with
Qin Chaoyu (08:16, 08:27, 10:21, and 11:05), continuing their writing-mediated sharing and
exchange earlier (08:05 and 08:14). As before, in-depth discussions were held focusing on
the content in three books: A review and criticism of books, Records of model sages and
nobles, and the Book of poetry. The main topics in these four brushtalks were mainly related
to historical studies and Confucian classics as found in various published works on studies of
history, critical commentaries, investigative research, as well as selected excerpts from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 keeping with mainstream academic interests and concerns of Qing
scholars.
Geography along the border regions between Annam and Qing China was the main
topic of the brushtalks and letter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ê Quý Đôn and Zhu Peilian.7 On
12:27, before the New Year’s Eve to 1762, Lê visited the Chief Provincial Education
Commissioner of Guangxi Province, Zhu Peilian. Through brushtalks, Zhu asked about some
locations in Giao Châu 交州 and how they were called historically. Zhu appreciated Lê’s
elaborate response and commented that ‘Everything [the Envoy] raised is precious advice’ (
承示一條, 誠如尊諭, folio 70a). At the end of the brushtalk, Zhu handed over a complete set

7

Liam C. Kelley (2005: 215) also mentioned the brush conversation and letter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ê Quý Đôn and Zhu Peilian in footnote 49: “How Southern envoys
communicated with Northern officials varied depending on the occasion and also perhaps on the
status of the Northern official. Le Quy Don and Zhu Peilian communicated at times by exchanging
letters and at times by engaging in ‘brush talks’ (but dam/bitan), where both men sat at a table and
wrote questions and answers to each other. For an example of a brush talk between Le Quy Don and
Zhu Peilian, see Le Quy Don, Bac su thong luc [A complete record of an embassy to the North],
(1760), A. 179, 68a–7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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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apers listing all districts and provinces prior to the Ming dynasty, and requested Lê to
indicate historical changes in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and names of those regions. On that
occasion, Lê also took out both the Records of model sages and nobles and A review and
criticism of books, and requested Zhu for comments and to write a preface for each of them.
On 01:03, 1762, Lê returned and gave Zhu the answers he was looking for. Thereupon they
had a fascinating brushtalk on various historical changes in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of
specific regions in Annam, Lê’s own literary works, as well as a great variety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issues in Annam. Guided by serious inquiry and academic rigor, they thoroughly
researched changes in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through time by looking up relevant
references and credible published sources, in keeping with the critical stance of Qing scholars
who subscribed to the mainstream school of evidential research or textual criticism 考證學派
/考據學.
The brushtalks on stud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canons and history, like those on
changes in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were among the most stimulating and academically
demanding exchanges between the Annam delegation and their Chinese brush conversation
partners. Being the most knowledgeable scholar-official from Annam, Lê Quý Đôn took
advantage of his position as the Vice-Envoy to seek the views of Qing scholar-officials by
conversing with them in writing. In particular, to satisfy his intellectual curiosity and interests
in various political and academic issues, he would try to apply the method of textual criticism
which was so trendy and popular at that time. In this regard, Lê’s brushtalk records collected
in his 1763 Complete Accounts are truly a highlight of Vietnamese-Chinese academic
exchange – unparalleled in the past and probably unsurpassed in the rest of the monarchical
period of Vietnam.8
Brushtalking about the culture and customs of Annam
Annam culture and customs were among the topics that many Chinese officials were
interested in and curious about. In particular, Zhu Peilian raised many questions when
brushtalking with Lê Quý Đôn. Below is one such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rumored offering
of white-eared pheasants by Việt Thường people 越裳氏 to ancient China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1045–221 BCE):
曰：有一說欲奉呈。 [Zhu]: ‘There is one hearsay that [I] would like to consult [you]. ‘Some

8

The content of Lê Quý Đôn’s academically focused brushtalk records in the Complete
Accounts is very rich; it will be reported in a separate study. On more details of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Lê Quý Đôn and Qing schola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see Nguyễn Kim Sơ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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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載越裳氏朝周獻白 history books stated that the people of Việt Thường offered white-eared
雉事，容或有之？
pheasants as tributes to the Emperor of Zhou dynasty. May [I] ask is that
true?’
[曰]: 其謂由扶南、林
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
無不謬妄。越裳在交
趾南，舊驩州，今本
國乂安處。林邑舊占
城國，今本國廣南，
在乂安外。扶南又在
林邑之外乃占、臘
地，又外此則近於西
海諸國，莫知所極
也。今云由扶南達越
裳，非惟后世未嘗開,
周 时 亦 无 此 路
也 。 …… 凡 此 皆 为
“王子年《拾遺記》怪
誕之說。史遷本無是
言，后儒收入外史，
不可勝辨。

[Lê]: ‘It took a whole year to get to Zhou China by sea from Phù Nam 扶
南 and Lâm Ấp 林邑. Việt Thường 越裳 was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Giao Chỉ 交趾, formerly known as Hoan Châu 驩州, now the Nghệ An
乂安 of our country. Lâm Ấp was formerly the country Chiêm Thành 占
城國; it is now the Quảng Nam 廣南 region of our country outside of
Nghệ An. Phù Nam is located outside of Lâm Ấp; it belongs to the land
of Chiêm Thành and Chân Lạp 真臘. And the exterior of Phù Nam is
close to the countries in Tây Hải 西海, and we do not know their
boundaries. Now it is said that the road from Phù Nam to Việt Thường
not only has not been cleared by the next generations, but the Zhou
dynasty also had no such path. (...) Those myths that have been passed
down [i.e., the theory that Việt Thường offered pheasants as tribute
goods to the Zhou dynasty] are all absurd claims in the Records of
neglected matters 拾遺記 of Wang Zinian 王子年. Those records were
not found in the work of Sima Qian 司 馬 遷 . Later,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ncluded that unsubstantiated hearsay in their works, making the
posterity confused.’

伊覽之，欣然曰：真 [Zhu] read and said delightfully: ‘This commentary is really interesting,
快論也，令人欽嘆！

truly admirable.’ (Folio, 82b-83a)

This brushtalk record provides evidence that as early as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ê
Quý Đôn had demystified the theory of Việt Thường people offering white-eared pheasant to
the Zhou dynasty. Such an absurd hearsay was misrepresented in the ‘Records of neglected
matters’ 拾遺記. Elsewhere, Lê also cited many sources to refute the claim that Xie Jin 解縉
(1369–1415) was worshipped by people in Annam. Lê also discussed, through brushtalk, the
existence of soil ramparts 土壘 in Annam after the wars with Yuan and Ming dysnasties. His
explications were so insightful and convincing that Zhu praised Lê for correcting vari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isrepresentations.
Also, Lê Quý Đôn conducted brushtalks with other Chinese officials on a wide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the status of the successor to the throne in Annam, work conditions in the
six national departments and the Hanlin Academy, the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in court, the
number of officials and the costumes required by court ritual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urt officials and regional officials,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科舉 and the age
limit of candidates for the examinati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Metropolitan Graduate 進士
rank, but also geographical topics like historical landmarks, regional customs and products,
local climate and boat traffic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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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such example may be found in the brushtalk between Lê Quý Đô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er named Yong 永 on 10:01, 1761 in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concerning the king of Annam and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曰:貴國老王何年駕薨？

[Yong]: ‘In which year did your former king pass away?’

曰: 己卯年六月日。

[Lê]: ‘The sixth month of 1759.’

曰: 今王何親？

[Yong]: ‘How are they related, the former king and the present
one?’

曰: 先王之姪

[Lê]: ‘[The present king is] the nephew of the former king.’

曰: 先王有幾子？

[Yong]: ‘How many children did the former king have?’

曰: 最多。

[Lê]: ‘The most.’

曰: 何不立子而立姪？

[Yong]: ‘Why not enthrone his own son instead of the nephew?’

曰: 先王原係以弟繼兄，遺 [Lê]: ‘The former king inherited the throne from his brother;
命復傳國於兄之子。今王乃 before he passed away, he left a will stating that the throne be
先尊諡純王嫡統。

passed on to his brother’s son. The present king is the eldest son of
the king before the former king, whose posthumous title was
Thuần Vương 純王.’ (Folio, 25a–25b)

At brushtalk <5>, after discuss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 Qin Chaoyu asked Lê about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Annam:
又問：士子幾歲應試？

[Qin] asked again: ‘What is the eligible age for candidates to take
the examination?’

副使曰：不泥年齒，任人就 [Lê]: ‘We are not concerned about age. In our country, there are
考，本國常有十三、十四歲 people who passed the local examination and acquired the
已中舉人者。

Metropolitan Graduate qualification at age 13 or 14.’ (Folio, 11b)

As evidenced in these writing-mediated exchanges, Sinitic brushtalk between the
envoys and local Chinese officials was a productive mod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both sides not only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 and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by
correcting any inaccurate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 but also to cultivate good relations
between Vietnam and China at both the national and interpersonal levels.
Brushtalking about paintings and poems
Characteristic of writing-mediated brush conversation in Sinitic is its semiotic
potential and pragma-linguistic affordance for brushtalkers to showcase their flair in literary
and calligraphic talents by improvising poetic exchange interactively, which is possibly a sui
generis lingua-cultural phenomenon in Sinographic East Asia until the 1900s (see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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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especially evident when the brushtalkers were engaged in composing couplets or
poems that require strict adherence to a specific rhyme scheme, suggesting among other
things their passion and delight in poetic improvisation. It is not surprising, therefore, to find
no less than 260 poems recorded in a separate book authored by Lê Quý Đôn, entitled Quế
Đường collection of poems 桂堂詩集. 9 Most of the poems were composed by Lê, the
Chinese scholar-officials or the Chosŏn envoys that were collected during the four-year
mission. In terms of topics, a large percentage of the poems and couplets involved making
compliments on paintings, suggesting that poetic exchange inspired by appreciation of
paintings was a rather commonplace activity throughout the Annam delegation’s travel in
Qing China. However, apart from compilations of improvised calligraphy exchanged
between the Annam envoys and Qing Chinese scholar-officials, in the Complete Account
there was hardly any mention of events involving Sinogram-based poetic improvisation and
chanting of Sinitic poems (漢詩酬唱, Hán thi thù xướng). 10 One such rare example was
found on 10:01, 1761 in Changsha, when Lê met with Hunan Provincial Governor Feng Qian
and local scholars including Guo Can. After brushtalking for a while, Guo asked:
聞貢使兩榜文官，有一對 [Guo] I heard that the Envoy passed at second place in the civil
請教。隨即寫曰：“安南貢 service examination, I have a couplet and would like to consult
使, 安南使乎, 使乎?”

with you. And then he wrote: “Envoy of Annam, Envoy of Annam,
what a worthy Envoy!”

應曰：“天朝聖皇, 天朝皇 [Lê] rejoined: “Emperor of Celestial Empire, Emperor of Celestial
哉, 皇哉!” 此下句出《文 Empire, what a worthy Emperor!” The latter couplet from Wen
選》。伊曰：“好, 說得太 Xuan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Guo praised: “Excellent!
Excellent counterpoint!” (Folio 24b)

了!”

The relatively infrequent poetic improvisation through brushtalk documented in the
Complete Account probably reflects Lê Quý Đôn’s preference of presenting the envoys’
poetic exchange with others in a separate volume. Content-wise, therefore, the Complete
Account focuses on miscellaneous conversational topics arising from the delegation’s
brushtalk interaction with people they met during their two-year journey to the celestial
capital, including history, Confucianism, literature, culture, geography, and the like.

9

There are two copies of Quế Đường collection of poems archived at the Institute of Sino-Nom
Studies (Hanoi, call number A.576 and VHv.2341).
10

Cf. ‘chanting in harmony’, 唱和: Mand. changhe, Jap. shōwa, Kor. changhwa (Clements 2018: 295),
and Vi. xướng ho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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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zing brushtalks
There are also several socializing brushtalks that clearly involved participant roles of
a non-official, private capacity, showing a level of intimacy that may be characterized as
‘heart-to-heart talk’, the purpose being to express personal concerns about the brush
conversation partner(s)’ well-being. This happened when the Qing Chinese brushtalker asked
about the Annam delegation’s feelings when traveling in China, whether they felt any
homesickness or experienced any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clima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so forth. Such
relationship-focused questions were most probably geared towards rapport-building,
cementing personal friendship and tightening up both sides’ emotional bond. For instance, in
brushtalk <9>, the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er Yong asked about the delegation’s travel
arrangements:
問: 何日出境？

[Yong]: ‘What day does the Envoy leave [the Capital for the
South]?’

曰: 三月初一日

[Lê]: ‘The first day of the third lunar month.’

曰: 何故至茲方到此?

[Yong]: ‘Why did it take so long for the delegation to arrive?’

曰: 水上逆風不順。

[Lê]: ‘The wind was blow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not
favorable.’

曰: 風水不順, 亦不至此遲滯, 必 [Yong]: ‘Even the wind was unfavorable, it could not have
有緣故。

delayed the boat for that long. There must be some other
reason.’

曰: 不敢說由江南船戶到處叛賣, [Lê]: ‘[I] dare not say, [but actually] because the boat owner
以是耽擱。

of Jiangnan went everywhere for trading business, that’s why
the boat arrived late.’

伊曰: 原來如此, 當為相催, 使貢 He said [Yong]: ‘Is that so? [I] will urge them so that the
使早早還國。

Envoys can go home soon.’ (Folio, 25b)

Likewise, in brushtalk <12>, the Imperial Commissioner Qin Chaoyu asked about the
envoys’ families, including questions about the age of Chief Envoy, and the age and
occupation of Vice-Envoy’s father.
問: 大貢使幾歲？
其答之。
問: 二貢使太翁尊年?

[Qin]: ‘How old is the Chief Envoy?’
Chief Envoy [Trần Huy Mật] answered.
[Qin]: ‘How many golden years has the esteemed father of
the Vice-Envoy passed?’

曰: 家親今七十歲。

[Lê]: ‘My father is 70 years old.’

曰: 尊居何職？

[Qin]: ‘What is [his] esteemed official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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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現奉致士, 回復內閣辦事。

[Lê]: ‘[He] has retired but is still working in the cabinet.’

曰: 老亦多事否?

[Qin]: ‘[Your] aged [father] must have many duties. Right?’

曰: 從容隨朝,亦無甚事。

[Lê]: ‘Depending on the court affairs, [he does] not have that
many duties.’

伊曰: 二位貢使行役日久, 家中想 He said [Qin]: ‘Both envoys have been duty-bound [away
念, 當為言於撫台大人使得早早 from home] for so long; [your] family must miss you a lot. [I]
進行回國也。

will talk to the Provincial Governor to let the delegation go
home soon.’

曰: 多謝盛情。

[Lê]: ‘[We are] very much obliged to your kindness.’
(Folio, 33b)

In terms of length, brushtalks on traditional culture,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or poetic
improvisation tended to be shorter, usually no more than a few hundred sinograms. By
contrast, brushtalks involving academically focused exchange of views were often longer and
more elaborate, reaching a thousand or even a few thousand sinograms. This is because,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writing was in general more time-consuming than speaking, to make a
point or one’s argument convincing, cross-referencing to and quotation of original texts in
ancient classics was often deemed necessary, not to mention the brushtalkers’ own
elaboration of viewpoints and sharing of personal insights.

Conclusion
Historically, brushtalk was a unique writing-mediated mode of communication which
helped supplement or even replace the conventional form of verbal communication when it
was deemed more effective than speech-based interaction. In the absence of a shared spoken
language, Sinitic brushtalk was an age-old lingua-cultural practice that helped literati of
Sinitic overcome the language barrier. This was commonplace between diplomats and
scholar-officials gifted with deep-rooted knowledge of shared Sinitic-based literary heritag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Sinographic East Asia when they were engaged in cross-border
commun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brushtalk was also a mode of communication that made it
easier for the parties to connect, deliberate issues of academic import at an intellectually deep
and sophisticated level, resolve any problems arising and, in the case of envoy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build closer rapport as well as cement friendship between their countries
– or managing ‘public relations’ in modern terminology. Lê Quý Đôn’s friendship with Qin
Chaoyu and Cha Li are typical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at were built and nurtured through
brushtalk. Likewise, thanks to Sinitic brushtalk, Zhu Peilian and many other Qing scholars
acquired a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Annam’s cultural history. Chosŏn Vice-Envoy
Lee Hwi Joong 李徽中 once wrote:
差幸同文論古字， 共存舊製撫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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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ily the two countries [Chosŏn and Annam] are from the same cultural sphere, [which
enables us to] discuss the ancient characters, keep our shared heritage and institutions and
dress elegantly’.11

Writing-mediated Sinitic brushtalk being such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ool, it
would be nice if it could be revitalized today in diplomatic circles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ong other objectives. Lê Quý Đôn wrote in the preface of the Complete Account:
乃知人心不異以誠正相待，以文字相知，即四海皆兄弟也。(vol. 1, folio 3b)
‘We now know that people’s hearts are the same, if we treat each other with sincerity, and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through Sinitic-based writing, then we are all brothers in this world.’

The brushtalk interactions embedded in the Complete Account, be they long or short,
reflect the shared concerns of Lê and the Qing scholar-officials regard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rituals and ceremonies, historical shifts in
national boundaries, Annam’s culture, customs as well as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Confucian ideologies. Their academically focused exchange on Confucianism, review of
classical works, historical events, and research on historical shifts in national boundaries in
the border regions are intellectually rich and complex topics. No wonder their brushtalks
could last for several hours and, being written, provide a window that affords us a glimpse
into the little-known academic exchange at an interpersonal level in the history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Great Việt and China.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the Sinitic brushtalks
bequeathed by scholar-officials like Lê Quý Đôn are so valuable for research in intellectual
exchange between Vietnamese and Chinese scholars in cross-border communication contexts.
It is also noteworthy that some of those brush conversation events would result in solid
emotional bonds and conviv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brushtalkers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selected brushtalks excerpted from the Complete Account above
conjure up a portrait of Lê Quý Đôn as a fine Confucian scholar-official with erudite
knowledge – a diplomat with great respect for high standards, plus a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
pride and dignity, but also a politician who was mindful of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good
neighborly relations with Qing China. Such brushtalk materials have greatly enhanc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authentic characters of individual diplomats like Lê Quý Đôn, but also

11

Lê Quý Đôn, Quế Đường thi tập (‘Quế Đường collection of poems’ 桂堂詩集), VHv.2431,
folio 3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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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t roles they played as prominent historical figures of early modern Vietnam,
China and, to some extent, elsewhere in Sinographic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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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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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嶺南摭恠》和李陳朝代一些漢文作品的借音現象試解釋。
2.4. 借音和借用漢字意思來記載喃字讀音（越語）。
2.5. 用漢字讀音和意思來記載喃字讀音現象試解釋。
3. 結語

1.引言
《嶺南摭恠》是出現在李-陳朝（十四到十五世纪）以漢字、漢喃字寫的民間故
事的集合。共 2 卷，22 故事，作者不詳1。到目前為止，研究專家一直根據黎貴惇2 的
意見認為陳世法是 《嶺南摭恠》 3 的第一作者。通過正和十八年 （1697）《嶺南摭
恠》版本第一頁記載內容只知道陳世法，自稱式之，石室人，（如今河內市國威
縣）。到了十五世紀，《嶺南摭恠》由武瓊（編於 1492 年）和喬富（1493 年）重新
編輯。到十六世紀，段永福以武瓊版本為基礎，同時補充了《粵甸幽靈》中的 17 個故
事，將《嶺南摭恠》重新編成 3 卷。據黎貴惇4 和潘輝注5 的描述，他們手中的《嶺南

1.

黎貴惇，《大越通史》，漢喃研究院藏抄本，編號A.1389，第76b頁。

2.黎貴惇，《見聞小錄》，漢喃研究院藏抄本，編號VHv.32/1-4，,
3.《文學詞典》，科學社會出版社，河內，1993

卷.4第3b頁。

年，第 397 頁。

A.1389，第 76b 頁 。<藝文志>載如下：
《嶺南摭恠》 三卷，不知何人作，相傳為陳世法，今其序不見，止有武瓊校正一序。前二卷係古
書。後一卷則伪莫辰儒生段始取幽靈集，以意刊剪，附載於後。
4.黎貴惇，《大越通史》，漢喃研究院藏抄本，編號

潘輝注，《歷朝憲章類誌》，漢喃研究院藏抄本，編號 A.1551/8，<文籍誌>記：《嶺南摭
恠》 三卷，不知何人作，相傳為陳世法，今其序不見，止有武瓊一序，前而係古書，後一卷係偽
莫時段某始取幽靈集以意刊剪，附載於後。潘輝註所記與黎貴惇《大越通史·藝文志》所載相
近，當係抄黎書而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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摭恠》版本共有 3 卷，前 2 卷為古版，相傳為陳世法所著，剩餘一卷為姓段者於 1584
年重新編輯，但他們兩者都沒有提到喬富的序。
《嶺南摭恠》A.2914 本的原版

黎貴惇，《大越通史》，< 《 見 聞 小 錄 》 編 號 A.32 潘 輝 注 ， 《 歷 朝 憲 章 類
藝文志> 漢字版本，編號
（漢喃研究院）
誌》，編號 A.1551/8（漢
喃研究院）
A.1389 （漢喃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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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研究專家根據正和十八年（1697）版本中記載的喬富後序來確認喬富曾在
1493 年參與了編輯《嶺南摭恠》，並整改了他認為不正確的細節。根據目前《嶺南摭
恠》異本中的“喬富詳節”是否還存在的基礎上，研究專家已統計和找出了仍然保持
喬富細節的《嶺南摭恠》和中間版本。與阮慧芝最初統計使用的 7 個版本相比6，2005
年阮氏鶯7又繼續找到了《嶺南摭恠》的 8 個異本，2020 年，川口健一繼續找到了《嶺
南摭恠》的 5 個異本，現在共有 20 個《嶺南摭恠》異本，其中有 15 個藏於越南國內
的異本和 5 個藏於國外的異本（一個法國異本和 4 個日本異本）8。
筆者在 2005 年的博士論文“《嶺南摭恠》文本研究”，已闡述了《嶺南摭恠》
的傳版和流傳過程，發現兩個《嶺南摭恠》版本符合黎貴惇和潘輝注所描述的情況，
即漢喃研究院藏 A.2914 版本和歷史研究院藏 HV.486 版本。根據 A.2914 版本的黎朝
名諱，提出 A.2914 版本是 1584 年段永富根據 1492 年武瓊編輯文本重新編輯、流傳至
今的唯一《嶺南摭恠》抄本，HV.486 版本則不是古本，而是阮朝初期時代的抄本，其
中有阮朝的諱字，對黎朝作品重編並以阮朝地名進行備註註明。
《嶺南摭恠》是用漢字寫的，但不是純漢文。筆者通過博士論文“《嶺南摭恠》
文本研究”，第一次提到了該作品的一些語言特徵，例如：借音現象，顛倒漢字順
序，漢文句法越化，漢-喃字並用等，嘗試通過與同時期的一些漢文著作和李陳朝代的
碑文進行比較來解釋這些現象，同時與東亞地區一些國家的著作中的類似現象進行對
比，如日本的《日本靈異記》。
目前，武瓊 1492 年編輯的《嶺南摭恠》和段永福於 1584 年編撰的《嶺南摭恠》
（39 個故事）兩個版本全書已由草字原作眞書轉換並譯成越南語。在翻譯過程中，澄
清了作品漢字語言的諸多問題。通過定量統計方法、跨學科研究方法、朝著研究文字
學方法、語源學，筆者提到借音現象 - 是用漢字的音來記載當地語言，經常出現在使
用漢字地區國家早期文學記載民間故事的作品中，如日本和韓國。同時，最近幾年提
出的越南漢文變體問題吸引了國內外許多研究專家的關注。筆者經過多年的研究，也
發現了很多與東亞地域漢文有關的問題，尤其是漢文變體情況，並在國內外多篇文章
中進行闡述9。

2.借音現象
之前的研究專家将 A.2914 版本列入《嶺南摭恠》古本作品中，與 HV.486 版本
不同，A.2914 版本是一個草書版本，給文本文字的理解和判斷造成了很多困難，如果
6.《李陳詩文》，河內科學社會出版社，阮慧芝寫考察結論篇，1997
7.

年第一集，第92頁。

阮氏鶯，研究《嶺南摭恠列傳》文本，博士論文，河內師範大學， 2005 年。

Kenichi) (2020), 『嶺南摭怪列伝』各種写本をめぐって, 説話文学会
12 月例会シンポジウム「ベトナムの漢文説話を読む─『嶺南摭怪』を中心に」2020 年 12 月
12 日（土）。
8 .川口健一(Kawaguchi

9.阮氏鶯，"日本漢文變體和越南漢文變體研究問題"

市國家大學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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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仔細考慮，很容易對這篇文字的評論導致認錯字、錯詞甚至有相當多的詞和詞組被
認為是“標準偏差”。為解釋導致上述語言現象的原因，筆者擴大調查範圍，與歸類
為中間版本的 HV.486 和 A.33 版本進行比較和對比。上述兩個版本均已翻譯成越南語
並出版10。同時擴展與李陳朝代時期的一些作品進行比較。
2.1. “同音導致錯誤”現象
"同音導致錯誤現象" 只是越南手寫文本中常見的同音字拼錯字現象，但與其他
《嶺南摭恠》版本相比，A.2914 版本有很多拼錯的單詞。
例如：“便多糯米以筒筍竹吹之”，"炊"字誤為“吹”(6b)；“上古之時有一官
榔”，“郎”誤為"榔"；“行步不奇駒”，“騎”寫成“奇” （39b）等 （詳看表
一：《嶺南摭恠》同音字導致拼寫錯字母現象統計表），以致研究專家接觸文本時表
示“失望”，並認為這是“草率筆記（可能是抄襲）” 11 。實際上，《嶺南摭恠》的
15 個版本中，沒有一個有這麼多的“拼寫”錯誤。拼寫錯誤是否因為“草率抄
襲”？我們試對比李朝、陳朝的一些漢字、喃字作品來擴展理解該現象，如：李朝、
陳朝碑文，《禪苑集英》，《越音詩集》，《大越史記全書》(正和 18 版本）, 可以
看出來每個作品從某角度來看大小都有區別，但都發生類似現象（詳看下面統計表。
例字取自上述作品譯者的校正、備註部分）
根據封建時期作家的編輯校正和現代研究專家的翻譯修正，我們在李陳時代碑
文上統計約有 14 個案例；《崇嚴延聖寺碑銘碑文》, “兼敕賜公之的”， “嫡”寫成
“的” 。《乾尼山香嚴寺碑碑文》，編號 20957）（表二），《越音詩集》大約有 43
個案例（表三）。例如：“四海已清塵已靖”，“靜”自寫成“靖”字 （《幸天長行
宮》）；“獨立蜻蝏穩鳳床” （《越界》），“蜓”字寫成“蝏”。 《禪宛集英》
有 34 個案例。例如：“傳登曰不語通”，"燈”寫成"登" (7a); “挽年遷住於其寺”,
“晚”寫成“挽"(24b) (表四）；“自此已來”，“以”字寫成“已”；《大越史記全
書》（至陳朝）有 12 個案例，例如：“卿等宜永肩乃心俠輔王室”，“堅”寫成
“肩”(27a); “春二月閱定及戶口有差”，“級”寫成 “及”（第 33b 頁）（表
五）。《大越史記》 (A.1272) （至算到陳朝截止）約有 134 個案例。例如：“國能傳
詐二百餘年”，“祚”寫成“詐” （105a）；“壬戍十三年春二月罷竹山戲”，
“築”寫成“竹” (110b) （表六）。加上《嶺南摭恠列傳》的 40 個案例，我們一共
約有 348 個案例。上述作品中，《大越史記》(A.1272) 手寫本的“同音導致錯誤”的
字體數量佔比例最多。
不按照“原字”寫錯的字是不是只出現在李陳朝代的一些古籍中？嘗試將研究
擴展到黎朝初期往後一些典型的漢喃字作品，如《大越史記續編》、《雨中隨筆》、
《上京記事》、《大南一統誌》等文本 對比，發現該現象較少出現。黎朝初期往後漢
文作品中的“拼寫”錯誤現象減少或消失是容易理解的事情，因為從黎朝往後學習和
考試已成常態，人們不能隨意使用同音漢字。但社區手寫的漢字文本如神蹟、俗約等
A.33 版本翻譯，文學出版社，1960 年；
《嶺南摭恠列傳》，陳義和武清恆從漢喃研究院藏 HV.486 版本翻譯，記載發表在越南漢字小說總
集，世界出版社，1997 年。
10 .《嶺南摭恠》，丁家慶和阮玉叄從漢喃研究院藏

11.《嶺南摭恠》，丁家慶（主編），阮玉叄編輯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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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遇到不少“同音導致錯誤”的字。也許還需要增加考察其他類型的文本，做出統
計表，計算出現頻率，最後提出結論。
2.2.因同音導致錯誤可視為借音現象
古书中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这个音同或音近的字叫做通假字。如《论
语·阳货》“归孔子豚”，“归”假借为“馈”（赠的意思），“归”为通假字。借音是藉用通假
字的聲調來讀出該漢字的音 （通假字改變聲調以從本字的讀音）。古書中用音同或音
近的字來代替本字，這個音同或音近的字叫做通假字。如《論語•陽貨》“歸孔子
豚”，“歸”假借為“饋”（贈的意思），“歸”為通假字。
胡樸安在目<文字通者>第五章寫道：清朝訓詁學方法中，中國訓詁學書籍12 認為
藉音有兩種，一種沒有字體，借音讀出新字、新義、原字被廢掉。這個情況我們使用
時沒有遇到困難。第二種是借音造出字體但是原字沒有廢掉，保持原來字義。根據胡
先生的引言，有 50 個借音案例借用字體和原字並存由王氏取自經典書籍。例如：借用
“光”字作為“廣”字《尚書》；借用古字“蠱”作為“古” 《易字卦》；借用
“時”作為“待”；借用“尊”作為“撙” （節省易經）；借用“粒”作為“立”；
借用“政”作為“正” 《經書》；借用“忘”作為“亡”； 借用“文”作為“紊”
《經書》； 借用“景”作為“憬”（覺悟）；借用“為”作為“訛” （《詩經》）。
上述借音現象導致原字和借用字體辨別不清，難免出現看字體來辨別解釋意思
細看《嶺南摭恠》中的一些“同音導致拼錯字體”案例和李陳朝代的其他一些
漢文著作，我們發現，除了少數幾個可能拼錯的字，也有不少的“古音通假”字或視
為“借假”字出現在中國字典、詞典如《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上古漢
語通假字》等。可以看一些例字：用“撻”（快捷）來寫“達”（通達到底）；用
“生”（生物）來寫“牲”（祭祀動物），用“形”（形影）來寫“刑”（罪刑）；
用“由”來寫“猶”（假如）；用“受”（接受）來寫“授”（授予）；用“問”
（問）來寫“聞” （聽）等或一些“雙聲疊韻”字根據“借假”方法造出來，如：用
“尉” （官兵職務）來寫“慰” （安慰）；用“洋” （大海）來寫“佯” （家裝）
（表七）
根據中國訓詁學專家的借音理論，《嶺南摭恠》和李陳朝代一些作品出現的
“同音導致拼錯字體”現象可視為借音現象。但是，借音現象不僅出現在“通假”漢
字（通用字體）而最多的是音同字，借這個字的音來寫出那個字的音，原字和借用字
同時並存。
2.3.《嶺南摭恠》和李陳朝代一些漢文作品的借音現象試解釋
在越南，借音什麼時候出現？黎孟撻13 先生指出康僧會全集中已經有借音現象，
並認為藉音現象頭次出現在康僧会於 222-252 年在建初寺裡翻譯的錄度經作品，這是
目前“第一個仍有記錄的國音字”。根據黎孟撻先生意見，在康僧会後 100 多年，道
高已寫了兩個作品是藉音和借音字，一定是並存到第八世紀初。
可惜上述書籍目前沒有了，但可以編輯越語數據如借音、借音字，顯然借音現
象在此時之前已經出現。根據黎孟撻先生的觀點，公元前一世紀（第 17 年），越南
12.胡樸安,《中國訓詁學史》,長沙商印書館
13.

，1939年。

黎孟撻，《 康僧會全集》，萬行大學修書，1975年第1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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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了一首國音詩歌，由劉向編輯和記載在《说苑》。到了二至三世紀， 士燮(136 ?226) 已借漢字“椰”來寫出耶子的名字，是越人於 210-226 年向吳王朝奉獻的貢品。
到三世紀，姜曾會已使用借音現象，因此，道高在第五世紀發明的語言工程是個客觀
必要的事情。第六世紀中期到第八世紀初，在《禪苑集英》書中所記載的經偈、賦、
偈示寂、曾人與弟子之間的答复語言中，僧人繼續使用借音在作品中留下痕跡。在一
些政史資料也出現一些借用漢字的借假字來寫出越語音如“布蓋”（第八世紀），
“大瞿越” (第十世紀）。對十世紀之前的文學語言評論，一些研究專家認為雖然作
品用漢字寫但可以發現借音形式的胚胎是成為形成後期漢喃字的前提。
到李陳時代，借音使用造成喃字，並且這個階段的喃字大多數使用漢字，讀音
根據漢越詞發音或音發出來時有偏差讀音。這是用漢字方形文字新造文字早期必有的
事情14。根據阮才謹先生的研究，在文學作品詞庫裡，大體分成主要量層次：漢越詞
層次和非漢越詞層次。原則上在喃字文本里，漢越詞層次要跟漢字文本寫字一樣，因
為有借用語言和文字兩者，但實際上出現寫的字與原字不一樣。這些字"不是寫錯, 而
可能是寫喃字時靈活運用的情況" 15 。但是，我們認為，喃字文本的這個現象可能與
第十世紀之前一些漢文字作品出現借音現象有關。到了李陳朝代，借音仍然被使用，
依據是上述我們提到的李陳朝漢文字作品存在的一些“與原字不一致”15 的字體。
關於李陳時代的借音現象，我們認為在李陳時代，由於時代迫切需要建立一個
有足夠實力體現獨立和民族復興的集權封建國家，漢字仍然繼續使用。在積極吸收漢
字和漢文化的同時，佛教書籍也大量輸入我國。
儒家經典和佛教經書不僅對思想有深遠的影響，而且對語言表達方式也有深遠
的影響16。上述所述的李陳朝漢文文本根據中國經典書籍借假方法造出“借假”字或
“雙聲疊韻”字的出現已指出了儒家經典和佛教經書對當時漢文作品的重大影響。
從經典到創作的“習古”現象，也體現了社會意識及時代審美觀念。“高評估
的東西基本上不是在於創造出新的東西，而是模仿傳統規則” 17。這也許成為李陳時
期漢文作品出現借音現象的原因。固然，也要提到其他原因如有限的詞彙。漢字對我
國人民來說是“借用”的字體，從詞彙方面來講，連中華人民也不能完全掌握，何況
是我國人民，或因用漢字抄寫和創作的使用者的靈活性，如不記住字體，想快捷抄
寫，抄寫人可以靈活用同音字。因此，如知道古籍有借音現象會容易解釋《嶺南摭
恠》和李陳朝代一些漢文作品中“因同音導致拼錯字”現象。
借音是否只出現在中國和越南古籍裡？我們擴展研究日本- 使用漢字的國家之
一， 在日本一些早期的日本文學作品中借音是一種普遍現象，例如《古事記》、
r ì b ě n líng y ì j ì
《風土記》、《日本靈異記》（《靈異記》）等。可以在《靈異記》裡提出該現象的
例子。
經過考察研究，對照《靈異記》兩個最古的抄寫版本和異本，根據封建社會時
期作者的校正和目前研究靈異記的研究專家研究，我們統計出約有 140 個案例被日本
14.

黎文慣,《研究漢喃字》，科學社會出版社,1984年 第174頁。

15.

阮才謹, 《語言、文字和文化的一些證據》，河內國家大學出版社, 2001年, 第205- 206頁。

. 范文快, 李陳時代漢文教程，河內國家大學出版社，第43頁。

16

Riptin B.L (1974), 按類型學方法研究東方中古文學的若干研究問題，黎山譯， 文學雜誌，
107-123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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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靈異記專家視為借音。通過上述統計表可以看出靈異記的借音現象大多數屬於根
據“假借”方法造出的“雙声疊韻”類型。其中不少案例是縮寫，例如第三個故事
裡，“外”字是“逃”字的縮寫；第 33 個故事裡， “可”字是“何” （何圖）的縮
寫。
總而言之，正如研究專家所指出，借音是使用漢字國家的早期文學作品中一種
經常出現的語言現象。在越南，《嶺南摭恠》和李陳時期一些漢文作品出現借音現象
原因，除了受到越南十世紀之前的一些漢文作品和儒家經典與佛教經書的影響以外，
還要提到創作者使用漢字和抄寫過程中的靈活性。從黎朝初期往後，由於學習和考試
已經井然有序了，這種現象逐漸減少。此現象還出現在日本的《靈異記》中。初步發
現，從第七、八到十二、十三世紀，因受中國文化、文學和接受規律的影響，借音在
越南和日本已經成為普遍現象。
2.4.借音和借用漢字意思來記載喃字讀音（越語）
2.4.1.借用漢字讀音來記載喃字讀音
在《嶺南摭恠列傳》不僅出現用漢字同音字來記載借用漢字讀音，而還出現借
用漢字讀音、接近讀音（近音）字來記載喃字讀音，例如：
喃字“Bố” （ 逋）。在<鴻龐氏傳>裡寫道：“逋乎不來以救我輩”（爸爸為什麼
不來救我們），借用漢字"bô" （逋）”來記載越語"bố" （爸爸）。越南人叫父親為
"bố" （爸爸）
"Thằng" (尚)字。在<木精神傳>裡寫道：“其法技曰尚騎尚竿尚險尚鉤” 。
“尚”字是按照借假方法寫出來，借用漢字讀成"Thằng" (尚)。越南人叫下輩的男人、
男孩為"Thằng" (尚)。 "Thằng" (尚)字沒有當代越語使用的蔑視意思。
“cau”（榔）字。在<檳榔傳>裡寫道：“妻知其夫妻之義，遂投身於樹邊而死，
化為一大塊結為樹榔”。 "thụ lang" （樹榔）字是藉義的漢喃字，用來記載越語名
詞："cây cau" （檳榔樹）
"độ"（度）。在<檳榔傳>裡寫道：“遇深源不有度”。"Độ"度是讀音差音的漢
字用來記載漢喃字"đò"（船）
Xác Cáo（屍狐）。在<狐精神傳>裡寫道：“今呼為屍狐潭”。 "Thi hồ" （屍
狐）是藉義的漢喃字，用來記載地名"Xác Cáo"
Lỗ Cáo（魯狐）。在《狐精神傳》裡寫道：“今呼為魯狐洞”。 "Lỗ hồ" （魯
狐）字是藉義的漢喃字，用來記載地名"Lỗ Cáo"（魯告）
"động"（洞）。在<狐精神傳>裡寫道：“今呼為魯狐洞”。 "Động"洞字是藉音
差音的字用來記載漢喃字"đồng" （農田）
2.4.2.借用漢字意思用來記載喃字讀音
“Trong nước”（中國）。在<鴻龐氏傳>裡寫道：分中國為十五郡。"Trung quốc"
（中國）這兩個字意思不是指中國國家，而用來記載越語意思為"trong nước" （國
內）

980

2021年10月31日~11月7日

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

"Ô ng chúa"（公主）。在<徐道行> 裡寫道：猶且托胎生暫為公主。用漢字"công
chúa" （公主）來記載越語"Ô ng chúa" （翁主）。此句不能用全部漢字"công chúa"
（公主）的意思因為被誤解為皇帝的女兒"công chúa" （公主）。
"Thú phu"（娶夫）。在<一夜澤傳>里寫道：“不願娶夫,好行遊戲”。 "Thú
phu" （娶夫）是藉用漢字意思用來記載漢喃字"lấy chồng"（出嫁）。漢語用"giá phu"
（嫁夫）即嫁出去，但是《嶺南摭恠列傳》編輯者使用"Thú phu"娶夫這個詞本來是越
語的口語詞語因母系社會制度影響殘留下來。越語民間諺語有句話：Ấy con đã muốn
lấy chồng. Truyền kèn phò mã Đằng trong cho mày (女兒想嫁出去，要找駙馬）（主
滔，4b）；或 "Đất rắn chẳng nặn nên nồi, anh đi lấy vợ cho tôi lấy chồng" （硬土不能做
成鍋，男子要娶老婆，女子要嫁出去）（李巷, 52a）
"Hạ thủy"（下水）字。在<一夜沼澤傳>裡寫道：“下水行乞食”。 "Hạ thủy"
下水讀音意思 是"xuống nước"下到水里面。在一夜沼澤裡，褚童子因為父親去世時
拿自己的裤子給父親入殮，所以沒有衣服穿。褚童子住在河邊，看到來來往往的船過
來就“下水乞食”。漢文"hạ thủy" （下水）的意思還有牲畜的內臟、指壞人的心
腸、放水、自上流而下、船下水等意思，但沒有像越南那樣指的是下到水里動作的意
思
上述例句，可以同時按照一半的漢越詞的讀音和按照越南語的讀音。例如：分
中國為十五郡。並完全可以根據漢字意思讀音而不需要添加任何詞語："Chia trong
nước làm mười lăm quận" (國內分成 15 個郡), 下水行乞食 (下到水里當乞丐）
擴展了解漢喃字和漢字混淆現象，可以看出 1210 年造立的《報恩寺碑記碑文》
裡，汉喃研究院拓本編號 412-4103, 根據之前研究者俱有 18 個漢喃字混淆漢字現象
案例，如“thượng” 尚差音讀成“thằng” （尚）。 "會捍記十人：thằng Hàm （函小
子）, thằng Trãi （廌小子）等 （會捍記十人尚咸尚豸）
此 碑 文 還 有 一 個 喃 字 和 漢 字 混 淆 句 字 寫 道 ： “ 供 為 𥺹 事 田 ” ， 其 中 "oản"
（𥺹）字是喃字18。漢字讀音意義現象也出現在 1246 年的《孤峰山摩崖”》（漢喃研
究院拓本編號 29163）有一句寫道：“陳家次二帝”（陳朝第二位皇帝）， "thứ nhị"
（次二）（按照越語寫法讀音意思是第二個）可以視為借用用漢文句子意思的喃字句
子19。整個漢字句子讀音和意思拼成越語句子現象也出現在“吳家氏碑”（1366-1395
年代）：“外洞用檯面半為三寶” 20 ；1358 年的“慈庵碑記”（漢喃院藏拓本編號
25883），有地名是借義的喃字："cây liễu" 樹柳 （漢越詞：樹柳）；漢字混淆喃
字地名 "tha ma nhà Trần bãi" (漢越詞：tha ma nhự Trần bãi）21。 1357 年的“興福寺
摩崖”碑文（漢喃院藏拓本編號 19162)有句話：“施在園舊波篙”。喃字"vườn cũ"
（園舊）是借用漢字意思"viên cựu"園舊22 。

18.

陶維英，漢喃字最遠依據：李高宗時代的一個碑文，《歷史研究》，第4/1961編號，第45-46

頁。
19 .《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二集：陳朝（1226-1400），總主編：潘文閣、毛漢光,

國立中正大學，漢喃研究院，2002年， 第31頁。
20.

《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二集， 第265頁。

21.《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二集，
22.

第389頁。

《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二集， 第3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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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禪苑集英》 (VHv.1262)裡，<徐道行禪師>小傳，第 56b 頁第二行有
句話 “遂入中宮教養”。“Trung cung”（中宮）按照越語讀音是“trong cung”
（在宮裡面）。上述漢字句子只要按照越語意思（有調整意思）已變成了喃字句子：
"遂入中宮教養"。
《大越史記》(A.1272 編號，漢喃研究院）也出現了兩個字"ông chúa" （翁
主）。在《越鑒通考總論》裡第 9a 頁寫道：“吳公主誅公羨之賊臣,破弘操之勍
敵”。
2.5.用漢字讀音和意思來記載喃字讀音現象試解釋
之前，在研究李陳朝漢語著作和詩歌中混雜中世紀漢語的現象時，以前的研究
專家認為，在十世紀之前，我國的漢字的使用被視為一種日常語言，即當時的口語。
進入李陳時期，漢字的口語地位逐漸喪失，而代以越語。但是漢字“可以立即轉變為
純文言形式的書面語言” 23。李陳時代 文本的存在以及李陳時代詩歌、故事等體裁
中保留了中古漢語口語因素，顯示了使用漢語言和漢字“從一個漢字的口語狀態轉成
純漢字狀態只是一個寫作語言”的過度步驟24。
針對使用漢字寫喃字的現象。此前，阮才謹先生在對漢喃字的誕生時間提出一
些假設的同時，也提到了我國漢字在各個階段的使用情況。他說，在八至九世紀期
間，可能也有“一些在漢語句子中插入越南語要素的現象，如插入地名或只有越南才
有的當地產物”，“在一些例如中，必須要使用漢字寫越南語的情況”。在越南獲得
獨立時期，漢字被用來記載純越南語。但是，在這個階段不能出現“完全屬於喃字的
句子”，因為沒有虛詞的喃字寫法。只是到了李朝，從十一世紀開始，封建社會強
大，經濟繁榮，文學創作才真正得到發展。在這個時期，完全用越語和越語字體記錄
句子、詩句或諺語一定已經成為現實。 阮詮(韓詮, 1229 - ?) 和阮士固(1230 - 1312)創
作了喃字詩歌，朱文安(1292–1370)有一個完整的國語詩集的喃字小引25。
以"thụ lang"樹榔（檳榔樹）（《嶺南摭恠》）為例，解釋用漢字寫越南語的現
象； "thụ liễu"樹柳（柳樹）（陳朝碑文）…… 阮光鴻先生說：“遇到漢字與物名的
組合，每個漢字都能推導出意思，但按照與漢語語法相反順序來解釋意思，這些漢字
更有可能被用來記錄這個當地語言的名字（以及意義）” 26。
特別是對於借義來記載喃字，和半漢字半喃字的表達方式，阮才謹先生在研究
李陳朝漢喃字時也曾提到過。他在比較日本和朝鮮等一些共同同文國家的情況時認
為，民族文字的出現——一個如此重要的文化事件當然完全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框
架在一個地區，與其他國家無關。同一地區的國家，在像日本、朝鮮這樣的國家，在
片假名字符（日本）和伊杜（Idu）或伊摩 Imom（朝鮮）字符誕生之前，在這些國家
的一些文學作品中，“有一種幾乎用喃字字書寫的方式：用漢字書寫，但一半依義
讀，一半依音讀。例如，在《古事記》中 712 年，《日本記》（祝詞）720 年，都出
現按照漢字書寫和按照日語意思讀的，和按照漢人的讀法去讀” 27。
23.范文快，《李陳時代漢文教程》，河內國家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97頁。
24.范文快，《李陳時代漢文教程》，河內國家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7頁。
25.阮才謹,

《漢喃字的一些問題》，河內專業大學和中專出版社，1985年第38頁。

26.阮光鴻，《漢喃字文字學概論》，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97頁。
27.阮才謹（1985）,

《喃字的一些問題》，河內專業大學和中專出版社，1985年第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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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岸明在《變體漢文》28 裡指出，在《古記錄》等中國變體作品的文獻中……日
本人經常用當時固定的漢字和當時常用的漢字。從奈良時代開始，日本人在《万葉
集》中就提出了一個固定意義的單詞列表，例如：足(túc – 足夠); aki 秋(thu – 秋季);
asa 朝 (triêu-早上); ashi 足(túc-足) ; aji 味(vị -味道); ana 穴(huyệt-洞); ane 姉(tỉ - 姐姐);
aru 荒(hoang-枯萎，破舊); ai 藍 (lam-藍色); afu 合(hợp –拼合); afu 會(hội – 見面);
apuru 溢 (dật-滿); ari 蟻(nghị-螞蟻); ashi 石(thạch-石頭); ita 板(bản-板子); ichi 市(thị-市
場); …所有被訓詁的漢字都是基本的和普通的漢字。即使在偏向漢文形式的作品中，
也有例子展示了使用普通漢字來閱讀意思。例如：“他公卿稱障不集”，“tập” 集字
日語讀 atsumaru。關於記載形式，在漢文變體的作品中，經常看到漢字與假名 Kana
字（漢字借音）的混合。例如：Ngô kim khuông thị 吾今匡示（匡去王反倭言太多須原主）。三個字“thái đa tu” 太多須是片仮名 kana 字，用漢字讀成日語讀音 tadasu
ただす。後來，為了避免漢文文本中假名字符之間的混淆，日本人已轉用平假名
Hirakana 字（草書漢字）和片假名 Katakana（省略漢字筆劃）。
由此可見，借音現象、漢字和喃字混淆現象或利用漢字音義記載越語的現象，
都與日本的漢文變體現象類似。目前，在越南語中，有許多由音義不斷聯繫形成的複
合詞，如“前進”（tiến lên)、“下降”(hạ xuống)、“安靜”(yên tĩnh)、“積累”
(tích lũy)、“跟隨”(tùy theo)、“親愛”(thân yêu)、“緣由”(duyên do)……
“上”、“下”、“靜”、“儲存、“跟隨”、“愛”、“理由”等詞是漢字意思的
翻譯："tiến" 進, "tĩnh" 靜, "tích" 積, "tùy" 隨, "thân" 親, "lí" 理出現在借
音、釋義作品中出現29。不斷將聲音與某些越南語單詞的含義聯繫起來的習慣也影響
了書寫喃字的方式。例如借用漢字"bác" 博（意思是賭博）來記載船舶的"bạc" 泊，
而不用現有的詞語"bạc" 泊 (船舶) 30。甚至在喃字作品中，出現許多漢字意思来讀
喃 字 音， 例 如： "ao" 凹 讀成 "lõm" （凹陷 ） ， "đột" 凸 讀 成"lồi" （ 凸出 ） ，
"thoái" 退 讀成 "lui" （退後），"thiểu" 少 讀成"ít" （少） 31 。阮長祚主張使用
漢字讀出國音也許是從借用漢字意思來記載越語現象。
在朝鮮，在《三國遺事》中也出現類似現象，按照漢字意思讀朝鮮語言，也按
照漢朝讀音（我們將會提到這個問題在其他考察專題）。
3.結語
通過對《嶺南摭恠》中借音和借用漢字讀音和意思來記載喃字現象的研究，可
以看出，單獨現象不是只出現在《嶺南摭恠》 A.2914 本中，也出現在李陳時代的漢
字作品中。在受到漢文化影響的地區，這是普遍現象，越南也不例外。早期的一些作
品中出現了用漢字寫越南語、按照意思的讀音，按照讀音的部分如《嶺南摭恠》和
《大越史記》，日本和朝鮮也出現類似現象。用漢字讀音和意思來記載喃字（越
語），如從 Manyogana 萬葉仮名現象角度來看（在 Manyoshu 萬葉集作品中用漢字記
載日語，是日本民間詩歌的收集冊），可以看出居多類似之點。上述現象不是孤立
28.

Minegishi Akira( 峰岸明)《変体漢文》、東京堂出版社, 1986年, 319 頁。

29.

《明心宝鑑釋義》A.171 (VHN) 編號取出的例。

30.

阮才謹, 《喃字的一些問題》，河內專業大學和中專出版社，1985年第97頁。

31.呂明恆，《漢喃字意思構造》，河內科學社會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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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固定在一個地區、國家。整個東亞和東南亞的遠距離介入或某種互動，在同
一地區的國家之間產生了相似之處。不僅越南、日本、朝鮮……中國南方的少數民
族，在接觸漢字的過程中，也有用漢字記載自己語言的現象。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嶺南摭恠》的所有作品和漢字原版都能發布給讀者，幫助我們在李陳時期有更多的
資料來更全面地研究漢字和如何使用我們越南民族的漢字。
(*) 本文在 NAFOSTED 基金（主題代碼 602.06-2020）的讚助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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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摘 要: 《嶺南摭恠列傳》（《嶺南摭恠》）是出現在李-陳朝代(十一至十四世
紀）以漢字、喃字並用書寫的民間故事集。該書的漢文語言特點尚未得到研究專家的
關注。經過考察漢喃研究院貯藏 1584 年段永福重新編撰的《嶺南摭恠》（編號
A.2914）版本中的全部作品（39 個故事），書中有大量的借音現象，即借用漢字音來
記錄喃字（越南語），該書的許多漢文語言問題得到澄清，這也是最近幾年來國內外
研究專家的關注越南漢文變體問題的最新研究進展。
關鍵詞：嶺南摭恠，漢文語言，借音，漢字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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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 ntoanh2003@yahoo.com
Tel: 84-(0)914515663

A STUDY OF PHENOMENA OF BORROWING IN SELECTION OF STRANGE
TALES IN LINH NAM (A2914) RESERVED IN INSTITUTE OF SINO-NOM STUDIES

Summary:
Selection of Strange Tales in Linh Nam is a collection of folk tales written in Chinese
and Nom characters appeared around the Ly-Tran period (XI-XIV centuries), but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 has not been interested by researchers. Through
a survey of the entire work of Selection of Strange Tales in Linh Nam (39 stories) recompiled
by Doan Vinh Phuc 段永福 in 1584 from the version of Selection of Strange Tales in Linh
Nam compiled and titled by Vu Quynh 武瓊 in 1492, with the symbol of A.2914, which is
currently reserved at the Institute of Sino-Nom Studies, a number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sues
such as the phenomenon of dozens of sounds, borrowing Chinese sounds to write Nom
characters (Vietnamese) have been clarified. This is an issue that is receiving the attention of
many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rs when the Vietnamese Chinese variant has been raised
in recent years.
Keywords: Selection of Strange Tales in Linh Nam; Chinese document language,
dozens of sounds, borrowing,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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