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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汉语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汉语经历了漫长的发展

过程，产生了许多变化。汉语的词汇也是如此，几千年来，除了

一些基本词汇保持不变外，汉语词汇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试拿

甲骨文、先秦诸子 儒语录、元代杂剧、、六朝笔记、唐代变文、宋

明清白话小说的一些片断来比较，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它们的“ 面

貌”不同，而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因素就是词汇。古代的一些作

品，今天看不懂了，最主要的因素也是词汇。所以，研究汉语历

史词汇，对于我们研究汉语的发展历史，以及继承我国古代的文

化遗产，都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但是，我们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做得还非常不够。第一，对

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词汇的面貌，还处在若明若暗的状态。先秦

和西汉词汇的研究，前人给我们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还有不

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至于东汉以下，就以往的研究来说，几

乎可以说是空白。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六朝到明清的词语研

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总的来说，还是处于初始阶段。第二，

对于汉语历史词汇的系统的、理论的研究，则显得更加薄弱。近

一个世纪以来，在汉语音韵和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方面都有了较

大的进展，出现了一些有深远影响的著作，而在汉语的历史词汇

的研究方面，还没有出现过一部系统的《 汉语词汇史》和《 汉语

历史词汇学》（ 王力先生的《 汉语词汇史》即将出版，我们期望它

给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以巨大的推动）。

而这两方面的不足又是相互影响的。由于对汉语历史词汇的

面貌了解得不够，所以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系统的、理论的研究就

缺乏坚实的基础；由于对汉语历史词汇没有系统的、理论的研究，



对汉语历史词汇的具体研究也就只能有量的增加，而不能有质的

飞跃。

所以，要把汉语历史词汇研究推向前进，就必须在两个方面

同时做工作。首先要对从先秦直到明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词语一

个一个地搞清楚，对汉语各个时期的词汇的面貌有一个比较清晰

的了解；但也不能等这方面的工作做完了才来对汉语历史词汇作

系统的、理论的研究，而是应该和第一方面的工作同时进行。也

许，在开始的时候水平会不太高，也会碰到种种困难，但是，“ 千

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总要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近年来，对汉语历史词汇作理论上研究的逐渐多起来了，尽

管这些研究多半还属于探索的性质，各人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

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都是通过

探索、讨论而趋向成熟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把这部讲稿整

理成书，参加同行的讨论。

这部讲稿是我１９８３年为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的学生开设“ 古

汉语词汇”课而写的。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在给中文系汉语专业研究

生讲课时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这次整理成书，又作了一次较

大的改动。书中试 对汉语词汇历史发展中的一些带规图 律性的问

题进行讨论，就内容来说，应该是属于汉语历史词汇学的范围的，

而不仅仅是对“ 古汉语”（ 一般把它理解为“ 文言文”的同义语）

词汇的二般知识的介绍。但是，由于目前的研究状况特别是作者

本人水平所限，这个意图未能很好的实现，这本书也远远达不到

“ 汉语历史词汇学” 名就定为《 古汉语词的广度和深度，所以，书

汇纲要》。

本书的另一个意图是在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中努力把传统训

诂学的成果和现代语义学的理论结合起来。我国传统训诂学在词

汇研究方面有丰富的成果，在词汇理论方面也不乏精辟的见解。但

足这些成果大多比较零散，而且也有明显的不 之处。这就需要我

们对传统训诂学进行总结 不能墨守传统训诂学、整理和创新，而



的条例和方法。现代语义学在词义研究方面比传统词汇学有较大

的突破，在宏观方面，把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在微观方面，

对词义再进行深入的分析，它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是很值得借鉴

的。但现代语义学主要是以印欧语为对象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所以，我们对现代语义学要吸收和消化，而不能不问汉语的实际

情况生搬硬套。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义学

很好地结合起来。本书在两者的结合方面若有不当之处，那是由

于作者的水平所限。至于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必须把两者结合起

来才能有所创新，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这部稿子虽然经过几次修改，但缺点错误还是在所难免。至

于某些看法是否妥当，更是希望和同行们一起讨论，并得到专家

的指正。如果这些看法谈出来能够使问题讨论得更深入，那么，即

使讨论的结果是否定了我的看法，我也将认为，这是达到了写这

本小书的目的。

作 者

１９８８年３月于北大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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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训诂学、语义学、词汇学

在前言中已经讲到：要研究古汉语词汇，建立汉语历史词汇

学，就必须吸取我国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义学的成果。在这一章

里，把这个问题进一步谈一谈。

第一节　　我国传统训诂学的成就及其不足

训诂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词汇，但它是以词汇的研究为中

心的。在我国，对词汇进行研究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早在春秋

战国时期，由于语言的发展变化，人们对《 尚书》、《 诗经》这样

一些典籍中某些章句已经读不懂了，因此在引用《 诗》、《 书》时

就要加以解释。例如，《 国语·周语下》记载，有一次晋国的大夫

叔向引用了《 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

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

然后解释说：“ 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

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 孟子》中

也多次见到对《 尚书》、《 诗经》中词句的解释。如《 孟子·滕文

公下》“：《 书》曰：‘洚水警余。’洚水，洪水也。”《 孟子·离娄

上》“：《 诗》云：‘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这

都是用当时人们能懂的词解释较早的文献中的词句。“ 沓沓”一词，

我们今天看来已经不好懂了，但在战国时期却不是生僻的词。如

《 荀子·正名》“：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啧然而不类，誻誻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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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 荀子》中的“ 誻誻”，就是《 孟子》中的“ 沓沓”，是“ 多

言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地域广大，方言复杂，一些方言词语

也需要加以解释。如《 左传·宣公四年》：“ 楚人谓乳穀，谓虎於

菟。《” 战国策·秦三》“：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

这都是散见于先秦典籍中对词语的解释。这些当然说不上是对词

汇的系统的研究，但毕竟是对词汇研究的滥觞。到秦汉之际，出

现了《 毛诗故训传》、《 尔雅》等专著，就是对词汇比较系统的研

究了。到汉代，为先秦典籍作注之风大盛，贾逵、马融、服虔、郑

玄等名家辈出，又出现了扬雄《 方言》、许慎《 说文解字》、刘熙

《 释名》等专书，训诂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 隋书·经

籍志》中，把小学分为“ 体势（ 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部分，

这种分法，一直为后代所沿用。唐宋元明各代，训诂学都一直在

发展，到清代而达到了高峰。关于训诂学发展的历史，在各种训

诂学著作中都有介绍，这里就从略了。这里主要谈谈我国古代训

话学有些什么成就。

我国古代训话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对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的研究

古汉语词汇以单音词为主，通常一个字就是一个词，汉字是

意音文字，往往可以借助字形的分析而推知字的本义。本义是词

义引申的出发点，掌握了本义，就可以提纲挈领地掌握一个词的

多种引申义。所以传统训诂学对词的本义非常重视。《 说文解字》

就是通过字形分析来讲述字的本义的，许多字的本义由此书而得

到保存。后代有不少学者对《 说文解字》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

成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例如：

《 说文》“：字，乳也 下。子亦声。”段玉裁注“：人及鸟。从子在

。引申之为抚字，生子曰字，兽曰 亦引申之为文字《。 叙》云：‘字者，

言孳乳而寖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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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告诉我们，“ 字”的本义是“ 生子”。这个意义在古书中不太

少见，如《 周易·屯卦》：“ 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山海经·

中山经》“：苦山有木，服之不字。”注“：字，生也。”《 汉书·严

安传》“：六畜遂字。”注“：字，生也。”现在常见的文字的“ 字”，

是引申义。许慎《 说文解字·叙》：“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

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寖多

也。”

《 说文》也有把字的本义弄错了的。如《 说文》：“ 元，始也。

从一从兀。”商 ，象人的头。这是“ 元”的本义。代金文“ 元”作

这个本义在古书中有所反映，而且有古注加以说明。如《 孟子·

滕文公下》“：勇士不忘丧其元。”赵岐注“：元，首也。”《 左传·

僖公三十三年》“：狄人归其元，面如生。”杜预注“：元，首也。”

而《 说文》所说的“ 元，始也”，应该是“ 元”的引申义。

关于词义的引申，我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了。《 韩非子·解

老》：“ 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

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尽管他的解释是错误的，但很显

然，他是在寻找“ 大象”的“ 象”和意象的“ 象”之间词义上的

联系。在古代的注疏中，虽然没有用“ 引申”这一术语，但实际

上是在谈引申的问题。例如：

《 诗经·豳风·狼跋》：“ 德音不瑕。”毛传：“ 瑕，过也。”孔疏：

“ 瑕者玉之病。玉之有瑕，犹人之有过，故以瑕为过。”

《 而动。”服注“：间也。”杜注“：罪也。”左传·宣公十二年》“：观

是间隙之名。⋯⋯既有间隙，故为得罪也孔疏“： 。”

《 孟子·梁惠王上》“：将以 钟。”赵注“：新铸钟，杀牲以血涂其

。”孙 钟之疏“郄，因以祭之曰 ： 谓之 ，亦治乱谓之乱之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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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对于词义引申的研究就更为深入细密。请看段玉裁为

《 说文》作的两条注：

《 说文》“：间，隙也。”段注“：隙者壁际也。引申之凡有两边有中

者皆谓之隙。隙谓之间，间者，门开则中为际。凡罅缝皆曰间，其谓有

两有中一也。《 考工记》说钟铣与铣之间曰铣间，篆与篆、鼓与鼓、钲与

钲之间曰篆间、鼓间、钲间。病与瘳之间曰病閒，语之小止曰言之间。间

者稍暇也，故曰间暇。今人分其音为户闲切，或以闲代之。间者隙之可

寻者也，故曰间厕，曰间迭，曰间隔，曰间谍。今人分别其音为古苋切。

《 释诂》《、 毛传》曰：‘间，代也。’《 释言》曰：‘间，伣也。’人部曰：

‘伣，间见也。’厂部曰： ，石间见也。’今音皆去声。凡自其单出言

之曰间。”

《 说文》“：副，判也。”段注“：《 毛诗·大雅》曰：‘不坼不副。，

《 曲礼》曰：‘为天子削瓜者副之。’《 匡谬正俗》日：‘副贰之字本为福，

从衣畐声。俗呼一袭为一福衣是也。书史借假，遂以副字代之。副本音

普力反，义训剖劈。学者不知有福字，以副贰为正体。《 诗》‘不坼不

副，，乃以朱点发副字。’按颜说未尽然也。副之则一物成二，因仍谓之

副，因之凡分而合者皆谓之副，训诂中如此者致多。流俗语音如付，由

一部入三部，故韵书在宥韵。俗语又转入遇韵也。沿袭既久，其义其音

遂皆忘其本始。‘福’字虽见于《 龟策传》、《 东京赋》，然恐此字因

‘副，而制耳。郑仲师注《 周礼》云：‘貳　，副也。’贝部‘贰，下因之。

《 史记》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汉书》曰“：臧诸宗庙，副在有司。’

周人言貳，汉人言副，古今语也。岂容废‘副’用‘福’？

　

“　间”字条，段玉裁以“ 间”的本义“ 隙也”（ 应为“ 门隙”）为纲，

贯串了“ 铣间“”、病间“”、言之间（”今音ｊｉāｎ，写作“ 间“”）间

暇”（ 今音ｘｉāｎ，写作“ 闲”）以及“ 间厕”“、间迭”“、间隔”、

间谍（”今音ｊｉàｎ，写作““ 　 间”）诸义“。副”字条，段玉裁纠正了

颜师古《 匡谬正俗》中的说法，指出“ 副贰”的“ 副”和“ 判

副”的“ 副”意义上的联系，以及“ 副贰”的“ 副”后来读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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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并认为“ 福”字是因“ 副”而制的后起字。这些意见都很

精辟。

清代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是一部全面研究词义的专著。朱

骏声在《 说文通训定声自叙》中说：“ 夫叔重万字，发明本训，而

转注假借则难言；《 尔雅》一经，诠释全《 诗》，而转注假借亦终

晦。欲显厥旨，贵有专书。”他的书就是在《 说文》解释本义的基

础上，补充了字的转注（ 即引申）和假借义。王力在《 中国语言

学史》中说：“ 朱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全面地解释词义。朱氏突破了

许书专讲本义的旧框子，进入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 二）关于同义词的辨析

同义词的辨析，在先秦典籍中就有了。如《 左传·文公七

年》“：兵作于内为乱，于外曰寇。”《 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

师有钟鼓曰伐，无日侵，轻曰袭。”《 左传·襄公四年》“：臣闻之，

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在

传注中就更多。如《 诗经·大雅·公刘》：“ 于橐于囊。”毛传：

“ 小曰橐，大曰囊。”又“：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

言，论难日语。”《 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郑玄注“：同

门曰朋，同志曰友。”《 离骚》“：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脩之数

化。”王逸注“：近日离，远曰别。”

在《 尔雅》、《 说文》等字书中，同义词辨析也很多。如《 尔

雅·释水》“：大波为澜，小波为沦。”《 尔雅·释器》“：金谓之镂，

木谓之刻，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 说

　腯，牛羊曰肥，豕曰腯文》 。”《 说文》“：观，谛视“：　 也“。”觇，闚

视也。“”驱，马驰也。“” 驰，大驱也。”

在同义词的研究方面，古代训诂学家提出了“ 对文”、“ 散

文“ 、“ 析言”的概念。如：”、浑言（ 统言）”

《 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

论难曰语。”孔疏“：对文故别耳，散则言语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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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则

《 说文》“：宫，室也。 析言”段注“：宫言其外之围绕，室言其内。

则殊，统言不别也。”

《 说文》“：牙，壮齿也。”段注“：统言之，皆称齿称牙。析言之，则

前当唇称齿，后在辅车者称牙。”

《 说文》“：国，邦也。”段注“：邑部曰：邦，国也。按邦国互训，浑

言之也《。 周礼》注曰：‘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析言之也。”

《 说文》“：扇，扉也。”段注“：《 月令》：‘乃脩阖扇。’注云：‘用

木曰阖，用竹苇曰扇。’按析言如此，浑言则不拘。”

“ 散文“”、对文“”、浑言“”、析言”不但指出了同义词之间细微的

差别，而且注意到了词义在语用中的不同。关于这个问题，在下

面“ 同义词”一章中还要讲到。

传统训诂学在同义词研究方面另一个重要成就是接触到了古

今同义词的问题。如：

《 尔雅·释天》“：载，岁也。夏日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 孟子·滕文公上》：“ 夏日校，殷曰序，周日庠。学则三代共之。”

《 说文》“：屦，履也。”段注“：晋蔡谟曰：‘今时所谓履者，自汉以

前皆名屦《。 左传》“：踊贵屦贱。”不言“ 履贱”《。 礼记》“：户外有二屦。”

不言“ 二履”。贾谊曰“：冠虽敝，不以苴履。”亦不言“ 苴屦”《。 诗》曰：

“ 纠纠葛屦，可以履霜。”屦，舄者一物之别名，履者足践之通称。’按蔡

说极精《。 易》《、 诗》《、 三礼》《、 春秋传》《、 孟子》皆言屦，不言履。周

《 尔雅·释草》“：木谓之华，草谓之荣。”邢疏“：此对文尔。

草亦名华。郑风云：‘ 有荷华’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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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诸子、汉人书乃言履。《 诗》、《 易》凡三‘履，，昏谓践也。然则

‘履’本训践，后以为屦名，古今语异耳。许以今释古，故云古之屦即今

之履也。”

《 说文》“：堂，殿也。”段注“：殿者击声也。假借为宫殿字。⋯⋯

许以殿释堂者，以今释古也。古曰堂，汉以后曰殿，古上下皆称堂，汉

上下皆称殿。至唐以后人臣无有称殿者矣。”

段玉裁的分析，表明清代训诂学家对于词语的古今变化已有了较

清楚的观念。

（ 三）对于音义关系的探求

词是音义结合的产物。词的读音和它的意义之间究竟有什么

关系？这个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总的来说，音义之

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人们给某种事物取个什么名称（ 也就是说，

给某个词赋予什么语音形式），在总体上说是任意的。正如荀子所

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 荀子·正名》）

但是在词汇的发展过程中，由一个原始词孳生出若干孳生词，在

这一组词里，音义却往往是有联系的。这种现象，古人也早就注

意到了，因此，很早就有“ 声训”，如：

《 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

帅以正，孰敢不正？’”

这就是注意到了“ 正”和“ 政”之间音义都有联系。这种声训，在

汉人的传注中也颇为常见，都是用来揭示两个同源词之间音义的

联系的。如《 礼记·明堂位》：“ 天子皋门、雉门。”郑注：“ 皋之

言高也。”这是说明“ 高”和“ 皋”的关系。《 说文》中也有类似

的解释，如“ 日，实也。“” 月，阙也。”又如“ 麦，芒谷。秋种厚

薶（ 埋），故谓之麦。”这些解释虽然并不正确，但显然都是想说

明“ 日”和“ 实”“、月”和“ 阙”“、麦”和“ 薶”之间的关系。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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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刘熙《 释名》，更是一部集声训之大成的著作，其目的是为了说

明事物得名之由。它虽然“ 颇伤穿凿”，但毕竟也是在词的音义关

系方面的一种探索。

在《 说文》以后，训诂学家们往往重视文字的形体，忽视词

的读音，而且把“ 字”和“ 词”等同起来。清代的学者如段玉裁、

王念孙等打破了这种束缚，明确提出了“ 训诂之旨，本于声音”

（ 王念孙《 广雅疏证·自叙》），训诂要形、音、义“ 三者互相求”。

（ 段玉裁《 广雅疏证序》）对于他们的成就，王力先生在《 中国语

言学史》中给予很高的评价，说“ 这是训话学上的革命。”这方面

的问题，我们在《 词汇和语音的关系》一章中还要详谈，此处从

略。

（ 四）关于虚词的研究

虚词所表示的主要是语法意义，所以对虚词的研究可以归入

语法研究的范畴。但虚词毕竟也是整个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

而且从历史发展来看，许多虚词都是从实词转化来的。所以，关

于虚词的研究，也可以放到词汇研究中来谈，特别按照我国古代

的传统，对虚词的研究属于训诂学范围，这是确定无疑的。

古人对虚词十分重视。因为汉语缺乏形态变化，所以词序和

虚词就成了汉语语法的重要手段，正确地了解虚词，对阅读古代

的典籍关系很大。因此，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对虚词的研究。

古代把虚词称为“ 词”《。 说文》“：曰，词也。”徐锴注“：凡

称词者虚也，语气之助也。”《 说文》“：矣，语已词也“。”者，别

事词也。“”各，异词也。“”皆，俱词也。“”宁，愿词也。“”曾，词

之舒也“。”尔，词之必然也。”这些“ 词”都是指虚词《， 说文》对

这些虚词的特点和用法作了简单扼要的说明。

在一些传注中，也谈到了虚词的区别，如：

《 公羊传·宣公八年》：“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顷熊。雨不克

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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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羊传·定公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

下昃乃克葬。”

《 公羊传·宣公八年》解释“ 日中而克葬”的“ 而”字时，把它和

“ 日下昃乃克葬”的“ 乃”字比较：

“ 而者何？难也。乃者何？难也。曷为或言‘而，，或言‘乃，？

‘乃，难乎‘而，也。”

这是对“ 而”和“ 乃”两个词很细致的辨析。

此外《， 淮南子·说林》“：‘也，之与‘矣，，相去千里。”是

对“ 也”和“ 矣”作用的区分。再如柳宗元《 答杜温夫书》：“ 乎

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也涉及语气词的用

法。但这些都谈得比较简单。

我国古代研究虚词最早的专书，是元代卢以纬的《 语助》，此

书共六十六个条目，对１３５个词或固定结构进行了解释，或是分

析同一虚词的多种用法，或是比较相近虚词用法的不同，比起以

前对虚词的解释，要详细得多了。特别是书中把文言虚词和当时

口语中的俗语虚词相比较，这对我们研究宋元时的俗语虚词很有

用处。

清代袁仁林《 虚字说》对虚词研究的路子大体和《 语助》相

同，对虚词所表达的“ 神情声气”描写比较细致。它的一些说法

后来为《 马氏文通》所继承。《 语助》和《 虚字说》对虚词的研究

主要属于语法研究的范畴，这里不细说。

和词汇研究关系更密切的是王引之的《 经传释词》。王引之在

《 自序》中说“：自汉以来，说经者宗尚雅训 ，凡实义所在，既明

著之矣，而语词之例，则略而不究；或即以实义释之，遂使其文

扞格，而意亦不明。”所以他“ 自九经三传、秦、西汉之书，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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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为《 经传释词》十卷，凡百六

十字。前人所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其易晓者则略而不论。”

由此可见，此书主要是为解释经传而作的，而此书的主要内容是

纠正前人把虚词当作实词之误，以及阐发一些虚词久已湮没的古

义。在这些方面，王引之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传释词》一

书，在训诂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王引之《 经传释词》着重在对具体字词的训释，而没有系统

研究虚词的一般规律。但从他的训释中，我们可以看出虚词也有

和实词相通的地方。

首先，不少虚词由实词发展而来，因此有些虚词的意义和实

词有联系。比如，王引之把《 诗·终风》：“ 终风且暴”解释为

“ 既风且暴”，纠正了从《 毛传》以来训释之误，是一个很著名的

例子。而他论证“ 终”有“ 既”义所用的方法，除了根据《 诗

经 ⋯⋯且⋯⋯》中同样的“ 终 · ”的格式排比归纳外，还从虚词与

实词的关系来加以解释。“ 家大人曰：终，词之既也。僖二十四年

《 左传》注曰：‘终，犹“ 已”也。’已止之已为终，因而已然之已

亦曰终。故曰：词之既也。”（ 按：“ 终风且暴”的“ 暴”应为

“ 瀑”的借字。《 说文》“：瀑，疾雨也。从水，暴声。诗曰：终风

且瀑“。”终风且暴”意谓既刮大风又下暴雨。）

又如“：迪，词之用也《。 书。牧誓》：‘昏弃厥遗王父母不迪。’

《 史记·周本纪》‘不迪’作‘不用’。迪为不用之用，又为语词之

用，义相因也《。 书。皋陶谟》曰：‘咸建五长，各迪有功。’言各

用有功也。”他的意思是说“，迪”用作实词时有“ 用（”动词，使

用）义，因而用作虚词时也有用（ 介词，因，由）义。这种两个

词之间“ 义相因”的现象，我们在《 词义的发展与变化》一章中

还要详细讨论。

其次，虚词也和实词一样，有字形的通假。这种例子王引之

举了很多。如：

与“ 虽”通《“ 唯（ 惟）” 。 管子·君臣》“：故民迂则流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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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则迂之。决之则行，塞之则止。虽有明君能决之，又能塞之。”

此“ 虽”通“ 唯”《。 荀子·大略》“：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

有所共予也。”此“ 唯”通“ 虽”。

“ 而”与“ 如”通。《 吕氏春秋·顺说》“：与生与长，而言之

与响。”此“ 而”通“ 如”《。 荀子·儒效》“：乡是如不臧，倍是如

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此“ 如”通“ 而”。

刘淇《 助字辨略》成书比《 经传释词》早，但流传不广，影

响不如《 经传释词》大。不过如实而论，《 助字辨略》也有它自己

的特点。它所释的虚词不限于经传，正如叶德辉序所说：“ 嘉庆中，

高邮王文简引之曾撰《 经传释词》一书，正与此书同例，而专在

疏通经义，不若此之贯穿群籍，足穷文字之变化也。”如卷五

“ 莫”字条：“ 包何诗：‘莫是上迷楼。’莫是者，方言，犹今云

‘恐是，也。又《 宋史·岳飞传》：‘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莫

须，犹莫是也。”对唐宋口语中的虚词“ 莫是“”、莫须”的解释是

正确的。

（ 五）关于方言词汇的研究

我国是一个方言复杂的国家，在先秦的古籍中就记载了方言

词汇的歧异。除前面引过的《 左传》、《 战国策》中的记载外，在

《 尔雅》中也有记载。如：

《 尔 鼠身长须而贼，秦人谓之小驴。”雅·释兽》“：鼳，

《 说文》中这类记载更多。如：

《 说文》“：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又：

“ 笔，秦谓之笔。”

《 说文》“：餥，⋯⋯陈楚之间相谒食麦饭曰餥。”又“：飵，楚人相

谒食 。”麦曰飵。”又“： ，秦人谓相谒食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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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汉代扬雄《 方言》、清代杭世骏《 续方言》等，更是专门记载

方言词语的书。

我国古代训诂学家不但对方言词语作了记录，而且对方言发

展演变的规律作了初步研究。例如郭璞注《 尔雅》就说明了扬雄

《 方言》中的词语在晋代的变化情况。王国维《 书郭注方言后》加

以归纳，有如下几种情况：

（ １）汉时方言变为晋时通语。如《 方言》卷一：“ 好，赵魏

燕代之间曰姝。”注“：昌朱反。今四方通语。”

（ ２）汉时此地方言变为晋时彼地方言。如《 方言》卷一：

“ 好，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注：“ 今关西人呼好为媌。”

（ ３）汉晋时语同而义异。如《 方言》卷一：“ 相谒而食麦饘

⋯⋯秦晋之际，河阴之 。”注“：今关西人呼食欲饱为间曰

。”

（ ４）汉晋时语异而义同。如《 方言》卷二“：逞、苦、了，快

也。”注“ 今江东人呼快为煊 谓之禅。”，相缘反。”又卷四“：礿襢

注“：今又呼为凉衣也。”

训诂学家们还以方言材料上推古语，下证今言。如：

《 经义述闻》卷十九“：‘诲之以忠，耸之以行。（’ 作者按：此为

《 左传·昭公六年》文）杜注曰：‘耸，惧也。’《 汉书·刑法志》‘耸，作

‘ ’ ，谓奖也。’家大人曰：颜说是也。耸之以行，谓。颜师古注曰：‘

举善行以奖劝之。故《 楚语》：‘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

劝其心。’韦注曰：‘耸，奖也。’《 方言》曰：‘自关而西，秦晋之间，相

劝曰耸，或曰奖。中心不欲而 劝由旁人之劝语，亦曰耸。’又曰：‘怂慂，

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说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谓之怂慂。’

‘怂’与‘耸’义亦相近。”

这里是用扬雄《 方言》中的材料，说明《 左传》中的“ 耸”是

“ 奖“”、相劝”的意思，从而纠正了杜预注之误；而这个“ 耸”也

可以说成“ 怂慂”，“ 怂慂”这个词直到今天还用，只是一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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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怂恿”罢了。可见“ 怂恿”这个词来源很古。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我国古代训话学在词汇研究方面取得了

很大的成就。这笔宝贵的遗产，我们今天是一定要很好地继承的。

但是，传统训诂学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我们今天研究古汉

语词汇，就要克服这些方面的不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向

前迈进一步。其不足之处主要是：

（ 一）首先，传统训诂学基本上没有脱离经学附庸的地位。古

代训诂学家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为先秦的经典或秦汉时期小学的

典籍作注，因此对古汉语词汇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当然，这不

是说古代训诂学家没有涉及词汇理论，特别是清代的一些大师如

段玉裁、王念孙等，他们有些见解是很精辟的；但他们这些观点，

也散见于对具体字词的诠释之中。这就不能不限制了对词汇理论

系统的研究。因此，我们今天面对着的训诂学遗产，是极为丰富

的材料（ 历代的注释、字书、音义等等，还有散见于笔记、杂著

中的词语诠释），以及大量极为精辟然而散见于各处的理论观点，

亟待我们去整理、归纳、总结。 而这方面的工作，至今还做得很

不够。

（ 二）传统训诂学基本上还是把古汉语词汇作为一个平面来

研究的。尽管段玉裁提出了“ 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

有古义，有今义”，要“ 六者互相求”，而且说“ 古今者，不定之

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在

具体的研究中，也有象上面所举的关于“ 屦”和“ 履”、“ 殿”和

“ 堂”历史变化的精至之论，但总的说来，传统训诂学并不太注意

汉语词汇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训诂学家们研究的重点是

先秦和西汉的词汇，东汉以下，直至明清，各个时期的词汇研究

得很少，就更谈不上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对古汉语词汇作历时的描

写并探索其发展的规律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今天要脚踏实地

的从头做起，努力把各个历史时期的词汇面貌逐步搞清楚，在此

基础上，总结汉语词汇从古到今的发展历史，总结汉语词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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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律。

（ 三）传统训诂学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摆脱文字形体的束缚，正

如王力先生所说，严格地说，在清代以前的小学研究，是属于语

文学的范围。清代学者打破了字形的束缚，重视了因声求义和声

近义通，但其流弊又成为滥用通转。至于把语言看作一个语音、词

汇、语法互相影响的完整的系统，这更是古代训诂学家所不可能

做到的，我们也不应以此苛求古人。我们今天来研究古汉语词汇，

就应该正确处理形、音、义三者的关系，而且要把词汇放到整个

语言系统中来加以研究。

（ 四）传统训诂学对词汇的研究在理论上不够准确和深入。这

是和上面所说的第一点（ 即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有关的。以同

义词的研究为例。既然训诂的主要目的是读懂古代典籍，那么，说

“ 初、哉、首、基、肇、祖、元 就、胎、俶、落、权舆，始也。”

并无不可，而这些词之间的差异就被忽视了。后来的训话学家对

这些词的不同作出了说明，并提出“ 浑言”、“ 析言”等概念，这

在对同义词的分析方面是一个进步。但是，究竟什么叫“ 浑言”，

什么叫“ 析言”，还是没有一个准确的界说，对为什么会出现“ 浑

言则同，析言则异”这种现象，更缺乏深入研究。又如所谓“ 反

训”，也是一个很早就提出但一直没有说清的问题。我们今天来研

究古汉语词汇，就要克服传统训诂学的这种缺点，一是要求其准

确，一是要求其深入。在这方面，吸取现代语义学的研究成果，来

用于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 五）传统训诂学以解经、作注为主要任务，所以往往对僻

字僻义花很大力气，而对常用词却略而不论。如王念孙《 广雅疏

证》、王引之《 经传释词》、郝懿行《 尔雅义疏》都是如此。也许，

这正是使一些人对训诂学望而生畏的原因。应该肯定，对僻字僻

义的研究、解释是重要的，因为僻字僻义确是我们阅读古书的一

个障碍，而且，对有些僻字僻义进行研究，得出的是关于古汉语

词汇的一般规律。但是，构成某种语言词汇系统的主要部分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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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词，不论还是 是阅读古书也好，研究古汉语词汇的规律也好，

常用词有更大的重要性。因此，应该把常用词的研究放到更重要

的地位上来，这样才能使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为更多的人接受，更

好地为整理、继承文化遗产服务，也更有利于总结古汉语词汇的

规律。

第二节　　现代语义学对古汉语

词汇研究的启发

语义学（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最早是在十九世纪由德国学者莱西希

（ Ｋ．　Ｒｅｉｓｉｇ　）提出来的，他主张把词义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并把这个学科叫做ｓｅｍａｓｉｏｌｏｇｉ（ｅ ｓｅｍａｓｉｏ意义，ｌｏｇｉｅ学）。现代语

义学研究的不仅是词义，而是语义（ 包括词组、句子所表达的意

义），但对词义的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

语义学这门科学现在还不成熟。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所

说的：“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语义学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综合性

的概述。”（　 Ｊ．Ｌｙｏｎ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６８）①但语义学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以及它提出的一些理论、

观点乃至问题，对我们研究古汉语词汇都很有启发。

（ 一）语义学研究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多种语言，因此它

的视野比较广阔，能注意到一些只研究某一种语言的人所不容易

注意到的现象，并从中得出一些关于人类语言的一般性结论。

在这方面，语义学吸取了人类学家的一些研究成果。人类学

家通过调查发现，表示颜色的词和表示亲属关系的词，在不同的

语言中是表现得很不一样的。

①原文是英文，中文为本书作者所译。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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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根据Ｂ．Ｂｅｒｌｉｎ和Ｐ．Ｋａｙ的说法，英语中有十一个基

本的颜色词，它们的分布图示如下（“ 灰”在图中没有表示）：

而根据Ｈ．Ｃ．Ｃｏｎｋｌｉｎ的调查，在菲律宾的Ｈａｎｕｎòｏ语中，

只有四个颜色词，即：

（ ｍａ）　ｂｉｒｕ＝黑，和其他的深颜色
？（ ｍａ）ｌ　ａｇｔｉ　＝白，和其他的浅颜色
？（ ｍａ）　ｒａｒａ＝栗色、红色和橙色
？（ ｍａ） 　ｌａｔｙ＝浅绿、黄和浅棕

它们的分布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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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部落森纳加（ Ｓｅ

Ａ类

１．　　ｈａ＇ｎｉｈ 父系的，比我高一辈的男子。（ 包括父亲、叔

伯、祖父母的兄弟姐妹之子。）

母系的，比我高一辈的女子。（ 包２．　　ｎｏ＇ｙēｈ 括母亲、姨

母、外祖父母的兄弟姐妹之女。）

Ｂ类

３．　　ｈａｋｈｎｏ＇ｓēｈ　　母系的，比我高一 （ 包括舅舅、外辈的男子。

祖父母的兄弟姐妹之子。）

４．　　ａｋｅ：ｈａｋ　　　 （ 包括姑母、祖　父系的，比我高一辈的女子。

父母的兄弟姐妹之女。）

Ｃ类
？５．　　ｈａｈｔｓｉ Ａ类的儿子，长于我。

６．　　ｈｅ　ｋｅ　： Ａ类的儿子，幼于我。
？７．　　ａｈｔｓｉ Ａ类的女儿，长于我。

　　ｋｈｅ？ｋē 　　８ 　． Ａ类的女儿： ，幼于我。

Ｄ类

９．　　ｓｋｙā

Ｅ类

１０．　　ｈｅ：ａｗａｋ和我同辈的同性者之子。

１１．　　ｋｈｅ：ａｗａｋ和我同辈的同性者之女。

（ Ｆ．Ｇ．Ｌｏｕ又如，根据朗斯伯里 ｎｓｂｕｒｙ）的调查，美洲伊洛

ｎｅｃａ）语中表示亲属关系的词如下表：

？ ？：ｓｅ：　 Ｂ类的子女。

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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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ｗ：ｔ２．　　ｈｅｙ 男子称与我同辈的异性者之子。

１３ 　　． ｈｅ ｎｅｈｈｓ 女子称与我同辈的异性者之子。

　　１４．　　 　ｋｈｅｙ：ｅ ｗ 男子称与我同辈的异性： 者之女。ｔｅ

１５ 　． 　ｋｈｅｈｓ ｎｅｈ 女子称与我同辈的异性者之女。①

这些例子很好地说明不同的语言中词汇的结构是不同的。尽

管颜色和亲属关系都是客观存在，但在不同的语言中却用不同的

词来表达，而且这些词并非一一对应。用我们比较熟悉的汉语和

英语来比较，这种情况也很容易见到。例如亲属称谓，英语中的

ｂｒｏｔｈｅｒ，汉语中要按长幼分为“ 哥哥”和“ 弟弟”，英语中的ｕｎｃｌｅ，

汉语中要按父系母系分为“ 叔叔、伯伯” 或“ 舅舅”。反过来，汉

语中的“ 桌子”，英语要区分ｔａｂｌｅ　和　ｄｅｓｋ，汉语中的“ 杯子”，英

语要区分为ｃｕｐ、ｇｌａｓｓ、ｍｕｇ。

这些事实促使我们考虑关于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的问题。这

一点到后面的章节再详谈。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古汉语词

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的不同，我们立即会想到：仅就颜色词和亲属

词而论，古今汉语也有类似的情况。

例如，古代有这样一些颜色词：一染谓之縓，再染谓之赪，三

染谓之纁（，以上见《 尔雅》）四入谓之（朱 见《 仪礼》郑注），五

入谓之（緅 见《 考工记》），六入谓之（玄 见《 周礼》郑注），此外

还有“ 赤“”、绛”，都是与“ 红”色有关而深浅不同的词，这些词

在现代汉语中找不到和它们一一对应的词。

古代的“ 舅”，既指舅父，又指公公；“ 姑”既指姑母，又指

婆婆。王力《 汉语史稿》说“：它们在最初只有一个总的意义。⋯⋯

在最初的时候，凡和父母同辈的男人都叫做‘舅’，凡和父母同辈

的女人都叫做‘姑’。”古代的“ 子”，既指儿子，又指女儿；

①以上两图一表均转引自Ｇ．Ｌｅｅｃｈ：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８１。表中关

于这些亲属称谓的解释是我加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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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既指弟弟，又指妹（妹 一般称“ 女弟”），也是这种情形。

这种情况，进一步证实了荀子所说的“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

约定俗成谓之宜”的理论。明瞭这种情况，就不会再坚持音义之

间有必然联系的看法了。

（ 二）语义学把词汇和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这比传统

的词汇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传统的词汇研究往往只注意单个

词的发展变化，这种研究被称为是“ 原子主义”（ ａｔｏｍｉｓｍ）。从索

ｐ绪 尔 开 始 ， 提 出 了 语 言 有 聚 合（ 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ｔｉｃ） 和 组 合

（ ｓｙｎｔａｇｍａｔｉｃ）两种关系，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德国

和瑞士的语言学家分别根据这些关系提出了不同的“ 语义场”（ ｓｅ－

ｍａｎ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的理论。

（ Ｊ．Ｔｒｉｅｒ）提出的语义场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 主要着眼于词

的聚合关系。他认为在同一个概念场（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ｉｅｌｄ）上，覆盖

着一个词汇场（ ｌｅｘｉｃａ　ｌｆｉｅｌｄ）。　词汇场中的各个词互相连系，互相

制约，每一个词的意义只能根据和它相邻近或相反的其他词的意

义而确定。词汇场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的，这不仅是因为有

旧词的消亡和新词的产生，而且是因为一个词意义的变化会影响

到和它邻近的词，使这些词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

特里尔曾举过一个十分著名的例子。他说：在十三世纪初，高

地德语中“ 知识”的概念场是由“ ｗｉｓｈｅｉｔ”“、　ｋｕｎｓｔ”“、　ｌｉｓｔ”三个

词组成的词汇场覆盖的。而一百年后，这个词汇场变成由

“ ｗｉｓｈｅｉｔ”“、　ｋｕｎｓｔ”“、　ｗｉｚｚｅｎ”组成的了。而且，这不是简单地由

“ ｗｉｚｚｅｎ”代替“了 ｌｉｓｔ”，而是整个词汇场中三个词的义域（ ｃｏｎｃｅｐ－

ｔｕａｌ　ａｒｅａ）都发生了变化。粗略地说，在早先，“ ｋｕｎｓｔ”是指比较

高雅的一些知识“，ｌｉｓｔ”　是指普通的技能之类的知识“，ｗｉｓｈｅｉｔ”不

但在句子中可以替换这两者，而且往往是指一个人具有的兼包这

两者的全面的知识。而到后来，“ ｗｉｓｈｅｉｔ”指较深的知识，

“ ｗｉｚｚｅｎ”指较浅的知识，“ ｋｕｎｓｔ”介于两者之间。根据特里尔的

说法，我们可以把“ 知识”这个语义场的变化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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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和特里尔同时，德国语言学家波尔齐格（ Ｗ．Ｐｏｒｚｉｇ）根

据语言的组合关系提出了另一种语义场的理论。他注意到词与词

之（间 特别是名词和动词、名词和形容词之间）的搭配关（系 ｃｏｌｌｏ－

ｃａｔｉｏｎ）。例 如：ｂｉｔ（ｅ 咬 ）和 ｔｅｅｔ（ｈ 牙 齿）、ｌｉｃ（ｋ 舔）和ｔｏｎｇｕｅ

（ 舌头）、ｂａｒ（ｋ 吠）和ｄｏ（ｇ 狗）、ｆｅｌ（ｌ 砍伐）和ｔｒｅ（ｅ 树）、ｂｌｏｎｄ

（ 亚麻色）和ｈａｉｒ（ 头发）之间，意义联系非常明显。人们几乎不

可能离开ｄｏｇ（ 狗）去解释ｂａｒｋ（ 吠）的意义，离开ｈａｉｒ（ 头发）

去解释ｂｌｏｎｄ（ 亚麻色）的意义。这些词相互之间也构成语义场。

这种词语之间的搭配关系也影响到词的发展变化。例如，英

语中的ｒｉ（ｄｅ骑），原来只和ｈｏｒ（ｓｅ马）搭配，但后来也可以说ｒｉｄｅ

ｏｎ　ａ　ｂｉｃｙｃｌ（ｅ　骑自行车）　、　ｒｉｄｅ　ｏｎ　ａ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乘坐马车）　、　ｒｉｄｅ　ｏｎ

ａ　 ｔｒａｉ（ｎ 坐火车），这个词的意义也就扩大了。又如，ｄｒｉｖ（ｅ 驾

驶）这个词由于经常和　ｃａｒ（ 汽车）搭配，所以在语言中有时可以

光说　ｄｒｉｖｅ　而省略　ｃａｒ　。如“　　Ｗｉｌｌ　ｙｏｕ　ｄｒｉｖｅ　ｏｒ　ｓｈａｌｌ　Ｉ？（”　你开车还

是我开车？　）“ Ｈｅ＇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ｕｐ　ｔｏ　Ｌｏｎｄｏｎ．”（ 他正开车去伦敦。）

这两种语义场的理论是互相补充的。在一种语言中由于聚合

关系而处于同一语义场中的两个词，在另一种语言中，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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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词，就可能改用语言的组合关系来表示。如英语中的

“ ｋｉｃｋ（”踢）和“ ｐｕｎｃｈ（”用拳打），在法语中就要分别用“ ｄｏｎｎｅｒ

ｕｎ　ｃｏｕｐ　ｄｅ　ｐｉｅｄ（ ｄｅ　ｐｏｉｎｇ　（”　用拳”　用脚打）　和“　　ｄｏｎｎｅｒ　ｕｎ　ｃｏｕｐ

打）。从聚合关系看，ｋｉｃｋ和ｐｕｎｃｈ都表示打人的动作而属于同一

拳 ）和 （ｆｏｏ（ｔ 脚）、ｐｕｎｃｈ和ｆｉｓ语义场，从组合关系看，ｋｉｃｋ ｔ 因

为固定的搭配关系而属于同一语义场。

对于特里尔和波尔齐格等人的语义场理论虽有种种批评，但

人们也都公认，语义场的理论在语义学的研究中开创了一个新的

阶段。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也将看到，这一理论对于研究古汉语

词汇是极有用处的（ 关于语义场部分的引文，均转引自Ｊ．Ｌｙｏｎｓ：

Ｓｅｍａｈｔｉｃｓ）。

词与词之间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构成的语义场也是

多种 现代语义学深入分析了这多种关系，如有的是上位多样的。

义和下位义的关系，有的是部分和全体的关系，有的是同义或反

义的关系，以及其他等等。这些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都将涉及。

（ 三 “ 义）现代语义学对词义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提出了

位　”（ ｓｅｍｅｍｅ）和“ 义素”（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的概念。

“ 义先说 素”。　　义素也有人称为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　　语义特征）　。

它是对词义进一步分析以后得出的。比如英语中ｍａｎ（ 男人）、

ｗｏｍａ（ｎ 女人）、ｂｏ（ｙ 男孩）、ｇｉｒ（ｌ 女孩）四个词，如果进一步

分析，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些共同的和互不相同的成分。例如，它

们都是人，但性别和年龄有所不同。其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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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一步用－ｍａｌｅ表示ｆｅｍａｌｅ，用－ａｄｕｌｔ表示ｙｏｕｎｇ，那么，ＨＵ－

ＭＡＮ、ＭＡＬＥ、ＡＤＵＬＴ就是构成这四个词的义素，这四个词由

这三个义素不同的组合而构成，即：

ｍａｎ＝＋ＨＵＭＡＮ＋ＡＤＵＬＴ＋ＭＡＬＥ

ｗｏｍａｎ＝＋ＨＵＭＡＮ＋ＡＤＵＬＴ－ＭＡＬＥ

ｂｏｙ＝＋ＨＵＭＡＮ－ＡＤＵＬＴ＋ＭＡＬＥ

ｇｉｒｌ＝＋ＨＵＭＡＮ－ＡＤＵＬＴ－ＭＡＬＥ

从这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 义素”是由处于同一语义场中

相邻或相关的词相比较而得出的。构成一个词的若干义素，就是

这个词区别于其他词（ 特别是同一语义场中相邻或相关的词）的

区别性特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例如　ｍａｎ　一词　，以＋ＭＡＬＥ和

ｗｏｍａｎ相 区 别 ， 以 ＋ ＡＤＵＬＴ和 ｂｏｙ相 区 别 ， 以 ＋ ＨＵＭＡＮ和

ｒａｍ（ 公羊）相区别。而它的三个义素加在一起，大致就可以看作

这个词的定义：成年的男人。

这种把词分析为义素的方法叫“ 义素分析法”（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简称ＣＡ，也可以译为“ 成分分析法”）。很显然，这种

分析方法是受对音位的区别性特征的分析的启发而产生的。布拉

格学派的特鲁别茨柯依（ Ｎ．Ｓ．Ｔｒｕｂｅｔｚｋｏｙ）等语言学家把音位

看作一组区别性特征，如英语中的／ｐ／是由“ 双唇音＋塞音＋清

音”构成的，在双唇音这一点上，它和八／对立，在塞音这一点上，

它和／ｒｎ／对立，在清音这一点上，它和／ｂ／对立。用这种观点来分

析词义，也就得出了语义方面的区别性特征，即义素。

下面再说“ 义位”。上面讲到，义素是把词的意义进一步分析

而得出的区别性特征。但是，词往往是一词多义的。如汉语中的

“ 孩子”和英语中的“ ｃｈｉｌｄ”一样，有两个意义（：１）儿童（；２）

子女。前一意义，无疑包含着“ 未成年”的义素，但后一意义，却

不能说有“ 未成年”的义素。比如一个六十岁的老人对着他的老

朋友介绍自己三十岁的儿子时说：“ 这是我的孩子。”这个“ 孩

子”就决不是未成年的。由此可见，义素分析不是对一个词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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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义综合起来加以分析，而是以一个词的一个意义为单位来进

行分析。象“ 孩子”所具有的两个意义，在词典中称为“ 义项”，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名称；而在语义学中，称为“ 义位（”。ｓｅｍｅｍｅ

这个术语，在语义学中有不同的定义，有人认为它大致等于“ 义

素”，有人把它看作是区别性特征的混合。我们在后一种意义上使

用它。）

这样，我们可以说：一个词，如果是单义词，就只有一个义

位。如果是多义词，就包含几个义位。语义的基本单位应该是义

位，而不是词。把若干词的处于同一语义场中的相邻或相关的义

位加以比较和分析，就可以得出若干义素。换句括说，词可以分

析为若干义 ，义位又可以分析为若干义素。当然，这是很粗略位

的说法，一些更深入的理论问题，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讨论。

作这样的分析是不是烦琐哲学？不是的。在下面的章节中我

们将会看到，使用“ 义位”和“ 义素”的概念，对古汉语词汇的

研究（ 不论是静态的分析还是历史的描写）都很有好处。特别是

义素分析法，表面看起来烦琐，但只要运用得当，实际上是可以

起以简驭繁的作用的。比如汉语中的亲属称谓名目繁多，但如果

用义素分析法，就可以用八个义素把它们全部表示出来。（ 参见石

安石《 亲属词的语义成分试析》）上面举过的伊洛魁语的亲属称谓

（ Ｆ．Ｇ．也很复杂，但调查者朗斯伯里 Ｌｏｕｎｓｂｕｒｙ） 用八个义素把

它们表示出来。（ 参见Ｇ．Ｌｅｅｃｈ：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１９８１）

当然，义素分析法还是一种不很成熟的方法，语言学家们对

它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有的赞同，有的表示怀疑。迄今为止，对

义素分析法的运用也仅限于一部分词，而另有一些词（ 如表示抽

象概念的词）如何进行义素分析，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我认

为，义素分析法毕竟是词义研究方面的一种突破。如果说语义场

的理论是从宏观方面来认识词和词义，那么义素分析法则是在微

观方面对词和词义的认识的深入。我们不必因为义素分析法的一

些缺陷而断然否定它，而应该在不断的探索中使它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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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建立汉语历史词汇学

上面谈 这里要谈一了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义学的大致情况，

谈它们和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关系。

一开早在１９４７年，王力先生写过一篇《 新训诂学》， 始就说

到：

训诂学，依照旧说，乃是文字学的一个部门。文字学古称‘小学’。

《 四库全书提要》把小学分为三个部门：第一是字书之属；第二是训诂之

属；第三是韵书之属。依照旧说，字书之属是讲字形的，训诂之属是讲

字义的，韵书之属是讲字音的·从古代文字学的著作体裁看来，这种三

分法是很合适的。不过，字书对于字形的解释，大部分只是对于训诂或

声音有所证明，而所谓韵书，除注明音切之外还兼及训诂，所以三者的

界限是很不清楚的。若依语言学的眼光看来，语言学也可以分为三个部

门：第一是语音之学，第二是语法之学，第三是语义之学。这样，我们

所谓语义学（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的范围，大致也和旧说的训诂学相当。但是，

在治学方法上，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向来不大喜欢沿用训

诂学的旧名称。这里因为要显示训诂学和语义学在方法上的异同，才把

语义学称为新训诂学。

这一段话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训诂学和语义学的关系：（ 一）它

们研究的范围大致相同，即都是以词义为中心的。（ 二）但它们在

治学方法上有很大的差异。旧训诂学必须加以改造，才能成为新

训诂学。

那么，旧训诂学的根本缺点又是什么呢？王力先生在同一篇

文章中说“：旧训诂学的弊病，最大的一点乃是崇古“。”从历史上

去观察语义的变迁，然后训诂学才有新的价值。⋯⋯等到训诂脱

离了经学而归入史的领域之后，新的训诂学才算成立。”这话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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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很中肯的。王力先生在他后来写的《 中国语言学史》“ 西学东

渐的时期”一章的结束语中，在谈到那个时期语言学中的新旧两

派时说：“ 直到１９４７年，王力发表了他的《 新训诂学》，其中讲了

‘旧训诂学的总清算’，提出了‘新训诂学’，才算跟旧派宣布了决

裂。”可见，他自己一直认为，对旧训诂学的改造，是具有重要意

义的。

那么，是不是把旧训诂学加以改造，克服了它的根本的缺点

以后，新训诂学、语义学、汉语历史词汇学三者就合一了呢？我

认为并不如此。

这是因为，这三者的研究范围还是各有侧重，三者的研究方

法也不必完全划一。这三者完全可以成为相互交叉的、关系密切

的、然而又是各自独立的学科，三者在它们的发展中互相促进，相

辅相成。

训诂学，它的重点在于具体词义的考释。当然，它研究的词

语不应该到西汉为止，汉魏以下的“ 俗词语”也应是它研究的重

要内容。（ 关于这一点，郭在贻《 训诂学》中提出了很好的见解。）

一些行之有效的传统的训诂方法也还应当继续使用，当然，与此

同时，它应该摒弃旧训诂学中那些陈旧落后的东西，还应该注意

吸取现代语言学（ 包括现代语义学）的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这样

的训诂学，就可以称为“ 新训诂学”。

语义学的研究以词义为重点而又不限于词义，它研究的对象

也不仅仅是汉语，而是要通过研究人类各种语言探求语义方面的

理论和规律。但现代西方语义学主要是通过对印欧语（ 特别是英

语）的研究来归纳理论的，我们研究语义学，就不能跟在西方学

者后面亦步亦趋，而应该努力通过汉语的研究，来发展和丰富语

义学，这里也包括对我国传统训诂学的研究成果加以分析和总结，

使之理论化。同时，我们在运用现代语义学的成果来研究汉语词

汇时，也要注意汉语的特点，绝不能生搬硬套。

汉语历史词汇学，是对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作一些理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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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它无疑是要在吸取我国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义学的成果的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它毕竟还不同于训诂学，因为它主要着眼

于一些理论性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对具体词语的考释；它也不同

于语义学，因为它不是谈一般的语义问题，而是对汉语词汇历史

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如果这方面的研究做好了，

那么，它一方面会对汉语词汇历史发展的描写和研究有帮助，另

一方面也会对语义学的发展作出贡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

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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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词 和 词 义

第一节　　词

什么是词，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语言学家们给词下过各种

不同的定义，但各种定义都有不完善之处。这在张永言《 词汇学

简论（》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２）中有较详细的介绍。对于这个

理论问题，此处不详谈。

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区分字和词。字

不等于词，词是语言的单位，字是记录词的文字符号，两者有联

系，但不是一回事；研究古汉语词汇要以词为单位，而不能以字

为单位。这些似乎都是常识，用不着再说。但是，因为古汉语研

究的对象是书面资料，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个个的方块汉字，所以

在传统的古汉语研究中一直是以“ 字”为单位，“ 字”的观念在人

们头脑里根深蒂固。正如王力先生在《 中国语言学史》中所说：

“ 文字本来只是语言的代用品。文字如果脱离了有声语言的关系，

那就失去了文字的性质。但是，古代的文字学家们并不懂得这个

道理，仿佛文字是直接代表概念的：同一个概念必须有固定的写

法。意符似乎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字如果不具备某种意符，仿

佛就不能代表概念。这种重形不重音的观点，控制着一千七百年

的中国文字学（ 从许慎时代到段玉裁、王念孙时代）。”直到今天，

在古汉语的研究中，还常有不自觉地把字和词混同起来，或者把

汉字直接和概念联系起来的。所以，这个问题还很有强调的必要。

我们在下面各章中的一些论点，就是建立在字和词相区别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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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既然要以词为单位，那么所要解决的第一

个问题就是究竟哪些是词，哪些不是词；哪些是一个词，哪些是

几个词。这个问题处理起来也会碰到一些复杂的情况。下面从共

时（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和历时（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两个角度来加以讨论。

（ 一）从共时的角度看，要注意两种情况，分述如下。

（ １）一个汉字，有时不是词，有时代表一个词，有时代表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词。

在连绵字中，两个汉字只是代表两个音节，两个汉字合起来，

才代表一个词。这一点，古人的认识是不清楚的，常常把一个连

绵字拆开来讲。如：

《 孟子·梁惠王上》：“ 荒亡流连，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

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

《 方言》“：美心为窈，美状为窕。”

有一些字典词典也沿袭这些说法，其实古人的这些话是不足为据

的。最好的证明就是在古书中找不出任何单个的“ 流”表示“ 从

流下而忘反”“，连”表示“ 从流上而忘反”“，窈”表示“ 美心”、

“ 窕”表示“ 美状”的例子。

复合词中的一个汉字也不代表一个词，而只代表一个语素。但

是这些语素往往可以独立成词。如“ 天子”中的“ 天”和“ 子”，

“ 黎民”中的“ 黎”和“ 民”。

在上古汉语中以单音词为主，就单音词来说，一个词就写成

一个汉字；但不能反过来说，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例如“ 女”字，

既可以表示“ 女子”，又可以表示第二人称代词，读ｒǔ。这后一个

意义显然应该看作另一个词，因为这个意义和前一个意义毫无联

系，而且读音也不一样。只是这个词和表示“ 女子”的“ 女”这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9

个词汉字写作同一形体，是“ 同形词”。另外，象“ 耳朵”的

“ 耳”和用于句尾表示“ 而已”的“ 耳”也是两个词，只不过它们

读音相同，写法相同，是“ 同音同形词”。

（ ２）两个不同的汉字，有时代表两个词，有时却代表一个词。

一般来说，两个不同的汉字，即使读音相同，也不代表同一

个词。如“ 叹”和“ 炭”，从古到今读音都相同，但它们的意义毫

不相干，所以只是两个同音词，而不是同一个词。这一点不用多

说。

但是，有的时候，两个不同的汉字却是代表同一个词。例如，
”《 说文》中有“ 喜”字，又有“ 憙”字，有“ 嘆”字，又有“

字。

《 说文》“：喜，乐也。”

《 说文》“：憙，悦也。”段注“：憙与嗜义同，与喜乐义异。浅人不

能分别，认为一字。”

，吟也。”《 说文》“：

《 说文》 也。”段注“：按嘆 两字，今人通用。毛诗中“：嘆，吞

两字错出，依《 说文》则义异。 近于喜，嘆近于哀。”

但是，段玉裁这样的解释并不正确，清人徐灏和现代语言学家王

力都己指出段 ”和“ 嘆”音义氏是强生分别“。喜”和“ 憙“”，

都相同，它们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从古书资料来看，段氏所

说的那种区别并不存在。

上述例子说明，判断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字形并不是最重

要的，重要的还是音和义。如果音义都相同，即使字形不同，也

是一个词；如果音同义不同，那就是两个同音词（ 如“ 叹”和

，义同音不同，那就是两个同义词（ 如“ 喜”和“ 悦”）。“ 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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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也还是一个大致的说法，有些问题还需要深入讨论。

（ １）从读音方面看，是不是必须读音完全相同才是一个词？

例如，连绵字往往可以有多种写法。这多种写法，有的读音

一样，如“ 仿佛“”、彷彿“”、髣髴”，显然是同一个词。但有些读

音不一样。如“ 逶迤”也可以写作“ 逶蛇”、“ 逶移”、“ 逶迟”、

“ 威夷”等，这些字在上古音中也不完全相同（“ 迤”、“ 蛇”、

“ 移”为歌部“，迟“”、夷”为脂部）。那么它们算不算同一个词？

又：古人有所谓“ 急言“”、缓言“”、长言“”、短言”之说。如

俞樾《 古书疑义举例·语急例》：

“《 论语·先进篇》：‘由也喭 。’郑注曰：‘子路之行，失于畔喭。’

然则‘喭’即‘畔喭’也，并古人语急而省也。《 雍也篇》：‘君子博学于

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畔’亦即‘畔喭’ 也。畔喭本叠韵

字，急言之，则或曰‘喭’　，‘由也喭’是也；或曰‘畔’，‘亦可以弗畔

矣夫，是也。”

王筠《 毛诗双声叠韵说》也讲到“ 一言可抵连语者”，如：

“ ‘灵雨其濛，，‘濛，即‘溟 ⋯⋯‘冽’即濛’也。‘冽彼下泉’

‘栗烈’也。‘击鼓其镗’　，　　‘镗’即‘镗鞳’也。⋯⋯‘静女其娈’，

‘娈，即‘婉娈，也。‘朱芾斯皇，，‘皇，即‘唐皇，，亦即‘堂皇，也。

‘彼尔维何’，‘尔’即‘丽尔’，犹‘靡丽’也。‘子之丰兮’，‘丰’即

‘丰容，也。⋯⋯‘烂其盈门’，‘烂’即‘粲烂’。”

喭”“，溟濛”和“ 濛”，还有象“ 畔喭 和“ 畔”” 或“ 后来的“ 作

么”和“ 怎”“，不用”和“ 甭”，算不算一个词 ？

上述这些例子，都是意义相同，读音不同。如果说必须是音

义都相同才能算一个词的话，那么它们就只能算是同义词。但是，

它们和一般的同义词如“ 喜”和“ 悦”、“ 舟”和“ 船”显然又不

大一样：它们的读音虽然不同，但毕竟是有联系的。我们最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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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看作同一个词的变体，或者把它们叫做“ 变音词”。

（ ２）从意义看，两个汉字意义相近而并不相同，当然不能算

一个词；意义相同而读音不同，也不能算一个词，比如上面说的

“ 喜”和“ 悦”“、舟”和“ 船”，只是同义词。问题在于：同一个

汉字表示的多种意义，究竟哪些是属于不同的词？哪些是同一个

？词的不同义位（ 即通常所说的“ 一词多义”）

这个问题，在有些情况下是很清楚的，如“ 居”字，古代常

见的有这样几个意义：①坐。②居住（。如《 列子·汤问》“：面山

③住处（。如《而居。”） 左传·宣公二年》“：问其名居。”）④疑问

）这四语气词，读ｊī（　。如《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谁居？” 个意

义中，④显然是另一个词，因为它的音义都和前三个意义相差很

远。①和②显然是同一个词的两个义位，因为这两个意义联系很

密切。但③究竟是和①、②同属一个词的不同义位，还是应看作

另一个词？这就需要讨论了。

这牵涉到意义和语法两个方面。从意义方面看，在古汉语词

汇研究中，如果同一汉字表示的几种意义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一

般都看作同一个词的几个义位。按这个标准，表示居住的“ 居”和

表示住处的“ 居”意义是有联系的，应该算一个词的两个义位。

但从语法方面看，“ 面山而居”和“ 问其名居”这两个“ 居”

语法功能不同，按照一般的看法，它们一属名词，一属动词，既

是不同的词类，就应该是两个词。

但我认为，这样的处理，至少对古汉语词汇来说，会有相当

大的困难。因为古汉语词汇中象这样的情况相当多。如果“ 居”要

分成一个名词的“ 居”和一个动词的“ 居”，那么，很多类似的情

况都要分成两个或三个词（ 名、形、动），而实际上这些分出来的

词词义是很接近甚至是一样的。这样既不利于古汉语词典的编纂，

也不利于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因为这样分开的结果，割断了词义

发展的联系。

又如“，目”在古汉语中有三个常见的意义：①眼睛。②注视，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2

看。③细目。如果把它分为一个名词和一个动词的话，那么将是

这样：

目１：①眼睛。②细目。

目２：注视，看。

而实际上，“ 眼睛”和“ 看”在词义上的联系比“ 眼睛”和“ 细

目”的联系更为紧密。联系不太紧密的反而是一个词，联系紧密

的反而是两个词，这是不太合理的。就是在《 现代汉语词典》中，

“ 居”和“ 目”也没有分列为两条，“ 居”的前几个义项是：①住。

②住的地方。③在（ 某种位置）。而“ 目”的义项排列为：

目：①眼睛。②〈书〉看。 ③大项中再分的小项。④生物学中把

同一纲的生物按照彼此相似的特征分为几个群叫做目。⑤目录。

但是，如果把“ 面山而居”的“ 居”和“ 问其名居”的

“ 居”看作一个词的两个义位，把表示“ 眼睛”的“ 目”和表示

“ 看”的“ 目”也看作一个词的两个义位，那么这些词究竟属于什

么词类呢？我认为，既然是“ 一词多义”，相应的也可以有“ 一词

多类”。在表示“ 居住”时，这个词是动词，在表示“ 住处”时，

这个词是名词。“ 目”也是这样。当然，并非所有的“ 一词多义”

全是“ 一词多类”，有的词几个不同的义位都具有相同的语法功能，

这样的词就只属一个词类。

这样说，并不等于在区分词的问题上完全不考虑语法功能。如

实词虚化为虚词后，两者语法功能差别甚大，这当然应该看作两

个词了，如名词的“ 被”和介词的“ 被”。但这种情况，两个词的

意义也必然相差甚远。这时如果以意义为标准，也应看作两个词。

所以，主要以音义为标准来判断是不是同一个词，是可行的。

（ ３）有时候，在词义发展过程中，意义的变化或语法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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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起读音的变化。如“ 解”，由解开义引申为懈怠义，读音变为

ｘ（ｉè后来字形也变成“ 懈”“）；女”，由“ 女儿”义转化为“ 以女

嫁人”义，读音变为ｎǜ。这就是所谓“ 清浊别义”和“ 四声别

义”。读音的改变是一种标志，说明人们已把它看作一个新的词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 解开”义的“ 解”和“ 懈怠”义的

“ 解”，以及“ 女儿”义的“ 女”和“ 以女嫁人”义的“ 女”在词

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但仍应把它们看作两个词。

但是，有时候“ 四声别义”的作用不在于区别词义，而仅仅

是表示语法功能的不同。如：

染，濡也，而琰切，上声。染人之染，而艳切，去声。（ 用作

谓语和用作定语之别。）

过，逾也。古禾切，平声。既逾曰过，古卧切，去声。（ 一般

与完成之别。）

这种情况应该说和“ 解”、“ 女”有所不同，我们可以把它们

也看作一个词的不同变体，或称之为变音词。

（ ４）综上所述，可以知道要判断是不是一个词，主要应根据

音义。但是，这并不是说字形可以完全不考虑。例如“ 山头”、

“ 山顶”“、山颠（”也作巅“）、山领（”后来写作“ 山岭”“）、山

腰“”、山脚”，都是借人体为喻的。这里的“ 头“”、顶“”、腰”、

“ 脚”，和表示人体的“ 头“”、顶“”、腰“”、脚”显然是同一个词。

而“ 巅”和“ 颠“”、岭”和“ 领”，就是两个词了。为什么这样说

呢？这主要是从词义来判断的。比如，可以说“ 岭上”、“ 五岭”，

而“ 领”却不能这样说。可见“ 岭”虽是从“ 领”分化而来的，但

已成为另一个词。当然，字形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人们把“ 山

领”写作“ 嶺”，就反映出人们觉得“ 山领”的“ 领”和“ 首领”

的“ 领”已经有所不同了。不过这种参考的作用不能夸大。比如，

古代字 嵯”两字，书中有一个“ 嵴”字，义为“ 山脊也”。又“有

义为“ 不齐貌”。我们就决不能仅根据字形，说“ 脊”和“ 嵴”、

嵯”是两个不同的词， 嵯”只是“ 参差”和“ 因为“ 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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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笔下的产物，在语言中，它们并没有从“ 脊”、“ 参差”这

个词中分化出来而成为新词。

（ 二）从历时的角度看，同一个词在语言的不同历史时期，音

和义都会有变化。只要它的读音变化符合语音发展的规律，意义

古今有历史的联系，就是同一个词。如“ 伐”（ 讨伐），上古是浊

声母，双唇音，入声。现代是清声母，唇齿音，去声，但仍是一

个词。这一点不用多讲。需要注意的是下面几种情况：

１．有 的词，如“ 父 ”和“ 爸 ”“、 无”和“ 吗”，从 历史 演 变

的角度看，应该是同一个词，后者是由前者发展来的。但是，由

于它们共存于某一语言平面中，在这个平面上它们还应该说是两

个词。

２．有的词，如“ 削”的“ 刻”和“ 一刻钟”的“ 刻”，从刻

历史发展来看，词义是有联系的，开始时应该认为是一个词的两

个义项。但发展到今天，人们一般已经意识不到它们意义的联系

了，所以应该看作两个词。

３．有的词，如“ 是物“”、甚摩“”、什么”，虽然出现的时代

不同，书写形式不同，读音也有差异，但因为它们意义完全一样，

读音的差异也有规律可循，而且正反映了它在不同时代逐步演变

的过程，所以，它们是同一个词。反之，有的字古今相同，但它

所表示的意义截然不同，而且找不到任何历史的联系，如“ 找”，

古代是“ 划”的异体字，现代是寻找“。绸”，古代是绸缪之义，现

代是绸子。“ 抢”，古代是碰撞，现代是抢夺。既然它们的意义毫

无关系，就不应该看作一个词，而应该看作两个完全不同的词，只

是凑巧用了同一个书写形式罢了。

第二节　　词　　义

什么叫词义？这个问题看来很简单：词义就是词的意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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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深入分析，词可以有好几种

“ 意义”。英国语言学家里（奇 Ｇ．Ｌｅｅｃｈ）在他的《 语义学（》 Ｓｅｍａｎ－

ｔｉｃｓ）中，对“ 意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有七种意

义。他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下面结合古汉语词汇来对其中与词

义有关的六种作一些介绍。

（ 一）理性意义。也称为概念意义（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指

称意义（ 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大致就等于这个词所反映的概念。

理性意义反映某一事物的本质特性，是词义的核心，在词典中给

词所下的定义就是词的理性意义。如“：妇 “ 媪：老：成年女子”，

年女子”等。

（ 二）　　　隐含意（义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　它　反映事物的非本质

属性。如“ 水”，它是无味的，流动的，凉的（ 指在自然状态下的

水。热水古代就称“ 汤”了）。这些属性不构成“ 水”这个词的理

性意义，而是它的隐含意义。但是在某种语言环境中这种隐含意

义会反映出来。如：

君子之交淡如水。（ 言其无味）

碧天如水夜云轻。（ 言其清凉）

旧恩如水满身流。（ 言其流动）

隐含意义还随着民族和时代而不同，汉语中的“ 冰”，有“ 高

洁”的意义，如“ 一片冰心在玉壶”，而其他民族的语言中，

“ 冰”未必有这样意思。古代汉语中“ 女”有“ 柔弱“”、卑下”的

隐含意义，如《 诗经·豳风·七月》：“ 猗彼女桑”，孔疏：“ 女是

人之弱者，故知女桑柔桑。”《 释名·释宫室》：“ 城上垣曰睥睨，

⋯⋯亦曰女墙。言其卑小，比之于城，若女子之于丈夫也。”这就

和古代对女子的看法有关。

隐含意义如果经常被使用，也会发展成一个新的词或义位。如

“ 飞”的隐含意义是“ 迅速”，到后来，由这个隐含意义发展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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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副词“ 飞”，如“ 飞跑“”、飞快”等。

（ 三）社会意义（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指一个词所表达出来的它

使用的社会环境。一些词的理性意义相同，但社会意义不同。如：

帝　　一般指远古时的帝王（ 如帝尧、帝高阳），或史书中称皇帝。

圣人　　唐代称皇帝为圣人。

大家　　唐代宫廷中称皇帝。（ 如白居易《 上阳白发人》：“ 今日宫中

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

陛下　　臣民当面称皇帝。

上　　臣民称皇帝。

（ 四）　　感情意义（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　　　即　通常所说的“ 感情色

彩” ：，包括褒、贬、轻、重、尊敬、轻蔑等。如《 论语·八佾》

“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和“ 比”大致相当于现代

汉语的“ 团结”和“ 勾结”，理性意义相同，但感情意义不同。又

如“ 君“”、子”、和“ 尔“”、汝”都可以指对方，但古代当面称对

方为“ 尔“”、汝”有轻蔑的意思《。 孟子·尽心下》“：人能充无受

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

（ 五）联带意义（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指一个词有多种意义，

在使用甲义时，使人联想到它的乙义。比如“ 血”，有血液义，也

有流血、杀伤义（ 如“ 血洗“ “。猪血“”、鸡血”等词语”、血战”）

中的“ 血”本是前一意义，但因使用时容易使人联想到后一意义，

所以有人因避讳而把“ 猪血”改为“ 猪红”。古典诗歌中的“ 借

对”更是巧妙地使用词的联带意义。如杜审言《 秋夜宴临津郑明

府宅》：“ 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云。”诗中的“ 月”用的是“ 年

月”的“ 月”，但借“ 星月”的“ 月”来和“ 云”相对。

（ 六）　搭配意义（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　指　　一个词由经常和哪

些词搭配而体现出来的意义。如“ 美”和“ 丽”意义相近而又不

同，不同就在于“ 美”的使用范围广，可以和较多的词搭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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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美池“”、美玉“”、美景”等。而“ 丽”使用的范围较窄，

能够搭配的词较少，一般限于指容貌，如“ 丽人”、“ 丽质”等。

第三节　　义　　位

一个词可以只有一个意义，但多数情况下有多种意义。每一

个意义称为一个义位。

粗略地说，“ 义位”就是词典上所列的义项。但是，词典有时

对字词的区分不是很严格的，所以，在一个字条下面所列的义项，

首先要区分哪些是属于同一个词，哪些不属同一个词，然后，才

能把那些属于同一个词的义项看作这个词的不同义位。例如，新

版《 辞源》在“ 耳”字条下列了五个义项：（ 例句略去）

耳： 耳 状似耳之物。如朵。 附于物体两边便于提举之物。

木耳、银耳、虎耳草。 听、听说。 助词。

“ 耳”字实际上是记录了两个词：一是实词，一是虚词。实词

“ 耳”有四个义位，即 、 、 、 。
把词分为义位，对研究古汉语词汇有什么必要性呢？

第一，下面将会看到，在讨论词义的发展变化和同义词、反

义词等问题时，都不能笼统地以词为单位，而要以义位为单位。

第二，这样的区分，有助于消除传统训诂学中的一些模糊、不

这里着重谈精确之处。 第二点。

如《 尔雅·释诂》：“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

侯，君也。”从“ 天”以后的一系列词，都有“ 君”的意思（ 或多

少与“ 君”有联系），这不难理解；“ 林，烝”是否也有“ 君”的

意思呢？以前确有人根据《 尔雅》而认为“ 林、烝”也有“ 君

主”之义 胥，相也。”似，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又：“ 艾、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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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四乎“ 艾、历、 个字应该同义，但事实上也并不是这样。

王引之《 经义述闻》卷二十六对此作了解释：

“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引之谨案：

君字有二义，一为君主之君，天、帝、皇、王、后、辟、公、侯是也。

一为群聚之义，林烝是也。古者‘君”与‘群’同声。⋯⋯天、帝、皇、

王、后、辟、公、侯为君主之君，林、烝为群聚之群，而得合而释之者，

古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六书之用，广于假借，故二义不嫌同条也。

⋯⋯艾、历、 、胥，相也。艾为辅相之相，历、覛为相视之相，胥为

相保相受之相。⋯⋯义则有条而不紊，声则殊涂而同归，此《 尔雅》所

以为训诂之会通也。魏张揖稚让作《 广雅》，犹循此例。⋯⋯自唐以来，

遂莫有知其例者也。”

根据王引之的说法，我们知道：用来解释“ 林、烝”的是君１

（“ 群”的假借字），用来解释“ 天⋯⋯侯”的是君（２君主），《 尔

雅》实际上把同一汉字表示的两个词混同了。用来解释“ 艾”的
－

”的是是“ 相”的一个义位（ 辅佐），用来解释“ 历”、“ “ 相”

的另一个义（位 视）《， 尔雅》又把同一个词的不同义位混同了。王

引之发现了《 尔雅》这种“ 二义不嫌同条”的体例，这是他的贡

献；但他称赞《 尔雅》这种体例，却是不正确的了。在这一点上，

还是戴震比他高明，戴震是批评《 尔雅》这种做法的。他在《 答

江慎修论小学书》中说：

“《 尔雅》亦不足据。姑以《 释诂》言之。如‘台、朕、赍、畀、

卜、阳，予也。’‘台、朕、阳’当训‘予我’之‘予’，‘赍’、‘畀’、

‘卜，训‘赐予’之‘予’，不得错见一句中。‘孔、魄、哉、延、虚、无、

之、言，间也。’郭氏注云：‘孔穴延魄虚无皆有间隙，余未详。’考之

《 说文》，‘哉，言之间也。’‘言之间，即词助。然则‘哉、之、言’三

字乃‘言之间’。‘言’为词助，见于《 诗》《、 易》多矣。‘豫、射，厌

也。’郭氏注云：‘诗曰“：服之无射。”余未详。’‘豫，盖当训厌足厌饫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9

之‘厌，，‘射’训厌倦厌憎之‘厌，。此皆拾掇之病。”

他正确地批评了《 尔雅》。实际上，他所批评的正是混同字词以及

混同一个词的不同义位的毛病。这个毛病在传统训诂学中是常见

的。

王力先生《 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中讲到“ 偷换概念”的问

题。王力先生举了一个例子《。 诗经·伐檀》“：胡取禾三百亿兮。”

繶”，而《 广雅·释诂》“：繶，俞樾认为：“ 亿”“通 束也。”所以

“ 三百繶”就是“ 三百束”。其实，古书中并无证据说“ 繶”可当

繶量词用。《 周礼· ，缝中紃也履人》注：“ 。”《 广雅·释器》：

繶”是一种饰履缝的丝绳。《 广雅“ 繶，絛也。”据此“， ·释诂》：

“ 繶，束也。”王念孙认为这个“ 束”与“ 缀絛”有关“，亦系束之

义。”这已比较勉强，而俞樾把动词“ 束”牵合到量词“ 束”，这

就是偷换概念。

王力先生又说“：凡是一词多义的地方，都可以偷换概念。⋯⋯

（翫 玩）、俗，习也。’‘翫，与例如《 广雅·释诂》：‘ ‘习’是同

义词，‘俗’与‘习’是同义词，但‘翫，与‘俗，不是同义词，

因为‘习’是多义词，兼有‘狎习’和‘习俗’等义，如果把

‘翫，字解作‘习俗’的意义，那就大 我们可以为王错特错了！”

力先生这段诂补充一个例证。俞樾《 古书疑义举例·以双声叠韵

字代本字例》“：《 夏小正》：‘黑鸟浴。’传曰：‘浴也者，飞乍高

乍下也。’按：飞乍高乍下何以谓之浴？义不可通。‘浴，者，

《， 说文》：‘俗，‘俗’之误字 习也。’‘黑鸟浴，，即黑鸟习也。

《 说文》：‘习，数飞也。’传所谓‘飞乍高乍下’者，正合‘数

飞，之义。‘俗’、‘习’双声，故以俗字代习字耳。”俞樾所说

“ 浴”为“ 俗”字之误有无证据姑且不论，他根据《 说文》“ 俗，习

也”，“ 习，数飞也”得出结论，说“ 俗”就是“ 数飞”，这正是

ｂａ“ 偷换概念”。 ＝俗，习＝数飞。从这因为“ 习”有两个义位，习

里是得不出“ 俗＝数飞”的结论的。俞樾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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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词的义位。

下面讲“ 义位变体”。

一个多义词分为若干义位，反映在词典中就是分为若干义项。

但是，曾经使用词典阅读古书的人都有一个经验：词典中的义项

往往和句中的词义“ 对不上号”。例如，“ 投”这个词，新版《 辞

源》列了 七个有关的义项：

掷，扔。 投合。投奔。 投送，呈递。投： 投入。 投赠。

到，临。

有的例句，很快能对上号，如《 左传·成公二年》“：桀石以投人。”

这个“ 投”就是“ 掷、扔”。但下面举的一些例句中的“ 投”字，

似乎哪一个义项也“ 对不上号”，而应该随文作别的解释：

《 左传·宣公十四年》“：投袂而起（。”投：甩。

。《 左传·哀公二年》“：太子惧，自投于车下（。”投：

《 汉书·扬雄传》“：唯寂寞，自投阁（。”投：跳。）

《 汉书·外戚传》“：自投地啼泣（。”投：趴。

张协《 七命》“：单醪投川，可使三军告捷（。”投：倒。

也许这样的解释太迁就于上下文，而且是从古今对译而产生的区

别。但我们仔细体会一下这些“ 投”字，它所表示的动作确实不

是完全一样的。“ 投袂”的“ 投”和“ 投醪”的“ 投”会是同一种

动作吗？

为了排除古文今译所产生的错觉，我们再看一组例子，这组

例子中的“ 摄”字，应该是同一义位，但古注就说得不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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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摄：引持也。”

《 汉书·陈余传》“（： 张）耳摄使受笞。”注“：谓引持之。”

《 仪礼·士丧礼》：“ 举者盥，右执匕却之，左执俎横摄之。”注：

“ 持也。　”

《 仪礼·聘礼》“：庭实，皮则摄之，毛在内。”注“：摄之者，右手

并执前足，左手并执后足。”

《 文选·吴都赋》“：摄乌号。”刘注“：摄，持也。”

《 文选·喻巴蜀檄》“：皆摄弓而驰。”注“：摄谓张弓注矢而持之也。”

《 左传·成公十六年》“：请摄饮焉。”注“：摄，持也。持饮往饮子

重。”

《 左传·昭公十八年》：“ 邾人袭鄅，鄅人将闭门，邾人羊罗摄其首

焉。”疏“：摄训为持也，斩得闭门者首而持其头。”

这些“ 摄”大致都是“ 持”的意思，但“ 持”的具体方式并不一

样。正如注解所表明的那样，如果“ 摄”的对象是羊皮，那么

“ 摄”是左手右手并持之。如果“ 摄”的对象是弓，那么“ 摄”是

张弓注矢，两手一前一后持之。《 汉书》例和《 左传》两例注解说

得比较简单，但也可以从上下文推断：如果“ 摄”的对象是人，那

么“ 摄”就是用两手拉着他。如果“ 摄”的对象是酒或人头，那

么“ 摄”就是用手举着它。

既然这些“ 投”和“ 摄”所表示的具体动作并不相同，那么，

它们究竟是一个义位，还是几个义位呢？

正如“ 投”和“ 摄”所表明的那样，一个词在具体上下文中

意义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把这些在上下文中不同的意义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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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义位，从而要在字典中列相应的义项，那么，很多常用词的义

项就会非常之多，这样的词典是无法编写的。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再举一个现代汉语的例子。现代

汉语中“ 摇”这个词，意思很单纯，只有一个意义，或者说只有

一个义位。《 现代汉语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是：“ 摇摆，使物体

来回地动。”但是，当这个词在语言中使用的时候，它所表示的具

体动作却不完全一样。如“ 摇铃“”、摇头“”、摇手“”、摇尾巴”、

“ 摇树“”、摇旗（ 呐喊）“”、摇橹“”、摇纺车”。这里面有的“ 摇”

是上下摇动，有的是左右摇动，有的是成直线来回摇动，有的是

成曲线循环摇动，摇动的辐度也有大有小。但是，从来没有一个

会说现代汉语的人会觉得这些不同的“ 摇”是几个不同的义位或

几个不同的词。

人们在这种感觉是正确的。词和义位都是对事物（ 包括动作、

性状）的抽象，在抽象的过程中，只概括了事物的本质特征，而

把一些不重要的差异舍弃了。所以，只要是使物体来回地动，就

都叫“ 摇”，而不管摇的具体方式如何；只要是用力使某物（ 包括

人）离开原处而快速运动都叫“ 投”，只要用手紧紧抓住某物就叫

“ 摄”，而不管这些动作具体有什么差别。这就是“ 义位”的意义。

但是这些具体的差别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会显示出来。这些由上下

文而显示的不同意义，我们称之为“ 义位的变体”。

“ 义位”和“ 义位变体”的关系，就如同“ 音位”和“ 音位变

体”的关系。音位不等于具体的语音，同一音位，在不同的环境

中产生不同的变体，如英语中的／１／音位，出现在元音前（ 如

ｌｉｇｈｔ）和出现在辅音前（ 如ｏｌｄ）是两个不同的变体。又如汉语中

的／ａ／音 ε］，在ａｎ中是［ａ］，在ａｎｇ中是位，出现在ｉａｎ中是［

［ａ］，包含三个不同的变体。（ 除此之外，还有不依赖环境的“ 自

由变体”，此处不谈。）义位和义位变体也是这样：出现在具体上

下文中的都是义位变体，而义位变体的概括才是义位。

各个义位变体在语言中出现的频率不是均等的。比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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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的各个义位变体中，最常见的是“ 桀石以投人”的“ 投”，也

就是表示“ 掷、扔”的“ 投”。这种“ 投”的使用范围也比较广，

“ 投”的对象可以是人， “， 投 ”也可以是“ 鼠”（ 如“ 投鼠忌器”）

的东西可以是石，也可以是“ 盖（”《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能

“ 戟（”《 左传·成公二投盖于稷门。”） 年》“：晋郤克投戟。”）

“ 首（”《 左传·昭公五年》“：投其首于 等等。而宁风之棘上。”）

“ 投阁”的“ 投”就用得较少，而且出现的场合也有限制，比如，

只能出现在“ 投阁”、“ 投井”等少数场合。前者我们称之为“ 中

心变体”，后者称之为“ 非中心变体”。中心、变体的意义，就是这

个义位的中心意义。

在词典中对一个义位的意义的表述（ 也就是一个义项的释

义），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定义式的，这就是说出从各个义位变

体中概括出来的共同意义。比如《 现代汉语词典》：“ 摇：使物体

来回地动。”按照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说“ 投”的一个意义是

“ 用力使物（体 包括人）离开原来的位置而快速地运动“”，摄”的

一个意义是“ 用手紧紧抓住”等等。这种释义概括性较强，但定

义往往不容易下得准确、周密。二是用同义词解释， 这时往往解

释的是这个义位的中心变体所具有的意义。如“ 投：掷，扔。”

“ 摄：拉，拽。”等等。这种方式简单明瞭，而且抓住了义位的中

心意义，因此一般词典都采用这种释义方式。但它也有个缺点：照

顾不到非中心变体的意义。正因为这样，我们在使用词典来阅读

古书时不能刻板地“ 对号入座”，有时候需要根据上下文作适当的

变通。不过，这种变通是有限度的，因为一个非中心变体总不会

离中心变体太远，更不会和这个义位的概括意义相脱离。如果离

开了一个义位固有的意义，只是凭上下文去主观猜测，那就不对

了。王力先生在《 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中说：“ 我们只应该让上

下文来确定一个多义词的词义，不应该让上下文来临时‘决定’词

义。前者可以叫做‘因文定义’，后者则是望文生义。二者是大不

相同的。”我们这里说的“ 适当变通”应该是“ 因文定义”，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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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望文生义”。

一个多义词的义位如何确定？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只要

看看一些词典对同一个多义词的义项有几种不同的划分法，就可

以知道这个问题要处理起来并不容易。比如，拿“ 投”这个词的

几个义项来比较一下：

新版《 辞源》：投： 掷，扔。《 诗·小雅·巷伯》：“ 取彼谮人，投

畀豺虎。”《 左传·文十八年》“：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投入《。 庄子

·让王》：“（ 北人无择）因自投清冷之渊。” 投赠。《 诗·卫风·木

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 简明古汉语字 甩，掷。《 战典（》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投：

国策·秦策》“：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贾谊《 陈政事疏》“：里谚曰：

投入。曹植《 野田黄‘欲投鼠而忌器。’” 雀行》：“ 不见篱间雀，见鹞

投赠。自投罗。” 《 诗·大雅·抑》：“ 投我以挑，报之以李。”

《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商务印书馆出版）：投：①投掷，投入。

《 史记·西门豹传》“：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妪投之河中。”成语有“ 自投罗

网”。②扔掉，抛弃。魏征《 述怀》诗：“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

比较一下可以看出，《 辞源》和《 简明古汉语字典》设的义项基本

一致，《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和它们不同。（ １）少了一个“ 投赠”

的义项（。２）多了一个“ 扔掉，抛弃”的义项（。３“）投入”这一

义项与“ 投掷”合并。究竟怎样处理更为合理呢？

有一条原则是可以肯定的：那些只限于特定的词语组合中才

能存在的意义，或者完全是根据某种上下文而显现出来，离开那

种上下文就会消失的意义，都是某一义位的非中心变体，而不是

独立的义位。因此，在词典编纂中，不能把它们列为单独的义项。

比如上面举过的“ 投阁”的“ 投”，只在“ 投阁“”、投井”等少数

词组中才有“ 跳”的意义“，投醪”的“ 投”，只在这里有“ 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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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任何一本词典都不会把它们列为单独的义项。又如下列句

子中的“ 投”，都是“ 掷”的意思，但根据具体的上下文，意思略

有差别：

１．《 世说新语·容止》注引《 语林》：“ 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

掷之，满车。张孟阳至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投之，亦满车。”

２．《 晋书·潘岳传》：“ 岳美姿仪，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

以果。”

３．《 世说新语·赏誉》注引《 江左名士传》“：邻家有女，尝往挑之。

女方织，以梭投折其二齿。”

４《． 战国策·秦策》“：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

５《． 左传·文公十年》“：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这几个“ 投”，显然是同一个动作，但根据上下文来看，“ 投”的

目的有所不同。例１、　３“ 投”的目的是击中对方，例２“ 投”的

目的是为了送给对方，例４“ 投”的目的是舍弃某物，例５“ 投”

的目的是放逐对方。但这些区别都是完全根据上下文而显现出来

的，“ 投”这个动作本身并无区别，所以也不能把它们看作不同的

义位，不能在词典中为“ 投”设立“ 击中”、“ 赠送”、“ 丢弃”、

“ 放逐”等义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例１和例２的比较。例２的“ 投之以果”，

显然就是例１的“ 以果掷之”，它和“ 以瓦石投之”的“ 投”毫无

区别，不能说“ 以瓦石投之”就是“ 掷”义，“ 投之以果”就是

“ 投赠”义。同样的《， 诗经》中的“ 投我以桃“”、投我以木瓜”也

就是“ 投掷”的“ 投”，郑玄为“ 投我以桃”作笺说“：投犹掷也。”

就是很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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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可以拿例３和例４比较。“ 投梭”和“ 投杼”并无区

别，说前者是“ 投掷”，后者是“ 丢弃”，也是不合理的。

不过，上面比较的只是一部分例子。如果再多看一些例子，就

会感到“ 投”表示“ 掷而弃之”的用法在古代相当多。据粗略的

统计，在《 左传》中表示“ 投掷”的“ 投”有９个，表示“ 掷而

弃之”的“ 投”有７个，比例相当接近。特别是在后代出现了这

样的用法：

《 后汉书·陈蕃传》“：以谏诤不合，投传而去。”注“：投，弃也。

传谓符也。”

《 后汉书·范滂传》“：滂怀恨，投版弃官而去。”

这时的“ 投”，已没有具体的“ 投掷”义，而只是表示舍弃的意思，

所以，为“ 投”立一个“ 扔掉、抛弃”的义项是可以的。

那么，“ 投桃报李”的“ 投”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在后代也

有这样的例子，如：

王安石《 答刘季孙》“：愧君绿绮虚投赠。”

这里的“ 投”显然是从“ 投桃报李”的“ 投”发展来的，而且在

这里已没有具体的“ 投掷”义，只有“ 赠送”义。但这种“ 投”不

能单用，只能“ 投赠”连用，看来还是把“ 投赠”看作一个复音

词为好。所以，据我看，为“ 投”设立“ 投赠”的义项是不妥当

的。

心变体，如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知道：甲义位的某一非中 果

出现的频率相当高，那么，它那种本来是由某种上下文而显现出

来的意义也可能固定下来，从而和甲义位的中心意义相脱离，而

形成一个新的乙义位。但是，具体到某一个词的某一意义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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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作为甲义位的非中心变体而存在，还是已形成一个新的乙义

位，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在这两者之间也并无绝

对的界线，所以在词典编纂中有时义项的分合可以见仁见智，也

不必完全强求一致的。

与此相关的是义位和词的区分问题。这个问题，在以“ 字”为

条目的词典中显不出来，在以词为条目的词典中， 问题就突出了。

比如上面举的新版《 辞源》在“ 投”下列的第七个义项：“ 到，

临”，和上面六个义项是同一个词，还是两个词？（ 如果是两个词，

那么在以词为条目的词典中应列为“ 投２”。）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经

说过，相关而且相近的意义应该是一个词的不同义位，无关的或

者是相距甚远的应该算两个词。但是在“ 远”、“ 近”之间有时也

难以划出绝对的界线。汉语词汇史因为是研究词义的历史发展的，

所以，我们不妨把“ 词”的界线放宽些，比如“ 投”的“ 到、

临”义，可以不看作另一个词，而看作和上六个义位一起，构成

同一个词的第七个义位。

第四节　　义　　素

在第一章中介绍了现代语义学中“ 义素”的概念，现在结合

古汉语词汇来谈谈有关的问题。

首先，以“ 池”为例，来分析一下它的义素。在古汉语中，

“ 池”有两个义位：１．池塘（“ 数罟不入洿池”） 。２．护城河

。这里要分析的是第一个义位。（“ 金城汤池”）

分析的方法是把“ 池”和与之同类的、同处于表示水域的语

义场中的词进行分析比较，找出这些词共同的和不同的语义特征。

可以列成这样一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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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溪、沟、海、湖、池”这六个词有一个共同的义素：“ 水

面”，这使它们和“ 山、陵、原、野”这些词相区别而处于同一语

义场中。其中“ 川、溪、沟”和“ 海、湖、池”又以流动和不流

动相区别分为两类；在每一类中又各自以面积大小相区别。这样，

就总共得到了１．［水面］２．［±流动］３．［面积（ 大、中、小）］

三个义素，而构成“ 池”的义素就是１．［水面］２．［－流动］３．

［面积小］。

构成一个义位的诸义素之间不是任意地、无规则地堆积在一

起的，义素之间也有层次结构。例如在“ 池”的三个义素中，［水

面］是表示它所属的语义场的，这种义素叫做“ 中心义素”，［—

流动］和［面积小］是用来限定中心义素的性质的，叫做“ 限定

性义素”。把限定性义素和中心义素按层次排列起来，成为［面积

小］＋［一流动］＋［水面］，大致上就和“ 池”这个义位的定义

相应。我们可以说池塘是“ 面积不大的停聚的水面。”

当然，这只是以最简单的方式举个例子。同属于水面的词还

很多，如“ 泽“”、渊“”、泉“”、涧”等，要把这些词都放在一起，

找出能对它们普遍适用的义素，还要作更细致的分析研究。如

“ 溪”和“ 涧”都是比“ 川”小的水流，它们的区别在于“ 溪”是

平地的，“ 涧”是山中的。“ 沟”和“ 泉”都是较小的水流，它们

的区别在于“ 沟”是人工挖成的，“ 泉”是山中流出的。“ 湖”和

“ 泽”都是较大的水域，它们的区别在于“ 水草交厝，名之为泽”

，也就是说，泽是较浅的；而湖是有水无草，也就（《 风俗通》） 是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49

说，是较深的。（ 古代“ 泽”有时与“ 湖”同义。如今之太湖，古

称“ 震泽”，这应该看作“ 泽”的另一义位“。）池”和“ 渊”都是

面积不大的停聚的水面，它们的区别在于“ 池”浅“ 渊”深。如

果把“ 池”和“ 渊”的区别也考虑在内，那么，“ 池”的义素就应

该有四个：［面积小］＋［—流动］＋［一深］＋［水面］。

有一点需要注意：同一类的词，虽然同属于一个大的语义场

（ 或称母语义场），但是其所属的小语义场（ 或称子语义场）却可

以是互不相同的。如《 尔雅·释畜》的马属有种种马的名称，但

有的是着眼于公母的，如“ 骘（”牡曰骘）和“ 騇（”牝曰騇），有

的是着眼于高矮的， ”（ 马七尺以上）和“ 駥”（ 马高八如“

尺），有的是着眼于毛色的，如“ 骊（”黑马“）、馵（”白马）。因

此，它们的义素，除了“ 马”这个中心义素外，其余各不相同：

“ 骘”　 “”、駥”是［马］＋［七尺／、　“　騇”是［马］＋［±公“］，

八尺］，“ 骊”、“ 馵”是［马］＋［黑色／白色］。这一点，跟

“ 溪”和“ 涧 ”“、 沟 ”和“ 泉”“、 湖”和“ 泽 ”“、 池 ”和“ 渊”等

就不很相同。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还有一种情况是若干词构成等级体系 如：

骊（ 黑马）

馵（ 白马 马）

（骓 苍白相杂的马）

犉（ 黑唇的牛）

牛 （牰 黑眼眶的牛）

犈（ 黑脚的牛）

羒（ 白色公羊）

羖（羊 黑色公羊）

（羳 黄羊）

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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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上说，它们是“ 属”和“ 种”的关系，从语义学上说，把

反映属概念的称为“ 上位词”（ ｓｕｐｅｒ　　ｏｒｄｉｎａｔｅ），把反映种概念的

称为“ 下位词”（ ｈｙｐｏｎｙｍ　　）。但“ 上位词”和“ 下位词”都是相对

的，就“ 畜”和“ 马、牛、羊”来说，“ 畜”是上位词，“ 马”、

“ 牛”“、羊 ”是 下位词。但 就“ 马”和“ 骊”“、馵 ”“、骓”来说，

“ 马”又是上位词“，骊“”、馵“”、骓”又是下位词。据《 尔雅》，

“ 骊”又按白跨、白尾、白颡等有“ 驈“”、駺“”、馰”等，就此而

言，则“ 骊”又是 上位 词了。而 象“ 马 ”“、 牛”“、 羊”或“ 骊 ”、

“ 馵”、“ 骓”那样处于同一等级的词，相互之间可以称为“ 同位

词（”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处于这种等级系列中的词，其义素有一个特点：

下位词必然包含上位词的全部义素，在此之外还另加上一个或几

个义素。如“ 骊”的义素是［黑色］＋［马］，而“ 駺”的义素是

［白尾］＋［黑色］＋［马］。由此可见，处于等级系列中的词，义

素越多，那么这个词的外延越窄；反之，义素越少，那么这个词

的外延越宽。即“ 马”＝［马］＞“ 骊”＝［黑色］＋［马］＞

“ 駺”＝［白尾］＋［黑色］＋［马］。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词

义的扩大、缩小、转移等是很重要的。（ 详见第三章“ 词义的发展

和变化”）

上面讲的都是名词的义素分析。动词和形容词是否也可以做

义素分析呢？也是可以的，只是情况和名词不完全相同。

对动词作义素分析的基本方法也是拿处于同一个语义场中的

词来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不同：

（ １）动作的主体不同。如“ 鸣”“、吠”“、咆“”、雊”都是动

物的呼叫，但主体不同《。 说文》“：鸣，鸟声也“。”吠，犬鸣也。”

“ 鉙，雄雉鸣也。”《 广韵》“：咆，熊虎声。”

（ ２）动作的对象不同。如“ 洗“”、沐“”、浴“”、盥”都是洗，

但对象不同。《 说文》“：洗，洒足也“。”沐，濯发也“。”浴，洒身

也。“”盥，澡手也。”

（ ３）动作的方式、状态不同。如“ 行”“ “、走”“、奔，，、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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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行走，但快慢不同《。 尔雅·释宫》“：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

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 按：这是以行走

的处所来表示行走的快慢。）又如“ 睨“”、睇“”、瞻“”、观”都是

“：睨，袤观看，但方式不同。《 说文》 视 也。“” 睇，小袤视也。”

临视也。“”观，谛视“ 瞻， 也。”

（ ４）动作的工具不同。如“ 抶“”、抰“”、捭“”、捶”都是打，

但工具不同《。 说文》“：抶，笞击也“。”抰，以车鞅击也“。”捭，

两手击也。“”捶，以杖击也。”

动词的义素可以大致根据这四方面去分析。比如前面说的

“ 投”，它的主体必定是人，它的对象可以是（物 如“ 石“”、果”、

“ 梭“”、酒”等），也可以是人（ 如“ 自投”“，投”的对象就是自

身）。它的工具与对象有关：如果对象是自身，就没有工具；如果

对象是自身以外的物或人，工具就是手。它的方式是用力使对象

离开原处而快速运动。再如《 说文》“：掖，以手持人臂也。”这个

释义就把“ 掖”的义素表示得很完全：主体是“ 人”，对象是“ 人

臂”，方式是“ 持”，工具是“ 手”。

形容词的义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 １）是什么事物（ 人、兽、山川、宫室等等）的性状。如

豕 腯曰 　。”段注“：按《 说文》“：腯 人曰，牛羊曰肥， 肥，兽曰腯，

此人物之大辨也 。。又析言之，则牛羊得称肥，豕独称腯 “” ，益
”。”据 此，可以 知道“州鄙言人盛讳其肥谓之 肥 ”“、 腯”“、

，人和牛羊都可称“ 肥”，大概是因此的区别在于：豕称腯 之故，

有的方言中人讳言“ 肥”，而改称“ ”。这三个词用来描写不同

事物的同一性状。

（ ２）是哪一方面（ 色彩、声音、形状、质量等）的性状。如

思曰《 尚书·洪范》“：视曰明，听曰聪， 睿。“” 明”“、聪”“、睿”

都是表示人感觉敏锐清楚的形容词，其区别在于“ 明”表示视觉

方面的性状，“ 聪”表示听觉方面的性状，“ 睿”表示思维方面的

性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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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性状的性质不同。如《 说文》“：暑，热也。”段注“：暑

与热浑言则一，故许以热训暑。析言则二。⋯⋯暑之义主湿，热

之义主燥，故溽暑谓湿热也。”这是说“ 暑”和“ 热”的区别是一

为湿热，一为燥热，两者性质不同。

（ ４）性状的程度不同。如《 尔雅·释器》：“ 一染谓之縓（ 郭

注：今之红也），再染谓之赪（ 郭注：浅赤），三染谓之纁（ 郭注：

纁，绛也）。“” 縓”“、 红”“、 赪”“、 赤” “、绛”都是赤色，“、纁”

其区别在于程度有深浅“。凉”和“ 寒”“，温”和“ 热”也是程度

的不同。但是并非所有的形容词都象这些词那样可进行程度的比

较的，所以这方面的义素没有普遍适用性。

从以上几个方面考察，“ 暑”的义素是：它表示的是天气的性

状，是温度方面的性状，表示温度高，它的性质是热而且湿。

以上对名词、动词、形容词的义素分析都是就其理性意义进

行分析。而一个词除了理性意义外，还有隐含意义、感情意义等。

这些意义，也可以分析为义素。隐含意义的义素，就是这个词所

反映的事物（ 包括动作、性状）等的非本质特征，包括事物的非

自然的，而是社会心理所赋予的特征。如前面说过，“ 水”的隐含

义素可以有［无味的］［、凉的］［流动的］等“，女”的隐含义素

可以有［柔弱的］、［弱小的］等，“ 飞”的隐含义素有［迅速］，

“ 白”的隐含义素有［无］。感情意义，如褒、贬、轻、重、尊敬、

轻蔑等，有人主张也作为一个义素看待，但一般讲义素分析法都

不把它们包括在内。

隐含义素一般是不出现的。如《 孟子·尽心上》：“ 民非水火

不生活。”这是把“ 水”作为一种物质看待，而不管它是流动的还

是静止的，有味的还是无味的，凉的还是热的。但在本章第二节

３５页），“ 水”的这些隐含义素就所举的那些例子中（ 参见 分别显

示出来了。又如《 孟子·滕文公下》“：救民于水火之中。”在这里

显示的是水的另一隐含义素［：能溺人］。当一个词用于比喻时，常

常显示的是它的隐含义素，而且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所显示的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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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素是不同的。如“ 面色如土”，显示的是土的颜色（ 灰褐色），

“ 挥金如土”，显示的是土的社会属（性 不足贵）。这是因为比喻总

是就甲乙两事物在某一方面的共同点而言，而不会甲完全等于乙

的。苏轼的《 日喻》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虽然这篇文章主

要的意思是讲如何“ 为学”的）。

但是，前面已经说过，隐含意义如果经常使用，就会形成一

个新的义位。这时，原来的隐含义素也就变成构成新义位的理性

意义的义素了。

其实，不但隐含义素有时隐时现的情况，就是构成一个义位

的理性意义的义素，有时也不一定全都 比如“ 人”这个词，出现。

构成它理性意义的义素是什么呢？现在给“ 人”下的定义是：“ 能

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这是现代对“ 人”的科学

的认识，古人还没有这种科学的认识。在古人看来，“ 人之所以为

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 荀子·非相》）也

就是说，人和禽兽的区别一在形体（ 二足而无毛），一在思想道德

（“ 有辨”包括能辨别是非善恶）。所以，对于那些道德极端败坏

的人，古人斥之为“ 衣冠禽兽”。可见，形体和思想道德是构成

“ 人”这个词的理性意义的两个义素。但这两个义素并不是在任何

场合都同时显现出来的。如：

《 吕氏春秋·察传》“：母猴似人。”

《 左传·庄公八年》“：　豕人立而啼。”

《 史记·吕后本纪》“（： 孝惠见‘人彘，）曰：‘此非人所为。’”

韩愈《 原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 吕氏春秋·察传》“：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

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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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

上面第例一、二的“ 人”，主要指形体，而不涉及思想道德。例三、

四的“ 人”，主要指道德伦常，而与形体无关。例五中的“ 穿井得

一人”是个歧义句，造其歧义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人”可以在两

个意义上使用，一是指人的实体，一是指人的功用。

此外，象“ 国”也有这种情况，在不同上下文中，构成它的

理性意义的义素并不同时出现，因此具体所指有所不同。如：

《 孟子·滕文公下》“：灭国者五十。”

《 诗经·大雅·召旻》：“ 今也，日蹙国百里。”

《 庄子·逍遥游》“：德合一君，而徵一国。”

例一的“ 国”指国家政权，例二的“ 国”指国土，例三的“ 国”指

一国之人。

本章上一节所说的“ 义位变体”，特别是那些“ 非中心变体”，

就是由于在一定上下文中义素（ 包括构成理性意义的义素和隐含

义素）的或隐或现而造成的。如“ 投我以桃”的“ 投”，就是在

“ 投掷”以外，在具体上下文中又出现了“ 赠送”这个隐含义素。

关于义素分析法，最后再讲几点。

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义素分析法还是一种不成熟的方法，迄

今为止，它使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比如虚词，还没有人对它

作过义素分析。在实词中，一些表示抽象概念的词，如“ 道德”、

“ 印象“”、美感”等，似乎也无法作义素分析。即使是一些很具体

的事物，进行义素分析也会碰到困难：如“ 金、银、铜、铁、

锡“”、赤、白、青、黄、黑”，这些词如何作义素分析？作为科学

概念，它们可以用原子结构和光的波长来加以说明，但词义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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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于科学概念，义素分析的单位也必须是语言单位而不能用非

语言的单位（ 如元素符号等）。所以如何对这些词作义素分析也还

是问题。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如何解决？今天都还没有结论。不

过，至少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义素分析法还是有效的。比如下面

将会看到，义素分析法对于同义词、反义词，以及词义发展变化

等方面的研究，都是很有用的。所以，它还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方

法，我们可以在运用过程中，逐渐使它完善起来。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6

第三章　　词义的发展和变化

词义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研究词义发展变化的规律是

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特别是象汉语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语

言，研究词义的发展变化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章分三节来讨

论这个问题。

第一节　　词义发展变化概说

讨论词义的发展变化，有几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

（ 一）什么是词义的发展变化

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象“ 唱”，由领唱变为歌唱“，宫”，由

宫室变为宫殿，“ 兵”，由兵器变为士兵，都是词义的变化。

确实，这些都是讲词义变化时常举的例子。但除此以外，下

面一些词的词义从古到今有没有变化呢？如：

布，最初都是麻布。《 说文》“ 布，枲织也。”后来有了棉布，：

现代又有“ 混纺布”。

灯，古代都是油灯。现代有各种各样的灯：电灯、弧光灯、霓

虹灯。

钟，古代指一种乐器，现代主要指钟表的钟。

枪，古代指长矛，现代主要指发射子弹的枪。

鲸，古代认为是一种鱼，现代知道是一种哺乳动物。

心，古代认为是思维的器官，现代知道是血液循环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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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先要弄清什么是词义。

现代语义学对于ｓｅｎｓｅ（ 意义）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所指）作了区别，

认为“ 所指”相同，意义未必相同。如：

（ １）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　ｉｓ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

（ 启明星就是长庚星。）

（　　２）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　ａｔ　Ｊｅｎａ　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ｓｅｒ　ａｔ　Ｗａｔｅｒｌｏｏ．

（ 耶拿的胜利者就是滑铁庐的失败者。）

这里的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　和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　都是指金星，ｖｉｃｔｏｒ　ａｔ　Ｊｅｎａ

和　ｌｏｓｅｒ　　ａｔ　　　Ｗａｔｅｒｌｏｏ　　都是指拿破仑，它们的所指相同，但意义不

同，否则，这两个句子就是“ 同义反复”，是没有意义的话了。

这个观点是对的。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例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　和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　这个例子不很典型。《 诗经·小

雅·大东》就有这样的话：“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可见，不论

是西方还是东方，古人都是把早晨出现的金星和晚上出现的金星

误认为是两个东西，也就是说，在古代人的观念里，作为所指物，

它本身就是两个而不是一个。但所指相同，而词义不同，这样的

情况还是有的。如“ 月亮”和“ 月球”，两个词所指无疑是同一个，

但是，在“ 天上挂着一轮弯弯的月亮”，“ 八月十五的月亮十分明

亮，使周围的星星都显得暗淡了”等句子中，“ 月亮”不能用“ 月

球”代替。又如欧阳修自号“ 醉翁”，这两个词所指无疑是同一个，

但是，在“ 欧阳修和苏轼都是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文章的风格

象孟子”等句子中，“ 欧阳修”也不能用“ 醉翁”代替。这是为什

么呢？因为“ 所指”反映的只是词的理性意义，而没有包括词的

隐含意义、感情意义、社会意义等等。而且，词的理性意义和词

的“ 所指”也不能完全等同，“ 所指”是就词和它代表的事物（ 包

括动作、性状）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而词义指的是一个词在和其

他词的对立（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在语义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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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如“ 月亮”，是和“ 太阳“”、星星“”、云彩”等处于同一语

义场的，而“ 月球”是和“ 地球“”、卫星“”、行星”等处于同一

语义场的“。欧阳修”是和“ 陶渊明“”、苏轼”等处于同一语义场

的，而“ 醉翁”是和“ 五柳先生”、“ 东坡居士”等处于同一语义

场的。关于“ 所指”和“ 词义”的不同，在下面将会看得更清楚。

要补充一点：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这个术语，含义有宽有窄。如莱昂斯

在他的《 语义学》一书中，把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和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加以区别：词

组和句子的所指是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词的所指是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而在他以前

的一部著作《 理论语言学导论》中，他以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兼指两者。我

们这里只讨论词义，所以不准备把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和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译成两

个不同的术语，而都用“ 所指”来译它们。

现在，可以来讨论“ 布“”、灯“”、钟“”、枪“”、鲸“”、心”等

问题。

“ 布”从古到今都处在“ 衣料”这个语义场中。在古代，“ 衣

“ 革料”这个语义场主要由“ 布“”、帛”、 ”三个词构成。在现代，

“ 衣料”这个语义场主要由“ 布、绸子、皮革”三个词构成。

“ 布”从古代的麻布到现代的麻布、棉布、混纺布，种类增加了，

范围扩大了，但这只是“ 所指”的变化，而“ 布”和“ 帛（ 绸

之间的对立关系，也就是它们在语义场中的子）”“， 革（ 皮革）”

地位并没有改变，所以“ 布”的词义没有变化。

“ 灯”，自古至今都是一种照明用具。古代的照明用具最初只

有“ 炬”，后来有了“ 烛”和“ 灯”。而从“ 灯”出现以后，就一

直和“ 炬”、“ 烛”处在同一语义场中，直至今天，它们的关系也

并没有改变。所以，从“ 油灯”到“ 电灯”、“ 弧光灯”、“ 霓虹

灯”等的变化，也是“ 灯”的“ 所指”的变化，而不是“ 灯”的

词义的变化。

“ 布”和“ 灯”从古到今的这种变化，从它们所代表的概念

看，是概念外延的扩大。只要这种扩大不涉及其他的概念，那么，

这个词的词义就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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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变化“ 鲸”“和 　 ，是这些概念的内涵的改变。由于人

类认识的不断发展和加深，许多概念的内涵都发生了变化。比如：

“ 人”，古代认为是“ 二足而无毛”的生物，现代知道人的特点是

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盐，古代知道它是有咸

味的一种小颗粒，现代知道它的分子式是ＮａＣｌ。此外，象“ 天”、

“ 地”等，内涵都有了很大改变。但一般说来，内涵的改变和词义

的变化无关。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词义并不要求科学概念那样深

入和精确。一个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可能不知道盐是ＮａＣｌ，不知

道鲸是哺乳类，但只要他们能把“ 盐”、“ 鲸”和对象正确地联系

起来（ 比如，不把“ 糖”说成“ 盐”，不把鲨鱼说成“ 鲸”），并 且

能正确地用这些词来和别人交谈（ 当然不是谈有关的科学问题，如

动物的分类等），那么就应当说他们掌握了“ 盐”和“ 鲸”的词义。

如果说，概念的内涵不同，相应的词的词义就不同，那么，同一

个词在文化程度不同的人那里就有了不同的词义，甚至在不同的

思想体系中也有了不同的词义（ 如“ 国家“”、工资“”、文明”等

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不同的词义），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所

以，应该说“ 鲸”和“ 心”古今词义没有改变。

“ 钟”和“ 枪”是另一种情况。它们和相关的词的对立关系，

或者说在语义场中的位置有了变化“。钟”在古代和“ 磬“”、埙”、

“ 箎”等同属表示乐器的语义场，现在和“ 表”同属表计时器的语

义场“。枪”在古代和“ 刀“”、剑“”、戟”等属于表武器的语义场，

这个意义现代也还在用；而现代又和“ 炮”、“ 手榴弹”同属武器

这一语义场中的“ 火器”这一语义子场。也就是说，“ 枪”古代在

“ 武器”这个语义场中占一个地位，而现代在“ 武器”这个语义场

中占两个地位。根据它们在语义场中的位置的变化，应该说

“ 钟”和“ 枪”的词义古今有了变化。

按照这种理解，在下面讨论词义的发展变化时，将把“ 布”、

“ 灯“”、鲸“”、心”之类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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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怎样看待词义的发展变化

在讲古今词义的变化时，常举“ 城”、“ 池”两个词为例。

“ 城”古代指城墙，现代指城市。“ 池”古代指护城河，现代指池

塘。所以，这两个词的词义古今不同。

但是，仔细推敲一下，这样的说法不很严密。说“ 城”的古

今意义不同是可以的，因为在先秦“ 城”只指城墙，在现代

“ 城”只指城市，两者确实不同。虽然“ 城市”义在《 史记》中已

很常见，但以先秦为古，西汉为“ 今”，也是未尝不可的。而

“ 池”就不是那样了。“ 池”在先秦就既有“ 护城河”的意义（ 如

《 孟子·公孙丑下》“：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但同时也有

“ 池塘”的意义（ 如《 孟子·梁惠王》：“ 数罟不入洿池” 。所以，）

说“ 池”的古今意义不同，只是说对了一半。换句话说，“ 池”这

个词在古代有两个义位，发展到现代，一个义位（ 护城河）消失

了，另一个义位（ 池塘）还保留着。这样表述就清楚了。

在讲词义的发展变化时还常常讲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比

如，“ 子”这个词，古代包括儿子和女儿，现代只指儿子，这是词

义的缩小。但是，进一步考察一下，就会发现：“ 子”这个词在六

朝和唐代还有“ 种子”的意义（ 如杜甫诗：“ 江花结子已无多”），

现代还有“ 幼小的”这个意义（ 如“ 子猪”、“ 子鸡”）。从这个角

度讲，也未尝不可以说“ 子”这个词从古到今词义扩大了。如果

拿古代表示“ 子女”的“ 子”和现代表示“ 幼小的”的“ 子”比

较，也许会得出第三个结论：这是词义的转移。要是把古代

“ 子”的又一意义“ 男子的美称”考虑在内，就更说不清了。

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也在于没有把词区分为义位。如果运用

义位这个概念，问题就清楚了。“ 子”这个义位，古代和现代都有

若干义位，它们的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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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古代的“ 子”有Ａ、　Ｂ两个义位，义位Ａ在现代汉语

中消失了，义位Ｂ变为现代汉语中的义位ｂ，意义缩小了。同时，

在历史发展中，“ 子”这个词又增加了两个义位ｃ和ｄ。这样来描

写“ 子”这个词的发展，才是全面的。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

（ １）讨论词义的发展变化，要以义位为单位，而不能笼统地

以一个词为单位。

（ ２）义位的变化有两种情况。一是义位的增减，即一个词产

生新的义位，或消失了旧的义位。一是原有义位的变化，即扩大、

缩小和转移。这两种情况不能混为一谈。例如“，快“”、慢”这一

对词“，快”在古代有一个义位“ 愉快”，现代此义位仍然保留，同

时又产生一新的义位“ 迅速”，这是义位的增加，而不是扩大。

“ 慢”在古代有两个义位“：怠慢”和“ 缓慢”，到现代“ 怠慢”这

一义位基本消失，只保留“ 缓慢”这一义位，这是义位的减少，而

不是缩小。

当然，从词义发展的过程来看，新形成的义位一般都与原有

的义位有关。如“ 子”的“ 种子”义，应该说是从“ 子女”引申

为“ 动物的后代（”如《 诗经·尸鸠》“：尸鸠在桑，其子七兮”）然

后再进一步引申而来的，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由“ 动物的后代”扩

大而包括了“ 植物的种子”，后来“ 植物的种子”义又分出来，独

立成为一个义位，因此反映在字形上就加以区别写作“ 籽”。（ 到

现代汉语中又加上儿化而成为“ 子儿”，成为另一个词了。）从这

个角度来说，义位的扩大和增加并不是完全无关的。但当“ 子”的

“ 种子”义已独立成为一个新的义位之后，拿原有义位“ 子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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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比较，就不能说是扩大而只能说是转移，而从整个词来说，就

是义位的增加。

第二节　　词的本义

在词义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词的本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

个词的引申义，不管有多么纷繁，都是从本义引申出来的，所以，

抓住了一个词的本义，就是抓住了这个词的诸多意义的纲。

什么是词的本义？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传统训诂学不讲词，

只讲字，所以，所谓“ 本义”只是指字的本义。“ 字的本义”一般

指字形所反映出的字义，这是很清楚的。但是，“ 字的本义”是否

就是“ 词的本义”呢？

应该说，这两者是不同的。顾名思义，“ 词的本义”指一个词

本来的或最初的意义，而词的产生比文字要早得多。世界上最早

的文字不过有五六千年的历史，而语言是和人类同时产生的，至

今已有几十万年的历史了。所以，有许多词在文字产生以前很久

就已存在，从它的最初意义发展到文字产生时代它所具有的意义，

中间已经过很长的历史过程，其间难免不发生变化。就是说，“ 词

的本义”要比“ 字的本义”古老。

不过，在文字产生以前的词的本义是什么？我们现在已无法

知道了。就汉语而言，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汉语词汇的较古的意义，

都是凭借文字记载而知道的；而在这些意义里面，当然是文字产

生阶段的意义最为古老。而甲骨文和其他古文字的字形所反映出

来的意义，一般来说就是文字产生阶段的意义，所以，它们既是

字的本义，又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词义，这样，字的本义和

词的本义就一致了。

但是，还有一些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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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怎样理解字的本义

汉字是意音文字，特别是其中的象形字，是可以反映文字产

生阶段的词义的。如 （ 日 ） （ 涉 ）、、 （ 山 ）、 （ 陟）等。

但是，不应该忘记，文字不是直接表达概念的，它的作用是记录

语言中的词。早在文字产生以前，语言中就会有一些表示抽象概

念的词，如大、小、高、长、轻、细等，而最早的象形字都是

“ 画成其物”，这个“ 物”都比较具体。这样，就会有一些字是以

具体的形象反映抽象的概念。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完全根据字形

来推断它所记录的词的词义，就会发生错误。

例 、如， 、 三个字，是以大人、沙粒、台榭这三个形

象来记录语言中“ 大“”、小“”、高”这三个词，不能拘泥于字形

说这三个字以及它们记录的三个词的本义是大人、沙粒、台榭，然

后引申为大、小、高的意义。特别明显的是高低的“ 高”这个词，

肯定是在人类能造台榭之前就存在了，很难想象是先有“ 台榭”这

个意义然后引申为“ 高”的意义。关于这几个字，文字学家的意

见都很一致，都认为这几个字表达的是抽象的意义。但有些字，说

法就不 字，就被认为是表示长头发，而大一样。如甲骨文中的

后从长头发引申为长短的长。其实，为什么“ ”不能和“ 大”、

“ 小“”、高”同样看待呢？

形声字和会意字一般也认为它的本义和它的字形有关。如

《 说文》：“ 牧，养牛人也。”这是因为“ 牧”字从“ 牛”的缘故。其

实，甲骨文中“ 牧”也可以写作 ，在先秦文献中，既可以说

“ 牧牛”，也可以说“ 牧羊“”、牧马“”、牧猪”。可见“，牧”的本

义是泛指放牧牲畜，并不限于牧牛《。 说文》“：逐，追也，从辵从

豕（。”一本作“ 从辵从豚省”）这个解释是对的，并不因为“ 逐”

字从豕，就说它的本义是追猪。在甲骨文中，“ 逐”字也有 、作

、 的。商承祚《 殷墟文字类编》：“ 此或从豕，或从犬，或从

兔，或从鹿，从止。象兽走圹而人追之，故不限何兽，许云从豚

省，失之矣。”这说得很对。在语言中，“ 逐”是追赶野兽，但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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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字，“ 野兽”这个抽象的概念无法用象形符号表示，于是就只

能“ 或从豕，或从犬，或从兔，或从鹿”了。又《 说文》“：落，凡

也。”段草曰零，木日落“。”霝，雨 也。“” ，雨 玉裁解释说：

，草木曰零落。”这完全是拘守《 说文“ 雨曰霝 》所作的解释。其

实，在语言中只有“ 零”、“ 落”两个词，既可表草木之落，也可

表雨之落，并不因为“ 落”从草，就只能表示草木之落，而雨之

落就必须用从雨的字来表示。这最好的证明，就是“ 零”从雨，但

并不妨碍它表示草之落。所以，对这些词的本义的解释，是不能

拘泥于字形的。

这一点，清代一些学者就已讲过。陈澧《 东塾读书记》：

“《 尔雅》：‘初哉首基，邢疏：‘初者《， 说文》云“ 从衣从刀，裁

衣之始也。”⋯·⋯此皆造字之本义也。及乎诗书雅言所载之言，则

不必尽取此理，但事之初始俱得言焉。’澧谓近人之说多与邢氏同，

以《 说文》为本义，《 尔雅》为引申义，其实不尽然也。造‘初，

字者无形可画，无声可谐，故以从衣从刀会意也。”他的意见是很

对的。象形、会意以及形声字中的义符都是比较具体的，但它所

代表的词，却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意义，而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

很抽象的意义。只是既然用意音文字来表示，那么抽象意义也就

不得不以一个具体的字形或义符为依托了。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从分析字形所得出的字的本义全不

可信。分析字形是确定字的本义（ 如上所说，在一般情况下也就

是词的本义）的重要依据，从具体到抽象，也是词义发展的一条

一般规律。我们的意思只是在确定字的本义时，除分析字形之外，

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一些分析。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据

我们所掌握的语言事实。比如《， 说文》“：坚，土刚也“。”彊，弓

有力也“。”固，四塞也。”这些本义都是可信的，因为在语言资料

中有这种本义的 也”这个本义就值得怀反映。但“ 初，裁衣之始

疑，因为在语言资料中见不到“ 初”有这个意义。所以，我们宁

愿相信陈澧的说法：“ 初”的本义就是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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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字的本义是否都等于词的本义

上面谈到的一些字的本义，不论是直接由字形反映出来的比

较具体的意义（ 如日、山、涉、陟以及“ 坚，土刚也。“” 彊，弓

有力也。”等等），还是依托一定的字形而表达出来的比较抽象的

意 义（ 如“ 大 ”“、 小 ”“、 高 ”“、 长 ”以 及“ 逐，追 也。“” 初，初

始也”等等），都是我们所能知道的这些词的最早的意义，所以，

也就是这些词的本义。在多数情况下，字的本义和词的本义是一

致的，这在前面已经讲过。

但是，字的本义是否都是词的本义呢？这两者有没有不一致

的情况呢？让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在《 说文》中有一个“ 启”字和一个“ 啟”字。

《 说文》“：启，开也。从户口。”段玉裁注“：按后人用‘啟，字

训开，乃废‘启’字不行矣。”朱骏声云“：经传皆以‘啟，为之。”

《 说文》“：啟，教也。从攴，启声《。 论语》曰：‘不愤不啟。’”

训“ 开”的“ 启”为什么要从口？许慎和段、朱都没有讲出

道理。从先秦的典籍看，没有“ 启”字，只有“ 啟”字。“ 啟”有

两个意义，一是“ 开门”义，如《 左传·隐公元年》：“ 夫人将啟

之。”一是“ 教”义，如《 论语·述而》“：不愤不啟，不徘不发。”

从这两个意义的关系看，应该是“ 开门”为本义，“ 教”为引申义

（“ 教”是“ 开人之智”，是“ 开门”义用于抽象的意思），而不可

能倒过来。但是，从字形看，不论是“ 启”还是“ 啟”都从口，从

字形来看，这两个字的本义都应该与口有关，如果字的本义一定

引申为“ 开”是词的本义，那么，就只能是由“ 教” 了。

关于这两个字，杨树达《 积微居小学论丛·释启啟》说：

”字，疑 许君说此二字之形皆误也。甲文有“ ”字⋯⋯又“有

⋯⋯皆示以手开户之形。愚谓训“ 开”者当为此字，以手辟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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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也。训“ 教”之“ 啟”， 声。许解为从攴启声，愚谓当解为从口

盖教者必以言，故字从口；开人之智， 户事相类，故字从 声，与

兼受 之义也。

杨树达说得很对。许慎对“ 啟”的分析是讲错了。但我们更感到

兴趣的是：杨树达是根据甲骨文来纠正许慎之误的。如果我们没

有见到甲骨文，而只凭先秦典籍和《 说文》中记载的字形来确定

“ 啟”这个词的本义，而且认为字的本义必定是词的本义的话，那

么，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啟”的本义“是 教”，而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如果进一步问：为什么甲骨文中“的 到小篆中就没有了，而

只“有 启”“和 啟”了呢？我想，很可能是到小篆的阶段，这个词“的 开

门”义已退居次要地位，“而 教”义成了它的常见意义。因此，小篆中

“ 启”“和 啟”这两个汉字，是为这个词的引申（义“ 教也”）而造的，当

然，它的字形反映的也就是引申义而不是本义。

如果说在小篆中有为某个词的引申义而造的字，那么在甲骨

文中有没有为某个词的引申义而造的字呢？从道理上说，也应该

有的。因为如前所述，在甲骨文时代，词已有了相当长的发展历

史，在那时，一些词的本义可能已经消失或比较少见，甲骨文时

代的人根据某个词的引申义来造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料的缺乏。甲骨文

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语言资料，所以，在甲骨文以前一个词有哪

些意义，哪一个又是它的本义，根本就无法用资料来确凿地证明。

不过，尽管如此，词义的发展还是有自己的规律的，一个词具有

多种意义，构成一个引申系列，在这个引申系列中，哪个意义是

最初的意义（ 本义），哪些意义是引申出来的意义，它们之间是如

何引申的，一般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详见本章第三节）。根据这一

点，我们还是能够作一些分析和推论。

例如《， 说文》中有“ 昜”和“ 阳（”现简化为“ 阳”）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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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昜，开也，从日一勿。一曰飞扬，一日长也，一曰

彊者众貌。”段注：“ 此阴阳正字也。阴阳行而侌昜废矣。”

《 说文》“：阳，高明也，从阜，昜声。”段注“：山南曰阳，故

从阜。”

在先秦典籍中，正如段玉裁所说，只有“ 陽”而没有“ 昜”。

“ 阳”有多种意义：

１．阳光《。 诗经·湛露》“：匪阳不晞。”

２．温暖《。 诗经·七月》“：春日载阳 　。”

３．明亮《。 诗经·七月》“　：我朱孔阳　。”　

４．山南水北《。 诗经　·殷其雷 　。　”》“：在南山之阳

５．阴阳的“ 阳”《。 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

６．表面上，假装《。 礼记·檀弓》“：阳若善之（。”这个意义后

来写作“ 佯”。）

在这些意义中哪一个是本义呢？传统的说法，认为“ 阳”的

因为“ 阳”字从阜，阜是山岡。但这是字本义是“ 山南为阳”， 的

阳”字是为“ 山南为阳”这本义，它表明“ 个意义而造的。而

“ 阳”这个词，在它的意义系列中，哪一个词是本义呢？分析

阳”的几个意义的引申关系，显然应该是：

温暖

明亮阳光
表面上

山南（ 阳光照射处）

阴阳“的 阳　”

“

而不可能以“ 山南”为引申的出发点。所以，尽管没有历史资料

作为确凿的证据，我认为，“ 阳”这个词的本义应是“ 阳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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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山南”。

从上所述可知：字的本义和词的本义并非都是一致的，如果

一个字是为词的引申义而造的，那么，这个字的本义就不等于它

所代表的词的本义了。

（ 三）“ 本无其字”的词的本义如何确定

有些词，一开始并没有专为它造个字，是后来才用一个区别

字专门表示它。如疑问语气词“ 与”，开始是借用“ 党与”的

“ 与”来表示，后来才用“ 欤”来表示。还有一些词，自始至终没

有专门给它造过字。如“ 权”字，本为木名《。 说文》“：权，黄华

木也。”但表示“ 权力”的“ 权”这个词就借用这个汉字来表示，

而且一直用到现在，没有专为“ 权”这个词造一字。既然这些词

是“ 本无其字”，而借另一个字表示的，那么这个汉字的本义就不

是这个词的本义了。这些词的本义又如何确定呢？

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整理这个 从而找词的引申系列

出它的本义。例如：“ 权”这个词，除了“ 权力”的意义外，还有

“ 秤砣”义，如《 论语·尧曰》“：谨权量，审法度。”有称量义，如

《 孟子·梁惠王上》：“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有权

变义，如《 孟子·离娄上》：“ 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整理这个

词的引申系列，可以知道“ 称量”义“，权力”义“，权变”义，都

是由“ 秤砣”义引申出来的：

ｂ ｄ——权（ 称量 权（） 权变）

ａ权（ 秤 ）砣

ｃ权（　权力）

所以，“ 权”这个词的本义是秤砣。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同源词的研究来确定本义。如“ 贯”这个

词《， 说文》“：贯，钱贝之贯也。”据此是个名词《。 说文》“：毌，

穿物持之也。”据此，这是个动词。古书中有“ 贯”无“ 毌”，

“ 贯”和“ 毌”实同一词。但这个词毕竟有名词和动词两义，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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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义究竟是什么？从字形看，“ 贯”从“ 贝”，那么《 说文》所讲

的“ 钱贝之贯”这个意义大概是不错的《。 史记·平准书》“：京师

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个字和这个意

义显然都比“ 毌”后起。“ 毌”字很象“ 穿物持之”之形，但实际

上它 的变形，甲骨文中这些字是“ 干戈”的是甲骨文中

“ 干”字，因为音近而借用来表示“ 贯穿”的“ 贯”。所以在最初，这个

词也是“ 本无其字”的。既然如此，根据什么来判断它的本义呢？

在古书中，表示“ 贯穿”义而又与“ 贯”音同或音近的有

”“、“ 关”“、 擐”。

《 礼记·杂记下》“：见轮人以其杖关毂而转輠者。”注“：关，穿

也。”

《 说文》“： ，织绢以系贯杼也。”

《 国语·吴语》“：夜中，乃令服兵擐甲。”注“：擐，穿也。”

“ 贯”“、关”“、 ”都是见母元部，“ 擐”是匣母元部，读音

相近，它们是同源词。从这一组同源词的共同意义可以推知，

“ 贯”的本义应是“ 穿“”，钱贝之贯”是它的引申义。

顺便说一下“，关”的本义是什么《？ 说文》： ，以木横持

声。”据此“，关”的本义为门门户也。从门 栓，古文字“ ”作

，也象门栓的样子，这是没有问题的。但“ 关”除了门栓义以

外，又有贯穿义，例见上引。又有交通义，如《 后汉书·西羌

传》“：使南北不得交关。”有经由义，如《 汉书·董仲舒传》“：太

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注“：关，由也。”有涉及义，如《 尚书大

传》“：虽禽兽之声悉关于律。”这些意义是不是由“ 门栓”义引申

来的呢？更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有“ 关弓”一词。《 孟子·告子下》：

“ 越人关弓而射之。”《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将注，豹则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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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傅矢；关，引弓。”释文“：关乌弯反，本又作弯。”后

来学者都据此认为“ 关弓”即“ 弯弓”。但是，《 说文》“：弯，持

弓关矢也。”如果“ 关”即“ 弯“”，矢”又如何弯呢？段玉裁解释

说“：矢桰 于弦而镝出弓背外”叫“ 关”，这是对的。这种情况

实际上就是“ 贯”，即矢贯于弓弦和弓背。正因为如此，所以古代

“ 关弓”也叫“ 贯弓”《。 史记·伍子胥传》“：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

把弓拉满，使矢贯于弓弦和弓背也可以单称“ 贯”或“ 关”，如

《 仪礼·乡射礼》“：不贯不释（。”不拉满弓不放箭。《） 吕氏春秋》：

“ 中关而止。”（ 弓拉到一半就停止。）可见“ 关”就是“ 贯”。

“ 关”和“ 贯”的关系不仅仅是因音近而通假，而且是同源词。也

就是说，在上古汉语中表示贯穿的动词，既可音“ 贯”，也可音

“ 关”“。关”的交通、经由、关涉诸义，都是由“ 贯串”义引申而

来的。门栓之所以叫“ 关”，也正是因为它是用来贯穿门户的，正

如卓立于地的叫“ 桌”，坐而可倚的叫”椅”一样。所以，不是由

“ 门栓”义引申为贯穿、交通、经由、关涉诸义，而是“ 贯穿”义

引申为交通、经由、关涉及门栓诸义。只是“ 门栓”义已独立为

另一词 ”；交通、经由、关涉等应为另一词，但并，字形写作“

没有另造一字， ”。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讨论字形仍写作“

词义，有时必须打破字形的束缚，从有声语言的角度去看待词义

及其发展。

第三节　　词义发展的几种方式

关于词义的发展变化，一般认为有引申、假借两种途径。这

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假借”只是文字问题，与词义无关。比如，

《 诗经·鄘风·柏舟》“：之死矢靡它“。”矢”假借为“ 誓“”。矢”

这个汉字本来是记录“ 弓矢”的“ 矢”这个词的，现在又可以记

录“ 发誓”的“ 誓”这个词，这并不表示“ 弓矢”的“ 矢”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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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取得了“ 发誓”的“ 誓”的意义。所以，字有“ 假借义”，而词没

有“ 假借义”，这是必须弄清楚的。至于引申，的确是词义发展的重

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途径。词义发展的主要途径有以下几种：

（ 一）引申

什么叫引申？引申是基于联想作用而产生的一种词义发展。甲

义引申为乙义，两个意义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或者说意义有相

关的部分。从义素分析的角度来说，就是甲乙两义的义素必然有

共同的部分。一个词的某一义位的若干义素，在发展过程中保留

了一部分，又改变了一部分（ 或增，或减，或变化），就引申出一

个新的义位，或构成一个新词（ 在下面的论述中，对词和义位不

作严格的区分）。例如，“ 信”有这样几个意义：

①言语真实。《 老子》：“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②对人真诚，有信用《。 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③相信。《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

也。”

④的确，确实。《 韩非子·难一》：“ 舜其信仁乎？”

⑤凭证。《 史记·外戚世家》：“ 用为符信，上书自陈。”

信使。杜甫《 寄高适》“：书成无信将。”

音讯。杜甫《 得弟消息》：“ 近有平阴信，遥怜舍弟存。”

书信。白居易《 谢寄新茶》：“ 红纸一封书后信。”

其间关系如下：

言语真实〔： 言语〕＋〔 真实〕

有信用：〔 对人的态度〕＋〔 真实〕

相信：〔 确认〕＋〔 某种情况〕＋〔 真实〕

的确〔： 某种动作／状态〕＋〔 真实〕
信

品凭证：〔 用以证明情况真实〕＋〔物 〕

信使：〔 携带凭证传递消息或命令〕＋〔 人〕

音讯：〔 信使传递的〕＋〔 消息〕

书信：〔 传递音讯的〕＋〔 文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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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①— ⑤—⑧，每个意义都是在⑤都包含“ 真实”这一义素。 前

一个意义的义素上加上别的义素而形成（ 但有的意义一旦固定后，

有些义素可能消失。如“ 信使”，后来不一定携带符信。）

又如“ 要”，包含如下意义：

①腰。《 墨子。经说》：“ 昔楚灵王好士细要。”

②中间。《 战国策·秦策》：“ 是王之地一经两海，要绝天下

也。”

③拦截。《 左传·襄公三年》：“ 吴人要而击之。”

④要挟。《 论语·宪问》：“ 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⑤求得。《 孟子·公孙丑》：“ 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

⑥需要。白居易《 红线毯》：“ 地不知寒人要暖，莫把人衣作

地衣。”

其间关系如下（ 为了表达的方便，各个意义不再分成一个个

的义素，而采取定义的方式来表述）：

——②中间（ 中间）要：①腰（ 人体的中间部分） ——③拦截

要挟（ 迫使他人改变意（ 迫使他人中途停止行进） 向，满足自

己的欲望） 求得（ 请求他人满足自己的欲望） 需要

（ 期待其种欲望得到满足）

这里每一意义和邻近的意义都有共同的义素，但隔得较远的意义，

就没有共同的义素了。

从引申的方式来看，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连锁（式 ｃｏｎｃａｔｅｎ－

ｔｉｏｎ　　　），即一环套一环的引申。如以上面举的“ 要”就是这类引申。

一是辐射（式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即从本义出发，向不同的方向引申出几

个引申义。如“ 节”，有如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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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义：

竹约也。左思《 吴都赋》：“ 竹则笋苞抽节。”

引申义：

①用于树木，则为木节。《 后汉书·虞诩传》：“ 不遇槃根错节，

何以别利器乎！”

②用于动物，则为关节。《 庄子·养生主》：“ 彼节者有间，而

刀刃者无厚。”

③用于时日，则为节气。《 史记·太史公自序》：“ 四时八位十

二度二十四节。”

④用于音乐，则为节奏。陆机《 拟古诗》：“ 长歌赴促节。”

⑤用于道德，则为节操。文天祥《 正气歌》：“ 时穷节乃见。”

用于社会，则为法度《。 礼记·曲礼》“：礼不逾节。”

用于动作，则为节约《。 论语·学而》“：节用而爱人。”

图示如下：

７．节约１．木节

６．法度 ２．关节

５．节操４．节奏３．节气

辐射式的引申，每个引申义都是由本义从不同角度引申而来的，都

和本义有共同的义素。如“ 竹节“”、木节“”、关节”均为坚硬突

出处“，竹节“”、节气“”、节奏”均为事物的分段处“，竹节”、

“ 节操“”、法度“”、节省”都含有“ 约束”之义。但各个引申义之

间未必有共同点，如“ 节气”义和“ 节约”义就没有共同点。

这是就引申的方式而言。实际上，一个词的引申往往是两种

方式兼而有之。如上面所说的“ 信”，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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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相信　　　　　 的确　　　　　　 　

信（ 言语真实）

１ ４ ５ ６ ７有信用 书信使→凭证→ 音讯→ 信

从本义引申为１、２、３、４义，是辐射式的，从本义到４、５、６、７

义，是连锁式的。如果把“ 要”和“ 节”的全部意义列出来，它

们也是辐射式和连锁式综合的。

象上述“ 要“”、节“”、信”这样的本义和引申义所构成的系

列，就叫“ 引申系列”。

通常还讲到“ 比喻义”。如以“ 金“”、玉”比贵重，以“ 虎“”、豹”比

凶猛，以“ 清”比喻廉洁，以“ 浊”比喻贪墨等等。比喻义往往是一个

词的隐含义素在起作用。这种比喻义有的是临时产生的，有的因

经常使用而固定了下来。如果已经成为固定的意义，也可以包括

在引申义之中。所以，我们不在“ 引申”之外另列一类“ 比喻”。

关于词义的发展，通常还分为扩大、缩小、转移三种情况。它

“ 引申”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这们和 三种情况是就词义引申

所产生的结果而言的。即：一个义位引申出另一个义位，就这新

旧义位比较而言，有扩大、缩小、转移三种情况。

对于这三种情况的理解，也一直存在着模糊不清之处。比如

“ 脸”由面颊义发展为面孔义，是不是扩大？“ 趾”由脚掌义发展

为脚趾义，是不是缩小？“ 汤”由热水义发展为“ 菜汤”义，是扩

大、缩小，还是转移？通常把“ 脸”作为词义扩大例，把“ 趾”作

为词义缩小例，但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而“ 汤”究竟属于哪

一种，似乎不大好回答。造成这些模糊不清的原因是“ 扩大”、

“ 缩小“”、转移”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我们试图用义素分析法给

它们建立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

（ １）扩大

一个义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减少了限定性义素，这个义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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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位义变成上位义，这就是扩大。例如：“ 唱”，古代指领唱，现

代指一切歌唱，它的义素变化是：

唱（ 古）：［带头］＋［唱］→唱（ 今）：［唱］

它在有关语义场中位置的变化是：

歌 唱古代： 现代：

领唱　　跟着唱 和 唱

从“ 唱”所代表的概念来说，就是由种概念变为属概念（ 唱歌＞

领唱），所以这是词义的扩大。

“ 扩大”的例子还有：

嘴（ 古）：鸟的嘴。嘴（ 今）：鸟、兽、人的嘴。

响（ 古）：回声。响（ 今）：声响。

洗（ 古）：洗脚。洗（ 今）：洗。

涉（ 古）：徒步渡水。涉（ 今）：渡水。

雄（ 古）：鸟的雄性。雄（ 今）：鸟兽的雄性。

彊（ 古）：弓有力。彊（ 今）：有力。

这些义位的变化，都可以用义素的减少和在语义场中上下义位的

变化来说明，都符合我们所说的“ 扩大”的条件。只是要补充说

明一点：“ 嘴”从“ 鸟的嘴”发展为“ 鸟、兽、人的嘴”，好象是

限定性义素增加了，为什么说是限定性义素减少了呢？这是因为，

这里的表述，用的是定义式的，实际上并没有分解到义素。如果

分解到义素，“ 鸟”的义素应是［会飞的］＋［二足］＋［有毛

的］＋［动物］，“ 兽”的义素应是［会走的］＋［四足］＋［有

毛的］＋［动物］，“ 人”的义素应是［会走的］＋［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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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毛的］＋［动物］。而“ 鸟、兽、人”合为一类，就不再区分

会飞会走，有毛无毛，四足二足，它的义素只有［动物］。所以定

义式的“ 鸟、兽、人的嘴”，其义素不等于［鸟］＋［兽］＋

［人］＋［嘴］，而是［动物］＋［嘴］，反而比“ 鸟嘴”的义素

［会飞］＋［二足］＋［有毛］＋［动物］＋［嘴］要少。从语义

场中上下位的关系来看，它的变化是：

古 代 ： 口（ 泛 指 ） 现 代 ： 嘴

口　　喙嘴 人嘴兽嘴鸟嘴

所以，“ 嘴”从“ 鸟嘴”发展为“ 鸟、兽、人的嘴”，是符合上面

所说的条件的。

现在再看“ 脸”由古代的“ 面颊”义变为现代的“ 面孔”义，

是不是扩大呢？首先，很难想象“ 面颊”义是减少一个什么限定

性义素而变为“ 面孔”义。其次，“ 面孔”和“ 面颊”既不是一个

语义场中的上下位关系，也不是逻辑上的属和种的关系，而是全

体和部分的关系：由“ 额“”、颜“”、颊（”即古代所说的“ 脸”）、

“ 颏”等组成“ 面”。它的古今变化是和上述“ 唱“”、嘴”等不同

的一种类型。过去有人把它称为词义的“ 扩大”，实际上它“ 扩

大”的不是词义，而是这个词的“ 所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由部分“ 扩

大”到了全体。

这种类型的词义变化还可以举出另一些例子。如“ 眼”，古代

是眼珠，现代是整个眼睛。“ 身”，最初指肚子，现代指全身。

“ 体”，古代指身体的一部分，如“ 四体”即四肢，现代指整个身

体。“ 舆”，最初指车厢，后来指整个车。它们的变化应是“ 转

移”中的特殊的一类，这到“ 转移”中再讲。

（ ２）缩小

“ 缩小”和“ 扩大”相反，从义素看，是原来的义位增加了限

定性义素，从语义场的上下位关系看，是由上位义变成了下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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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来看，是属概念变成了种概念，例如“ 谷（ 穀）”，古代指

百谷，即粮食作物之总称。现代指粟。其义素变化为：

谷（ 古）：粮食作物。一谷（ 今）：一种子粒圆形的粮食作物。

语义场的变化为：

谷古代 现代 粮食作物

稻 麦 黍 稷 粟 稻子麦子黍子蘼子谷子

缩小的例子还有：

宫（ 古）：房屋。　　　　　官（ 今）：帝王的房屋。

臭（ 古）：气味。　　　　臭（ 今）：臭气。

诏（ 古）：告诉。　　　　　诏（ 今）：上告下。

吃（ 古）：饮、食。　　　吃（ 今）：食。

肥（ 古）：人畜肥。　　　肥（ 今）：畜肥。

恶（ 古）：品行、形貌不好。恶（ 今）：品行不好。

为什么说“ 人畜肥”和“ 畜肥”相比，反而是增加了限定性义素

呢？道理和上面所说的“ 鸟嘴”的义素比“ 鸟、兽、人的嘴”的

义素少一样。“ 人畜肥”是定义式的表述，它的义素不是［人］＋

［畜］＋［肥］，而是［人畜］＋［肥］，所以它的义素反而比

［畜］＋［肥］少。同样，［品行＋形貌］＋［不好］的义素也比

［品行］＋［不好］少“。吃”在唐宋时期既可用于吃饭，吃肉，又

可用于吃茶、吃西北风，它的义素是［摄入］＋［东西］。现代的

“ 吃”只能用于吃饭、吃肉等，它的义素是［摄入］＋［干的］＋

［东西］，所以义素也是增加了。这些义位在语义场中的变化，也

都是从上位义变为下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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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趾”从古代表示脚掌发展为现代表示脚趾，不是词义的缩小，

而是它的“ 所指”由全体变为部分。“ 脚”从古代的膝盖以下的部

分变为“ 脚掌”，也是如此。这道理和“ 脸”，“ 眼”等不是“ 扩

大”一样，就不重复了。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按传统的说法，这一类型的词义变化

（ 缩小）是不叫“ 引申”的。传统所说的“ 引申”，只指词义的扩

大和由旧义产生出另一个新义。但王力《 汉语史稿》中说：“ 依照

西洋的传统说法，词义的变迁，大约有三种情况：（ 一）词义的扩

大（；二）词义的缩小（；三）词义的转移。汉语词义的“ 引申”情

况大致也可以归入这三类。”则是把“ 缩小”也看作引申的一种。

我赞成这种看法。所以也把“ 缩小”作为引申的结果之一。

（ ３）转移

转移是一个义位某一限定义素保留，其他义素，特别是中心

义素变化而引起的词义变化，这就使得这个义位由一个语义场转

入了另一个语义场。如“ 兵”，古代指兵器，其义素为［作战用

的］＋［器械］，中心义素是［器械］，它和“ 甲“”、革“”、乘”等

处于同一语义场。现代指士兵，其义素为［持兵器的］＋［人］，

它和“ 工”、“ 农”、“ 商”、“ 学”等处于同一语义场。古代的

“ 兵”和现代的“ 兵”有共同的义素（ 前者的义素全部包含在后者

所以是词之中），但是它的中心义素和语义场都变了， 义的转移。

前面所说的隐含义素由于经常使用而形成独立的义位，这种

情况也属于词义的转移。例如“ 本”，本义为树根或树干。它的隐

含义素为“ 根本的“”，重要的”，由此而引申为事物的根本。或引

申为农业（ 古代以农为“ 本”，以商为末），这也是转移。

前面说到“，汤”从古代的“ 热水”义变为现代的“ 菜汤”义，

究竟是扩大、缩小还是转移？如果从这个词的“ 所指”来比较，问

题很难说清“。汤”是热水，但并非一切热水都是汤，有味道的、可

以喝的才是汤，从这个角度说“是 缩小“”；汤”是热水，但菜汤不一

定是热的，也可以是凉的，从这个角度讲又是“ 扩大”。因此，我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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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从它的义素和语义场的变化来判断。它的义素变化是：

汤（ 古）：［热的］＋［水］→汤（ 今）：［有味的］＋［以水制成

的］＋［食物］

两个义位中［水］的义素相同，但中心义素不同。古代的“ 汤”和

“ 水”处于同一语义场，如《 孟子·告子上》“：冬日则饮汤，夏日

则饮水。”而现代的“ 汤”和“ 饭“”、菜”处于同一语义场。所以，

这应该是词义的转移。

词义转移的例子还有：

嘴（嘴（ 古）：鸟嘴。 今）：形状象嘴的东西（ 茶壶嘴）。

唱（ 唱（ 今）：带头做（ 后来写作“ 倡”）。古）：领唱。

狱（ 今）：监狱。狱（ 古）：诉讼。

树（ 古）：种植。 树（ 今）：树木。

“ 嘴“”、唱”的例子说明：同一个义位可以引申为两个义位，而其

中一个可以是扩大或缩小，一个可以是转移。这进一步说明：在

谈词义的发展变化时，要以义位为单位。同时也说明词义的发展

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古代的“ 唱”，是“ 领唱”之义，着眼于它的

“ 唱”，词义可以扩大而为“ 歌唱”，着眼于它的“ 领”，词义可以

转移 。为倡导（ 如《 史记·陈涉世家》：“ 为天下唱”）

词义扩大或缩小后，一般是新义代替了旧义，即随着新义的

产生，旧义就消失了。转移则不同。转移有两种情况：一是新义

产生后旧义消失，如上面举的“ 兵“”、本“”、狱“”、树”等，一

是新义产生后旧义依然存在。如“ 首”从“ 头”义引申为“ 首

领”义，“ 目”从眼睛义引申为“ 视”义，都是如此。这是不奇怪

的。因为词义转移后，它的中心义素和语义场都不同了，在语言

的运用中，必然会出现在不同的组合关系里，这种组合关系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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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其意义。如贾谊《 陈政事疏》“：凡天子者，为天下首。”出现

在这个位置上的 屈原《 九歌·国殇》：“ 首“ 首”决不会是“ 头”。

身离兮心不惩。”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的“ 首”决不会是“ 首领”。而

词义的扩大或缩小，新旧词义中心义素相同，语义场相同，就往

往出现在相同的组合关系中，如果新旧义同时并存，就容易辨别

不清。如杜甫《 十六夜玩月》诗“：谷口樵归唱，孤城笛起愁。”如

果在杜甫的时代“ 唱”的新旧义并存，那么这句诗中的“ 唱”究

竟是说的“ 领唱”还是“ 歌唱”，就很不清楚了。所以，词义扩大

或缩小后，旧义一般要消失，这是符合语言交际功能的要求的。不

过，这也只是一般情况，词义扩大或缩小后新旧义也有并存的。比

如在战国时期，“ 涉”既有徒步渡水义，如《 吕氏春秋·察今》：

“ 循表而夜涉。”也有以舟楫渡水义，如屈原《 九歌·涉江》。

上面说过，“ 脸、”“ 目”等义位的变化不属于扩大，“ 趾”、

“ 脚”等义位的变化不属于缩小，它们都应是转移，但是，是转移

中特殊的一类。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些义位的义素不大容易说清

楚，我们主要看它们所处的语义场的变化：

古　　　　　　代　　　　　　　　　　　　脸 现 代

语义场Ａ

语义场Ｂ

古　　　　 趾　　代　　　　　　　　 现 代

语义场Ａ

语义场Ｂ

①上古汉语中手指脚趾都叫“ 指”，如《 史记·高祖本纪》：“（ 汉王）乃扪足曰：

‘ 虏 中 吾 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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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 代“， 面、胸、腹、背⋯·⋯”组成一个语义场（ Ａ），其中各个

义位都表示人体的一部分。“ 额、颜、脸、颏”组成另一个语义场

（ Ｂ），其中各个义位表示面部的一部分。现代汉语中有语义场

（ Ａ）和（ Ｂ）与之相应。“ 脸”从古代的“ 面颊”义变为现代的

（ Ｂ）转到了语义场（ Ａ），所以“ 面孔”义，是由语义场 应是词义

的转移。但语义场（ Ａ）和（ Ｂ）是有特殊关系的：语义场（ Ｂ）中

的各项，都是语义场（ Ａ）中一个义位的一部分。所以，它又是转

移中特殊的一类。“ 趾”的情况与“ 脸”相似，只不过它是从语义

场（ Ａ）转入语义场（ Ｂ）。

除了传统所说的“ 扩大“”、缩小“”、转移”外，我们还打算

另立一类“ 易位”。

（ ４）易位

“ 易位”指的是一个义位中心义素不变，但限定义素发生了变

化，因此这个义位的变化没有改变语义场，而只是在同位义之间

的变易。如“ 涕”，古代是“ 目液（”眼泪），现代是“ 鼻液（”鼻

涕），其义素的变化为：

涕（ 古）［：从目中分泌的］＋［津液］一涕（ 今）［：从鼻中分泌

的］＋［津液］

它在语义场中的变化为：

目液 鼻液

古代

现代

此外，象“ 走”，由古代的“ 快跑”变为现代的“ 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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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由古代的“ 粉红”变为现代的“ 大红”，都是“ 易位”。它

们在语义场中的变化分别为：

古代

现代

最有意思的是“ 盗”和“ 贼”。在古代，“ 盗”是“ 窃物者”，

“ 贼”是“ 杀人者”，而现代，两个词的意思对换了一下“：盗”是

“ 杀人者”“，贼”是“ 窃物者”。这也是易位。

这样，由引申而产生的结果，就有四类：扩大、缩小、转移、

易位。

除引申以外，词义的发展变化还有其他几种途径，这以下几

种途径的共同特点是：从旧义到新义不是由义素的变化形成的。

（ 二）相因生义

“ 相因生义”指的是甲词有ａ、　ｂ两个义位，乙词原来只有一

个乙ａ义位，但因为乙ａ和甲ａ同义，逐渐地乙词也产生一个和甲　

同义的乙ｂ义位。

或者，甲词有ａ、　ｂ两个义位，乙词原来只有一个乙ａ义位，但

因为乙ａ和甲ａ是反义，逐渐地乙词也产生出一个和甲ｂ反义的乙ｂ

义位。

例如，在六朝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 呼”有一种很特别

的用法：

陆云《 与兄平原书》：“ 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

《 树提伽经》“：小复前进，到其户内，白银为壁，水精为地，王呼

水流，疑不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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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律异相》“：猕猴得蜜，盛满蜜以奉世尊。世尊不受，令其水净。

猕 。”猴不解，谓呼有虫，将至水边洗

这三个“ 呼”都是“ 以为”义。“ 呼”的这种意义在先秦两汉是不

具备的，是六朝时新产生的。但这种意义是如何发展来的呢？从

“ 呼”原有的意义“ 呼叫“”、称呼”是引申不出这个意义的。我认

为，这个意义是受“ 谓”的影响而产生的。

“ 谓”是个多义词，它包含如下义位：

⋯说，《 左传·哀公十一年》：“ 陈僖子谓其弟① 对 舒：‘尔死，我

必得志。’”

②称为，称《。 诗经　·王风·葛藟》“：终远兄弟，谓他人父。”《 韩

非子　·显学》：“ 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

③认为，以为《。 孟子·　梁惠王上》“：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世

说新语·任诞》：“ 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

“ 呼”有两个义位和“ 谓”相同或相近：

：‘而何事⋯说《。 左传·哀公十一年》“：吴子呼叔孙曰① 叫 ， 对

也？’”

②称为，称。《 齐民要术·　地榆》：“（ 玉札）其实黑如豉，北方呼

豉为札，当言玉豉。”

其中第①义实际上是“ 呼其名而谓之”之意，与“ 谓”意义并不

相同，只是在这种上下文环境中，“ 呼”也可以换成“ 谓”（ 比较

上引谓①例，此二例同出《 左传·哀公十一年》）。第②义和

“ 谓”完全相同，使用的格式“ 呼ｘ为Ｙ”和“ 谓ｘ为Ｙ”也完全

“ 谓”完全可以互换。人们在语言运相同，这里的“ 呼”与 用的

①这些例句引自张联荣《 六朝词语札记》，将刊于《 语言学论丛》第１８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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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往往有这样一种心理：既然“ 谓ｘ为Ｙ”可换为“ 呼ｘ为

ｙ”，那么“ 谓卒狂醉”中的“ 谓”也可以换为“ 呼”，这样就出现

了“ 呼”表示“ 认为，以为”的意思。上引“ 呼”表示“ 认为，以

为”的第三例中，“ 谓呼”连用，很明显地反映出当时人们把

“ 呼”看作“ 谓”的同义词。

“ 呼”产生“ 认为，以为”义的过程，可图示如下：

ａ．称ａ．称为 为

ｂ．认 ｂ．认为为

再举一个例子：言。

“ 言”原有“ 言说 不必举例。在唐诗中，”义，此义常见，

“ 言”又有“ 以为”和“ 料”义，如：

①李白《 驾去温泉宫》：“ 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

（ 此为“ 以为”义）

②郭震《 宝剑篇》：“ 何言中道遭弃捐，零落飘沦古狱边。”（ 此为

“ 料”义）

这两个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呢？是因为受“ 谓”的影响而来的。

“ 谓”也有“ 言说”义，此义常见，不必举例。“ 谓”的“ 以

为”义，例已见上。“ 谓”的“ 料”义，在唐诗中可以见到，如：

李白《 江夏行》“：只言期一载，谁谓历三秋。”

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同样认为表“ 言说”的“ 谓”可

用“ 言”代替（ 如《 战国策·秦策》：“ 此乃公孙衍之所谓也。”注：

“ 谓，言也”），那么，表“ 以为”和“ 料”的“ 谓”也可用“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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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代替，从而“ 言”就逐渐取得了原来是“ 谓”具有的“ 以为”义、

“ 料”义。这个过程是和“ 呼”产生“ 以为”义的过程一样的。而

且，有意思的是，唐代也有“ 谓言”连用。如：

韩愈《 孟生》诗：“ 尝读古人诗，谓言古犹今。”

所以，“ 言”产生“ 以为”义和“ 料”义，也是“ 相因生义”。

“ 相因生义”实际上是一种类推，也可以说是一种错误的类推，

因为甲乙两词有一个义位相同，其他义位未必就相同，这在第二

章讲“ 义位”时已经讲过。但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如果这种类推

被社会所承认，那么由这种类推而产生的意义就成为一个词固定

的义位了。

这种类推的过程在现代汉语中也可以见到。比如，北方话中

有“ 瞧”这个词。根据１９４３年出版的《 国语词典》，它有两个义

项：①观看。②偷看。在“ 观看”这个意义上，“ 瞧”和“ 看”相

同，所以“ 看书”也可以说“ 瞧书”。但“ 看”还有别的义位，如

“ 访问”，比如说“ 出门看朋友”。而“ 瞧”本来是不具备这个义位

的，但现在北方方言中也可以说“ 他瞧亲戚去了”，这就是受

“ 看”的影响，通过类推而取得的。南方人初到北方，也不自觉地

按照类推的原则，把“ 试试看”说成“ 试试瞧”，北方人听了就觉

得好笑（ 因为“ 看”可以放在动词重叠式后面，表示试一试，而

“ 瞧”不能这样用），这就是这种类推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

反义词之间也有相因生义的现象。

例如，古代称僧人为“ 黑衣”，称俗徒为“ 白衣”。

《 佛祖统纪》卷三十六：“（ 玄畅、法献）时号黑衣二杰。”

《 维摩诘经上·书权品》“：虽为白衣，奉持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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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僧俗”也称“ 黑白”：

《 景德传灯录》十九“：钱王请于寺之大殿演无上乘，黑白骈填。”

僧人因穿黑衣，故称之为“ 黑衣”和“ 黑”，这是好理解的。但俗

徒并非全都穿白衣，官员可穿青衫，权要可着紫衣，为什么称为

“ 白衣”或“ 白”呢？这是因为“ 黑”与“ 白”是一对表颜色的反

义词，“ 黑”既可指僧，“ 白”也就受其影响，用来指“ 僧”的反

义即“ 俗”了。这种关系同样可图示如下：

ａ．黑色 ａ．白色

ｂ．僧人 ｂ．俗徒

又如现代汉语中“ 快”、“ 慢”是一对反义词。但“ 快”除迅

速义外，还有“ 锋利”义，而“ 慢”却无“ 钝”义。可是，现在

可以听到这种说法“：这把刀子很慢”。把“ 慢”用于“ 钝”义，与

其说是从“ 缓慢”义引申来的，还不如说讲话者的心中是以

“ 慢”来代替“ 不快”，所以，这种用法也是“ 相因生义”，只不过

这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所以是一种不规范的说法。

“ 相因生义”有时还可以使一个字取得一种新的词义。如：

王引之《 经传释词》卷一“：《 诗·小星》传：‘犹，若也。’亦常语

也。字或作‘猷’ ‘猷，若也。’‘犹，为‘若似，之‘若’，　《。 尔雅》日：

又为‘若或，之‘若’《。 礼记·　内则》曰：‘子弟犹归器，衣服、裘、衾、

车马，则必献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郑注曰：‘犹，‘若也。’襄十

年《 左传》：‘犹有鬼神，于彼加之。，言若有鬼神也。”

这是说“ 犹”有“ 犹如”之义，又有“ 如若”之义。《 礼记》例是

说，子弟如果被赏赐东西，应该把那些东西里好的献给宗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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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服用次一等的。《 左传》例是说，如果有鬼神，当加罪于彼。

“ 犹”为什么会有“ 如若”之义呢？这个意义不可能从“ 犹如”引

申而来，也不可能是“ 犹”通“ 如”（“ 犹”和“ 如”语音相差甚

远）。王引之说“：‘犹，为‘若似’之‘若’，又为‘若或’之‘若’。”照这

个解释，就是“ 相因生义”。

关于词的相因生义，在拙著 一文①中《 论词的“ 相因生义”》

有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就简单地说这些。

（ 三）虚化

“ 虚化”指的是实词的词汇意义逐渐消失，最后变为表示语法

关系的虚词。

例如“：相”，原是动词。《 说文》“：相，省察也。”段注“：目

接物为相，故凡彼此交接皆曰相。”所谓“ 彼此交接”就是“ 相

爱”、“ 相见”的“ 相”，这就是副词了。段玉裁的注说出了动词

“ 相”与副词“ 相”之间的联系。

“ 和”，原有“ 搀和”之义，是动词。如杜甫《 岁晏行》“：今

许铅锡和青铜。”虚化为联接等立两项的连词。如罗隐《 四顶山》：

“ 游人来至此，愿剃发和须。”动词“ 和”与连词“ 和”之间是有

联系的。

“ 故 ”，《 词 诠》“ 故”字 条“：（ 二 ）名 词⋯⋯今言原由。”

“（ 九）承递连词。因果相承时用之，与今义‘所以’同。按此用法

乃由第二条‘缘故’之义引申而来。”

还有一些虚词在刚开始虚化的阶段与实词的关系比较明显，

但虚化完成以后，与实词就看不出什么关系了。例如助词“ 得”，

是从动词“ 获得”虚化来的，“ 了”是从动词“ 了结”虚化来的，

“ 着”是从动词“ 附着”虚化来的，在汉语史上可以看到这种虚化

的过程（ 这是汉语语法史讨论的问题，这里不谈），但现代汉语中

—①见《 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 —庆祝王力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知识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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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助词“ 得“”、了“”、着”就看不出与动词“ 得“”、了“”、着”有

什么关系了。

传统训诂学也有把虚化称为“ 引申”的，如上引“ 故”字，杨

树达就称之为“ 引申”。这是因为着眼于实词与虚词间的联系。但

这种联系毕竟和前面所说的引申义和被引申义之间的联系性质不

同，它不是两个义位的词汇意义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还是把

“ 虚化”另立一类，不包括在“ 引申”之中。

（ 四）语法影响

这又包括两个方面：

（ １）有些词因为经常处在某种句法位置上，因而取得了新的

意义。

例如：“ 是”原是指示代词，后来变为判断词。这种变化是怎

样产生的呢？

这是因为指示代词“ 是”经常出现在《 荀子·天论》：“ 日月

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这样的句子中。这种句子有个特点：

是个主谓结构，“ 是”充当这谓语（“ 是禹桀之所同”） 个主谓结

构的主语，而且复指整个句子的主语“ 日月星辰瑞历”。

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

主 谓１１

主 ２ 谓 ２

在“ 是禹桀之所同”这个主谓结构中“，是（”主２）和“ 禹桀之所

同”（ 谓２）构成判断。但因为“ 是”是复指“ 日月星辰瑞历”的，

所以在意义上，“ 日月星辰瑞历”（ 主１）和“ 禹桀之所同也”

（ 谓２）也可以构成判断。这样，“ 是”的作用就逐渐变为联系一个

判断中的主谓两项的“ 系词”。　　　　　　　　　　　　　　　　　　　

这种例子还有一些，我们将在第八“章 词汇和语法的关系”中

详细讨论，此处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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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种途径而产生的新义，和旧义在语义上毫无联系。

（ ２）某些词经常用于使动，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词义。

例如：

“ 闻”，原为“ 听到”义，由于常 ⋯　⋯听），就用 形于使动（ ·使

成“ 报告”的意义。如“ 昧死以闻”，等于说“ 昧死以此禀告”。特

别是《 吕氏春秋·察传》“：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

国人道之，闻之于君。”“ 闻之于君”如果仍作使动理解，解释为

“ 使之闻于君”，那么这个“ 闻”就只能解释为“ 被听到”，整句话

解释为“ 使这件事被国君听到”，这是颇为迂曲的“。闻之于君”的

“ 闻”应当为“ 报告”义，整句等于说“ 告之于君”。

“ 纳（”内），是“ 收入”之意。由于常用于使动，就形成“ 交

纳”义。如《 史记·秦始皇本纪》：“ 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

语法对词义变化的影响，还表现为词的“ 转化”。见第八章。

（ 五）修辞影响

这主要是指修辞中“ 借代”的影响。“ 借代”这种修辞手法，

本来是临时借一物来指代另一物，如“ 披坚执锐”中的“ 坚”指

铠甲，“ 乘坚策良”中的“ 坚”指坚车，“ 坚”的意义随上下文而

异，并没有形成固定的词义。但有的借代经常使用，也会使某些

词产生一新的义位。

如：以“ 木”代棺材，是以质料代事物。但在先秦已形成一

种固定意义。例如《 孟子·公孙丑下》：“ 木若以美然。”《 左传·

僖公二十二年》“：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其中

的“ 木”都是“ 棺材”义。

“ 帆”指代船，是部分代全体，后来也成为一种固定的词义。

如刘禹锡《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

前头万木春。”李贺《 大堤曲》“：莫指襄阳道，渌浦归帆少。”

在古代诗文中还有一种“ 割裂”式的借代，如以“ 而立”代

替“ 三十”，以“ 友于”代替兄弟“。而立“”、友于”都不是词，连

词组都不是。但如果“ 割裂”下来的部分是个词，那么这个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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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取得了新义。如《 诗经·邶风·谷风》：“ 燕尔新婚，如兄

如弟。”“ 燕尔”本为喜悦貌，通过借代，就具有了“ 新婚”之意。

还有的借代是由于用典而形成的。如传说月中有蟾蜍，所以

能以“ 蟾”代月。如司马光《 伫月亭》诗：“ 孤蟾久未上，五马不

成归。”又如沈括《 梦溪笔谈》卷二十三：“ 吴人多谓梅子为曹公，

以其尝望梅止渴也。又谓鹅为右军。有 鹅，作一士人遗人醋梅与

书云：‘醋浸曹公一 右军两只，聊备一馔。’（“，汤 ” 右军”指

王羲之，王羲之爱鹅，曾以初写《 黄庭经》换白鹅。）“ 蟾”和

“ 曹公“”、右军”都是由传说或典故形成借代，从而取得新的意义。

只是“ 蟾”这一意义用得很普遍，而“ 曹公”、“ 右军”的这一新

的意义只通行于吴地士人之中，而且后来就不大用了。这种词义

的发展变化，与民族文化关系极为密切，如果不了解其文化背景，

是无法理解为什么“ 蟾”可以有“ 月”的意思，“ 曹公”、“ 右军”

竟然会指梅子和鹅的。

（ 六）简缩

“ 简缩”指的是原来由一个复合词或词组表达的意义，后来用

其中的一个词素（ 一个字）来表达。时间一久，人们忘了这是一

种简缩，而把这个词素看成是词，把这个意义直接看成这个词的

意义了。但这个词原有的意义和这个新取得的意义之间是找不到

直接联系的，必须通过简缩前的复合词或词组，才能找到这个词

原有意义和新义之间的联系。

如“ 生”，最初的意义是“ 出生”、“ 生长”。在现代汉语中，

“ 生”又有“ 指正在学习的人”一（ 。这两义 如“ 学生“”、师生”）

个意义之间，找不到直接联系。“ 师生”的“ 生”这个意义是如何

产生的呢？它经过两步，第一步，在秦汉时，“ 生”是“ 先生”的

简缩《。 汉书·贡禹传》“：生有伯夷之廉。”注“：生谓先生也。”在

“ 先生”这个复合词中“，生”是“ 出生”之意《。 孟子·告子下》：

“ 先生将何之？”注“：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第二步“，生”

后来又指儒生《。 史记·儒林传》“：言礼自鲁高堂生。”索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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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以来儒者皆谓生。”这样年轻的书生也就叫“ 生”，一直沿袭到

现代，学生也称“ 生”。

“ 堂兄弟”的“ 堂”，和“ 堂”的本义“ 殿堂”也看不出有什

么联系。“ 堂兄弟”的“ 堂”也是简缩形式。六朝时人称同祖兄弟

为“ 同堂”《。 北史·公孙表传》“：二公孙同堂兄弟耳。”《 北史。

崔镳传》：“ 汝等皆宜一体，勿作同堂意。”到唐代省去“ 同”字，

称“ 堂兄弟”。“ 同堂”的“ 堂”和“ 殿堂”的“ 堂”意义是有联

系的。省去“ 同”后，单以“ 堂”表示同祖兄弟，就看不出与

“ 殿堂”义有什么联系了。

（ 七）社会原因

有的词义的发展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例如：

“ 省（” ｓｈěｎｇ），现代汉语中有一个意义是指县以上的行政区，

“ 河北省“”、浙江省”的“ 省”。这个意义是怎样发展来的呢？

“ 省”的本义是省察《。 说文》“：省，视也。”在汉代，宫中称

“ 省中”。这个“ 省”和“ 省察”的“ 省”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汉

代宫中称“ 禁中”，后来因元后之父名禁，因避讳而改为“ 省中”。

《 颜氏家训·　书证》“：或问：‘《 汉书》注“：为元后父名禁，故禁

中为省中。”何故以“ 省” 答曰代“ 禁”？’ ：‘案《， 周礼·宫正》：

“ 掌王宫之戒令纠禁。”郑注曰：“ 纠，犹割也，察也。”李登云：

“ 省，察也。”张揖曰“：省，今省察也。”然则小井，所领二反，并

得训察。其处既常有禁卫省察，故以“ 省”代“ 禁”。’（”颜师古

注《 汉书》取另一种解释，认为称禁中为省中的原因是“ 言入此

中者皆当察 ，不可妄也。”但比颜之推说稍为迂曲，今从颜之推视

说。）取一个意义相关而不相同的字代替另一个字来避讳，这是常

见的情况。如唐朝讳“ 渊”，就以“ 泉”代替，其实“ 渊”和

“ 泉”本非同义，而只是同一类。以“ 省”代“ 禁”也是这种情况。

但由此，“ 省”就取得了“ 宫禁”义。魏晋时在宫中设一为皇帝主

管文书的机构叫“ 中书省”，后来中书省权力逐渐增大，中书令相

当于宰相。唐代“ 中书门下”成为总理国家政务机构。元代废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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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省，以中书省统管六部，又在各地设十一“ 行中书省”，作为中

书省的派出机构，简称“ 行省”。明代改行中书省为“ 承宣布政

司”，但习惯上就称“ 行省”，简称“ 省”。清代相沿，就使“ 省”

成了县以上一级行政机构的名称。“ 省”这个词经历了这样一个曲

折的历史变化，其中有些变化是由社会历史造成的，有些甚至是

人为的原因造成的。但是，词义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也在起作用，

如“ 省”和“ 禁”意义有关，所以避讳能以“ 省”代“ 禁”。而

“ 行中书省”发展为“ 行省”再发展为“ 省”，则是属于前面所说

的“ 简缩”。所以，“ 省”的词义变化是社会原因和其他原因结合

在一起的。

又如“，寺”原来是“ 官署”之义。《 后汉书·刘般传》“：官

显职闲，而府寺宽敞。”汉代的中央机构多以“ 寺”名，如“ 大理

寺”、“ 太常寺”等。后来“ 寺”的意义变为佛寺。这一变化是如

何形成的呢？因为汉明帝时摄摩腾竺法兰初自西域以白马驮佛经

来，舍于鸿胪寺（ 汉代主管礼宾的中央机构）。永丰十一年创建白

马寺，这是我国最早的佛寺。从此以后，佛寺都以“ 寺”名。

“ 寺”的词义的发展，完全是由于社会原因。

其他如唐代因避讳而以“ 代”代替“ 世”，因此“ 三世（”祖

孙三辈）说成了“ 三代”，这是常举的例子，这里就不细说了。

以上七种说的主要都是词的理性意义的发展变化。词的感情

意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是有变化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从褒义变为贬义。如“ 爪牙”，古代指得力的武臣。《 国语·

越语上》“：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焉。”

现代指帮凶。

从贬义变为褒义。如“ 烂漫”，最早为散乱义。《 庄子·在

宥》“：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注“：烂漫，散乱也。”《 史记·

司马相如传》“：牢落陆离，烂漫远迁。”《 正义》引颜师古“：言其

聚散不常，杂乱移徙。”后来变为褒义。马融《 长笛赋》“：纷葩烂

漫，诚可喜也。”现代汉语中的“ 烂漫”是“ 颜色鲜明而美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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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意义略有变化，但仍是褒义的。

从中性变为贬义。如“ 遭”，古代既可说遭到坏的事情，又可

说遭到好的事情。扬雄《 解嘲》“：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但是现

代只能说遭到坏的事情。

从贬义变为中性。如“ 氛”，上古指恶气。如《 汉书·董仲舒

传》“：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注“：氛，恶气也。”后来既可说

“ 妖氛”，也可说“ 香氛”，后者例如江淹《 采菱曲》“：高彩隘通路，

香氛丽广川。”

从轻变重。如“ 惩”，是“ 受创而知戒”之义。但古代“ 受

创”也可以是吃点小苦头，《 楚辞·九章·惜诵》：“ 惩于羹者而吹

兮。”“ 惩”指的是被热羹烫了一下。现代的“ 惩”就用得较重，

必须是受到惩罚。

从重变轻。如“ 购”，古代指重金收购。苏轼《 送刘道原归觐

南康》“：百金购书收散亡。”现代汉语说“ 购货”，可以指买很不

值钱的东西。

虚词也有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和实词又不一样，是语法

意义的变化。这因为主要属于语法研究的范围，这里就不谈了。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94

第四章　　同义词

同义词和反义词是词的聚合关系中的特殊的两类。同义词和

反义词的研究在古汉语的阅读和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一

章里先讨论同义词。

第一节　　同义词、近义词、等义词

张永言《 词汇学简论》给“ 同义词”下的定义是：“ 同义词就

是语音不同、具有一个或几个类似意义的词。这些意义表现同一

个概念，但在补充意义、风格特征、感情色彩以及用法（ 包括跟

其他词的搭配关系）上则可能有所不同。”这个定义说得比较全面。

它说明：（ １）同义词是几个词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义位相同，而不

是全部义位都相同。（ ２）同义词只是所表达的概念（ 即理性意

义）的相同，而在补充意义（ 即隐含意义）、风格特征、感情色彩、

搭配关系等方面却不一定相同。所以，“ 同义词”不是两个词的意

义完全等同。如果两个词的意义完全等同，就叫做“ 等义词；两

个词的意义相近而并不相同，就叫“ 近义词”。对于这些问题，下

面分别加以讨论。

（ 一）同义词

首先要明确一点：一个词包含若干义位，所谓“ 同义”，是指

一个或几个义位相同，而不可能是各个义位都相同。正因为如此，

所以同一个词可以出现在几个同义词系列中。如《 尔雅》中的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95

“ 绩”，出现在五个同义系列中：

系，绍、胤、嗣、续、纂、緌、绩、武、 继也。

绩、绪、采、业、服、宜、贯 事也。、公，

烈、绩，业也。

绩、勋，功也。

功、绩、质、登、平、明、考、就，

当然，这并不是说“ 绩”有五个义位。对《 尔雅》的解释还需要

加以分析《。 尔雅》中所说的“ 绩，事也“。”绩，业也。“”绩，功

也。”实际上是一回事。郝懿行《 义疏》“：绩者，上文云‘继’也，

下文云‘业也，、‘功也，、‘成也’，其义皆与‘事’近“。”绩既训

‘业，又训‘功，者，‘功，‘业，义相成。故《 诗》：‘维禹之绩。’

传训‘绩，为‘业，，笺训‘绩’为‘功，，‘功，之与‘业，，其

名异其实同耳。”而《 尔雅》所谓“ 绩，成也”是比较牵强的，郝

懿行《 义疏》“：功绩者，事业之成也。”只能说“ 绩”与“ 成”意

义相关，而不能说“ 绩”和“ 成”意义相同。此外《， 说文》“：绩，

缉也“。”绩”的本义是“ 缉（”续麻），这个意义《 尔雅》没有反

映。因此，经过分析，“ 绩”应有三个义位：

绩１：续麻。绩２：继续。绩３：功业。

它们的同义关系图示如下：

绩１ 缉１

缉２绩２

绩３ 业１

业２

成也。（ 均见《 尔雅·释诂》）

（ 大版）

（ 加圈的是词，不加圈的是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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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 续麻”这个意义上，“ 绩”和“ 缉”同义。在“ 继

续”这个意义上，“ 绩”和“ 继”同义（“ 继”是个单义词），又

和“ 缉”同义；因为“ 缉”也有两个义位，其本义为续麻，引申

义为继续。在“ 功业”的意义上，“ 绩”和“ 业”的一个义位同义；

“ 业”是个多义词，其本义为“ 大版”，这个义位与“ 绩”不同义，

引申义为“ 功业”，这个义位与“ 绩”同义。（“ 业”还有其它意

义，此处不讨论。）

了解了这种关系，就会知道：我们不能因为古书的注解或字书

上有“ 绩，业也”这样的解释，就认为“ 绩”有“ 大版”之义；也不能因

为“ 绩，缉也。“”绩，业也”，就认为“ 缉”和“ 业”同义。如果发生

了这种认识的错误，就是在第二章中说过的“ 偷换概念”。对一些

很常用的词，大概不容易发生“ 偷换概念”的错误，但对一些比

较少见的词，训诂学家却容易把一个词的不同义位加以混淆，从

而不自觉地犯了“ 偷换概念”的错误，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下面，讨论一下怎样判定两个义位同义。

判定两个义位同义，最简单的办法是替换。莱昂斯在《 理论

语言学导论》中说：“ 同义现象可以这样来下定义：如果一个句子

中某个词拿另一个词替换而句子意思不变，这两个词就是同义

词。”不过这种办法还存在一些问题。为了便于理解，先以现代汉

语为例。比方说“：我说了他一顿。”或“ 我挨了他一顿说。”这里

面的“ 说”都能拿“ 批评”来替换。能不能据此认为“ 说”和

“ 批评”是同义词呢？恐怕一般都不会同意“ 说”和“ 批评”同义。

在古汉语中同样有这种状况。如：

《 左传·宣公四年》“：投袂而起。”注“：投，振也。”

《 仪礼·聘礼》“：振袂进援。”

《 左传》例的注说明句中的“ 投”可以用“ 振”来代替，《 仪礼》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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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说明先秦语言中确实有“ 振袂”的说法。那么是否据此可以认

为“ 投”和“ 振”是同义词呢？又如：

《 庄子·　逍遥游》“：时则不至，则控于地而已矣。”司马云“：控，投

也。”

《 汉书·　外戚传》“：自投地啼泣。”

《 庄子》例以“ 投”释“ 控”，《 汉书》例说明语言中确实有“ 投

地”的说法。那么是否又可以据此认为“ 控”和“ 投”同义呢？

当然不能这样说。凭我们的感觉来说“，投”和“ 振“”，投”

和“ 控”，差别都比较大。

相反，一般认定是同义词的，却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替

换。如“ 投”和“ 掷”（《 说文》作“ 擿”），一般认为是同义词，

但“ 投袂”不能换成“ 掷袂”“，投地”不能换成“ 掷地（”“ 掷地

作金石声”的“ 掷地”是另一个意思，和“ 投地啼泣”的“ 投

地”意思不同）。此外，象在第二章中举过的“ 自投阁“”、单醪投

川”等处的“ 投”，也都不能用“ 掷”代替。

不是同义词却可以互相替换，是同义词却不能互相替换，这

是为什么呢？

这需要用义位的中心变体和非中心变体来解释。在第二章中

说过，一个义位的中心变体是经常使用的，在各变体中处于中心

地位；非中心变体是不常使用的，只出现在某种特定的上下文中。

“ 投袂”的“ 投”是“ 投”这个词“ 投掷”义位的非中心变体，一

般只在“ 投袂”这一词组中出现，所以“ 投袂”能说成“ 振袂”，

并不意味着“ 投”和“ 振”同义。“ 投地”的“ 投”也是非中心变

体，一般只出现在“ 投地”、“ 投床”、“ 投于车下”等上下文中，

“ 控于地”可以说成“ 投于地”，也不意味着“ 控”和“ 投”同义。

（ 而且“，控于地”的“ 控”也不是中心变体，而只是非中心变体。）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98

而说“ 投”和“ 掷”（ 擿）是同义词，那只表明这两个词的一个义

位的中心变体相同，因此可以互换，如“ 桀石以投人”可以换成

“ 桀石以掷人“”，以果投之”可以换成“ 以果掷之“”，投梭”可以

换成“ 掷梭”，等等；但并不能说它们的非中心变体全都相同，所

“、投阁”“、投以它们不能互换，比如“ 投袂“”、投地” 川”等的

“ 投”就不能换成“ 掷”。

“ 投”和“ 振”的关系，“ 投”和“ 控”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即：“ 投袂”的“ 投”与“ 振袂”的“ 振”同义，但“ 投袂”的

“ 投”是“ 投”这个义位的非中心变体，“ 振袂”的“ 振”是

“ 振”这个义位的中心变体。“ 投于地”的“ 投”和“ 控于地”的

“ 控”同义，但这个“ 投”和这个“ 控”都是该义位的非中心变体。

因此“，投”和“ 振”“，投”和“ 控”不是同义词。

“ 投”和“ 掷”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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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投”的中心变体和“ 掷”的中心变体同义，所以它们是同义

词。但“ 投”的一些非中心变体和“ 掷”不同义。或者说“ 投”的

“ 义域”比“ 掷”的义域宽，所以在有些场合，“ 投”不能用

“ 掷”代替。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 一）不能因为两个词在某一句子中可以互相代替而意义不

变，就说这两个词是同义词。必须是两个词在多数常见的场合都

能互相代替才是同义词。也就是说，如果两个词的某一义位的非

中心变体同义，或者其中一个词的某一义位的中心变体和另一个

词的某一义位的非中心变体同义，这两个词还不是同义词。必须

是两个词的某一义位的中心变体相同，这两个词才是同义词。（ 判

断两个以上的词是否同义也是一样。）

因此，在古代的字书中或古书的注解中用“ Ａ，　Ｂ也”来表示

古书的注的两个词，也未必是同义词。 解往往是随文释义，就象

上面举的“ 投（ Ａ），振（ Ｂ）也”和“ 控（ Ａ），投（ Ｂ）也”一样，

其中的Ａ很可能是所谓的“ 上下文意义”（ 非中心变体）。而Ｂ，可

能是常见意义（ 中心变体），如“ 振”；也可能是上下文意义（ 非

中心变体），如“ 投”。古代字书中的释义，细分析起来情况也不

一样。如《 说文》“：考，老也。“”耆，老也。“”叟，老也。”三个

词都用“ 老”释义，但只有“ 考”和“ 老”是同义词。“ 耆”只是

“ 老”中的一种《， 礼记·曲礼》“：六十为耆，⋯⋯七十曰老，⋯⋯

八十九十曰耄。”这种以上位义来解释下位义的情况，在古代字书

中是常见的。上位义和下位义之间不是同义词。至于“ 叟，老

也”的“ 老”，则是《 孟子·梁惠王上》：“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中的“ 老”，即“ 老人”，这是“ 老”的一种临时用法，也是非中

心变体，所以“ 叟”和“ 老”也不是同义词。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才是同义词呢？一般来说，在古代字书

中两个词如果能互训的，就是同义词。比如，“ 耆，老也。”不能

反过来说“ 老，者也。”因为字典中一般不能用下位义来解释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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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叟，老也”，也不能说“ 老，叟也。”因为字典中不能把一个

词的临时意义列为条目。如果既能说“ Ａ，　Ｂ也”，也能说“ Ｂ，　Ａ

也”，那就证明“ Ａ”和“ Ｂ”都不是“ 上下文意义”（ 非中心变

体），也不是上下位关系，Ａ和Ｂ的某一义位的中心变体是相同

的，所以它们是同义词。如“ 投”和“ 掷”就是如此。

《 说文》“：投，擿也。”

《 说文》“：擿，搔也。”段注“：此义音剔“。”一日投也。”段注：

“ 与上文‘投者擿也’为转注。此义音直隻切，今字作掷。凡古书用投掷

字皆作擿。许书无掷。”

段玉裁在这里所说的“ 转注”，大致上就相当于“ 互训”《。 说

文》中“ 互训”的字很多，如“ 吾，我也。“”我，吾也。“”邦，国

也。“” 国，邦也。“” 逿，远也。“” 远，逿也。“” 遇，逢也。“”逢，

遇也。“”排，挤也。“”挤，排也。”这些都是同义词。

不过，《 说文》中互训的不一定全是同义词，如“ 饥，饿也。”

“ 饿，饥也。”其实“ 饥”和“ 饿”是有区别的《。 韩非子·饰邪》：

“ 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到后来两个词的意思才逐渐混同。又如

“ 犁，耕也。“”耕，犁也。”其实两个词意义差别较大。段玉裁解

释说：“ 犁耕二字互训，皆谓田器，今人分别误也。”这是曲为之

解，因为古书中找不到“ 耕”表示“ 田器”的。桂馥则认为

“ 犁”可用为动词，如古诗“ 古墓犁为田”，这也不是“ 犁”的固

定用法。象这种地方，应该说是许慎释义未当而造成的。《 说文》

中互训的字中还有“ 浑言则同，析言则异”的问题，这到后面再

讲。

根“据 互训”，只能确定一对同义词，而同义词往往不止两个，

有的可以有两个以上的词同义。这又如何确定呢？上面我们引

《 说文》中的互训，只是举《 说文》为例。判定同义词并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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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如果Ａ、　Ｂ两词，在古代的各种字书中既有“ Ａ，　Ｂ也”，

“ Ｂ，　Ａ也”，那么一般都可以认为是同义又有 词。如：《 方言》：

“ 揠、擢、拂、戎，拔也。”《 说文》“：拔，擢也。”这就可以确定

“ 拔”和“ 擢”是同义词《。 方言》又说“：自关而西或曰拔，东齐

海岱之间曰揠。”据此，也可以判断“ 揠”和“ 拔”是同义词。当

然，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根据语言事实来检验。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在多数上下文中都能互换，就说明它们

某一义位的中心变体相同，就是同义词。

（ 二）同义词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互换。其原因，除了它

们的隐含意义、感情色彩等的不同以外，还在于它们的理性意义

虽然基本上一样，但它们的义域却未必相同。

义域就是一个义位在语义场中所占的地位。如“ 赤”，在表示

红色的语义场中，处于“ 红”（ 古代的红即今天的粉红）和“ 绛”

之间。“ 趋”，在表示行走的语义场中处于“ 行”和“ 走”之间。

“ 湖”，在表示水域的语义场中处于“ 海”和“ 池”之间。这些词

的义域的界线，无法十分精确地表示出来，这与词义的模糊性有

关；但大致的区分还是有的。在第二章中说过，词义是根据它在

语义场中所占的地位来确定的，那么，既然是同义词，它们在语

义场中所占的地位应该一样，为什么又说同义词的义域可能不同

呢？让我们先看一个例子，然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例如，《 广雅·　释诂》中有这样一组词：

、振、讯、摇顉、 揌、掉、、扤、 、恿、奋、勨、撼、 、抬、

捎、扮、挥、 冲、 、赋、蝡、东、风，动也。揣、摷、抁、搈、

这一组词中，有些和“ 动”根本无关。如“ 东”，《 汉书·　律历

志》“：东，动也。”这是声训，是不足为据的。有些和“ 动”只有

间接的关系，如“ 风”《， 诗序》“：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并不能

说明“ 风”和“ 动”在词义上有什么关系。有些只是近义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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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顉”是头之动，“ 蝡”是虫之动。这些都不讨论。现在只把其中

几个常用的而又真正同义的词拿出来比较，这几个词是“ 摇”、

“ 振“”、掉“”、挥“”、撼”。要比较这五个词的异同，就需要根据

语言资料调查一下它们可以出现在什么样的上下文环境中。为了

节省篇幅，我们略去具体例子，只把它们与哪些宾语相搭配的情

况列成下表：

表中每一竖格为一类。同一竖格中所列的词都属于同类事物，如

“ 帜“”、旌“”、旆“”、旗”，都是旗帜一类。其中各个词和“ 摇、振、

挥、掉、撼”的搭配不一样，但合起来看，说明除“ 撼”以外，其

余四个词都可用于旗帜类的对象。这个表主要是根据《 佩文韵

府》所收的词句统计的，在《 佩文韵府》中虽然只有“ 摇帜”、

“ 摇旌”，但并不等于说在古代不能说“ 摇旗“”、摇旆”。所以，上

表只能反映一个大致情况，但从这个大略的统计中，也能看出一

些问题。

即：（ １）“ 摇”的义域最广，几乎上述十五个竖格中都能用

“ 摇（”。２“）振”的义域也比较广，只是表示轻微摇动的，如“ 摇

头“”、摇舌”，不能用“ 振（”。３“）撼”的义域最窄，只表示猛烈

摇动（。４“）掉”除表示一般的摇动外，还表示轻微摇动，如“ 掉

头“”、掉舌（”。５“）挥”表示一般摇动，轻微摇动和猛烈摇动都

不用“ 挥”。其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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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些同义词会有这些差异呢？在第二章中说过，词义

都是概括的，在概括、抽象的过程中，舍弃了事物（ 包括动作、性

状）的非本质特点。如“ 摇”，实际上摇的方式、幅度、频率都不

一样，但“ 摇”这个词，并不考虑这些区别。只要是使得事物来

回地摆动就都叫“ 摇”，它在语义场中和“ 投”、“ 推”、“ 控”、

“ 持”这些表示手的动作的词处于不同的地位。“ 振、挥、掉、

撼”等都是使事物来回摆动，在语义场中它们的地位大致是相同

的，但它们所表示的摇动的轻重程度有差异，这种差异，不反映

为词义的差别，而只在搭配关系上表现出来。这是同义词义域有

差别的原因之一。

同义词义域有差别的原因之二是因为同义词只是某义位的中

心变体相同，而非中心变体不一定相同。如前面已经说过，“ 投”

的非中心变体，如“ 投袂”、“ 投地”、“ 投阁”、“ 投川”等的

“ 投”，是“ 掷”所不具备的，这就使得“ 投”的义域比“ 掷”宽。

“ 投袂”又可以说成“ 振袂”，在这一点上“，投”的义域和“ 振’

的义域发生了交叉。就“ 振“”、挥“”、掉”三个同义词来说，各

自都有一些非中心变体，是互相不能替代的，如“ 振袂”的

“ 振（”例见前“），挥琴”的“ 挥（”，如《 隋书·虞绰传》“：不藉

“）掉眩”的“ 掉（”，如《 素问》“：筋骨掉眩。’挥琴，非因拊石。”

注“：掉谓肉中动也。”）这样，它们的义域也就有了差别。这三个

同义词和另一个词“ 投”因义位的非中心变体而造成的义域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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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和交叉情况，可图示如下：

振

挥

掉

同义词的隐含意义可以不同。比如“ 投”，有的时候隐含“ 弃

逐”之义，如《 左传·文公十八年》“：投诸四裔，以御魑魅。”由

此后来就有了“ 投荒”一词，指贬谪于荒蛮之地。如柳宗元《 别

舍弟宗一》诗“：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掷”就没

有这种隐含意义，也就没有“ 掷荒”之类的说法。又如“ 供”和

“ 给”是同义词，但“ 供”有表敬义，“ 给”则没有。这里就不多

举例了。

上面讲的是同一历史平面的同义词。从历史发展来看，有些词

本来不同义，后来才变成同义了。比如：在先秦时，“ 履”是动词，

“ 践踏”之义；“ 屦”是名词，是“ 鞋”的意思。这一点段玉裁说

得很清楚，在第一章中已经引过，这里不重复。但语言是发展变

化的，到《 韩非子》中，“ 履”的词义就起了变化。如《 韩非子·

外储说左下》说了两个故事，一是简子谓左右，其中有两句话：

“ 夫冠虽贱，头必戴之；屦虽贵，足必履之。”

一是费仲说纣，其中有类似的两句话：

“ 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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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处中的“ 屦”和“ 履”是不同义的，这是保存了较早的用法。

第二处的“ 履”，显然和“ 屦”同义，这是“ 履”的词义的发展。

在贾谊的《 陈政事疏》里，这句话说成“ 冠虽敝，不以苴履。”

用了“ 履”的新义。但他的《 吊屈原赋》：“ 章甫荐屦，渐不可久

兮。”其中仍用了“ 屦”这个词。这说明，在秦汉之际，“ 屦”和

“ 履”是一旧一新的两个同义词。

《 说文》“：鞵，生革鞮也。”是“ 屦”的一种（《 说文》：鞮，

革屦也。”）这个字后来写作“ 羸窭贫。”鞋”《。 急就章》“：屐

颜注“： 屩，今之鞋也。”“ 屩”是草鞋，照颜师古的说法，唐代的

“ 鞋”指草鞋。但杜甫诗中，既有“ 麻鞋”、又有“ 青鞋”，可见

“ 鞋”已经和“ 履”同义了。白居易《 上阳白发人》“：小头鞋履窄

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更可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 屦”在

唐代的诗文中虽然还用，但已用得较少，在口语中则已经逐渐消

失，成书于五代的《 祖堂集》中无“ 屦”字，就可证明这一点。这

样，在唐代，“ 履”和“ 鞋”成为同义词。

到元末明初的会话书《 老乞大谚解》中，没有“ 履”，只有

“ 鞋”。不过“ 鞋”也只出现一处，所以不很说明问题。但无论如

何，在现代汉语中，“ 鞋”是绝不能说成“ 履”了。“ 履”作为语

素还存在，与“ 鞋”不同义。

由此可见“，屦“”、履“”、鞋”三个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有时同义，有时不同义。

春秋　　　　　　　　战国　　　　　　汉　　　　　　唐　　　　　　　　元　　　　　　　　现代

履
（ 鞋子）

履 （ 履行）

鞋 （ 牛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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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先秦时“ 跃”和“ 踊”同义。如：

《 荀子·劝学》“：骐骥一跃，不能十步。”

《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距跃三百，曲踊三百。”

但先秦“ 跳”和“ 跃”不同义《。 荀子·非相》“：禹跳汤偏。”

“ 跳”指的是脚有病“，步不相过。”《 庄子》中的“ 跳梁”，是个联

绵字。到汉代“，跳”和“ 跃“”、踊”成了同义词。《 说文》“：踊

跳 “ 跳，也。” ⋯⋯一曰跃也。”又如：

刘向《 说苑·辨物》：“ 其后齐有飞鸟一足，来下止于殿前，舒翅而

跳。”

到唐代，“ 跃”还继续用，“ 踊”逐渐不用了，同时又产生一

个新词“ 透”，与“ 跳”同义。

《 隋书·音乐志》：“ 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

在现代汉语中“，跃”作为一个词素还在用“，透”的“ 跳”义

消失，与“ 跳”不再同义。而又产生一个口语词“ 蹦”，与“ 跳”

同义。

这些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义关系如下：

唐先秦 汉代 代 现代

跃、踊、 跳、蹦、跃跃、踊 跳 跃、跳、透

有的词原是方言词，进入通语以后和原有的词并存而成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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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词。如：

《 方言》卷九“：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

航。”

《 说文》“：舟，船也。”段注“：古人言舟，汉人言船。”

“ 船”本是方言词，汉代进入通语，和“ 舟”成为同义词。后来，

在口语中“ 船”逐渐代替了“ 舟”。

关于这样一些由于语言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同义词，有两点

需要注意：（ １）它们必须在某一历史时期同时存在，才能称为同

义词。象上面所说的“ 屦”和“ 鞋“”、透”和“ 蹦”，不能叫做同

义词。象上古的第一人称代词“ 台”和现代北方话中的第一人称

代词“ 俺”，也不能算同义词。（ ２）这些词在某一历史时期同义，

但因为产生的先后不同，来源不同，使用起来会有某些差别。如

汉以后“ 舟”、“ 船”同义，但“ 舟楫”不能叫“ 船楫”，相反，

“ 楼船”不能叫“ 楼舟”。又如古白话中“ 食”、“ 饮”和“ 吃”、

“ 喝”并存，一般情况下两者能互相代替。但“ 食言”不能说成

“ 吃言”“，饮恨”不能说成“ 喝恨”。到现代汉语中“，饮“”、食”

基本被“ 吃”、“ 喝”取代了，但在“ 注意饮食”等场合，它们还

是不能用“ 吃喝”代替。

同义关系的历史变化，是汉语词汇系统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个问题将在第十章内讲到。

（ 二）等义词、近义词

等义词也叫“ 绝对同义词”，指社会意义略有不同之外在任何

场合都可以互换的词。如“ 星期日”和“ 礼拜天”、“ 水泥”和

“ 洋灰“”，不及物动词”和“ 自动词”等等。也就是说，这些词不

但某个义位的中心变体相同，而且非中心变体也相同，它们的义

域也完全相同。根据这样的看法，一般所举的“ 父亲”和“ 爸

爸”就不是等义词，因为“ 父亲般的关怀”中的“ 父亲”不能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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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爸爸”。“ 教室”和“ 讲堂”也不是等义词，因为“ 走上了大

学的讲堂”中的“ 讲堂”不能换成“ 教室”。

等义词在语言中是很少的，因为过多的等义词违反语言经济

的原则。古汉语中的等义词，或者是不同层次语言的积累，或者

是不同方言中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呼。前者如：

《 尔稚·　释天》“：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日年，唐虞曰载。”

蔡邕《 ⋯⋯夏曰均台，周日囹圄，汉曰狱。”独断》“：唐虞曰士官，

后者如：

《 方言》“：秦谓之蚊，楚谓之蚋。”

《 说文》“：榱，椽也。秦名屋椽也。周谓之椽，齐鲁谓之桷。”

等义词一般都是名词。

近义词指的是这样一些词：它们是同一语义场中的同位义，它

们都有共同的中心义素，有时还有共同的限定性义素，但又有一

个限定性义素不相同。所以，它们的意义相近，但不相同，因此

在句子中不能互相代替。

比如，下面一些词是近义词：

《 说文》“：瞻，临视也。“”眄，袤视也。“”睇，小袤视也“。”观，谛

视也。“” 觇，窥视也。“”相，省视也。“”窥，小视也。”

这些词的释义中，在“ 视”前面的修饰语，就是它们不同的义素。

“ 视”是它们共同的中心义素。

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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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雅·释器》“：金谓之镂，木谓之刻，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

谓之琢，石谓之磨。”

《 尔雅·　释器》“：食 谓之 ，⋯⋯肉谓之败，鱼谓之馁。”

《 诗经 。”·　卫风·氓》毛传“：龟曰卜，蓍曰筮

《 小尔雅》“：拔根曰擢，拔心曰摇。”

《 说文》“：牛羊曰肥，豕曰腯。”

古代字书的这种释义方式，把几个词并列在一起，不说它们的共

同点（ 相同的义素），而只说它们的区别（ 不同的义素）。这些词

也是近义词。象上述例句中表明的是这些动作（ 性状）的主体、对

象、方式、工具等的差别，前面已经说过，主体、对象、方式、工

具等就是动词、形容词的义素。

不过，在讨论近义词时要注意一点：古代字书或注释中所说

的近义词的区别，并不是全都可信的，有些是强生分别。这需要

加以分析。如《 离骚》：“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

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王逸注：“ 爱财曰贪，爱食曰

婪“。”害贤为嫉，害色曰妒。”这种辨析就不可信，因为在古书的

实际用例中看不到“ 贪”和“ 婪”，“ 嫉”和“ 妒”有这种差别

《 方言》卷一：“ 晋魏河内之北谓惏曰残，楚谓之贪。”《 说文》

“ 河内之北谓贪曰惏。”（ 按：“ 惏”即“ 婪”。）只说“ 贪”和

“ 婪”是方言的不同，我们宁可相信《 方言》《、 说文》，而不相信

王逸。又如上面所引《 小尔雅》“：拔根曰擢，拔心为揠。”在古代

的实际语言中也看不到这种差别《。 方言》卷三“：揠、擢、拂、戎

拔也。自关而西或曰拔，或曰擢。 自关而东，江淮南楚之间或曰

戎。东齐海岱之间曰揠。《” 孟子》中有“ 揠苗助长”，孟子是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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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 拔”说成“ 揠”是符合《 方言》的说法的。所以我们认为

在先秦两汉“，揠”和“ 拔“”、擢”只是方言的差别。当然，郭璞

注《 方言》说：“ 今呼拔草心曰揠。”这是他对晋代实际语言的记

录，应当是可信的，但这种词义上的差别，已经是晋代的事了。

象这样一些词，如果古书上所说的差别是可信的话，就是近

义词。如果古书上所说的差别不可信，那么就是同义词。象

“ 揠”和“ 擢”这种情况，根据上面所说，应该认为在先秦两汉时

是同义词，到晋代变成了近义词。

近义词也有“ 浑言则同，析言则异”的问题，这到下面一节

再讨论。

“ 近义词”和“ 同义词”是有区别的，但如果对“ 同义词”作

广义的理解，那么“ 近义词”也可以认为是同义词的一种。为了

叙述的方便，本书对“ 近义词” ，就放到“ 同义词”一不另立章节

章中来讲。

第二节　　泛指、特指、浑言、析言

在讨论古汉语的同义词时，会碰到“ 浑言”和“ 析言”的问

题。古代训诂学家在注释词义时常常说，Ａ、　Ｂ两个字“ 对文则别，

散文则同。“”析言则别，浑言则同。“”析言”也可以叫“ 别言”，

“ 浑言”也可以叫“ 统言”，都是一个意思。如：

《 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

论难曰语。”孔疏“：对文则别耳，散则言语通也。”

这是说，“ 言”和“ 语”在“ 对文”时是有区别的，是近义词；而

在“ 散文”时没有区别，是同义词。

两个词，有时有区别，有时又没有区别，这是一种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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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这 种现象人们早就注意到了。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对这

种现象加以说明：为什么语言中会产生这种现象？

有的书上说：“ 析言”就是特指，“ 浑言”就是泛指。这样说

对不对呢？需要用语言事实来检验一下。

首先看一看什么是“ 泛指”，什么是“ 特指”。

“ 泛指”是一个词在某种语言环境中可以用来表示原来由它的

上位义表示的意思。例如：

禾，是农作物的一种，即今天北方所说的“ 谷子”。但又可以

泛指农作物。《 诗经·豳风·七月》：“ 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稑，禾

麻菽麦。“”禾麻菽麦”的“ 禾”指谷子“，禾稼”的“ 禾”就是泛

指，指农作物。

币，指用于馈赠的帛《。 孟子·梁惠王下》“：昔太王居邠，狄

事之人侵之。 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

以珠玉，不得免焉。”泛指馈赠的礼品《。 周礼·小行人》“：合六

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这里

的“ 币”就包括帛和玉、皮、马了。

卒，指步兵《。 左传·隐公元年》“：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

“ 卒”是步兵，“ 乘”是兵车，每辆兵车上有甲士三人，是不包括

在“ 卒”之内的《。 史记·陈涉世家》“：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

千余，卒数万人。”泛指士兵《。 荀子·议兵》“：魏氏之武卒不可

以遇秦之锐士。”《 史记·孙子吴赵列传》“：今梁赵相攻，轻兵锐

卒必竭于外。”

特指和泛指相反，是一个词在某种语言环境中可以用来表示

原来由它的下位义表示的意义。例如：

女，指女子，但和“ 士”对举时，特指未婚的年轻女子。如

《 诗经·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

《 诗经·卫风·氓》“：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金，古代指金属。《 史记·平准书》：“ 金有三等，黄金为上

白金为中，赤金为下（。”“ 白金”指银“，赤金”指铜。）又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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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 诗经·卫风·淇奥》：“ 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奔，指奔跑，又特指战败逃跑《。 论语·雍也》“：孟之反不伐。

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左传·宣

公十二年》：“ 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又特指女子私奔。《 国语·

周语》“：有三女奔之。”注“：奔，不由媒氏也。”

“ 泛指”和“ 特指”的现象，现代汉语中也有。如“ 饭”，指

煮熟的谷类食物。如“ 大米饭”、“ 小米饭”等，但又可泛指食物。

如“ 买饭”，不一定只指买大米饭或小米饭，也可以指买馒头，买

饺子等。“ 请吃饭”，更是包括饭和菜。又可以特指大米饭。如

“ 一碗饭“”、蛋炒饭”，一般不会理解成小米饭或高粱米饭。又如

“ 菜”，指可供食用的蔬菜。但也可以泛指蔬菜鱼肉等副食品，如

“ 买菜”，不一定只指买蔬菜，也包括买鱼肉“，做菜”也是包括蔬

菜鱼肉。又可以特指油菜。如“ 菜子油“”，桃花红，菜花黄”，这

里的“ 菜”就指油菜。

为什么会产生泛指和特指呢？大致说来，“ 泛指”是用一类事

物中的主要的东西来代表这一类。如以“ 禾”指农作物，相应的，

就以“ 粟”指粮食（。如晁错《 论贵粟疏》“：欲民务农，在于贵粟。”）

反过来，“ 特指”是用某一类事物的通名来称呼这一类事物中的主

要东西。如以“ 金”指黄金《。 说文》解译说“：金，五色金也。黄

为之长。”段注“：故独得金名。“”泛指”和“ 特指”实际上有一

种共同的心理基础，只不过一是以种为属，一是以属为种罢了。当

然，细说起来，形成泛指和特指的原因还很复杂，情况也不完全

一样。如“ 女”特指未婚的年轻女子，就不能说因为未婚的年轻

女子是女子中主要的类别。其原因，大概是因为老年男子叫

“ 翁”，老年女子叫“ 媪”，成年男子叫“ 夫”，成年女子叫“ 妇”，

但未成年男子叫“ 士”，而未成年女子没有专门的词来与之相对，

就只好用“ 女”这个类名来作为别名了。而“ 奔”特指战败，特

指女子私奔，是因为“ 奔”在战争和婚嫁等方面经常使用，这种

语言环境所赋予的意义，就逐渐依附在“ 奔”的词义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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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指是一个词用于上位义，特指是一个词用于下位义。而前

面说过，“ 上位义”和“ 下位义”是相对的，那么，当一个词同时

具有上位和下位两个意义时，我们究竟怎样来判断它们是“ 泛

指”还是“ 特指”呢？比如，从形式上看，“ 禾”和“ 金”都同时

具有一个上位义，一个下位义：

禾 金

禾 麻 　　 金　　银铜菽 麦

为什么说“ 禾”是泛指，“ 金”是特指，而不能反过来说“ 禾”是

特指，“ 金”是泛指呢？这就要看这个词的基本意思是什么了。例

如“ 禾”指谷子《， 说文》“：禾，嘉谷也。”段注“：《 生民》诗曰：

‘天降嘉谷，维 维芑。’ 、芑，《 尔雅》谓之赤苗白苗，许草部

皆谓之嘉谷，皆谓禾也。公羊何休注曰：‘未秀为苗，已秀为禾。’

《 魏风》“：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毛曰：‘苗，嘉

谷也。’ ⋯⋯嘉谷之连稿者曰禾，实曰粟，粟之人曰嘉谷谓禾也。

米，米曰粱，今俗云小米是也。”说得很清楚。“ 金”在先秦时主

要指金属。《 国语·齐语》：“ 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

鉏夷斤 ，试诸壤土。“ 美金”指铜，“ 恶金”指铁。其他以

“ 金”指金属的例子很多。所以“，禾”只能是泛指“，金”只能是

特指，而不能倒过来说。

在第三章中说过词义的扩大和缩小“。扩大“”、缩小”和“ 泛

指”、“ 特指”是什么关系呢？这两者有区别，但又有联系。

它们的区别 “ 泛指“”、在 特指”是一种共时的语言现于（： １）

象，一个词和它的泛指或特指出现在一个时代平面上。如上述

《 诗经·　豳风·七月》“：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稑，禾麻菽麦。”在

同一首诗的同一章中，“ 禾”就既用于“ 谷子”义，又用于“ 农作

物”义。再如“ 粟”也是这样。晁错《 论贵粟疏》在前面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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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一日可成也。⋯⋯是故

明主贵五谷而贱金玉。”后面说“：欲民务农，在于贵粟。”前面的

“ 粟”指小米，后面的“ 粟”指粮食。现在我们也可以说：“ 到食

堂去买饭，买回来两碗饭，一碗菜。”前一个“ 饭”是泛指，后一

个“ 饭”不是。而“ 扩大”、“ 缩小”是词义历史发展的结果，原

来的意义是旧义，扩大或缩小的是新义。在多数情况下，新旧义

不能并存，如“ 唱”，在先秦时只有“ 领唱”义，而没有“ 歌唱”

义，到现代只有“ 歌唱”义，而没有“ 领唱”义，区分十分清楚。

有时，新旧义也可以并存，如前面说过“ 涉”在战国时期既有

“ 徒步 水”义，又有“ 过河”义，但如果上溯到甲骨文时代，那

么“ 涉”就只有“ 徒步 水”的意思了（。２“）泛指“”、特指”的

意义总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出现的。如“ 十月纳禾稼”的

“ 禾”，是因为和“ 稼”连用，而且下文有“ 黍稷重稑，禾麻菽

麦”，才显示出它不是指谷子，而是指农作物。“ 女”特指年轻女

子，更是必须在和“ 士”对举或连用的场合。“ 奔”一般只是“ 奔

跑”的意思，只在讲到战争的场合才特指战败逃跑，在讲到男女

婚嫁的场合才特指私奔。正因为有语境的限制，所以当这些词出

现泛指或特指义时，才不会和它的基本意义混淆。否则，如果一

个词既表示某个上位义，又表示某个下位义，而这两个意义的出

现又没有语境的限制，就会出现意义的混淆，这是和语言的表达

功能相抵触的。而“ 扩大“”、缩小”，则是语言的历史发展所产生

的固定的词义，当一个词由于扩大或缩小而取得新义之后，这个

新义的运用就比较灵活自由，并不需要依赖特定的语境而存在。如

“ 宫”，现代汉语中已缩小为“ 宫殿”义，它出现在任何环境中都

不再表示“ 宫室”（“ 少年宫”的“ 宫”是现代汉语中产生的另一

义，此处不讨论）。

但“ 泛指“”、特指”和“ 扩大“”、缩小”又有一定的联系。因

为语言的历史变化，总是在共时变异的基础上形成的。象“ 唱”的

扩大，“ 宫”的缩小，都不可能想象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形成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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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应该有这样一个阶段：“ 唱”为领唱义，但泛指歌唱，

“ 宫”为宫室义，但特指宫殿。后来，它们的泛指义或特指义固定

了下来，而基本意义却被遗忘，这样就发生了“ 扩大“”、缩小”的

历史变化。就“ 金”这个词来说，在先秦时指黄金，应该是特指；

而到现代汉语中“，金戒指“”、七成金”的“ 金”指黄金，就是词

义的缩小。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 金”指黄金就不再是一个词的

特指而变为一个新的固定的词义，这还需要进行研究。但无论如

何，这种变化绝不会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

还要说明一点：并不是所有词的泛指或特指都能发展成一个

新的词义。如上面所举的“ 女”特指未婚的年轻女子，“ 奔”特指

战败逃跑或私奔，就始终没有发展成独立的词义。所以，就

“ 女”和“ 奔”来说，就只是词的特指，而不是词义的缩小了。

在弄清楚“ 泛指”和“ 特指”以后，就可以讨论“ 浑言”和

“ 析言”。

首先要说明一点：“ 浑言”和“ 析言”是古代训诂学家对古代

字书或注释中所反映出来的词汇现象的一种说明。而古代字书或

注释中所反映出来的词汇现象，有的是有根据的，有的却不一定。

正如上一节所说的诸如“ 拔根曰擢，拔心曰揠”，“ 爱财曰贪，爱

食曰婪”，“ 害贤为嫉，害色为妒”之类，这些词义的区别就未必

可信。既然这些词的“ 异”实际上并不存在，它们的词义本来就

是“ 同”的，那么，再说“ 析言则异，浑言则同”，就既无根据，

也无必要了。有时候，一些训诂学家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如：

《 说文》“： ，雌雉鸣也。”段注“：《 邶风》：‘有鷕雉鸣。’又云

‘雉鸣求其牡。’毛曰：‘ ，雌雉声也。’此望文为义。”

《 说文 ”之》“：雊，雄雉鸣也。”段注“：言‘雄雉鸣’者，别“于

为雌 《 小雅》：‘雉之朝雊，尚 ’求其雌。’《 邶风》：‘有雉鸣也。 雉鸣 ，下

云‘雉鸣求其牡。’按，郑注《 月令》云：‘雊，雉鸣也。’是‘雊，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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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则毛公系诸雌，亦望文立训耳。若潘安仁赋：‘雉 而朝雄，

雊。’此则所谓浑言不别也。颜延年、颜之推皆云潘误用，未孰于训诂之

理。”

”解释为“ 雌雉鸣”是望文生义，说“ 雊”不段玉裁说毛传把“

一定只用于雄雉鸣（ 即也可用于雌雉鸣），这些意见都是对的。但

而朝雊”是“ 浑言不别”，这就没有是他又说潘岳赋中“ 雉 必

“”、雊”本来就是雉鸣之义，而并无雌雄之别，那要了。既然“

么还有什么“ 浑言“”、析言”的问题呢？

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可以把那些没有确凿证据的

训释排除在外。下面，以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时提到的“ 浑

言（”包括“ 统言”“）、析言（”包括“ 别言”）为例，作一分析。

段玉裁所说的“ 浑言”和“ 析言”有时并不用于两个词异同

的辨析。如：

《 说文》“：颖，禾末也。”段注“：颖之言茎也，颈也。近于穗及贯

⋯⋯浑言之则颖为禾末，析言之于穗者皆是也。 则禾芒乃为秒。”

这是说：笼统地说，“ 颖”（ 近于禾穗的茎和禾穗）就是禾的末端，

精确地说，“ 颖”还不是禾的末端，禾的末端应是“ 秒”。这是说

“ 禾末”这个概念有两个含义，而不是说“ 颖”和“ 秒”词义有什

么异同。

《 说文》“：稻，稌也。”段注“：稻其浑言之称，秔与稻对为析言之

称。”

这是说稻有粘的和不粘的两种，分开来讲，粘的叫“ 稻”，不粘的

叫“ 秔”，如果不考虑其区别，笼统地称说，则粘的不粘的都叫

“ 稻”。这里主要讲的是词如何指称事物的问题，特别是“ 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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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涉及两个词的辨析。

《 说文》“：祥，福也。”段注“：凡统言则灾亦谓之祥，析言则善者

谓之祥。”

这个例子更为明显，这里的“ 浑言”、“ 析言”根本不牵涉两个词，

而是指同一个词在指称事物时，有时可把某种事物不加分析合起

来表达，有时又可以把某种事物加以分析，而指称其中的一类。

就“ 稻“”、祥”两个例子来说，段玉裁所说的“ 析言”，也可

以称为“ 特指”，但段玉裁所说的“ 浑言”，却不等于“ 泛指”。因

为，如果说“ 稻”泛指“ 稻米”，特指“ 粘稻”，那么“，稻”的基

本意义是什么呢？

在多数情况下，段玉裁使用“ 浑言“”、析言”，是对两个词词

义的辨析。所谓“ 浑言则同，析言则异”，指的是Ａ，　Ｂ两个近义

词，如果笼统地说，它们的区别可以忽略，因而可以当同义词使

用；如果细加分析，则这两个词的意义有所区别。

这种情况又可根据Ａ，　Ｂ两词的关系分为三大类。

（ 一）Ａ，　Ｂ是同位义。例如：

１《． 说文》“：翱，翔也“。”翔，回飞也。”段注“：高注《 淮南》日：

‘翼上下曰翱，直剌 ⋯⋯按翱翔统言不别，析言则殊。”不动曰翔。’

２《． 说文》“：唯，诺也。”段注“：此浑言之《。 玉藻》曰：‘父命呼，

唯而不诺。’析言之也。”《 说文》“：诺，应也。”段注“：唯诺有缓急之别，

统言之则皆应也。”

３．《 说文》“：牙，壮齿也。”段注“：壮齿者，齿之大者也。统言之

皆称齿、称牙，析言之则前当唇者称齿，后在辅车者称牙。”

４《． 说文》“：菅，茅也“。”茅，菅也。”段注“：按统言则茅菅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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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言则茅与菅殊。”

５．《 说文》“：哯，不欧而吐也。”段注“：欠部曰：‘欧，吐也。’浑

言之。此云‘不欧而吐也，者，析言之。‘欧，以匈喉言，‘吐，以出口

言也。有匈喉不作恶而已吐出者，谓之哯。”

６．《 说文》“：寝，卧也。“”卧，伏也。”段注“：卧与寝异。寝于床，

《 论语》‘寝不尸’是也。卧于几 ⋯⋯此析，《 孟子》‘隐几而卧，是也。

言之耳。统言则不别，故 部曰‘寝者卧也’。”

以上六例中，第１、　２例中Ａ，　Ｂ两词的上位词可以找出来，即：

飞 应

翱 唯翔 诺

第３例“ 牙”和“ 齿”古代没有上位词，但并不妨碍它们是同位

义。“ 牙”和“ 齿”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 臼齿”和“ 门牙”，在

现代汉语中，“ 臼齿”和“ 门牙”的上位词就是“ 牙齿”。例４的

“ 茅”和“ 菅”是两种相似的草，它们也没有上位词，但它们的关

系也是并列的，如果用义素来表示，也应该是有几个相同的义素，

而只有一个不同的义素。换句话说，是同大于异。例５的“ 欧”

（ 即“ 呕”）和“ 吐”，例６的“ 卧”和“ 寝”，也是如此，Ａ，　Ｂ两

个词有同有异，同是主要的，差异比较细微：“ 欧”和“ 吐”的区

别是“ 于胸”还是“ 于口”，“ 卧”和“ 寝”的区别是“ 于几”还

是“ 于床”。

有时Ａ，　Ｂ两词的区别是美恶不同。如：

⋯⋯又曰怨匹曰逑。”段注：“７《． 说文》“：逑，敛聚也。 桓二年

《 左传》曰：‘嘉偶曰妃，怨偶曰仇。’⋯⋯逑仇古多通用。⋯⋯逑为怨匹

而《 诗》多以为美词者，取匹不取怨也。浑言则不别（。”这是说“ 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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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 逑）”析言则异，浑言则同。）

有时Ａ，　Ｂ两词的差别是内外不同。如：

８《． 说文》“：股，髀也“。”髀，股外也。”段注“：各本无‘外，，今

依《 尔雅音义》《、 文选·　七命》注、玄应书《、 太平御览》补。股外曰髀，

髀上日髋。肉部曰：‘股，髀也。’浑言之。此曰‘髀，股外也。’析言之。”

９．《 说文》“：颂，貌也。“” 貌，颂仪也。”段注“：‘颂，者今之

‘容’字也。必言仪者，谓颂之仪度可貌象也。凡容言其内，貌言其外。

⋯⋯析言则容貌各有当，如叔向言“ 貌不道容’是也。浑言则曰容貌，如

‘动容貌，斯远暴慢，是也。”

有时Ａ、　Ｂ两词所指实际上为一物，只是因为异用而名亦不

同。

１０．《 说文》“：膍，牛百叶也。”段注“：胃薄如叶，碎切之，故云百

叶。未切为 ⋯⋯《 广雅》云：‘百膍胵，既切则谓之髀析，谓之百叶也。

叶谓之膍胵。’浑言之也。”

这些作为同位义的近义词之所以产生“ 析言则异，浑言则

同”的情况，是因为语言表达有时需要精确，有时又可以比较模

糊。举一个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如果有两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

生的，只是一个在上午出生，一个在下午出生，那么，说“ 甲比

乙大”固然是对的，说“ 甲乙一样大”也不算错。因为在一般场

合，上午出生和下午出生的差别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两个意义

十分相近的词，既可以说异，又可以说同，也是这个道理。而且，

有些近义词的细微差别，由于语言在时间和地域上的传播，本来

已经逐渐变得不清楚了，所以连训诂学家对它们差别的解释也莫

衷一是。如“ 囊”和“ 橐”，有的说是“ 小曰橐，大曰囊”，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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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 无底曰囊，有底曰橐。“”仓”和“ 庾”，有的说“ 在邑曰仓，

在野曰庾。”有的说“ 有屋曰仓，无屋曰庾。”这种词，在实际语

言运用中，当然是“ 浑言则同”了。此外，汉语发展过程中由近

义词并列连用而逐渐发展为复合词的趋势日益加强，也使得两个

近义词在并用的时候逐渐取消了它们的差异。如上面例９中所说

的“ 容貌”，以及《 说文》“ 薮”字下段注引《 周礼·职方氏》：

“ 其泽薮曰某”，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词多半是“ 浑言不别”。

（ 二）Ａ和Ｂ是部分和全体的关系。例如：

１《． 说文》“：臂，手上也。”段注“：又部曰：‘厷，臂上也。’此皆

析言也。‘亦，下云‘人之臂亦。’浑言之也。浑言则厷臂互称。”

２《． 说文》“：祛，衣袂也。”段注“：《 郑风·遵大路》《、 唐风·羔

裘》传皆曰：‘祛，袂也。’按‘祛，有与‘袂，析言之者《。 深衣》注曰：

‘祛，袂口也。’《 丧服记》注曰：‘祛，袖口也。’《 檀弓》注曰：‘祛，袖

缘 ⋯⋯若《 诗》之两言口也。’《 深衣》《 丧服》且‘袂，与‘祛，并言。

‘祛’，则无庸分别。”

３．《 说文 》“：夕 ，莫（ 暮 ）也。“” 夜 ，舍也 ，天下 休舍 。”段 注：

“ 夜与夕浑言不别，析言则殊《。 小雅》：‘莫肯夙夜’，‘莫肯朝夕’，‘朝

夕’犹‘夙夜，也《。 春秋经》：‘四月辛卯夜。’即辛卯夕也。”

４《． 说文》“：宵，夜也 ‘宵，夜。”段注“：《 释言》《、 毛传》皆曰：

按此也。’《 周礼·司寤》：‘禁宵行夜游者。’郑云：‘宵，定昏也。’ 因经

文以宵别于夜为言，若浑言则宵即夜也。”

这一类例子不太多，而且，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例１，段玉裁

的意思是说，析言之，肘以下是臂，肘以上是厷（ 肱）。所以，

“ 亦”（ 腋）应该说是“ 人之肱亦（ 腋）”，现在说“ 人之臂亦

（ 腋）”，那就是“ 浑言”了。其实段玉裁这个说法不对。“ 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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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并不意味着臂限于肘之下，“ 臂”应该是现代汉语所说的

“ 胳膊”，从肩到手的一段。而“ 肱”是上胳膊，从肩到肘的一段。

“ 臂”是全体“，肱”是部分。说“ 腋”是“ 人之臂腋”，并没有改

变“ 臂”的词义。古代倒是有把“ 肱”作“ 臂”用的，如《 论语·

述而》“：曲肱而枕之。”显然，从肩到肘的部分是不能曲的，只有

从肩到手的部分（ 臂）才能曲。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说“ 肱”的

所指不很明确，一般是指从肩到肘，有时也指从肩到手。

例２，“ 袂”是袖子，“ 祛”是袖口，也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

《 诗经·郑风·遵大路》：“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遵大路

兮，掺执子之手兮。”毛传“：祛，袂也。”《 诗经·　唐风·羔裘》：

（ 袖），“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羔裘豹 自我人究究。”毛

传“：祛，袂也。”段玉裁认为是“ 浑言”。但《 遵大路》疏“：祛

为袂之末。”从文义看，这样解释也无不可。《 羔裘》释文：“ 祛，

袂末也。”从文义看，这个解释并不切合“，羔裘豹祛”，应与下一

章“ 羔裘豹袖”同义。但这是在诗歌中的“ 变文以叶韵”，不能严

格地作为“ 祛”有“ 袖”义的证据。那么，毛传为什么说“ 祛，袂

也”呢？这是因为古人的注释有时是不很准确的。《 左传·僖公五

年》讲晋公子重耳出亡时，寺人披“ 斩其祛”，杜预注：“ 祛，袂

也。”《 国语·晋语》叙述同一件事，作“ 勃提斩其祛。”韦昭注也

说“ 祛，袂也。”但这里“ 祛”显然只能是袖口，否则就是把重耳

的胳膊砍断了。而孔颖达疏就说得比较准确：“ 其袂近口又别名

祛。”所以，说“ 祛”和“ 袂”浑言则同，是不合适的。

例３的“ 夜”和“ 夕”也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 左传·庄公

七年》：“ 辛卯夜恒星不见。”疏：“ 夜者，自昏至旦之总名也。”

《 洪范五行传》注“：初昏为夕，将晨为夕。“”夕”是“ 夜”的一

部分。在语言表达中，以全体来概括部分是可以的，如说某人左

颊上有个黑痣，也可以说某人面部有个黑痣，这并不表示现代汉

语中“ 面部”的词义和“ 左颊”相同。所以段玉裁举的“ 夕”也

可以说成“ 夜”的例子，不足以作为“ 夕”和“ 夜”浑言不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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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但反过来，部分一般不能代替全体。而“ 夕”有时候可以

指“ 夜”。如《 庄子·天运》：“ 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 释

文》“：昔，夜也。”郭庆藩注“：昔犹夕，通昔犹通宵也。”这倒可

以说“ 夕”、“ 夜”浑言不别。不过这种例子不多见。

例４所说的“ 宵”和“ 夜”是同义词，古书中的“ 宵”都与

夜同义。郑玄把《 周礼》：“ 禁宵行夜游”中的“ 宵”注为“ 定

昏”是不足为据的。所以“ 宵”和“ 夜”两个词实际上不存在浑

言和析言的问题。

总起来看，表示部分和全体的Ａ，　Ｂ两词“ 浑言则同”的情况

很少。有个别例子，那是因为在语言运用中有些词的所指范围不

很确定，因此以表部分的词来代替表全体的词。

（ 三）Ａ，　Ｂ是上下位词。例如：

１《 说文》“：萧，艾蒿也。”段注“：《 曹风》传曰：‘萧，蒿也。’此

统言之。”

２．《 说文》“：攴，小击也。“”击，攴也。”段注“：‘攴，训小击，

‘击，则兼大小言之。而但云‘攴也，者，于‘攴，下见析言之理，于

‘击’下见浑言之理。”

３《． 说文》“：眷，顾也。”段注“：《 大东》：‘睠言顾之。’毛曰：
　

‘睠 反顾也＇ 。’ ⋯⋯顾者还视也，眷者“ 睠 同‘眷’， 顾之深也。顾止。
于侧而已，眷则至于反，故毛云‘反顾’。许浑言之，故云‘顾’也。”

４《． 说文》“：觋，能齐肃事神明者。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段注：

“ 此析言之耳。统言则《 周礼》男亦曰巫，女非不可曰觋也。”

５《． 说文》“：芓，麻母也。”段注“：《 释草》云：‘黂，枲实。’枲

实犹言麻实耳《。 仪礼》传云：‘牡麻者，枲麻也。’然则枲无实，芓乃有

实。统言则皆称枲，析言则有实者称芓，无实者称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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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说文》“：革，兽皮治去其毛曰革。”段注“：皮与革二字对文则

分别，如‘秋敛皮，冬敛革，是也。散文则通用，如《 司裘》之‘皮车，

即‘革路，《， 诗·羔羊》传：‘革犹皮也，是也。”

例１中“ 萧”是“ 蒿”的一种，例２中的“ 攴”是“ 击”的

一种，例３中的“ 眷”是“ 顾”的一种。Ａ，　Ｂ两词都是上下位关

系。但这三例有一点不同：“ 蒿”的下位义有“ 艾蒿（ 萧），“ 萝

蒿（”莪）等，而“ 击”的下位义“， 小击”为“ 攴”“，大击”却

没有另一个词来表示，在语言中仍用“ 击“”。顾”的下位义“，顾

之深”为眷，而一般的顾还是“ 顾”。图示如下：

萧 攴 击 眷莪 顾
（ 小击）（ 艾蒿）（ 萝蒿） （ 一般的顾（ 大击）（ 顾之深） ）

这样，“ 击”和“ 顾”都有了两个意思。一是处于上位义的“ 击”

（ 包括大击小击）和“ 顾（”包括“ 顾之深”和一般的顾），一是处

于下位义的“ 击”（ 相对于“ 攴”而言，指大击）和“ 顾”（ 相对

于“ 眷”而言，指一般的顾）。处于下位义的“ 击”和“ 顾”，也

可以说是特指意义。那么，《 说文》中所说的“ 攴，击也”，“ 眷，

顾也”，这里的“ 击”和“ 顾”是上位义还是下位义呢？应当是上

位义。这和毛传的“ 萧，蒿也”一样，是用类名（ 上位义）来解

释别名（ 下位义）。这种训释方法在古代是很常见的，只不过说得

比较精确的话，应当在类名后面加上一个“ 属”字。如《 说文》：

“ 莪，蒿属。”不过，在古代训诂学家看来，似乎加不加“ 属”字

并不重要。如：

《 说文》“：向，北出牑也。”段注“：《 明堂位》‘达乡’注云：‘乡，

牖属。’是浑言不别。（”“ 乡”同“ 向”。）

顾蒿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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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即使在类名后面加了“ 属”字，段玉裁还认为是“ 浑

例４、　５、　６“，巫”和“ 觋 ”“，枲”和“ 芓”“，皮”和“ 革”，

看起来似乎是同位义，其实还是上下位义。段玉裁说“ 男亦曰

巫”是对的，因为《 说文》“ 巫”字下说“ 古者巫咸始作巫”，而

巫咸就是一个男巫。看来“ 巫”应是男巫女巫的通称。段玉裁说

“ 女非不可曰觋也”，却没有什么根据，“ 觋”应是专指男巫。而

“ 巫”的性别非男即女，既然“ 专指男巫觋” ，那么当“ 巫”和

“ 觋”对举时，“ 巫”当然就是指女巫了。这种情况，在现代语言

学中称为“ 有标记成分”（ ｍａｒｋｅｄ　　ｍｅｍｂｅｒ）和“ 无标记成分”（ ｕｎ－

ｍａｒｋ ”是无标记成分，“ 女主人”是有标记ｅｄ　　ｍｅｍｂｅｒ）。如“ 主人

成分；“ 护士”是无标记成分，“ 男护士”是有标记成分。本来，

“ 主人”不一定是男的，但一般以男的为多，所以如果是女的，就

要标明“ 女主人”。而当“ 主人”和“ 女主人”并提时，既然已把

女性的排除在外，那么“ 主人”就只指男性的了。“ 巫”和“ 觋”、

“ 枲”和“ 芓”、“ 皮”和“ 革”都是这种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所谓“ 浑言则同”，并不是说两个同位义意义可以等同，而仍是说

上位义可以用来训释或代替下位义。用上位义训释下位义的例子

前面已讲了。用上位义代替下位义，就是段玉裁所说的以“ 皮

车”代替“ 革路（ 辂）”，以“ 枲实”代替“ 芓实”。这也不难理解，

因为在语言表达时如果不要求那么精确，是可以用类名来代替别

名的。比如“ 羔皮大衣”，也可以叫做“ 羊皮大衣”；一个写了很

多剧本的人，可以称为“ 剧作家”，也可以称为“ 作家”。现代汉

语中，“ 皮大衣”是有毛的，“ 皮夹克”却是没有毛的，这就是因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25

为“ 皮”可以兼指有毛、无毛的缘故。

７《． 说文》“：器，皿也。”段注“：皿部曰：‘皿，饭食之用器也。’然

则‘皿，专谓食器，‘器，乃凡器统称。‘器，下云‘皿也’者，散文则

不别也。”

８．《 说文》“：息，喘也。“”喘，疾息也。”段注“：此分别言之也。

‘息’下曰‘喘也’，浑言之也。”

９．《 说文》“：视，瞻也。”段注“：目部曰：‘瞻，临视也。’视不必

皆临，则瞻与视小别矣。浑言不别也。”

ｌ０《． 说文》“：诵，讽也“。”讽，诵也。”段注“：《 大司乐》：‘以乐

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倍’同

‘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 周礼》经注析

言之，讽诵是二；许统言之，讽诵是一也。”

这四个例子中的Ａ，　Ｂ两词也是上下位关系，所不同的是《 说

文》的释义是以下位义来解释上位义。

器， 息，喘也皿也

械（ 械器）皿（ 食器）息（ 缓） 喘（ 急）

视， 讽，诵也瞻也

观（ 谛视）瞻（ 临视）讽（ 无声）诵（ 有声）

一般来说，用下位义来解释上位义是不行的，因为这样会使上位

义的意义缩小（。比如，可以说“：鲁迅是中国的作家。”而不能倒

过来说：“ 中国的作家是 而且，在古代作品中，也没有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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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 皿”同义“，息“” 喘”同义“，视“” 瞻”同义的。所以例

７、　８、　９只能说是许慎释义不当，当然也就不必用“ 浑言则同”加

以解释了。但例１０的情况有些不同。“ 诵”这个词，“ 以声节之”

的意义有时不很明显，因此就用于泛指，和“ 讽”没有什么区别

了。而“ 讽，诵也”的“ 诵”，应该理解为泛指的“ 诵”。这确实

是“ 浑言则同”。后来，“ 诵”的词义扩大，如《 宋史·杨徹传》：

“ 召令默诵，一无所遗。“”诵”就不是“ 以声节之”，而与“ 讽”完

全同义了。

这第（ 三）类的“ 析言则异，浑言则同”，是和“ 特指“”、泛

指”有关系的（ 但也不能笼统地说“ 析言”就是“ 特指”，“ 浑

言”就是泛指），而第（ 一（）、二）类则和“ 特指“”、泛指”无关。

总起来说，“ 析言则异，浑言则同”是和语言的表达有时候要

求精确，有时候又可以模糊有关的。但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27

第五章　　反义词

反义词和同义词一样，是词的一种特殊的聚合关系。关于反

义词，有些问题历来弄得比较混乱，本章中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

些分析，把它们弄清楚。

第一节　　　反　　义　　词

关于反义词，有两点是和同义词一样的：

（ “１）反义词”也就是一个词的某一义位和另一（词 或另一些

词）的某一义位相反而言的。所以，一个词有几个义位，就可以

有几对反义词。如：

死
１．活着的

生 熟
２．未煮过的

甚至是同一个义位，也可能有几个反义词。如：

（ 门） 关

开 （ 眼） 合

（ 幕） 闭

这样的图解还是简单化了的，因为“ 熟”、“ 关”、“ 合”等词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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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义词。如“ 合”，还有“ 合并”的义位，这个义位的反义词又不

是“ 开”，而是“ 分”。如果把这种情况也考虑在内，那么，“ 开”

和“ 合”这两个多义词就各有若干反义词。图示如下：

而且，“ 开”的各个反义词，不一定是同义的，如“ 关”、“ 闭”、

“ 合”同义，但“ 塞”和它们不同义“。合”的反义词也是如此，如

“ 开 ”“、 张”同义“， 分 ”“、 离”同 义，但“ 开 ”“、 张”和“ 离 ”、

“ 分”不同义。另外，有些词或义位没有反义词，要表示反义关系

只能用“ 不 ×　”的形式。如表示“ 沸”义的“ 开”，它的反义只能

说“ 不开”；表示“ 应该”义的“ 合”，它的反义只能说“ 不合”。

所以，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两个反义词各

个义位都恰恰相反，形成整齐的局面，如：

水 水 浅深

浅洞 深 洞

道理深奥 道理浅显

学问渊深 学问肤浅

交 情 深 交 情 浅

深 浅

又如“ 熟”，有（ １）煮熟，（ ２）成熟，（ ３）熟悉，（ ４）熟练诸义，

这几个意义都和“ 生”相对。但如果把“ 生”的其他意义考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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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那么“ 生”的反义词就不止“ 熟”一个了。如“ 产生”的

“ 生”，反义词是“ 灭”“，活着”的“ 生”，反义词是“ 死”。

（ ２）考察反义词；也要有历史观念。随着词义的发展变化，反

义词的构成关系也是古今不同的。如古代“ 穷”的反义词是

“ 达”，现代“ 穷”的反义词是“ 富”。古代“ 慢”的反义词是

“ 敬”，现代“ 慢”的反义词是“ 快”。古代“ 细”的反义词是

“ 大”，现代“ 细”的反义词是“ 粗”。古代“ 粗”的反义词是

“ 精”，现代“ 粗”的反义词是“ 细（”现代“ 精“”、粗”也构成反

义词，但不如“ 粗“”、细”这对反义词更常见）。古代表示形体用

“ 大“”、小”这对反义词，表示年龄用“ 少“”、长”这对反义词，

现代不论表示形体还是年龄，都用“ 大”、“ 小”这对反义词。这

样的例子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当然，这里说“ 古代”和“ 现

代”是很粗的说法，从先秦到现代，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反义词的历史演变，也是逐步发生的。但这种具体的历史演变过

程究竟怎样发生，现在研究得还很不够，这是今后应当加强的。

也有一些反义词的关系非常稳固，从古到今没有变化。如

“ 多一少“”、清一浊“”、进一退“”、抑一扬“”、上一下“”、前一

后”等。这些反义词在历史发展中往往同步变化：或者两个词共

同派生出两个新的义位，仍然构成反义关系；或者两个词原有的

若干组反义关系中，有一组一起消失，比如“ 清一浊”原指水的

清和浊，后来共同引申为品格上的清正和恶浊，又引申为语音上

的清和浊“。前一后”，原来既指“ 前进”和“ 后退（”这是它们的

本义），又指“ 前面”和“ 后面”，到现代汉语中“ 前进一后退”一

组意义消失，只保留“ 前面一后面”这一组。再如“ 多一少”，原

指数量，是形容词，后来共同引申出“ 赞扬一贬损”这一组反义

关系，如：

《 韩非子·五蠹》：“ 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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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苏秦传》“：显王左右习知苏秦，皆少之。”

这组反义关系在现代汉语中又一起消失了。

也有一对反义词不同步变化的。如“ 雌一雄”，原是指鸟的牝

牡，同步引申为指兽的牝牡，甚至树木的牝牡（ 结实、不结实），

但“ 雄，，又引申为“ 雄壮“”、雄杰”，而“ 雌”却没有引申出相应

的意义。“ 柔弱”的意义，曾一度出现，但没有能固定下来。如：

《 晋书·桓温传》：“ 公甚似 ⋯⋯声甚似，恨雌。”刘司空，

这个意义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没有了。而和“ 雄杰”相对的意义，

“ 雌”始终没有出现过。

这两点弄清楚了，下面就可以进而讨论有关反义词的两个问

题。

（ 一）怎样判定反义词

通常给“ 反义词”下的定义是：“ 一对意义相反的词”。这似

乎是无须讨论的，其实不然。比如下面这几组词，哪些是反义词，

哪些不是？是反义词的，意义怎样相反，怎么才叫意义相反？这

些问题都有待于深入讨论。

大一小 凉— 红一绿　　　　买—卖　　　　　　忧一乐雌一雄 温

南出—入 古—今　　君子—小人　　夫一妻哭一泣 —北

羖—羭 门 花—草 羊一狼一阁

在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以前，先谈两点基本认识。首先介绍一

下现代语义学中的一种观点，即认为传统语义学所说的反义

（ Ａｎｔｏｎｙｍｙ）应该再加以区分。如莱昂斯认为，应该再分为三类。

１．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互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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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ｇｌｅ：ｍａｒｒｉｅｄ　 　　　　　　　ｍａｌｅ：ｆｅｍａｌｅ

（ 单身的—已婚的）　　　（　 男—女；雄—雌）

这类的特点是两者非此即彼。不是单身的就是已婚的，不是

男的就是女的。

２．　Ａｎｔｏｎｙｍ（ｙ 反义）。如：

ｂｉｇ：ｓｍａｌｌ　 　　　　　　　ｇｏｏｄ：ｂａｄ

（ 大 一 小 ）（ 好 一 坏 ）

这类的特点是两个反义词之间有中间状态，如可以有“ 不大

不小 ”“、 不 好不 坏”“， 大”和“ 小 ”“， 好 ”和“ 坏”只 是“ 两

极”，因此有人称之为“ 极性对立”。

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ｎｅｓｓ（ 反向）。如：

ｈｕｓｂａｎｂｕｙ：ｓｅｌｌ ｄ ： ｗｉｆｅ

（ 丈夫—妻子（ 买—卖） ）

这类的特点是：甲买某物于乙，就是乙卖某物给甲。甲是乙

的丈夫，乙就是甲的妻子。

我认为这种分类是可取的。这三类传统都称为“ 反义词”，但

它们的关系确实是不同的。可以把这三类图示如下：

２１．互补 ．极性对立

３．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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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用否定词“ 不”或“ 非”来检验，这三类也确有不同：

（ １）互补：非Ａ＝Ｂ，非Ｂ＝Ａ。　（ ２）极性对立：不Ａ＞Ｂ，不Ｂ＞

（Ａ 即“：不大”可以是“ 中”和“ 小”“，不小”可以是“ 中”和

。（ ３）反向：不Ａ≠Ｂ，不Ｂ≠“ 大”） Ａ（ 即：不买≠卖，不卖≠

买）。

这种分类，把对于反义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下面在讨论

“ 反训”时将会看到，这种分类对说明“ 反训”是有用处的。当然

这种分类也还有可讨论之处，这在下面进一步谈到。

其次，应当说明，“ 反义词”不是说两个词的意义毫不相干，

毫无共同之处。“ 反义词”总是同中有异的，“ 同”是构成反义词

的基础。比如“ 高”和“ 重”，“ 白”和“ 速”，虽然都是形容词，

但属于形容词中不同的义类，有的表方位，有的表重量，有的表

色彩，有的表速度，它们没有共同的基础，或者说没有共同的义

素，当然也就构不成反义词了。再如，“ 童”和“ 叟”是反义词，

而“ 童”和“ 妪”却不是反义词，为什么呢？因为“ 童”和

“ 叟”都是指人，而且一般指男人，其区别在于年龄，一老一少，

也就是说这两 义素和个词除了“ 老”、“ 少”两个义素之外，中心

限定义素全都相同，而不同的义素“ 老”和“ 少”又是极性对立

的，所以是反义词。但“ 妪”是老年女子，它和“ 童”相比，既

有年龄的不同，又有性别的不同，所以不是反义词。由此可知，从

义素分析的角度来看，Ａ，　Ｂ两个词如果中心义素和一部分限定义

素都相同，只有一个义素不同，而Ａ，　Ｂ两词不同的义素，或是互

补，或是极性对立，或是反向，那么，Ａ，　Ｂ两词是反义词，否则

就不是。

有了这两点基本认识，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些具体问题。

形容词中的反义词最容易判断。它们大多数“是 极性对立”的，

如“ 大”—“ 小”、“ 轻”—“ 重”、“ 长”—“ 短”、“ 高”—

—“ 苦 ”“、 黑 ”—“ 白 ”“、 新 ”—“ 旧 ”“、 美“ 下“”、甘” ”—

“ 恶”、“ 荣”—“ 辱”等（ 有的反义词可以是几个词，这里只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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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的为例。下同）。有一些是互补的。如“ 生”—“ 死”、

“ 雌”一“ 雄”“、是”一“ 非”“、真”一“ 伪”等（“ 不生不死，，、

“ 不雌不雄“”、亦是亦非“”、半真半伪”等情况较特殊，不能以此

把上述几组看作是“ 极性对立”）。但是，形容词中有些是不是反

义词还值得讨论。如“ 红”一“ 绿”。这一组词的性质和“ 黑，，—

“ 白”不同。“ 黑”一“ 白”从词义上说就是相反的，一是亮度最

小的颜色，一是亮度最大的颜色，从人们的使用来说，也是把这

两个词和其他反义词一起使用的。如：

《 荀子·　荣辱》“：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

辨芬芳腥臊。”

《 韩非子·　解老》“：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

而“ 红”和“ 绿”，词义既说不上相反，在使用上也不和其他反义

词一起用。至于说在诗词中以“ 桃红”对“ 柳绿”，以“ 红花”对

“ 绿草”，据此是不足以把它们看作反义词的。

名词和动词中有一些反义词也是明显的。如名词中的方位词

和时间词“，上”一“ 下”“、前”一“ 后”“、今”一“ 昔”是极性

对立，“ 内”一“ 外”“、 昼”一“ 夜 ”是互 补“，父”一“ 子”、

“ 主”一“ 客”是反向。动词中如“ 爱”一“ 憎”、“ 哭”—“ 笑”

是极性对立，“ 有”一“ 无”、“ 寤”一“ 寐”是互补，“ 取”一

“ 予”“、买”一“ 卖”是反向。

有些词，可以通过义素分析来确定其是否为反义词。如

“ 抑”一“ 扬”，一为举之向下，一为举之向上〔， 上〕和〔 下〕反

义，所以这两个词是反义词。“ 毁”一“ 誉”，一是言其恶，一是

言其善〔， 善〕和〔 恶〕反义，所以这两个词是反义词“。君子”一

“ 小人”，一为道德高尚，一为道德卑下“。冬”一“ 夏”，一是冷

的季节，一是热的季节。所以它们也都是反义词。而且，这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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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常常是作为相反的两项对比着使用的。

但有些词则不大好判断。如“ 哭”一“ 泣”，有声为哭，无声

为泣“；偃”一“ 仆”，后覆为偃，前覆为仆“；羖”一“ 羭”，黑

羊公为羖，母为羭；“ 门”一“ 阁”，大为门，小为阁。那么这些

词是否也是反义词呢？说它们是，不太符合人们的语感；说它们

不是，似乎它们和上述“ 抑”一“ 扬“”、毁”一“ 誉“”、君子”一

“ 小人“”、冬”一“ 夏”一样，都是其他义素相同，一个义素相反，

为什么不是反义词呢？

这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第一，作为义素来说，表示相反

的义素，有时也可以表示类别。如〔 男〕〔、 女〕，通常是表示相反

的，但是如果在下面这样的语言环境中，还不如说它们表示类别：

“ 街上的人很多。有男的，有女的，有工人，有学生，有骑车的，

有步行的，有上班的，有上学的。”我们不能说“ 工人”一“ 学

生”“、骑车”—“ 步行”“、上班”一“ 上学”构成反义词，它们

只是表示类别，用作列举而不是用作对比。同样，“ 男的”、“ 女

的”也是表示类别，也是用作列举而不是用作对比。又如“ 黑”和

“ 白”，如果把“ 赤青黄白黑”放在一起，那么“ 黑”和“ 白”也

是表示类别而不是表示反义了。象“ 门“”、阁”“，羖“”、羭”，

“ 哭“”、泣”等，也是表示类别而不是表示反义。第二，这和人们

对词的使用情况有关。如“ 仆”和“ 偃”本来是反义词。《 左传·

定公八年》“：与一人俱毙。”杜注“：毙，仆也。”正义引《 吴越春

秋》：“ 要离谓吴王夫差曰：‘臣迎风则偃，背风则仆。’”这里

“ 偃”是向后倒，“ 仆”是向前倒。但《 论语·颜渊》：“ 草上之风

必偃。”孔注：“ 偃，仆也”。这就是“ 浑言则同”。柳宗元《 三

戒》“：抵触偃仆益狎。”这里“ 偃仆”和“ 抵触”并用，显然也是

作为略有区别的同义词而不是作为反义词来使用的。可是，另一

对词“，仰”和“ 伏”，实际上跟“ 偃”和“ 仆”并无区别“。偃”、

“ 仰”双声。《 广雅·释言》“：偃，仰也。“”仆”和“ 伏”实为同

源（词 见王力《 同源字典》）。而“ 仰”和“ 伏”，人们都是把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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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义词来用的。为什么从词义上说“ 仰”“、 偃”相同“，伏”、

“ 仆”相同，而在使用上“ 仰”、“ 伏”常用作反义，而“ 偃　”、

“ 仆”却常常用作同义呢？这就只能说是语言习惯。就是说，尽管

“ 仰”一“ 伏“”、偃”一“ 仆”之间都具有一个相反的义素，但对

于“ 仰”一“ 伏”，人们还很注意其对立，而对于“ 偃”一“ 仆”，

人们已逐渐忘记其异，而注意其同了。所以，尽管“ 偃”和

“ 仆”在《 吴越春秋》中是作为反义词来用的，但通常不应该把

“ 偃”和“ 仆”看作反义词。

判断两个词是不是反义词，要把词的义素构成情况和词的实

际使用情况结合起来考察。如果两个词其他义素完全相同，只有

一个义素不同，而这个义素又是反义的，这两个词未必就是反义

词，也可能是近义词（ 或称为广义的同义词）。如粗曰薪，细曰蒸，

大曰鼐，小曰鼒，厚曰牍，薄曰牒，无底曰囊，有底曰橐，有墙

曰苑，无墙曰囿。这些词依其实际使用情况看，都不是用作反义，

所以其不同的义素〔 粗〕〔、 细〕〔， 大〕〔、 小〕〔， 厚〕〔、 薄〕等等，

都应看作分类而不是反义。又如“，冷“”、凉“”、温“”、热”四个

词，表示不同的温度。有人问，为什么“ 冷”和“ 凉”近义，

“ 温”和“ 热”近义，而“ 凉”和“ 温”却要看作反义？特别是

“ 冷”和“ 凉”、“ 温”和“ 热”之间可能相差２０℃，而“ 凉”和

℃，似乎更不应该把““ 温”之间只相差１０ 凉”和“ 温”作为反义

词看待。我认为，这种看法未免机械，只注意了温度的物理属性，

而忽视了词的使用情况。其实，这些词都是模糊概念，其义域不

能拿准确的度数来确定。比如说“ 天很热”，指的是３５℃以上，

“ 水很热”，就应该指５０℃以上。产生这种差别，主要是用的标准

不同：对于天气，是用人感到最舒适的气温作为标准（ 比如，２０℃

左右），对于水，是用人的皮肤接触后感到最舒适的水温为标准

（ 比如，３０℃左右）。但无论用什么作标准“，冷“”、凉”都在标准

之下，“ 温”、“ 热”都在标准之上。特别从词的使用情况来看，

“ 凉”和“ 温”更是反义的。表示温度的有这样一些词，可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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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Ａ）炎、热、暑、温，（ Ｂ）寒、冷、凉、凊。它们构成反义

关系来使用的情况如下：

炎　　　　　　　　热　　　　　　　　暑温

冷 　　　　　　寒 凉 凊

这里举些有关的例子：

《 墨子·节用》 冬：“ 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

加温夏加凊⋯⋯”

《 列子·汤问》：“ 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陆厥《 奉答内兄希叔》诗“：归来翳桑柘，朝夕异凉温。”

杜甫《 览柏中丞》“：奉公举骨肉，诛叛经寒温。”

《 双燕》“：应同避燥湿，且复过炎凉杜甫 。”

而“ 热”和“ 温”“，冷”和“ 凉”却没有用作反义词的。所以，尽

管“ 温”和“ 凉”之间的温度也许差得不大，但仍是反义词而不

是同义词。

另一方面，有些词在特定的上下文环境中作为反义来使用，并

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们是反义词。如古诗《 上山采蘼芜》：“ 新人从

门入，故人从阁去。”在这两句诗中，“ 门”和“ 阁”确实是表示

反义。这是不奇怪的，因为“ 门”和“ 阁”所不同的义素正是

〔 大〕和〔 小〕，因此有作为反义使用的可能。但是，在绝大多数

情况下，“ 阁”只是作为“ 门”的一种来使用的，所以不能仅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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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两句诗而认为“ 门”和“ 阁”是反义词。还有些词，在用于

比喻的情况下，也可以因为它们的隐含义素而构成反义。如：

《 楚辞·卜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贾谊《 吊屈原赋》“：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杜牧《 阿房宫赋》“：鼎铛玉石，金块珠砾。”

甚至人名也可以用作反义。如

《 荀子·正论》“：有势辱无害为尧，有势荣无害为桀。”

但不能因此而认为“ 黄钟”和“ 瓦釜”，“ 鳣鲸”和“ 蝼蚁”、

“ 鼎 ”和“ 铛”“、 玉”和“ 石 ”“、 金 ”和“ 块”“、 珠”和“ 砾 ”，以

及“ 尧”和“ 桀”是反义词。因为这些词就其理性意义来说，并

没有相反的义素，在通常情况下，它们也不是作为反义来用的。

（ 二）研究反义词的意义

研究反义词，对于研究词汇来说有重要的意义。

（ １）有助于义位的判定

一个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有时有多种意义。这些意义哪些是

属于同一义位，哪些是属于不同义位的呢？分析它的反义词有助

于判别。一般来说，如果几个反义词是同义的或相距不远，那这

几个意义就是同一义位；如果几个反义词相距甚远，那么这几个

意义就是不同义位。如前面举过的“ 开”。

１．《 墨子·号令》：“ 开门已，辄复上籥。”

２．《 庄子·盗跖》：“ 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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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３《． 荀子·　修身》“：厌其源，开其渎。”

４．杜甫《 白丝行》：“ 香汗清尘污颜色，开新合故置何处？”

其中例１的“ 开”，反义词是“ 关”或“ 闭”，例２的“ 开”，反义

词是“ 合”或“ 闭”，例４的“ 开”（ 指开衣箱），反义词是“ 合”。

“ 关“”、闭“”、合”义近，所以这几个“ 开”是同一义位。例３的

“ 开”，反义词是“ 厌（”塞），与“ 关“”、闭“”、合”都相距甚远，

所以这个“ 开”应是另一义位。

又如“ 长”一“ 幼”和“ 老”一
长 幼

“ 少”是两对反义词，这四个词的反义关

少老 系如左。表面上看来，每个词都有两个

反义词，似乎都有两个义位。但是，

“ 长”和“ 老”的两个反义词“ 幼”和“ 少”是同义的，所以，

“ 长幼”的“ 长”和“ 少长”的“ 长”是同一义位（ 都指辈分长），

“ 老幼”的“ 老”和“ 老少”的“ 老”是同一义位（ 都指年老）；而

“ 长”和“ 老”相距甚远，所以，“ 幼”和“ 少”都有两个义位：１．

辈分低，２．年龄小。如果分成义位，它们的反义关系应是：

长（ 幼１＝少１＝辈分低幼２＝ １２幼少２＝年

龄小）

（ ２）有助于词义辨析 １老 ２少

有一些同义词或近义词的细微差别

不容易觉察，有时可以通过反义词找出它们的区别。例如，“ 枉”

和“ 曲”都有“ 弯曲”义，它们有什么不同？通过它们的反义词

可以看出来：“ 枉”和“ 曲”的反义词都是“ 直”，这一点它们相

同；但“ 枉”的反义词还可以是“ 正”，如“ 矫枉过正”，而

“ 曲”和“ 正”不构成反义词。由此可知：“ 枉”还有“ 不正”的

意思，而“ 曲”没有。又如第四章中所说的“ 夜”、“ 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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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的异同，也可以从反义词的角度来考察。下面是与这些词有

关的反义关系示意图：
昼 夙 朝 　　　　旦 晨

从中可以看出，“ 昼”和

“ 夜 ”“、 宵 ”为 一 组“， 夙 ”、

“ 朝 ”“、 旦 ”“、 晨 ”和“ 夕 ”、
夕宵 夜 　　　　暮 昏

“ 暮“”、昏”为一组，两组间

没有构成反义关除 了“ 朝（ 夙 ）”一“ 夜 ”外， 系的。而“ 朝”一

“ 夜”作为反义使用的，又有两种情况（：ａ“）朝”为“ 白天”之义，

“ 朝夜”等于“ 昼夜”，如谢朓《 从戎曲》“：红尘朝夜合，黄河万

里昏。（”ｂ“）朝”为“ 早晨”之义“，夜”在文中表示“ 刚到夜

里”。如《 庄子·田子方》“：朝令而夜遁。”这是以整体代部分。这

里的“ 夜”可以换成“ 夕”，但不说明“ 夜”的词义就等于“ 夕”。

因此，总的看来“，夜”和“ 宵”同义，而和“ 夕“”、暮”有区别。

（ ３）有助于了解词义的发展演变

在语言的历史发展中，由于词义的发展演变，就造成旧的反

义关系的解体和新的反义关系的形成。因此，我们也可以通过反

义关系的变化来观察词义的发展演变。例如：

古代“ 善“”、美“”、好”和“ 恶“”、丑”的反义关系如图

而现代变成如图二。

恶 丑

（ 图一） （ 图二）

这说明古代的“ 美“”、恶“”、丑”都是兼指形貌和性状的，而

“ 好”则多指形貌。到现代“，善”一“ 恶”就专指品质“，美”—

“ 丑”指形貌或审美方面，“ 好”和一个新发展而成的词“ 坏”构

成新的反义关系，多指性状。

善 　　　　　　美 好善 　　　　　　美 好

恶 丑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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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古代“ 进”一“ 退“”、出”一“ 入”是两对反义词，现

代“ 进”一“ 退”保留不变，而“ 出”一“ 入”变成了“ 出”一

“ 进”。这说明“ 进”的词义古今有了变化：“ 进”在古代只表示

“ 向前”，而不表示“ 入内”。所以，象《 庄子·盗跖》“：孔子趋而

进”，只能理解为“ 快步前进”，而不能理解为“ 快步入内”。

第二节　　反　　训

“ 反训”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从古到今，在这个问题上有

过不少争论。

所谓“ 反训”，简单地说，就是一个词具有两种相反的意义。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郭璞，他在给《 尔雅》作注时有几次提到

这种现象：

《 尔雅·释诂》“：徂，在，存也。”注“：以‘徂，为‘存’，犹以

‘乱’为 ’为‘曏’，以‘故’为‘今’，此皆训诂义有反‘治’，以‘

复旁通，美恶不嫌同名。”

又：“ 治、肆、古，故也。”“ 肆，故，今也。”注：“ ‘肆’既为

‘古’，又为‘今’，‘今’亦为‘故’，‘故，亦为‘今’，此义相反而兼通

者。”

在给《 方言》作注时也说到同样的意思：

《 方言》卷二：“ 逞，苦、了，快也。”注：“ ‘苦，而为‘快，者，

犹以‘臭，为‘香’，‘治，为‘乱’，‘徂’为‘存’，此训义之反复用之

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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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孔颖达也提到这种现象，清代的钱大听、段玉裁、王

念孙、郝懿行等对此都发表过意见。

“ 反训”这种现象引起人们注意，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语言

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如果一个词具有两个相反的意义，那么，听

话的人将如何去理解它？例如：“ 这本书很好。”这句话的意思是

很明确的。但假如“ 好”这个词可以“ 相反为训”，又有“ 坏”的

意思，那么这句话中“ 好”这个词究竟是表示好还是表示坏？从

这方面说，“ 反训”是和语言的交际功能相抵触的。但是，历来讲

“ 反训”的却又举出不少例子，还有的从理论上论证说：反训是词

义发展的一种途径，即一个词具有甲义，就常常可以根据事物向

对立面转化的规律，或者根据思维活动中的相反联想，而产生出

与甲义相反的乙义。这样，就给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问

题：究竟怎样看待反训？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运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对历来提１

的关于“ 反训”的例证进行深入的分析。首先，古人所说的“ 反

训”，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有些例子，其实并不是一个词具有

两种相反的意义。也就是说，严格地讲，有些例子算不上“ 反

训”（ 如果我们把“ 反训”的意义严格限定为“ 一个词具有两种相

反意义”的话）。我们先要把那些似是而非的例子排除掉，然后才

能做第二步工作：对那些确实是“ 反训”的进行分析，说明它们

产生的原因，解释它们为什么不会妨碍语言的交际功能。

下面，我们把历来所举的“ 反训”的例子分为七类，逐一进

行讨论。

（ 一）有的实际上并非一个词具有两种意义，把它们看作“ 反

训”，是没有区分字和词而产生的一种错觉

郭璞所举的两例就是这样。

（ １）《 尔雅·释诂》“：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

郭璞认为“ 肆”有“ 故（”过去“）、今（”如今）二义“，故”亦有

“ 故（”过去“）、今（”如今）二义，是“ 义相反而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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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璞的话好象很有道理，但王引之不赞成他的话。王引之说

“ ‘治、肆、古，故也。，‘治’读若‘始’。‘始’、‘古’为久故之

‘故’，‘肆’为语词之‘故’。‘肆、故，今也’，则皆为语词。郭谓

‘今’与‘故’义相反而兼通，非也。”（《 经义述闻》卷二十六）

王引之的话是对的。从古代的语言事实看，“ 肆”“ 今”都可以是

连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 所以”，或古代汉语的连词“ 故”。如：

《 诗经·大雅·　绵》：“ 迺立冢土，戎丑攸行，肆不殄厥愠，亦不陨

厥问。”

《 诗经·大雅·　思齐》：“ 不显亦临，无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

不瑕。”

《 尚书·甘誓》“：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 尚书·汤誓》“：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所以，《 尔雅·　释诂》：“ 肆、故，今也。”这三个词都是连词。《 尔

雅·　释诂》“：治、肆、古，故也。”是王引之所说的“ 二义不嫌同

和“ 古条”，即“ 治（ 始）” ”是“ 久故”之“ 故”，而“ 肆”是连

词之“ 故”，二义都用一个“ 故也”来解释。这样《， 尔雅》根本

没有说“ 肆”和“ 故”有“ 如今”的“ 今”之义，也没有说

“ 肆”有“ 久故”的“ 故”义，因此也就谈不上它们兼有“ 古”

（ 过去）和“ 今（”如今）这样相反的二义了。

郭璞理解错误的原因是把连词“ 故”、“ 今”和表时间的词

“ 故“”、今”混为一谈。如果我们把时间词用“ 故１“”、今１”来表

示，把连词“用 故２“”、今２来表示，那么　《， 尔雅·　释诂》中的

两条应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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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故２，今２也。”

“ 治（ 始 ）、古，故１也。”

“ 肆、今２，故２也。”

故２（ 所以） 肆（ 所以 （ 所以）今２）

表示同义。）（ ←→表示反义，

“ 故１”和“ 今１”是反义，而“ 故２”、“ 肆”、“ 今２”是同义。把

“ 肆”和“ 故”看作“ 反训”，是混淆字词而产生的一种错觉。

（ ２）《 方言》“：逞、苦、了，快也。”郭注“：苦而为快者，犹

以臭为香，治为乱，徂为存，此训义之反复用之是也。”这里先说

“ 苦”和“ 快”。郭璞的意思是说，“ 痛苦”的“ 苦”以“ 快意”的

，所“ 快”为训 以是“ 反训”。

这也是把字和词弄混了。对于《 方言》的这一条，钱绎解释

说：

《 方言笺疏》“：案此条有三义：‘逞’为快意之快，‘苦’为快急之

快，‘了’为明快之 ⋯⋯下文云：‘逞，疾也，楚曰快。而其义又相通。

逞。’《 说文》：‘楚谓疾行曰逞。’‘疾，与‘急，同义，是‘逞’又为快

急之快《。 广雅》：‘苦，快也。’李善注《 广绝交论》引《 说文》：‘苦，急

也。’《 庄子·天运篇》“： 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 淮南·

同，高注：‘苦，急意也。甘，缓意也。’道应训》 是‘苦’为快急之快

也。”

　　（ 快意→ ）快１

（ 快急）快２

它们的关系是：

→（ 如今）今１故１（ 久故）←
故 今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我们同样可以把字和词分开，表示如下：

苦１（ 痛苦）←
苦 快

逞（苦２（ 快急） 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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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璞误解了《 方言》的意思，以为苦１可训快１，所以说是“ 反训”。

其实《 方言》说的是苦２可训快２，是同义相训。

（ 二）有的是一字兼相反两义，而不是一词兼相反两义

古人是不分字和词的。所以有一些所谓“ 反训”，实际上是同

一个汉字记录了两个意义相反的词。这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但

它性质上是和同一个词兼具相反的两义有本质的区别的，我们讨

论“ 反训”，也应该把它们排除在外。如：

（ １《） 说文》“：废，屋顿也。”段玉裁注“：废之为置如徂之为

存，苦之为快，乱之为治，去之为藏。”这里讨论“ 去之为藏”。古

书中有这样一些例句：

《 左传·昭公十九年》“：纺焉以度而去之。”注“：因纺 ，连所纺

以度城而藏之。”

《 汉书·陈遵传》：“ 遵性善书，与人尺牍皆藏去之以为荣。”注：

“ 去，藏也。”

但是，陆德明《 经典释文》：“ 去，起吕反。裴松之注《 魏志》云：

‘古人谓藏为去。’案今关中犹有此音。”孔颖达为上引《 左传》文

作疏说“：字书‘去，作‘弆，。”可见“，藏去”的“ 去”读上声，

”。可以说形、音、义和“ 来去”的“ 去”都不同，应也写作“ 弆

是两个词。

字，上面是个在金文中有个 人，下面是个脚印，这是离去

、 ，下面是器皿，上面是盖子的“ 去”。金文中又有 ，这是

“ 藏去”的“ 去”，也就是说文 ”字。可见，在古文字中，藏的“

去的“ 去”和离去的“ 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在楷书中，“ 藏

”和“ 去”。只有在后一种场合去”的“ 去”也有两种写法：“ ，

它才和“ 离去”、“ 弃去”的‘去’相混。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

是一个汉字记录了两个意义相反的词去１（ 去声）和去２（ 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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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

去（１ 弃去）
去

（ 藏去去２ ）

（ ２）王念孙《 广雅疏证》：“ 凡一字两训而反复旁通者，若乱

之为治，故之为今，扰之为安，臭之为香，不可悉数。”这里讨论

“ 乱之为治”。这个例子郭璞早已提到，上引段玉裁的话也提到。在

古书中，这确有其例，如：

《 尚书·盘庚》“：兹予有乱政同位。”孔传“：乱，治也。此我有治

政之臣同位。”

《 尚书·泰誓》“：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孔传“：我治理之臣

虽少而心德同。”

但对这个问题，历来都有争论。有的认为训“ 治”的是《 说

文》中的“ 乱”字，训“ 乱”的是《 说文》中的“ ”字，并批

评那 之种以为“ 乱”义兼“ 治”、“ 乱”的说法是“ 不知有乱、

别。”其实，在《 说文》中写作不同的字倒不是最要紧的，因为

《 说文》中往往有同一个词而写作两个不同的字的。最关重要的是

训“ 治”的“ 乱”和“ 混乱”的“ 乱” 究竟是不是同一个词。

这里介绍一下孙德宣先生的说法①。孙德宣先生认为这是两

个词。他引贾昌朝《 群经音辨》卷七“：乿，古文《 尚书》‘治，字

、 、 ，古文‘乱’字也。孔安国训‘乱’曰‘也。 治’。⋯⋯

夫理乱之义善恶相反，而以理训乱，可惑焉。若以古文《 尚书》考

之，以‘乿’、‘乱，字别而体近，岂隶古之初传写讹谬，合为一

① 孙德宣《 美恶同词例释》，《 中国语文》１９８３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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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而作‘治，、‘乱’二训，后之诸儒遂不复辨之与？” 而《 集

韵》“：治、乿，理也。古作乿，直利切。”这就不但字形不同，读

音也不同了。

的又：林义光《 文源》认为，金文番生 当即“ 治”的本

字 ，与“ 乱”形合，音亦讹为吕员切，所以，，秦以后形讹为

“ 乱”就兼“ 治”和“ 乱”二义了。

根据这种说法，则楷书中的“ 乱”字实际上也代表着两个不

同的词，所以也不是反训。

不过这只是一种说法。也有认为“ 乱”是同一词而兼具正反

二义的。这到后面再谈。

（ 三）有的是一个词在不同时期中褒贬意义的变化

例如，“ 爪牙”，在先秦是勇力之士的意思。《 诗经·小雅·祈

父》“：祈父，予王之爪牙。”在现代汉语中为“ 帮凶”之义。

“ 喽啰”，原为聪明伶俐之意。寒山诗：“ 自逞说喽啰 ，聪明无

益当。”现代汉语中指走卒。

这两个词也可以说是“ 义兼美恶”。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

这两个相反的意义，不是在同一历史平面上的。在《 诗经》时代，

“ 爪牙”只有一个意（义 褒义），在现代汉语中“，爪牙”也只有一

个意义（ 贬义）。正因为如此，才不会在语言交际中引起混乱。例

如，现在说“ 某甲是某人的爪牙”，听话的人绝不会认为是对某甲

的恭维“。喽啰”也是这样。所以，这种现象是词的感情意义的历

史变化，是一种历时的语言现象。如果把“ 反训”限定为一个词

同时兼具相反的二义，那么，它们就不算“ 反训”。

当然，词义的发展不可能是突变，不可能昨天是褒义，今天

就是贬义，中间必然有一个过渡时期。那么在过渡时期中，是否

会一个词同时兼具相反二义呢？我们想象，在过渡时期，应该是

褒义逐渐模糊，变为中性，然后由中性逐渐变为贬义。罗大经

《 鹤林玉露》“：《 五代史》：汉刘铢恶史弘肇、杨邠，于是李业谮

二人 儿矣。’偻 ，俗于帝而杀之。铢喜，谓业曰：‘君可谓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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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狡猾也。”从刘铢的话看来“，偻 ”并非贬义，但在罗大经看

来，‘偻 ”的褒贬’已相当于‘狡猾，，可见五代时“ 偻 色彩

已相当淡薄，大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 有心眼，是个中性的词。

再如，“ 乖”在古代是“ 乖戾”之义，在现代是“ 听话”之义，

两义相反。但这也不是一个历 ，乖戾的史平面上的东西。而且

“ 乖”和听话的“ 乖”只能说是读音相同，书写形式相同，尚无确

切材料证明它们是同一个词。所以，也可以认为它和“ 去之为

藏”一样，是一个字兼具相反二义，而不是一词兼具相反二义，这

样处理或许慎重一些。

（ 四）有的是一个词具有两个相对立的下位义，在不同的语境

中分别显示出来

上面引郭璞、王念孙的话都提到“ 以臭为香”，这也是历来讲

“ 反训”时常举的一个例子。如：

《 左传·僖公四年》“：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

《 周易·系辞》“：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似乎《 左传》例“的 臭”指臭气《， 周易》例“的 臭”指香气。

但实际上，这样解释是不确切的。王筠《 说文释例》“：臭为腥臊

羶香之总名，引申为恶臭。”他的话说得很对。应该说，先秦时

“ 臭”统指气味，它包括两个下位义（：ａ）臭气（，ｂ）香气。在不

同的语境中，“ 臭”或是统指气味。如：

《 孟子·尽心下》“：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

或是以它的下位义出现。如果以下位义出现，就只能是其中的一

个，而不能同时既指这又指那。如上举《 左传》例指臭气，《 周

易》例指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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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问：“ 臭”有时指臭气，有时指香气，这不是“ 美

恶同辞”、“ 相反为训”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举一个类似

的例子。古代汉语中“ 子”包括儿子和女儿。如：

《 诗经·凯风》“：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但有时指儿子，如：

《 礼记·内则》“：子妇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有时指的是女儿，如：

《 论语·公冶长》“：以其子妻之。”

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中显示它的下位义（ 有时是相反的下位义）是

很常见的事情。例如现代汉语中，如果说“ 养鸡”，这个“ 鸡”包

括公鸡和母鸡。“ 半夜鸡叫”，这个“ 鸡”只能是公鸡。“ 鸡下蛋

了”，这个“ 鸡”只能是母鸡。但我们绝不能说现代汉语中的

“ 鸡”有两个意义（ 公鸡和母鸡），更不会说“ 鸡”是“ 相反为

训”。对于“ 臭”，也应当这样看。

不过，“ 臭”的情况和上面所举的“ 鸡”有一点不一样。

“ 臭”从上古统指气味，发展到后来只指臭气，也就是说，原来是

“ 臭”在特定语境中显示出来的下位义“ 臭气”，到后来成了

“ 臭”的固定的词义。当人们习惯于这一点以后，再回过头去看上

古“ 其臭如兰”这样的例子，就觉得这里所表示的“ 香气”的意

义和当时人们习惯的“ 臭气”的意义恰恰相反，于是就说是“ 相

反为训”了。

这类例子很多。如“ 瑞”既可表示吉兆，又可表示凶兆；

“ 德”既可表示美德，又可表示恶德。这就和现代汉语中的“ 兆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49

头“”、品质”可以兼指好坏一样，并不是“ 反训”。

（ 五）有的是修辞上的反用

例如：冤家，原指仇人，但也可以指自己的情人。如：

黄庭坚《 昼夜乐》“：其奈冤家无定据，约云朝又还雨暮。”

又如：可憎，原指可恨，但也可以表示可爱。如

王实甫《 西厢记》“：早是那脸儿上扑堆着可憎，那堪那心儿里埋没

着聪明。”

这种反用在语言中无疑是存在的。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可以

反用的词还很多。如“：你真是一个好人“！”你真聪明啊！”如果

是讽刺意味的话，那么“，好人”就是“ 坏人”“，聪明”就是“ 奸

诈”。所不同的是：这都是临时的反用，而“ 冤家”指“ 情人”，

“ 可憎”指“ 可爱”，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词义了。

如果把这些词具有相反的两个意义叫做“ 反训”，倒也无不可。

但是应当注意：这些新产生的“ 反义”，毕竟带有很浓的修辞色彩。

这表现在：①这种反义只限制在某种语境中使用。如“ 冤家”指

情人，只限于第一人称的叙述，而不能由第三者说“ 甲是乙的冤

家（”如果那样说“，冤家”就是“ 仇人”了“）。可憎”表可爱，也

总有某种语境衬托（ 如《 西厢记》中已有下文“ 聪明”衬托），如

果单说“ 他模样儿真是可憎”，“ 可憎”又是“ 可恨”之义了。

正因为这样，这种由特定语境逐渐形成的反义，义域都比较窄。如

“ 冤家”的反义词是“ 亲人”，而“ 冤家”尽管可反用为表“ 情

人”义，但它的义域显然比“ 亲人”窄。“ 可憎”的反义词是“ 可

爱”，它既可指人，也可指物，而反用的“ 可憎”却只能指人，不

能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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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有的是一个词有两种“ 反向”的意义

《 广雅·释诂》“：祈、乞、 ，求也。“”假、贷，借也。“”敛、

匄、贷、禀、乞，与也。”王念孙疏证“：敛为欲而又为与，乞、匄

为求而又为与，贷为借而又为与，禀为受而又为与。义有相反实

相因者，皆此类也。”

王念孙所说的“ 欲”一“ 与”、“ 求”一“ 与”、“ 借”一

“ 与“”、受”—“ 与”，就是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所说的“ 反向”。

王念孙所举的“ 义相反而实相因”的几个词中，“ 敛”的

“ 与”义只见于《 广雅》和《 广韵》，在古书中并无例证。“ 乞”、

“ 匄（ 丐）”“、贷”“、禀”确实都有“ 反向”的二义，如：

求也《。 左传乞：① ·隐公元年》“：宋公使来乞师。”

② 与也《。 汉书·朱买臣传》“：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

葬。”

丐：① 求也《。 左传。昭公六年》“：不强丐。”

② 与也《。 汉书·西域传》“：我丐若马。”注“：丐，乞与也。”

贷：① 借出《。 左传·文公十六年》“：宋饥，竭其粟而贷之。”

② 借入《。 周礼·泉府》“：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

禀：① 与也《。 汉书·文帝纪》“：吏禀当受鬻者。”颜注“：禀，给

也。”

受也《。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先王所禀于天地，以其为

民也。”注“ 禀，受也。”

受： 接受。《 诗经·大雅·下武》：“ 于斯万年，受天之佑。”

②授予。《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因能而受官。”

沽： 买《。 墨子·公孟》“：当为子沽酒。”

卖《。 论语·子罕》“：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

而沽诸？”

②

此外还有如“ 受“”、沽“”、售“”、假“”、借”等，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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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 诗经·邶风·谷风》“：贾用不售。售： ”

②买。《 新唐书·陆贽传》：“ 有余粟者，县官倍价以售。”

借入《。 孟假： 子·尽心下》“：久假不归。”

②借出。《 左传·成公二年》：“ 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 借”在现代汉语中也有“ 借出“”、借入”二义，不用举例。

为什么这些词会具有“ 反向”的两个意义呢？段玉裁有一段

话解释“ 贷“”、貣”二字，说得很好：

《 说文》“：贷，施也。从贝，代声。“”貣，从人求物也。从贝，弋

声。”段注：“ 按：代弋同声，古无去入之别。求人施人，古无貣贷之

分。由貣字或作贷，因分其义，又分其声。如求人曰乞，给人之求亦曰

乞，今分去讫、去既二音。又如假借二字，皆为求者予者之通名。唐人

亦有求读上人，予读两去之说，古皆未必有是。貣别为贷，又以改窜许

书，尤为异耳。经史内貣贷错出，恐皆俗 ”字《 经典释增人旁。“

文》《、 五经文字》 ，亦其证也《。 周礼·泉府》：‘凡民皆作 ，俗作

之贷者，。注云：‘贷者谓从官借本贾也。《， 广韵》廿五‘德，云：‘貣

为从官借本贾也。’其所据《 周礼》正作‘貣’。而《 周礼》注中借者予

者同用一字，《 释文》别其音，亦可知本无二字矣。”

段玉裁说“ 求人施人，古无貣贷之分”“，假“”、借”也“ 皆为求

者予者之通名”，它们都是后来才“ 分其义，又分其声”的。这个

意见很值得重视。确实，这些词表达的都是“ 甲把某物暂时给

乙”这个意思，只是从甲来看，是借出，从乙来看，是借入。

“ 受”也是这样，在甲 ，象两手交接一物，它表骨文中“ 受”作

达的是“ 甲把某物给乙”这一动作，但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如

果这个动作是甲发出的，就是“ 授予”，是乙发出的，就是“ 接

受”。“ 禀”也是如此。“ 禀性”一词，和“ 禀赋”大致同义，如：

《 北史·王伽传》“：凡在有生，含灵禀性，咸知好恶，并识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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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 示子遹》“：我家稽山下，禀赋良偏奇。”

上例“ 禀”与“ 含”对举，显示为“ 承受”之义；下例“ 禀”与

“ 赋”连用，显示是“ 赋予”之意。其实，说人的资质是“ 天赋于

人”，或“ 人受于天”，完全是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罢了。所以

“ 禀性”的“ 禀”，理解为“ 承受”和“ 赋予”都可以。这些词，最

初都兼指“ 施”“ 受”两方面的意义，但这样终究容易造成意义的

混淆，所以后来或者是区分为 或不同的读音（ 如“ 假”、“ 借”），

是进一步写成不同的汉字（ 如“ 贷”一“ 貣“”、受一授”），或是

常用于“ 反向”中的一个意义（ 如“ 禀”后来常用于“ 承受”）。

“ 借”也属于这一类，但它从古到今，都没有产生分化，至今仍是

兼指“ 借出“”、借入”二义。

“ 乞”、“ 丐”等词从现有材料来看，是先有“ 求”义，后有

“ 予”义。但从“ 求”义产生反向的“ 予”义的道理，同样是因为

“ 求”和“ 予”是同一动作的两个方面。

这些词在用读音（ 有时还用字形）来区别施受两义之后，应

该看作是两个词了。而在未加区分时，可以说是一词同时兼具相

反的二义，是“ 反训”。

还有一些词是由使动用法而形成一个新的“ 反向”的词义，如

“ 内（ 纳），本为收入，又为交纳“。朝”，本为臣朝拜君，又为君”

朝见臣。“ 闻”，本为听见，又为报告。这些在前面已经讲过。它

们也“是 反训”。

（ 七）有的是词义的引申而形成反义

词义引申的结果，一般是产生一个和原有义位相近、相类或

相关的新义位。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产生出一个和原有义

位相反的义位。

（ １《） 说文》“：废，屋顿也。”段玉裁注“：古谓存之为置，弃

之为废，亦谓存之为废，弃之为置。⋯⋯废之为置如徂之为存，苦

之为快，乱之为治，去之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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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雅·释诂》“：废、税、赦，舍也。”郝懿行注“：‘舍，有

二义， ·⋯⋯以止息为义，⋯⋯以舍释为义。⋯⋯废，屋顿也。盖

屋倾顿则人 ⋯⋯《 公羊》宣八年传：‘去其有不居，故其义为舍。

声者，废其无声者。’何休注：‘废，置也。’置者不去也。以不去

为废者，训废为舍，置而不用，亦与去同。是去为舍，不去亦为

舍也。”

这是说“ 置”“、废”“、舍”都有“ 放置（”或“ 设置”）以及

“ 弃去”二义。这在古书中都能找到例子。

弃去《。 国语·周语》“：置：① 今以小忿弃之，是以小怒置大德

也 。”注“： 置 ，废 也 。”

设置《。 吕氏春秋·孝行》“：父母置之，子弗敢② 废。”注：

“ 置，立也。”

弃去《。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废：① ：天之所废。”

② 放置。《 庄子·徐无鬼》：“ 于是乎为之调琴，废一于堂，

废一于室。”释文“：废，置也。”

放置。《舍：① 礼记·檀弓》：“ 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疏：

“ 舍，释也。”

弃去《。 论语·雍也》“：犁牛之子 且角，虽欲② 勿用，山

川其舍诸 ？”释文“：舍，弃也。”

弃去《。 礼记·礼器》“：释回增美质。”注“：释犹去也。

回，邪僻也。”

②设置。《 礼记·文王世子》：“ 春，官释奠于先师。”注：

其实，还不止这些词，另外一些词如“ 释”，也兼有“ 设置”

和“ 弃去”二义。

释：

“ 释奠，设荐馔酌奠而已。”

这种现象确实是很有趣的，由于“ 反训”，《 吕氏春秋·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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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置之，子弗敢废。”也可以说成“ 父母废之，子弗敢置。”为什么

会产生这种现象呢？段玉裁在为《 说文》“中 舍”字作注时说：

“ 凡止于是曰舍，止而不为亦曰舍，其义异而同也。犹置之而不

用曰废，置而用之亦曰废也。”

所谓“ 其义异而同也”，是说这些词意义是相反的，但其中又有同

的地方。“ 同”在哪里呢？Ａ置某物于Ｂ处，就Ａ来说，是弃之于

其手，就Ｂ来说，是置之于其处。比如：

《 史记·项羽本纪》：“ 项王则受璧，置之座上；亚父受玉斗，置

之地，拔剑撞而破之。”

这里的“（ 项王）置之座上”，就是段玉裁所说的“ 置而用之”，是

“ 放置”义，这个“ 置”不能用“ 弃”代替；“（ 亚父）置之地”，

就词义来说，“ 置”仍是“ 放置”义，但这里是“ 置而不用”，所

以可以用“ 弃”来代替它，全句意思不变。如果把“ 置之地”的

“ 地”去掉，成为“ 亚父受玉斗，置之”，这时“ 置”就变为“ 弃

去”之义了。为什么？因为这时句中失去了Ｂ（ 地），只剩下Ａ

（ 亚父），对于“ 亚父”来说“，置”就是“ 弃去”了。

类似的词义变化，在现代汉语的“ 放”这个词上也能看到。

“ 放”可以构成双音词“ 放弃”，也可以构成双音词“ 放置”，这两

个“ 放”的“ 异而同”，是每个说现代汉语的人都可以体会到的。

古汉语中“ 置”“、废”“、舍”“、释”兼具“ 弃去”和“ 放置（ 设

置）”二义，道理也是同样的。

（ ２《） 说文》“：扰，烦也。”段注“：引申为烦乱之称。训驯之

字 ”而古书多作‘扰’。盖‘扰’得训驯，犹乱得训依许作‘

治，徂得训存，苦得训快，皆穷则变，变得通之理也。”

“ 扰”字训“ 乱”又训“ 驯”，在古书中都有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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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襄公四年》“：德用不扰。”注“：德不乱。”

《 周礼·太宰》“：以扰万民。”注“：扰，驯也。”

，有人认为训“ 驯”的“ 扰”是“ ”的假借字《， 说文》“：

驯也。”所以不是同一词兼具相反二义。其实这倒不必拘于字形。

尽管训“ 驯”的“ 扰”在《 说文》中作“ ”和“ 扰””，但“
实同一词，应该承认是一词兼具二义的“ 反训”。问题是这种反训

是怎样形成的 ”字下？段玉裁 注：“ 烦曰 ，治其在《 说文》“

烦亦曰乱也。”这个说法可用来解释“ 扰”的反训：“ 扰”本训烦，

治其烦亦曰“ 扰”。这也是一种词义的引申，只不过是比较特殊罢

了。在第一章中，我们曾介绍过“ 衅”的词义的引申：

《 孟子·梁惠王上》“：将以衅钟。”注“：新铸钟杀牲以涂其衅隙，

因以祭之曰衅。”疏：“ 衅钟之衅谓之衅，亦治乱之乱谓之乱之类也。”

《 说 ⋯⋯以血涂其衅文》“：衅，血祭也。”段注“：凡坼罅曰衅，

亦曰衅。”

“ 隙”“为 衅”，治其隙亦“曰 衅”，这“和 扰乱”的‘扰’引申“为 驯扰”的

“ 扰”是同样的引申过程“。乱”的兼“训 治”“和 乱”，如果不认为是

的话，那么讹变为 ，也是同样一种引申过程，正如孙奭疏所说的：

“ 衅钟之衅谓之衅，亦治乱之乱谓之乱之类也。”

（ ３“）淼”为“ 大水”义。屈原《 哀 “：　　淼南渡之焉如？”注：郢》　

“ 淼，大水。”

“ 渺”为微小义。苏轼《 赤壁赋》“：渺沧海之一粟。”

“ 淼“”、渺”虽然写法不同，但实同一词。所以也有人认为这

是“ 反训”。严格地说，“ 水大”和“ 微小”不能算反义词，但毕

竟一言其大，一言其小，同一个词为什么能兼具这两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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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由于词义的引申。引申的中间环节是“ 辽远”，如：柳

永《 八声甘州》“：望故乡渺藐，归思难收。”由于水大，和对面相

隔辽远，因此对面的东西看起来显得微小。

历来所说的“ 反训”大致可分为以上七类。这七类中，（第 一）、

（ 二（）、三）类不是“ 反训”。（第 四）类，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褒贬意义

的历史变化。（第 五（）、六（）、七）三类，确是“ 反训”。作了这样的区

分以后，就可以“对 反训”问题作一些总的分析。

（ 一“）反训”这种现象存在不存在？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但

“ 反训”的界域必须严格划定：即：一个词同时兼具相反二义。如

果不是同一个词，或者不是共时的语言现象，或者并非真正是相

反二义，就不能叫“ 反训”。

（ 二）为什么会产生“ 反训”？有一种很常见的解释：这是

“ 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在词义方面的反映。也就是说，当人

们说到“ 取”时，自然就想到“ 予”，说到“ 放置”时，就自然想

到“ 弃去”，说到“ 大”时，自然就想到“ 小”。段玉裁所说的

“ 穷则变，变则通”，大体上也是这个意思。这种说法符合事实吗？

如果词义向反义转化是一条规律的话，那么，它应该有相当

大的普遍性。特别是“ 大”一“ 小”、“ 长”一“ 短”、“ 轻”一

“ 重“”、好”一“ 恶”这样一些最典型的反义词，应该最有条件实

现这种转化。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种语言事实。

如果说在修辞的“ 反用”中，词义向对立面转化是一条普遍

性的规律的话，那倒是对的。任何一个词，只要进入反话之中，它

立即会变成反义。比如说“ 这间房子真大”，意思就是“ 这间房子

真小”，说“ 你真是个清官”，意思就是“ 你真是个贪官”，等等。

但是，这只是在具体语境中临时出现的词义，还不能叫“ 反训”，

真正由修辞的反用而形成比较固定的词义的，如前面所说的“ 冤

家“”、可憎”，为数并不多。而且，如前所述，这些“ 反训”修辞

的色彩仍很浓。

把第（ 六）类中的“ 反训”看作“ 词义向对立面转化”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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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的。但这一类“ 反训”词的范围有个限制：只限于表示施受

关系的词。而它们之所以能反训，是因为古人把施受看作同一动

作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主要是着眼于其“ 同”（ 统一），而不

是着眼于其“ 异（”对立）。就是在现代汉语中“，借”既表示“ 借

出”，又表示“ 借入”，就其心理基础来说，大概不是由于说话者

认识到“ 出”和“ 入”是对立的，因此按辩证法可以互相转化，而

是认为“ 你向我借一本书”和“ 我把一本书借你”是同一个动作，

因此不论借出借入都可以用“ 借”。

至于第（ 七）类，那就更和“ 事物向对立面转化”无关。它

们只是词义向不同方向引申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结果。要证明这

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拿类似的词来进行比较。比如，前面曾说过，

“ 置”可以训“ 弃”，是因为Ａ置某物于Ｂ处（ 特别是当“ 置而不

用”时），对于Ａ来说，是弃之于其手，对于Ｂ来说，是置之于其

处，所以“，置”可训“ 放置”，又可训“ 弃去”。和这类似的，是

“ 委”这个词。“ 委”的一个常见的意义是“ 积也”。如《 庄子·养

生主》“：如土委地。”但将某物积于某处，积而不用，也就是弃之，

所以“ 委”也有“ 弃”义。如白居易《 长恨歌》：“ 花钿委地无人

收。”这个词义引申的过程是和“ 置”引申为“ 弃”一样的。如果

说“ 置”兼具“ 放置”和“ 弃去”二义是由于“ 词义向对立面转

化”，那么，按照同一规律，“ 委”（ 积也）应该转化成它的反义

“ 散”，但是，这种“ 转化”并没有发生。应该说，“ 置”和“ 委”

训“ 弃”，都是按“ 放置（ 或堆积）而不用，是为弃去”这一引申

途径而来的，但“ 委”变化的结果没有成它的反义，而“ 置”变

化的结果恰好成了它的反义。再如，“ 乱为扰，治乱亦曰扰”和

“ 隙为衅，治（ 涂）隙亦曰衅”也是同样的引申途径，但引申的结

果，“ 扰”恰好成了它的反义，而“ 衅”却没有成为它的反义（ 有

人把“ 衅”的“ 缝隙”和“ 涂缝隙”两义也称为“ 反义”，这是没

有道理的）。这都说明这些词义变化的过程并不是照“ 事物向对立

面转化”的规律而进行的。“ 淼”（ 渺）兼“ 水大”和“ 微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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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前面已说过，是经过“ 辽远”这一中间环节的。正因为如此，

所以只有表示水大的“ 淼”（ 渺）同时又可表示微小，而表示“ 屋

大”的“ 厦”，表示“ 头大”的“ 硕”等等，都不具有“ 微小”的

意义，就因为它们缺少“ 辽远”这个中间环节。如果“ 淼”是根

据对立统一规律由“ 大”向对立面“ 小”转化，那么，为什么

“ 厦“”、硕”等就没有条件转化为“ 小”义呢？

顺便说一句，把“ 反训”和“ 对立统一规律”等同起来，认

为只要承认辩证法适用于词义，就要承认“ 反训”是对立统一规

律的表现，这种看法是不妥的。毫无疑问，辩证法（ 包括对立统

一法则）是宇宙的普遍法则，当然也适用于词义。比如，前面说

过，反义词是既有共同的义素，又有相反的义素，这就是一种

“ 对立统一”。如果认为对立统一法则在词义方面的表现就是词义

向它的相反方面转化，这种理解恐怕过于机械。正如对事物的

“ 一分为二”应该有多种“ 分”法，不能狭窄地理解“ 一分为二”

就是任何事物都要分为“ 好”和“ 坏”。

（ 三）一个词同时兼具相反二义，在交际中会不会引起混乱？

这是很可能的。两个相反的意义，有时可以由上下文来区分，有

时不容易区分开来。比如《 左传·文公二年》说臧文仲有“ 三不

仁”，其中之一是“ 废六关”。究竟是废弃六关，还是设置六关？单

从本句看不出来。杜预注：“ 凡六关所以禁绝末游而废之。”他是

把“ 废”理解为“ 废弃”的。但是《 孔子家语》作“ 置六关”，王

肃注：“ 鲁本无此关，文仲置此以税行者，故为不仁。”可见这里

已由“ 反训”而引起理解的混乱。正因为如此，所以，“ 反训”一

般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在语言中总要用种种手段把它们区分开来。

例如，“ 假”、“ 乞”从读音上区分，“ 受”一“ 授”、“ 貣”一

“ 贷”从字形上区分，“ 置”多用于“ 放置”，“ 废”多用于“ 废

弃”，以及现代汉语中“ 借”和“ 借给”的区分等等，都是为了不

致引起交际中的混淆。所以，从总体来看，“ 反训”对于语言交际

功能是有消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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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词汇和语音的关系

词是音义相结合而产生的，研究音义关系，是词汇研究中的

一个重要问题。

总的说来，音义的结合是任意的。因此，同一个概念，在不

同民族的语言中有不同的说法；在同一民族语言的不同历史阶段，

也可以有不同的名称。这个道理，早在两千多年以前荀子就已经

讲过《。 荀子·正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

那种认为音义之间有必然联系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是，这不等于说音义之间毫无关系。在一种语言的基本词

汇初步形成以后，在词义引申和新词滋生的过程中，一些（ 不是

全部）意义有关的词往往会在语音上也有联系。沈兼士《 声训

论》：“ 凡义之寓于音，其始也约定俗成，率由自然。继而声义相

依，展转孳乳，先天后天，交错参互，殊未可一概而论。”这诂是

说得对的。

在音义关系的研究方面，前人做了不少工作。我们今天的任

务，是要科学地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把研究推向

前进。

第一节　　前人对音义关系的探求

（ 一 ）声 训

在某些意义相关的词之间，语音也有联系，这一点，古人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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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注意到了。反映古人这种认识的，就是所谓“ 声训”。

“ 声训”在先秦典籍中就能见到，如：

《 易·说卦》“：乾，健也。坤，顺也。（”“ 乾”“、健”上古都是

群母，元部“。坤“”、顺”上古都是文部。）

《 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

帅以正，孰敢不正 ？（”“ 政”“、正”同音）

《 孟子·滕文公》“：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

也。序者，射也（。”“ 庠“”、养”，上古都是阳部“。校”，匣母宵部，

“ 教”，见母宵部“。序”，邪母鱼部“，射”，船母铎部。鱼铎对转。）

《 礼记·中庸》：“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 仁”“、人”同音“、义”“、宜”同为疑母歌部。）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 声训”是采用“ Ａ，　Ｂ也”这样的

形式，其中，Ａ，　Ｂ在语音上相同或相近，Ｂ是用来解释Ａ的，但

解释的往往不是字面上的意义，而是Ａ的性质或作用，也就是Ａ

的“ 得名之所由”。比如：“ 乾，健也；坤，顺也。”意思是说：

“ 乾”是刚健的，正因为如此，才称为“ 乾“”；坤”是柔顺的，正

因为如此，才称为“ 坤”“。政者，正也”，意思是说“，政”是用

以“ 正（ 人）”的，正因为如此，才称为“ 政”。等等。这说明古

人已认识到这些词之间音义的联系，并已隐约地感觉到它们的派

生关系了。

“ 声训”在《 尔雅》中也有。到汉代，“ 声训”更加盛行。例

如：

《 尔雅·释言》“：履，礼也（。”按《： 礼记·祭义》“：礼者，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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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 尔雅》义与此相近，意谓履行法则就是礼

训《 尔雅·　释 》“：鬼之为言归也（。”按《： 礼记·祭义》“：众生必

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

《 尔雅·释器》“：絇谓之救“（。 按《： 周礼·天官·屦人》“：为赤

舄、黑舄、赤繶、黄繶、青句、素屦、葛屦。”注：“ 絇谓之拘，著舄屦

之头以为行戒。”“ 絇”是鞋头上的装饰，有孔可以穿带。说“ 絇谓之

拘”，意思是“ 絇”有拘束作用。救，止也，与“ 拘”义近。）

《 说文》“：天，颠也。“”日，实也”“。月，阙也。“”君，尊也。”

“ 户，护也。“” 马，怒也，武也。“” 发，拨也。“” 驯，马顺也。”

《 白虎通·三纲六纪》：“ 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

以礼屈服也。”

汉人注释也多采用声训。如：

《 论语·季氏》：“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郑玄注：“ 萧之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

以谓之萧墙。”

马顺也。“”驯”和“ 顺”这些训释，有的是对的，如“ 驯， 确实

在语源上相同。有的是不对的，如“ 马，怒也，武也。”“ 马”和

“ 怒”，“ 武”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联系，这种联系只是许慎（ 或汉

人）的一种主观猜测。象《 白虎通》那样解释“ 夫“”、妇”，显然

更是荒谬。

东汉末刘熙作《 释名》，是集声训之大成。刘熙在《 释名》序

中对他著书的目的说得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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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名之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

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 释

名》。”

就是说，这部书是为了解释万物所以称名之意的。换句话说，就

是他认为“ 名”与“ 实”之间有必然关系，而不是“ 约定俗成”的，

所以他要对事物命名之由一一加以解释。这个大前提，他首先就

错了，因此，尽管在具体的训释上也有一些说对的地方，但多数

是说错了的。正如《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的那样：“ 其书以同

声相谐推论称名辨物之意，中间颇伤穿凿”。下面举一些例子：

《 释名·释天》“：宿（ 按：此为“ 二十八宿”之“ 宿”），宿也。星

各止宿其处也。”

《 释名·释天》“：雾，冒也。气蒙乱覆冒物也。”

《 释名·释形体》“：胫，茎也。直而长似物茎也。”

《 释名·释姿容》“：负，背也。置项背也。”

《 释名·释言语》“：发，拨也。拨使开也。”

《 释名·释首饰》：“ 梳，言其齿疏也。数言比（ 按：此义后来写

作“ 篦”）。比（ 篦）于梳其齿差数也。比（ 篦）言细相比也。”

这些都说得有些道理，只是‘发，拨也’条应倒过来，说“ 拨，发

也”。（ 即不应认为“ 发”是由‘拨，孳生的，而应认为“ 拨”是

由“ 发”孳生的。）有一些解说就很荒谬了。如：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63

《 释名·释天》：“ 雨，羽也，如鸟羽动则散也，雨水从云下也。”

《 释名·释长幼》“：女，如也，妇人外成如人也。故三从之义，少

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按“：如”为“ 随从”义。）

这样的例子极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但《 释名》尽管谬误处不少，它毕竟是古人探求音义关系的

一种尝试。在学术发展史上，有时一种失败的尝试也是有意义的。

第一，它至少是想朝这个方向迈出一步。第二，它的失败可以给

后人提供教训，使后人不再重犯。所以，对《 释名》在语言学史

上的地位，是不能完全予以否定的。

“ 声训”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是主观任意性。本来，上古汉

同音词已经不少，加上音近、音转，语以单音词为主， 数量就更

多。在众多的音同、音近、音转的词中，要找出与某字意义相同、

相近或相关的词来，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就是意义差得很远的

词，如果勉强加以牵合，也可以构成声训，如《 释名》的“ 雨，羽

也。”就是如此。有时候，同一个词还可以有多种声训，如：

《 礼记·射义》：“ 射之为言者绎也。或曰舍也。绎者，各绎己之

志 也。”疏“： 绎 ，陈 也。舍 ，中也 。”

《 释名·释天》：“ 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

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

《 说文》“：木，冒也，冒地而出。东方之行。”《 释名·释天》：

“ 木，冒也，华叶自覆冒也。”

《 风俗通》“：江者贡也，珍物可贡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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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名·释水》：“ 江，公也，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同一个词，既可声训为此，又可声训为彼；某甲可声训为此，某

乙可声训为彼。这种情况，明显地反映出“ 声训”的主观随意性。

如果深入一步看，那么，造成这种主观随意性的原因又有两点：

（ １）观念的错误。以为“ 名”与“ 实”之间是有必然关系的，因

此对任何一个词都要找出“ 命名之由”，这样就必然产生牵强附会。

２）方法的不当。只是（ 寻求某两个词之间音义的联系，而不是探

求一组词之间音义的联系，这样分散的、孤立的考察，就更容易

陷入主观任意性。

（ 二）右文说

“ 右文说”比声训进了一步，它考察的是一组词之间音义的联

系。

最早注意到这种联系的是晋代的杨泉。

杨泉《 物理论》“：在金曰 ，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 艺文

类聚·人部》引）

意思是“ ”“、紧”“、贤”三字都有“ 坚”“、刚”之义（。《 说

文》“：紧，缠丝急也。“” ，刚也。”段玉裁注“：坚者，土之臤。

紧者，丝之臤。 者，金之臤。“” 贤”与“ 能”同义，谓人之坚

强 臤 声。有力者。）而且都从“ 臤”本身的意思就是“” “ 坚”，

（《 说文“：臤，坚也。”）它不但表音，而且表义。

其实，杨泉所注意到的这种现象，在《 说文》中也有反映。

《 说文·句部》：“ 句，曲也。”“ 拘，止也，从手句，句亦声。”

“ 笱，曲竹捕鱼笱也。从竹句，句亦声。“”鉤，曲鉤也，从金句，句亦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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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 说》“ 文 ·： ，相纠缭也。“” 者。，草 从之相 ，

，亦声。“”纠，绳三合也。从糸 亦声。”

”“ 句”部的字都从“ 句”得声，又都有“ 曲”义，“ 部的字都

从“ ”“、 紧 ”、”得声，又都有“ 纠缭”义，这情形和“

“ 贤”是一样的。《 说文》之所以没有把它们分属手部、竹部、金

部、 部、糸部，而把它们单独归部，也正是看重它们音义之间

的联系，只是没有明确地说出这一点罢了。

“ 右文说”的名称是由宋代王圣美提出来的。王圣美有《 字

解》二十卷，今已佚。他的见解见于《 梦溪笔谈》的记载。

《 梦溪笔谈》卷十四：“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

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

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

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戔’为义也。”

张世南、王观国的意见与此相近：

张世南《 游宦纪闻》卷九“：自《 说文》以字画左旁为类，而《 玉

篇》从之。不知右旁亦多以类相从。如‘戔’有戔小之义，故水之可涉

者为浅，疾而有所不足者为残，货而不足贵重者为贱，木而轻薄者为栈。

‘青，字有精明之义，故日之无障蔽者为晴，水之无溷浊者为清，目之

能明见者为睛，米之去粗皮者为精。凡此都可类求，聊述两端，以见其

凡。”

，加目王观国《 学林》卷五“：卢者，字母也。加金则为 则为 ，

加黑则为 。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字母则众义该矣。亦如田

者字母也，或为畋猎之畋，或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该之。

他皆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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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中的形声字，一般都是左边为义符，右边为声符。《 说

文》、《 玉篇》等都以为义符表义，因而以义符为类来给字分部。

“ 右文说”恰恰相反，认为右旁（ 声符）表义（ 如“ 戔”均表示

“ 小”义），左旁（ 义符）表类（ 如“ 小”有许多“ 类”，水类之小

为“ 浅”，金类之小为“ 钱”等等）。

从表面上看，“ 右文说”只是把“ 左旁表义”改为“ 右旁表

义”，是一种标新立异之说，而且，也不大符合汉字的事实（ 因为

并非所有的声符都能表义），但是，实质上，“ 右文说”包含了一

个重要的观点：某些声符相同的字，其意义也相同。这种认识比

“ 声训”进了一步，因为它不是拿单个的词的音义相比较，而是注

意到一组音同或音近的字在意义上的联系。沈兼士在《 右文说在

训诂学上的沿革及其推阐》一文 的中，把“ 声训”和“ 右文说”

不同概括为：

声训，如果是同“ 声母”（ 即王观国所说的“ 字母”，指

形声字中的声旁）相训，那么有以下三种情况：

（ １）　ａｘ：　ｘ　　　　　　如“ 政者，正也。”

（ ２）　ｘ：　ａｘ　　　　　　如“ 发，拨也。”

（　　３）　　ａｘ：　ｂｘ　　　如“　　　驯　，顺也（。”例子为本书作者所加。下

　同（。）ｘ代表“ 声母”，ａ、　ｂ代表义符。）

右文的公式则为：

（ ａｘ：　ｂｘ：　ｃｘ：　ｄｘ⋯⋯）：ｘ如：从“ 浅、钱、残、贱

⋯⋯”诸字中找出“ 声母”戔。

这个概括是有道理的。

比王圣美、张世南、王观国等人稍后，宋末元初的戴侗也有

类似的意见：

戴侗《 六书故·六书通释》：“ 六书类推而用之，其义最精。‘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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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日之昏，心、目之昏犹日之昏也，或加‘心，与‘目’焉。嫁娶者

必以昏时，故因谓之昏，或加‘女’焉。“ 熏”本为烟火之熏，日之将

入，其色亦然，故谓之曛黄，《 楚辞》犹作曛黄，或加日焉。帛之赤黑

者亦然，故谓之熏，或加‘系’与‘衣’焉。饮酒者酒气酣而上行，亦

谓之熏，或加‘酉’焉。夫岂不欲人之易知也哉？然而反使学者昧于本

义。故言‘婚’者不知其为用昏时，言日曛者不知其为熏黄，言纁帛者

不知其为赤黑。它如厉疾之厉别作‘疠’，则无以知其为危厉之疾，厉

”，则无以知其为凶厉之鬼。梦厌之厌别鬼之厉别作“ 作魇，则无以

别作痈，则无以知其知其由于气之厌塞， 底。永歌且之 由于气之

之永别作‘咏’，则无以知其声犹水之衍永。璀粲之粲别作“ 璨”，则无

以知其色犹米之精粲。”

戴侗是从“ 字”的角度谈的， “ 惛”，用于但他说‘昏’用于心为

目为“ 睧”，用于嫁娶为“ 婚”等等，实际上就是词的孳乳过程，

在这过程中，几个意义有关的词，往往是用同一“ 声母”，即是同

“ 浅一读音。王圣美等人是从一个平面来读 ”“、 钱 ”“、 残 ”、

“ 贱”的关系的，而戴侗则是从词的孳乳过程来谈的（ 虽然他自己

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相比起来，又是进了一步。

宋人的“ 右文说”，在音义关系的研究方面是一个发展，但也

存在很大的缺陷。（ １）对音义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同源词

的研究。汉语的同源词写成汉字，有的是同一“ 右文”，有的不是

同一“ 右文”，甚至在文字形体上毫不相干。而“ 右文说”只着眼

于“ 右文”，这就把同源词研究的范围缩小了。这仍然是受到文字

形体的束缚。（ ２）另一方面，“ 右文”有的表义，有的并不表义。

后一种情况，就是音义的任意结合。如“ 江”、“ 河”二字，其

“ 右文”“ 工”和“ 可”究竟有什么意义？虽然有人强为之解（ 如

“ 可”表示曲说“ 工”表示直，所以“ 杠”从“ 工”； ，所以

，“ 柯”从“ 可”） 但终属臆说。如果“ 右文”都能表义，那就是音

义有必然联系了“。右文说”看到了“ 戔“”、卢”等“ 右文”的表

义作用这是对的，但由此得出结论，说“ 凡字，其类在左，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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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一说“ 凡字”，就把局部夸大为全体，又从真理走向谬误

了。（ ３）对于“ 右文”的分析，也不够深入。即以王观国所说的

“ 字母“”卢”为例。以“ 卢”为声旁的，实际上不止表示“ 黑”义，

而是可分为下面几组：

（ 黑 、 、也（ １）卢 ）、 、鸬、

（（ ２）卢 饭器也）、炉、垆、

（ ３）芦 （ 苇也）

（ ４）栌 （ 柱上柎也）

第一组。上古称黑为“ 卢”（ 从文字上说这是一个“ 本无其

序”的假借字，后来为此造一专用字“ ”），因此黑眼珠叫

”，黑狗叫““ ”，黑色的鱼鹰叫“ 鸬”，泸水黑，故亦曰

“ 泸”。这是一组同源词。

第二组。《 说文》“：卢，饭器也。”这是“ 卢”的本义。饭器

”。酒与火炉形似，故火炉亦称炉；锻 形似亦称“ 与锻 ，

故亦称“ （”也写作“ 垆”）“。炉”是“ 火所居（”见《 文选·　广

绝交论》引《 声类》），庐舍是人所居，故庐舍称“ 庐”，这是另一

组同源字。

以上两组，每组中的词都是音义有关的。但“ 卢”这个音在

语言中也可以用来称呼与上述两组无关的事物，只要“ 约定俗

成”即可，因此又有“ 芦”和“ 栌”这两个词，它们与上述两组

均无联系，彼此意义也不相干。这两个词是音义的任意结合，它

们的“ 右文”并无表义作用。

到清代，黄承吉主张“ 字义起于右旁之声”，又把“ 右文说”

的范围加以扩大。

《 梦陔堂文集·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六书之中，谐声之字为

多。谐声之字，其右旁之声必兼有义，而义皆起于声，凡字之以某为声

、、

、庐。

与上二类均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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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皆原起于右旁之声义以制字，是为诸字所起之纲。其在左之偏旁部

分（ 或偏旁在右在上之类皆同），则即由纲之声义而分为某事某物之目。

⋯⋯纲为母而目为子，凡制字所以然之原义，未有不起于纲者。古者事

物未若后世之繁，且于各事各物未尝一一制字，要以凡字皆起于声，任

举一字，闻其声即已通知其义。是以古书凡同声之字，但举其右旁之纲

之声，不必拘于左旁之目之迹，而皆可通用。并有不举其右旁为声之本

字，而任举其同声之字，即可用为同义者。盖凡字之同声者，皆为同义。

声在是，则义在是，是以义起于声。”

在古书中“，闢”“、僻”“、避”“、嬖”“、譬”等义都可以写作

“ 辟”，这是对的；但不能说“ 辟”就是这些字的“ 纲”。在古人谈

话的时候“，闢“”、避”等词音同或音近，它的字形上的区别，在

语音上体现不出来，听话者“ 闻其声即已通知其义”，这也是对的；

但这不是由于“ 同声即同义”，而是因为有上下文来决定这个声代

表的是什么义。所以，他的结论“ 凡字之同声者，皆为同义”是

错误的。比起宋人来，他不但没有把音义关系的研究推向前进，反

而比宋人说得更加绝对，因而把“ 右文说”中的消极因素更加扩

大了。

（ 三）清代和近代学者对音义关系的研究

清代是文字、音韵、训诂全面发达的时代，清代的一些学者

在音义关系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首先，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讲过，清代学者冲破了控制小学

研究一千七百多年的重形不重音的藩篱，提出了“ 训诂音声，相

为表里（。”戴震《 六书音韵表序》“）；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

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段玉裁

《 广雅疏证序》“）就古音以求古义，触类引申，不限形体（。”王念

孙《 广雅疏证自序》）这样一些原则。根据这些正确的原则，他们

在音义关系的具体研究中，也比前人跨进了一大步。下面以段玉

裁、王念孙为代表来作一些介绍。

段玉裁在《 说文解字注》中多次讲到音义关系。据沈兼士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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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仅根据“ 右文”来说明词义的就有六十八处。值得注意的有

如下几点：

（ １）同一声旁可以表示不同的意义。如：

《 说文》“：犥，牛黄白色。”段注“：黄马发白色为骠。票麃同声。

然则犥者，黄牛发白色也《。 内则》：‘鸟皫色’，亦谓发白色。”

⋯⋯《 说文》“：票，火飞也。”注“：此与熛音义皆同。 引申为凡

轻锐之称。”

《 说文》 ⋯⋯一日末也。”段：“ 金部之镖，木部之標，皆“：蔈，

训末，蔈当训草末。”

可见，“ 票”这个声旁可以表示 （ １）白色（，２）轻锐，三个意义：

（ ３）末端。

（ ２）同一声旁的字可以 但这个意义未必和声有相同的意义，

旁字的意义一致。

《 说文》“：

义。”

所谓“ 金声、今声之字皆有禁制之义”，指的是：“ 唫”为闲口，

“ 衔”为马勒口“，顉”为低头“，趛”为低头疾行“，捦”为急持

”为“ 交衽”，衽前后衣襟等。“ 幅相交，也有禁持之义。但

“ 金”本身却没有“ 禁制”义。又如上例，从“ 票”的字可以有

“ 白色”义，有“ 末”义，而“ 票”本身并无这些意义。

以上两点对“ 声旁”的分析，比宋人的“ 右文说”深入了一

步。

（ ３）音同义近不一定声旁相同。

，交衽也。”段注：“ 凡金声、今声之字皆有禁制之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71

如前面所举的从“ 票”的“ 骠”和从“ 麃”的“ 犥”音同，故

均有“ 白色”义“，票“”、麃”字形不必相同。

又如：《 说文》“：钦，欠貌。从欠，金声。”段玉裁注“：钦歁

欿歉皆双声叠韵字，皆谓虚而能受也。”

又《： 说文》“： ，弓曲也。”段注“：陆德明云：‘说文音权。’

然则 其萌虇。’陆云：‘本或与拳曲音义略同《。 尔雅》曰：‘菼

《， 说文》云“ 弓曲也”。’”，非。作“ 按，偏旁多后人所加，

”者，正是古本。草初生句曲也。”这是说“作 “ 拳”音同义

近 。

象这样一些分析，已经不限于“ 右文”的范围，而是打破了

字形的束缚，涉及到对字形不同的同源词的探求了。

段玉裁对音义关系的分析论断也有以偏概全之处。如《 说

文》“：诐，辨论也。”段注“：此诐字正义。皮，剥取兽革也。柀，

析也。凡从皮之字皆有分析之义，故诐谓辨论也。”这个说法就不

免武断“。诐“”、被”固然可以说有分析之义，但“ 波“”、颇”、

“ 被”等均无分析义，所以说“ 凡从皮之字皆有分析之义”就说过

了头。在《 说文》段注中，类似的地方还不少。

王念孙《 广雅疏证》中有很多对音义关系的精辟分析，这里

仅谈两个方面：

（ １《） 广雅疏证》中对若干词之间的关系多所论述，有的牵涉

到词义之间的引申关系。如：

《 广雅。释诂》“：奄，大也。”疏证“：大则无所不覆，无所不有。

；有谓之，亦故大谓之 谓之奄；覆谓之奄，亦谓之 ，亦谓之抚，

亦谓之奄；矜怜谓之抚掩。义并相因也。”

《 广雅·释诂》“：虞、抚，有也。”疏证“：有与大义相近，故有

，亦谓之虞。大 ，亦谓，亦谓之方，亦谓之荒，亦谓之谓之 谓之

之方，亦谓之荒，亦 ，亦谓之吴。吴虞古同声。”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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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 虞 ”是说“ “”、荒“”、方”是“ 大”的意思“， 、

“ 有”的意思，“ 奄”是“ 覆”的意思。但因为“ 大”、“ 有”、

”“ 覆”义相通，所“以 ”“、 荒 ”“、 方 ”“、 “、 虞 ”既 有“ 大 ”

义，又有“ 有”义（ 只是在表示“ 大”的时候写作“ 吴”，不写作

“ 虞 ”），而“ ”、“ 奄”既有“ 大”义，又有“ 有”义，又有

“ 覆”义。

还有不少是涉及音义关系的。举例说明如下：

《 广雅·释诂》“：佳，大也。”疏证“：佳者，善之大也。”⋯⋯

《 大雅·桑柔》笺云：‘善，犹大也。’故善谓之佳，亦谓之介；大谓之

介，亦谓之佳。佳、介，语之转耳。”

《 广雅·释诂》“：封，大也。”疏证“：封、坟语之转。故大谓之

封，亦谓之坟；冢谓之坟，亦谓之封。冢亦大也。”

《 广雅。释诂》“：戾，善也。”疏证“：郑注大学云：‘戾之言利也。’

利与善义亦近。故利谓之戾，亦谓之赖；善谓之赖，亦谓之戾。戾赖语

之转。”

所谓“ 语之转”指的是两字双声。“ 佳”、“ 介”双声，都可以训

“ 善”，训“ 大”“； 封”“、 坟”双声，都 可以训“ 大 ”，训“ 冢”；

“ 戾 ”“、 赖”双 声，都可 以 训“ 利 ”，训“ 善”“。 佳”和“ 介 ”，

“ 封”和“ 坟”“，戾”和“ 赖”，尽管字形不同，但声近义同，用

今天的话说，是同源词。

《 广雅·释诂》“：遾、荒、裔，远也。”疏证“：凡远与大同义。远

谓之荒，犹大谓之荒也。远谓之遐，犹大谓之假也。远谓之迂，犹大谓

之訏也。⋯⋯裔与遾声相近，远谓之裔，亦谓之遾。水边谓之澨，亦谓

之裔，义相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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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雅·　 、磔、彉 ，张 也 。”疏 证“：凡 张 与 大 同释诂“》： 、

，亦谓之訏也。张谓之磔，犹义。张谓之 ，亦谓之扜，犹大谓之 大

谓之袥也。张谓之彉，犹大谓之廓也。”

《 广雅·释诂》“：捊，取也。”疏证“：取之义近于聚。⋯⋯取谓

之捊，犹聚谓之裒也。取谓之掇，犹聚谓之缀也。取谓之捃，犹聚谓之

群也。”

《 广雅·释诂》“：皇、贲、肤、将，美也。”疏证“：美从大，与

大同义。故大谓之将，亦谓之皇；美谓之皇，亦谓之将；美谓之贲，犹

大谓之坟也；美谓之肤，犹大谓之甫也。”

在上述诸例中，王念孙虽然没有说某字与某字为“ 语之转”，但意

思还是很清楚的“：遐”和“ 假”“、迂”和“ 訏”“、遾”和“ 裔”、

“ 扜 ”和“ 訏 ”“、 磔 ”和“ 袥 ”“、 彉 ”和“ 廓 ”“、 捊 ”和“ 裒 ”、

“ 掇”和“ 缀”“、捃”和“ 群”“、贲”和“ 坟”“、肤”和“ 甫”，甚

至“ 皇”和“ 将”（ 均为见组阳部）都是音义相近的同源词。

，爱也。”疏证“：《 方言》：‘亟、怃、 ，爱《 广雅·释诂》“：

，宋也。东齐海岱之间曰亟，自关而西秦 卫邠晋之间凡相敬爱谓之亟 陶

之间曰 ’、怃 ‘爱或 ，一声之曰 转。’ 之，⋯ 爱之转为 ，犹⋯‘

转为掩矣。”

，哀也。”疏证“：《 孟子·　梁惠《 广雅·　释诂》“： 王》篇云：

‘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隐 、哀一声之转。哀之转为 ，犹通，与

之转为隐矣。”

”这两条很值得注意“。 是“ 隐蔽”之义，与“ 隐“”、掩”同义。

”有“ 爱”义，“ 隐”有“ 哀”义，则而“ 比较少见。王念孙解

释为什么“ 爱”可叫做“ ”“、 哀 ” （”古书中写作可 叫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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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时说：既然“ ”可音转为“ 掩”，那么“ 爱”就可音转为

“ ”可音转为“ 隐”，那么“ 哀”；既然“ ”。”就可音转为“

也就是说，音为Ａ的甲词可音转为Ａ′，那么，同样音为Ａ的乙

词也可音转为Ａ′。这种现象有没有普遍性？这是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的。

（ 　２）古汉语中有一些词不但字形不同，读音略异，而且有的

是正言，有的是倒言，有的是单音，有的是复音，表面上看来很

不相同。而王念孙根据音义关系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

就是对同源词或词族的研究。例如：

、篷 笼，、 也《 广雅·释器》：“ 枸篓、隆屈、 。”疏证：

“ 此谓盖弓也《。 方言》：‘车枸篓，宋魏陈楚之间谓之 ，或谓之 笼。

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谓之枸篓，西陇谓之 ，南楚之外谓之篷，或谓之隆

屈。’郭 《。 释名》云：‘ ，藩也。注云：‘即车弓也。’‘ ’与‘

藩蔽雨水也。’《 说文》作‘轒，，云：‘淮阳名车穹隆轒。’《 四民月令》

法’，见《 齐民要术》有“ 上犊车篷 。枸，各本 作‘拘’，今订正。枸

篓者，盖中高而四下之貌。山颠谓之岣嵝，曲脊谓之痀偻，高田谓之瓯

窭，义与‘枸篓’并相近。倒言之则曰偻句。昭二十五年《 左传》：‘臧

会窃其宝龟偻句。’龟背中高，故有斯称矣。‘枸篓，或但谓之‘篓，。

《 玉篇》：‘篓，车弓也。’《 汉书。季布传》：‘置广柳车中。’李奇注云：

‘广柳，大隆穹也。’‘柳’与‘篓’通。隆屈，犹偻句也。张衡《 西京

赋》云：‘终南太一，隆崛崔崒。’是其义也《。 释名》谓车弓为隆强，云：

‘隆强言体隆而强也。’‘强，亦‘屈’也。犹《 汉书》言‘屈强，矣。

笼，《 说文》作‘穹隆’，倒言之则曰隆穹。故李奇《 汉书》注云：‘广

柳，大隆穹也。’司马相如《 大人赋》云：‘诎折隆穷，躩以连卷。’是

《。 玉篇》：‘ ，姑篓也。’‘姑篓，即‘枸篓’之其义也。或但谓之

转《。 考工记》谓之弓。弓，亦穹也。故《 释名》云：‘弓，穹也。张之

穹隆然也，《。 方言》注云 。’音‘巾帼’《。 后汉书·：‘今呼车之弓为

，乌桓传》注云：‘帼，妇人首饰也。’《 释名》作‘簂，，云： 恢也。

恢廓覆发上 同义《。 方言》注云：‘今通呼车弓为篷。’也。’与车弓谓之

《 广韵》：‘篷，织竹夹箬覆舟也。’与车弓之篷亦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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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车盖的弓，即车盖上弯曲的架子。在不同的方言中，或称

为“ 枸篓”、或称为“ 隆屈”，或称“ ”，或称为“ 篷”，或称为

笼”为“ 。《 广雅》记录了这一语言现象，而王念孙则解释了

“ 命名之由”，并说明了它们和其他相关词语的联系。在语言中，表

示“ 中高而四下”的有一组词：

枸篓（ 用于车）、岣嵝（ 用于山）、痀偻（ 用于人）、瓯窭（ 用于

——声母为Ｋ－Ｌ－田）、姑篓（ ‘枸篓，之音变）

倒言之则为：

偻（句 按：今称人 ——声母驼背为“ 罗锅”，其实就是“ 偻句”。）

为 Ｌ－Ｋ－

单言则为：

篓 ——声母为Ｌ、柳（“ 篓”之音变）

亦可称为：

笼、穹 ——声母为Ｋ－Ｌ－隆

倒言之则为：

隆屈、隆强、隆穹（ 名词）、隆穷（ 形容词）

或单言为：

“

－Ｋ－— — 声 母 为 Ｌ

①对声母的分析，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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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声母为Ｋ、簂 －

所以，这些词实际上都是有关联的。这样的分析，真可以说是

“ 触类引申，不限形体”了。

近代一些学者继续对音义关系进行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一

点是谐声偏旁的假借。

章炳麟《 文始。略例》：“ 夫同音之字，非止一二，取义于彼，

见形于此者，往往而有。若农声之字多训厚大，而农无厚大义；支

声之字多训倾斜，而支无倾斜义。盖同韵同纽者别有所受，非可

望形为譣。”他认为从“ 农”诸字如“ 浓”“、 ”“、 秾 ”等多 有

“ 厚”， 义，是受义于“ 乳”“。乳“”、农”古声韵通，所以以“ 农”

为声旁。从“ 支”诸字如“ 歧”“、 跂”“、 ”等多有倾斜义，是

受义于丂，丂孳乳为“ 歧”。

阞”“、泐”诸字皆从“ 力”得义段玉裁认为“ 朸“”、 。《 说

文》“：力，筋 。”段注：“ 人之理曰力，故木之理曰朸，地之理也

曰阞，水之理曰泐。”而刘师培认为“ 理力双声，理音转力。从力

得声，仍取理义也（。”刘师培《 字义起于字音说》）

“ 谐声偏旁假借尽管一些具体例子尚可商榷，但 ”这种说法

是可以成立的。如“ 棅”本受义于“ 秉”，器物可秉执处为“ 棅”，

但后来“ 棅”写作“ 柄”，其谐声偏旁“ 丙”显然与“ 柄”的意义

无关，可认为是“ 秉”的假借。又如“ 氧气”本写作“ 养气”，

“ 氧”的声旁“ 羊”与字义无关，可看作是“ 养”的假借。上面说

”“、 泸”过 ”、　“　　　 “、 等字均“， 有“ 黑”义，而“ 卢”的本

义是“ 饭器”，显然与“ 黑”义无关。但在语言中“ 卢”可表黑义，

这是“ 卢”的假借义，只不过是“ 本无其字”的假借 ”、。“

“ ”等以“ 卢”为声旁，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 声旁假借”，只

不过“ 卢”独立成字时也有“ 黑”义，而“ 丙 ”“、羊”“、力”在

独立成字时并无“ 秉“”、养“”、理”义罢了。

清代和近代的学者还从理论上探讨了音义关系。上面说过，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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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对音义关系有很精辟的见解，在语言学

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把一定范围内才具有

的“ 声近义同”看成了音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导致了谬误。

如陈澧主张“ 《 东塾读书记·　小学》“：盖天下声象乎义”说。

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

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 ⋯⋯如‘大’字之，象乎意而宣之者也。

声大，‘小，字之声小，‘长，字之声长，‘短，字之声短。又如说

‘酸，字如口食酸之形，说‘苦’字如口食苦之形，说‘辛’字如

口食辛之形，说‘甘，字如口食甘之形，说‘咸，字如口食咸之

形。”

刘师培推阐黄承吉的“ 凡字之同声者皆为同义”之说，进一

步认为：“ 之耕二部之字，其义恒取于挺生，支脂二部之字，其义

恒取于平陈，歌鱼二部之字，其义多近于侈张，侯幽宵三部之字，

其义多符于敛曲。推之蒸部之字，象取凌逾，谈部之字，义邻隐

狭，真元之字，象含联引，其有属于阳侵东三部者，又以美大高

明为义。则同部之字，义恒相符。”（ 见《 左盦集·古音同部之义

多相近说》）对于陈澧的“ 声象乎义”说，他也加以发挥。

近人刘赜有《 古声同纽之字义多相近》一文，认为明母字

（ 包括中古的微母字）均有“ 末”义。而且论证说：“ 发音部位始

于喉而终于唇，明纽又居唇音之末，其声即含末义，其发声以吻，

吻即口之末也。”

这样一些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与事实也不相符。例如，

“ 明”是明母、阳部，那以，它究竟应该是表示“ 微末”之义呢？

还是表示“ 高明美大”之义？“ 盲”在上古也是明母、阳部，那么

它表示的意义是否和“ 明”应该相同呢？这些错误观点，我们今

天不应再重复。段王诸人也有滥用“ 因声求义”的，对此我们也

不应盲从。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78

第二节　　关于同源词的研究

（ 一）什么叫同源词

同源词是同一语源的词，这些词的读音相同或相近，词义相

同或相关。

比如，长（ 长短）、长（ 生长）、张、胀、帐、 、涨、掌、丈，

是一组同源词。

“ 长（”长短）和“ 长（”生长）虽然写作一个汉字，但读音和

意义都不同，是两个词。可是这两个词是同源词。它们语音上有

联系：上古都是阳部，声母一为定母，一为端母。意义也相关：生

长的结果就变长。

“ 张”的本义是“ 施弓弦（”见《 说文》），施弓弦要把弓弦拉

长，所以意义和“ 长”有关。引申为张挂。如《 荀子·劝学》：

“ 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又为张大，如《 左传·昭公十四年》：

“ 臣欲张公室也。”

张挂起来的帷幕叫“ 帐”，最初就写作“ 张”。如《 史记。高

祖本记》“：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张”就是后来的“ 帐”。张

”挂于弓外的套子叫“ 。

水满叫“ 涨”，肚子涨满叫“ 胀”“。胀”本来也作“ 张”。如

《 左传·成公十年》：“ 将食，张，如厕。”注：“ 张，腹满也。”

“ 涨”也可以写作“ 张”。如《 资治通鉴》卷六十五“：顷之，烟炎

张天。”

“ 掌”是手掌。《 说文》“：掌，手中也。”朱骏声曰“：张之为

掌，卷之为拳。”

“ 丈”是年长者《。 大戴礼记·本命》“：丈者，长也。”

从语音上看，这些词上古都是阳部“，长（”长短“）、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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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透母，定母“， “ 掌”是章母，其余都是端母，语音也是相

近的。

所以，这一组词尽管从字形上看有的是一个字，有的同一声

旁，有的不同字形，但它们都是同源词。

这是对“ 同源词”的简单的介绍，有关同源词的一些问题，下

面还要再谈。

（ 二）昔人对同源词的研究

上一节说过，清代学者段玉裁、王念孙对音义关系的研究，有

些实际上已经涉及同源词了。不过，他们的研究都还不是系统的。

王念孙《 释大》一书，取《 尔雅·　释诂》“：弘、廓、宏、溥、⋯⋯

大也。”以及《 小尔雅》《、 广雅》、毛传等处训“ 大”之字加以解

释。此书没有写完，现存只有八卷，按见溪群疑影喻晓匣八母排

列，共一百七十六字。如：

岡，山脊也；亢，人颈也。二者皆有“ 大”义。故山脊谓之岡，亦

谓 ，之领，人颈谓之领，亦谓之亢。强谓之刚，大绳谓之纲，特牛谓之

大贝谓之 ，其义一也。 、，大瓮谓之 颈、劲，声之岡 转。故强谓之

、互声之转刚，亦谓之劲，领谓之颈，亦谓之亢。大索谓之 。岡、 ，

。（《故大绳谓之纲，亦谓之 ，道谓之 ，亦谓之 释大·第一上

这已是较系统的同源词研究了，但是只限于“ 大”义。

对同源词全面进行研究的，是章炳麟的《 文始》。他以《 说

文》中的独体字为“ 初文（”如“ 人“”、木”等），以《 说文》中

虽为独体，而为其他独体发展而来的为“ 准初文”（ 如“ 果”为

“ 木”上加田“，匕”为“ 人”之倒置等），共得五百一十字，认为

其他文字都从这些初文和准初文演变而来。又用语音的旁转、对

转来说明其变化，凡音义相近的叫“ 孳乳”，音近义通的叫“ 变

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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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 ，跨步也。”⋯⋯变易为“ 过”，度也。⋯⋯ 旁转鱼则

为“ 跨”，所以跨谓之“ 胯”，股也。旁转支则“为 ”，半步也。所以

谓之“ 奎”，两髀之间也。近转泰则为“ 越”，度也；为“ ”，逾也，

与于属之粤相系。 在本部又孳乳为“ 骑”，跨马也，古音如柯，以跨

步，故转为跨马。又孳乳“为 徛”，举胫有渡也，以跨故转为渡。⋯⋯

《 文始》有两个大缺点：（ １）他研究的是同源词，却以

“ 初文”、“ 准初文”为词义孳乳、变易的起点，这就把“ 字”、

“ 词”混为一谈，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其实，真正是语源词的

不一定是“ 初文”，“ 初文”也不一定是语源词，这个道理至为明

显，不用多说。（ ２）他的音转，有时过宽，对词义孳乳的解释，有

时也显得牵强。而且章氏拘守《 说文》，不愿意以甲骨文、金文纠

正《 说文》之误，所以《 说文》错了，他也跟着错。这些在王力

《 同源字论》中都有中肯的批评，这里不详说。不过，无论如何，

《 文始》总是系统研究同源词的一部著作，其创始之功是应该肯定

的。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著有《 Ｗｏｒ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张世禄

汉译本译为《 汉语词类》，是一部研究汉语词族的著作。他依据自

己构拟的上古音，按起首辅音和收尾辅音的配合列成十个表，把

两千多词语分别列入表内，在同一表内又按意义分为若干类集。高

本汉自己说：

列出的各表，其用意所在，千万不要误会。要肯定各类里的语词都

“ 是”亲属的，我现在还差得很远，我的意思只是说它们是“ 可以测

⋯⋯所以各个小小的“ 亲族词类”定”为亲属的。 只须认为是一种框子，

包含着的材料将来是要从中使行选择的。确定的结果只能依据比较印

度支那语的研究才可以得到的，因为语音上的符合有时候很容易是似

⋯⋯所以这种的类集，充其量，也只有一部分可以是而非的。 说是真正

的语词族类，其他许多的符合依理只是由于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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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高本汉自己也不认为每一类集中的词就都一定是同源词。不

过，即使作为“ 供选择用”而列出的类集，也做得过于粗疏。王

—力先生说“：章炳麟所有的两大毛病 —声音不相近而勉强认为同

源，意 ——高本汉都有，而且高本汉的汉义相差远而勉强牵合，

文水平比章炳麟差得多（ 许多汉字都被他讲错了）。”此外，高本

汉讲词义的联系，没有古代书面训诂资料和其他例句作为证明，这

也使他的解释流于主观。

日本汉学家藤堂明保著有《 汉字语源字典》。共收三千多汉字，

分为２２３个“ 单词家族”，按上古音韵部系统排列，阴阳人相配。

它主要的依据是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在字形上参照了甲骨文、

金文，对汉语同源词的研究有参考价值。

王力先生《 同源字典》是在总结前人对同源词的研究成果和

吸取前人研究中的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为了纠正章炳麟、高本

汉讲同源字时“ 声音不相近而勉强认为同源，意义相差远而勉强

牵合”的毛病，王力先生从三个方面对同源词作了严格的规定：

（ “１）同源字必然是同义词，或意义相关的词。”具体地说是：

（ ａ）完全同义（，ｂ）微别（，ｃ）各种关系（ 如动作和工具的关系，

动作和对象的关系，事物和性质、作用的关系，共性关系，特指

关系，等等，共有十五种关系。）

（ ２）“ 同源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读音相同或相近。

而且必须以先秦古音为依据。”“ 这就是说，必须韵部、声母都相

同或相近。如果只有韵部相同，而声母相差很远，如‘共ｇｉｏｎｇ’、

‘同ｄｏｎｇ’；或者只有声母相同，而韵部相差很远，如‘当ｔａｎｇ’、

ｔ’，我们就只能认为是同义词，不能认为是同源词。”‘对ｔｕ 具体

的说，声母或是双声，或是准双声，或是旁纽，或是准旁纽，或

是邻纽。韵部或是叠韵（ 同韵部），或是对转，或是旁转，或是旁

对转，或是通转。

（ “３）有同一来源“。”字典中引用许多古代训诂，无非要证明

各组确实同源（。”以上引文均见《 同源字论》。关于同源词的“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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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关系”和“ 双声“”、准双声“”、同韵部“”、对转”等的具体说

明，亦见于《 同源词论》。）

在方法上，王力先生说：“ 为了避免重蹈章、高的覆辙，我将

要谨慎从事，把同源字的范围缩小些，宁缺毋滥，主要是以古代

训诂为根据，避免臆测。”

这样，在理论上既比前人完整和严密，在方法上也比前人审

慎，在同源词的研究方面，王力先生比前人大大推进了一步。

（ 三）关于同源词研究的一些问题

在同源词的研究方面，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 １）前面，在谈到章炳麟、高本汉、王力等对同源词的研究

时，有时说的是“ 同源词”，有时说的是“ 词族”，而王力先生的

著作叫《 同源字典》，另有一篇文章叫《 汉语滋生词的语法分析》。

“ 同源词“”、词族“”、同源字“”、滋生词”究竟是不是一个概念？

我认为，它们是相关的，但并不是同一概念。

首先说“ 同源字”。王力先生《 同源字论》把“ 同源字”分为

三种情况，第一种是“ 实同一词”，如“ ：雁 ”“， 往： ”“、 玩：

翫”等。他说：“《 说文》分为两个或几个字头而实际上应认为异

体的字，我们仍然把它们当作同源字看待，不过说明它们实同一

词。”这些字，实际上不能叫同源词。如果把这部分去掉，那么，

“ 同源字”就是同源词。严格说来，字是记录词或音节的符号，同

源的应是“ 词”而不是“ 字”。但在古汉语中习惯上以“ 字”为单

位，所说的“ 字”实际上往往就是“ 词”。在这个意义上，“ 同源

词”也可以叫“ 同源字”。王力先生自己就曾说明：“ 我们所谓同

源字，实际上就是同源词。”

“ 滋生词”是对“ 原始词”而说的。如“ 背”是原始词，

“ 负”是滋生词，“ 负”是由“ 背”派生出来的。滋生词和原始词

是同源词中的一种（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种），但并不是同源词的全

部。比如“， 狗（” 小犬 ）“、 豿（” 小 熊、小虎 ）“、 驹（” 小马 ）、

小　羊）是一组同源词，但不能说哪一个是原始“ 羔（” 词，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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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滋生词。还有些同源词是由方言的差异产生的，如《 方言》：

“ 床，齐鲁之间谓之篑，陈楚之间谓之第“。”篑“”、第”是同源词，

但不能说它们哪一个滋生哪一个。

“ 词族”和“ 同源词”细说也有区别。王力先生《 同源字典·

序》“：从前我曾企图研究汉语的词族，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词

族’这个东西可能是有的，但研究起来是困难的，过去有人研究

过，每一个词族可以收容一二百字，但是仔细审察其实际，在语

音方面，则通转的范围过宽，或双声而韵部相差太远，或叠韵而

声纽隔绝，字义方面，则展转串连，勉强牵合。⋯⋯如果研究得

不好，反而引导读者误入歧途。”这里说的是过去研究词族的弊病，

但从中也可以看出：“ 词族”和“ 同源词”不完全是一回事，一个

“ 词族”包含的词，要比一组同源词多，同一词族中的词，音义之

间的联系要远一些。比如，上一节所举的王念孙《 广雅疏证》中

提到的“ 枸篓“”、岣嵝“”、佝偻“”、瓯窭”可说是一组同源词，

“ 隆屈“”、隆强“”、隆穹”可以说是另一组同源词。而这两组同源

词可以说同属一个词族。关于汉语词族，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２）研究同源词，要以词为单位，而不能以字为单位。但我

们研究古汉语时，接触的都是一个个的汉字，所以，作为研究的

第一步，要把字转换成词。

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有时两个汉字记录的是同一个词。如

异体字（“ 雁”同“ ”），通假字（“ 矢”通“ 誓”）。既然是同

“ 同源”不“ 同源”了。所以，异体字和通假一个词，就无所谓

字不反映同源词。

但是，在语言文字的发展过程中，有的原来是异体字，如

‘喻’和“ 谕”，但后来有了固定的分工“，喻”表示比喻“，谕”表

示告谕，也就是说，它们分别记录了两个不同的词，而从音义关

系看，这两个词是同源的。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原来的异体字，就

记录了一对同源词。

有时候，同一个汉字记录的又是两个或几个不同的词。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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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情况。（ 一）这些词是意义相关的，如“ 雕刻”的“ 刻”和

“ 一刻钟”的“ 刻”，动词的“ 把”和名词的“ 把（”去声，现代汉

语中多说成“ 把儿”）以及介词的“ 把（”。二）这些词是意义无关

的，如“ 花草”的“ 花”和“ 花钱”的“ 花”“，盔甲”的“ 甲”和

“ 甲乙”的“ 甲”。在后一种情况下，应当注意：“ 花草”的“ 花”

和“ 花钱”的“ 花”不同源，“ 盔甲”的“ 甲”和“ 甲乙”的

“ 甲”不同源。当我们说“ 甲”和“ 介”是同源词的时候，是指

“ 盔甲”的“ 甲”和“ 介壳”的“ 介”同源，而不是说“ 甲乙”的

“ 甲”和“ 介壳”的“ 介”同源。在前一种情况下，应当认为：尽

管它们写成同一汉字，而且有的读音也完全一样，但是，既然已

是两个词，而这两个词又确是同一来源，那么应该说它们是同源

词。

关于既同音又同形的同源词，在同源词的研究中似乎还注意

得不够。人们通常承认同形而不同音的同源词，如“ 长”

（ ｃｈáｎｇ）和“ 长”（ ｚｈǎｎｇ），也承认同音而不同形的同源词，如

“ 秉”和“ 柄”。但对于既同音又同形的同源词，如“ 把（”动词），

“ 把”（ 介词），一般却不放在同源词研究之列。不但如此，就连

“ 把（”动词）和“ 把（”去声，名词）一般也不说是同源词。我认

为这是不妥当的。“ 秉”和“ 柄”，在人们的印象中显然是两个词，

这大概是文字形体帮了忙。其实，表示“ 权柄”这个意义的，不

但可写作“ 柄”，而且可以写作“ 棅”，甚至就可以写作“ 秉”。如

《 庄子·天道》“：天下奋棅而不与之偕。《” 管子·小匡》“：治国不

失秉。”注“：柄也。”秉持之处为“ 秉（”名词），和把执之处为

“ 把（”名词），道理是一样的。古代也确有“ 把”用作名词的例子，

如潘岳《 射雉赋》“：戾翳旋把。”徐注“：把，翳内所执处也。”既

然承认“ 秉（”动词）和“ 秉“”、棅“”、柄（”名词）是同源词，为

什么就不承认“ 把”（ 动词）和“ 把”（ 名词）是同源词呢？不错，

名词“ 秉”可以写作“ 棅“”、柄”，名词“ 把”没有不同的写法。

但这种书写形式上的不同，不足以成为区别是否同源词的依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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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说“ 把（”动词）和“ 把（”名词）是同源词，那么介词“ 把”也

应是和它们同属一组的同源词。总之，我认为，对于那些同音同

形，历史上是同出一源，后来由于词义的展转引申或虚化而形成

的几个不同的词，也应该包括在同源词的范围之内。

本原字和区别字所记录的有时是同一个词，有时是不同的词。

这些不同的词，有的同源，有的不同源。这种关系比较复杂，留

到下一章中讲完本原字和区别字之后再来讨论。

（ ３）判定同源词必须严格按照（ ａ）读音相同或相近（；ｂ）意

义相同或相关（；ｃ）有同一来源这样三个条件。这三条是缺一不可

的。读音相同，而意义相差甚远，就只是同音词；意义相同，而

读音相差甚远，就只是同义词。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相同或相

关，但不是同出一源，那也只是音义的偶然相同，而不是同源词。

这第三个条件，还有进一步强调的必要。程瑶田《 果蠃转语

记》：“ 音语相转，是考字要义，然必旁举数字，证之使确，乃可

定其说。不然，何字无 ？”这话是说得对的。古汉语音？何音无转

中，同音的字已经不少，如果再加上旁纽、邻纽、对转、旁转，所

谓“ 读音相近”的词就更多。在这些音近的词中，难免有一些词

是偶然意义相近，或者本不同源，因词义发展而变得意义相近、相

关的，如果不考察其语源，而仅凭第一、二两个条件就断定它们

是同源词，那就欠妥了。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 ａ）境、界

从读音看“，境”和“ 界”都是见母“，境”阳部“，界”月部，

阳月通转。

从意义看“，境”和“ 界”相同。《 吕氏春秋，赞能》“：至齐

境。”注“：境，界也。”《 说文》“：界，境也。”在古代训诂资料中

两词可以互训。

那么，是否据此就可以断定“ 境”和“ 界”是同源词呢？我

认为不能，因为从这两个词的引申系列来看，它们不是同一来源。

“ 境”字本作“ 竟”《， 说文》“：乐曲尽为竟。”引申为终《。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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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高祖本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又虚化为副词最终。

《 史记·陈涉世家》“：陈胜虽已死，其所置王侯将相竟亡秦。”时

间上的终结为“ 竟”，方位上的终结也叫“ 竟”。《 庄子·胠箧》：

“ 阖四竟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曲者，曷尝不法圣人

哉？”这个意义后来写作“ 境”。

“ 界”字本写作 ，象人披着的甲片。引申“ 介”。甲骨文作

为两边夹着《。 左传·襄公九年》“：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

指夹在晋楚中间。从两边来说是夹着，从中间来说是间隔。所以

又引申为“ 间隔”义《。 汉书·邹阳传》“：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

《 汉书·宣帝纪》“：道里辽远，人物介绝。”又引申为界线《。 诗经

·周颂·思文》：“ 无此疆尔介。”这个意义后来写作“ 界”。“ 介”

还有“ 宾介”、“ 绍介”等用法，一是名词，一是动词，都有居间

而传递之义。

由此可见“，境“”、界”都有国境之义，但是是从不同语源引

申而来的。“ 境”是就一国的疆域的尽头而言，“ 界”是从两国的

分界而言。就是同样表示“ 国境”之义，“ 境”和“ 界”也有细微

的差别“：四境”不能换成“ 四界“”，分界”不能换成“ 分境”，这

个差别也反映出它们的语源的不同。所以，这两个词应该说是

即从不同的语源“ 同流而不同源”， 出发，各自经过引申而产生了

相同的意义。既然不同源，就不应该看作同源词。

（ ｂ）徒、但、特

从语音上看，这三个词都是定母，“ 徒”鱼部，“ 但”元部，

“ 特”职部。鱼元通转，鱼职旁对转。

从意义上看，三个词都有“ 仅仅”之意，而且有古代训诂为

根据《： 吕氏春秋·离俗》“：惕然而寤，徒梦也。”注“：徒，但也。”

《 汉书·王尊传》“：不可但己。”注“：但，徒也，空也。”《 吕氏春

秋·君守》“：夫国岂特为车哉？”注“：特，但也。”

但是，考察一下它们的语源，会感到并不相同。这三个副词，

都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 徒”的本文是徒步行走。《 周易·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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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舍车而徒。”《 论语·先进》“：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

也。”不用车而走叫“ 徒行”，不用械器而搏击叫“ 徒搏”。班固

《 两都赋》“：徒搏独杀。”注“：徒，空也，谓空手搏杀之也。”不

用乐器而唱歌叫“ 徒歌”。颜延年《 直东宫答郑尚书》诗：“ 跂予

旅东馆，徒歌属南墉。”由此虚化为副词“ 徒”《。 孟子·离娄上》：

“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 但”的本义是袒露《。 说文》“：但，裼也。”段注“：古但裼

字如此。今之经典，凡但裼字皆改为袒裼矣。⋯⋯袒裼，肉袒也。

肉袒者，肉外见无衣也。引申为徒也。凡曰但、曰徒、曰唐，皆

一声之转，空也。”段玉裁的意见是对的：“ 但”和“ 徒”虽然本

义不同，但再往上推，还应该认为是同出一源。

而“ 特”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特”的本义是公牛。《 说

文》“：特，牛父也。”引申为特出的《。 诗经·秦风·黄鸟》“：维

此奄息，百夫之特。”这个引申过程和“ 雄”（ 鸟父也）引申为

“ 雄杰”的过程是一样的。然后又引申为独特。《 礼记·儒行》：

“ 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再引申为单独《。 仪礼·大射》“：特升，

饮。”注：“ 特，犹独也。”然后虚化为副词，表“ 仅仅”之义。

所以“，徒“”、但“”、特”虽然可以同训或互训，但是，从语

源上看，“ 徒”、“ 但”出于一源，“ 特”又另出一源。从语音看，

“ 特”和“ 徒”虽然可以说是同声纽而且“ 旁对转”，但毕竟不很

接近，也可以认为是偶然的相关，而并无语源上的联系的。

（ ｃ）漂、浮

从语音上看，“ 漂”和“ 浮”是滂并旁纽，宵幽旁转。

从意义看“，漂“”、浮”同义。《 说文》“：漂，浮也。”段注：

“ 谓浮于水也”。

但是，“ 漂”和“ 浮”还各有其同声旁字。把这些同声旁字联

系起来，可以看出它们有不同的语源。

“ 漂”的声旁是“ 票”，《 说文》“：票，火飞也。”段注“：此与

⋯⋯引申为凡轻锐之称。⋯⋯凡从票为声者，多取熛音义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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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意。”从“ 票”得声的有“ 僄（”轻也）“，嘌　（”疾也）“，

（ 轻行也“），慓（”疾也“），旚（”旌旗旚繇也“）、飘（”回风也），

均有“ 轻疾”之义。

“ 浮”的声旁是“ 孚”《， 礼记·聘义》“；孚尹旁达。”疏“：孚”

浮也。浮者，在外之名。”《 诗经·小雅·大田》笺：“ 孚甲始生。”

疏“：孚者，米之粟皮 也，米之。”从“ 孚”得声之字有“ 稃（”

外皮“），桴（”木之粗皮“），郛（” 外城“），莩（”葭里之白皮也），

均有“ 外皮”和“ 附着”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和“ 轻举”义是

相反的。

所以，虽然“ 漂”可训“ 浮”，但“ 漂”是就轻而行于水上而

言（ 正如轻而飞于空中曰“ 飘”一样），“ 浮”是就附于水面而言。

两者也是“ 同流而不同源”。在表示漂于水上的时候，“ 漂”可换

成“ 浮”，但当漂于空中时，如《 诗经·郑风·萚兮》：“ 萚兮萚兮，

风其漂汝。”这时“ 漂”就不能换成“ 浮”了。这也因为是“ 漂”、

“ 浮”语源不同之故。

（ ｄ　 ）庠、序

从语音上看“，庠”和“ 序”均为邪母“，庠”为阳部“，序”

为鱼部。鱼阳对转。

从意义看，“ 庠”、“ 序”都是学校的名称。《 孟子·滕文公

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

仅从音义来看“，庠“”、序”也可以说是同源词。但其语源是

否相同呢？《 孟子·滕文公上》还说：“ 庠者，养也，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学则三代共之。”《 孟子》说“ 庠

者，养也”，“ 序者，射也”是声训，声训不一定可靠，但是，除

《 孟子》所说的以外，还有一些材料《： 说文》“：庠，礼官养老也。”

《 礼记·王制》“：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郑注“：庠之言养也。”

《 周礼·州长职》“：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也都说明“ 庠”和

“ 养”有关，“ 序”和“ 射”有关。王引之不同意“ 养”是养老，

“ 射”是习射，他引《 礼记·王制》：“ 耆老皆集于庠，元日习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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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和《 礼记·文王世子》“：适东序养老。”证明庠中也可习射，

序中也可养老，而认为“ 养”是“ 教养”之义“，射”通“ 绎”，为

“ 陈列而宣示之”之义（。王引之说见王念孙《 广雅疏证》卷一）但

按照王引之说，“ 养”和“ 射”也不是同源的。所以，说“ 庠”和

“ 序”同源，似乎也还可以商榷。

要确证某些词同出于一个语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但是，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考虑这个

问题。即：可以从词义的引申系统、文字的谐声偏旁，以及古代

的 训声 和其他训诂资料等方面加以考虑。如果考察的结果说明这

些词虽然意义相同或相关，但是并不是同一来源，那么就表明它

们语音的相近是出于偶合，它们是不能看作同源词的。

近年来，也有人运用同属汉藏语系的其他民族语言（ 如藏语、

傣语等）的资料来研究汉语同源词，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这

方面的研究还刚刚开始，所以在这里也就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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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词汇和文字的关系

汉字是用来记录汉语词汇的，但字和词又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有时候是一词多字，即同一个汉语的单音词，可以用几个不同的

汉字来记录；有时候是一字多词，即同一个汉字可以记录不同的

单音词。这种复杂的关系，在阅读上会带来一些困难，所以必须

弄清楚。

下面准备讨论五种字（：一）异体字（。二）同形字（。三）假

借字（。四）区别字（。五）同源字。

第一节　　异　　体　　字

异体字是人们为语言中同一个词造的几个形体不同的字，这

些字意义完全相同，可以互相替换。例如：

埜—野　　彬一斌　—捣　　砲一炮　　鹅 　 一渊

”—“ 捣”是声符不同，“ 砲”—“ 炮”是义符不其中“ 同，

“ 鹅”—“ ”—“ 鵞”是偏旁的 埜”—“ 野”，位置不同，“ 　

“ 彬”—“ 斌”是造字方法（ 形 ”是初文，声和会意）不同，“

“ 渊”是初文加上形旁。这些异体字一般都已讲到，此处不赘。

值得注意的是下面几点：

（ 一）有些字据《 说文》是异体字，但后来由于语言文字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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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变，或者由于习惯用法的不同，就变成两个字或是部分的异

体字了。例如：

（ １）咳，孩

《 说文》“：咳，小儿笑也。从口亥声。孩，古文咳，从子。”

《 老子》“：若婴儿之未咳。”《 孟子·尽心上》“：孩提之童。”注：

“ 二三岁之间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这里的“ 咳”、“ 孩”是

异体字。但到后来，“ 孩”由“ 小儿笑”引申为“ 孩童”之义，这

时就不能写作“ 咳”。同时，在后来又产生了“ 咳嗽”的“ 咳”字

，“（ 见下“ 同形字”） 孩童”的“ 孩”和“ 咳嗽”的“ 咳”就成了

完全不同的两个字了。

（ ２）副，疈

《 说文》“：副，判也。从刀畐声《。 周礼》曰副辜祭。疈，籀

文副。”“ 副”在表“ 判”义时音ｐì，后来引申为副贰之副，音ｆù。

这个意义的“ 副”不能写作“ 疈”。

（ ３）澜 ，涟

《 说文》“：澜，大波为澜。从水阑声。涟，澜或从连。”段注：

“ 古阑连同音，故澜涟同字。后人乃别为异字异音异义。”《 说文》

，泣下也，从心，连声，《 易》曰中还有一个“ ”字“， “：泣

如。”《 周易·屯卦》作“ 泣涕涕 涟如。”朱骏声认“为 ”是后

起字，是为区分“ 涟”的二义而作的。

（ ４）御 ，驭

《 说文》“：御，使马也。从彳从卸。驭，古文御，从又从马。”

最初两字为异体。如《 周礼·大司徒》“：礼乐射御书数“。”御”就

是使马。但“ 御”又可表示“ 治”义，如《 诗经·大雅·思齐》：

“ 以御于家邦。”笺“：御，治也。”表示“ 进”义，如《 礼记·内

则》：‘冢子御食。”表示与君王有关之义，蔡邕《 独断》“：天子所

进曰御。凡衣服加于身，饮食入于口，妃妾接于寝皆曰御。”这些

意义都不写作“ 驭”。“ 御”还表示“ 抵御”，如《 诗经·邶风·谷

风》“：亦以御冬。”这个意义也不写作“ 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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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谕 ，喻

《 说文》“：谕，告也。”段注“：谕或作喻。”本来“，言”旁和

“ 口”旁是可以相通的，“ 谕”和“ 喻”是异体字，在“ 告诉”、

“ 晓喻“”、譬喻”等意义上，既可作“ 谕”，也可作“ 喻”。但后来

在“ 上级对下级的命令”的意义上，只写“ 谕”，不写“ 喻”，如

“ 手谕”“、教谕”等。

（ ６）犹（ 猶 ），猷

《 说文》“：猶，玃属，从犬，酋声。”段注“：今字分猷谋字犬

在右，语助字犬在左。经典绝无此例。”段玉裁的话是对的。先秦

时“ 计谋”义也可以作“ 犹”，如《 诗经·小雅·采芑》：“ 克壮其

犹“。”犹如”义也可以作“ 猷　”，如《 尔雅·释言》“：猷，若也。”

但后来“ 计谋”义只作“ 猷”，“ 犹如”义只作“ 犹”。

（ 二）与此相反，有的字按其本义没有异体字，而当它们引申

或假借为别的意义时，有异体字。如：

（ １）诒 ，贻

《 说文》：“ 诒，相欺诒也。一日遗也。从言台声。”在“ 遗

也”这个意义上，又写作“ 贻”。《 诗经·小雅·斯干》：“ 无父母

贻罹。”释文：“ 本作诒。”“ 诒”和“ 贻”在“ 相欺诒”的意义上

不是异体字，在“ 遗也”的意义上是异体字。

（ ２）翊 ，翌

《 说文》：“ 翊，飞貌。从羽立声。”“ 翊”又用作“ 翊日”的
“ 翊”，《 汉书·王莽传》：“ 越若翊辛丑。”在这个意义上它和

“ 翌”是异体字。《 尔雅·释言》“：翌，明也。”但在“ 飞貌”的意

义上“ 翊”和“ 翌”不是异体字。

第二节　　同　　形　　字

和异体字相反，同形字是分别为两个不同的词造的字，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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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形体相同。这样，同一个字就记录了两个词。

造成同形字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替两个不同的词造字的时

候“ 不谋而合”，例如：

（ １）咳

“ 咳”的本义是“ 小儿笑” “ 欬”的异体字。，音ｈáｉ。但它又是

《 说文》“：欬，逆气也，从欠亥声。”因为从“ 欠”的字也可以从

“ 口”（ 如“ ”也可作“ 叹”，“ 欷”也可“作 唏“”，欧”也可作

“ 呕”），所以也作“ 咳”，音ｋé《。 礼记·内则》“：不敢噦噫嚏咳。”

释文“：咳，苦爱反。”

“ 咳”又是“ 该”的异体字，这是因为从“ 言”的字也可以从

“ 口（” 如“ 詠”也可作“ 咏”“， ”也可作“ 叫”）。如《 晏子·

外篇》“：颈尾咳于天地。”音ｇāｉ。

这样，同一个“ 咳”字就记录了三个音义都不同的词。

（ ２）鍉

“ 鍉”是“ 镝”的异体字。《 说文》“：镝，矢鏠也。从金啇声。”

段注：“ 古亦作鍉，是声啇声同部也。”《 史记·　秦楚之际月表》：

“ 销锋镝。”集解“：徐广曰：‘一作鍉。’”索隐“：镝音的，注

‘鍉’字亦音的。”但‘鍉，又有“ 匙” 隗义，即勺子。《 后汉书·

嚣传》“：牵马操刀，奉盘错鍉，遂割牲而盟。”注“：字诂，鍉即

题，音徒启反。⋯⋯鍉即匙字。”这是新造的形声字，但结果与表

“ 箭头”义，音“ 的”的“ 镝”不谋而合。

“ 是”是禅母字，“ 镝”是端母字。照组字在上古与端组字音

近，所以用“ 啇”做声符的‘镝，也可以用“ 是”作声符。后来

照组和端组读音差别加大，用“ 鍉”来记录端组字就不适合了，因

此这个异体字就逐渐被淘汰，同时，又为禅母字“ 匙”造了 的新

形声字“ 鍉”。这就是同形字“ 鍉”形成的原因。

（ ３）嘿

“ 嘿”原是沉默的“ 默”的异体字《。 玉篇》“：嘿，与默同。’

《 史记·荆轲传》“：荆轲嘿而逃去。”上古“ 默“”、黑”同属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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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以用从口黑声的字来表示“ 默“”。嘿”字今读ｈēｉ，叹词，也

写作“ 嗨”，是根据“ 黑”的现代音而新造的形声字，与古代的

“ 嘿”仅仅同形而音义全不同。

（ ４）姥

《 韵会》“：姥，老母，或作姆，女师也。⋯⋯莫补切。”读ｍǔ。

这是个会意字，老女为姥。但近代又俗称外祖母为“ 姥姥”，是形

声字，读ｌǎｏ。

（ ５）份

《 说文》“：份，文质备也，从人分声《。 论语》：‘文质份份。’

彬，古文份。”读ｂīｎ。上古轻重唇不分，所以“ 分”可以作“ 份

（ 彬）”的声符。“ 份”现代作为“ 分”的区别字，分得的一部分叫

一“ 份”，读音也从“ 分”变化而来，读“ 分”的去声ｆèｎ，其音

义均和《 说文》的“ 份”无关。

第二种原因是在文字发展过程中字形起了变化。特别是在隶

变之后，一些原来不同的字，变得形体一样了。例如：

（ １）去

”在第五章中说过，金文的“ ”和“ 是两个字，后来都

写作“ 去”，因此“ 去”就有了“ 弃去”和“ 藏弃”两个意义。这

里不重复。

（ ２）胄

《“ 甲胄”的“ 胄”篆文作 由，兜鍪也。从。 说文》“：

声 《。 说文 ，》“： 胤。“”胄裔”的“ 胄”篆 也，从肉由声。”文作

和 都变为“ 月”隶变后 ，因此两字形体相同。

（ ３）刑

《， 说文“ 刑罚”的“ 刑”篆文作 》“：刑，罚罪也。从刀井。

《 易》日：井者法也。”古代“ 刑”还可以表示“ 割“”、杀”，如

《 战国策·魏策》“：刑白马以盟于洹水之上”，这个“ 刑”篆文作

声。”《， 说文》“：刑，刭也。 也，从刀， 段注“：按 者，五

皆用之。刑者，刭颈也，横绝之也凡 罚、典 、仪 。此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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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字。不知造字之旨义少用，俗字 既殊乃用刑为 罚、典 ，

声井声、 各部，凡井声在十一部，凡 声在十二部也。”现在两

个字都写作“ 刑”。

（ ４）敺

这是“ 驱”的古文。《 说文》：“ 驱，马驰也。毆，古文驱。”

《 孟子·离娄上》“：故为渊毆鱼者，獭也，为丛敺爵者，鹯也。”这

是因为“ 驱”是人赶马的动作，所以可从马，又可从攴。同时，

“ 敺”又是“ 殴”的俗字《。 广韵·原韵》“：殴，殴击也。俗作毆。”

殳”旁误作了“ 攴”旁《。 汉书·梁孝王传》“：后这是因为“ 数复

毆伤郎。”这样“，毆”字就记录了两个词。

同形字能不能认为是通假，比如说，能不能认为“ 咳”本义

是“ 小儿笑”，假借为“ 欬”，为“ 该”“；胄”的本义为胄裔，假

借为甲胄；“ 毆”本义为驱马，假借为殴击？确实，一般字典都说，

“ 鍉”通“ 镝”“，毆”通“ 殴”。但这样说并不妥当。因为，第一，

通假是有条件的，必须读音相同或相近。而“ 咳（” ｈáｉ）和“ 欬”、

“ 该”的读音“，嘿（”ｍò）和“ 嗨”的读音“，天姥山”的“ 姥”和

敺（“ 姥姥”的“ 姥”的读音“， ”　ｑū）“和 殴”的读音都差得很远。

第二，即使有些字的读音相同或相近，如甲胄的“ 胄”和胄裔的

“ 胄”，刑罚的“ 刑”和刑白马的“ 刑”，从文字发展演变的过程来

看，也是两字混为一字，而不是借一字来表示另一字，所以，它

们和假借字是不同的。

其实，这种在造字过程中“ 不谋而合”，使新造的字偶合于原

有的字的情况，现代也还能见到。如：现代有一个不规范的简化

字：把“ 楼”简化为“ 柚”。“ 柚”字是古已有之，“ 柚子”的

“ 柚”（ ｙòｕ）。但从这个不规范的简化字“ 柚”的造字过程看，究

竟是造字者先认识了“ 柚子”的“ 柚”字，而借这个字来表示

”的“ 楼”呢？还是把繁体字的笔画加以简省，取“ 上半部

“ 由”加“ 木”旁而造成“ 柚”（ ｌóｕ），结果和“ 柚子”的“ 柚”

（ ｙòｕ）不谋而合呢？显然，只能是后者。如果造“ 柚”字的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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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柚子”的“ 柚”字，知道“ 柚”读ｙòｕ，也许就不会以“ 柚”

来表示“ 楼”了。古代的同形字，很多也是这样产生的。从同形

字的产生过程也可以看出它和假借字的不同。

第三节　　假　　借　　字

许慎在《 说文解字叙》中把“ 假借”作为“ 六书”之一。他

给“ 假借”下的定义是“ 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并举例说“ 令长

是也。”他的定义一直为后代沿用，但“ 令“”、长”两个字却举得

不恰当。“ 令”本义为“ 命令”，后又用为“ 县令”的“ 令”；

“ 长”本义为长短，后又用为“ 县长”的“ 长”。这是引申，而不

是假借。后来的文字学家从《 说文》中找出六条：

来，周所受瑞麦 也，而以为行来之来。来

乌，孝鸟也，而以为乌呼字。

朋，古文凤，神鸟也，而以为朋党字。

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而人以为称。

韦，相背也，而以为皮韦。

西，鸟在巢上也，而以为东西之西。

认为《 说文》中这六个字是假借字。这六个字中，有两个《 说

文》是说错了：“ 朋” ，象两串玉，引申为成对的，又甲骨文作

，象婴引申为朋党“。子”甲骨文作 儿之状，引申为男子的美称。

其余四个字，确实是“ 本无其字”的假借“。来“”、韦“”、西”不

但是“ 本无其字”，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给它们专门造字。

但除了“ 本无其字”的假借以外，还有“ 本有其字”的假借。

郑玄说：“ 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

于近之而已（。”陆德明《 经典释文》引。）王引之《 经义述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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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也说：“ 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

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比如《 左传·文公十七年》“：鹿死不择

音。”杜预注“：音，所休荫之处。古字声同。”就是这种例子。杜

预注明确地指出“：音”之所以通“ 荫”，是因为“ 古字声同”。

有人把“ 本无其字”的假借和“ 本有其字”的假借加以区分，

把后者称为“ 通假”，以“ 假借”专指前者。这样区分是有好处的。

但就其本质而论，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用本来为Ａ义造的

Ａ字来表示Ｂ义，所以在本书中仍沿用传统的称呼，一律叫做

“ 假借”。

假借字在古书中是常见到的。下面，我们从阅读的角度，把

假借字分为几类。

（ 一）本有其字的假借，又可分为四类

（ ａ）　Ａ字借作Ｂ字用，但通常Ａ义仍用Ａ字表示，Ｂ义也仍

用Ｂ字表示。

例如：Ａ字：矢。Ａ义：箭。Ｂ字：誓。Ｂ义：发誓。

先秦时有“ 矢”字。通常表示“ 箭”义。如《 周易·系辞》：

“ 剡木为矢。”也有“ 誓”字，通常表示“ 发誓”义。如：《 诗经·

卫风·氓》：“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但是，有时“ 矢”表示“ 发

誓”义，如《 诗经·邶风·柏舟》：“ 之死矢靡它。”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发生意义上的混淆。因为人们通常见

到的是Ａ字表示Ａ义，而当古书上出现以Ａ字表示Ｂ义时，往往

把它理解为表Ａ义。这就是王引之《 经义述闻。通说》中说的

“ 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这

种例子很多，我们到后面再举。

（ ｂ）　Ａ字假借作Ｂ字用，通常Ａ义仍用Ａ字表示，但Ｂ字后

来一般不表示Ｂ义。

例如：Ａ字：荷。Ａ义：荷花。Ｂ字：何。Ｂ义：担荷。

在古书中“ 荷花”仍用“ 荷”表示，如《 诗经·郑风·山有

扶苏》“：山有扶苏， 有荷华。”但“ 担荷”之义一般也借“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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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而不大用本字“ 何”。如《 论语·卫灵公》“：有荷蒉而至孔

氏之门者。”对于“ 何”字来说，就是“ 借字行而本字废矣”。

这种情况对读古书妨碍不大，因为既是“ 本字废而借字行”，

人们对于以“ 荷”表示“ 担荷”已经习惯，在读到“ 有荷蒉而至

孔氏之门者”这句话时，就会想到：这个“ 荷”字不可能是“ 荷

花”之义，就应是‘担荷，之义。相反，对表示“ 担荷”义的本

字“ 何”，一般都比较陌生，在读到《 诗经·商颂·长发》：“ 何天

之休”时，如果不加注解，一般就看不懂了。

（ ｃ）Ａ字借作Ｂ字用，但Ａ义已不用Ａ表示。Ｂ义一般也不

用Ｂ表示。

如：Ａ字：草。Ａ义：栎实。Ｂ字：艸。Ｂ义：百卉。

《 说文》“：草，草斗，栎实也。一曰象斗。”段注“：按草斗之

字俗作皁，作皂。“”栎实”之义后来一般不用“ 草”表示“，草”

用来表示“ 百卉”。“ 百卉”义后来一般也不用“ 艸”表示。

这种情况更是“ 借字行而本字废矣”，Ａ字成了表示Ｂ义的专

”的借字，在读到《用符号。一般人不会想到“ 草”是“ 艸” 诗经·小

雅·何草不黄》：“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时，更不会把“ 草”理

解为“ 栎实”。

（ ｄ）　Ａ字借作Ｂ字用，Ａ义已趋于消失，Ｂ义一般仍用Ｂ字

表示。

例如： （ 虫名）。Ａ字： 。Ａ义 Ｂ字：朝。Ｂ义：：匽

早晨。

《 楚辞·哀郢》“：甲 ”借作“ 朝”字，“ 匽之 吾以行。“”

”义已趋于消失。“ 早晨”义一般仍用“ 朝”表示。

这种情况，尽管表示Ｂ义可用“ Ａ”、　　“ Ｂ”两字，但对于

“ Ａ”字来说，因为Ａ义已趋于消失，Ａ字也就成了专门表达Ｂ义

的符号，因此，也不大容易引起意义的混淆。

（ 二）“ 本无其字”的假借，也还可以分成两种情况

（ ａ）　Ａ字借用来表示Ｂ义，但Ａ义仍用Ａ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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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Ａ字：女。Ａ义：女子。Ｂ义：第二人称代词。

《 诗经·邶风·静女》：“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

美人之贻。”在这种情况下，Ａ字究竟表示Ａ义还是表示Ｂ义，就

要根据上下文来确定。

（ ｂ）　Ａ字借用来表示Ｂ义，而且Ａ义已消失。

例如：Ａ字：难。Ａ义：鸟名。Ｂ义：困难。

（ 例从略）。由于Ａ义已经消失，Ａ字就成了专门表达Ｂ义的

符号。尽管字形和字义不一致，一般人不明白“ 难”为什么要从

“ 隹”，但这不会成为阅读的障碍。正如“ 哭“”、笑”一样，尽管

人们不知道“ 哭”为什么要从“ 犬“”，笑”为什么要从“ 竹”，但

不妨碍人们认识这两个字。

综上所述，在阅读古书的时候，对于假借字，特别需要注意

的是两种情况：

（ １）一个字的本义（ Ａ义）和假借义（ Ｂ义）都很常见，如

“ 本有其字”的（ ｂ）和“ 本无其字”的（ ａ），这时需要确定文中

所表示的究竟是本义还是假借义。有时候，上下文能帮助我们进

行选择，如“ 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一句，从上下文就可以知

道“ 荷”字在这里绝非本义“ 荷花”，而是假借义“ 担荷”。但有

时候就比较困难。如“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

之贻。”其中“ 女”字究竟是用本义（ 女子）还是用假借义（ 汝），

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孔颖达疏说：“ 我非徒悦其美色，又美此女

人之能遗我彤管之法。”这是认为“ 女”用的是本义。朱熹《 诗集

传》则在“ 女”下注“ 汝”字，而且解释说“：然非此荑之为美也，

特以美人之所赠，故其物亦美耳。”这是认为“ 女”用的是假借义。

究竟哪一种看法对，就要根据整首诗来分析了。又如《 论语·为

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历来也有不同的解释，关键就在于

“ 攻”是“ 攻治”还是“ 攻击”，以及“ 已”是语气词（ 假借义）还

是“ 停止（”本义）。《 论语集解》以为“ 攻”是“ 治也”，邢昺疏

据此解释说“：治乎异端之书，斯则为害之深也。”这是把“ 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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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语气词。宋代孙奕《 示儿编》解释说：“ 攻，如攻人恶之攻。已，

止也。谓攻其异端，使吾道明，则异端之害人者自止。”清代焦循

《 韩诗外传补疏》“：攻，摩也。⋯⋯已，止也。⋯⋯互相切磋，⋯⋯

是为攻而害止也。”这都是把“ 已”读作本义。几种解释差别极大。

可见确定某字是本义还是假借义，对理解文意，是关系很大的。

（ ２）一个字偶而用作假借。即“ 本有其字”（的 ａ），这时人们

往往仍按其本义来读，这时最容易产生误解。这就是王念孙所说

的“ 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

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

为病矣。”（ 王引之《 经义述闻叙》引）清代的学者在这方面做了

许多有益的工作，下面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

《 礼记·祭法》：“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

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则祀之，⋯⋯帝 众事而

野死，⋯⋯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郑注“：著众，谓使民兴事知休作之

期也。赏，赏善，谓禅舜、封禹稷等也。能刑，谓去四凶。义终，谓既

禅二十八载乃死也。”

、尧、舜等为什么受到人们的祭祀。其这段话是说帝 中“ 尧能

赏均刑法以义终”一句颇费解：看来“ 义终”和“ 野死”是对文，

“ 野死”是受到祭祀的一种条件，为什么“ 义终”（ 既禅二十八载

乃死）也成为受到祭祀的一个条件呢？关于这一句，王念孙有一

个解释（ 见王引之《 经义述闻》卷十六引）：

案此篇自“ 圣王之制祭祀”以下，皆《 鲁语》文也。彼文云：“ 尧

能单均刑法以仪民。”单，尽；均，平也。仪，善也（。皆韦注）谓尧能

尽平刑法以善其民也。此作“ 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者，“ 赏”当为

⋯⋯ ⋯⋯“ 义”与“ 仪”通。⋯⋯“ 亶”字之误也。 “ 亶”与“ 单”通。

“ 终”与“ 众”通。⋯⋯众亦民也，即《 鲁语》之“ 尧能单均刑法以仪

民”也《。 郑语》曰“：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韦注：单，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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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义与此相似。帝 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单均刑法以仪众，二句文同

一例，皆法施于民之事也。郑未寤“ 赏”为“ 亶”字之误，“ 义终”为

“ 仪众”之通，故因文生训而失其本旨。

经过王念孙这样一讲，这段文章确实是讲通了。郑注因为不辨讹

误，不明假借，所以“ 诘 为病”，王念孙“ 破其假借而读以本

字”，所以就“ 涣然冰释”了。

怎样才能正确地“ 破其假借而读以本字”呢？王力先生《 训

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一文谈到了很重要的两点：（ 一）本字和假借

字必须音同或音近，才能产生通假。“ 如果仅仅是叠韵，而声母相

差较远，或者仅仅是双声，而韵母相差较远”，就不可能通假。所

以，不能滥用双声叠韵来讲通假。（ 二）即使两个字音同或音近，

也不一定就能通假。“ 如果没有任何证据，没有其他例子，古音通

假的解释仍然有穿凿附会的危险。”这第二点特别需要加以强调，

因为假借字总的来说也是一种有社会性的语言现象。比如假

“ 信”为“ 伸”，借“ 归”为“ 馈”，在先秦时都是比较常见的，所

以，如果说某字通某，一般总能有旁证。如果举不出任何例证，那

就可能只是主观猜测，或者是穿凿附会。这是在讲假借时必须注

意的。

上面引的王念孙对《 礼记·祭法》中的假借字的解释，符合

这两点。 亶”和“ 单”上古都是端母元部，“ 义”和第一，“

“ 仪”在上古都是疑母歌部“，终”和“ 众”在上古都是章母冬部，

它们都只是声调的不同。第二，王念孙用大量例证说明，先秦时

这些字可以相通。如《 诗经·小雅·楚茨》：“ 礼仪卒度。”《 韩

诗》“ 仪”作“ 义”。《 周礼·肆师》“：治其礼仪。”故书“ 仪”作

“ 义”。郑司农云“：义读为仪。”《 礼记·乐记》“：稽之制度，制之

礼义。”《 汉书·礼乐志》作“ 制之礼仪。”所以，王引之说“ 古者

书‘仪，但为‘义’”《。 尚书·盘庚》“：诞告用亶。”释文“；亶

马本作‘单’。”《 诗经·大雅·桑柔》“：俾尔单厚。”正义引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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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 俾尔亶厚。”郑笺曰：“ 单，尽也。”《 吕氏春秋·重己》：

“ 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亶而牛不可行。”高注：“ 亶，读曰单，

单，尽也。”可证先秦“ 亶”通“ 单”。《 诗经·周颂·振鹭》“：以

永终誉。”《 后汉书·崔骃传》引“ 终”作“ 众”。《 周易·杂卦》：

“ 大有，众也。”荀爽本“ 众”作“ 终”。《 仪礼·士相见礼》“：众

皆若是。”今文“ 众”作“ 终”。《 汉书·杨王孙传》“：死者，终生

之化而物之归也。”《 汉纪》“ 终”作“ 众”。汉桂阳太守周憬功勋

铭：“ 往古来今，变甚终矣。”“ 终”即“ 众”字。可证“ 终”通

“ 众”。此外，还有《 国语·鲁语》及韦昭注作证。这样，关于这

几个字的通假，就是言之凿凿的了。

关于假借字，还有两点需要谈到。

（ 一“）本字”的问题

“ 本字”是对“ 假借字”而言的。在“ 本有其字”的假借中，

那个“ 本有其字”的字，也就是原来就有，而且字形和字义相一

致的 字形和字义无关，只是临时借来代替“ 本字，叫“ 本字”；

字”的，叫假借字。如《 诗经·邶风·柏舟》：“ 之死矢靡它。”

“ 矢”是假借字，本字是“ 誓”。《 周易·系辞》：“ 屈信相感。”

“ 信”是假借字，本字是“ 伸”。假借字和本字的关系，一般用

“ 通 ”表 示，如 说“ 矢 ”通“ 誓 ”“、 信 ”通“ 伸 ”等 等。

如果是“ 本无其字”的假借，那就没有“ 本字”了。（ 有所谓

“ 后起本字”，到下一节中再谈。）比如，第二人称代词，先秦或写

作“ 女”，或写作“ 汝”“，女”本义是女子“，汝”本义是水名，这

两个字在表示第二人称代词时都是假借字，第二人称代词并没有

本字。但“ 女”的表“ 女子”和表第二人称代词的两个意义在上

下文中容易混淆，而“ 汝”的表示水名和表示第二人称代词的两

个意义在上下文中不容易相混，所以后来第二人称代词逐渐以写

“ 汝”为多，到颜师古注《 汉书》时，也就常常出现“ 女读曰汝”

这样的说法，现代一般词典和注解中“ 女通汝”这种说法就更常

见了。又如，“ 耐”原来是古代剃掉胡须的一种刑罚，又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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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耏”。同时，又用来表示“ 经得起”（ 如“ 耐暑”、“ 耐寒”的

“ 耐”），这也是“ 本无其字”的假借。但逐渐地“ 本义废而借义

行”，“ 耐”表示刑罚的意义逐渐消失，而变为表示“ 经得起”的

专用字了。但“ 能”也有读作“ 耐”，而且表示“ 经得起”之义的。

如《 汉书·晁错传》：“ 胡貊之人性能寒，杨粤之人性能暑。”注：

“ 能读曰耐。”现代也注为“ 能通耐”。在这种场合，所谓“ 读曰”，

所谓“ 通”，就不能刻板地理解为“ 假借字通本字”，而只是表示，

这个词通常写成什么字，而那个常见的字也是假借字。

有时，甚至会把本字和假借字倒过来。如“ 率”，《 说文》解

释为“ 捕 ，象相牵引而行于道之形，其本义应鸟毕”，而金文作

为“ 率领”。引申为名词，带兵之人，这个意义通常写作“ 帅”。其

实“ 帅”从巾，本义为佩巾，在表示“ 将帅”的“ 帅”时，应该

说是假借为“ 率”字。“ 率”字是本字，“ 帅”字是假借字。但在

先秦的文献中，表示“ 将帅”的意义时，用“ 帅”多，用“ 率”少。

所以后来的人看到“ 率”表示“ 将帅”义时，反而要加注。如

《 荀子·富国》“：将率不能则兵弱。”杨倞注“：率与帅同。”现代

的词典和注释则说成“ 率通帅”。这样说也无不可，它的意思是告

诉我们：这个“ 率”字通常写作“ 帅”。从阅读古书的角度说，这

样表达是清楚的。如果拘泥于本义和假借字的关系，在“ 率”字

表示“ 将帅”义时（ 如《 荀子·富国》例）不加注，而“ 帅”字

反而表示“ 将帅”义时（ 如《 礼记·月令》：“ 赏军帅武人于朝”）

加注：“ 帅通率。”那就反而会使人误以为《 礼记》中的“ 帅”是

“ 率领”之义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明白：从文字学上讲，

这种“ Ａ通Ｂ”并不表示“ Ａ”是假借字，“ Ｂ”是本字，而是恰恰

相反。

（ 二）同源字的假借

一般来说，本字和假借字的意义是没有联系的，它们能够通

假，只是由于读音相同或相近。但也有的时候，本字和假借字之

间的意义是有联系的，这就是同源字的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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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振”和“ 震”是同源字。《 说文》“：振，动也”“。震，

劈历振物者。”两字同音，语源也是一个，只是在用法上有区别，

“ 雷震“”、震惊”的“ 震”一般不写作“ 振”。但偶尔也有把“ 震

惊”的“ 震”写作“ 振”的，如《 史记·蒙恬列传》：“ 是时蒙恬

振匈奴。”这就是借“ 振”字为“ 震”字。但这时本字和假借字意

义有关系，因为这是同源字的假借。

“ 震”和“ 娠”也是同源字《。 说文》“：娠，女妊身动也。”大

徐音失人（切 今音ｓｈēｎ），小徐音章信（切 今音ｚｈèｎ）。按后一读，

与“ 震”同音。两个词意义也有关系，而且“ 娠”本作“ 震”。如

《 诗经·大雅·生民》“：载震载夙。”朱注“：而震动有娠，乃周人

所由以生之始也。”《 左传·昭公元年》：“ 邑姜方震大叔。”注：

“ 怀胎为震。”释文“：震，本又作娠，之慎反，又音申，怀妊也。”

从这个角度说，“ 娠”应是“ 震”的区别字（ 什么叫区别字，到下

一节再讲）。但后来习惯上已将“ 震”和“ 娠”分成两个字了。如

果再把“ 娠”写作“ 震”，也可以说是假“ 震”为“ 娠”，这也是

同源字的假借。

又如“：窦”和“ 渎”是同源字“。窦“”、渎”上古都是定母

屋部“，窦”是长人“，渎”是短入，中古分化为去声和入声《。 说

文》“：窦，空也。”徐锴曰“：水沟口也《。 周礼》日：‘宫中之窦，

其崇三尺。’”《 说文》“：渎，沟也。一曰邑中沟。”段注“：按，渎

之言窦也。凡水所行之孔曰渎，小大皆得称渎。”这两个字的写法

通常是有区别的：孔穴写作“ 窦”，水沟写作“ 渎”。但有时候也

可以互相通假。如《： 韩非子·五蠹》“：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

这是“ 窦”通“ 渎”《。 左传·襄公三十年》“：自墓门之渎入。”这

是“ 渎”通“ 窦”。

再如“，阙”和“ 缺”“、掘”是同源字“。阙”“、缺”溪母月

部，“ 掘”群母物部。门缺为阙，器缺为缺，“ 掘”的结果是

“ 缺”。三个字意义上有联系，同出一源。它们的写法习惯上有区

别，不过，有时也可以通假《。 列子·汤问》“：昔者女娲氏练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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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以补其阙。”这是“ 阙”通“ 缺”《。 左传·隐公元年》“：若阙地

及泉。”释文：“ 阙，其月反。”这是“ 阙”通“ 掘”。

总起来说，同源字的假借指的是：两个词是同源词，但既已

分化，通常就写作不同的汉字。但有时这两个汉字又可以通用。在

这种情况下，本字和假借字之间意义是有联系的。

第四节　　区　　别　　字

（ 一）区别字和本原字

在读古书时，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古书中写作同一个汉

字的，后来写作几个不同的汉字。如古书中的“ 辟”，后来写作

“ 闢”“、避”“、僻”“、嬖”等；古书中的“ 昏”，后来写作“ 、惛”

“ 睧“”、婚”等。这些后来加了偏旁的字，叫做“ 区别字”。相对

于“ 区别字”而言“，辟“”、昏”就叫做“ 本原字”。

这种情况，清代学者王筠已经注意到了。他在《 说文释例》卷

八讲到“ 分别文”和“ 累增字”：

字有不加偏旁而义已足者，则其偏旁为后人递加也。其加偏旁而义

遂异者，是为分别文。其种有二：一则正义为假义所夺，因加偏旁以区

别之（也 冉字之类）。一则本字义多，既加偏旁，则只分其一义也（。伀

字不足兼公侯之义）。其加偏旁而义仍不异者。是谓累增字。其种有三，

一则古义深曲，加偏旁以表之者（ 歌字之类）。一则既加偏旁，则置古

文不用者 ）。一则既加偏旁而世仍不用，所行者反也（ 今用復而不用

是古文也（ 今 。用“ 因”而不用“

王筠的话需要解释一下：

“ 冉”的本义就是须髯。但后来假借为“ 冉冉”的“ 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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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另加偏旁以“ 髯”来表示须髯。

“ 公”本来有公共之义，又有公侯之义，为了区分这些意义，

加偏旁作“ 伀”，专表公私的“ 公”《。 说文》“：伀，志及众也。”

“ 髯”和“ 伀”就是“ 分别文”。

“ 哥”本义是歌唱。《 说文》“：哥，声也。从二可。古文以为

歌字。”但“ 此义深曲”，人们多不了解了，所以后来又加偏旁作

“ 歌”，而意义未变。

”《。 说文》“： ，行故道也“ 重复”的“ 复”古文“作 。从

夂，畐省声。”又加偏旁“作 （”即“ 復”字）。《 说文》“： ，往

”。来也。”后来多“用 ”，不“用

《 说文》“：因，就也“。” ，就 也 。“ ”是“ 因”加偏旁而”

成的，两字音义皆同。但后来“ ”一般不用。

“ 歌 ”“、 復 ”“、 ”是“ 累增字”。

但是，王筠的分类是不明确的：“ 冉”和“ 哥”都是因为“ 借

义行而本义废”，所以又另加偏旁表示本义，就造出了“ 髯”和

“ 歌”，为什么前者属于“ 分别文”，而后者属于“ 累增字”？因此，

我们不打算沿用王筠的概念，而对“ 区别字”重新作一番叙述。

为什么会产生区别字？这是由于在语言文字发展的过程中，同

一个汉字的“ 兼职”过多，因此要在形体上加以区别。比如

，但它可以假借来记“ 辟”的本义是“ 法（”据《 说文》） 录一些音

同或音近的词，如《： 左传·成公二年》“：旦辟左右。”这是表示

躲避《。 商君书·弱民》“：农辟地。”这是表示开闢《。 史记·范睢

传》“：秦国辟远，”这是表示偏僻《。 战国策·齐策》“：不使左右

亲近便辟。”这是表示宠嬖。这些词都用同一个汉字记录，意义容

易混淆，所以后来分别加上偏旁，写成“ 避”“ 闢”“、僻”“、嬖”。

“ 昏”的本义是日色暗，引申为昏乱，如《 吕氏春秋·诬徒》“：昏

于小利，惑于嗜欲。”又引申为眼昏花，如《 新唐书·魏征传》：

眊昏，不能见。”又引申为“ 臣 结婚（ 因为古代婚礼多在黄昏时举

行），如《 汉书·晁错传》“：男女有昏，生死相恤。”这些引申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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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汉字表达，也容易引起混淆，所以后来分别写作“ 惛”、

“ 睧“”、婚”。

“ 辟”和“ 昏”都是本原字表示本义，区别字表示假借义或引

申义。也有反过来，用本原字来表示假借义或引申义，而用区别

字表示本义的。如“ 然”的本义是“ 燃烧”，《 孟子·公孙丑上》：

“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假借为“ 然否”的“ 然”。后来“ 借义

行而本义废”，就又在“ 然”字上加偏旁作“ 燃”，表示本义燃烧。

“ 益”的本义是水溢出《。 吕氏春秋·察今》“：澭水暴益”。引申为

增益，利益，引申义行而本义废，就又在“ 益”字上加偏旁作

“ 溢”，表示本义“ 水溢出”。

区别字的产生不外这四种情况，列表如下：

（ 加＊的是区别字）

按照这种看法，凡是一个汉字因为引申或假借而造成用法的

分化，需要另加偏旁来区别的，其加偏旁的字都叫“ 区别字”。所

以，王筠所列举的“ 髯”、“ 伀”、“ 歌”都是区别字。而“ 累增

字”应限于一个汉字用法没有分化，加上偏旁以后和原来的汉字

， ，＝因，以音义全同的那些字，如復＝ 及渊＝ ＝户等

等。

这里再说一说“ 本原字”这个名称。这个名称是我提出来的。

为什么要新立这个名目，而不沿用“ 本字”这个名称呢？因为

“ 本字”是相对于“ 假借字”而言的，“ 本原字”是相对于“ 区别

字”而言的，两者的含义不一样。在上面提到的区别字产生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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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中，“ 本原字”的概念都不能用“ 本字”来代替：“ 昏”—

“ 婚“”、溢”一“ 益”是引申关系，而不是假借关系，所以不能说

“ 昏”是“ 婚”的本字，也不能说“ 益”是“ 溢”的本字“；辟”一

“ 避“”，然”一“ 燃”是因文字的假借而产生区别字的，现代的词

典和注释中，常常用“ 辟通避“”、然通燃”来表示它们的关系，这

样说也无不可，但只能理解为“ 旦辟左右”的“ 辟”就是后来的

“ 避”，“ 火之始然”的“ 然”就是后来的“ 燃”，因为“ 避”和

“ 燃”都是后起的，说它们是“ 本字”，未免把历史颠倒了。特别

是“ 然通燃”如果把“ 燃”看作“ 本字”，把“ 然”看作假借字，

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因为“ 然”字从火，本来就是为“ 燃

烧”义造的字，怎么能说它是假借字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

“ 本原字”这个名称，说“ 然”是本原字，“ 燃”是区别字，才能

把问题说清楚。

象“ 辟”和“ 避”这种情况，在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有人认

为“ 避”是“ 后起本字”；还有人认为，只要是字形和字义相符，

就是“ 本字”，不管是早出还是后出，所以“ 避”就是“ 本字”。而

有人则反对这种意见，认为把“ 避”这种区别字叫做“ 本字”，是

颠倒了历史。我认为这种争论倒并不涉及实质性问题，因为争论

的几方都不否认“ 避”这一类区别字是后起的，所不同的只是对

“ 本字”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本字”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更好呢？

我认为，“ 本字”还是应该考虑时代。如果把那些象“ 避”之类后

起的，但字形和字义相符的字义统统叫做“ 本字”，将会遇到一个

困难。因为这样一些区别字直到现在还在产生，比如“ 家具”，有

人写作“ 傢俱“”；包子”，有人写作“ 饱子”。光从字形和字义相

符这一点来说，“ 俱”和“ 饱”似乎更有资格充当“ 本字”，但如

果真的把它们称为“ 本字”，恐怕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上一章说过，本原字和区别字有的是同源词，有的不是同源

词。现在，可以具体来看一看，究竟哪些同源，哪些不同源。凡

是由引申而产生的区别字，和本原字都是同源的，如“ 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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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惛“”、睧“”，益”和“ 溢”。凡是由假借而产生的区别字，

和本原字都不是同源的“。辟（”法也）和“ 避“”、闢 “、 僻 ”、

嬖”意义毫无关系，当然说不上同源。“ 然否”的“ 然”和

“ 燃”意义也毫无关系，而“ 火之始然”的“ 然”和“ 燃”虽然是

两个汉字，但记录的是语言中的同一个词，所以也不是同源词。

（ 二）区别字的种类

原字加上偏旁而形成的。上面举的区别字都是由本 这是构成

区别字的一种最主要的形式，但除此之外，区别字还有别的形式。

（ １）本原字加偏旁而形成区别字

例已见前，此处从略。但要补充说明一点：本原字所加的偏

旁，多数是与意义有关的，如“ 避”加“ 辶”，“ 　闢”加“ 门”、

“ 僻”加“ 亻“”、嬖”加“ 女”等等。但也有一些所加的偏旁与词

义无关，仅仅是表示和本原字有区别。如“ 县”的区别字“ 悬”，

“ 知”的区别字“ 智“”，景”的区别字“ 影”，很难解释为什么要

加“ 心 ”，加“ 日”，加“ 彡 ”。

（ ２）改变本原字的偏旁而形成区别字

如“ 適”，本义是“ 之”，假借为“ 庶嫡”的“ 適（”都历切，

今音ｄí）。如《 左传·文公十八年》：“ 杀適立庶。”后来写作

“ 嫡”。

“ 赴”，本义是“ 奔赴”，引申为“ 告丧”，如《 左传·隐公三

年》“：平王崩，赴以庚戌。”后来写作“ 讣”。

“ 疏”，本义为“ 通”，引申为稀疏的疏。又引申为一种文体，

如《 论积贮疏》。为了区别这几个意义，唐代将稀疏的疏写成

“ 疎”，这是改换了声符。

“ 吹”，本义为吹气，引申为吹奏乐器。《 韩非子·内储说

上》“：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后来曾为吹奏乐器义造一区别

字“ 龡”。如《 周礼·籥师》“：掌教国子舞羽龡籥”。这是改变了

”，这是把会意字改为会意字的部件。《 说文》作“ 形声字。

（ ３）改变本原字的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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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本义为“ 献（”给神献祭品）。引申为“ 通”，音许庚

切（ 今音ｈēｎｇ），字作“ 亨”。

“ 　间”，本义是门缝。引申为间隔，为空间，又为空闲。为了

区别这些意义，后来用“ 间”表示空闲，用“ 间”表示“ 间隔”、

“ 空间”等义。

“ 句”，本义为曲，引申为章句之句。为了区别，后来表示曲

义的音ｇōｕ，写“作 勾”，表示句子义的音ｊù　 １，仍写作“ 句”。关

于这一点，段玉裁有一段话可供参考：“ 凡曲折之物，侈为倨，敛

为曲。⋯⋯凡章句之句亦取稽留可鉤乙之意，古音总如鉤。后人

句曲音鉤，章句音屦，又改句曲字为勾。”

（ ４）另造一字为区别字

“ 伏”，本义为俯伏，引申为鸡伏卵《。 汉书·五行志》“：雄

鸡伏子。”后来引申义写作“ 孵”。

“ 鼎”，本义为钟鼎之鼎，假借为系船之物《。 方言》“：所以

，维之之谓鼎”。后来假借义写作“ 碇”《。刺船之谓 新唐书·孔

戣传》“：蕃船泊步，有下碇税。”

“ 树”，本义为种植，引申为树立《。 三国志·武帝纪》“：连

车树栅。”后来又引申为“ 树木”的“ 树”，为了区别，把树立义

写作“ 竖”。

（ ５）借另一字为区别字

“ 何”，本义为担荷《。 诗经·小雅·无羊》“：何簑与笠。”假

借为疑问代词。后来“ 何”专用于假借义，而另借用“ 荷”字来

表示本义“ 担荷”。如《 论语·卫灵公》“：有荷蒉而至于孔氏之门

者。”

“ 伯”，本义为排行最大的，引申为诸侯的盟（主 音ｂà）《。 韩

非子·难四》“：桓公，五伯之上也。”后来借“ 霸”字来表示引申

义《， 商君书·更法》“：五霸不同法而霸（。“” 霸”的本义是月初

①为了简便，以下读音只注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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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月光。）

“ 被”，本义为被子，引申为披在身（上 音ｐī）　《。 史记·陈涉

世家》“：将军身被坚执锐。”后来借“ 披”字来表示引申义。韦应

物《 寄冯著》诗“：披衣出茅屋（。“” 披”的本义是分开。）

还有的是既借一字作为区别字，又专造一字为区别字。如：

“ 阳”，本义为阳光，引申为假装《。 韩非子·说难》“：阳收

其身，而实疏之。”后来借“ 详”字表示引申（义 音ｙｂｎｇ）《。 史记·

李将军列传》“：行十余里，广详死。”又另造“ 佯”字《。 孙子兵

法·军争》“：佯北勿从。”

这种借来作区别字的字，有双重身分。一方面，“ 伯仲”的

“ 伯”和“ 五伯”的“ 伯”本是用同一个汉字来表示的。为了区分，

把“ 五伯”的“ 伯”写成“ 霸”，从这个角度讲“，伯”一“ 霸”是

本原字和区别字。另一方面，“ 霸”的本义是月初时的月光，用

“ 霸”表示“ 五伯”的“ 伯”是假借。从这个角度讲，“ 伯”—

“ 霸”是本字和假借字。同样，“ 何”—“ 荷”（ 本义是荷花），

“ 被”—“ 披（”本义是分开）“，阳”—“ 详（”本义是详细），也

都既是本原字和区别字，又是本字和假借字。

从上述例子还可看到有些区别字读音与本原字不同。如

“ 县（”ｘｉàｎ）—悬（”ｘｕāｎ“），適（”ｓｈì）—“ 嫡（”ｄí“），享”

āｎ）（ ｘｉǎｎｇ）—“ 亨（”ｈēｎｇ“），间（”ｊｉ （ ｘｉáｎ），“ 句”—“ 閒”

（ ｊｕ）—“ 勾（”ｇōｕ）“，鼎（”ｄǐｎｇ）—“ 碇（”ｄìｎｇ）　“，伯”

（ ｂó）—“ 霸（”ｂà“），被（”ｂèｉ）—“ 披（”ｐī）。为什么会产生这

种现象呢？这有的是因为本原字的本义和假借义的读音相近而不

一定相同。如“ 適”是书母锡部，而在“ 杀適立庶”中是借来记

录一个音丁历切（ 端母锡部）的词，后来为这个词而造的区别字

“ 嫡”当然也读端母，与“ 適”的读音不同。有的是在词义发展过

程中，一个词引申出多种意义，有的远引申义独立成为另一个词，

这时在语言中往往改变读音来加以区别，这就是所谓“ 音变构

词”。如“ 被”本义是被子，音皮彼切（ ｂèｉ），引申为披着，就读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12

成敷羁切（ ｐī）。读音分化了，于是就把音敷羁切的写作“ 披”。

当然，也有本原字和区别字读音一样的。如“ 然”和“ 燃”，

“ 昏”和“ 婚”等。这是因为“，然”字借来记录语言中“ 然否”的

“ 然”，而“ 火之始然”的“ 然”和“ 然否”的“ 然”在语言中完

全同音；而从旧词分化出新词时，读音可以改变（ 如“ 被”→

“ 披”），也可以不改变（ 如“ 昏”→“ 婚”）。

（ 三）区别字和古今字

有的把本原字和区别字称为“ 古今字”。这是术语的不同。从

时代来看，确实本原字都属于“ 古”，区别字都属于“ 今“”；古”、

“ 今”是相对而言的，以先秦为古，则汉魏为今；以汉魏为古，则

唐宋为今。所以称之为“ 古今字”也是可以的。

但若以术语的精确性而论，我主张称“ 本原字”和“ 区别

字”，而不称“ 古今字”。理由有二：

（ １）“ 古今字”的名称从时代的先后着眼，没有表达出这一

类字的特点。异体字也有古有今。如“ 网”字古，“ 網”字今；

“ 淚”字古“，泪”字今。同形字也有古有今，如“ 嘿（”ｍò）字古，

“ 嘿（” ｈēｉ）字今“；姥（”ｍｕ）字古“，姥（”ｌǎｏ）字今。假借字也

有古今，如“ 蚤”字古“，早”字今“，何”字古“，荷”字今。如

果仅仅以“ 古”和“ 今”来区分，那么这些字为什么不能叫“ 古

今字”呢？

所谓“ 异体字“”、同形字“”、假借字“”、区别字”，其间的区

别在于字和词的关系不同。“ 异体字”是两个不同形体的字记录同

一个词，而这两个字都是为这个词造的；“ 同形字”是两个形体相

同的字记录两个不同的词“ 假借字”是用本来为Ａ词造的字记录

Ｂ词；“ 区别字”是原来用同一个字记录Ａ词和Ｂ词，后来用另一

个字来记录Ａ词或Ｂ词，从而把Ａ、　Ｂ两词加以区别。这样的分

类，都以字词的关系为标准，而不同的类别又不至于重叠交叉。所

以，“ 本原字”和“ 区别字”这个名称，比“ 古今字”要准确。

（ ２）从“ 古今字”这个名称本身看，古人并不专用来指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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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和区别字。比如《， 说文》“：说，说释也。”段注“：说释即悦怿。

说、悦，释、怿古今字。”这里“ 古今字”固然就是指本原字和区

别字，但是，段注中还有不少地方“ 古今字”指的并非本原字和

区别字。例如：

《 说文》“：谊，人所宜也。”段注“：古书‘仪’但为‘义，，今时所

谓‘义’为‘谊’。按此，则‘谊’、‘义’古今字。周时作‘谊’，汉时

作‘义’，皆今之仁义字也。其威仪字，则周时作‘义’，汉时作‘仪，。

凡读经传者不可不知古今字，古今无定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

晋宋为今，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

也《 说文》“：舄， 。”段注“：谓舄即鹊字。此以今字释古字之例。

古文 ’下曰‘厚也’《， 周礼》注曰‘勋读为勲。’皆。‘作舄，小篆作

以今字释古字。”

“ 瀞，无垢藏也。”段注“：此今之《 说文》： 净字也。古瀞今净，是之

谓古今字。”

《 说文》“：联，连也。”段注“：周人用联字，汉人用连字，古今字也。”

《 说文》“：于，於也。”段注“：于於二字，在周时为古今字。”

《 说文》“：叉，手足甲也。”段注“：叉爪古今字。”

《 说文》“：气，云气也。”段注“：气氣古今字。”

《 说文》“：澂，清也。”段注“：澂澄古今字。”

上面所举的段玉裁所说的“ 古今字”，都是一对一的，是时代先后

不同的异体字，而不是本原字和区别字。所以，如果我们用“ 古

今字”来称本原字和区别字，容易引起概念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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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同　　源　　字

同源字就是用来记录同源词的几个形体不同的汉字。在第六

章中说过，有的词孳生出新词以后，读音和字形都没有改变，如

“ 把（”动词）和“ 把（”介 词）“， 被（”名 词）和“ 被（”介词）、

“ 徒（”动词）和“ 徒（”副词），这当然不能叫同源字。除此以外，

象“ 长”“、张“”、丈“”、掌”等，就都是同源字。

同源字和区别字是有交叉的。同源字中有一类是本原字和区

别字，如“ 张”和“ 帐“”、胀（”因为这些字最早都写作“ 张”），

有一类不是本原字和区别字，如“ 长“”、张“”、丈“”、掌（”因为

这些字虽然同出一源，但一开始就写成不同的汉字）。从本原字和

区别字的角度讲，它们有的是同源字，如“ 张”和“ 帐”、“ 胀”

（ 它们是由引申关系而形成的区别字），有的不是同源字，如

“ 辟”和“ 避“”、闢“”、僻“”、嬖（”它们是由假借关系而形成的

区别字）。列表如下：

假借字一般不是同源字，这在第六章中已经讲过，如“ 矢”和

“ 誓”，就其本义来说，是两个毫不相干的词，就“ 矢”的假借义

“ 发誓”来说，“ 之死矢靡它”中的“ 矢”和“ 发誓”的“ 誓”记

录的是同一个词，所以也谈不上同源。但在本章的第三节中说过，

有时候同源字可以通假。如“ 震”和“ 振”、“ 窦”和“ 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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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阙”和“ 缺“”、掘”等。这一部分字，既是假借，又是同源。

要判定几个字是不是同源字，主要就是判定它们所代表的词

是否同源。这一点在第六章中已有专节谈到，此处不重复。在这

里主要谈一个问题：有些同源字，常被误认为假借。

如“ 亡”和“ 无”。这两个字意义相通。如《 论语·述而》：

“ 亡而为有。”疏“：亡，无也。”一般词典也把它们看作假借。如

《 辞源》“：亡 通‘无’。诗·邶风·谷风：何有何亡， 勉求之。”

但是，Ａ字假借为Ｂ字，一般是要读Ｂ字的音的。如《 荀子·天

论》“：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注“：信读为伸，古字通用。”而

《 论语·述而》和《 诗经·邶风·谷风》中的“ 亡”都没有注明要

读“ 无”。《 礼记·檀弓》“：称家之有亡。”释文“：亡，皇如字，无

也。一音无，下同。”《 水经注·湿水》“：燕语呼亡为无。”可见古

代“ 有亡”的“ 亡”一般仍读武方切（ 今音ｗáｎｇ），只在某种方

言中读“ 无”。《 广韵》“：亡，无也，灭也，逃也。武方切。”可见

不论是“ 逃亡”的“ 亡”还是“ 有亡”的“ 亡”，都是一个读音。

籑诂》中，“ 亡”也只收在直到《 经籍 阳韵，而不兼收在虞韵，可

见直到清代，“ 亡”也只有一个读音ｗáｎｇ。这说明“ 亡”不是假

借为“ 无”。

那么，“ 亡”和“ 无”是什么关系呢？应该说是同源字。古汉

语中还有一个“ 罔”字，也和“ 无”同义。《 尚书·君奭》：“ 罔不

是孚。”注“：无不是而信之。”《 诗经·卫风·氓》“：士也罔极，二

三其德。”正义“：士也行无中正，故二三其德。”但它和“ 无”读

罔音不同，所以没有人说“ ”通“ 无”。其实，“ 亡”和“ 罔”上

古都是明母阳部，“ 无”上古是明母鱼部，三字声母相同，韵部鱼

阳对转，意义相同，应该是同源字。

又如“，特”和“ 直”。通常也认为“ 直”是“ 特”的假借字。

但是“，直”和“ 特”在上古读音虽然很相（近 都是定母职部），但

也不完全同音，“ 特”是一等，“ 直”是三等。而古代训诂也只说

“ 直，特也”，没有说“ 直读为特”的《。 吕氏春秋·忠廉》“：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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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庆忌为之赐而不杀耳。”注“：特犹直也。”《 吕氏春秋·分职》：

“ 岂特宫室哉？”注“：特，犹直也。”所谓“ 犹”，是说意义或用法

相似，而读音并不相同。所以，这两个字也应看作同源字。

又如“：倍”和“ 背”。一般也认为“ 倍”通“ 背”。但在上古

这两个字读音不同。“ 背”是帮母职部，“ 倍”是并母之部，声母

清浊不同，韵部阴入不同“。倍”的本义就是“ 反”《。 说文》“：倍

反也。”段注“：此倍之本义。⋯⋯引申之为倍文之倍《， 大司乐》

注曰：‘倍文曰讽。’不面其文而读之也。又引伸之为加倍之倍，以

反者覆也，覆之则有二面，故二之曰倍。俗人 析，乃谓此专为

加倍字，而‘倍上，、‘倍文’则专用‘背’，余义行而本义废矣。

‘倍’之或体作‘偝’，见《 坊记》《、 投壶》《、 荀卿子》。”古代训

诂也没有说“ 倍读曰背”的，《 周髀算经》下：“ 倍正南方。”注：

“ 倍，犹背也。”也只是说“ 犹”。可见“ 反背”之义是“ 倍”本身

就有的，并不是假借为“ 背”才有‘反背’之义。不过，“ 倍”和

“ 背”也不是毫无关系《。 释后·释形体》“：背，倍也。在后称也。”

《 史记·淮阴侯列传》“：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

背，贵乃不可言。”这两字在意义上有联系，在读音上，帮并旁纽，

之职对转，所以这两字是同源字。

以上三组字，王力先生《 同源字典》都把它们看作同源字，这

是很对的。

也许有人问：假借字也不一定是完全同音，音近也可以假借，

上面几组字读音都相近，为什么不能说假借呢？我们认为，同源

字和假借字的区别在于：ＡＢ两字，读音相近，如果各自读各自的

音，那么它们只是同源而不是假借。只有当Ａ读成Ｂ音，或Ｂ读

成Ａ音，才是假借。正如现代汉语有些方言中把“ 无”说成ｍàｏ，

用一个“ 冒”字来记录，我们只能说“ 冒”和“ 无”是同源词，而

不能说“ 冒”是假借为“ 无”，因为在那些方言区中“ 无”的读音

和“ 冒”是不同的。

上面分别讲了五种字。实际上，在汉语言文字的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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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变化是很复杂的，这几种字可能交错着产生变化，下面举

两个例子。

（ １）歬、前、剪、翦

据《 说文》，前进的“ 前”应写作“ 歬”。这是个会意字，止

足在舟上，表示前进“。前”篆文作 ，从刀，歬声，为截断之义。

由于在文字发展过程中，借“ 前”来表示“ 前进”之义，“ 前”的

本义“ 截断”被借义“ 前进”所夺，所以又在“ 前”字下加一个

偏旁“ 刀”，用“ 剪”这个区别字来表示“ 截断”之义。“ 翦”字

据《 说文》义为“ 羽始生”，但在先秦文献中常借来表示“ 截断”

义，如《 左传·成公二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后来因为出现

了“ 剪”，“ 翦”的这个用法就渐趋于消失。这四个字的关系如下：

截前边 断 羽始生

前（古 歬 翦） 翦

今
△

（ △为假借字，＊为区别字）

（ ２）气、氣、餼

“ 气”的本义是云气。“ 氣”的本义是“ 馈客之刍米也，从米

气声。”音许既（切 ｘì）。但先秦典籍一般借“ 氣”来表示云气。因

为“ 氣”的本义为借义所夺，所以后来又在“ 氣”上加一“ 食”旁，

写作“ 餼”来表示“ 馈客刍米”。如《 礼记。聘礼》“：杀曰饔，生

曰餼。”汉字简化后，云气的“ 气”又作“ 气”。

由此可见，文字也是一个系统，其中一个字的变化，有时会

影响到别的字。这是我们在讨论词汇和文字的关系时应当注意的。

△

×前 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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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词汇和语法的关系

词汇和语法的关系，过去谈得比较少。但这不等于说词汇和

语法之间没有关系。因为，词在实际语言中不可能孤立地出现，而

必须按二定的语法规则组合起来成为句子，所以，词汇和语法之

间就会发生相互影响。而且，语法也不仅仅限于句法，词类、构

词法等也属于语法的范畴，如果把这些也考虑在内，词汇和语法

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

早在１９４２年，王力先生在《 新训诂学》一文中就曾说过：

“ 语言学可分为三个部门：一、语音；二、语法；三、语义。但语

义学不能不兼顾到它与语音和语法的关系。”王力先生又说：“ 关

于语音和语义的关系，前人已经注意到。⋯⋯至于语法和语义的

关系，向来很少有人注意到。”王力先生举了两个例子（：１）有人

把《 孟子·滕文公》：“ 舍皆取诸宫中而用之”的“ 舍”解释为

“ 何物”，这是不对的。因为“ 什么都⋯⋯（”疑问代词后面紧接着

范围副词）这种句式在上古是没有的。这就决定了“ 舍”在这里

不可能有“ 何物”的词义。这是“ 从语法上证明语义（”。２）很多

字典把“ 适”解释为“ 往也”，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上古的“ 往”

是一个纯粹的内动词，“ 往”的目的地是不说出或不能说出的；上

古的“ 适”是一个外动词或准外动词（ 有人称为关系内动词），

“ 适”的目的地是必须说出的。“ ‘往’等于现代官话的‘去’，

‘适’等于现代官话的‘到⋯⋯去’，这是语法的不同影响到语义

的不同。”王力先生以此为例说明语法和语义（ 词义）有密切的关

系，不能抛开语法来孤立地考察词义。

这一层意思，洪成玉《 古汉语词义分析》（ 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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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出版）一书中也说得很透彻。他在该书《 词义分析和语法

分析》一章中说：“ 词具有两重性，既具有词汇属性，又具有语法

属性。离开对词的语法属性的分析，就很难对一个词的意义作出

正确的判断。”他举例说：丘迟《 与陈伯之书》：“ 将军勇冠三军，

才为世出。”一些注本把“ 才为世出”理解为“ 才能是世上杰出

的”，这是理解错了。因为古汉语中“ 出”是个动词，单用时不能

作形容词，也不能作“ 杰出”讲。“ 为”如果当“ 是”讲，后面就

要求名词或名词性词语，而这里却不是。“ 才为世出”的正确理解

应是“ 才能为适应时代而生“”，为”是介词“，出”是动词。

这些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词汇和语法的关系。第一，一个词有

某个词义，就必然会有相应的语法属性。因此，也就决定了它可

以进入某一种语法结构，和不能进入另一种语法结构。比如

“ 为”这个词，如果是“ 是”的意思，就是一个带有判断性的动词，

它后面就要求是一个名词或名词词组，因此，它不能进入“ ～世

出”这个结构。如果是“ 为了”的意思，就是一个介词，它后面

要求跟一个名词组成介词结构，然后一起修饰动词，因此，它可

以进入“ ～世出”这个结构。同样的，如果“ 舍”这个词是“ 何

物”的意思，它就是一个疑问代词，而古代汉语中没有“ 疑问代

词十范围副词”这样的语法结构，所以，它不能进入“ ～皆取诸

宫中”这个结构。正因为这样，在确定句中的词义时，有时要结

合语法分析。第二，有时一个词的某种语法属性会使它区别于一

些近义词，如“ 往”是内动词，“ 适”是外动词，正在这一点上它

们互相区别。所以，在给这些词释义时，要把它们的语法属性考

虑在内。

但这些都是说的同一时代平面上的词汇和语法的关系。我们

现在要进一步问：从语言的历史发展来看，词汇和语法有没有相

互影响？也就是说，语法会不会影响词义的发展变化？词汇的发

展变化又会不会影响到语法？

对干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下面分三节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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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由语法关系而造成的词义变化

在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语法对词义变化的影响最明显地

表现在下面一种事实上：有的词义的发展变化，是因为它长期处

于某种语法位置而造成的。这一点在本书第三章讲词义的发展变

化时曾经提及，并举了“ 是”字为例。现在，再举几个例子进一

步说明。

（ 一）为

古汉语中“ 为”的基本用法是动词。但有时，“ 为”也可以放

在疑问句的句尾。如：

《 论语·颜渊》“：君子质而己矣，何以文为？”

《 论语·季氏》“：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 庄子·逍遥游》“：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 谷梁传·定公十年》：“ 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

对这种“ 为”，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疑问语气词，如《 词诠》

称之为“ 语末助词，表疑问”。一种认为仍是动词，如王力主编

《 古代汉语》在解释“ 何以文为”这一类句子时说“：这种句子，实

际上是动词‘为’的疑问代词宾语‘何’放在作状语的介词结构

前面去了，意思是‘用⋯⋯做什么’。第一个例句是说‘君子质朴

就行了，用文采做什么？’”

这两种解释哪一种对呢？应该说，两种解释都有道理。从动

词“ 为”变为疑问语气词“ 为”是一个词义发展的过程。认为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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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的“ 为”是动词，是注意到词义发展变化的起点；认为句尾的

“ 为”是疑问语气词，是着眼于词义发展变化的结果。

从“ 何以文为”这一类型的句子来看，把它解释为“ 以文为

何”比较合理，而把“ 为”解释为疑问语气词有一定的困难。因

为一个疑问句，如果把句末的疑问语气词去掉，句子一般还是能

成立的。但如果把“ 何以文为”中的“ 为”去掉，剩下的“ 何以

文”就不成话了。

“ 何以伐为”、“ 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是另一种类型。它们

和“ 何以文为”是同一种格式，不同的只是这种类型中处于“ 何

以（ 奚以）⋯⋯为”中间的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或动词性词组。但

是，这一类型的句子，如果把“ 为”字去掉，句子也还能通。如

“ 何以伐？“” 奚以之九万里而南？ 所以，把“ 为”解释为疑问语”

气词也可以。也许，正是在这种句式中，人们逐渐忘记了“ 为”是

一个动词，由于“ 为”处于疑问句的句尾，就把它看作一个疑问

语气词了。

在“ 夷狄之民，何为来为”中“，为”就只能看作疑问语气词，

而不能看作“ 以·⋯⋯为何”的变式了。因为句中并没有出现介词

“ 以”。这种类型的句子，是人们完全忘掉了句尾“ 为”的来源，把

它作为一个一般的疑问语气词使用而形成的。

根据这种分析，我们认为“ 为”这个词由动词发展成为语气

词，是由它在句中所处的语法地位而造成的。

（ 二）斯

在古汉语中，“ 斯”是指示代词，又是连词。这两者之间是有

关系的。

指示代词的“ 斯”很常见，它可以作宾语、定语，也可以作

主语。如：

《 论语·尧曰》：“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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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是个指示代词，所以作主语时往往处在后一个分句之首，用

来复指前一个分句所说的事。如上面这个例句就是这样。

有时，这前后两个分句也可以表示一种事理相承的关系，表

示“ 在某样情况下，这就如何如何”。例如：

《 论语·八佾》“：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皇疏“：言人者不学

六籍正典，而杂学乎诸子百家，此则为害之深。”

对《 论语》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这在第六章中已经说过。值

得注意的是皇侃的疏。他把“ 斯害也已”解释为“ 此则为害之

深”，显然是把“ 斯”解释为“ 此”，但后面又加了一个承接连词

“ 则”，这个“ 则”是用来表达两个分句之间的关系的。指示代词

“ 斯”的作用是复指上一个分句，去掉这个“ 斯”字，对本句的语

义和语法均无影响，因此它的指示代词的意义逐渐减弱；同时，

“ 斯”所处的这种句法地位，又容易使人觉得它的用法和连词

“ 则”相同，这样，它就逐渐被当作连词来用。例如：

《 论语·尧曰》：“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

‘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这句“ 斯可以从政矣”的“ 斯”，理解为代词“ 此”和理解为连词

“ 则”都是可以的；但对比上面的“ 何如斯可以从政矣”，那就应

理解为“ 则”。这样，“ 斯”就由代词演变为连词。再如：

《 论语·先进》“：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这种“ 斯”，就离开了原有的句法位置，作为一个完全的连词来使

用了。

有一点需要说明：这里所引的“ 斯”字的例句，都出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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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这并不是说同一部《 论语》中有“ 斯”字的句子时代有早有

晚。根据我们的看法，‘斯’字是由指示代词逐步演变为连词的。

但当“ 斯”字变为连词以后，作为指示代词的“ 斯”也还在继续

使用，所以两种“ 斯”会在同一部作品中出现。上面讲“ 为”字

时所举的也有同是《 论语》中的例子，也应这样看待。

（ 三）必

在先秦，“ 必”最常见的用法是用作表必然的副词。到唐代，

“ 必”产生出一种新的用法：假设连词，用法同“ 若”，有时还可

以“ 必若”连用。这种例子，张相《 诗词曲语辞汇释》中举了很

多。如：

杜甫《 丹青引》“：将军善画盖有神，必逢佳士亦写真。”

杜甫《 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

这种“ 必”在唐代散文中也很常见，如刘知几《 史通》中就很多。

这里仅举一例：

《 史通·杂说》：“ 观体文宋典，诚曰不工；必比伯起魏书，更

为良史。”

这种“ 必”是从表必然的副词“ 必”发展来的。

表必然的副词“ 必”出现在复句中的时候，通常是在后一分

句中，整个复句表示在某种情况下会出现某种必然的结果。但是，

甲事的结果，又可能成为乙事的原因。所以，有时“ 必”也能出

现在前一个分句中。下面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 韩非子·主道》：“ 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

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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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 疏贱必赏，近爱必诛”表示的是假设，在前面加上一个

假设连词“ 若”也是可以的。

如果副词“ 必”用在假设句中，而前面又没有主语出现，那

么，就容易使人以为是“ 必”字表示假设语气。例如：

《 论语·颜渊》“：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邢疏“：若

不获已而除去，于此三者之中何者为先？”

这里的“ 必”其实还是副词，是“ 一定”的意思。但由于处在假

设句中，前面又没有主语，邢疏就拿“ 若”来对译它了。

在下面的例子中，“ 必”处于从副词到连词的过渡状态：

《 韩非子·说林上》：“ 曾从子，善相剑者也。卫君怨吴王，曾从子

曰：‘吴王好剑，臣相剑者也，臣请为吴王相剑，拔而示之，因为君刺之。’

卫君曰：‘子之为是也，非缘义也，为利也。吴强而富，卫弱而贫，子必

往，吾恐子为吴王用之于我也。’乃逐之。”

《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

这两个“ 必”都可以当“ 若”讲。但是，在《 韩非子》全书中，

“ 必”可以当“ 若”讲的仅此一例，而其他的“ 必”不是动词就是

副词。所以，这句中的“ 子必往”，还应是“（ 若）子必往”的意

思，“ 必”仍然是个副词。不过，比起《 论语》中“ 必不得已而

去”的“ 必”来，它又向假设连词“ 必”跨进一步了。

除此之外，动词的使动用法也可以使词产生新的意义，王力

《 汉语史稿》下册第四章说“：‘去’字在上古有两个主要意义，一

个是‘离开，的意义（ 去齐，去鲁），另一个是‘除去’的意义

（《 老子》‘去甚，去奢，去泰。’）·⋯⋯后者只是前者的‘致动，用

（法 ‘除去’也就是‘使离开’）。”这个问题在本书第三章已经讲

过，此处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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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词的转化

语法对词义变化的影响，还表现在词的“ 转化”上。

什么叫词的“ 转化”？我们先看下面三组例句：

Ａ组

ａ冠《： 左传· 昭公九年》“：犹衣服之有冠冕。”

ａ带《： 史记·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使河如带，泰山若砺。”

ａ履《： 庄子· 山木》“：衣弊履穿。”

Ｂ组

ｂ冠《： 庄子· 盗跖》“：冠枝木之冠。”

ｂ带《： 庄子· 盗跖》“：带死牛之胁。”

ｂ履《： 史记· 留侯世家》“：父曰：履我！”

Ｃ组

ｃ冠 魏其武安侯《： 史记· 列传》“：勇冠三军。”

带ｃ《： 史记· 项羽本纪》“：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

ｃ履《： 诗经· 小雅·小旻》：“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每组例句中都有“ 冠“”、带“”、履”三个词。Ａ组的三个词都是

名词，Ｂ组Ｃ组的三个词都是动词。这三个词在各组中的意义都

不相同，但“ 名”—“ 动”之间意义上有联系。（ 其中“ 冠”、

“ 带”的本义是名词，“ 履”的本义是动词，但这不妨碍我们的讨

论。）可是，Ａ、　Ｂ两组中相应的词之间，与Ａ、　Ｃ两组中相应的

词之间，关系是否相同呢？从直感来说，我们会觉得并不相同：Ａ、

Ｂ两组中名动之间的关系，要比Ａ、　Ｃ两组中名动之间的关系密切

一些。再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知道，Ａ组中的名词所代表的事物，

在语义上就是Ｂ组中动词所代表的动作的对象。这一点，“ 冠枝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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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冠”这个例句给了我们很明显的提示。如果把Ｂ组中加点的词

翻译成现代汉语，很容易看出：“ 冠”是“ 戴（ 帽）”，“ 带”是

“ （系 带）”“，履”是“ 穿（ 鞋）”。从义素分析法的角度来看，也

可以这样说：Ａ组中名词的全部义素整个地移入了Ｂ组中相应的

动词的语义构成之中，在Ｂ组中相应的动词的语义结构式中，作

为表示动作对象的部分而存在。

也有的名词变为动词后，在语义上不是动作的对象，而是动

作的工具或主体。例如：

《 史记·陈涉世家》“：皆指目陈胜。”

《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左右欲刃相如。”

《 左传·成公十七年》“：我师师于刍扬。”

韩愈《 原道》“：火其书。”

其 中 的“ 指 ”“、 目 ”“、 刃 ”“、 师 ”“、 火 ”也 和 Ｂ组 的“ 冠 ”、

“ 带“”、履”一样，是由相应的名词变来的，而原有名词的全部义

素，整个移入了这些动词的语义构成之中，在这些动词的语义结

构式中，作为表示动作工具或主体的部分而存在。

象这样的一种词义产生的方式，我们称之为“ 转化”。

而Ａ组和Ｃ组相应的“ 名”—“ 动”（ 或“ 动”一“ 名”）之

间的关系，就与此不同。我们不能说Ａ组中的名词是Ｃ组中相应

ａ ｃ动词的对象、 发主 展体 到“或 冠 ”工具。从“ ”冠 ， ａ从“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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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间接引申，那么旧义与新义之间可能没有共同的义素。由引

申产生的新义，可以和旧义属于不同的词类，也可以和旧义属于

同一词类。“ 转化”则是通过语法变化的手段产生新义，即：使一

个词具有某种新的语法功能，使它改属另一个词类，从而也就使

它的词义发生改变。由转化所产生的新义，其词性一定是与旧义

不同的。

在一般情况下，词由转化而产生新义，其词性的变化和词义

的变化几乎是同时发生的。那么，为什么说它是词性的变化影响

了词义的变化，而不是词义的变化影响了词性的变化呢？这个问

题不大好回答。我们在这里试图作如下说明：

词由转化而产生的新义，有时是不固定的，在不同的上下文

里，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如：

《 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

有粟，吾得而食诸？’”

《 汉书·张骞传》“（： 大月氏）既臣大夏而君之。”

柳宗元《 封建论》“：天下乖 ，无君君之心。”

这三个“ 君”都是由名词转化而为动词，它们都取得了动词的语

法功能（ 可以带宾语，可以受副词“ 不”修饰），同时，在语义上

也由表“ 君主”这种人而变为一个以“ 君主”为对象的动作。但

具体表示什么动作，即这个动词的词义是什么，都是由各个句子

的上下文决定的。例１中的“ 君”是“ 象君主”，例２中的“ 君

是“ 做君主”，例３中的“ 君”是“ 当作君主”。

不但如此，就是在同样的上下文中，从名词转化来的形容词

词义也可能是含糊不清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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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有君子白皙鬒须眉，甚口。”孔疏“：甚

口者，大口也。”

而《 马氏文通》认为“ 甚口”是“ 甚有口辩也”。这个“ 口”之所

以有两种理解，是因为原句只规定了两点：（ １）“ 口”放在副词

“ 甚”后面，可见已转化为形容词了（。２）这个形容词既然由名词

“ 口”转来，就必然与“ 口”的性状有关。因此，它既可能是“ 口

大”，也可能是“ 口辩”。至于究竟是什么词义，就要由具体上下

文来决定。在本句中，“ 口大”和“ 口辩”都说得通，所以就形成

了歧义。

也许有人会说：“ 上述例句都是从阅读的角度来谈的。如果从

古人表达的角度看，说话人总是先有一个明确的意思，然后才形

诸文字的。”从原则上说，这当然是对的。象上文的“ 甚口”，在

说话者心里，只能有一种意思，不可能既是“ 甚大口”，又是“ 甚

有口辩”。但是，也不能否认，在有的情况下，说话者在用临时转

化的词表达意思的时候，这个临时转化的词在他心里未必有十分

清楚的词义。古人的思想过程，我们很难推测了。下面举一个现

代汉语的例子。比如，在某些场合，我们可以对别人说：“ 你真太

阿 Ｑ了 ！”这里的“ 阿Ｑ”，其确切含意是什么呢？是“ 象阿Ｑ”，

“ 和阿Ｑ一样可笑”，还是“ 有点儿阿Ｑ精神”？似乎在我们的思

想中并不十分清楚。我们只是意识到对方和阿Ｑ有某些共同点，

就把“ 阿Ｑ”放到“ 你真太Ｘ了”这个句式中来表达，而这个Ｘ

通常是由谓词性的成分占据的。这种语法地位使“ 阿Ｑ”这个词

的词性发生了变化，从而也使它的词义与名词“ 阿Ｑ”有所不同。

可能古汉语中的“ 临尔欲吴王我乎”情况也是一样。正因为这种

时转化所形成的词义不确定，所以，有时也给理解造成一些困难。

理解不等于表达，但两者也不是毫无关系的。

应当说明，这种词义不确定的情况，只在临时的转化的场合

下才存在。如果这种临时的转化反复多次，而且得到社会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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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固定的词义，那么，这种词义就不再是不明确的了。例如

“ 马大哈”原来是一出相声中的人名，最初人们说“ 你真马大哈”，

就和说“ 你真阿Ｑ”一样，是一种临时的转化。但后来“ 马大

哈”一词得到普遍的使用，成了“ 马虎”的同义词，这时人们使

用这个词，当然是先了解了这个词的词义和词性，然后再把它组

织到句中去的。

上面讲转化时举的例子，都是由名词转化为动词或形容词。实

际上，转化也包括从动词、形容词转化为名词。这样的例子也不

少，这里就不举了。至于具体到某些词（ 如“ 雨”、“ 食”等）究

竟是由名词转化为动词，还是由动词转化为名词，或者在远古时

期名动不分，后来才分化为名词和动词，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入研

究，这里不拟讨论。

下面谈一谈“ 转化”和“ 活用”、“ 兼类”的关系。

“ 转化”不等于活用。“ 活用”是一个词临时用作另一词类，

从而也临时产生新的意义。而“ 转化”有两种情况（：ａ）临时的转

化，转化后产生的意义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没有形成固定的

词义（ 如“ 尔欲吴王我乎”的“ 吴王” ，这才是活用（。ｂ）转化）

后产生的意义得到社会承认，成为一个词固有的义位（ 如“ 皆指

目陈胜”的“ 指”、“ 目”），甚至分化出一个新的词（ 如“ 王天

下”的“ 王”），这种情况就不是活用。

“ 转化”更不等于“ 兼类”。首先，转化是一种词义演变的途

径，而“ 兼类”是一个词在词类划分方面呈现的状况，两者不是

一回事。其次，“ 兼类”是指一个词兼属两个（ 或几个）词类，如

果是两个相关的词分属两个词类，就不叫兼类。所以，如果转化

的结果旧义和新义成了两个词（ 如“ 君王”的“ 王”和“ 王天

下”的“ 王”），就不是兼类。临时的转化（ 活用）所形成的意义

既然不是固定的词义，当然也不是兼类（ 比如，我们不能说古汉

语中的“ 吴王”兼属名动两类）。再次，“ 兼类”不一定是由转化

而形成的。比如，引申后产生的新义如果和旧义语法功能不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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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一个词的两个义位，这个词也可以是兼（类 如“ 冠”：①帽子，

②居首位）。如果一个词词义不变，而可以名动两用（ 如“ 害”，既

可是动词，也可是名词），这也是兼类。所以，“ 转化”和“ 兼

类”是不能等同的。当然，当转化形成的新义和旧义属于同一个

词的两个义位时，我们可以说这个词是兼类（ 如：“ 目”：①眼睛，

②看）。

我们可以列一个简表，说明“ 转化“”、活用“”、兼类”三者

的关系。

在当前的古汉语教学中，往往把“ 活用”的范围弄得过大，如

“ 王天下”的“ 王”“，指目陈胜”的“ 指“”、目”“，尔欲吴王我

乎”的“ 吴王”，统统称之为“ 活用”，这显然是不妥当的。近来

有不少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 王”和“ 目”不应该是活用，应

该是兼类。这样，又把“ 兼类”的范围扩大了，而对兼类的前提

应是同一个词这一点有所忽略。当然，转化后的新义和旧义究竟

是两个词还是同一个词的两个义项，有时是不太容易区分的。但

无论如何，在原则上总应该承认转化的新义和旧义有可能是两个

词，而不应该把所有“ 名”—“ 动”转化的词除“ 活用”外统统

归入“ 兼类”。

词在转化时有时伴随着语音的变化，即有所谓“ 破读”。比如，

①朱德熙先生在《 语法讲义》中说：“ 兼类问题跟我们如何分析词义有关系。”他

认为“ 一把锁”的“ 锁”和“ 锁门”的“ 锁”是两个词，所以没有兼类的问题。这些

意见很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31

“ 君王”的“ 王”读平声，“ 王天下”的“ 王”读去声。一般来说，

既然语音形式变了，就应该认为已成为一个新的词。但是，也有

的词，虽然有破读，却很难认为是两个词。如《 周礼·天官·冢

宰》“：染入。”《 释文》音“ 而艳反（”去声），虽然读音改变了，但

很难说“ 染人”的“ 染”和“ 染丝”的“ 染”是两个不同的词。反

过来说，由转化或引申而成了两个词的，读音却不一定改变。如

名词“ 被”和介词“ 被”读音一样。所以也不能简单地用读音是

否改变作为绝对的标准来判断哪些是兼类，哪些是分属两个词，而

应该把读音和词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 转化”这种形成新义、新词的手段，在古汉语中是很能产

的，在现代汉语中用得较少了，但也还是有的。如“ 编辑”（ 动

词）→“ 编辑”（ 名词），“ 精神”（ 名词）→“ 精神”（ 形容

词）。在其他民族语言中，也有这种构词手段。如英语中的：

ｔ ｓｐＹ（ 名词，间谍）ｏ　 ｓ（ｐｙ动词，探听）

ｂｅｇｇｅｒ（ 名词，乞丐） ｔｏ　 ｂｅｇｇ（ｅｒ动词，使贫穷）

而且，在现代英语中，这种“ 名一动”转化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如

果一个新出现的事物是很普及的，那么，它的名词就很可能直接

转化为动词。例如：

ｒ —→ｔｏ　 ｒａｄｉ（ｏ ａ　 ｍｅｓｓａｇｅ）〔 用无线电传ａｄｉｏ〔 无线电〕

播〕

—→ｔｏ　ｘｅｒｏｘ　（ ａ　ｂｘｅｒｏｘ〔 静电复印机〕 ｏｏｋ）〔 复印〕

—→ｔｏ　ｔａｐｅ　（ ａ　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ａｐｅ〔 录音带〕 〔 录音〕

ｘ—ｒａｙ〔　 —→ｔｏ　ｘ—ｒａｙ　（ ｓｂ＇ｓ　ｃｈｅｓｔ）〔 透视〕Ｘ光〕

ｖ 〔 录像带〕—→ｔｏ　ｖｅｄｉｏｔａｐｅ　（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ｄｉｏｔａｐｅ

〔 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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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中，把这种构词法称为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译为“ 转化”或“ 转

类”）。除了上面这些词性和词义都发生变化的例子以外，象ａｔｔａｃｋ

（ 动词，进攻）—→ａｔｔａｃｋ（ 名词，进攻）也属于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有人

着眼于词性的转变，而把这种构词法称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ｉｆｔ”（ 功

能转变），有人着眼于它没有形态变化，称之“为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ｚｅｒｏ

ｓｕｆｆｉ（ｘ”无词缀派生），而和“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派生）相对。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的例子如：

〔 动词，侵略〕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名词，侵略〕

ｗｒｉｔｅ —→ｗｒ〔 动词，写作〕 ｉｔｅｒ〔 名词，作家〕

ｖｉｃｔｉｍ〔 名词，受害者〕—→ｖｉｃｔｉｍｉｚｅ〔 动词，使受

害〕①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转化）和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派生）的区别完全在于词的形

态有无变化。这种分类是适合于英语这种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而

对汉语来说就不适合。所以，我们在本节中所说的“ 转化”和英语

的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涵义不同，我们所说的“ 转化”，指的是由词性和词

义同时发生变化而产生新义或新词的手段，象古代汉语中的

“ 害“”、爱”，现代汉语中的“ 进攻“”、侵略”，都可以兼属动词和

名词，但它们的词义没有变化，所以不属于我们所说的“ 转化”。

第三节　　词汇变化对语法的影响

词汇和语法的相互影响还表现为词汇变化对语法的影响。具

体地说，汉语词汇从古到今有一种从“ 综合”到“ 分析”的趋势，

这种趋势影响到语法的变化。

ｉｎｖａｄｅ

①以上参考张韵斐主编《 现代英语词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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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从“ 综合”到“ 分析”，指的是同一语义，在上古汉语中

是用一个词来表达的，后来变成或是用两个词构成词组，或是分

成两个词来表达。这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下面分别谈它们对语法

的影响。

（ 一）古汉语中一些单音的动词，到白话中要用一个动宾词

组来表达。这一现象吕叔湘先生《 中国文法要略》中已经指出。吕

先生说：

“ 有一点是初学文言的应该注意的：白话里有许多动词常常带一定

的止词，合起来才抵得文言的一个动词。例如：

［话］［文］［话］［文］

走路＝行　　　　　　　　　　　　　　招手＝招

睡觉＝眠　　　　　　　　　　　　　　点头＝颔

答话＝答　　　　　　　　　　　　　　怀疑＝疑

住家＝住　　　　　　　　　　　　　　怀恨＝怨

道谢＝谢　　　　　　　　　　　　　　作揖＝揖

道歉＝谢（ 谢罪）送行＝饯

这也是近代汉语里的词多音缀化的一种表现。”

确实，复音词化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一种总趋势。不过，如果只是出

于复音词化的需要，就不一定非得在动词后面加宾语不可。例如

“ 行”可以说成“ 行走”“，住”可以说成“ 居住”“，答”可以说成

“ 回答”。这时候，就只有词汇的变化，而没有语法的变化。但在有

的情况下，古汉语的单音词要译成现代汉语，就非加上宾语不可。

如上面举的“ 颔”，就非译成“ 点头”不可。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在古代汉语中，“ 颔”虽然是个动词，但只限于

“ 头”的动作，或者说，是把“ 向下稍微动一动立刻恢复原位”这

个动作和动作的主体“ 头”这两个意义综合在一起，用“ 颔”这

个词来表达的。而在现代汉语中“，点（”向下稍微动一动立刻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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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这个动作是和“ 头”、“ 手指”等意义分开的，所以光说

“ 点”不足以表达“ 颔”的意义，而必须说“ 点头”。

这种情况在古汉语中很多。如《 说文》：

沐，濯发也。　　　　　　沫，洒面也。

洗，洒足也。 ，澡手也。

刵，断耳也。　　　　　　劓，刖鼻也。

刭，刑也（。段注：许意刭谓断颈。）

在现代汉语中，这些动作都必须用分析的方法来表达，即用动作

加上动作的对象，构成一个动宾词组，说成“ 洗头”、“ 洗脸”、

“ 洗手“”、洗脚“”、割耳朵“”、割鼻子“”、割脖子”等。

那些由名词转化而成的动词也都是把动作和动作对象（ 或动

作的主体、动作的工具）综合在一起表述的，在现代汉语中也要

由词组来表达。如“ 冠”要说成“ 戴帽子“”，履”要说成“ 穿鞋”

等等。

这种词汇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语法，使得类似的语义在古

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必须用不同的句式来表达。

在古汉语中，这种综合型的动词可以放在主语的后面，构成

“ 主＋谓”。如《 汉书·黥布传》“：汉王方踞床洗。”在现代汉语中，

这种类似的语义就必须用“ 主＋动＋宾”的句式表达，如“ ××

正在洗脚。”

在古汉语中，这种综合型的动词也可以带上指人的宾语，表

示动作施及的人。如上面举的“ 履我”，和《 韩非子·内储说下》：

“ 王怒曰：‘劓之！’”在现代汉语中，因为动作本身已经用“ 动词

的方式来表达，后面无法再带一＋宾语（ 指物）” 个指人的宾语，

因此，相应的句式就必须改变，说成“ 给我穿鞋”、“ 割掉他的鼻

子”之类，把动作施及的人另作处理，或是作介词的宾语，或是

作宾语的定语。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35

有时候，这种“ 动词→动十宾”的变化，不能拿“ 综合

→分析”的趋势来解释。例如：

行 → 走 路 言 → 说 话

歌 → 唱 歌 揖 → 作 揖

“ 走路”中的“ 走”就相当于古汉语中的“ 行”，“ 说话”中的

“ 说”就相当于古汉语中的“ 言”，为什么后面还要加上一个宾语

呢？而且，加上去的宾语似乎是无意义的，类似语义学上所说的

“ 零项”（ ｎｕｌｌ　ａｒｇｕｅｍｅｎｔ），即这个语义单位是不传递什么新的信

息的“：走”的对象必然是“ 路”，说的对象必然是“ 话”，它不象

“ 洗 头 ”“、 洗 脸 ”“、 洗 手 ”“、 洗 脚 ”中 的“ 头 ”“、 脸 ”“、 手 ”、

“ 脚”那样，有区别语义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不说“ 走”和“ 说”，

而要说成“ 走路”和“ 说话”呢？我认为，这里面固然也有“ 复音

化”的趋势在起作用，但也还有别的原因。

在现代汉语中，“ 走”有两个意思：ａ．行走，ｂ．离开。当

“ 走”字单用时，往往表示“ 离开”之意，如“ 你走不走？“”我走

了。”这种“ 走”和《 论语·微子》“：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中

的“ 行”相当。而《 论语·雍也》“：行不由径”中的“ 行”，在现代

汉语中就要说成“ 走路”，以此与表示“ 离开”的“ 走”相区别。

现代汉语中的“ 说”，通常和“ 说话”有一定的区别“。说”一

般指讲某些具体的话或谈论某件具体的事情。“ 说话”一般是泛指

一种“ 以语言表达思想”的行为。如“ 别说了”指的是别再谈论某

种事情了“，别说话了”则大致等于“ 不要作声”。又如“ 他不爱说

话”不能换成“ 他不爱说”，“ 他不肯说”也不能换成“ 他不肯说

话”。而古代汉语中的“ 言”，往往是泛指“ 以语言表达思想”的行

为，所以在现代汉语中和“ 言”相应的是“ 说话”而不是“ 说”，

当然，在古代汉语中，“ 言”也有表示具体的讲或谈论的，这时候

“的 言”往往带有宾语，比如《 论语·公冶长》“：盍各言尔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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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言”相应的就是“ 说”了。正因为这种区别“，言不及义”要

译成“ 说话不关义理”，而“ 言之有理”却要译成“ 说得有理”。古

汉语中不带宾语的，翻译时要加上宾语，古汉语中带宾语的，翻

译时反而要去掉宾语，这是很有意思的。

“ 唱歌”和“ 作揖”又是另一种情况。“ 歌”和“ 揖”在古汉

语中本是动词，但在现代汉语中都变为名词了，因此在表示动作

时，必须在前面另加一个动词。

总之，这些词的变化都和古今汉语的差异有关。而当这些词处

于句子之中时，这些词的变化就会影响到句子的结构。

（ 二）在古汉语中还常常把动作和动作的结果综合在一起，用

一个词表达，这就是通常所说的“ 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从表面上看，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只表达了动作产生的结果

（ 状态），而没有表达动作本身。但是，在古人的思想中，是比较清

楚地觉得它也包含了动作本身。请看下面的例子：

《 仪礼·既夕礼》“：马不齐髦。”郑注“：齐，翦也。”

《 尔雅·释言》“：剂、翦，齐也。”

《 仪礼·聘礼》“：贾人北面坐，拭圭。”郑注“：拭，清也。”

《 尔雅·释诂》“：挋、拭、刷，清也。”

“ 马不齐髦”中的“ 齐”是形容词的使动，从字面上看，它只是表

达了“ 使马毛齐”，而没有说出具体的动作。但郑注却用一个动词

“ 翦”来解释它，也就是说，在他看来，“ 齐”不但表达了动作的

结果（ 齐），而且表达了动作本身（ 翦“）。贾人北面坐，拭圭”中

的“ 拭”，无疑是一个动词，但郑注却用了一个形容词“ 清”去解

释它。显然，他是把“ 清”看作一个既包含动作又包含结果的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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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即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 擦干净”。这种解释不只是郑玄一

个人的语言习惯，这可以从上引《 尔雅》的训释得到证明。

但尽管如此，这种用作使动的形容词毕竟没有明确地把动作

说出来。比如：

《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高其闬闳。”

《 墨子·尚同中》“：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

《 荀子·成相》“：大其苑囿高其台。”

在这些句子中，施加于对象而使之“ 高”的动作显然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些动作在句中都没有表示出来，这正是古汉语的表达不够

精密的地方。只有到后来在汉语中产生了动补结构，人们才能用

“ 加高“”、提高“”、垫高”来明确地表示其动作的不同。在这里，我

们又看到了语法和词汇的相互影响：动补式的出现，使得“ 齐”、

“ 清“”、高”之类“ 综合”型用法为“ 剪齐“”、擦干净“”、加高”、

“ 提高“”、垫高”等“ 分析”型的动补结构所代替，从而使汉语的

表达更臻于精密。

（ 三）李崇兴同志在《 处所词发展历史的初步考察》（ 未刊

稿）一文中说：先秦汉语的实体名词既可表实体，也可表处所，处

所名词和一般名词在形式上没有区别。到后来，名词加上方位词表

处所的逐渐增多。与此相应，先秦时在动词和表处所的名词之间通

常要加介词“ 于”，而到《 史记》中，由于表处所的名词已有方位

词指明，在动词和表处所的名词之间用“ 于”的就大大减少。这一

观察是很细致的。我们可以补充如下一些例证：

《 荀子·劝学》“：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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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天地》“：藏金于山，藏珠于渊。”

《 荀子·大略》“：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

《 孟子·梁惠王》“：天下可运于掌。”

前面的“ 山”“、渊”“、掌”是实体名词，后面的“ 山”“、渊”、

“ 掌”是处所名词。但在先秦这两者在形式上无别，所不同的是在

动词与处所名词之间有“ 于”，而实体名词前面没有“ 于。”

再看两个《 左传》和《 史记》对比的例子（ 转引自何乐士

《 史记语法特点 ：研究》）

《 左传·昭公十三年》“：夏五月癸亥，王缢于芊尹申亥氏。”

《 史记·楚世家》“：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

《 左 ·僖公二十四年》“：投其璧于河。”传·

《 史记·晋世家》“：乃投璧河中。”

《 史记》中的“ 申亥家“”、河中”表处所的意义非常明显，所以前

面可以不用“ 于”。

当然，这个问题不能讲得太绝对。因为在《 孟子》中也有“ 犹

运之掌也”这样的句子，“ 掌”表示处所，后面没有方位词，但前

面也没有介词“ 于”。《 孟子》中也有“ 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这样

的句子“，掌”后面有方位词“ 上”，前面没有介词“ 于”，形式和

《 史记》中的“ 投璧河中”相同。但一般说来，象“ 投璧于河”这

样的句子，如果要省去“ 于”字，就必须在“ 河”后面加上方位

词“ 中”，这一点，表现了词汇对语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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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 木”字。在先秦，“ 木”既指树（ 如“ 缘木而求

鱼”），又指木头（ 如“ 朽木不可雕”），又指木质的（ 如“ 木鸢”、

“ 木鸡”），三者在形式上没有区别。后来这个词发生分化“，缘木而

求鱼”的“ 木”改称为“ 树”，“ 朽木不可雕”的“ 木”加上词尾

“ 头”变为“ 木头”，而“ 木”一般就只表示“ 木质的”了（ 如

。与此相应“，木”这个词的语法功能也发“ 木匣“”、木鞋”） 生了变

化。古代的“ 木”既可作主语、宾语（“ 木折“”、伐木”），作中心

语（ 朽木），也可作定语（ 木鸢）。现代汉语中，“ 木”一般只能作

定语，即只能说“ 木匣”，而不能说“ 砍木”、“ 烂木”等。与

“ 木”相比，“ 草”的词义没有分化，所以它的语法功能也始终未

变：现代汉语中既可以说“ 草鞋”、“ 草帽”等，也可以说“ 割

草”“、烂草”等。

这也是汉语词汇从综合到分析对语法产生的影响，虽然这种

“ 综合“”、分析”和前面第（ 一（）、二）类中所说的不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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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

在以上八章中，举的主要是上古汉语中的例子，这是由汉语

历史词汇研究的现状决定的。迄今为止，对上古汉语词汇研究得

比较充分，而对六朝以后汉语词汇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种情况，

对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六朝以后汉语还有

一段很长的发展历史，在这个时期里，汉语词汇出现了许多重要

的变化，不弄清这一段词汇的面貌和发展历史，汉语词汇史的研

究就只能是半截子的；而且，从晚唐五代开始，逐步形成了古白

话，古白话的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不对

古白话的词汇进行深入研究，对现代汉语词汇也就不能有透彻的

理解。所以，汉语历史词汇学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这

段空白填补起来。这当然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完成的，而是要经过

几代人的努力。

本章不打算全面涉及六朝以后词汇的研究，而只打算谈谈近

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概况和方法。按照吕叔湘先生的意见，晚唐五

代是近代汉语的起点。

词汇是有历史继承性的。近代汉语词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继

承先秦两汉直至南北朝的词汇，这些词汇当然也在近代汉语词汇

的研究范围之内。但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点，则应是近代汉语

中新产生的口语词汇。本章所谈的，主要也是近代汉语口语词汇

的研究概况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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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概况

（ 一）二十世纪以前的研究情况

在古代，口语词汇一直是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对

口语词汇的研究一直不被重视。但尽管如此，历代都还有一些研

究口语词汇的著作。

在唐代，著名学者颜师古的《 匡谬正俗》就包含了对某些口

语词汇的研究。从敦煌石窟中发现的抄本《 字宝碎金》和《 俗务

要名林》更是研究晚唐五代口语词汇的重要资料。玄应的《 一切

经音义》和慧琳的《 一切经音义》主要是对佛经中词语的注音释

义，但因为佛教的宣传对象主要是平民，所以在早期佛经的汉译

文中包含较多的口语词汇，而两部《 一切经音义》中也就包含了

较多口语词汇的解释。此外，《 一切经音义》中还保存了很多唐以

前的字书的训释，这些字书，现在有的已经亡佚，所以，在《 一

切经音义》中保存下来的也就成了一宗宝贵的资料。此外，唐人

的笔记杂著，如封演《 封氏闻见记》、段成式《 酉阳杂俎》、李匡

又《 资暇集》、苏鹗《 苏氏演义》等，也有一些关于口语词汇的记

载和名物制度的考订。

宋代关于口语词汇的记载应首先提到《 广韵》《、 集韵》。这两

部书历来只被作为韵书而受到重视，但两部书中也收了许多唐宋

以来产生的新词，这方面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佚名《 释常

谈》、龚熙正《 续释常谈》、赵叔向《 肯綮录》都是专门解释“ 俗

语词”的，但篇幅都不大。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是对北宋都城

汴梁的记载，周密《 武林旧事》、吴自牧《 梦梁录》是对南宋都城

临安的记载，虽然不是研究口语词汇的专著，但其中却有不少宋

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词语。此外，宋人的一些著名的笔记，如沈

括《 梦溪笔谈》、吴曾《 能改斋漫录》、洪迈《 容斋随笔》、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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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学庵笔记》等，其中或设专门章节，或有某些条目，谈到唐宋

时的口语词。

元代陶宗仪《 辍耕录》中记载俗语数十条。明代杨慎《 俗

言》、岳元声《 方言据》、焦竑《 俗用杂字》是专门讲俗语的。徐

渭《 南词叙录》，胡震亨《 唐音癸签·诂笺》，分别记载了元曲和

唐诗中的口语词的。田汝成《 西湖游览余志》载“ 市语”四十余

条。此外，郎瑛《 七修类稿》、方以智《 通雅》虽不是专为研究口

语词汇而作，但其中多有关于唐宋以来口语词和名物制度的记载。

清代考据训诂之学大盛。学者们的主要精力当然还是放在对

先秦和两汉词语的考订和诠释上，但随着语言文字研究的深入，对

口语词汇的研究，比以前也有了较大的进展。主要的著作有钱大

《 恒言录》，钱大昭《 迩言》、陈鳣《 恒言广证》、郝懿行《 证听 俗

文》、翟 灏《 通俗编》、梁同书《 直语补正》等。李调元《 方言

藻》虽以“ 方言”为名，但实际上是研究唐诗宋词中的口语词的。

杭世骏《 续方言》、程际盛《 续方言补正》收集历代文献中出现的

方言词语。刘淇《 助字辨略》中有一些是近代汉语中产生的虚词。

此外，象王鸣盛《 十七史 》中有专门章节记载商榷》、桂馥《 札

“ 俗字”。

在这些古代研究口语词汇的著作中，可以翟灏《 通俗编》为

代表。

《 通俗编》共三十八卷，全书五千余条，按门类排列，对所

收的口语词（ 其中包括一些成语和俚语、谚语）或是诠释意义，或

是考订出处，或是说明变化。它在口语词汇研究方面的成就，主

要在以下几方面：

诠释。如：（ １）对历代口语词的记录和

［生受］《 元典章》见处甚多。如“ 官人每做贼说谎，交百姓生

受“”。使臣到外骚扰，交百姓站赤生受。”合观诸文，大抵即“ 难为”之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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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道］欧阳修《 与梅圣俞简》云：“ 乱道一两首，在谢丈处，可

略与臧否之。”又《 答连职方》云“：乱道《 思颍》诗一卷，粗以见志，闲

中可资一噱。”今人自谦所作辄曰“ 乱道”。

根据这样的解释，我们就可以知道“ 生受”和“ 乱道”这两

个口语词的意义；还可以知道，“ 乱道”一词不但宋代口语中有，

而且在清代也还存在。

（ ２）对口语词始见时代的考订。如：

［靠］ 《 说文 训相违，唐曹松“ 靠月坐看山”始以俗训入“》 靠”

诗。（ 按：这是说“ 背靠” 的“ 靠”始见于晚唐时的诗中。）

［弄］ 《 南史》“：萧谌接郁林王出，至延德西弄，弑之（。”按：这

是“ 里弄”的“ 弄”较早见于书面记载者。）

（ ３）对口语词历史演变的研究。如：

［内人］《 天禄余识》：“ 唐女妓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今概称妻为

内人，非。”翟灏指出这种说法不对，《 周礼》中的“ 内人”都是指天子

御妻，而《 礼记·檀弓》注：“ 内人，妻妾也。”可见当时已成为通用之

词，称入宜春院之女妓为“ 内人”，惟唐时为然。

［贫道］《 世说》“：支道林尝养数马，曰‘贫道重其神骏。’”叶

‘道人’。自梦得《 石林燕语》“：晋宋间佛教初行，未有僧称，通曰 称则

曰‘贫道，”。翟按：今以不簪薙而执役于释道门者为道人（。按：这是说

“ 道人”一词最初指僧人，清代指寺庙中的杂役。）

（ ４）对口语词语源的探求

首先，翟灏《 通俗编》对一些口语词语源的错误解释加以纠

正。如俗称妻父为“ 泰山”，关于其原因，最通常的说法是唐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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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泰山，张说为封禅使，其女婿因此而升官，因云：“ 此泰山之力

也。”遂以‘泰山’称妻父。翟灏指出此说未确，因为《 汉书·郊

祀志》中大山川有岳山，小山川有岳婿山，可见已经称妻父为

“ 岳”。又引欧阳修《 归田录》说“，今人呼妻父为岳公，以泰山有

丈人峰”。认为此说最为得解。应该说，翟灏的看法是正确的。

其次，《 通俗编》对口语词语源的探求虽然没有明确从中总结

出词汇发展变化的规律，但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我们可以从中归

纳出词汇发展变化的种种原因和途径。如：

（ ａ）引申

［乾］《 史记》注“：但封祭不立尸曰乾祭。”引申为权假之义，故

称义父母为“ 乾耶孃”。如《 北史·恩倖传》“：陆令萱配入掖庭，后主襁

褓之中，令其鞠养，谓之乾阿孃。”

（ ｂ）类推

［我侬］吴俗自称“ 我侬”，谓他人亦曰“ 渠侬”，又有“ 他侬”、

“ 箇侬”的说法。宋褧《 江上歌》“：我侬一日还到驿，你侬何日到邕州。”

古《 溪水歌》“：莫就他侬宿。”《 孟珠曲》“：莫持艳他侬。”隋炀帝诗：

“ 箇侬无赖是横波。”

（ ｃ）音变字变

，韬也。“”錔［笔錔］古无“ 套”字。《 说文》“： ，以金有所冒

也。”皆“ 套”之本字。《 宋史·舆服志》言金镀铜套筒，其义正与《 说

文》解“ 錔”者同（。按“：錔“”、套”同属透母，阴入对转“。錔”音变

后，字形也变化，写作“ 套”。）

（ 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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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原指显贵家之闺阁。如曹植诗：“ 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

关。”后因《 玉台新咏》中有“ 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之句，遂用以

指妓院。

（ ｅ）避忌，如：

［筷］《 俨山外集》：“ 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为甚。如舟

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 布，为‘抹布，。”

（ ｆ）其他，如：

［没雕当］朱或《 可谈》：“ 都下市井谓作事无据者曰没雕当。”

儅”二字，总训不常。无据《 玉篇》“有 言“ 没雕当”，犹不振曰“ 答

飒”，俗反曰“ 没答飒”，不当曰“ 尴尬”，俗反曰“ 不尴尬（”按：现代

“ 好容易”和“ 好不容易”同义，亦属此类）。

《 通俗编》对成语、谚语、俚语也有研究，此处不赘。

《 通俗编》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是有成绩的。但总的说来，

正如吕叔湘先生指出的那样：“ 偏重于从古籍中寻找近代词汇的出

处，而对这些词语本身的意义则研究不够。”这是古人研究近代词

汇的著作的一个共同的毛病。这和当时人们对口语词汇的看法有

关：总觉得“ 俗语”“ 鄙俗”，而要是能够在古书中找到出处，就

说明这些俗语“ 古已有之”，似乎身份可以提高一点。显然，这种

看法是不对的。

（ 二）二十世纪以来的情况

二十世纪前半叶，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没有太大的进展。自

从１９５３年张相《 诗词曲语辞汇释》出版以后，可以说近代汉语词

汇的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后三十年间，除“ 文革”十年

陷于停顿外，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有较大的进展，特别是“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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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以后，一些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优秀著作不断出现。而在这

三十年中，最有影响的是蒋礼鸿的《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下面对

张相《 诗词曲语辞汇释》和蒋礼鸿《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作一简

单的评介，以此见近五十年来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之一斑。

张相《 诗词曲语辞汇释》是以诗词曲的“ 语辞”为研究对象

的。在《 叙言》中说：“ 诗词曲语辞者，即约当唐宋金元明间，流

行于诗词曲之特殊语辞，自单字以至短语，其性质泰半通俗，非

雅诂旧义所能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也。”也就是说，是唐诗

宋词元曲中所见到的，为上古汉语所没有的新词新义，即当时的

口语词。全书共收“ 语辞”五六百条。而且每一条下都排列大量

的例句。收罗之广，用力之勤，在近代口语词汇的研究方面是前

所未有的，所以日本汉学家入矢义高称之为“ 划时代的成果”。

《 诗词曲语辞汇释》确定近代口语词的意义的基本方法是排比

归纳法。即要考释一个词语，首先收集大量的例证，“ 采掇所及，

往往有列证至十余或更以上者。”（ 叙言）因为收集的材料十分丰

富，所以考释的词义往往可靠。这比某些词语汇释的著作单凭一

两个例子就立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次，收集了大量材料以

后，要诠释一义，还需要进行分析归纳。这种分析归纳的方法，作

者在《 叙言》中有较详细的叙述“：一日体会声韵“”，二曰辨认字

形“”，三曰玩绎章法“”，四曰揣摩情节“”，五曰比照意义”。其中

最重要的是“ 比照意义”，又可分为六项，摘录如下：

甲、有异义相对者，取相对之字以定其义。例如：骆宾王《 乐大

夫挽辞》“：城郭犹疑是，原陵稍觉非。”李峤《 早发苦竹馆》诗“：早霞

稍霏霏，残月犹皎皎。”两诗之“ 稍”字均与“ 犹”字相对，因假定

“ 稍”犹“ 已”也。再证之韦应物《 休沐东还胄贵里》诗“：竹木稍摧翳，

园场亦荒芜。”韩愈《 秋雨联句》“：氛醨稍疏映，雺乱还拥荟。”一与

“ 亦”字相对，一与“ 还”字相对，“ 稍”字之“ 已”义益明。复证之苏

轼《 十月四日以病在告独酌》诗“：月华稍澄穆，雾气尤清薄。”陈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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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韵晁无斁夏雨》诗“：稍无飞虫喧，复觉蝉语多。”一与“ 尤”字相

对，一与“ 复”字相对，稍字之“ 已”义益确。凡此诸诗之“ 稍”字，

以“ 少”“ 小”之本义释之，殊无当也。乙、有同义互文者，从互文之

字以定其义。例如：李商隐《 昨日》诗云：“ 昨日紫姑神去也，今朝青

鸟使来赊“。”赊”字初觉费解，然此为七律诗体，对仗工整“，赊”字

当与“ 也”字同为语助辞而互文，因假定“ 来赊”犹之“ 来兮”，亦犹

之“ 来也”。然后韦应物《 池上》诗所云“ 池上一来赊”及杨万里《 多

稼亭看梅花》诗所云“ 更上城头一望赊”者，迎刃而解，知其亦为语助

辞也。丙、有前后相应者，就相应之字以定其义。例如：邵雍《 答安之

少卿》诗云：“ 轻风早是得人喜，更向芰荷深处来。”又孙光宪《 浣溪

沙》词“：早是销魂残烛影，更愁闻着品弦声。”两“ 早是”字均与下句

“ 更”字相应，因假定“ 早是”之义，犹云“ 本是”或“ 已是”也。丁、

有文从省略者，玩全段之文以定其义。例如：“ 早是”字与“ 更”字相

应，然冯延已《 捣练子》词云：“ 早是夜长人不寝，数声和月到帘栊。”

又《 董西厢》四云：“ 早是离情恁苦，病体儿不能痊愈。”两上句均有

“ 早是”字，知其下句均省去“ 更”字也。戊、有以异文印证者。同是

一书，版本不同，某字一作某，往往可得佳证。例如：王维《 燕支行》

诗云“：教战须令赴汤火，终知上将先伐谋。”赵殿臣注本云“：须，顾

元纬本、凌本俱作‘虽’。”李商隐《 中元作》诗云“：羊权须得金条脱，

温峤终虚玉镜台。”朱鹤龄注本云：“ 须一作虽。”两诗之“ 须”字作

“ 虽”字解，方与下句之“ 终”字相应。又巾箱本《 琵琶记》三十云：

“ 他媳妇须有之。”凌刻 仙本及陈眉公本俱作“ 虽有之。”据此三证，则

知“ 须”犹“ 虽”也。己、有以同义异文印证者。类似之文句，甲文某

字作某，乙文作某，比照之而其义可见。例如：陈师道《 寄泰州曾侍郎

肇》诗云“：是处逢人说项斯。”实脱胎于杨敬之《 赠项斯》诗之“ 到处

逢人说项斯。”则知“ 是处”即“ 到处”也。陈与义《 雨中再赋海山

楼》诗云“：一生襟抱与山开。”实脱胎于杜甫《 奉待严大夫》诗之“ 一

生襟抱向谁开。”则知“ 与”犹“ 向”也。

这种排比归纳的方法，是考释近代汉语词语的一种基本方法。其

实，不止是近代汉语词语的考释，上自考释先秦的词语，下至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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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现代汉语词语的义项，这都是一种基本方法。王引之《 经传释

词·自序》所说的“ 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

可以心知其意也。”也就是排比归纳法。但排比归纳法一要材料丰

富，二要运用得当，否则是会产生以偏概全甚至望文生训的毛病

的。这在下面还要讲到。

但是此书终属草创，未密之处尚多，研究方法也还有欠妥的

地方。张永言《 古典诗歌“ 语辞”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语文，

１９６０．４）指出了九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很中肯的，可以参看。

《 诗词曲语辞汇释》的缺点，最主要的是以下三点：

（ １）义项分列过细，又没有注意义项之间的联系。最多的如

“ 着”字，竟列了 其他如“ 可”列九条，“ 却”列八条，二十二条。

这些有的是可以归并的，有的应进一步说明其间的联系。如

“ 却”字《， 汇释》分为八项：

（ 一）语助辞，用于动词之后。（ 二）犹“ 于”也。（ 三）犹

“ 正”也。于语气加紧时用之（。四）犹倒也；反也。此为由“ 正”字加

强其语气者，于语气转折时用之（。五）犹返也；回也。此由“ 退却”之

本义引申而来。（ 六）犹还也，仍也。（ 七）犹再也，意义有时与作

“ 还”字解者略近。（ 八）犹岂也。

张永言将它归并整理如下图，这就清楚得多了。（ 见《 词汇学简

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２）

《 汇释》义项分得过细，是和作者的指导思想有关的。作者在《 叙

言》中说：

⋯⋯“ 着”诗词欣赏，义理与神情并重。 有“ 生”义、“ 添”义，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49

陈亮《 怀辛幼安贺新郎》词：“ 樽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着

了几茎华发。”华发曰“ 新生”，未尝不合，然不如言“ 新添”之得趣。

“ 着”有“ 被”义“、遇”义，杨万里《 北风》诗“：如何急滩水，更着

打头风。”打头风曰“ 更被”，未尝不合，然不如言“ 更遇”之得劲。

这样根据上下文来立义，用于文学鉴赏是可以的，用于词义的归

纳则嫌过细，因为这样归纳出来的，不是义位，而是义位的变体。

（ ２）缺乏明确的语法观念。“ 语辞”中有不少是虚词，它们主

要是表达语法意义。近代的虚词未必能在现代汉语中找到一个相

对应的语法意义完全相同的虚词，所以，这类词用同义词相训的

办法就很受局限。例如，《 汇释》有如下几条：

取（ 一）语助辞。犹着也，得也。

定（ 一）语助辞。犹了也，得也，着也，住也，用于动词之后。

去（ 一）语助辞。犹来也，啊也，着也，了也。

这样的解释，给人的印象十分模糊。又如：

后，犹呵或啊也。

这样说也不准确。因为有的“ 后”虽然相当于“ 呵”或“ 啊”，但

只用在句中，不用在句末，有的“ 后”就不单纯的等于“ 呵”或

“ 啊”，而是起表假设的作用。就拿《 汇释》所引的例子来说，如

黄庭坚《 好女儿词》“：假饶来后，教人见了，却去何妨（。”这是

和假设连词“ 假饶”配合使用的）杜善夫《 太常引》词：“ 不是不

思量，说着后教人语长。”（ 这是不和假设连词配合的）都有表假

设的语气。

缺乏明确的语法概念还表现在把一些由句式造成的语法关系

误认为虚词的意义。比如《 汇释》在《 叙言》中反复论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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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有“ 已”义，其实是一种误解。这些“ 稍”当然不能用

“ 小“”、少”义去解释，但作者大概忘了“，稍”在先秦最常见的

意义是“ 渐渐”。用“ 渐渐”义去解释这些句子中的“ 稍”，都是

很切合的。那么作者说这些句中的“ 稍”有“ 已”义，是怎么得

到的印象呢？这种意义是因为和另一句中的“ 犹“”、亦“”、还”、

“ 尤“”、复”等呼应而产生的。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些诗句来比较一

下：

杜甫《 新安吏》“：白水暮（ 已）东流，青山犹哭声。”

杜甫《 通泉县署屋后薛少保画鹤》：“ 画色久（ 已）欲尽，苍然犹

出尘。”

杜甫《 种 苣》“：山泉（ 已）落沧江，霹雳犹在耳。”

因为下句有“ 犹”字，上句中都可以添出“ 已”字。但是，这是

由句式而产生的，我们不能说上句的“ 暮”字、“ 久”字或“ 落”

字具有“ 已”义。

（ ３）在考释词义时，对语音注意得不够。虽然作者在“ 假定

一义之经过”中首先说到了“ 体会声韵”，在“ 辨认字义”一条中

也谈到“ 诮悄俏可视其从肖而认为同义；谩漫慢可视其从曼而认

为同义”，但在具体条目中，一般仅仅释义而未能从语音上加以说

明。

比如：在《 叙言》中讲到“ 须”有“ 虽”义，在“ 须”字条

下又广列例句用以证明。但何以“ 须”有“ 虽”义，却未能从语

音上加以解释。我们看到，在敦煌变文中不但“ 须”可通“ 虽”，

而且《， 孔子项托相问书》“：谁知项托在先亡“。”谁”一作“ 须”，

可见“ 谁”和“ 须”也相通。“ 须”是心母虞韵，“ 虽”是心母脂

韵合口，“ 谁”是禅母微韵合口，据罗常培《 唐五代西北方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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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五代时西北地区心母和禅母互混，而在藏汉对音材料中，虞

韵和脂支微合口藏音都记作［ｕ］，所以“，须“”、虽“”、谁”是音

近而相通。

又如，在“ 宁馨”条下，提到“ 宁，犹言如此；馨，语助也。”

在“ 生”字条下，说“ 生，语助辞，用于形容词之后。”但是

“ 生”和“ 馨”有没有关系，《 汇释》就没有提到。

蒋礼鸿《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以下简称《 通释》）从１９５８年

初版后，经过多次修订，今年将出增订第四版。在多次修订后，内

容更加完备，学术价值更加提高，在国内外都受到极高的评价。

这本书虽称为《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但是内容并不限于敦煌

变文，而是涉及到唐宋诗词、史书、笔记等。从研究方法来看，比

张相《 诗词曲语辞汇释》也有较大的改进。

首先，《 通释》注意了词义的概括性。比如“ 所由”一词，在

《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中曾几次提到：卷２４“２：请令所由将盐就村

粜易。”注“：所由，掌绾官物之吏也。”卷２５“２：雇妻鬻子，止可

供所由酒食之费。”注“：所由，谓催督租税之吏卒。”《 清平山堂

话本·简帖和尚》中也提到“ 所由”：“ 叫将四个人来，是本地方

所由，如今叫做‘连手’，又叫做‘巡军’。”有的著作只根据《 清

平山堂话本》，就把“ 所由”解释为“ 巡军”，这就犯了以偏概全

的毛病。而《 通释》全面掌握了这些材料，并加以概括，解释为

“ 吏人的名称。所做的事情不止一种，名称也有分别，也用来称某

些官员。”这样的解释，既概括又全面。

其次，不仅能说明词义，而且能说明词义的来由。仅举数条

为例 ：

，

⋯⋯

（ 又作 ”）义为惭愧，耻辱。《 广韵》上声三十四果韵“ 懡

亡果切 ，日 无 色 。懡 ，懡 ，人惭。”按：人惭愧了就下云“：

其色不扬，象 其实日之无色 即是曚昽，辛弃疾《 浣溪。 ，懡

沙·黄沙岭》词：“ 突兀趁人山石很，曚昽避路野花羞。”突兀即是很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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曚昽即是羞貌，可以为证。这是语源之可以推论的。

房卧　　有卧房和私房钱二义。卧房是人最深密的地方，也是私钱

蓄藏之处，所以移来作私财讲。

事须（ 士须、是须）是“ 应须”的意思。这是由“ 于事，必须

⋯⋯”凝缩而成的形式“。事“”、是”音近借用。因为在陆贽文和《 太

平广记》中还有“ 理须”一语，又有“ 事理须”的说法，可知“ 事须”

的“ 事”就是“ 事理”的“ 事”。

《 通释》初版刊行后，日本汉学家入矢义高写过一篇书评，在

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指出有些条目仅据一两条例证立义，因

而有未妥之处；有些条目直接把敦煌变文中的词语和先秦的词语

联系起来，时代过于悬隔；而且偏重于考释一些偏僻的词语，而

对于有些常见的口语词却有所忽略。这些意见是值得考虑的。

此外，由于《 通释》成书时作者未能见到敦煌变文原卷或缩

微胶卷，有些条目跟着《 敦煌变文集》而产生错误。如《 通释》说

“ 乘”“有 我”义，“是 朕”的假借。其实例句中“的 乘”在Ｐ．　 ３０７９

号卷子中作“ ”，是“ 我”的俗写。又如《 通释》认为“ 闻样”

就“是 模样”，其实所据例“句 闻样尖新呈妙好”，Ｐ．　 ２３０５“作 閗

样尖新呈妙好”“，鬦”为“ 比”“，赛”之义。

近年来关于近代汉语词语研究还有不少优秀著作和论文，这

里不一一介绍了。有些研究成果，将在下一节讲研究方法时引作

例证。

（ 三）国外的研究情况

国外对近代汉语词汇也有研究，其中主要是日本。

古代的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特别是唐诗，在日本流传

很广。在十六、十七世纪，曰本出现一批解释汉文词语的著作，如

伊藤东涯《 秉烛谈》、释大典《 诗语解》、《 文语解》、六如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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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原诗话》、津阪东阳《 夜航诗话》、无著道忠《 葛藤语笺》、佚

名《 诸录俗语解》、秋水园主人《 小说字汇》等。这些都有参考价

值。

现代日本学者还编了一些有关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资料。如

波多野太郎编《 中国小说戏曲词 （ １－汇研究词典·综合索引篇

６）》共八册，是为日本德川时代、明治年间到昭和时代编印的有

关资料中的词语所编的索引。波多野太郎编《 中国方志所录方言

汇编（ １－９）　》，把中国历代方志中有关方言部分汇编影印。长泽

规矩也编《 明清俗语辞书集成（ １—５）》，汇集明清时期中国有关

俗语研究的书籍共二十种。这些都是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有用

处的。

第二节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方法

蒋礼鸿先生《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序目》中有一段话，论及

古代语言的研究方法：

“ 研究古代语言，我以为应该从纵横两方面做起。所谓横的方面

是研究一代的语言，如元代，其中可以包括一种文学作品的，如元剧；

也可以综合这一时代的各种材料，如元剧之外，可以加上那时的小说、

笔记、诏令等。当然后者的做法更能看出一个时代语言的全貌。所谓纵

的方面，就是联系起各个时代的语言来看它们的继承、发展和异同。

《 诗词曲语辞汇释》就是这样做的。入手不妨而且也只能从一小部分一

小部分做起，但到后来总不能为这一小部分所限制；无论是纵的和横

的，都应该有比较广泛的综合。”

这一段话，对于研究近代汉语词汇也很适用。由于近代汉语词汇

研究的基础比较薄弱，所以更需要“ 从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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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横的和纵的研究，搞清楚近代汉语各个

发展阶段的词汇的系统和近代汉语的词汇发展史。具体地说，有

以下几方面的工作要做：

（ １）词语的考释

（ ２）常用词演变的研究

（ ３）构词法的研究

（ ４）　各阶段词汇系统的研究

（ ５）　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史的研究

在这五个方面中，目前做得比较多的是词语考释，而其他几

方面都还开展得不够，所以，下面着重谈一谈词语考释的方法，而

对其他方面，只能简略地说一说大致的设想。

（ 一）词语的考释

由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一直不被重视，所以，今天我们对汉

语词汇的历史情况的认识，呈现一种很奇怪的状况：对于离我们

较远的先秦词汇，相对来说了解得比较清楚；而对于离我们较近

的近代汉语词汇，反而一知半解。有许多近代汉语的词语，我们

不了解其意义。处于这种状况下，当然就谈不到对近代汉语词汇

作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所以，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第一步，就

是要进行词语的考释。

词语考释要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１）认字辨音

近代汉语中有不少俗字，也有许多不同于上古的假借字。所

以，研究近代汉语词汇，首先要认字辨音，弄清楚这些汉字记录

的是近代汉语的什么词。

ａ．王梵志诗“：两家既不和，角眼相蛆姡“。”蛆姡”一词不好

懂，而且“ 姡”字不见于字书。

郭在贻《 唐代白话诗释词》释云：《 六祖坛经》惠听本：“ 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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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心。”惠听本妒心 ， 慢心。”契嵩本作“ 嫉妒心， “ 疽妒心，

恶毒心”，契嵩本作“ 嫉妒心，恶毒心。”可见“ 疽”即“ 嫉”。

“ 蛆”和“ 疽”都从“ 且”得声，两字均在《 广韵》鱼韵，皆为七

余切，所以“，蛆”就是“ 嫉”《。 增订碑别字》卷七“： ，妒也。”

《 康熙字典》“谓 ”为“ 昏”之讹，而“ 昏”字书亦作“ 舌”。所

以，“ 姡”就“是 ”，就是“ 妒”。

经过这样的考释，原来“ 蛆姡”记录的是一个很普通的词

“ 嫉妒”。

妃。”ｂ．敦煌写本《 王昭君变文》“：在汉室者昭军，亡桀纣者

按：“ ”，故军”为“ 君”字之误。敦煌变文中“ 但”多作“

“ ”即“ 妲”字。“ 妃”即“ 己”字，因“ 妲”字而增“ 女”旁。

全句应为“ 在汉室者昭君，亡桀纣者妲己。”

ｃ．敦煌写本《 维摩诘经讲经文》：“ 一切天人皆到会，果然见

一病维摩。多将汤药问因依，大照国师寻斩候。”

项楚《 敦煌变文字义析疑》云：“ 大”与“ 待”同音通用，

“ 照”是“ 诏”之讹“。待诏”是旧时对医师的尊称“，国师”即国

医《。 太平广记》卷２１“９：时田令孜有疾，海内医士召遍，至于国

师、待诏，了无其征。”“ 斩候”当作“ 证候”，“ 斩”为豏韵，

“ 证”为证韵《， 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有以庚注侵之例。故“ 斩”可

通“ 证”。

以上都是敦煌抄本中的例子。除此之外，其他近代汉语资料

也有认字辨音的问题。

ｄ．《 宣和遗事·前集》：“ 争奈宋江已走在屋后九天玄女庙里

軃了。”《 篇韵》“：軃，音妥，广厚也，垂下也。”与文中“ 軃”字

义不合。

按“：軃”即“ 躲”字。《 通俗编》云：宋代用“ 軃”，元代用

“ 躲”。其说甚是《。 夷坚志》载车四元事“：又被渠軃过了四十年。”

《 张协状元》第九出“：命蹇时乖撞着它，冤家要軃如何軃？”均为

“ 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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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张协状元》第五出：“（ 净白）噉叫副末底过来，⋯⋯

（ 末）未做得事，先自噉将来，只莫管他便了。”钱南扬注：“ 噉，

啖的别体，这里解作‘嘚’字用，呼唤奴仆之声。”

胡竹安《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斠

补》云：“《 广韵》‘噉，为陡感切，但《 字宝碎金》有‘噉，呼

陷反’。与“ 喊’同音，是‘喊，的俗字。”《 韩擒虎话本》“： 旗

大噉。”《 封氏闻见记·卷五》“：有人齐声噉叫。”均可证。

就词来说，上述近代汉语中的词都很普通，但它们写作了另

一个样子，就变得不好认了。所以第一步就是要认字辨音，确定

它记录的是什么词。

（ ２）参照旧注

这里所说的“ 旧注”，包括唐宋以来各种字书中的解释，近代

汉语诗文中作者自注或他人所注，以及笔记杂著中对近代汉语词

语的解释。这一类的材料为数不少，但比较零散，如能加以爬梳

整理，汇集在一起，将对近代汉语词语的研究大有帮助。

如：敦煌写本《 维摩诘经讲经文》：“ 纤手举而淡泞风光，玉

步移而威仪庠序。”玄应《 一切经音义》卷九：“ 庠序，谓仪容有

法度也。”

白居易《 喜老自嘲》：“ 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自注：

“ 时俗谓七十以上为开第八秩。”

《 艺苑雌黄》：“ 遮莫，盖俚语，犹言尽教也。自唐以来有之。

故当时有‘遮莫你古时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说。然词人亦

稍有用之者。杜诗云：‘久拚野鹤如双鬓，遮莫邻鸡下五更。’李

太白诗：‘遮莫根枝长百尺，不如当代多往还。遮莫亲姻连帝城，

不如当代自簪缨。’”

但是，有些词语的意义是不能直接从字书、注解、笔记等资

料中查到解释的，而只能以此为线索，进行考求。下面举一个例

子 。

敦煌写本《 张义潮变文》：“ 千人中矢 坠贼沙场殪，铦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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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不见于字书，原卷下有“ 七彫反”三字。

徐复《 敦煌变文词语研究》云《： 字宝碎金》“ 捾，乃雕反，：

乌末反。《” 集韵》“：搯《， 。’　说文》：捾也。引《 周书》：‘师乃

搯者，拔兵刃以习击刺《。 诗》：‘左旋右搯。’他刀切。”慧琳《 一

切经音义》卷七十：“ 搯，他劳反，中国言搯，江南言挑，音土彫

反。”由此可知原卷 ”即所注“ 七彫反”为“ 土彫反”之误，“

“ 搯”，也就是“ 枪挑小梁王”的“ 挑”“，剺”通“ ”《， 广韵》：
“ ，刀刺，卢启切。”

”的象这样会集众多资料，细心考证，弄清了“ 意义，是

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证。

利用前人注解还有一种方法，有人称之为“ 反推”。即根据唐

宋人用当时口语为先秦两汉古籍所作的注，来考证唐宋时口语词

的意义。胡竹安《 中国古白话及其训诂之研究》一文中举了一个

例子。

敦煌写本《 舜子变》：“ 男女罪过须打，更莫教分疏道理。”

“ 分疏”是当时的口语词《。 汉书·袁盎传》“：且缓急人所有，夫

一旦扣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在亡为辞，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

孟。”颜师古注“：解者，若今言分疏矣。”本来，颜师古是用当时

尽人皆知的口语词“ 分疏”来解释《 汉书》中的“ 解”的，但过

了一千多年后，我们今天对唐代的口语词“ 分疏”不懂了，而对

《 汉书》中的“ 解”反而比较熟悉（ 这就是前面说过的对汉语历史

词汇的了解的一种不正常的情况），因此要反过来借助于“ 解”

（ 解释）来了解“ 分疏”的意义：“ 分疏”就是“ 解释”。这就叫

“ 反推”。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类似的例子，如：

《 左传·隐公元年》“：隧而相见。”杜预注“：隧若今延道。”

《 后汉书·江革传》“：每至岁时县当案比。”李贤注“：案验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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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犹今貌阅也。”

由此可知，晋代的“ 延道”就是“ 隧”，唐代的“ 貌阅”就是

“ 案比”《。 隋书·食货志》“：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貌阅”即此

义。

参考字书、注释、笔记等也要有所选择和判别。因为注释往

往是随文作注，有时候缺乏概括性。比如上一节所举《 资治通

鉴》胡三省注两处对“ 所由”的解释，一处注为“ 掌绾官物之

吏”，一处注为“ 催督租税之吏卒”，都不能全面概括“ 所由”的

意义。有些笔记对词语的解释，特别是对词义的来由的解释，也

未必可信，例如，“ 包弹”一词，是指责之义。宋代王楙《 野客丛

书》：“ 包拯为台官，严毅不恕，朝列有过，必须弹击，故言事无

瑕疵者曰没包弹。”汤显祖、翟灏皆沿袭其说。近年来刘坚、郭在

贻等指出其误，此词其实在宋代以前就有，如《 三国志·魏书·

诸夏侯曹传》裴注引《 魏略》：“ 其在台闻，数有所弹驳。”张鷟

《 朝野佥载》“：小人在位，君子驳弹。”两个语素可以颠倒，是一

个并列结构的复合词。

（ ３）排比归纳

近代汉语的口语词很多，并非都能在字书、注释、笔记中找

到训释。所以，考释词义的基本方法还是排比归纳。前面说过，不

但考释近代汉语词语，而且上自考释上古词语，下至编纂现代汉

语词典，排比归纳都是一个基本方法。词的意义总是在具体的上

下文中显现的。但在具体上下文中显现的是义位的变体，如果我

们能搜集大量的用例，并且加以科学的比较和分析，舍弃各个义

位变体中因文而异的成分，概括其中有普遍性的成分，那么，我

们就能得到一个词的概括的意义。

用排比归纳法考释词义的例子在《 诗词曲语辞汇释》和《 敦

煌变文字义通释》中随处都可以找到，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下面

举一个白话小说中常见的词“ 馉饳儿”为例。“ 馉饳儿”是一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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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这从字形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

呢？胡竹安《 中古白话及其训诂的研究》一文中指出，这可以综

合下列材料而得知：

《 水浒传》第一回“：寒栗子比馉饳儿大小（。”可知是圆的。）

《 东京梦华录》“：旋切细料馉饳儿（。”可知是有馅的。）

《 平妖传》十七回“：卖馉饳儿的唤作油熟（。”可知是油炸的。）

饳儿。⋯⋯放在《 古今小说》三十五卷“：托个盘儿，口中叫卖馉

桌上，将条篾黄穿那馉饳儿，捏些盐放在官人面前（。”可知是放在盘中

叫卖，可以用篾穿，蘸着盐吃的。）

把这些材料加以综合，就可以知道：“ 馉饳儿”是一种圆形的、有

馅的、油炸的食物。

运用排比归纳法必须全面掌握材料，否则就容易出现“ 以偏

概全”的毛病。如《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把“ 方便”解释为“ 采

用不正当的手段、虚妄”，根据的是《 降魔变文》“：卿是忠臣行妄

语，方便下脱寡人园”等例句。其实“ 方便”不一定用于贬义。如：

《 游仙窟》“：女人羞自嫁，方便待渠招。”

《 难陀出家缘起》“：自世尊种种方便，教化难陀不得。”

《 祖堂集》卷十八“（： 仰山）所以假设方便，夺汝诸人尘劫来粗

识。”

《 无常经讲经文》“：释迦师，巧方便，演说莲花经七卷，千方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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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化众生，意恶总交登彼岸。”

“ 方便”用于名词时为“ 方法”之义，用作状语时是“ 用某种方

法”之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千方万便”，就相当于现代所说的

“ 千方百计”。这个词既可用于贬义，也可用以褒义。

用排比归纳法考释词语，还要注意词义的概括性，这在第一

节中谈到《 诗词曲语辞汇释》分义项过于琐细时已经说过，这里

从略。

（ ４）因声求义

因声求义是清代学者考释词语的一个重要方法，在近代汉语

口语词的考释中也可以使用。

例如，唐代有“ 楼罗”一词，为“ 机灵”之意。关于这个词

的来由，唐代段成式《 酉阳杂俎》说：“ 天宝中进士有东西朋，各

有声势，稍伧者多会于酒楼食毕罗，故有楼罗之号。”苏鹗《 苏氏

演义》说：“ 人能搂览罗绾，谓之搂罗，字从手不从木。”这些都

是望文生义。翟灏《 通俗编》不同意这些说法，他说：

古人多取双声字为形容之辞，其字初无定体。⋯⋯《 笑林》载汉

人过吴，吴人设笋，问是何物，曰：竹也。归而煮其床篑不熟，乃谓其

妻曰 苏、段“：吴人 辘，欺我如 辘”亦“ 楼罗”之转。⋯⋯此。“”

以义说之，皆属穿凿。

北齐的颜之推，把联绵字“ 狐疑”拆开解释，认为是“ 狐性多

疑”故称“ 狐疑”。清代学者王引之纠正了他的错误，并且说：

“ 夫双声之字，本因声以见义，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固宜其说之多

凿也。”翟灏对苏、段的批评和王引之对颜之推的批评意思是一样

的，不少词语的解释，只有“ 求诸声”才能得其真谛。比如上面

所说的“ 馉饳儿”，可以用排比归纳法得知这是一种圆形的有馅的

油炸的食物。但是为什么这种食物叫“ 馉饳儿”？这就要“ 因声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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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了。《 尔雅》“：果臝之实，栝楼。“”果臝，蒲卢。“”菟奚，颗

冻“。”科斗，活东。”这些动植物都是圆形的。花蕾叫“ 花骨朵”。

所以圆形的食物叫“ 馉饳”，它们是由同一语源滋生出来的。

又如《：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认为《 捉季布传文》“：兀发剪头

披短褐”中的“ 兀”和《 刘知远诸宫调》：“ 欲带金冠，争奈发污

眉齐”中的“ 污”都是剪断之义。因为“ 断足叫做兀，断发也叫

做兀，剪伐树枝叫做杌，被剪 屼，其实都是一伐了的秃山叫做

个意义的衍变。”这也是“ 因声求义”的例子。

当然，“ 因声求义”时不能滥用“ 一声之转”，而且要有充足

的例证，否则也容易流于主观穿凿。所以，“ 因声求义”要和排比

归纳结合起来运用，这是必须注意的。

（ ５）参证方言

罗常培《 金元戏曲方言考序》：“ 金元戏曲中之方言俗语，今

日流行于民间者尚多，惟董理无人，索解匪易。”这话对于近代汉

语的口语词都是适用的。有些词语，仅凭书面资料不容易弄清楚，

如果以方言印证，就会清楚得多。

比如，元杂剧《 货郎担》第四折：“ 他系一条兔鹘，兔鹘，海

斜皮偏宜衬连珠，都是那无瑕的荆山玉。”《 诈妮子调风月》第二

折“：把兔鹘解开，纽扣相离。”有人说“，兔鹘”原是白色的猎鹰，

由于名贵，女真人用以称呼玉带。但是《， 金史·舆服志》“：金人

之常服四：带、巾、盘领衣、乌皮靴。其束带曰吐鹘。“”吐鹘，玉

为上，金为次，犀象角又次之。”据此，有人认为“ 兔鹘”（ 又作

“ 吐鹘”）是女真语的译音词，与猎鹰无关。又有人进一步指出，关

汉卿的家乡，今河北安国县仍说“ 兔胡”，是一种多层布缝制的宽

腰带，并有“ 上扎兔胡，下穿衩裤”这样的说法。尽管“ 兔鹘”一

词是不是女真语的音译尚有待于确定，但经过方言材料的印证，什

么是“ 兔鹘”，至少是比较清楚了。

又如《： 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宝玉又道：‘⋯⋯正经按方子，

⋯⋯’王夫人听了道：‘阿弥这珍珠宝石是要在古坟里找。 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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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家花拉的！就是坟里有，人家死了几百年，这会子翻尸倒骨

的，做了药也不灵啊！’”其中“ 不当家花拉”一词，曾有过几种

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 无职守，引申为不了解情况，不负

责”，有的认为是“ 罪过”之义，有的认为是“ 不值得”之义。究

竟哪一种对呢？近年来有人指出，“ 不当家花拉的”在现代石家庄、

呼和浩特、甘肃民勤等方言中都还在用，大约是“ 不应当这样”的

意思，有时与“ 罪过”义近。也可以说成“ 不当忽拉的”、“ 不当

花花”、“ 不当子花拉的”，分析起来，大约“ 不当”是词根，

“ 家”和“ 花拉”是词缀。

印证方言也要采取审慎的态度，特别是在读音有差别的时候，

说近代汉语中的某词就是现代某方言中的某词，更要慎重。我们

说不少近代汉语的词语还保留在现代汉语的方言中，并不等于说

近代汉语的词语都可以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得到印证，也不等于说

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词语都可以上溯到近代汉语中。在这方面，同

样要防止主观臆断的毛病。

（ ６）追溯语源

考释近代汉语的口语词，如果是为了阅读或者为了编纂词典，

那么弄清楚某词语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对这个词

了解得深一些，或者要研究近代汉语以至整个汉语词汇的发展历

史，那么，还要进一步弄清某个词的某种意义是怎样发展来的。这

就是我们说的“ 追溯语源”。

例如，吕叔湘先生《 释“ 结果”》 一文，说《 水浒》中常说的

“ 手起刀落，结果了他的性命“”，结果”是“ 杀死”之义。但这意

义是如何来的呢？吕先生举出“ 结果”的其他几种意义：

（ 。如《 丁晋公谈录》“：俨谓１）临终发送（ 也作“ 结裹”）

其弟参政偁曰：‘俨兄弟五人皆不为相，兼总无寿。其间惟四哥稍

得，然结裹得自家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一本作“ 结果”。

（ ２）装殓。如《 水 ⋯⋯我女儿浒》第二十一回“：阎婆道：‘

死在床上，怎地断送？’宋江道：‘这个容易，我去陈三郎家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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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棺材与你。⋯⋯我再取十两银子与你结果。”

（ ３）料理《。 敦煌掇琐》第２３种“：乃事那得好阿孃，细小尽

到他结裹。（”“ 裹”原作“ 裹”，但叶“ 个、大、火”，可断定是

“ 裹”之误。又第一字“ 乃”疑为“ 万”之误。）

（ ４）用衣被裹扎《。 老子化胡经》“：父母世间惊怪我，复畏寒

冻来结裹，身着天衣谁知我。”

可见这词本写作“ 结裹”，后来“ 裹”简写作“ 果”，就把本

字忘掉了。这个词语义的演变过程大概是：

这就不仅解释了词义，而且说明了词义的发展过程，也就说

明了“ 结果”的“ 杀死”义的来源。

又如：敦煌变文中有“ 般当”一词，如《 降魔变文》：“ 忽见

宝林数千树，花开异色无般当。”“ 牙上各有七莲华，华中玉女无

般当。”蒋礼鸿《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解释为“ 比并”之意。为什

么“ 般当”有“ 比并”之意呢？蒋礼鸿先生解释说：

“ 般”就是《 孟子·公孙丑上》“ 若是班乎？”的“ 班”，赵岐注：

“ 班，齐等之貌也。”《 礼记·内则》“：濡鱼卵酱实蓼。”郑玄注“：卵读

为鲲。鲲，鱼子也。”孔颖达疏：“ 知卵读为鲲者，以鸟卵非为酱之物，

卵承濡鱼之下，宜是鱼之般类，故读为鲲。”“ 般类”谓近似的东西。

“ 当”是动词后附的语助词，无义，读去声。

《 通释》又说《 红楼梦》第十九回中的“ 搬配”，和现代北方

话中的“ 般配”，与“ 般当”义同。这样，就把唐代口语中“ 般

当”一词和古今都联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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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 追溯语源”还包括探求词的“ 内部形式”。词的

内部形式，就是用作命名根据的事物的特征在词里的表现，又叫

词的理据。简单地说，探求词的“ 内部形式”就是要探求词的

“ 得名之由”。

例 一词，是“ 臭如，唐代口语中有“ 清泥”（ 或作“ 青泥”）

秽的淤泥”的意思。如敦煌写本《 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 也无

有清泥臭秽，鱼鳖［虾］ 水族之类。”白居易《 京兆府新栽莲》

诗：“ 污沟贮浊水，水上莲田田。我来一长叹，知是东溪莲。下有

清泥污，馨香无复全；上有红尘扑，颜色不得鲜。”慧琳《 一切经

于据反，水底青泥也。”为音义》卷十“：淤泥， 什么臭秽的污泥

叫“ 清泥”呢？

蒋礼鸿《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解释说：

（ 慧琳《 一切经音义》）卷九十，高僧传第九卷音义：“ 淤泥，污

池水底臭泥也，青黑臭烂滓秽者也。”《 法苑珠林》卷八“：此身可恶，会

归磨灭。鸟鹊狐狼，竞共噉食。风吹日暴，青烂臭处。”据慧琳音义后

条与《 法苑珠林》，似乎“ 青泥”以青黑色得名，恐未尽然。按《 说

文》“：厕，清也。”《 急就篇》“：屏厕清溷粪土壤。”颜师古注“：清，言

其处特异余处，常当加洁清也。”厕所称“ 清”，本来从因其臭秽而使之

清洁得义，后来又改用专制的“ 圊”字“；清泥“”、青泥”，似得义于用

于厕所的“ 清“”、圊”，而为臭秽之意。

这就说明了“ 清泥”（“ 青泥”）这个词的内部形式，使人不仅能

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

词语考释的问题就说到这里。

（ 二）常用词演变的研究

词语考释，一般是考释那些近代汉语中特有，而在现代汉语

中已经不常见的词语或词义。把这些词语弄清楚，是近代汉语词

汇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但能不能说把词语考释工作做好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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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汉语词汇的面貌就清楚了呢？不能。因为构成一个历史时期的

词汇系统的主要的东西，还是那个时期中使用得较多的常用词。那

些需要考释的词语，有些是常用词，有些是比较僻的词。而近代

汉语中的常用词，还有不少还保留在现代汉语中。这些词，我们

一看就懂，不需要考释；如果仅从阅读作品的角度看，似乎不需

要进行研究。但从汉语历史词汇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还要研究这

些词语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如果要编纂一部说明每个词在各个

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的汉语大词典，也需要进行这种研究。

例如，表示“ 书信”的词上古叫“ 书”，近代变为“ 信”。在

近代汉语作品中出现表示书信的“ 信”，我们一看就懂，无须进行

考释。但“ 信”究竟什么时候代替“ 书”的？这就需要进行研究

了。近年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这种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又如，“ 黑白”的“ 黑”，从上古到现代都属于基本词汇，而

且 近代汉语中“ 黑”还可以用来表意义没有变化。但除此之外，

示古代“的 暮”，如李清照《 声声慢》“：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这个“ 黑”字不用考释，一看就懂。但是，这个意义是什么时候

产生的？这就需要研究。杜甫《 佐还山后寄》之一：“ 山晚浮云合，

归时恐路迷。涧寒人欲到，村黑鸟应栖。”这个“ 黑”显示了正在

向“ 暮”义发展，但尚未发展到这一步，它表示的是“ 曛黑”的

“ 黑”，和表示“ 暮”还是有区别的。

又如“：挑”在上古是“ 拨动”之意。《 说文》“：挑，挠也。”

段注“：挑者，谓拨动之。”《 左传·宣公十二年》“：赵旃求卿未得，

且怒于失楚之致师者，请挑战，弗许。”此义读上声。现代汉语中

这个意义还存在，但“ 挑”主要是用来表示“ 肩挑”的意义了，而

且读平声。此外，还有“ 挑选”的“ 挑”，也读平声；还有“ 挑野

菜”的“ 挑”，“ 挑灯夜战”的挑，都读上声。这些意义在近代汉

语中都出现了，如：

杜荀鹤《 山中寡妇》：“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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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 自题传神》“：担挑双草履，壁倚一乌藤。”

《 水浒》第二十九回：“ 早望见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檐前。”

《 红楼梦》第二十五回：“ 你不嫌不好，挑两块去就是了。”

但这些意义究竟什么时候出现的？它们相互间有无关系？在

历史上怎样发展？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又如：上古汉语中“ 也”是一个语气词，主要用在判断句的

句尾，或用于主语和谓语间表示语气的停顿。现代汉语中“ 也”依

然存在，但是是个副词，和上古汉语的“ 也”实际上没有关系。在

近代汉语中，副词的“ 也”已很常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语气词

“ 也”，如：

《 祖堂集》卷四“：早说了也。”

《 旧唐书·安禄山传》“：阿与，我死也。”

《 元曲选·潇湘雨》楔子：“ 兀的不害杀我也！”

副词“ 也”和这些近代汉语中的“ 也”究竟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

这个问题，和语法史的研究有关，也和词汇史的研究有关。

象这样一些近代汉语中的常用词，研究得还很不够。如果忽

视了这部分词汇的研究，那么，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就将是极

不完整的。这部分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的关系也最密切。只有弄

清楚了这部分词汇的发展变化，才能对现代汉语词汇有更透彻的

了解。

（ 三）构词法的研究

构词法属于语法的范畴，但对词汇也关系极大。各个历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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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构词法的不同，明显地影响到各个时期词汇的面貌。所以，构

词法的研究也和词汇研究有关。

汉语的几种基本的构词法，在先秦都已大致具备。但从汉代

到明清，构词法仍在不断的发展。在近代汉语中，构词法有如下

一些明显的特点：

（ １）复音词大量增加，而且语素的位置逐渐趋于稳定。

瑞典的Ｇｅｒｔｙ　Ｋａｌｌｇｒａｎ在她的一篇论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ｉｎ　Ｃｈｕ　Ｈｉｓ　Ｔｓｕａｎ　Ｓｈｕ》①

（《 朱子全书中所见的宋代口语》）中，对《 朱子全书》中１６３个

用法与现代汉语一样的复音词作了调查，考察这些复音词是从什

么时候起进人比较正规的书面语言的。她用的方法是从《 佩文韵

府》《、 引得中查找这些复音词骈字类编》《、 联绵字典》以及各种

最早见于什么典籍和诗文，调查的结果是：

唐以 １０前

４３唐代

４５五代、宋

朱熹 ２３以后

时代不明 ４２

这种方法虽然还不很精确，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在汉语的发展中，复

音词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口语到书面语的过程。特别是唐代

以后，复音词在较正式的书面语中也日益增多，可想而知，在口

语中增长的速度就更快了。

日本汉学家香坂顺一在《 近 语法 词 》世、近代汉语

（《 近世、近代汉语中的语法词汇》）一文中谈到近代汉语中一些

复音语素的顺序问题，指出下列复音词在开始时语素的位置都可

①刊于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ｎ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ｃｓ，　３０　，１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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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要紧 闹 言整齐 语 看觑

声 点检音 闹吵 等带携 待

想拣选买卖 念 选择 名姓

喜欢 话唬吓 战争 语 立站

惧找寻 怕 竞 答对 把守争

怕 歇宿恐 该因为 应 欲待

到现代汉语中，这些复音词有了变化：（ １）在ＡＢ和ＢＡ两种形式

中，现代汉语普通话选择了其中一种，而另一种只保留在方言中，

如普通话说“ 热闹“”，喜欢”，吴语中说“ 闹热“”、欢喜（”。２）　ＡＢ

和ＢＡ区分为不同词类，都保留了下来。如“ 言语”（ 动词）、“ 语

言（”名词“）；整齐（”形容词“）、齐整（”动词（）。３）两个语素

中的一个在现代汉语口语中消失，另一个作为词使用。如“ 看

觑”“，觑”消失，只用“ 看”“；带携”“，携”消失，只用“ 带”。

（ ２）　ＡＢＢ式大量使用，ＡＢＣ、　ＡＡＢＢ、　ＡＢＣＤ式的词开始出

现。

ＡＢＢ式的词最早见于《 淮南子·叙》所引的民歌：“ 一尺缯，

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到唐代就相当多了，如白居易《 北

亭》“：江风万里来，吹我凉淅淅。”而在元曲中，这种构词方式极

如“ 白茫茫“”、直挺挺“”、涎邓邓“为常见， ”、碜可可”等。元

曲中又有ＡＢＣ式，如“ 呆答孩”“、灰不答”“、热忽剌”“、干支

刺”等（ 都是第一个字为词根）。

ＡＡＢＢ式始见于唐代。如白居易《 和自劝二首》之一：“ 稀稀

疏疏绕篱竹，窄窄狭狭向阳屋”。元曲中更多。如“ 标标致致”、

“ 齐齐整整“”、巴巴结结“ ＣＤ式大量见于元”、兀兀吞吞”等。ＡＢ

曲 “”、滴羞笃速“”、必丢不答“”、希颩胡都”等。，如“ 剔留团

但这只是很粗略的描写，今后在这个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研

以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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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四）各阶段词汇系统的研究

词汇不是零散的，而是一个系统，在上面所说的三项工作的

基础上，还要对近代汉语各个发展阶段的词汇系统作一个综合的

研究。这就是蒋礼鸿先生所说的“ 横”的研究。要把一个时代平

面的词汇系统描写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工作可以、也只能

一步一步地做。比如，以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为对象，对其中反

映口语的词汇作全面的系统的描写；也可以再把范围缩小一点，对

某部著作中的某一类词作全面的系统描写。这些工作做好了，就

为全面地描写一个时代的词汇系统打下基础。至于“ 词汇系统”应

当从哪些方面去把握，这将在下一章中谈到。

（ 五）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史的研究

要讲整个近代汉语的词汇发展史，就必须先把近代汉语各个

阶段的词汇系统弄清楚，然后才能进而研究下一个阶段比之上一

个阶段有哪些继承，有哪些发展。这件工作，现在条件还不成熟。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近代汉语的词汇发展史方面没有事情可做。

比如，象上面所说的，在词语考释时注意它的来龙去脉，在研究

常用词的时候注意它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和变化，这本身就是近代

汉语词汇发展史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而且，从中可以寻找出一些

词汇发展变化的规律。

例如，王锳《 试论古代白话词汇研究的意义与作用》 一文中，

谈了“ 处分”一词的发展演变过程。“ 处分”在唐以前是“ 处置”

之义，如《 孔雀东南飞》“：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在现代汉

语中，是对犯了罪或犯了错误的人的处理。这两种意义之间有一

个发展过程。唐代时“，处分”尚有“ 吩咐“”、嘱咐”之义，如白

居易《 过敷水》“：垂鞭欲渡罗敷水，处分鸣驺且缓驱。”到元明时，

又产生“ 责备”一义，如《 窦娥冤》楔子：“（ 窦天章云）婆婆，

①见《 文史》１９８６年第１２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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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云孩儿该打呵，看小生面则骂几句；当骂呵，则处分几句。”所

以，“ 从魏晋迄今，‘处分’词性未变，但意义演变的线索却很清

楚：它由一般的处置义而表口头处置，由口头处置而表口头责备，

由口头责备义加重语义而表一般处罚，不仅词所代表的概念内涵

有所改变，外延也经过了一个由大而小、由小而大的过程。”

这样的分析，不仅说清楚了“ 处分”的演变过程，而且也谈

及词义演变的规律，对于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史的研究是很有帮助

的。

上面所说的几个方面，对于研究整个的汉语历史词汇都是适

用的。只是对于上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在一般训诂学的书中谈得较

多，所以就不再举例说明了。

研究近代汉语词汇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近代汉语时期，是

汉族和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交往十分密切的时期，所以，

研究这一时期的汉语词汇，必须考虑到各种民族语言的相互影响。

比如，现代汉语中一个基本的词“ 哥”就是从鲜卑语的“ 阿干”借

进来音变而成的，从唐开始流行（ 详见胡双宝《 说哥》）。现代汉

语中“ 好歹”的“ 歹”“，车站”的“ 站”，都借自蒙古语。汉语不

但从蒙语中借词，而且有些词是从汉语中借到蒙语中去，又从蒙

语中借到汉语中来。如元代文献中常见的“ 台基“”、兀真”，就是

汉语中“ 太子”、“ 夫人”借到蒙语中去，发生了音变，然后又作

为音译词从蒙语中借到汉语中来。又如近代汉语中的“ 茶博士”、

“ 酒博士”等的“ 博士”，被蒙语借用，义为“ 老师”，然后又从蒙

语中借回来，成为“ 把式（”如“ 车把式“”、花儿把式”等）。这

都是很好的例（子 以上均见张清常《 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至

于研究元代的词语必须有蒙语的知识，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

里就不多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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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汉语的词汇系统

及其发展变化

汉语的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目前，

我们还没有可能对汉语的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作出明确的阐

述，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汉语历史词汇的了解还很不深入；今

后，当我们的研究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以后，要来阐述汉语的词

汇系统及其变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词汇系统远比语音系

统、语法系统复杂。在这一章里，我们只是想探讨一下，汉语的

词汇系统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去把握，与此相应的，汉语词汇系统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可以从哪些方面去考察。

每个人都可以直观地感觉到：汉语的词汇系统和其他民族语

言（ 如英语、日语）的词汇系统是不同的；汉语的各个不同历史

阶段（ 如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也是不同的。但不同

究竟表现在哪里？这个问题却不太好回答。

有一种回答是最简单不过的：词是音义结合的产物，词所反

映的意义（ 概念）各个民族和各个历史时期大致相同，但是各个

词的读音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历史时期各不相同。比如，现代汉语

中 。现代的“ 头”，古汉语叫“ 首”，英语叫ｈｅａｄ，日语叫

汉语的“ 走”，古汉语叫“ 行 语叫”，英语叫ｗａｌｋ，日 。这

样，词汇系统的不同，就归结为用不同的读音来表达相同的意义

了。

这种观点对吗？稍稍深入观察一下，就可以知道问题不那么

简单。这种观点，第一，是把词看成了一音一义的结合，而事实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72

上一个词往往是多义的。也就是说，一个词联系着几个义位。第

二，是把词孤立地加以观察，而事实上，词与词之间是有联系的，

比如，聚合方面的联系、组合方面的联系，旧词与新词间的联系

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

比如，“ 头”除了“ 脑袋”义以外，还有“ 顶端”义（ 如“ 竿

头”） 。这些意义，古汉语、英，有“ 首脑”义（ 一般说成“ 头头”）

语、日语也都有。但除此以外，英语还可以说“ ｕｓｅ　　ｏｎｅ＇ｓ　ｈｅａｄ”，

日 动语中也说“ 头 （”都是“ 动脑筋”之意），现代汉语的

“ 头”和古代汉语的“ 首”就没有这种用法。古汉语的“ 首”可以

郢》“：狐死必首丘。用作动词，意思是“ 朝着”，如屈原《 哀 ”现

代汉语中的“ 头”就不能，日语 也不能；英语中的ｈｅａｄ中的

可以是动词，但是，是另一种意义“：用头顶”，如ｈｅａ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ｌ。

再如，现代汉语中的“ 头”还是量词，如“ 十头牛”。而古汉语的

“ 首”就没有这种用法。英语中有类似的说法“：ｔｅｎ　ｈｅａｄ　ｏｆ　ｃｏｗ”，

但“ ｈｅａｄ”仍是名词；此外，英语又可以　　说　“　 ｔｈｒｅｅ　ｐｏｕｎｄｓ　　ａ．

ｈｅａｄ（”每人三镑），用ｈｅａｄ表示人数，这又和汉语不同。此外，现

，这代汉语中的“ 头”还是名词词尾（ 如“ 木头”、“ 石头”） 是古

代汉语中的“ 首”、英语中的“ ｈｅａｄ”、日语中的“ ”所不具

备的。

上面所说的诸种意义，有的是一个词的不同义位，如表示

“ 脑袋，，“的 首”和表“示 朝向”“的 首“”，ｈｉｔ　 ｈｉｍ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ｄ”

“的 ｈｅａｄ”“和 ｕｓｅ　 ｏｎｅ＇ｓ　 ｈｅａｄ”“的 ｈｅａｄ”。有的应看作几个不同

的词，如表示脑袋的“ 头”和量词的“ 头”以及名词词尾的

“ 头”。但这些词之间显然是有派生关系的（ 名词词尾“ 头”是逐

渐由表示“ 顶端”的头虚化而成的，此处不赘）。所以，上述这种

现象，说明了两个问题：（ １）在不同的词汇系统中，相应的词联

系着不同的义位。（ ２）在不同的词汇系统中，旧词和新词之间有

着不同的派生关系。

“ 行 ”“、 走 ”“、 ｗａｌｋ”“、 ”也有同样的情况。例如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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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 行”，这个意义就不能用

“ 走”“、ｗａｌｋ”“、 ”来对译，这同样说明不同的词汇系统中

相应的词具有不同的义位。此外，如果我们把表示行走的词放在

一起来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在古汉语中，“ 行、趋、走”是三

分的，而在现代汉语中，“ 走、跑”是二分的，英语、日语中也是

、 ”二分的。另外，在古汉“ ｗａｌｋ、 语　ｒｕｎ”“和 、现

代汉语、英语、日语中都有一些特殊的表示行走的词，它们在别

的词汇系统中找不到相应的词，在翻译时只能用词组来对译。如

古代汉语的“ 趋”，现代汉语的“ 遛”，英语的“ ｔｒａｍｐ”（ 用沉重

的步子走），日语“的 （”小跑）。这说明在不同的词汇系

统中语义场的构成情况不同。

通过这样简单的分析，我们看到，要研究一种语言的词汇系

统，可以从下列几方面进行考察：（ １）在这种语言系统中，义位

是怎样结合成词的。（ ２）这种语言系统中的词在语义场中构成什

么样的关（系 包括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３）这种语言系统中的

词和新词之间是什么关系。要比较两个词汇系统的异同，也可

以从这些方面进行。下面，就分别从这几个方面，举例说明汉语

词汇系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

第一节　　义位的结合关系

关于词汇的发展变化，一般总是说：随着旧事物的死亡和新

事物的产生，旧词消亡了，新词产生了。有的词改变了意义（ 如

“ 走”，古代的意义是跑，现代的意义是行走），有的概念改变了名

称（ 如“ 奔跑”这个概念，古代叫“ 走”，现代叫“ 跑”）。这样说

是对的，但是并不全面。

首先，旧词的死亡和新词的产生是不是都由于旧事物的死亡

和新事物的产生？并不完全如此，例如下面一些词，在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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胾 《 荀子·非相》“：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

醨 《 楚辞·渔父》“：众人皆醉，何不 其糟而歡其醨？”

眄 邹阳《 狱中上梁王书》“：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

人于道，人无不按剑相眄者。”

但这些词的消失并不是由于它所反映的事物、动作到后来不存在

了，也不是由于它们在后来改变了名称，因为在现代汉语中并没

有用新的词来代替它们。在现代，这些事物和动作依然存在，但

在现代 斜汉语中要表达它们只能用词组“：大块肉“”、薄酒“”、

看”。

反过来说，下面这样一些词是出现得较晚的，如：

泼《 玉篇》：“ 弃水也。”

掴《 玉篇》“：掌耳。”《 集韵》“：批也。”

噇《 集韵》：“ 食无廉也。”

我们也不能说在秦汉时不存在这些动作，或者说秦汉时已有相应

的词，只是到后来改变了说法。正如上引字书的解释提示我们的

那样，秦汉时只有笼统的“ 弃“”、批“”、食”，后来才把“ 弃水”

叫“ 泼”，把“ 批颊”叫“ 掴”，把“ 食无廉”叫“ 噇”。也就是说，

把原来由词组表达的动作改为用词来表达了。

这里我们需要运用“ 义位”这一概念。“ 义位”是属于语言的

深层结构的，反映人们思想中对客观事物的分类。上面所举的事

物和动作自古到今都存在，但人们在思想中对它们的分类不同。有

的是古 “ 眄”，而人把它们分出来作为一个义位，如“ 胾“”、醨”、

在现代汉语的语义系统中却没有这些义位，在今人看来，“ 胾”和

“ 羹”都是肉“，醇” ”都是看，它和“ 醨”都是酒“，眄”和“

中是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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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区别可以用词组来表示：“ 大块肉”和“ 带汁的肉”，“ 淳酒”

和“ 薄酒“”，斜看”和“ 转着眼珠看”。相反，有的在上古的语义

系统中没有形成义位，如“ 泼 当时的人们觉得“”、掴“”、噇”，

“ 弃水”的“ 弃”和“ 弃物”的“ 弃”并无区别，后来人们才把

“ 弃水”这个动作从一般的“ 弃”中分出来，形成一个新的义位，

而称之为“ 泼”。

这些例子说明，在汉语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哪些义位有，哪

些义位没有，是有所不同的。

其次，关于“ 词改变了意义”和“ 概念改变了名称”的问题，

也可以运用“ 义位”的概念作进一步的探讨。

所谓“ 词改变了意义”，在第三章中曾经说过，有的是义位的

变化，有的是义位的增减。这两种情况，都是义位如何结合成词

的关系的改变。比如“ 红”在古代表示粉红，在现代表示大红，这

意味着“ 大红”这个义位在古代是和“ 赤”相联系的，而到现代

变为和“ 红”相联系了。“ 池”在古代可表示护城河，又可表示池

塘，到现代“ 池”只能表示池塘，这意味着“ 池”这个词在古汉

语中联系着两个义位，而到现代汉语中只联系一个义位。

概念改变了名称，也是义位结合关系的改变。比如“ 穿衣

服”这个动作，上古叫“ 衣”，后来叫“ 著”，现代叫“ 穿”。对此，

我们也可以说：“ 穿衣服”这个义位，上古时用一个名词“ 衣”的

孳生词动词“ 衣”（ 去声）来表达，后来和“ 附着”这个义位结合

在一起，用“ 着”这个词来表达，现代和“ 贯穿”这个义位结合

在一起，用“ 穿”这个词来表达。也就是说，“ 穿衣服”这个义位

从古到今都存在，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或是单独地取得某种

语音形式，或是和其他义位结合在一起共同取得某种语音形式，构

成一个词，这样才能表达出来。

这些例子说明，在汉语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哪些义位结合

成词，也是有所不同的。

义位的有无和义位的结合是相联系的。在某个历史时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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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义位可 ，例如上面所举的“ 泼“”、掴“”、噇”，以单独成词

这就是新词的产生；但也可以不单独成词，而只是在原有的词上

增加新义位，这就是旧词增加新义。例如，现代汉语中说“ 一个

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 挑”和“ 抬”是有区别的。但

在唐以前，这两种动作都叫“ 担”，如：

《 尔雅·释天》“：何鼓谓之牵牛。”郭璞注“：今荆楚人呼牵牛星为

担鼓（。”这是“ 挑”。）

《 世说新语·黜免》“：上人著百尺楼上，儋梯将去（。“” 儋”通

“ 担”，这里的“ 担”是“ 抬”。）直到唐代，还把轿子叫做“ 担子”。

后来，“ 挑”和“ 抬”分成两个义位，但并没有形成新词。因为

“ 挑”和“ 抬”这两个词原来就有，只不过“ 挑”原来是“ 拨”的

意思，“ 抬”原来是“ 举”的意思。如：

李白《 闺情》诗“：织锦心草草，挑灯泪斑斑。”

王建《 宫词》“：金砌雨来行步滑，两人抬起隐花裙。”

新产生的义位“ 挑”（ 一人肩扛）和“ 抬”（ 两人肩扛）只是和这

两个旧词原有的义位结合在一起，使旧词产生了新义。如：

陆游《 自题传神》“：担挑双草履，壁倚一乌藤。”

《 开元天宝遗事》“：上令侍御者抬步辇召学士来。”

又如：现代汉语中“ 揭开帘子”的“ 揭”，在六朝以前就用

“ 开”“、发”来表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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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僧孺《 月夜咏陈南康新有所纳》诗“：二八人如花，三五月如镜。

开帘一种色，当户两相映。”

《 南史·颜延之传》“：延之发帘熟视。”

这说明当时“ 揭开”的“ 揭”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义位， 和前

面所说的“ 泼水”的“ 泼”原先就包含在“ 中一弃水”的“ 弃”

“ 揭”这个义位独立了出来，但它没样。后来“，揭开”的 有构成

新词，而只是在“ 揭竿而起”的“ 揭”这个旧词上加上了一个新

的义位，如：

《 祖堂集》卷十“：时有一沙弥揭帘欲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词是词义系统的“ 分子”，义位是词义

系统的“ 原子”。研究词义，应以义位为基本单位。在第三章中说

过，说明一个多义词的变化，最好不要笼统地说这个词的意义变

了还是没有变，而是要说明它哪些义位变了，哪些义位没有变。同

样的，在研究某一时期词汇系统的面貌或某个历史时期中词汇系

统的变化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考察这些“ 原子”（ 义位）的有

无，以及这些“ 原子”（ 义位）以什么方式结合成“ 分子”（ 词）。

这种“ 分子结构”的不同，正是两个词汇系统差异的一个重要方

面。我们在一开头所举的“ 头“”、首“”、ｈｅａｄ“”、 ”的不同，

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人们常常说，一种语言中的基本词汇有极大的稳固性，这样

说是对的。但这 比如主要是指这些基本词汇的主要意义而言。

“ 黑“”、白”两个词，从它们表示颜色的意义来看，确实是几千年

来一直没有变。但是，如果考察它们的“ 分子结构”，那么它们古

今还是有变化的。比如，“ 黑”在上古不包含“ 日暮”这个义位，

而后来却增加了这个义位，如李清照《 声声慢》：“ 守着窗儿，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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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怎生得黑？”相反，“ 白”在上古除表颜色外，还包含着另一个

义位“：显著”。如《 荀子·天论》“：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

白。”这个义位，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这种“ 分子结构”的不

同，说明即使是基本词汇，除了它稳定的一面之外，还有它变化

的一面。

第二节　　词在语义场中的关系

词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们处在相互的联系之中。一批有关

联的词，组成一个语义场。在语言的历史发展中，词在语义场中

的分布会产生种种变化。有的词从这一语义场跑到了另一语义场，

有的词留在原来的语义场中，但和其他词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词在语义场中的关系有聚合和组合两种。这里先讲聚合关系。

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处于同一语义场中的词是不同的。

比如，在同是表示“ 观看”的语义场中，古代汉语有这样一些常

用词：

睎　、望、目、窥、觇、观、覗、看、觌、睥、睨、眄、睐、瞰、睇、

矍、瞻、觑、省、眙、盼、览、顾、瞟、瞥、相 。

现代汉语中常用的有这样一些单音词：

看、瞧、瞅、 、张、望、? 睃、盯、瞄、瞪、瞥、瞟、观、视。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古今汉语词汇的不同。首先可以看到，有些

词在古代汉语中使用，而在现代汉语中消失（了 如“ 睎“”、觌”），

或者在现代汉语中转入了别的语义（场 如“ 省“”、盼”）。有些则

。但这种比是现代汉语中新产生（的 如“ 瞧“”、瞅”） 较，还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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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表面的，再深入分析，还可看到：（ １）这些古今不同的词之间，

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有的词如“ 眙”和“ 瞪”，实际上是同一个词

的音变。《 说文》“：眙，直视也。”段注“：眙瞪古今字。敕吏、丈

证古今音《。 广韵》七志作‘眙’，四十七证作‘瞪’，别为二字矣，

而‘瞪’下云‘陆本作眙’。考玄应引《 通俗文》云：‘直视曰瞪。’

是知‘眙’之音自一部转入六部，因改书为‘瞪’。陆法言固知是

一字也。”有的词，表示的意义相似而又不全同，如古代的“ 窥”

和现代的“ 张”。有的古代的词到现代汉语中要用词组来表达，如

“ 矍”，要说“ 吃惊地看”“，眄”，要说“ 斜看”。也有一些现代汉

语的单音词，其意义相当于古代汉语中词组所表达的意义，如

“ 一眼”的“ ”，相当于古汉语中的“ 浏览（”。２）有些词? ? 虽然

古今汉语中都有，但情况也不很一样，如“ 看”在古汉语中虽然

有，但最初主要是用于“ 探望”的意义，如《 韩非子·外储说左

上》“：梁车新为邺令，其姊往看之。”后来虽然也有“ 视”的意义，

但用的不如“ 视”多。在现代汉语中，“ 看”成了表示“ 观看”的

语义场中使用频率最高、构词能力也十分强的一个词，古汉语中

很多词，如“ 窥“”、矍”“、睇”“、眄”“、瞻”“、瞰”，在现代汉语

中都用“ ×看”来代替。与此相应，“ 视”是古汉语中表示“ 观

看”的语义场中使用频率最高，构词能力最强的一个词，而在现

代汉语中，它把这种地位让给了“ 看”，在通常情况下，“ 视”很

少单独使用了。“ 观”和“ 视”一样，在现代汉语中虽然还存在，

但一般不单独用了。又如“ 瞟”，这个字《 说文》中就有，《 说

也。 ，察也。”据此，当为仔细看的意思。而在文》“：瞟， “”

现代汉语中，“ 瞟”是“ 斜着眼睛看”的意思，古今意义有变化，

而且，古代“ 瞟”很少用，现代“ 瞟”在口语中较常用。

当然，这样分析比较还是很粗略的，因为所谓“ 古汉语”，实

际上并不是同一个历史平面。细致的比较应该是取几个不同的历

史平面（ 如春秋战国、东汉、魏晋、晚唐五代、南宋、明代等

等），对各个平面上表示“ 观看”的语义场中有哪些词作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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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统计，然后再把各个历史平面加以比较，从而观察分析表

“ 观看”的语义场在汉语历史演变中的变化。如果能把数十个或数

百个重要的语义场作这样的历史比较，我们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历

史演变就会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但是这项工作还有待于进行，所

以，下面只能举例性的说一说词在聚合关系方面的变化。而且，这

些叙述同样是很粗略的。

例如：在古汉语中，表示“ 门”的词有两个：“ 一扉曰户，两

扉曰门。”在现代汉语中，就只有一个词：“ 门”。在古代汉语中，

表示“ 窗”的词有两个：“ 在墙曰牖，在户曰窗。”在现代汉语中

只有一个“ 窗”。反之，在古代汉语中，表示敲击乐器和表示打击

人和其他物都叫“ 击”，而在现代汉语中分成为“ 敲”和“ 打”。

表示行走的语义场古代是“ 走、趋、行”三分的，现代是

“ 走，跑”二分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

在上古汉语中“，投、掷”和“ 弃、舍”是两个不同的语义场，

分别由不同的词表示。到中古，出现一个新词“ 抛”，它的两个义

位分别处在这两个语义场中，如东汉末的“ 抛车”，是一种投石的

战具《， 祖堂集》“：如何抛母无人供给“”，抛”是“ 弃”的意思。

到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又用“ 丢”和“ 扔”代替了“ 抛”“，丢”和

。“ 扔”都有“ 投掷”和“ 舍弃”两个义位，分别处于两个语义场中

在上古汉语中，表示温度的语义场中有四个词：“ 热、温、凉、

寒”，到现代汉语中，变为“ 热、温、凉、冷”。这个语义场古今

的变化，一是以“ 冷”代替了“ 寒 如“ 寒”（“ 寒”有时也还用

，一是古代“ 凉”的义域和现代“ 凉”的义域不同：潮“”、寒冷”）

古代汉语中在某些场合“ 凉”所表示的温度，在现代汉语中要用

“ 冷”来表示。例如：

《 诗经·邶风·北风》：“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

曹丕《 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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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下：关系可以图示如

表示未成年人的语义场古今有变化。首先是两分和三分的不

同：在这个语义场中秦汉时有两个词：“ 婴儿”和“ 童子”。“ 少

年”在秦汉时是青年男子之义，如《 史记·淮阴侯列传》：“ 淮阴

屠中少年有侮（ 韩）信者。”所以不在此语义场中。而唐代和现代

都有“ 婴儿“”、童子（”或“ 儿童”）、“ 少年”三个词。其次，这

些词的义域 ，不但可以指古今不同。秦汉时的“ 童子”（ 或“ 童”）

十岁上下的儿童，而且可以指未冠的青年。如《 谷梁传·昭公十

九年》“：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注“：成童，八岁以

上。”《 论语·先进》“：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秦汉时的“ 婴儿”，既可指

刚出生的小孩，如《 老子》“：专气致柔，能婴儿乎？”也可指三四

岁甚至十几岁的孩子。请看下列例句：

《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

‘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

儿非有知也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 ，待父母而学者也，

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

教也。’遂烹彘也。”

《 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为亭长时，尝告归至田。吕后与两子居

之。老父相吕后曰：‘夫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 人天下贵人。’

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

老父已去，高 高祖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母子皆大贵。

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

相贵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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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非子》中的“ 婴儿”，已经能懂得父母说的话，可见不是现代

汉语中“的 婴儿（”《 现代汉语 了。词典》“：不满一岁的小孩儿”）

《 史记》中的“ 婴儿”，已经能够跟着母亲在田中锄草，可见已在

十岁上下。因此，秦汉时“ 婴儿”和“ 童子”的义域是交叉的。到

”和“ 童子唐宋时期“，婴儿 ”的义域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如敦

煌写本《 父母恩重经讲经文》：

渐离怀抱作婴孩，匍匐初行傍砌阶。

语似娇莺初啭舌，笑如春树野花开。

浑家爱惜心无足，眷属娇怜意莫裁。

门外忽闻啼哭也，慈母奔波早到来。

婴孩渐长作童儿，两颊桃花色整辉。

五五相随骑竹马，三三结伴趁猧儿。

贪逐蝴蝶抛家远，为钓青苔忘却归。

慈母引头千度觅，心心只怕被人欺。

又唐制，凡十岁以下能通一经者予官，通七经者与出身，谓之

“ 童子科”。由此可见，唐宋时“ 婴儿”大约指三岁以下“，童子”

”）约指三岁到十岁，“ 婴儿”和“ 童子”不再（ 或“ 童儿 交叉了。

而唐代的“ 少年”可指未成年的人。如杜甫《 醉歌行》：

陆机二十作《 文赋》，汝更少年能缀文。⋯⋯

只今年才十六七，射策君门期第一。

古今变因此，表示未成年人的语义场， 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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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语义场中，某一个词的变化，会对

其他词产生影响。例如上古汉语表 ⋯去”的语义场中，有示“ 到

两组词“：之“”、适”为一组，是及物动词“；往”为另一组，是

不及物动词“。往”的反义词是“ 来“”，来”绝大多数是不及物的。

有极个别的“ 来”后面有宾语，如《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 有

鸜鹆来巢。”《 谷梁传》“：来者，来中国也。”这就是“ 之“”、适”

的反义词。而“ 去”为“ 离开”义，是属于另一个语义场的。后

来“，去”，的意义发生变化，成为“ 来（”不及物）的反义词，取

代了“ 往”的位置，“ 往”也相应的变为及物动词，取代了“ 之”、

“ 适”的位置。如《 祖堂集》卷一：“ 大迦叶辞之往鸡足山”，而

“ 之“”、适”在口语中就逐渐消失了。这时表示和“ 往（”及物）相

反的意义用“ 到⋯来”。有趣的是，在《 祖堂集》中，只有“ 到⋯

来”，没有“ 到⋯去”，这是因为当时“ 到⋯去”的意思用“ 往”表

示。到现代汉语中， “ 往”在口语中也消失了（ 只用于“ 来往”、

“ 开往”等 ⋯来”和“ 到词组中），于是“ 到 ⋯去”配成了对。这

种变化图示如下。（ 表示反义）

古 （去 离开）代

中古

现代

同义词和反义词是词汇聚合关系中特殊的两类，词汇系统的

不同也表现在同义词和反义词系统的不同上。

比如，上古汉语中“ 恐”和“ 惧”是同义词。到近代“，恐’

主要用于表“ 担心”义，如《 祖堂集》卷八：“ 只恐不成眷属。’

（《 祖堂集》中均用于此义），因此“，恐”和“ 惧”不再构成同义

词。同时，中古时新产生了“ 怕”这个词“，怕”和“ 惧”同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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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这一组同义关系就由上古的“ 恐” ——“ 惧”变为近代的

“ 怕”——“ 惧”。

一组同义关系的变化，有时会引起几组同义关系的重新组合。

例如，上古“ 贫”和“ 窭”同义，“ 穷”和“ 尽”同义，“ 完”和

“ 全”同义。到中古，“ 穷”的词义发生了变化，变成和“ 贫”同

义，而和“ 尽”不再同义；“ 完”的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变成和

“ 尽”同义，而和“ 全”不再同义。于是就形成了新的词义组合：

“ 贫”——“ 穷”“，尽”——“ 完”。到现代汉语中“，贫”基本上

不单用，“ 苦”在某种场合和“ 穷”同义，而“ 尽”——“ 完”这

组同义关系中，又加上一个新词“ 光”。其关系图示如下：

上古 窭一贫　　穷一尽　　完一全

中古 贫一穷　　尽—完

现代 苦一穷　　尽一完—光

反义系统的 “ 精”是反义词，变化如：古代汉语中“ 粗”

“ 细” “ “ 细”是反义大”是反义词。现代汉语中“ 粗”

“词。古代汉语中“ 高” “ 下”是反义词“，低” 昂 ”是

反义词，现代 “ 低”是反义词。汉语中，“ 高”

同义词系统和反义词系统的变化是有关联的。如“ 富”的反

义词上古是“ 贫”，中古是“ 贫”和“ 穷”，现代汉语中“ 苦”有

时也可以成为“ 富”的反义词。又如上古“ 细”和“ 小”都是

“ 小”同义；现代汉语中“ 细”不再大”的反义词，而“ 细”“和

是“ 大”的反义词，“ 细”和“ 小”也不再同义。

分析同义词系统和反义词系统也应以义位为单位。所以一个

多义词可以同时有几对同义词和反义词，在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这几对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变化有的是同步的，有的是不同步

的。这个问题在第四、五章中已经说过，这里不重复。

下面讲词的组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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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组合关系，简单地说，就是词的搭配关系。词的组合关

系的历史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 １）同一个词，词义基本不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组合关系

有所不同。

比如，“ 上”作动词，表示“ 升、登”之义，从古就有，如

《 周易·需卦》“：云上于天。”但是这种“ 上”后面直接跟宾语的，

在先秦不多，据粗略统计，只有下面几例：

《 墨子·备梯》：“ 云梯既施，攻备已具，武士又多，争上吾城，为

之奈何 ？（”“ 上”—作“ 土”）

《 韩非子 奸劫弑臣》：“ 是犹上高陵之· 颠堕峻谷之下而求生，必不

几矣。”

《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

《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兹郑子引辇上高梁而不能支。”

《 礼记·曲礼》“：将上堂，声必扬。”

到后来，“ 上”的使用范围就大大扩展，能与许多词组合。如

《 世说新语》中有“ 上楼“”、上车“”、上船“”、上床“”、上坐”，杜

甫诗中有“ 上马“”、上树“”、上天“”、上殿”，韩愈诗有“ 上高

阁“”、上屋”，柳宗元诗有“ 上子陵台“”、上丹霄”。这些“ 上”，

在秦 “ 上”的组汉时都是用“ 登“”、升“”、乘”来表示的。可见，

合能力是大大增强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下列例子：

杜甫《 赠虞十五司马》“：沙岸风吹叶，云江月上轩。”

韩愈《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同时流辈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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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 元和五年予官不了罚俸西归》诗“：邀我上华筵，横头坐宾位。”

元稹《 哭子十首》之四“：钟声欲绝东方动，便是寻常上学时。”

“ 上”的主语原来是人，而杜甫诗中主语可以是“ 月”。“ 上”的反

义词原来是“ 下”，如“ 上山”的反义是“ 下山”，“ 上堂”的反义

是“ 下堂”，但韩愈诗中的“ 上道”，元慎诗中的“ 上华筵”，没有

与之相对的“ 下道“”、下华筵”。至于元稹诗中“ 上学”的“ 上”，

意思就离“ 登、升”很远了。可见，随着组合关系的改变，词义

也会逐渐发生变化，从聚合关系来看，“ 上学”的“ 上”和“ 上

山”的“ 上”，就不是同一语义场的了。

又 也 。“” ，拈也。”《 释名》：如“ 拈”。《 说文》“：拈，

“ 拈，粘也，两指翕之，粘着不放也。”《 玉篇》“：拈，指取也。”

《 广雅》“：拈，持也。”据《 释名》《、 玉篇》的解释“，拈”的对象

只应该是手指可以捏取之物。如杜甫《 漫兴九绝》之八：“ 舍西柔

桑叶可拈，江边细麦复纤纤。”但在《 祖堂集》中，可与“ 拈”组

合的词语很多，如“ 拈锹子“”、拈瓦砾“”、拈起猫儿“”、拈起盏

子“”、拈起帽子“”、拈起拄杖”，甚至可说“ 拈经中语问大众”。可

见“，拈”的组合关系和《 释名》《、 玉篇》的时代有所不同，和现

能说“ 拈阄”“、拈香”代汉语中也不一样（。现代汉语中只 等，不

能说“ 拈铁锹“”、拈起一只猫”。）和“ 上”一样，这种组合关系

的变化也影响到词义，《 祖堂集》中的“ 拈”，已经不只是“ 指

取”，而是与“ 执”、“ 持”同义了。（《 祖堂集》中也有“ 执瓦

砾“”、持瓦砾“”、执越杖“”、持此话”这样的说法，可用作比较。）

再如，“ 运”有“ 动”义，这是古今相同的。但“ 运”和

“ 动”的组合关系并不一样。这种组合关系，古今也有变化，如

《 祖堂集》中有这样的例子：

《 祖堂集》卷四“：触目不见道，运足焉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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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堂集》卷九“：青山常运步，白日不移轮。”

《 祖堂集》卷十三“：学人根思迟迴，曲运慈悲，开一线道。”

这种“ 运”，在现代汉语中就要改成“ 动”或“ 发”了。

（ ２）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些新词代替了旧词，新旧词

的词义相同，但组合关系却不相同，这一点在新词旧词并存于同

一语言平面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一个语言平面中，既有继承前

一时期的旧词和旧语法成分，又有新产生的新词和新语法成分，新

旧的组合关系往往不同。下面以《 祖堂集》为例加以说明。

《 祖堂集》中既有“ 木”，又有“ 树“”。木”是旧的“，树”是

新的。只有“ 树”能和词尾“ 子”组合，如“ 树子”、“ 枯树子”、

“ 柏树子“”，木”就不（能 但到现代汉语中“，树”加词尾“ 子”的

现象也不存在了）。

《 祖堂集》中既有“ 道”，又有“ 路“”。道”比较旧“，路”比

较新。因此“ 路”后面可以加上方位名词，如“ 路旁”、“ 路边”、

“ 路头”“。道”后面也可以加“ 旁“”、边”，但不能加“ 头”。

又如“ 视”和“ 看”“。视”是旧的“，看”是新的。因此《 祖

“ 看却“”、看取“”、看得”这样的说法，而“ 视”堂集》中有 不

能和这些新产生的词尾结合。

“ 言“”、语“”、说”在唐五代都可以表示“ 说话”这个动作。

但当时口语中最活跃的是哪一个词？《 祖堂集》中情况如下：

语犹未讫

言犹未讫 言讫　　言已

早说了也

有“ 说似”“、而且“ 说” 说向”“、说着”“、说得“”、说不得”这

而“ 言样的组合， ”、“ 语”没有。可见“ 说”是当时口语中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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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的。

又如《 祖堂集》中表示总括的副词有“ 皆”、“ 俱”、“ 悉”、

“ 咸“”、都”、 “、全“”、尽”等等。后四个可以有如下的组合

形式：

都　　尽乾坤都来是你当人个体。（ 卷九）

被阇梨占却了也。（ 卷六）

全　　与摩则治国之功全归臣相去也。（ 卷八）

尽　　只如慧寂在江西时尽头无惭无愧。（ 卷十八）

如今尽会了也。（ 卷十二）

在形容词、副词后面加“ 来”（ 如“ 坐来”、“ 许来”）、加

“ 头”（ 如“ 长头”、“ 齐头”）是当时特有的语言现象，“ ⋯⋯了

也“”、⋯⋯去也”是当时特有的句式“。都“”、 “”、全“”、尽”

能出现在这种组合关系中，可见是口语中使用的词。而“ 皆”、

“ 俱“”、咸“”、悉”不能有这种组合，说明它们在口语中已经不大

用了。

第三节　　词的亲属关系

语言中是不断产生新词的。新产生的词，有的找不到和原有

的词有什么关系，但多数是和原有的词有关系的。这种关系可分

为三大类：

（ １）由于语义的引申（ 如“ 头脑”的“ 头”引申为量词

“ 头”），或由于语法影响（ 如名词“ 医”转化为动词“ 医”），或由

于语音变化（ 如“ 汁”音变为“ 藩”）而从原有的词产生出新词。

（ 有时由语义引申、语法影响而产生的新词也发生音变，如解剖的

“ 解”引申为“ 解怠”的“ 解”，读ｘｉè，名词“ 王”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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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读 ｗàｎｇ。）这些原有的词和新词就是通常所说的“ 同源

词”。

（ ２）由原有的词加上词尾而构成新词。

（ ３）由原有的词作为语素而构成新词。

无论是哪一类，原有的词和由此而产生的新词之间的关系，都

称之为“ 亲属关系”。这种关系也是构成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同的词汇系统中，词的亲属关系是不相同的，研究汉语词汇系

统的发展变化，也需要研究各个时期词的亲属关系的变化。

同源词是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不是词汇系统的全

部。因为如上所述，词汇系统还表现在别的方面。即以词的亲属

关系而论，除了同源词以外也还有别的两类。

汉语的同源词系统在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是有变化的，

这种发展变化，不能简单地想象为上古时的同源词系统在后来不

断的孳生繁衍，而应该看到，上古时的同源词，有的保留至今，有

的消失了；中古和近代又有一些新的同源词产生。情况是比较复

杂的。

上古汉语中的同源词到后来消失，首先是由于词义和语音的

发展变化。如上古时“ 厉”有两个意义：①带子。《 左传·桓公二

年》“：鞶厉游缨。”注“：厉，大带之垂者。”②以衣渡水。《 诗经·

邶风·匏有苦叶》“：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传：

“ 以衣涉水为厉，谓由带以上也。“”厉“”、带”来端旁纽、月部，

两词同源。但后来“ 厉”这两个意义都消失了，“ 严厉”的“ 厉”

应是另一个词，它和“ 带”这个词毫无关系，所以，上古的

“ 厉“”、带”这一对同源词到后来已经消失。再如，上古的“ 特”

和“ 直”是一对同源词，“ 特”有“ 仅仅”之义，这是由它的本义

“ 牛父”逐渐虚化而来的。“ 直”也有“ 仅仅”之义，这是由于它

和“ 特”音近（ 上古时两字都是定母、职部，只是“ 特”为一等，

“ 直”为三等），是由音变而形成的同源词。后来，由于语言的发

展，“ 直”由定母变为澄母，读音不再和“ 特”相近，所以也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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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直”来表示“ 仅仅”义；“ 特”的“ 仅仅”义后来也逐渐消失，

因此，上古“ 特”和“ 直”这一对同源词也就不复存在，汉语中

表示“ 特别”的“ 特”和表示“ 曲直”的“ 直”也毫无关系了。

其次，上古汉语中由名词和动词、形容词互相转化而形成的

同源词，有一些后来也由于汉语的发展而消失。如上古时的

“ 医（”名词）和“ 医（”动词）是同源词“，衣（”名词）和“ 衣”

（ 动词）是同源词，现代汉语中分别说成“ 医生”和“ 医治“”，衣

服”和“ 穿”。前者或许可以说是“ 同根词”，后者两个词就无关

了。

在上古汉语的一些同源词消失的同时，中古和近代又产生了

一些新的同源词。如：

“ 抛”—“ 砲”《。 后汉书·袁绍传》“：曹操发石车击袁绍军中。”

李贤注“：即今抛车。”《 文选·闲居赋》：ｕ礮石雷骇，激矢蝱飞。”

李善注“：礮石，今之抛石也。”《 新唐书·李密传》“：命护军将军

田茂广造云旝三百具，以机发石，为攻城械，号‘将军礮’“。”抛

车”本是一种投石的战具，也称“ 礮”，“ 抛”和“ 礮”同源。后

来“ 礮”写作“ 砲”，火药发明后“ 砲”成为一种火器，又写作

“ 炮”。

“ 散” 传》“：服素衣，一“ 伞“”。伞”字始见于《 魏书·裴延

持白伞白幡”。字原作“ 繖”《。 水经注·江水》“（： 盐）粒大者方

寸，中央隆起，形如张繖，故因名之曰繖子盐。”《 急就篇》二：

“ 枣杏瓜棣馓饴饧。”注“：馓之言散也。熬稻米饭使发散也，古谓

之张皇，亦目其开张而大也。“”繖（”伞）也是从“ 散”得声，取

其可张开之义。

“ 登”一“ 凳”“。凳”原作“ 橙”。《 晋书·王献之传》“：魏时

凌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订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橙书之。”

由此例可见，“ 橙”原来是用于“ 登”的，后来才成为坐具。

“ 倚”一“ 椅“”。椅子”最早见于日僧圆仁《 入唐求法巡礼行

记》卷一“：相公及监军并州郎中、郎官、判官等皆椅子上吃茶。”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91

这是圆仁在唐文宗开成三年的日记，一般字典多引《 新五代史·

景延广传》为始见例，其实唐代即有此词。字亦作“ 倚”。唐济渎

庙北海坛祭器杂物铭碑阴：“ 绳床十，内四倚子。”宋黄朝英《 缃

素杂记》三：“ 今人用倚卓字，多从木旁。⋯⋯倚卓之字，虽不经

见，以鄙意测之，盖人所倚者为倚，卓之在前者为卓。”

“ 卓”一“ 桌“”。桌”字本作“ 卓”《。 五灯会元》卷二十“：尚

举马祖升堂百丈卷席诂诘之，叙语未终，公推倒卓子。”

角一饺《。 正字通》“ 饺”字“：今俗饺饵，屑米面和饴为之，乾

湿大小不一。水饺铒即段成式食品汤中牢丸，或谓之粉角。北人

为饺儿读角如矫，因呼饺饵， 。”

—掰。《擘 广韵》“：擘，分擘。”博厄切，麦韵。白居易《 轻

肥》“：果擘洞庭桔，鲙切天池鳞。”后来人声消失，麦韵的白读为

ａｉ，故音ｂāｉ，字写作“ 掰”。

“ 馨”一“ 生“”。馨”是六朝至唐的形容词词尾。如张鷟《 游

仙窟》“ 眼子长长馨。”唐宋间形容词词尾：婀娜腰支细细许，

用“ 生”。如李白戏杜甫诗“：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蒋礼鸿《 义府续貂》：“ 唐人虽犹有‘馨，语，而用之者盖稀，于

是‘生’字代之而起。”

“ 没”—“ 莽”。这两个词在晚唐五代均为疑问代词，相当于后

来的“ 什么”。敦煌写本《 李陵变文》“：缘 《 捉季没不攒身入草？”

布传文》“：今受困厄天地窄，更向何 “ 没“”莽”后来边投莽人？”

音变为“ 摩”“、麽（”么）。

——“ 糊涂”。这是唐宋时口语中的一个叠韵联“ 鹘突” 绵字，

较早写作“ 鹘突”。如孟郊《 边城吟》诗：“ 何处鹘突梦，归思寄

仰眠。”稍后写作“ 糊涂”。如《 宋史·吕端传》“：端小事糊涂，大

事不糊涂。”也写作“ 糊突”。如马致远《 荐福碑》杂剧楔子“：越

糊突越有了糊突富。“”鹘“”、突”为入声没韵“，糊“”、涂”为平

声模韵，读音不同，但实为同源。

——泼赖。这是元明时的口语词，可作“惫赖 惫赖”。如《 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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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冤》“：不似这小妮子生得十分惫赖。”也可以写作“ 泼赖”。如

元杂剧《 单鞭夺槊》“：老徐却也忒泼赖。”又作“ 泼刺”。如初刻

《 拍案惊奇·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 恁般心性泼

剌。”写法不同，但读音相近。“ 惫”和“ 泼”声母原有清浊之分，

为但元代时浊音已清化“。惫”为去声怪韵“，泼” 入声末韵。但

《 通俗编》引《 余冬序录》：“ 苏州谓丑恶曰泼赖，泼音如派。”

“ 派”为去声卦韵，则与“ 惫”音近。“ 刺”原为入声曷韵，但明

末早已变为去声。所以，它们是同源词。

引申而第八章中说过，由于词义 成为两个词的，也是同源词。

这种同源词古今也有变化。即：在语言中以一个新词代替了旧词，

如“ 头”代替了“ 首”，但“ 首”（ 脑袋）引申而发展成的量词

“ 首”用于表诗文的数量，而由“ 头”（ 脑袋）引申而发展成的量

词“ 头”表牲畜的数量。而且“ 头”还虚化而成“ 头三个月”的

“ 头”“，木头”的“ 头”，这些都是“ 首”的同源词系列所不具备

的。“ 吃”代替了“ 食”，但“ 食”引申而发展成新词“ 蚀”，

“ 吃”虚化而成为表被动的“ 吃（”如《 碾玉观音》“：我因为你，吃

郡王打死了。”）这说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词，即使语义相同，新

旧相代，但构成的同源词系列也是不一定相同的。

目前，对同源词的研究还偏重于上古，对中古和近代的同源

词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

总的看来，由词的引申、转化、音变而产生新词，在上古是

一种非常能产的构词方式，但到中古以后，就逐渐让位给合成这

种方式了。这也是汉语词汇系统在历史发展中的一大变化。在近

代和现代汉语中，如果要从词的亲属关系方面来考虑词汇系统，那

么，光从同源词的角度考虑就不够了，而必须注意到合成词的问

题。

从原有的词和由它充当语素而合成的词的关系来看，合成词

可分为两类。

（ １）由两个同义词（ 或近义词）复合而凝固成的合成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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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词在中古产生得很快，在合成词中占的比例最大。这种词产生

的原因，是随着语言的发展，汉语中同音词和一词多义的现象增

加，同一个词的义位也逐渐增多。为了区分词义，就要用合成词

把词义确定下来。如“ 镇”，原为动词，义为“ 镇压”，六朝时又

产生一个同音的副词“ 镇”，义为“ 常常”。为了把两者加以区分，

用作动词时就说成“ 镇压”，如《 晋书·唐彬传》：“ 今诸军已至，

足以镇压外内，愿无以为虑。”用作副词时就说成“ 镇长”，如韩

愈《 杏花》诗：“ 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又如

“ 抛”，既有“ 投掷”义，又有“ 舍弃”义，单用容易相混，说

“ 抛掷”和“ 抛弃”就很清楚了。再如“ 清”构成合成词“ 清澈”、

“ 清朗“”、清白“”、澄清”，是为了区分“ 清”的各个义位。

不同的时代形成不同的合成词。如中古时“ 跳” 和“ 踊”同

义，所以构成“ 跳踊”一词。如《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曲踊

三百。”杜预 ”与“ 跳”同义，所注“：曲踊，跳踊也。”近代“

以有“ 跳”一词。如《 祖堂集》卷八：“ 南泉 跳下来。”现代

“ 蹦”和“ 跳”同义，所以有“ 蹦跳”一词。又如：“ 塘”在古代

为“ 堤”义，所以有“ 隄塘”一词，如《 唐书·地理志》：“ 许州

颍川郡⋯⋯绕州有隄塘百八十里。”后来变为“ 池”义，所以有

“ 池塘”一词，如陆游诗“：疏雨池塘鱼避钓，晓莺窗户客争棋。”

又如“ 穷”古代为“ 尽”义，所以有“ 穷尽”一词，后来为

“ 贫”义，所以有“ 贫穷”一词。这些在历史上产生的合成词有的

随时代而消失了 跳“”，堤塘”等，有的在语言中保留了，如“

下来，如“ 穷尽”。

有一点需要说明：同义词或近义词的组合，开始时往往是词

组，后来才逐渐凝固为词；也有一些始终没有凝固为词。这种词

组和词的界线不大好划，上面举的例，有些严格地说或许应当看

作词组，但姑且作为词处理。

（ ２）原有的词作为语素构成合成词，只起一种提示作用，即

合成词的词义不能由语素拼合而成。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94

例如“：告身”，义为委任官吏的文书《。 北齐书·傅伏传》：

“ 周克并州，遣韦孝宽及其子世宽来招伏，⋯⋯授大将军武乡郡开

国公，即给告身“。”告身”的意义不等于“ 告＋身”。

“ 手力”，义为奴仆，仆役。敦煌写本《 山远公诂》“：白庄

曰：‘我要你作一个手力，得之已否 远公进步向前：‘愿舍此身？’

与将军为奴，情愿马前驱使。’”又称“ 足力”《。 太平广记》卷四

五一：“ 李与其仆数人极骋，追不能及，便入故城，转入易水村，

足力少息，李不能舍，复逐之。”这个词的意义不等于“ 手＋力”

或“ 足十力”。

这类词在现代汉语中越来越多。如以“ 电”为语素，可以构

成“ 电报”“、电线”“、电压”“、电厂”等。语素“ 电”在合成词

中或是表示“ 用电传的”，或是表示“ 输电的”，或是表示“ 电流

的”，或是表示“ 发电的”。又如用“ 报”为语素可以构成“ 日

报“”、画报“”、汇报“”、警报”等，语素“ 报”在其中的意义也

不一样，分别为“ 报纸“”、书刊“”、报告“”、信号”等义。

上面所讲的词的亲属关系的诸方面，在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

究中，都应该认真地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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