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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绪 　　论

（ １）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

人类社会为了搞好生产协作、组织社会生活，从

一开始就需要有互相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语言就

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但是，话说出口，声音随

即消散，它（ 口语）受着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声语言

不能把一时一地人们的思想或活动情况留传给后代

（ 在录音机发明以前）或者传送到远方（ 在电话发明以

前）。当社会发展到需要把语言记录下来，以便保存

下去或者传送给远方的时候，文字就作为记录语言的

符号，作为人类的辅助交际工具而被创造出来。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体现者，它用词和句子形式来

表达思维。任何语言的表达形式，必然有音、义两个

方面，而文字则是用某种符号体系来代表语言里整个

的词、音素或音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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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这是汉字这种符号体系中的一个符号，

代表汉语中的一个词。

　ｍ　ａ　ｎ 这是英文这种符号体系中的三个符号，

每个符号代表英语中的一个音素，三个

符号组成一个（词 男人）。

这是日文这种符号体系中的两个符号，

每个符号代表日语中的一个音节（

［ｋａ ，］ ［ｋｕ］），两个符号组成一个

（词 写）。

因此，文字总是作为语言的书面形式被人类所使用，

它除音、义两方面外，还有形体一个方面。任何文字

都是形、音、义三者统一的符号体系，都不能离开语

言而独立存在。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它比汉语产生得晚

得多。一百多万年以前汉族的祖先就生活在中国的大

地上。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汉族

的祖先处于同大自然作极其艰苦斗争的状况下，没有

条件创造文字，他们唯一的交际工具是有声语言。直

到几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汉字才被创造出来。到

三千多年前的殷代，汉字已经成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

①用方括号的注音是国际音标。下同。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

字被应用于文献记录。例如：

贞，今日壬申其雨？之日允雨。（ 乙．３４１４．）

这就是殷代语言的记录。此后，汉字记录了历代汉语

的有声语言，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

文字。

（ ２）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

文字记录语言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是表音，一

是表意。表音就是用一些符号来拼写口语中的词，所

用符号代表语词中的音。表意就是用一系列的符号来

表示口语中的整个词或者它的独立部分。根据记录语

言的方法的不同，世界上的文字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

大类：一是表音文字，一是表意文字。

英文、俄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和我国的蒙文、

藏文、维吾尔文等都是表音文字。这种文字用字母来代

表语词中的音（素 严格说是代表音位），若千字母拼写

成词，全部词汇只需要用几十个字母来拼写。例如，

英文的“ ｂａｓｋｅｔ”，用六个字母拼成“ 篮子”这个词，全

⋯部词汇只“用 ａ、　ｂ、　ｃ、　ｄ ⋯”等二十六个拉丁字母就

都拼写出来了。

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严格说来，汉字真正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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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字只有一小部分。例如：用“ （”甲骨文）这个简

单的图形代“表 日”这个词，“用 二”这个符号代“表 上”

这个词，把三“个 人”字合在一起代“表 众”这个词，把

“ 小”“和 隹（”《 说文》“：鸟之短尾总名也”）两个字结合

起来代表作小鸟讲“的 雀”这个词。而占汉字百分之八

十以上的形声字，却是表意兼标音的文字。例如“：拍”

“ 抱“”抵”三个字，左边“的 扌（”手）表示它们都是与手

有关的动作，是表意的部分；右边“的 白“”包“”氐”跟它

们各自组成的字音近或音同，是标音的部分。汉语中

还有些词，没有专门的符号，借用了一个音同或音近

的字来充当，有的久而久之，这个借用的字反而倒成

“了它的专用字。例如：权利的“ 权（”《 说文》： 黄华

木，，），然则的“ 然（“” 燃”的本字） 《， 说而且的“ 而（”

文》“ 。这些字就完全成了表音的符号了。因：须也”）

此，有人把汉字叫做意音文字，应该说，这一名称更

加准确。其实，完全只用表意方法的文字是没有的，

古代埃及的圣书字、美索布达米亚的钉头字（ 也叫楔

形文字）和中美洲的马亚文也都采用了表意又表音这

两种方法。不过，汉字的标音成分和纯粹表音的假借

字都是采用的表意符号，我们不妨还是称之为表意文

字。表意文字的缺点是符号繁多，往往需要几千到几

万个符号来书写语言中的全部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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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汉字在历史上的功绩

和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汉字是汉族祖先的重大发明之一。恩格斯说“：从

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

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中国社会早在几千年前就进入了文明时代，汉

字的发明毫无疑义是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的。有了汉

字，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知识得以更为广泛地传播，

前代的历史遗产得以更完整更系统地继承。社会的发

展，必然因此加快。有了汉字以后，我们的祖先凭借

它的帮助，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东方文化；并依靠

汉字把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成为我们的

财富。

几千年前，我们祖国就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

多的国家。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农经济带着固有

的分散性，人民交际的范围狭小，方言分歧，在所难

免。但是，不直接表音的表意汉字，起了统一书面语

的作用，并影响着口语在语法、词汇方面保持其基本

的一致性，约束了方言的分化。汉语没有象欧洲的印

欧语系一样，分化成许多独立的语言，汉字是有一份

功绩的。此外，历代国家政令的推行，也有赖于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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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的统一书面语；同时还应看到，国家的统一，汉

字也不是没有起着有利的作用的。

汉字不仅为中国人民已经服务了几千年，有着不

可磨灭的功绩；而且对东亚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也起

了深远的影响。朝鲜、越南都使用过汉字，日本至今

还使用部分汉字；同时，他们还曾仿照汉字制造出自

己的文字。

朝鲜使用汉字有一千几百年之久。他们的古代文

献大多是用汉语的文言文写的，当时是把汉语连同汉

字当作他们的书面语来使用的。公元五世纪前后，朝

鲜人开始用汉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叫做“ 乡札”。乡

札就是本土文字的意思。用的是汉字，记录的是朝鲜

语。十五世纪朝鲜李氏王朝（ 世宗）设立谚文厅，命令

郑麟趾、申叔舟等利用汉字的笔画，创造了自己的文

字，命名为“ 训民正音”。例如：

ｔ ｓｎ［ 朝鲜语

这里使用了六个 、 ［字母： ［ｔ 、 ［ ｓ］、

〔０ 零声母〕［］、 ［ｎ］、 。此后，汉字和谚文同时

使用，或者混合使用。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才完全停止使用汉字。南朝鲜至今

还继续使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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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使用汉字比朝鲜还早。秦汉之间，汉字已经

传入越南。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帝国主义者统治

越南以前，越南一直是使用汉字的。同时，远在十三

世纪，越南人还仿照汉字六书的方法，用汉字作基础

创造了越南自己的文“字 字喃”。例如：

天ｉ［ ］

［ ｍｉ］ 云

五［ ｎＡ ］

字喃一般是记录越南土话的。越南人长期把这种字喃

和汉字混合使用来记录越语。直到１９４５年越南才完

全用拼音文字代替了汉字和字喃。

汉字传入日本也很早，最迟不会晚于公元三世

纪。古代日本人曾长期用汉语的读音来阅读中国的文

献，也用汉字来写文章。到公元七世纪又由遣唐使中

的留学生吉备真吉和学问僧空海利用汉字制订了自己

的音节字母。吉备真吉制订的“ 片假名”是采用汉字楷

书的偏旁。例如：

ァ 口

阿　　　　伊　　　　宇　　　　奴吕

［ａ］　　　　［ｉ］　　　［ｕ］　　［ｎｕ］　　［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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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制订“的 平假名”是利用了汉字的草书。例如：

け

安 　　　　计 　　　　太 奴 也

［ａ］　　［ｋｅ］　　［ｔａ］　　［ｎｕ］　［ｉａ］

从此，日本人就把假名和汉字混用来记录日本语。此

外，他们还仿照汉字创造了一些日本语的专用字，叫

做“ 国字”。例如：

辻［ｔｓｕｄｚｉ］ 街，十字路口

畑［ｈａｔａ 旱田ｋｅ］

読［ｉｏｍｕ 读］

日本直到现在还是假名和汉字混用，规定的当用汉字

有一千多个。

在历史上，我国境内有些少数民族也仿照汉字创

造了自己的文字，这有契丹国（书 公元９２０年）、西夏文

（ 公元１０３６年）和女真（字 公元１１１９年）。这些文字虽然

早已成为历史文物，但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

总之，汉字不仅促进了汉族人民的文化发展，而

且直接促进了东亚其他国（家 朝鲜、越南、日本）人民

文化的发展，并为世界人民保存了极其丰富的人类文

化遗产，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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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字的起源

（ １）汉字起源的时代

语言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从有人类

就有了语言。但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文字却是人类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产物。可以断言，在漫

长的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是不可能

产生文字的。只有当人们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个人生

活最起码的需要外，还有剩余物资出现时，也就是当

原始人群由氏族发展到部落、部族时，阶级开始分

化，由于人类交际的需要和物质条件的许可，文字才

有可能产生。一句话，文字是产生在原始社会解体、

阶级社会正在出现的时候。

根据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发现，跟汉字起源有关的

最古的资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仰

韶、马家窑、龙山和良渚等文化的记号，一种是原始

社会晚期的大汉口文化的象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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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年前后从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

的陶器上，发现刻有许多记号。例如：

半坡早期距今大约六千年左右。

近年在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墓葬中

出土的陶壶上，也画有不少记号。例如：

马家窑文化略晚于仰韶文化。

解放前在杭州市良渚发现的一些陶片上，也刻有

记号。例如：

良渚文化也略晚于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发现刻有记号的还不多，只有下列三个：

总之，这些陶器上的符号，虽然不是任意的刻画，但

决不就是文字，而只是一种具有一定意义的记号，正如

郭沫若指出的，可能是一“种 花押或族徽之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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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它们对汉字的形成可能有一定的影响。

１９７４年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

现四个象形符号：

同时还在山东诸城前寨遗址的陶器上也发现一个残缺

号的象形符 ，同上面第四个相似：

这是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器物，距今四千多年。这

些象形符号显然同前面列举的仰韶、马家窑、良渚、龙

山诸文化的记号有着不同的风格。把这些象形符号同

甲骨金文相比较，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很密切。第一

例象钺形。甲骨金文的钺字跟它近似。例如：

（ 甲骨文（）戉父癸（）《 金文编》８０４页）

特别是《 金文编》所载的族名金文上面所从“的 成”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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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相似。第二例象（斤 一种斧子）形，甲骨金文跟它近

似。三、 象火焰或云气，四两例中的Ｏ象日，

象山峰形。唐兰释作“ （炅 音热）”，加“ 山”是繁体，于

省吾释作“ 旦“”， ”是繁体。这四个符号，看来都是

作族名用的。它们已经同有声语言里的词联系起来，

不再是非文字的图形，而是原始文字了。根据史学和

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大汶口文化晚期，生产已经相当

发达，阶级分化已经比较明显，这时已经具备产生文

字的需要和可能。

文字从刚产生到能记录成句的话、成段的文辞，

必然要经过很长一段时期。汉字发展到殷商时代的甲

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完善的文字体系了。这中间经

过上千年，乃至一两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完全必要

的。从出土的历史文物看，汉字已有了四千多年的历

史，它产生在原始社会末期，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 ２）汉字起源的传说及其谬误

关于汉字的起源，战国时代就受到人们的注意，

一些传说一直影响到现代。

一种是结绳说。《 易·系辞》：“ 上古结绳而治，

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又说庖牺“氏 作结绳而为网罟，

以佃以渔”。汉代郑玄注“：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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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事小，小结其绳。”这本来只是说，在文字产生以

前，人们靠结绳来记事《。 周易》不过记录了古代的传

说。可是东汉以后，不少人却附会为文字是起源于结

绳。近人朱东莱在《 文字学·形义篇》中还说：“ 文字

之作，肇始结绳。”刘师培在《 小学发微》里更荒谬地提

出：“ 三代之时，以结绳合体之字，用为实词；以结

绳独体之字，用为虚词。举凡圈点横直之形，皆结绳

时代之独体字也。”这种说法说明他们不仅不懂得文

字，而且不懂得结绳的方法。结绳怎么能结成文字

呢？主张文字起源于结绳的人是把帮助记忆的工具同

交流思想的交际工具混同起来了，也不懂得文字同语

言的关系，所以是毫无道理的。

另一种是八卦说。《 易·系辞》说：“ 伏牺仰观象

于天，俯视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

身，远取诸物，于是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可类

万物之情。”看来《 系辞》的作者并没有把八卦就看成文

字，而只是把它当作能“ 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

的象征性符号。到了魏晋间，伪造孔安国《 尚书传》的

人，在《 尚书·序》中说：“ 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

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虽把八卦和书契

（ 文字）相提并论，也没有把八卦就当成文字。把八卦

附会成文字，大概是宋以后的事。郑樵在《 通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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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略》中说“：文字便（从 纵）不便（衡 横），坎，离，坤，

衡卦也，以之为字则必 必从而后成水，从。故

必从而后成火， 必从而后成（巛 灾）。”这就是直接

把八卦看成文字的起源。郑樵的话显然十分牵强，他

一点不懂古文字，完全用宋代通行的楷书来进行附

会。八卦大概是从事占卜活动的巫根据算筹制作的一

种代表卦爻的符号，用来象征各种事物，含有古人朴

素的辩证观点；但是后来附会以鬼神迷信，长期成为

反动统治阶级自欺欺人的工具。它同记录汉语的符号

体系汉字完全是两回事。

汉字起源传说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仓颉造字说。

《 韩非子·五蠹》说：“ 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

背私谓之公。”《 吕氏春秋·君守》说“：奚仲作车，仓

颉作书。”秦以前还只盛传仓颉造字，到了汉代就造出

了一些荒诞的故事，把仓颉造字极力神化。《 淮南子·

本经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春

秋演孔图》说“：仓颉四目，是谓并明。《” 仓颉庙碑》

说：“ 天生德于大圣，四目灵光，为百王作书，以传

万世。”总之，是把仓颉描绘成与众不同的天生圣人，

他创造文字的行动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其实早在

战国时代，荀子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 故好书

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荀子·解蔽》）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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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承认仓颉有整理文字的功劳，并非唯一的造字者。

今天来看，有无仓颉其人，都是一个问题。因为春秋

战国离汉字起源的时代至少已经有一两千年，怎么能

把这时的传说就当成信史呢？任何一种文字，决非某

一个天生的圣人创造的，这已经是最普通的常识了。

汉代统治阶级制造一些关于仓颉造字的无稽谎言，无

非是要极力把文字神圣化，来为特权者垄断文字提供

理论根据。

（ ３）汉字是人民群众的集体创造

文字是由图画逐渐发展演变成的，它是人民群众

长期社会生产实践的产物。图画同音乐、舞蹈一样，

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是人类从劳动中得来的认

识、思想、情感的体现。图画、音乐、舞蹈既是人类

劳动之余的艺术享受，又是人类交流生产经验，进行

自我教育的工具。原始人的绘画，常常以渔猎的对象

和劳动的形象为题材，这正是图画产生于劳动的证

据。文字画是图画发展成文字的第一步。例如下页的

图一是发现在西班牙阿尔他美纳山洞顶壁上的一幅壁

画，野牛的形象逼真，是旧石器时代后期的艺术绝

作，时代约在一万年以前。图二也是发现在西班牙的

一幅壁画，表现猎人用弓箭射鹿，时代约在一万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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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左）、弓箭射（鹿《 古代

世界史参考图集》）

图（三 右）、危崖警（告 蒋善国

《 汉字的组成和性质》）

图一、静立的野（牛《 古代世界史参考图集》）

前。图三是一幅刻画在美国新墨西哥高崖附近峭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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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画，意思是羊可以上去，马却要跌下来，目的

是告诉人们从这里攀登需要特别小心。中国的文字画

没有被流传下来，但是，关于汉字的起源，曾盛行过

“ 河图“”、洛书”的传说《。 易·系辞》说“：河出图，洛

出书，圣人则之。《” 竹书纪年》说“：黄帝轩辕五十年

秋七月，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

辕。”这很可能是渔猎时代人们在黄河、洛水某处山崖

边发现过或猎取过巨型的爬虫或大龟，于是刻画在石

崖上，告诉人们这里有龙或龟这种猎获物。事隔多年

后，被人们发现了，于是附会成是天赐圣王以创造文

字的蓝本。透过这种传说的表象，我们可以窥见汉字

和文字画的关系。文字画的意义不是十分明确的，因

为主观的表达方式同客观理解之间是存在矛盾的。由

文字画发展成图画文字（ 最初的象形字）是一个飞跃。

图画文字与文字画最本质的区别是：图画文字与有声

语言联系起来了，一定的图形代表语言中有固定声

理音、固定意义的词，这就排除了文字画 解中的任

意性。

从图画到文字画，又从文字画质变为图画文字，

再发展成文字体系，必然经过千百年，甚至几万年广

大人民群众的集体创造才能完成。在整个文字体系形

成的过程中，许多人成了个别字的创造者。一个字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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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来以后，只要被社会公认，必然传播开去，流传

到后代，也就约定俗成。经过千百年的积累，才可能

出现能记录整句话、成段文辞的文字体系。

汉字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原始文字到殷代的甲骨

文也有一千多年。大汶口的几个原始文字出自“ 陶者”

之手，虽然不见得就是他们的创造，但说明当时文字

是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的。由人民群众千百年集体创

造的汉字，到后来才被剥削阶级所垄断，成为他们的

专利品。即使到了甲骨文时代，汉字也还没有定型

化，一个字有许多种写法，既不拘笔画的多少，又不

拘位置的反正上下；既不论形体的繁简，又不论形象

的异同。这都说明汉字决不是一人一手所创造的。汉

字是人民群众的集体创造，决没有什么天生就会造字

的圣人，这是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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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字的发展

（ １）从象形、表意到标音

汉字从图画蜕变出来后的早期的图画文字，没有

被大量发现。但是殷代的金文中，有些表示族名或作

器者的象形符号，却保存了毕肖原物的特征，可以看

作图画文字的遗留。例如：

（ 象且辛鼎）（ 戈戈）（ 牛鼎）（ 鱼爵）

这种图画文字虽然和实物非常相象，但用起来很不方

便。人们于是对它进行简化，减少它的图画性，加强

它的符号性。甲骨文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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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简单的线条勾画出事物的轮廓或者有特征的部分，

这比原来简便省事得多。不管怎样简化，象形字必得

象事物之形，因此，总是采取写实的方法。可是客观

事物纷繁复杂，具体事物有形可象，而抽象事物却画

不出来，于是只得采取表意的方法。例如“ 上“”、下”，

怎样画出这两个抽象概念呢？画不出来。于是用一长

画表示地面或某一事物，再用一短画指明是在它之

上，还是在它之下，组成“ 二“”、 ”两个字来记录

语言中“ 上“”下”这两个词。由于“ 二“”、 ”容易同

数目“字 二”相混，后来繁化成“ 上“”、下”。又如“ 本，，、

“ 刃”，虽不是抽象概念，但树木和刀子好画，而树木

的根部和刀的锋刃却不好画，画出来也不容易确定意

义。因此在木下加一短画作“ 本”，指明是树木的根

部；在刀口处加一短画作“ 刃”，指明是刀的锋刃。这

就是用一些符号或者在象形字上加符号的象征方法来

造字，古人称这种方法造出的字“为 指事字”。指事字

的产生，突破了象形字写实的局限，使文字发展向前

推进了一步。但指事象征的方法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它所能造出的字仍远远不能满足语言和社会发展对文

字的要求。不过指事字已由象形过渡到表意，这给人们

造字提供了很大的启发作用。因为既然可以在象形字

上加符号构成一个新字，那末自然也可以在象形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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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另外的象形字构成一个新字。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象形字或指事字拼合在一起，把它们的意义结合成一

个新的意义，这就是古人称做的“ 会意字”。例如：

（ 步），是两个“ 止”字相承“。止”是趾的初文，本义是

脚。两脚相错，表示步行。 （ 休），由一个人字和

一个木字组成。人依树旁，表示休息。 （ 莫“），暮”

的初文，由一个日字和一个莽字组成。日落草莽，表

（ 祭），由“ 又“”、示，“，、肉”示时间已到傍晚。 三

个偏旁组成“。又”表示手“，示”为古祇字，用手拿着

肉在神前，表示祭祀。这种把两个以上的字拼合起来

构成新字的表意方法，确实比象形、指事所能表达的

范围宽广一些，能创造出更多的字。因此，据清人朱

骏声统计《 说文解字》，其中象形字只有三百六十四

个，指事字只有一百二十五个，而会意字却有一千一

百六十七个。总之，从象形到表意是汉字发展过程中

一个重大的进步。如果只有象形字，汉字是不可能记

录成句的汉语的；只有发展到表意的阶段，汉字才可

能形成初步的文字体系，才有可能记录成句的汉语，

或勉强记录成段的文辞。

但是，表意的方法也仍受着很大的约束。因为语

言用它的声音来反映客观事物，包罗客观世界的一切

方面。在语言中有表示事物共性的词，也有表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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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的词；有表示具体概念的词，也有表示抽象概念

的词；有实词，也有虚词。这些词不是表意方法都能

一一创造出字来记录的。例如“ 木”这个大概念（ 共

来表示名），我们可以画一个树木的轮廓 它；可是

树木有千百种，桃、李、梅、杏、柑、橘、松、柏、

杨、柳、杉、樟、桐、梓，等等，又怎么用两个以上

的字组合起来分别会意呢？又如一些心理活动，都是

抽象概念，思、想、念、虑、怀、忆、忘、惑、忿、

怒、怨、恨、恐、惧、悲、愁，等等，更不是会意的

方法所能造出这些字来的。文字既然是记录语言的符

号，就必须跟语言密切结合。从表意到标音，是汉字

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随着汉字的演进，会意字逐

渐退居次要的地位，而标音的形声字成为汉字的

主流。

形声字由音、义两部分组成，一半表示意义范

畴，一半表示声音类别。例如：江，从水，工声，本

义是长江；河，从水，可声，本义是黄河。左边的

“ 水”表义，即说明它们都属于河流这一意义范畴；右

边的“ 工“”、可”表音，即说明它们的声音与“ 工”或

“ 可”近似“。工”与“ 江，“，、可”与“ 河，，古音更接近一

些，由于语音的发展，现在它们的声音差别很大了。

任何一个概念，不管是具体概念，还是抽象概念，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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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归属于一个意义范畴；至于表音的声符，完全不受

意义的限制，任何一个字都可以找到与它同音或音近

的字作声符。因此，形声字产生后，具有很强的生命

力，成为汉字创造新字最主要的方法。汉字在甲骨文

时代就已经有了百分之二十的形声字，说明当时已由

纯粹表意文字向标音文字过渡。《 说文解字》所收九千

三百五十三个字中，据朱骏声统计，形声字有七千六

百九十七个，占了百分之八十二以上。现行汉字，形

声字更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汉字从表意发展到标

音，可以说是一次重大的质变。它使汉字成为一个完

整的文字体系，基本上能满足汉语对它提出的要求。

几千年来，汉字就停留在这种表意兼标音的阶段。

为什么汉字长期停留在表意兼标音的形声字阶

段，而没有再进一步发展成完全表音的拼音文字呢？这

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跟汉语的性质特点有关。

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古汉语的词汇又是单音节占优

势，双音节词虽也不少，但以复合词为主，词素本身

具有意义。词或词素是一个音节，用来记录它的汉字

也是一字一音，形、音、义三者统一在一个汉字中，

采用表意兼标音的形声字具有区别同音字的优点。这

是适应古汉语的性质特点的。二是中国社会长期停留

在封建社会，文字为少数人垄断，封建统治阶级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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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性也是阻碍汉字向拼音化发展的重要阻力。

（ ２）假借字和古今字

在汉字使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假借的方法。

许慎在《 说文解字·叙》中说：“ 假借者，本无其字，

依声托事。”这就是说，汉语中某些词，本来没有为它

专门造字，而是依照它的声音借用一个同音字来代表

它。这种被借用的字就叫做假借字。

同音假借的办法，正是由于汉字表意的造字法不

能满足汉语对它提出的要求而产生的用字方法。这是

汉字由表意向表音方向发展的重要体现。它也许比标

音的形声字产生得更早，可惜古人没有沿着这一方向

为汉字创造出一套拼音文字的方案，而是走上了标音

的形声字的道路。

假借字在甲骨文中就被大量使用。例如：“ 其自

东来雨（？”《 卜辞通纂》三七五）这句话中五个字就有四

个是假借字“。其”是“ 箕”的初文，甲骨文作 ，象箕

的形状。这里借作语气副词“。自”是“ 鼻”的初文，甲

骨文作 ，象鼻的形状。这里借作介词。“ 东”在甲

骨文里作 ，象束物之形， 。这里当是囊橐的“ 橐”　

借作方位名词。 ，象麦形，是“ 来”在甲骨文中作

“ ”的初文，本义是大麦。这里借作动词。四个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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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义都与这句话丝毫无关，在句中只是借用它们的声

音来记录另外的词。

有了同音假借的办法，就可以用较少的字记录语

言中较多的词。甲骨文中假借字多，正是由于当时字

少的缘故。古代字少，后来逐渐增多，这是很清楚的

事实。出土的甲骨文，使用的单字共四千六百七十二

（个 据《 甲骨文编》），已识的不到一千《； 说文解字》收

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僻字不少，常用的只有三四千

个《； 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比《 说文

解字》增加四倍。字数增多，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

是假借字逐渐被后造字所取代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例

如，上古一个“ 辟”字兼有后代“ 避、闢、僻、嬖、譬”

等字的意义：

（《 左传·隐公元年》）姜氏欲之，焉辟害？

（ 后来写作避。）

仓廪（。辟田野，实 《 荀子·王制》）

（ 后来写作闢。）

行辟而坚（。《 荀子·非十二子》）

（ 后来写作僻。）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论语·季氏》）

（ 后来写作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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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 礼记·中庸》）

（ 后来写作譬。）

一个字“ 兼职”过多，容易引起意义的混淆，加以形声

字表意兼标音方式的强大影响，于是给兼职的字添加

偏旁来加以区别。由一个“ 辟”字分化出五个新字，正

是添加偏旁的结果。这样，本来不受形、义约束的完

全表音的假借方式，又成了半标音半表意的形声字，

从而扩大了形声字的数量。

一个字分化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分化字与原

字出现的时间必然有先后。这种现象人们就把它叫做

古今字。古字出现在前，即原字；今字出现在后，即

分化字。古今字很多，下面举一些例子（ 古字在前，今

字在后）：

ａ．説悦　　責債　　弟悌　　閒間

赴 卜　　馮憑　　賈價　　属嘱

昏ｂ． 田畋舍捨　　共供自鼻　　知智 婚

戚慼　 其箕 云雲　反返　　錯措　　卷捲

ｂ组的今字收录在《 说文》

组中的今字，文字学家们

孰熟　　竟境

ａ组的今字不见于《 说文》，

中。对于《 说文》未收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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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认为是后起字，不成问题；对于《 说文》所收的ｂ组

中的今字，从前的文字学家由于迷信《 说文》，却不敢认

为是后起字，反而认为是原有的本字，这是不对的。

由假借而分化出后起字，有两种情况：一是为假

借义另造新字，如上举例字中的“ 悦、债、悌、间、境、

、嘱、捨、避、智、婚、畋、慼讣、 、 、返、措、

捲”等都是，这种情况占大多数。一是为本义另造新

字 悬，如“ 熟、（ 县）　、燃（ 然）、腰（ 要）、鼻（ 自）、箕、

雲”等，这种情况较少。

在假借字中，也有只用借字不另造新字的，还有

借义行而本义废的。例如：

耳 《 说文》“：主听者也，象形。”本义是“ 耳

朵”，借作句尾语气词。本义与假借义并

行，不另造新字。

果 《 说文》“：木实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

上。”借作果敢“的 果”《， 左传·宣公二年》：

“ 杀敌为果。”本义与假借义并行，不另造

新字。

我 甲骨文作 ，本是、　 一种武器，借作

第一人称代词。假借义行而本义废。

而 《 说文》“：须也，象形。”本是胡须的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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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借作连词。假借义行而本义废。

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借作表语法意义的虚字。

以上都“是 本无其字”的假借，还有一“种 本有其

字”的假借。这就是说，语言中的词，本有记录它的

字，由于写书或抄书的人一时笔（误 等于写别字），写

了一个同音字，相沿下来，得到社会的承认，或者由

于地方习惯，写成了另一个字。例如“，早”写成“ 蚤”、

“ 飞”写“成 蜚”之类。它们不牵涉到汉字的发展，这里

不多谈。

（ ３）异体字、简体字和同源字

语言中一个词按理只需要一个代表它的字，可是

汉字中往往有两个以上的字，声音意义完全相同，在

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相代替。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曾说

“ 囘字有四样写法”，小说中虽然没有写出来，但确有

、 。这种同四 音种写法：囘、回、 、同义而异形

的字就叫做异体字。

异体字从来就存在。甲骨文中有的字多至几十种

写法，金文中异体字也不少。这是因为文字是人民群

众所创造的，在字的形体方面不能那么整齐划一，同

一个词造出两个或更多的字来代表它是难免的。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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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谁定出统一的规范，因此，到战国时代，更是

《 说文“ 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解字·叙》），这必然要

影响正常的交际。秦始皇统一文字，重要的内容之

一，就是废除异体；但经过整理的小篆，《 说文》中仍

收录了不少异体字。例如：

（ 球璆）

（ 玩貦）

（ 羴 。今“作 膻”羶）

（ 今“作 难”。難）　　　

（ 盌 今“作） 碗”。

楷书通行以后，历代都实行文字规范，也有了字书，

这固然起了一定的约束作用。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

辽阔，不可能人人都遵守规范，民间的异体字仍有增

无减。历代的字书、韵书都收录了不少异体字。例如：

體　　躰　　軆　　　（ 今作“ 体”）

（ 录自《 玉篇》）

襪　　韈　　帓 （ 今作“ 袜”）

（ 录自《 一切经音义》）

醫 毉 （ 今作“ 医”）

備 （俻 今作“ 备”）

（ 录自《 千禄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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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　　 渧嗁　　

淾飲 酓

（ 录自《 集韵》）

　寚　　 寶 （ 今“作 宝”）寳

（ 今无無 “作 无”）

（ 录自《 康熙字典》）

《《 康熙字典》收字近五万，固然是随着社会和语言的发

的字展，收了不少已经死亡 ，也收了不少记录新词的

新字；但异体字多，也是字数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

异体字在《 康熙字典》中大约占总收字数的三分之一左

《 汉右（ 据四川、湖北 语大字典》组油印资料粗略

统计）。

从古书上看，异体字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两

个字同样常见。例如：

詠咏　　睹覩　　綫線　　岳嶽　　歎嘆　　憑凭　　俯俛

鷄雞　　雁鴈　　詒貽　　剩賸

另一类是一个字常见，一个字罕见。例如（ 常见字在

前）：

確确　　驅敺　　弃 地墬　　俯頫　　協叶

①汉字简化后，“ 弃、确”等罕见字反而成了通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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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旹 蚓 螾

有些异体字，在一般书籍中罕见，但在个别古书中则

是专用字。例 無如《： 易经》以“ 无”为“ ”《，　汉书》以

“ 迺”为“ 乃”，以“ 毉”“为 醫”（ 医），以“ 舩”为“ 船”等。

从形体结构来看，异体字也可以分成几种情况：

一、 嶽”是形声字，形声字和会意字的差别。如“

“ 岳”是会意字；“ 憑”是形声字“，凭”是会意字“；淚”

是形声字“，泪”是会意字。

二 嘆、　　、 　 雁义符不同。如“ 詠咏、睹覩、歎 鷄雞、

鴈、语 ”等。贻、驱

三、声符不同。如 ú，古“ 线線、確确（“ 隺”读ｈú

音近确）、時（旹 即之）、蚓螾”等。

四、义符和声符都不同。如： ，从贝，朕

声“；剩，，，从刀，乘声。

五、偏旁位置不同 ”。如“ 惭慙、和咊、鹅

等。有的是改变了声符或义符的写法。“如 杂”字本写

作“ 襍”，从衣，集声；后来写作“ 雜“”，衣”只占左上

角“，集”下的“ 木”搬到了左下角。

异体字在汉字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这与汉字是

一种表意文字密切相关。一个字既可以采用会意的方

法，又可采用形声的方法；同是形声字，采用什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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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或声符也有多种可能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人们

可以依照自己的主观想象为一个字创造出多种形体；

加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地域分散性和文化的不普

及，这些就是异体字不断产生并长期存在的客观条件。

至于简体字，实际上是异体字中符合简化要求的

一部分字。文字总是要求书写方便的，在汉字发展过

程中，人们力求简化，创造了不少简体字。繁简并存

的局面，从甲骨文时代就开始了。例如：

（ 虎）

（ 帚）

战国时期产生了大量简体字，广泛应用在陶器、钱币

和兵器上。例如：

（ 曹）

（ 法）

（ 城）

此后，历代都产生许多新的简体字。例如：

汉：壽寿　　國国

六朝：與与　　亂乱

唐：憐怜　　蟲虫

宋：親亲　　舊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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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字有利于人民群众掌握文化，符合汉字发展的总

趋势，但是在古代长期不被统治阶级正式承认，而被

斥为俗字，正式的文书典籍一般是不使用它的，只在

民间广泛流行。

汉字随着汉语的发展还产生一种同源字。在语言

中，由于词义的引申，一个词往往发展成两个以上的

词。例如，“ 朝”本来是早晨的意思，后来早上去见君

主也叫“ 朝（“” 旦见君曰朝，暮见君曰夕”），于是“ 朝”

发展“成 早晨”“和 朝见”两个意义。作早晨解“的 朝”和

作朝见解的“ 朝”读音不同，可能是后来的事。由朝见

再引申为朝廷，由朝廷再引申为朝代。从语言的角度

看，这应该是同一来源的几个不同的词了；但是，作

然使用为汉字仍 同一个形体。这就还只是语言问题，

叫做同源词。如果是随着语词的分化，汉字也分化成

不同的形体，例如早晨上涨的海水叫“ 潮”，傍晚上涨

的海水叫“ 汐“”，潮汐”是“由 朝夕”分化出来的“，朝”

和“ 潮“”、夕”“和 汐”就叫做同源字。同源字从字形上

看，可以分成两大类。例如：

ａ．长（ 长短）张（ 拉紧弓弦）涨（ 水面增高）

帐（ 张开在床上的用具）

沽（ 买或卖）酤（ 买酒或卖酒）估（ 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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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

息（ 止息）熄（ 火灭）

古（ 古今）故（ 故旧）诂（ 解释古语）

ｂ．比（ 比并）妃（ 后妃）配（ 配偶）匹（ 匹

敌）

枯（ 草木缺水）涸（ 江河缺水）渴（ 人缺

水欲饮）

读（ 阅读）诵（ 朗诵）

ａ类声符相同，ｂ类声符不同。声符相同的同源字，

大多是后起的分化字。例如，买（ 或卖）酒本来写作

“ 沽”，为了与一般的买卖区别，后来写作“ 酤”。声符

不同的同源字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语言中的同源词常

常以某一概念为中心，而以语音的细微差别来表示相

近或相关的几种概念，于是造了几个完全不同的字来

记录它们。

同源字必定是音义皆近，或者音近义同；但是对

音、义的考察，必须从古音、古义（ 即本义）去了解。

例如，“ 长”和“ 张”，如果用引申出来的今义去７解，

“ 张”是展开的意思，就很难看出它“和 长”的意义联系

了。又如“，读”和“ 诵”，今音差别非常大，但古音相

近，在上古“ 读”是屋部字“，诵”是东部字，阳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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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又都是舌齿音。

同源字是汉字发展过程中，为了区别同音字而产

生的，它增加了字数，是汉字繁化的现象之一。但作

为表意文字，却有它存在的必要性，这和异体字徒然

增加学习负担的情况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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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字形体的演变

（ １）形体演变概述

从殷商时代起，三千多年来，汉字的发展变化，

除旧字的死亡、新字的产生、结构的变化外，在书写

体式方面也经过多次的重大变化，形成好些种字体。

早在秦代，人们就对字体作过分类。《 说文解字 叙》·

说：“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日大篆，二曰小篆，三曰

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 ｓｈū）

书，八曰隶书。”大篆、小篆两种字体，有时代的先

后，形体的繁简。刻符是刻铸在符信上的文字，摹印

是印章上的文字，署书是签署用的文字，从传世的文

物来看，这三种文字只是用途不同，字体都是小篆。

虫书也叫做鸟虫书，是一种带鸟形、虫形的图案文

字，基础还是小篆，多用在兵器上。殳书是兵器上的

文字，字体是比较草率的小篆。隶书是秦代一种新兴

的字体。因此，八体实际上只是战国时代的秦国和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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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使用的大篆、小篆、隶书等三种字体。魏晋以

后，许多人对字体进行分类，标新立异，巧立名目，

有多至一百体、一百二十体的，这与字体演变完全无

关，不在本书讨论之内。通行的分类，有“ 真草隶篆”

四体，这比较正确地概括了汉字形体的几次重大

变化。

从商代到现在，汉字的形体经历了两次最大的变

革：第一次是由篆书变为隶书，第二次是由隶书变为

楷书。通常把小篆以前的文字总称为古文字，包括甲

骨文、金文、六国古文、籀文、小篆；隶书是汉字形体

演变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是古文字演变成现代文字的

分水岭；楷书是从隶书演变出来的，通行至今，成为

一千多年来的正式字体；草书是各种字体的自然简

化，是它们的写得潦草的形式；行书是介乎楷书和今

草之间的形式，是一种通行了千多年的手写体。

汉字形体的演变是由近似图画的写实象形变成由

笔画组成的符号，主要是笔势的变革，即笔画姿态的

变革。例如：

（ 甲骨 （ 金文）文） （ 小篆）

（ 楷书）（ 隶书） （ 行书）

从甲骨金文到楷书行书“，好”字的结构没有变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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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势却起了很大的变化。隶变以后，已经看不出原来

的象形面貌了。形体的演变，总的趋势是由繁趋简，

小篆比甲骨金文和籀文简便，隶书比小篆简便，楷书、

行书又比隶书简便。

（ ２）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代的文字。甲指龟甲，骨指兽骨。由

于这种文字是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所以叫做甲骨

文 ，因。甲骨文大都是商王朝当时占卜吉凶的记录

此又称作甲骨卜辞。

这些甲骨埋在河南安阳县西北洹水边上小屯村一

带的地下三千多年，直到１８９９年（ 光绪二十五年）才

被人们发现是极有价值的文物。据说当初农民翻地时

发现一些甲骨，把它当作药材，叫做龙骨，卖给药

店。１８９９年有人因患疟疾，买来药物，其中有龙骨，

他发现上面有字，认为是古物，于是把药店刻有文字

的龙骨全部买了下来。消息传开，争购甲骨成风。后

来有组织地发掘了十多次，出上了大量甲骨，形成了

新兴的甲骨学，揭开了文字学、考古学的新篇章。小

屯一带本是商代后期盘庚迁殷以后的都城遗址。《 史

①解放后在河南郑州、洛阳和山西洪赵县、陕西长安等地也发

现有字甲骨，山西、陕西的甲骨是周代的卜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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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项羽本纪》说“：项羽乃与〔 章邯〕期洹水南，殷虚

上。”文中“的 殷虚”就是指的这个地方。出土的甲骨文

已证明是商代从盘庚迁殷到帝辛（ 纣王）共八代十二王

二百七十三年间（ 公元前１３００至前１０２８年）的卜辞。

殷代统治者最迷信鬼神，无论祭祀、战争、渔

猎、年成、风雨、灾害、疾病、祸福等，各种生产活

动、政治活动，都要事先占卜一下，记录下占卜的日

期、事件和预兆，事后再记下它的应验。一篇完整的

卜辞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前辞”，记占卜日期

和占卜人的名字；第二部分“是 命辞”，即命龟之辞，记

卜问的事情；第三部分“是 占辞”，即察看卜兆而预计事

情成败吉凶的言辞；第四部分是“ 验辞”，即事后记录

的应验。例如下页图四左邊的刻辞。出土的卜辞，并

非都包括这四部分，很多只有一部分或两部分。

几十年来，前后出土的甲骨约十五、六万片，使

用的单字有四千多，但能够确实认识的不超过一千

字。从出土的甲骨文来看，汉字当时已发展成相当成

熟的文字体系，后人所谓的“ ——几种不同形体六书”

结构的字，在甲骨文中都已有了，形声字占百分之二

十，同音假借广泛使用。因此，商代奴隶社会的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情

况，都能用这种文字作为书面语言把它反映出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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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甲（骨 罗振玉《 殷墟书契菁华》）

释文（：１）癸已卜，壳贞（： （ 祸（）？３）王占曰：２）旬亡 （ 有）

（ 祟 ），其 来 （ 艰（）。４）乞至五日丁酉，允有来 自西。沚

告曰：土方（正 征）于我东鄙，（𢦏 灾）二邑； 方亦牧我西鄙田。

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奴隶社会的极其珍贵的文献资

料。但是甲骨文毕竟是早期的文字，同后代的籀、篆、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41

隶、楷有相当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很大程度上还沿用图画写实的手法，有不

少字保留了图画文字的特点。例如：

这些字形象逼真，一望就知道是马、鹿、鸟、鱼、龟

等动物。即使是会意字、形声字，也是以象形符号作

为基础。例如：

“ 步”字，画的是两只脚，一前一后，表示

步行。

“ 为”字，是画一只手和一头象，表示人驱

使大象千活，有所作为。

“ 伐”字，是画一枝戈砍在一个人的头部，

表示杀伐。

“ 凤”字，是画一凤凰的形状，加上一个声符

“ ” ）。声符是后加的， ”。繁（ 体作“ 　 　　鳳

“ 鸡”字，是画一只鸡，加一个声符“ 奚”。

繁体“作 鷄”。

“ 晵（”　晴）字，　在 （”　开门）的基础会意“字

上加“一 日 字，　成为形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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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体结构没有定型化，同一个字有多种写

法。例如：

羊：

隹：

这两个字的各种写法，不仅笔画多少不一，造型特征

也有差别。许多字往往有一二十种写法，“ 豕”字竟多

达四十一种写法。

三、书写款式没有一定规范，可以正写，也可以

反写，还可以倒写、斜写。例如：

豕：

子：

四、有的字偏旁不固定，可以更换。例如：

（ 从羊）（ 从牛）牢：

（ 从兔，非逸逐： （ 从豕） （ 从鹿） ）

（莫 暮）：

五、字的大小不一，形体繁的占的面积大，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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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的占的面积小；有些把两三个字结合在一起成为合

文。例如：

这“是 二邑”两个字“，二”只占三分之一的

面积“，邑”字占了三分之二以上。

“ 武丁”合文。

“ 牝牡”合文。

“ 十二月”合文。

“ 辛亥贞”合文。

甲骨文的字形结构和书法特点在两百多年中有不

少发展变化。独体变合体，象形变形声，是字形结构

方面的发展。例如，早期的“ 鸡、凤、星”等都是象形的

独体字，晚期多写作合体的形声字。在书法方面，后

期逐渐趋于方正，排列均匀整齐，文字端正严整，小

字居多，大小较划一，表现出刻写技术的日益成熟。

（ ３）金文

金文是用于铜器上的铭文。商、周两代的铜器出

土的以钟鼎为最多，钟是主要的乐器，鼎是主要的礼

器，所以又叫钟鼎文。

商、周两代有铭文的铜器已经出土的约在四千件

以上，其中商代的铜器很少。商代早期有铭文的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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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至五、六个字，往往是记作器人的族名或名

字，或记为某人作器。商代后期的铜器才有较长的铭

文，但最多不超过五十个字。西周前期铜器铭文才渐

长，铭文最长的毛公鼎多至四百九十七字。殷代和西

周的铜器铭文，大多文辞古奥，直到现在有些铭文还

不能完全理解。西周末期铜器的铭文已有韵文的形

式，春秋时代，韵文渐多。战国以后，青铜器渐被铁

器所代替，铸器和勒铭的工艺都渐趋粗糙简略。金文

是研究西周和春秋时期文字的主要资料。图五是周初

（　 ）ｇｕǐ的铭文天亡 。簋　

汉朝就常有铜器出土，《 说文解字·叙》说：“ 郡

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但流传

不广，连许慎也没见过，因此在《 说文》中他一个金

文也没有征引。六朝到唐代铜器出土的更多，据张怀

瓘《 书断》说：“ 往在翰林见古铜钟二枚，高二尺许，

有古文三百余字，记夏禹功绩，字皆紫金钿，似大

篆，神采惊人。”但这些铜器上的文字，都没有流传

下来。

铜器上的铭文受到重视，是从宋代开始的。嘉祐

年间（ 公元１０５６—１０６３年）刘敞在长安收集到大批古

器物，写了一部《 先秦古器记》。他把器物上的铭刻拓

本送给了欧阳修，欧阳修正在作《 集古录》，把它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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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亡簋（北京大图 学五 历史系《 古文字学讲义》）

释文　 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佑王。衣　乙亥，王又大丰　　王

帝。于王丕显考父王，事喜 父王监在上，丕显王乍相，丕

飨（ 隹飨克（乞 讫 ）殷）王 朕祀。丁丑，王乡） 大衣 宜。王（ 降亡勋爵复囊

（ 敏）扬王休　于 殷。

（ 殷）祀

王乍 ，麂 丕

有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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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可惜《 集古录》早已亡佚。但由于刘敞、欧阳

修的提倡，北宋研究古器物成为习尚，著录的铜器有

六百多件，研究金石的著作有八十多种。南宋和元明

两代，只有极个别人热心于古器物的收藏和研究。清

代乾隆以后，铜器出土的数量远远超过北宋，金文的

研究盛行起来。清末以来，随着甲骨的出土，古文字

的研究受到人们的重视。金文同甲骨文一起，成为研

究中国古文字和古代历史的珍贵宝藏。

先秦铜器上的文字，据容庚《 金文编》（ １９５９年本）

所收商周两代三千多件铜器铭文用字，已经考释出来

的约二千字，没有考释出来的约一千二百字。

金文和甲骨文是同一系统的文字，金文的形体结

构与甲骨文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商代的族名金文

写法较保守，比甲骨文更加接近图画。商代金文一般同

甲骨文一样，已经大大简化，符号性加强，具有甲骨

文在形体结构和书写方面的特点，即象形程度比较

高，形体结构没有定型化，书写款式没有完全规范，

有合文等。但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甲骨文同金文的

书写体势却是有分别的。甲骨文是用刀刻在坚硬的甲

骨上，所以笔势方折，笔画单瘦 条；，一般都是细线

金文是范铸的文字，所以既有方的转折，也有圆的笔

道，笔画有粗有细，常有肥笔。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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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金 文

（ 父）（ （ 家）正）

西周初期的金文同殷代金文的字体没有多少分别，中

期以后逐渐发生变化，西周晚期变化显著。变化的主

要趋势是线条化和匀圆整齐，即方形圆形的肥笔为线

条所代替，笔画基本是用圆的转折，字形大小整齐。

例如：

西周前期：

西周后期：

（ 天） （（ 王） 又）

经过这样的变化，已经初具小篆匀圆齐整笔画的雏

型。文字的象形程度降低了，符号性加强了，书写也

比较简便。

春秋后期有些铜器上的文字，由于追求字形美

观，往往把笔画拉成细长，故作宛转曲折之势，有时

甚至加上鸟形或虫形图案作为装饰，后人称之为鸟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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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鸟虫书。例如：

（ 吴季子之剑）

（ ４）六国古文

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周王

朝完全丧失了统治权力，秦、齐、楚、燕、韩、赵、

魏七个诸侯强国，各自为政，征伐兼并，政治经济激

剧变化，学术文化蓬勃发展，文字使用越来越广泛，

书写工具也有很大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汉字变化迅

速，诸侯各国的文字产生了较大的差异。

秦统一天下后，废弃了与秦文不合的六国文字。

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的夹壁中发现了一些经书，称作

“ 古文经”。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兴盛，人们于是把以孔

壁所藏经书作为主要依据的字体称“作 古文”。这种古

文是战国时期鲁国的文字。许慎作《 说文解字》时，收

录了古文经中“的 古文”约五百余字。

六国文字，最可靠的资料是解放后出土的战国文

物。战国时期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竹简和缯（ Ｚēｎｇ）帛，

上面的文字合称简帛文字。写在缯帛上的字，又称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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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或缯书。此外，出土的战国的兵

器、印玺、陶器、货币上也有文字，

称作战国金文、玺印文字、陶器文

字、货币文字，但字数较少。出土的

战国文字，主要是写在竹简上的。解

放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

江陵等地的战国楚墓中，都发现了大

批竹简。仅湖南出土的文物，就搜集

了一千九百多个结构不同的楚国文

字。图六是长沙仰天湖出土的一片

竹简。

六国文字最显著的特点是简体字

流行。例如：

六国古小篆 文

（马 （ 晋） 楚）

（ 齐 （ 燕））

（楚 楚）

（ 三晋隹 ）
图六、长沙仰天湖

楚简（ 蒋善
（ 楚） 国《 汉字形

体学》）

释文： 一十二简体字的大量产生是符合文字演变的
，皆又

总趋势的 。，但诸侯各国文字演变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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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不一致，因而造成“ 文字异形”的现象很严重，

例如上面所举的“ 马”字。这给我们今天考识六国文字

带来较大的困难。

六国文字与甲骨金文在书写体势上有差异，因为

这种文字大多是用毛笔写在简帛上，笔画往往前粗后

细，形状有点象蝌蚪，所以又“叫 科斗文”《。 说文》中

所收的古文在字形结构上虽然往往与出土的六国文字

相合，但书写体势却不完全相同。这是因为许慎作

《 说文》时，并未见过古文经原本，古文经由于辗转传

抄，书法笔势已经失真；并且今天传世的《 说文》中的

古文，是宋代句中正、王维恭等人师法《 魏三体石经》

中的古文字体摹写的。它是三国时代伪造的六国古

文，书写体势自然不同于原来的六国文字。

《 魏三体石经》刻于正始二（年 公元２４１年）。它是

用古文、小篆和隶书把《 尚书緎》《 春秋》刻在石碑上，所

以叫《 三体石经》。共三十五块石碑，约十四万七千

字。经过一千多年，石碑早已崩毁亡佚，拓本也仅存

古文二百多字。１８９５年以后在洛阳陆续出上了一些残

石，存古文约计六百多字，去了重复的，存古文三百

　多字。新出土的《 魏三体石经》如图七《。魏三体石经》

中古文的笔画两头尖细，实际上并不像头粗尾细的蝌

蚪，这完全是书写石经的人没有见过真正的六国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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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附会蝌蚪的名字臆造出来的一种古文字体。

图七、魏三体石（经 蒋善国《 汉字形体学》）

（ ５）秦系的大篆和小篆

篆书是由商周两代的文字发展而成的，是春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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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到秦汉之间秦国和秦王朝应用的一种字体。篆书的

得名是从写法上来的《。 说文解字》说“：篆，引书也。”

引是引申拖长的意思。当时已用毛笔写字，为了把字

写得整齐，需要把笔画的长短疏密配搭匀称，一笔一

笔要引长来写，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形体，所以称“作 篆

书”。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应用的文字叫做“ 大篆”，秦

统一天下后应用的“是 小篆”。小篆是由大篆演变而成

的。需要注意，大篆这个名称过去使用的情况比较混

乱。有的用来指早于小篆的所有古文字，有的把西周

后期的金文和石鼓文叫大篆，有的人把春秋到战国初

期的各国文字都叫大篆。在这里，我们用它专指春秋

战国时代秦国的文字。

秦国的文字流传至今的，首先需要提到籀文。

《 汉书·艺文志》载“ 史籀十五篇”，班固在自注里说：

“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 东汉光武帝年号）

时亡六篇矣。”后来人们就把《 史籀篇》流传下来的字体

叫“做 籀文”，也“称 大篆”《。 说文解字》在重文里收录

了籀文二百二十三字，并在《 说文解字·叙》里说“：宣

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从许慎以后，

一般都认为《 史籀篇》是周宣王时的作品，作者是太史

籀。根据近人研究，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籀文应该

是春秋战国时代秦国通用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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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今的秦国文字还有石鼓文和诅楚文。石鼓

文是唐朝初年在天兴县（ 今陕西凤翔县）发现的十个石

碣上的文字。因为石碣的形状象鼓，所以称作石鼓。

关于石鼓的制作年代，存在很

多分歧的意见，从各方面来

看，时代不会早于春秋后期，

也不会晚于战国前期。现在，

这十个石鼓保存在故宫博物

院。石鼓上刻的文字是歌颂田

猎宫囿的四言诗，全部约六百

多字，到唐宋时代已多残缺，

现存的字只有三百多个。最完

好的拓本是北宋的先锋本，存

四百九十一字。图八是石鼓文

的拓文选录。

诅楚文共有三种石刻：巫

图八、石鼓（文 蒋善国《 汉字咸文、大沉久湫文、亚驼文。
形体学》）

（ 吾）车既工， 马各三百 释文：多字，都发现在宋代。
既同。 车既好，
马既 。君子⋯内容都是秦人诅咒楚人，所以 ⋯

合称诅楚文。原石早已丢失，现在只能看到摹刻本。

籀文、石鼓文、诅楚文的字形很接近。它们的共

同特点是字形整齐匀称，笔画圆转，继承了西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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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的书写体势，却向匀称、圆转的方向发展了，体

势已经与小篆很少分别，只是形体一般比小篆繁复。

例如：

籀 文

石鼓文

小 篆

（ 则）（ 囿） （ 员）（ 栗）

小篆本来就叫篆文，汉代人才把它叫做小篆或秦

篆。秦始皇二十六年（ 公元前２２１年）统一六国后，丞

相李斯鉴于战国时代诸侯各国的文字形体差异很严

重，影响了政令的通行，于是提出了统一文字的主

张，“ 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

改（”《 说文解字·叙 。这是汉字发展史上第一次统》）

一文字的运动，由李斯等人搜集了当时通用的汉字，

以秦国的文字作标准，加以整理，编成《 仓颉篇》《、 爰

历篇》《、 博学篇》，合“称 三仓”，以识字课本的形式

颁布全国，作为典范。这对汉字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

义。小篆和籀文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在形体上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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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同的少。不同的字也是对籀文的省改。“ 省”是

简省籀文的繁复，“ 改”是改变籀文某些难写的或奇特

的字形。例如：

籀文

小篆

（（ 败） （ （秋） （ 地 马） ）子）

前二字属于“ 省”，后三字属于“ 改”。因为籀文又叫大

篆，所以汉代人把这种由籀文省改成的字体叫作

小篆。

汉字从商周古文字演变成小篆，经历了一千五六

百年。这一阶段汉字形体演变的趋势是由写法“ 随体

诎”的不统一变为形体固诘 定，由不整齐变为整齐，由

形体繁复纷杂变为简单而有条理。在笔画匀圆整齐化

的省改下，有些字形已经丧失了原来象形的面貌，图

画性大大减弱，线条符号性进一步加强，成为古文字

的最终形式。小篆的特点就在于写法固定，结构整

齐，由商周的古文字演变到小篆也就是定型化了。

对于小篆的保存和流传《， 说文解字》起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它收录保存下来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小篆的

形体；此外秦汉的金石刻辞也保存了不少篆字。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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郪虎 符新　
（ 蒋善国《 汉

字形体学》）

甲兵之符，

右在王，左

在新郪。凡

兵士被甲，

用兵五十人

以上，必会

王符，乃敢

行之。燔燧

事，虽毋会

符， 殹行

（ 也）。

图九《 新虎符 三

十年至前十年的东西， 正

好说明这种字体早已在 李斯等人不过做了秦国通行，

一些整理的工作。

》。这个虎符当是秦统一六国前二、

上面的 是小篆。字体已完全

（ ６）隶书

隶书分为古隶和今隶。古隶又叫左书或秦隶，今

隶又叫汉隶。今隶由古隶演而成。汉章帝以后古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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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为今隶所取代。

《 汉书·艺文志》说“：是（时 秦）始建隶书矣，起

于官狱多事，苟趋简易，施之于徒隶也。《” 说文解字·

叙》说“：四曰左书，即秦隶书。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

所作也。”汉以后，人们尊奉班固、许慎的说法，于是

认为隶书是因为用隶字的人是徒隶（ 刑徒，即服劳役

的犯人），或者认为是因为造隶字的人是徒隶而得名。

其实隶书是一种民间创造的字体，早在六国时期就已

萌芽。秦汉之间，文字应用日益频繁广泛，由政府规

定的正式字体篆书曲折难写，人民群众更乐于采用这

种简易的字体；到了汉代，一般通用的就是这种字

体，当时就叫“ 今文”，后来又改名“ 左书“”。左”就是

“ 佐”，左书就是佐助篆书的意思。它并非“ 施之于徒

隶”，也不是出身于徒隶的程邈个人所创造，程邈最

多不过是隶书的整理者。由于统治阶级看不起这种民

间通行的字体，给它加上了隶书这种诬蔑性的称呼，

相传至今，自然也用不着正名了。

过去，人们大都认为隶书是由小篆演变成的，这

也是不正确的认识。其实隶书是由六国古文演变来

的。战国时代的货币、陶器、兵器等器物上的文字有

的比较潦草，继承了甲骨文的方折形式，这就是古隶

的前身。隶书中有很多字是根据六国古文改造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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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根据小篆。例如：

小篆

古文

隶书

（（ 坐（ 冏） 兕） ）

古隶通行的时间短，因而流传到后世的很少。图

是《 二世元年秦铜量铭》。

图十、二世元年秦铜量铭（ 蒋

善国《 汉字形体学》）

释文：元年制诏丞相斯、去

疾：法度量尽始皇帝

为之，皆有刻辞焉。今

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

帝，其于久远也，如后

世为〔 之〕者，不称成

功盛德，刻此诏。故刻

左使〔 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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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辞的字都是方正平直的形式，与笔画匀圆的小篆大

不相同，这是最初的古隶。这种方正平直的笔画，并非对

小篆匀圆笔画的改造，而是沿用比较潦草的六国古文。

今隶是汉朝人把笔势敛束无波的古隶进行改造而

成的。今隶的笔势舒展，带有波势挑法。所谓波势挑

法就是在撇、捺等长笔画上表现出波折上挑等俯仰的

形状。东汉灵帝时刊刻的《 熹平石经》是这种字体最重

要的石刻之一，如图十（一 左边是经文，右边是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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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篆书到隶书，是汉字演变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经过这次变革，汉字的

形体起了根本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隶书将原来不规则的曲线或匀圆的线条改变

成方折的笔画，字形方正平直，原来的象形面貌再也

看不出来了。例如：

甲骨文

金 文

小 篆

隶 书

二、部分偏旁在隶书中随着位置的不同发生了变

形，异化成若干不同的形体，使字形结构与原来的形

体相距很远。例如：

同单写一样。焚

右下一笔变成了一点。煉

变成 。赤 了

变成了　　　　　　　　　 四点。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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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小。尉

变成了 。光
上“ 火”变成了土，下“ 火”变四点。黑
两“个 火”变成一“个 米”鄰

一个偏“旁 火”在小篆里无论在什么位置都是同一个形

体，但在隶书里却异化成了七八个不同的形体。

三、隶书有时省略小篆的一部分，或者把几个偏

旁合并起来，简化成比较简单的笔画结构。例如：

省去一个“ 東”，并将另一个“ 東”改曹
为“ 亩”。

省“去 尾”字“的 毛”。屈

“将 者”字省“書 作 曰”。

“将 ”简寒 。化“成

将整个字的笔画加以省并。

四、由于偏旁的变形、省略和归并，使得有些不

同的偏旁混成为一个。例如：

無

”由“　　 （　　　廾 两个　 手）和“　丰”　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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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廾”和“ 午（”杵）变来。

“由 廾”“和 中”变来。

“由 廾”“和 大”变来。

”和“ 屯”“由 变来。

这种偏旁混同的现象在隶书里同楷书一样是相当普

遍的。

总之，汉字演变为隶书以后，完全失去了原来象

形的面貌，打破了篆书随体诘诎的结构，是汉字演变

史上一次重大的简化，结束了古文字的时代，开创了

今文字的新阶段。

（ ７）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或正书。在汉代，隶书和草书都很

盛行，重要的碑碣和书籍都用隶书，一般的简牍多用

草书。但隶书有波势挑法，一笔一画写起来很费事；

草书虽然写起来方便，却不易认识；因此，从汉末就

有了楷书。“ 楷”是楷模的意思。楷书的名称，从晋朝

就有了；不过，当时并非专指一种字体，凡可作楷模

的都可称作楷书。唐以后才专指现在通行的楷书。

《 晋书·李充传》说“：充善楷书，妙参（锺 锺繇）（索 索

舂

奏
泰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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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世咸重之。从兄式亦善楷隶。”楷隶也是楷书。

真书、正书的名称，南北朝时才有，它们都是与行

书、草书相对而言的。《 魏书·刘仁之传》说：“ 仁之

少有风尚，祖涉书史，真草书迹，颇号工便。”王僧虔

《 答齐高帝书》说“：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二。”

由隶书变成楷书主要是受了草书的影响。用草书

流转的笔势，去掉隶书的波势挑法，并适当地加以简

化，就成了楷书。楷书从西汉宣帝时已开始萌芽，东

汉末渐趋成熟，魏晋以后成为汉字的主要字体。后世

多推崇三国时的 繇为第一个著名的楷书家，锺繇对锺

于隶书、楷书、行书都擅长，他的楷书还带有隶意。

东晋的王羲之发 是展了楷书的写法，完全不带隶意，

楷书书写体势的完成者。锺、王的真迹早已亡失，现

在流传的锺、王楷书多是后人的临摹本，已失真意。

出土的北朝碑志有一千多种，代表了当时楷书的成

绩。下页图十二是《 魏故宁陵公主墓志铭》。

楷书同隶书在字形结构上极少分别（ 汉隶草头与

竹头不分），只是在笔势方面有些不同。不同之点有

四：一是把汉隶的挑法改成定型的勾撇；二是汉隶笔

画波动，楷书笔画平稳，无汉隶的波势；三是汉隶特

别要求字体平直方正，而楷书要求不十分严格，例如

“ 口”字，在楷书里往往上宽下窄；四是汉隶整个字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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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魏故宁陵公主摹志铭（ 蒋善国《 汉字形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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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摊开，而楷书却向里集中，因此汉隶是扁方形，而

楷书趋向竖长形。

楷书写起来没有隶书那样费事，又比草书整齐

易认，所以一千多年来都作为正式的字体而被广泛

应用。

（ ８）草书和行书

草书的形体是比较潦草的。广义上说，任何时代

的字体，都有工整和草率的分别，也就是说，都有草

书。不过，小篆以前，文字没有定型化，分不出什么

是正体，什么是草体，草意不显，一般就算作繁体和

简体的分别。

草书的名称是汉代才产生的。《 说文解字·叙》：

“ 汉兴，有草书。”蔡邕说“：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

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

急之书，盖今之草书是也（。”见梁武帝《 草书状》）草书

大约起源于秦汉之间，它是从隶书演变来的。当时为

了书写的便捷，不仅有连笔，而且有些结构是整个隶

书字体的简写，只要求粗具轮廓，不要求一笔一画都

很清楚。流传至今的最早的草书资料，是近代西北出

土的木简，汉武帝天汉年间以后的木简就已带草意，宣

帝以后的木简不少是纯粹的草书。例如下页图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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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左）、　　汉代木（简 蒋善国《 汉字形体学》）

释文：可以 灭诸反国，立大功。公辅之位，君

之当有。

图十（四 右）、　　九月十七日（帖 蒋善国《 汉字形体

学》）

释文：频有哀祸，悲摧切割，不能自胜，奈何！

奈何！省慰增感！

汉代的草书，虽然笔画连写，但仍独立成字，笔

势近似隶书。后人把这种带有隶意的草书叫做“　章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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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区别于汉以后“的 今草”。

今草是由章草演变成的。去掉章草的波势挑法，

笔势楷书化，笔画相连，字与字也常相勾连，就成了

今草。一般认为，今草是王羲之创始的。王羲之的草

字帖，有好几种流传至今。图十四是《 九月十七日帖》

的前三行。

今草到了唐代，张旭、怀素更恣意损益字形，随

意作钩连的形状，被称作“ 狂草”。这种字体，牵连宛

转，上下相属，人自为体，千态百变，滥借偏旁，形

体混淆，辨认起来相当困难。因此，“ 狂草”仅能作为

一种艺术品供人欣赏，已丧失了文字进行交际的实用

功能。这成了狂草的致命缺陷。

行书是介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魏晋时

代已很流行。晋代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写行书最有

名的书法家。行书既接受了今草的直接影响，又保存

了楷书的形体。它没有严格的书写规则，写得规矩一

点，接近楷书的，一般称作行楷；写得放纵一点，比

较接近草书的，一般称作行草。行书写起来比楷书便

利，又比草书易于辨认，所以晋宋以来一直成为手写

体的主要形式。这是汉字形体演变的自然结果，是汉

字避难就易、避繁趋简的总趋势所决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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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汉字的结构

（ １）六书说

“ 六书”是我国古代研究汉字的一种理论。早在春

秋时期，就盛行着解说文字的风气，古籍中保存不少

记载。例 ·如，《 左传 宣公十二年》：“ 夫文，止戈为

武。”又《， 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 说文解

字》引“用 通人说”，其中孔子的解说有许多条，例如：

“ 牛羊之字，以形举也“。”视犬之字，如画狗也“。”黍

可为酒，禾入水也“。”一贯三为王。”这虽不一定真是

孔子所说，但很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文字解

说。这种对汉字结构的解说逐渐增益发展，到汉代就

——六书说。它流行一成了研究汉字的理论 千多年，

成为前人研究汉字的金科玉律。

六书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时代的作品《 周礼》。

《 周礼·地官·保氏》说：“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

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日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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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艺是周代教育贵

族子弟的六种基本科目。九数就是乘法的九九表，六

书是有关汉字的教学，但不一定是后来的六书理论。

把《 周礼》的六书解释为六种造字方法，是从汉儒

开始的。班固在《 汉书·艺文志》中说：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

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

借，造字之本也。

班固是采录西汉末年刘歆《 七略》里的解说。同时，刘

歆的再传弟子郑众在《 周礼·保氏》注中也说：

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

声也。

稍后许慎在《 说文解字·叙》中更给六书下了简单的定

义，并各举了两个例字。他说：

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周礼》 ：

一日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

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

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

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

合谊，以见指 ，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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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

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是刘歆再传弟子贾逵的学生，他的解说也是来源

于刘歆。因此三家关于六书的名称和次第虽有不同，

但内容却是一致的。这是汉代古文经学家建立起来的

关于汉字构造的一种理论。后代学者一般采用许慎的

名称，而用班固的次第。

许慎用六书的理论，分析了九千多个汉字的结

构，写成第一部汉字研究的巨著《 说文解字》，使六书

的理论得到极大的发挥，成为一千多年来研究汉字的

准绳。清代以前，人们迷信六书，不敢稍有损益，都

把六书看作造字的原则。直到清人戴震才破除了这种

迷信，他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

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后来《 说文》家段玉裁、

桂馥、王筠等都采用戴震四体二用的说法。朱骏声更

把许慎的定义和字例也进行了修订，他说：

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

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

清代的文字学家对汉字的研究作出了重大成绩，对六

书说的修订也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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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是研究汉字的人从大量汉字结构现象和使用

汉字现象中分析归纳出来的一些条例，而不是谁定出

的造字原则，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六书中的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与汉字的结构有关，而转注、假借

则根本无关。正如许慎自己说的，假借是“ 本无其字”，

不过借用了一个同音字来表达语言中的词罢了。例如：

来 麥“的 来”，假借为来往“的本是 来”。

然 声，本是“ 燃”的初文，从火， 假借为

“ 然而”的“ 然”。

“ 来”是象形字“，然”是形声字。至于转注，许慎的定

义就含混不清，前人的解说纷纭，真是莫衷一是。主

要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认为转注是造字的方法。如

清人江永认“为 建类一首”是指《 说文》的部首“，同意

相受”是说的形声字和它的部首可以互相训释。例如

《 说文·老部》“：老，考也“。”考，老也。从老省，丂

声。”另一派认为转注是用字的方法。例如戴震认为转

注就是互训《， 说文》考字下“说 老也”，老字下“说 考

也”，就是互训的例子。朱骏声则认为转注就是引申。

“ 令”字本作发号施令讲，由于引申转为官（名 县令），

不另造一个字，这就是转注。总之，转注没有另外造

出新字，整部《 说文解字》除在《 叙》中提“到 考“”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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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外，在实际字形分析中，没有再举任何例子。有人

举出一些所谓的转注字，如“ 白皤、 、黑 燬”等，

但都不超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字的结构。

因此，我们认为，转注只要了解它和汉字的形体结构

无关，不必深究。

“ 五四”以后，研究古文字的学者更进一步破除六

书的体例，提出了一些关于汉字结构的新的分类法。

唐兰在他的《 中国文字学》中把象形、指事两类合而为

一，提出了“ 三书说”：“ 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

文字。”有的人把汉字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标音成分

的表意字（ 包括象形、指事、会意），一类是有标音成

分的形声字。但是，他们在大类中又往往分出小类，成

为新六书，甚至七书、八书。

确实，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三种字的界限是

不十分明确的，例如王筠和朱骏声对《 说文解字》九千

多字的分类统计就不一致：

２６４ １２９ １２６０ ７王 筠 ７００

朱 ３６４ １２５ １１６７ ７６９７骏声

有的字可以兼类，有个别字在六书中根本无法归类，

例如：

会意象形 指事 形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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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　　本作“ 皇”，是属“ 本无其字”的假借；由

“ 鳳　　”类推而加几，“ 凡”是凤的声符，而

“ 几”既非凰的声符，也非义符。

这个字既非形声字，也非会意字，更不是象形或指

事。六朝以后佛经翻译的某些字也是如此，如：“ ，

名夜反。”宋元以来的某些简体字和今天某些新简化

字，也不能归属于六书的某一类。因此，我们固然不

应迷信六书，过于拘泥于六书的分类；但是，六书是

人们根据汉字的实际情况，加以客观分析得出的一些

结论，在汉字的研究和教学中起过良好作用，今天用

来分析汉字的结构或进行汉字教学，仍有其借鉴的意

义，不一定非要立一个新的分类法不可，更不宜把它

一笔抹煞。

（ ２）象形字

象形字是由图画发展来的，它起初与图画的区别

很细微。在发展过程中，图画特征逐渐减少，符号作

用日益加强。到了甲骨文时代，象形字已经发展到较

高阶段，比起图画来，大多数象形字的形体是简略的。

殷商以后，文字更趋简约。因此，现在所能看到的象

形字往往是用图画的手法描绘出物体形状的轮廓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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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部分。

不同的象形字产生的时代有先有后，但总的说

来，象形字是文字发展初期的产物。甲骨金文中象形

字占的比重大一些，后来不少甲骨金文中的象形字为

后起的形声字所代替，未被代替的象形字经过隶变也

变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了。根据楷书来分析象形字是

很困难的，而象形字是构成会意字、形声字的基础，

是整个汉字体系的基本符号。下面列举一些象形字，

根据小篆以前的形体，对其结构进行一些分析：

日 、 、 、 象太阳金文 的轮作 廓；甲

骨文作 、 、 、 ，变圆形为正方

形或多角形，这是受了书写工具的影响。

月 、甲 ，、 金文作 、骨文作 ，

象半月形。因为月亮圆时少，缺时多，故

取上下 ”。弦时之月形，也有别于“ 日

，象云彩回云 甲骨文作 ，古文作、

转上升之形。借用为“ 云谓”的“ 云”，于是

加偏旁“ 雨”， ，变成形声字，现小篆作

在又简化“作 云”。

本是“ 電”字的古文。 ，、甲骨文作

，金文作 象电光闪烁、回旋激耀之形。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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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作伸缩“的 伸”和十二地支之名，再加偏

旁“ 雨”，小篆作 ，变成形声字，现在

简化“为 电”。

、 ，金文、水 甲骨文作 小篆都作 ，

象曲折的水流。隶书变成水，已经不象

形。

火 甲骨文作 、 ，金文所从 、火作 ，

象火焰，有的还迸发出火星。小篆作火，

已不象形。

山 金 、文作 ，象山峰突、 起、峰峦

联绵的形状。

丘 ，象甲骨文作 丘陵，四方高，中间低。

，
，已不象形，但古文山岳小篆作 的

上面的“ 丘”字正象四方高中间低的形状。

，金文作 散盘“泉 甲骨文作 》 原”字

，象从穴中流出偏旁），小篆作 的水。

隶变以后作泉，已不成为象形字。

甲骨文作牛 ，金文作 ，象牛的头角、坟

起的肩甲骨和尾，突出两个大角。

甲骨文作 ，金文作 ，象、 羊头，

角比牛小，向下弯曲。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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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甲骨文作 、　 ，，金文作、 象虎

形，突出张开的大嘴。小篆作 ，已不

象形。

、 ，，龍（ 龙）甲骨文作 金 文 作、

象头上有冠、张着大口的爬虫。小篆变作

，已不象形，因此许慎解释为“ 从肉飞

形，童省声”，错认为是形声字。

烏（ 鸟）甲骨文作 　 ，象鸟形。隶变、 作

鳥，已不象形。

、 ，象张开翅膀的燕　　甲骨文作 燕子，小

，隶书作燕，失去了象形篆作 的意味。

（虫 ｈｕǐ）甲骨文作 ， 、 ，、 金文作

象一种蛇，古书多写“作 虺”《。 说文解字》

ūｎ（ ｋ ） 蟲两部，现在作为蟲又有 的简

化字。

、 ， ，象贝　　甲骨文作 贝形。金文作

，已不象小篆作 形。

、来　　甲骨文作 ，象麥形。甲骨文又有

、麥，释作“ 麥”。实际上来、麥二字

在甲骨文中就已颠倒了。麥字下面的文是

（ 止，即趾）的变体，本应为来往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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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麥二字在甲骨文时代声音相近，可以

通用“。来”字后来专作往来解，作为麥子

的来麥“的 来”变“作 ”，成了形声字。

尗　　金文作 （《 叔卣》中叔字的偏旁），象豆

苗生长之形。《 说文解字“ 尗，豆也。尗》：

象豆生之形也。”豆本是一种盛食物的高足

器皿，甲骨文作 。战国以后，一般称

豆不称尗《， 战国策·韩策》“：韩地五谷

所生，非麥而豆。”借表器皿的“ 豆”来表

示这种植物，于是“ 尗”字渐废，只用作偏

旁。增加偏旁成“ 菽”，变为形声字，也很

少用。

自 ，金文作 ，象鼻子的形状，甲骨文作

隶变后作自，已不象形。后来用作自己

的“ 自”，于是加声符“ 畀”，成为“ 鼻”，变

为形声字。

金文作 （《 高 ，象且尊》止　　甲骨文作 ）

脚的形状。后来加“ 足”成为形声字“ 趾”。

在古书里“，趾”是脚的意思，不当脚趾

头讲。

衣　　甲骨文 、作

衣之形，隶 衣变作

， 、金文作 ，象上

，不再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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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作 ，象毛皮衣，小求　　甲骨文作

篆作 ，已失象形意味，借用作请求的

“ 求”，于是加“ 衣”旁为裘，变成了形

声字。

射　　甲骨文作 、 ，金文作 ，象箭上弦，

准备发射；金文有的加“ 又（”右手），成为

会意字，小篆讹作 ，于是有人认“为 射”

字是“与 矮”字用颠倒了。

眉　　甲骨文作 ，金文作 ，画出眼睛，是

为了衬托出眉的形状来。

須　　金文作 ，为了衬托出胡须的形状，画

出了鼻子。后来借用作副词必须的须，于

是增加形旁髟， ”。成为形声字“ 鬚

，金文果　　甲骨文作 作 ，果实的形状容

易与别的字相混，所以画在木上。

瓜　　小篆作 ，瓜的形状不易识辨，连带把

瓜蔓表示出来。

，象州　　甲骨文作 水中的陆地，为了显示

它的形状，需要画出水来。后来再增加水

旁，变成形声字“ 洲”。

以上列举了二十九个象形字。它们都是独体字（ 即只

一个形体，不能拆开），前二十四个字只画出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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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形，后五字为了衬托出事物的形状，把有关的物体

一起画了出来。

（ ３）指事字

《 说文解字·叙》说：“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

见意，上下是也。”根据许慎的说解和举例可以推断

出，他认为指事字不同于象形字的地方在于：象形字

是表示具体事物的，重在象事物之形；指事字是表抽

象的事物 ，概念 重在用象征的手法表达出字义。指事

字也不同于会意字，会意字是两个以上符号的组合，

是合体字；而指事字同象形字一样，是不能拆开的独

体字。

指事字有少数是用不代表任何具体事物的抽象线

条来表示字义的，即纯符号性的指事字，例如：

一、二、三、四　　这四个数目字小篆作一、二、

三、 ”以外，自古以来，很少变，“除

化“。四” 的假借字，春秋时代才大概是

有人开始写“ ”。作

，由一长画和上、下　　这两个字小篆作二、 一

短画组成，短画在上的就“是 上”字，短画在

下的就“是 下”字，短画也有用点来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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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 、 。由于它们容易与数目字“ 二”

相混，繁化成“ 上“”、下”。

小篆作 《。 说文》“： 厶，奸邪也。韩非

曰：‘仓颉作字，自营为厶。 ”　’ 段玉裁注：

“ 公私字本如此，自营 ，六书之指为

事也。”

丩 甲骨文 、作 ，金文作 。用两条曲

线相钩连，表示纠缠在一起的意思。后来

加“ 纟”旁，变成形声字“ 纠”。

叕 ，小篆作 用曲线相牵连，表示事物连

缀在一起。后来加“ 纟”旁，变成形声字

“ 缀”。

有的指事字是在象形字上附加指事符号来表示字

义。例如：

、本　　金文作 ，在木的根部加上圆点来

指明它的意义是树根。

末　　金文作 ，在木的顶端加上指事符

号来表示它的意义是树梢。

刃　　刃的意义是刀口，画不出来，于是在刀字

上加一指示符号指明是刀的锋利处。

寸　　本义是寸口，即手腕上边中医按脉时距

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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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腕最近的部分 ， 是手，短。小篆作

横指明手掌后寸口的地方。

亦　　甲骨文作 金文作 “。大”， 是人形，

用两点指明是腋下夹肢窝的意思“。亦”借

作副词，于是另造形声字“ 腋”来表示。

牟《 说文》：“ 牟，牛鸣也。从牛，象其声气

从口出“。”厶”是指明牛口出声的符号。后

来加“ 口”旁，成为形声字“ 哞”。

（ ｚｈí）小篆作 ，在马字表示脚的地方加

上圆圈符号表示绊住马脚。后来另造形声

字（縶 絷）。

立　　甲骨文作 ，象人正，金 站立文作 面

在地上。上边是“ 大”字，下边是表示地面

的指示符号，不应看作大、一两字的

结合。

还有少数指事字是用改造某个字的方法来表示字

义，通常是改变文字的方向或增减笔画。例如：

片 小 篆 作 ，是取木字的一半，表示劈开

的木头的意思。

夕“ 夕”和“ 月”在甲骨文中本是一字，小篆作

，省去“ 月”字中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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叵　　不可为“ 叵”，反写“ 可”字而成。

（ ４）会意字

《 说文解字·叙》说“：比类合谊，以见指 “。”比

类”就是把几个表示事物的象形或指事符号排比在一

起，“ 合谊”就是把它们的意义组合起来。前者是从形
”体方面来讲的，后者是从意义方面来讲的“。以见指

就是从中看出它所指的对象概念。因此，会意字必须

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组

成，一是两个以上形体组合在一起必须构成一个新的

意义。比“如 林”由两“个 木”组成，构成新义《， 说文》：

“ 平土有丛木曰林。”虽然有两个以上的形体，但不构

成新义，不算会意字，如 ，只是形体籀文里的

的重叠。

会意字有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样形体组合起来

的，也有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形体组合起来的。前

一类叫同体会意字，后一类叫异体会意字。会意字以

两体为基本形式，三体、四体的较少，五体以上的更

少。下面分为同体会意和异体会意两类举例说明。

一、同体会意

从　　小篆作 ，　《 说文》“：相听也。从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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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小篆作 ，《 说文》“：密也。二人为从，

反从为比。”

甲骨文“中 从”“和 比”是一个字，既可以写作 ，也可

以写作 ，后来才分化为两个字。

北 小篆作 《， 说文》：“ 乖也，从二人相

背。”本即“ 背”字，借作表方向的“ 北”，

于是另造新字“ 背”变成形声字。

，棘 小篆作 （ 刺）是树木的芒刺“，棘”

本是丛生的小棗，即酸棗，酸棗多刺，故

用两个“ 朿”相并。后来用作荆棘的“ 棘”。

亮 亮树是独生的乔木，比酸聚高大，故用两

“ 束”重叠。

小篆作友 ，《 说文》以为朋友是它的本义。

从古籍中看，可能本义应是友爱、互助的

所以用两个（又 手）相重迭。意思，

《 说文》“：木多貌。”即森 树木众多的样子。

《 说文》“轟 ：群车声也。”

森 是水大的样子。后来改作“ 渺”，变成形

声字。

（ Ｙú）舁　　 《 说文》“：共举也。”象两个人的两双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84

手一同抬举东西。

（歰 Ｓ ）小篆作，《 说è 文》：“ 不滑也，从四

止。”用双方两只脚相顶，表示不滑，后作

“ 澀 　”，变成形声字，今简化为“ 涩”。

二、异体会意

，始也。从刀从初《 说文》： 衣，裁衣之

始也。”

、 、 是表示器皿中盛着即　　甲骨文作

食物 表示一个人跪坐在地上就食。，

既　　甲骨文作 、　 ，金文作 ；表示一个

人吃完食物反过头来或转过身来张口打

饱嗝。

鄉（ 乡）甲骨文作 ，金文作 ，象两个人

相对吃食物，即宴会。引申为面向，假借

为乡里“的 鄉”，于是繁化为“ 饗”，变成形

声字。

戒　　甲骨文作 ，小篆作 ，表示两手持戈

进行警戒。

，表示众手共興（ 兴）甲骨文作 同举起一

物。小篆作 《， 说文：》“ 起也。从异同，

同，同力也。”

饮　　甲 ，骨文作 （ 酉）象盛酒的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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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象一个人伸出舌头， （ 舌）字倒

，过来。小篆讹作 《 说文》“：歠也（ 饮

酒） 声。”变成了形声字。古文，从欠，

、讹作 。

監（ 监）甲骨文作 ，表示一个人低头对着

盛水的器皿在照脸，最古的时候，人们是

用水照脸的，后来普遍使用铜镜，于是加

“ 金”旁，成为形声字“ 鑑“”。监”字专用于

引申“义 监视”。

春　 ，象两手拿着 ，（杵 ｃｈǔ 一头　甲骨文作

粗一头细的短棍）捣臼里的粮食。

糞 ，象一手拿扫帚，一手（ 粪）甲骨文作

拿箕在扫除脏土。本义是粪除，粪便是后

起的引申义。

《， 说文》“：晞也。暴　　小篆作 从日从出，

卄从 从米。”象太阳出来了，两手拿粮食曝

晒。后来再加“ 日”旁，成为形声字“ 曝”。

暴虐“的 暴”原是另一个字，隶变以后与曝

晒“的 暴”相混了。

（ ５）形声字

形声字是由一个义符和一个声符组成的。义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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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它的意义范畴，声符表示它的声音类别。形声字的

产生使汉字的性质产生了重大变化，由表意文字过渡

到表意兼标音的文字，形成了汉字的新阶段。三千多

年来形声字不断增加，由甲骨文的百分之二十增加到

了现在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了解形声字的形体结构及

其性质，对掌握汉字具有重大作用。下面从形声字的

组织成分、义符和声符的搭配方式以及形声字的表意

标音作用等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一、形声字的组织成分

汉字是单音节的，按理说，任何形声字都只需要

一个义符表示它的意义范畴，只要一个声符标示它的

声音类别。可是，按《 说文解字》的分析，却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义符或声符的形声字。例如：

《说 ，寐而有觉也。从宀，从文》：

（爿 ｎ１è 梦声。” 当作看作二）， 形一声。

（爿 床），小篆讹误。甲骨文 字，表里有

示屋子里有床，意义当与寝字相近，或即

，梦声，是寝字。这显然是从 一形一

声“。梦”字本义是“ 不明”的意思，后来借

作睡梦 ”字于是废弃不用了。“的 梦”，

《 说文》“：石之青美者，从玉石，白声。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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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寶（ 宝）《 说文》：“ 珍也。从宀、玉、貝，岳

声。”看作三形一声。其实 ，应该看作从

岳声。甲骨文作 ，是个会意字，后来

加个声符表音，变成形声字。

总之，多形多声是不符合形声字的结构规律的，后加

义符或声符，原字就应当看作一个整体作为新字的声

符或义符。

形声字的义符和声符还有一个省形和省声的问

题。省形 一是把的形声字比较少，大致有两种情况。

笔画繁多的义符省去一部分，例如：

星　　本作曐。甲骨文作品，夜空的星星很多，

用三个。来表示，并非三个日。后来的

“ 晶”，本即“ 星”字，转移作星星亮晶晶的

其实应该是从石，珀声。可能“ 珀”就是

“ 珀”，于“ 碧”，由于借作琥珀的 是再加

“ 石”旁表义《。 汉书·西域传》中仍作“ 虎

魄”，可“见 珀”原非琥珀的专用字。

梁《 说文》：“ 水桥也。从木，从水，刅声。”

”字，或周代金文中常“见 用为姓氏，或

借作稻粱的“ 粱”。梁显然是从木， 声。

《 收说文 字，因而分析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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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于是以曐表“ 星”。曐作为形声字在

甲骨文中已出现。

再就是省去义符的一部分，空出位置来安置声符。例

如：

考 《 说文》“：老也。从老省，

“ 老”，省去了下面的“ 匕”。

屨 《 说文》“：履也。从履省，

“ 复”。

省声的形声字较多，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把笔画繁

多的声符省去一部分。例如：

《 说文》“：禾谷熟也。从禾，

籀文声。” 不省，作 。

从珊 玉，删省声。

恬 从心，甜省声。

潸 从 （ 散）省声。水，

二是省去声符的一部分，空出位置来安置义符。

例如：

，从夕，亦夜 省小篆作 声。

黴 从黑，微省声。

丂声。”义符

声。”省去了

ｏ）省秋 （ ｉā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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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木，熒省声。

鳥省声。从山，

三是声符和义符合用部分笔画或偏旁。例如：

齋（ 斋）小篆 《说文》“：戒絜也。从示，，作

齊”和“ 示（齊 齐）省声。” ”合用中间的

黎《 说文》“：履黏也。从黍，利省声。”左上

角“的 禾”是义符和声符共用的部分。

省声、省形是汉字发展由繁趋简的表现形式之一，是

形声字中客观存在的现象；但是《 说文》和后代某些文

字学家对省声、省形的说法，有许多是不可靠的。

在分析形声字的组织成分时，还需要讨论一下亦

声问题。段玉裁说：“ 凡言亦声者，会意兼形声也。”

许慎在分析合体字时，注意到了这种兼类的现象，他

从会意的角度进行分析后，又提出其中某一偏旁是

“ 亦声”。例如：

（禮 礼《） 说文》“：从示从豊，豊亦声。”

“ 草葻 《 说文》：（　　　　　　 ） 得风皃，从草风，风亦

声。读若婪。”

叛《 说文》“：半反也。从半反，半亦声。”段

榮

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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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反者，叛之全；叛者，反之半。”

《， 说文志 小篆作 》：“ ，意也。从心，从

亦声。”

婚 《 说文》“：从女昏，昏亦声。”

其实，这种亦声字，从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来看，都应

看作形声字。声符兼表意的，并不限于许慎所提出的

亦声字。

二、义符和声符的位置

形声字义符和声符的搭配方式多种多样，粗略地

分析一下，有十七种之多：

１．左形右声　　　　江棋诂昭

２．右形左声　　　　攻期胡邵

３．上形下声　　　　空箕罟苕

４．下形上声　　　　汞基辜照

５．内形外声　　　　问闽鳳岡（ 从山，网声）

６．外形内声　　　　　　阁國固匪

７．形分左右，声夹中间　　　　街衝

８．形夹中间，声分左右　　　　辩随

９．形分上下，声在中间　　　　衷歲

１０．形在中间，声分上下　　　　哀莽

１１．形在左上角　　　　聖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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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穀（雖 从虫，唯声）形在左下角

１３． 匙形在右上角 题

１４． 赖（佞 从女，仁形在右下角 声）

１５． 聴声在左下角

１６． （徒 从辵，声在右上角 土声）徙

１７． 声在 旗寐右下角

这十七种形式，有的可以归并，例如１１—１７可以合

并为形占一角和声占一角两类，７—１０可以合并到５、

６两类中去。这许多形式常见的是前四种，而最基本

的是第一类左形右声。除以上方式外，还有个别形声

字的声符被不合理地割裂成两部分。例如“ 雜（”杂），

本作“ 襍”，从衣，集声。声符割裂后，义符也变了

形，就很不容易分辨了。

汉字从小篆以后形体固定，一般不能变动，有的

形声字有两种以上的搭配方式，因而造成异体。例如：

＝鹅＝峰＝峯和＝咊惭＝

但是，有时由于搭配的方式不同就形成不同的形声

字。例如：

吟 景 召　　怡　　叨 怠　　含　　晾 猶 猷

三、义符的表意作用

义符是表示形声字的意义范畴的，并不能确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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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形声字的具体意义。例如，用“ 手（”在字的下面

写作“ 手”，在字的左面写作“ 扌”）作义符时，表明跟

它组成的形声字是与手有关的概念，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与手有关的名词：拳、掌、拇、指。

二是与手有关的形容词：拙、（攕 掺）。

三是与手有关的动作：把、持、操、捉、提、拉、

推、挤、捧、接、抚、按、拱、揖、探、

抠⋯⋯

一、二类极少，绝大部分是第三类。同是手的动作，

区别却甚大，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如“ 拉”和“ 推”。因

此，绝不可能从义“符 （手 扌）”就知道它的字义。

只有极少数字，义符与形声字完全同义。例如：

＝齿（ 歯）父＝爸舟＝船

因此，义符与形声字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

样的，它只给形声字的意义划定了一个大范围，具有

区别同音字的作用，并无直接的表义作用。

还应该看到，义符表示形声字的意义范畴，往往

只适用于本义。由于词义的引申、文字的假借，事物

的发展变化，很大一部分形声字的义符已经大大削

弱、甚至完全丧失了它的表意作用。例如：

张　　本义是拉紧弓弦（ 开弓），引申义有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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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张挂、陈设等。本义已极少使用，

义“符 弓”的表意作用已经很小。

理本义是治玉，引申义有治理、条理、道理、

整理、理睬等。本义基本上已不使用，义

“符 玉”的表意作用几乎丧失。

（難 难）　　本义是一种鸟名，假借作难易“的 难”。

本义不用，义符“ 隹”完全不起表意作用。

校　　本义是木制的刑具，假借作学校“的 校”和

校正的“ 校”，与“ 木”无关。本义早已不

用，义符“ 木”丧失表意作用。

镜　　古代的镜子是用青铜制造的，所以“从 金”；

现在是用玻璃制造，“用 金”作义符变得不

合理了。

由于义符只表示形声字的意义范畴，因此有些形

声字的义符可以替换。例如：

鹐＝雏啸＝ 哗＝ 逾＝踰

上面能互相替代的义符是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也有替

换的义符之间意义区别较大的，这是因为表示意义范

畴的义符往往只表示字义的某方面的特征，由于着眼

点不同，有些字就可以选用不同的义符。例如：

炼＝鍊　熔＝鎔　盤（ 盘）＝槃　瓶＝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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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的手段是火，冶炼的对象是金属，着眼点不同，

因此义符可以选用“ 火”，也可以选“用 金”。盘子是一

种器皿，古代的盘子大多是木质的，因此从皿、从木

都可以。熔、瓶同炼、盘的情况相似。由于以上两方

面的原故，因而有的形声字可以采用四、五个不同的

义符来构成异体字。

四、声符的表音和表意作用

声符是标示形声字的音类的，即使是在造字的时

候，也并不一定要求声符和它组成的形声字完全同

音。如果要求完全同音，往往需要选用生僻字或笔画

繁多的字来充当声符，甚至有的找不到，因此往往不

得不在语音条件上放宽点。但是当初形声字和它的声

符必然是声音相近的。段玉裁说“ 同谐声者必同部”，

这是合乎先秦的语音实际的。在先秦，声符相同的字

一般不但韵部相同，而且声母也往往同组。例如：

例 酷字 告 靠浩 浩皓 鸽

觉 觉觉韵部 觉觉

等呼 开一 合一开一 开一 合一

声 匣母 溪见 溪 匣

ｕ ｕｋ］［ｋ ｋ］　［ｋｕｕｋ］　［ｒｕｋ］　［拟音［ｋ ｒ ｕｋ］

今音［ ］ｋàｕ］ ［ｋ ùàｕ］　　［ｘàｕ］　　　［ｋ 　］　　［ｘ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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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古这些用“ 告”作声符的字，声音很相近，韵母同

属觉部，声母同是喉牙音，只在介音、声母、声调方

面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到了现在，由于两千多年的语

音演变，却形成了很大的差异。汉字的谐声系统到中

古就已经乱了，声符的表音作用大大削弱。现在形声

字的声符和字音的关系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有不

少同声符的形声字读音甚至毫无共同点。不过，形声

字和声符的读音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比较接近，或者

是有规律可寻的，像上文所举从“ 告”得声的字，读音

分成两大类，这是由于语音的发展变化总是有规

律的。

声符本来的职能是标示字音，但有的形声字的声

符却兼有表意作用。上文谈到的亦声字就是这种情

况，不少《 说文》不作亦声看待的一般形声字，声符也

兼有表意作用。例如：

诽 用言语非难别人。从言，非声。

取妻。从娶 女，取声。

训诂 释古语。从言，古声。

驷 四匹马拉的一辆车子。从马，四声。

这类形声字 引申义或者区别同大多是为了区别本义和

源词而加注义符所形成的分化字。宋人王圣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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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文说（”即声符表义），虽然看到了形声字中部分声

符表义的现象，有其合理的因素，但过分夸大，往往流

于主观臆断。因为声符有表义的，也有不表义的，不

同声符的字，也有音近义通的，不可一概而论。

（ ６）偏旁、部首和笔画

在分析汉字的结构时，通常把组成合体字的部件

叫“做 偏旁”。例如“，休”字是由“ 人”“和 木”两个偏旁

组成的。偏旁也“叫 旁”，口语里有立人（旁 亻）、竖心旁

忄）、提（ 手（旁 扌）等说法。形声字的义符和声符还分

别称作形旁和声旁。例如“， 讠”是“ 谋”字的形旁，

“ 某”是它的声旁。偏旁这个名称本来是用于左右并列

的部件的，由于左右并列是汉字最常见的组合形式。

后来就用它概括各种组合形式的部件。但在口语里，

把上下组合形式中在上的偏旁叫做“ 头”，如草字头

（ 艹）、宝盖（头 宀）等。近年来，有人根据汉字教学的

需要，主张按偏旁的位置分别定出不同的名称，例如

在上的叫“做 头”，在下的叫“做 底”，在外的叫“做 框”，

在内的叫“做 心”。

我们今天研究或教学汉字的形体结构，重要的不

在某个字属于六书中的哪一种，而在于弄清楚它的间

架结构，即由哪些部件组成和怎样组成的。不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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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利用偏旁分析方法进行汉字教学，取得了很好的

成绩，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分析汉字的结构，还有一个跟偏旁有密切关系的

术语，即部首。一般说来，部首就是形旁，也就是义

符；形旁是对声旁而言，部首是就它所统属的字而

言。第一个提出部首名称的是许慎，他在《 说文解字》

中按照六书的原则，把小篆的形体结构加以分析归

类，从中概括出五百四十个偏旁作为部首，凡同一偏

旁的字都统属其下。例如：“ 口”是第二十二部的部

首，噣、喙、吻、咽、嗌、呱、吮、含、味、唾、喘、

呼、吸、吹、哲、问、和、唐、吐等一百八十二字都

统属在口部之下。部首标示着该部字的本义所属的意

义范畴《， 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一般都体现了这一情

。《 说 字况 文 》解 的部首查检很不方便，明代梅膺祚编

《 字汇》时，把五百四十部改并成二百一十四部。有的

部首归并不影响字形结构的分析，如刀部、刃部和

（ ｑｉà）部合并；有的部首归并就打乱了字形结构的

分析，如把七（ à）部、北部合并于（匕 ｂǐ）部之ｈｕ 后，这

一部所收的字本义就不属于同类意义范畴了。此后，

绝大多数用部首编排的字典、词典，如《 康熙字典》、

《 辞源》《、 辞海》等，都沿用《 字汇》的分部。还有一

点，后代的字典，有少数字的归部也与《 说文》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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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例如：

所　　从斤，户声。本义是伐树的声音《。 说文》

归斤部《，辞海》归户部。

舅　　从男，臼声。本义是母之兄弟《。 说文》归

男部《，辞海》归臼部。

解放以后新编的字典，部首的分合又有些变化，《 新

华字典》前面所附的部首检字表分一百八十九部《， 现

代汉语词典》的部首检字表分为二百五十一部，都是

在二百一十四部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由于简化字的

推行，归部的差异更大一些《。 字汇》以后的部首是检

字法的部首，在检字上比《 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方

便得多，是一进步；但对于分析字形结构，加深对词

义的理解，却不如《 说文解字》所用的文字学原则的

部首。

隶书以后，汉字书写的最小单位是笔画，这与现

行的楷书的结构也有密切关系。汉字有以下八种基本

笔画：

、 一 丨 丿

点　　横　　竖　　撇　　捺　　提　　钩啄

基本笔画可以连写成比较复杂的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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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横　　横竖　　横撇　　撇横

? 亅

撇点　　横弯钩　　竖钩

这些笔形可以“用 折”这个名称来概括。

跟笔画有关的还有一个笔顺的问题。笔顺是指书

写时笔画的顺序。汉字的笔顺一般都是从上到下，从

左到右，这主要是书写问题，不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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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汉 字 改 革

（ １）汉字改革的必要性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广的文字之

一。几千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汉字的形体结构经历

了多次重大变化，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繁趋简，由表意

到标音，但始终还停留在表意兼标音的阶段。这种表

意体系的汉字在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现在仍

然是我们进行文化教育、生产建设的重要工具，今后

相当长时期内还要继续为中国人民服务下去，为我国

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表意体系的汉字是

存在严重缺点的。汉字的主要缺点是：它不能确切表

音，与汉语的矛盾日益尖锐；本身结构复杂，数目繁

多，一字多音，同字异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繁难的符

号体系。汉字的总数估计在五万个以上，通用的也有

六、七千个，即使阅读一般的书报，也需要掌握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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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汉字。因此，要学会汉字，自然有不少困难。

第一是难认。汉字数目多，形体复杂，有不少字

差别又很小，例如“ 己、已、巳”，“ 戊、戌、戎、戍、

戉”　等；有的偏旁容易相混，例如“ 锻、假“”，陷、蹈、

踏”等。要认识几千上万个汉字，主要靠死记，这是

需要付出巨大精力的。

第二是难读。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是没有标

音符号的，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具有标音成分的形声

字，也因同一个声符可以有很多读音，不能读字读半

边。例如：

ｙ ｙè ｙ ǐ匜也 í 迆 ｃｈ驰 í 施ｓｈī

地ｄì 拖ｔｕō他ｔā

同是以“ 也”作声符， 别还很就有八个读音，有的差

大。还有一些形声字根本就看不出声符来了。例如：

成（ 丁声）丧（ 亡声） 書（ 者声）唐（ 庚声）

此外，形声字还同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不易分

辨。因此，汉字的读音也靠死记，没有别的办法。

第三是难写。简化以前的汉字，五画以下的很

少，大多数是十多画二十画，最多的甚至达到三、四十

画。例如：鬭（ 斗）、籲（ 吁）、鸞（ 鸾）、灩（ 滟）。而且

写起来还得注意它的笔顺、结构、间架，否则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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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看。这也成了学习上的沉重负担。

汉字既然这样难认、难读、难写，自然也就难

记。学会一个字后，往往不久又忘记了，这是初学汉

字的人常有的事情。因此，汉字的繁难严重地影响了

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地掌握文化。据１９５５年统计，当

时的小学，六年时间只能学习三千个左右的汉字，而

且不能都巩固，更说不上完全了解。这同使用拼音文

字的国家相比，我们的普通教育在文字教学方面就需

要多花两年时间。这就直接影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

展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同时，目前许多先进科学技术都同文字有密切关

系，例如电报、打字、印刷排检以及机器翻译等。如

果使用表意体系的汉字，推行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就有

很大困难。

总之，汉字发展到今天，象形字早已不象形，表

意符号早已丧失其表意作用，标音符号也早已不能表

音，徒然保留了它形体繁难、符号众多的缺点，已经

到了非彻底改革不可的时候了。汉字必须在一定条件

下进行改革，这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多年来的迫切要

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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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汉字的简化

简化汉字是汉字改革的第一步，目的是精简汉字

的笔画和字数，以减少汉字认读、书写、记忆和印刷

中的困难。

三千多年来，为了使汉字便于应用，人们一直在

简化汉字的形体。甲骨文中就有不少简体字，战国时

期的六国古文是对籀文的重大简化，秦始皇的“ 书同

文”是对当时汉字简化的总结。南北朝是汉字简化的

新阶段，唐宋以后，简体字日益增加，不仅用于手

写，而且流行于民间的印刷物。就连许多字书，如唐

颜元孙的《 干禄字书》、辽僧行均的《 龙龛手鉴》、清代

的《 康熙字典》等，也都不得不收录了一些简体字。可

见简体字是源远流长的，在汉字发展过程中成为一股

不可阻挡的潮流。近人赵 叔的《 六朝别字记》、刘复

和李家瑞的《 宋元以来俗字谱》是重要的古代简体字资

料专书。

清代的学者黄宗羲、江永、孔广森等都喜欢写简

体字。太平天国提倡简体字，在文件上大量使用。清

末不少知识分子提倡简体字“。五四”以后形成了简体

字运动。１９３５年８月，当时的教育部被迫公布了三

百二十四个简体字，可是在戴季陶“等 为汉字请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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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剧声中，１９３６年２月又来了一道“ 不必推行”的

命令。

但是，汉字简化是符合汉字发展的总趋势的，更

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反动派禁止推行，人民

群众却普遍使用简体字；尤其是在党领导的解放区，

在识字和普及文化运动中，简体字大量涌现，油印报

刊采用并创造了许多新简体字。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立即着手研究汉字的简

化工作，１９５０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

制了《 常用简体字登记表》，选出了五百多个常用简化

字。１９５２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开始研

究并草拟汉字简化方案，１９５４年编成《 汉字简化方案

草案》，经过广泛地酝酿讨论，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召开了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１９５６年１月由国务院公布了《 汉

字 》把五百四十四个繁体字简化为简化方案》《。方案

五百一十五个简化字，并规定了五十四个偏旁简体。

有少数简化字代表两三个繁体，例如：

台＝臺檯 发＝發髮

这些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从１９５６年２月到１９５９年７月

先后分四批推行，在推行中略有调整，最后正式定下

简化字四百八十四个。１９６４年２月国务院发出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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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中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采用类推的简化方法，

最后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成《 简化字总表》。表中

除收了已经推行的四百八十四个简化字外，还有可用

作偏旁的一百三十二个简化字，加上偏旁类推的简化

字一千七百五十四个，共计收简化字二千二百三十八

个，简化了二千二百六十四个繁体字。

这些简化字，绝大部分是人民群众本来就熟悉

的，是人民群众千百年来的集体创造。有的是采用历

代的简体字或俗体，例如“ 办、体、声、乱、宝、尽、

对、杰”等；有的是采用老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后人民

群众创造的简化字，例如“ 认、识、拥、护、阶、队、

击、讲、币、进、论”等；有的是采用古字和笔画比

较简单的异体字或通假字，例如“ 云、礼、气、网、

须、采、从、无、弃、个、才（ 纔）、后（ 後）”等；只

有一小部分是制订方案时，根据群众简化汉字的方式

新创造的简化字，例如“ 齿、灭、伞、丛、疟、专”等。

从简化字的形体结构来看，简化的方法大致可以

归为以下六种：

一、省略字形的一部分。例如：

飛一飞 習一习 聲一声鄉—乡

奪一夺 奮一奋 廣一广 開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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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笔画少的偏旁代替笔画多的偏旁或原字的

一部分。例如：

糧— 憐—怜粮 燈—灯　　　　擔—担　　　　

歷、曆—历　陽—阳 　　　審—审　　　　華—华

三、用简单的符号代替偏旁或原字的一部分。例

如：

漢 僅—仅—汉 轟—轰　　　　對—对

趙—赵　　　　 棗— 風—风枣辨—办

四、草书楷化。例如：

學— 集—乐学 繼—继　　　　東—东

書—书　　 盡—尽　　偉— 堯—尧伟

五、另造笔画少的字。例如：

竈—灶 響—體—体 响 護 护

羲—驚—惊 膚—肤 塵—尘 义

六、借用笔画较少的同音字或音近字来替代。

例如：

干（ 千戈）、乾（ 乾湿）、幹（ 幹部）—干

丑（ 地支名）、醜（ 醜恶）—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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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升斗）、（鬭 鬭争）—斗

（谷 山谷）、（穀 五穀）—谷

简化字是为了易认易写，因此不少简化字比隶

书、楷书（ 繁体）更进一步打破了汉字原来形体构造的

方式，再不能用六书的原则来进行分析了。上面第一

类只留下原字的一部分，很难进行分析；第三类用简

单的符号可以代替许多不同的偏旁，也不能用六书原

则进行分析；第四类完全打破了原字的形体结构，只

存轮廓，更是无法进行分析的。文字本来只是记录语

言的符号，这些字增强了符号性，只要能记录汉语，

易认易写，打破了六书原则，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指

摘的。

汉字简化的方针步骤是“ 约定俗成，稳步前进”。

所谓“ 约定俗成”就是尽量采用群众中早已习用的简体

字，而不是把现行的汉字彻底改造成整批的新字，更

不是系统地改变字体，全盘简化。所谓“ 稳步前进”，

就是说简化的步骤不是一次完成，而是分批简化，逐

步推行。由于贯彻执行了这一正确的方针步骤，因此

简化字获得了群众的拥护支持；简化字推行以来，对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

化事业，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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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简化以后，笔画大大减少了《。 简化字总表》

中第一、第二两表五百二十七个简化字的繁体平均每

字十六画，简化后平均八画，第三表偏旁类推字一千

七百五十四个字，繁体平均十九画，简化后平均十一

画。但是，现在汉字里仍有一些笔画很多的常用字需

要简化，汉字简化的工作还应积极慎重地进行。怎样

进一步简化汉字呢？意见必然是会有分歧的。我们认

为，汉字继续简化，需要有一个通盘考虑，要认真开

展汉字简化的研究工作，正确贯彻“ 约定俗成，稳步

前进”的方针步骤。要提倡“ 百家争鸣”，发挥群众和

专家两方面的积极性“。约定俗成”不是新简化字使用

人数或区域的简单统计数字，应从汉字的整个体系、

从历史、从是否既简单又好辨认等各个方面来全面考

虑。简化并非笔画越少越好，必须考虑不同的字易于

辨认，文字是供人阅读的，如果只考虑笔画少，容易

写，那末速记符号就是最理想的文字了。简化要力争

少创造新字，避免增加汉字的总数。已经简化过一次

的字，如果没有特别需要，就不宜再进行简化；因为

简化汉字要考虑初学的人，也要考虑文化水平较高的

人。今后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将普遍提高，如果一再

简化，将来文化水平较高的人要阅读这几十年出版的

书刊，一个字就需要学会几个异体，徒然增加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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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中对印刷体和手写体也应区别对待，印刷体需要

统一规范，手写体却不宜规定过死，而且也是做不到

的。总之，简化绝不是单纯的简省笔画，而是既要字

形简单，又要分别明显，识认简便；对初学要简易，

对深造也应提供方便。

简化字形是汉字简化的主要工作，但还有另一方

面的工作，这就是精簡字数。简化字中同音代替的方

式就是精简了字数，但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这个。精简

字数主要表现在废除异体字。全国解放以后，有关部

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公布了《 第一

批异体字整理表》，共八百一十组，每组中选定一个

比较通行而又笔画简单的字，其余的停止使用，共废

除异体字一千零五十五个，减轻了学习负担。今后，

还应继续整理异体字，以便精简。

（ ３）拼音化的方向

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总是从表形到表意，从表

意到表音，即由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从表意文字到

表音文字。这是世界大多数文字的发展历史所证明

了的。

汉字从甲骨文时代起，就已向表音的阶段过渡，

出现了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形声字。但是，汉字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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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却始终停留在表意兼标音的阶段，没有发展成为拼

音文字。这既有语言文字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

因。语言文字本身的原因表现在：古汉语是单音节词

占优势，字和词有其一致性，同音词的现象相当严

重；表意体系的汉字能从形体上区别意义，可以减轻

同音词的混淆。同时，汉字本身不断简化，并大量发

展形声字，扩大表音成分，这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难

认、难写的矛盾。社会原因表现在：中国长期停留在

封建社会，文字被少数人所垄断，封建的保守性和地

域性，又造成了方言的分歧，不利于采用拼音文字，

因而使得我国的文字长期地陷在发展缓慢的状态

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空前统一，以北京话为标准

音的普通话得到推广，方言迅速集中，人民当家作

主，文化水平空前提高，汉字彻底改革、实行拼音化的

社会条件日益成熟。汉语本身，近百年来复音化的进

程加快，现代汉语中复音词已经占了压倒优势，汉字

与汉语的矛盾日益尖锐，汉字的繁难与现代化的要求

也十分对立。因此，汉字由表意体系的文字改革成拼

音文字，已经是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

汉字拼音化的想法，早在三百多年前就有人提出

过。明末方以智说：“ 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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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

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通雅》）清末维新派知识

分子卢戇章、王照等人发动的切音字运动，写下了汉

字拼音化的第一页，提出了二十八种方案。其中十四

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五种是速记符号式的，五种是拉

丁字母式的，其他形式四种。此外，从明朝末年起，

西方 法国人金尼阁等也曾似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

出过一些为汉字注音的拼音方案。

清末二十年间的切音字运动，到辛亥革命以后才

得到初步的收获，这就是１９１３年议定、１９１８年公布

的《 注音字母（》 原“称 国音字母”，后又改“称 注音符

号”）。注音字母包括二十四个声母，十六个韵母，大

部分是采用汉字的偏旁。解放前后在中小学断断续续

地推行过，对帮助识字起过一定的作用。

“ 五四”前后，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大力提倡汉字

拼音，１９２６年议定了一个《 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１９２８年正式公布，“ 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揭开了汉

字拉丁化运动的序幕。

１９２８年以后，林伯渠、吴玉章、瞿秋白等在苏

联远东地区为在十万多名华工中进行革命宣传工作，

拟订出《 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１９３１年通过。它不仅

在苏联华侨中推行，取得了重大成果，１９３３年以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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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到国内。１９３５年由蔡元培、鲁迅、郭沫若等六百八十

八位文化界进步人士联名发表了积极拥护拉丁化新文

字的意见书，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拉丁化新文字运

动，并且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空前未

有的群众性文化革命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继续发展，

传播到四面八方；特别是在解放区，拉丁化新文字得

到大力推广，为发展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做出了巨大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立即成立了文字改革的专职机

构，除进行汉字简化工作外，并着手草拟新的拼音方

案。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５年８月共收到群众提出的拼音

方案六百五十五种。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

革会议，在会议上提出了六种不同的方案初稿供讨

论：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

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会后又收到群众提出的方案一

千二百多种。１９５６年２月公布了《 拼音方案草案》，经

过全国人民的热烈讨论，对草案进行了修改，１９５８年

２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批准了《 汉语拼音方

案》，作为学习汉字和普通话的工具。下面是《 汉语拼

音方案》的字母表：

Ａａ　Ｂｂ　Ｃｃ　Ｄｄ　 Ｅｅ　 Ｆｆ　Ｇｇ　Ｈｈ　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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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ｊ　　Ｋｋ　Ｌｌ Ｍｍ ＮｎＯｏ　Ｐｐ　　Ｑｑ Ｒｒ

Ｓｓ　　Ｔｔ　 ＹＵｕ　 ｙ　 　Ｗｗ　Ｘｘ　 　　ＺｚＶｖ

它只用二十六个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没有增加新字

母，只采用四组双字母ｚｈ、　ｃｈ、　ｓｈ、　ｎｇ来代表汉语

（］普通话 知中的 ）、三个声 ［ｔ母［ｔ （］吃）、［（］诗）

和一个韵尾［（ 英）。整个方案基本上没有变读，系

统比较整齐，学习和应用都很方便。这个方案是中国

人民六十年间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公布以后，

对汉字教学、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以至我国整个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它虽然还不是拼音文字，但给继续进行有关汉字拼音

化的各项研究工作和实验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到实现拼音汉字，当然还

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首先就

要推广普通话，这是实现拼音汉字的重要条件之一。

其次，必须加强现代汉语的研究，解决词的连写、

区别同音词等拼写问题。第三，必须努力创造各种条

件，更加大力宣传、推行拼音方案，使广大人民群众

养成拼音的习惯，这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汉

字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是历史的必然，

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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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也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拼音汉

字一定会从播种、发芽到开花、结果的，汉字的彻底

改革必将最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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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六十年代以来，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了三次汉

字常识。这本小册子就是根据讲稿整理而成的。在备

课过程中，参考了不少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其

观点和材料，多有采纳。但是，我并非专门从事文字

研究工作的，学识有限，取舍不当，在所难免，切望

批评指正。

稿成后，承了一师审阅，多所是正。付印前，又

承中国历史博物馆许青松同志帮助摹写了全部古文

字。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郭锡良

１９７９年２月于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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