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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音化，是指文字受逐漸增強的音化趨勢的影響，將一個字的一部分，人為地改造為

與之形體相近的表音符號。前賢時修對於“變形音化”這種現象多有論說，對此葉玉英曾在

“變形音化現象的研究概況”
1
中有比較詳細的介紹，此不贅述。並且，葉玉英還從變形音

化現象的內在驅動力、變形音化的若干理論問題、變形音化舉例三方面，對變形音化進行比

較深入的研究。“變形音化現象的內在驅動力”，葉氏認為“縱觀漢字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

發現意化與音化這一矛盾從來沒有停止過鬥爭，其中音化趨勢逐漸占上風。”“總之，人們使

用漢字從來就十分重視表音。變形音化也是人們受了標音的心理驅使而出現的文字使用現

象。”而對於人們對字形進行改造時，主要的考慮因素，葉氏歸為：純粹爲了標音、爲了更

準確的標音、明顯具有方言特徵三類。 “變形音化的若干理論問題”，葉氏肯定了劉釗的定

義，並探討了變形音化的內涵。“其內涵包括：a、受音化趨勢的影響。b、為了更清楚的表

音。c、主要對象是象形字和會意字，形聲字較少。d、具有訛變的性質，但與訛變不完全相

同，訛變是人們出於無意識的錯覺，把一個字誤寫成另一個字。‘變形音化’帶有意識的人

為的因素。e、被改造的部分與另外一個字形體非常接近，而且被改造的字與這個字音同或

音近。”並且，對於變形音化的變形方式，葉氏將其歸為：1、就形體的某一部分進行改造；

2、在原字形體的某一部分添加筆畫，使之和另外一個與原字音同或音近的字形似；3、在原

字上添加新的偏旁，使之與原字的一部分構成新字，並用作聲符；4、簡省原字中的某些筆

畫；5、割裂筆畫；6、游移筆畫；7、對形體中的兩個或兩個以上部件加以改造，並組合；8、

對形聲字的聲符進行改造，以更好地標音。 “變形音化舉例”，葉分別對甲骨文、西周金文、

春秋戰國文字的變形音化字進行了討論。
2
 

我們參照葉玉英的觀點和各家研究成果，結合六國金文的實際情況，對其變形音化現象

作一簡單的梳理。 

1.若      

若，甲骨文有作 （合 891 賓組）、 （合 33698 歷組），西周金文有作 （集成 4609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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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早期）、 （集成 4340 西周晚期），六國金文作 （集成 09735 中）、 1（集成 02840 中）、

2（集成 02840 中）、 3（集成 02840 中）。葉玉英說：“表頭髮的部分分割出去，成為獨

立的‘屮’，兩手和人的腿部被寫成‘ ’‘ ’，即‘若’被改造成從兒聲。”
3
若，日母鐸

部；兒，日母支部。二者聲母相同，韻部鐸、支旁轉。 

2.是       

是，西周金文有作 （集成 2724 西周早期），六國金文有承襲此構件作 （集成 02840 中），

或作 （通鑒 02471 晚）、 （新收 1726 戰國）。葉玉英認為：“‘是’字作‘ ’乃變形

音化，將‘ ’之豎筆與‘ ’中間一豎筆重合在一起，‘是’就成了從日正聲之字。”
4
是，

禪母支部；正，章母耕部。聲母發音部位相同，韻部支、耕對轉。 

3.後      

後，甲骨文有作 （合 26948 出組）、 （屯 2358 無名組），西周金文有作 （集成 4300 

西周早期），六國金文或增加口，作 （集成 09735 中），或作 （集成 09710 中）、 （集

成 09711 中）
5
。葉玉英說：“‘ ’被改造成了‘ ’。‘ ’即‘斗’，在字中用字聲符。”

6
後，

匣母侯部；斗，端母侯部。二者韻部相同，而關於匣母與端母，葉玉英說：“據研究，部分

中古端母字來自上古的喉牙音，故‘斗’可用作‘後’之聲符。”
7
故，“斗”可表“後”之

聲。 

4.者      

者，商周金文有作 （集成 5932 商）、 （集成 1757 西周早期），六國金文有作 （集

成 10374 早），或作 2（集成 02840 中）、 （集成 04647 中），上部變成了從“止”。劉釗

認為：“這也是人為有意識的改造，以‘止’來表示‘者’字的讀音。”
8
者，章母魚部；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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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母之部。二者聲母相同，韻部魚、之旁轉。 

5.顧      

顧，戰國秦系文字作 （雲夢·答問 89），六國金文作 1（集成 09735 中）、

2（集成 09735 中）。劉釗說：“按‘ ’為‘寡’字之省，中山器寡人之寡皆作‘ ’可證。

如果小篆形體不誤，則顧字本應從‘頁’，從寡字省是因為寡字省形與頁字形體很近，且寡、

顧古音相同，於是故意將‘頁’改寫為‘寡’字之省，並以‘寡’省為聲符。”
9
而在戰國楚

系簡帛文字中，顧字亦是從“寡”字之省，如 （郭店·緇衣 34）。顧，見母魚部；寡，見

母魚部。二者聲韻俱同。 

6.烏（於）     

烏（於），西周金文有作 （集成 54281 西周早期）、 （集成 2824 西周中期），六國金

文作 （集成 00328 早），或作 3（集成 09735 中）、 6（集成 02840 中），割裂出來的筆

劃變形為“ ” 。劉釗說：“按此‘ ’形乃‘伏’（或‘俯’）字，即人為地將烏割裂出的

‘ ’‘ ’形寫成與其形體接近並可以代表‘烏’字讀音的‘勹’字。”
10
 

7.      

，戰國晉系銅器文字作 （集成 02610 中）、 （集成 02773 蓋 中）、 2（集成 02451 

晚)，在銘文中皆訓為“容”。葉玉英認為：“從文字構形來看，‘ ’顯系從肉庚聲字。

梁鼎‘ ’所從‘庚’字上部變形音化從凶聲，其演變軌跡為 — — 。”
11
庚，見母陽

部；凶，曉母東部。葉氏還利用同系同時代的中山王器韻文，證明了“在晉系語音中東陽二

韻可通”
12
，從而說明凶可表庚的讀音。 

8.內       

內，西周金文有作 （集成 4241 西周早期），六國金文有承襲此結構作 （集成 09735 

中），或在下垂的筆劃上加一圓點，作 （集成 10374 早），或作 （集成 02308 戰國）、

1（通鑒 19182 晚）、 2（通鑒 19182 晚）、 3（通鑒 19182 晚）、 4（通鑒 19182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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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鑒 19182 晚）、 6（通鑒 19182 晚）。葉玉英說：“‘內’寫成‘ ’‘ ’‘ ’

等形，可視為變形音化，即‘內’變從大聲。”
13
內，泥母物部；大，定母月部。而葉氏還

證明了物部與月部可通用，如芮借內為之，芮為月部字。
14
 

9.侯      

侯，甲骨文有作 （合 23599 出組），西周春秋金文有作 （集成 2654 西周早期）、

（集成 2423 春秋早期），戰國楚系銅器文字有將所從之矢曲筆拉直，如 （集成 00289 早）、

（集成 00290 早）。葉玉英認為：“即把‘ ’形之象箭頭的兩斜筆拉直就成了‘夫’，‘夫’

用作聲符。”
15
侯，匣母侯部；夫，幫母魚部。就韻部來說，葉氏引董同龢、趙彤的觀點，說

明上古楚方言魚侯部有合韻的現象；就聲母而言，葉氏舉有楚系文字的材料，說明匣母與幫

母可通。
16
 

10.矣      

矣，戰國秦系文字有作 （雲夢·封診 87），楚系簡帛文字有作 （郭店·魯穆 8），戰國

晉系銅器文字作 （集成 02840 中）。秦系楚系文字從以聲，晉系文字從丩聲。葉玉英認為

這“應該是爲了適應當地語音所做的改造”
17
。矣，匣母之部；丩，見母幽部。聲母匣母屬

喉音，見母屬牙音，喉牙音發音部位相近；韻部之、幽可旁轉。 

11.夏      

夏，西周春秋金文有作 （集成 719 西周晚期）、 （集成 668 春秋早期），六國金文有

承襲此構形作 （集成 10007 早），或作 1（通鑒 19182 晚）、 2（通鑒 19182 晚），右

邊下部分離。葉玉英謂：“我們認為鄂君啟節‘夏’字作‘ ’形就是由‘ ’演變而來

的，即‘ ’所從之‘ ’與表示腿部的‘ ’組合成‘ ’。‘ ’即‘妟’，在字中用

作聲符。”夏，匣母魚部；妟，影母元部。二者聲母發音部位相同，韻部魚、元對轉。聲韻

俱近。 

12.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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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西周金文有作 （集成 4143 西周晚期），六國金文有承襲此構形作 （集成 02647·1 

晚），或作 （通鑒 18845 晚），下部變形為“羊”。兩，來母陽部；羊，餘母陽部。兩、

羊二者聲母發音部位相同，韻部相同，故可用“羊”來表“兩”之聲。 

13.喬      

喬，春秋金文有作 （集成 233 春秋晚期）、 （集成 423 春秋晚期），六國金文作 （集

成 02840 中）、 （集成 02623·3 晚）、 1（集成 02794 晚）、 2（集成 02794 晚）、

（集成 02795 晚），上部變形為“九”或“尤”。喬，群母宵部；九，見母幽部；尤，匣母

之部。喬與九，聲母群母與見母發音部位相同，韻部宵、幽旁轉；喬與尤，聲母群母與匣母，

喉牙音旁轉；韻部之、宵旁轉。故“九”“尤”都能作“喬”的聲符。 

14.睪      

睪，西周金文有作 （集成 10175 西周中期），六國金文或作 （集成 09735 中）、

(通鑒 01453 蓋 晚)、  (通鑒 01453 器 晚) 、  (通鑒 01454 蓋 晚)，上部本從“日”而變為

從“白”。睪，餘母鐸部；白，並母鐸部。二者聲母發音部位相同，韻部相同。故，“白”可

表“睪”之聲。 

15.弗      

弗，甲骨文有作 （合 5775 賓組），西周春秋金文大多承襲甲骨文作 （集成 2724 西周

早期），六國金文作 （集成 09734 中）、 （集成 02240 晚），其中一豎筆加飾筆，變形

為“必”。弗，幫母物部；必，幫母質部。二者聲母相同，韻部物、質旁轉。故，用“必”

表“弗”之聲。 

16.彝      

彝，甲骨文有作 （合 36747 黃組），西周金文有作 （集成 3507 西周早期），六國金

文有承襲甲骨文西周金文作 （集成 03939 早），或作 （集成 09735 中）。葉玉英說：“右

邊從収從‘ ’，‘ ’是割裂原字中的‘ ’形，再和表雞血的點改造而成的，在字中

用作聲符。”
18
而我們知道“ ”即率字。彝，餘母脂部；率，山母物部。餘母屬舌頭音，

山母屬正齒音，舌音與齒音可旁轉；韻部脂、物旁轉。二者聲韻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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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陵      

陵，西周金文有作 （集成 9816 西周早期），六國金文有增加土，作 （集成 10371 早），

或作 （集成 12110 晚）、 （集成 12111 晚）、 1（通鑒 19182 晚）、 2（通鑒 19182 

晚），上部變形為“來”。陵，來母蒸部；來，來母之部。二者聲母相同，韻部之、蒸對轉。

故，“來”可用來表“陵”之聲。 

18.陳      

陳，西周金文有作 （集成 2831 西周中期），春秋或增添攴，作 （集成 947 春秋中期），

六國金文有增加土，作 （集成 10371 早）、 （集成 12023 戰國），或將下部“土”的位

置向右移，與“東”之豎筆共用筆劃，又將“東”之豎筆的上部向左垂，作 （集成 00977 

晚）、 （集成 00978 晚）、 （集成 10158 晚）、 （集成 10373 晚）、 （集成 12040 晚），

右邊變形為“重”。陳，定母真部；重，定母東部。二者聲母相同，韻部真、東可旁轉。故，

“重”可用來表“陳”之聲。 

19.參      

參，殷商金文有作 （集成 9370.1 商），西周春秋金文或加“彡”，作 （集成 2832 西

周中期）、 （集成 195 春秋），六國金文作 1（集成 02840 中）、 2（集成 00980 戰國）。

劉釗認為：“‘彡’很可能就是‘三’字，即加上‘三’為聲符。戰國文字又省作‘ ’，

又作‘ ’，三字豎置，已與‘川’字形近。古璽參字或作‘ ’‘ ’，已變形音化為

從‘川’得聲。”
19
參，清母侵部；川，昌母文部。聲母清母屬齒頭音，昌母屬舌上音，舌

齒音可旁轉；韻部文、侵對轉。故，“川”可表“參”之聲。 

20.李      

李，西周金文有作 （集成 2832 西周中期），六國金文作 （新收 1321 晚）、 （集

成 10373 晚），上部的“木”變形為“來”。李，來母之部；來，來母之部。二者聲韻俱同。

（集成 10373 晚），張亞初將其釋為“孝”。
20
從字形上說來，與“孝”不類。張的釋讀

是可商的。而楚系簡帛文字亦有此字形，如 （包 30）、 （包 24），魏宜輝說：“以前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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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釋‘季’，或釋‘孛’，或釋‘殽’。”
21
鄭剛首先釋出此字為楚系文字中的“李”字，而

後，李零、李守奎相繼有補充。
22
 

此外，變形音化有一類比較特殊的類型，即增添形體與原有形體一起表音。劉釗認為：

“這也是一種變形音化，與前舉之例的不同是並未具體改變某一形體，而是加上了一個形體。”

23
魏宜輝對戰國簡帛文字中的這類現象有專門研究，將其稱之為“增繁音化”，并認為“增繁

音化，就是通過添加筆畫促使表意字的局部形體轉變爲聲符的訛變現象。”
24
 

1.保      

保，甲骨文有作 （合 18970 賓組）、 （合 16428 賓組）、 （H11:16 西周），殷商西

周金文有作 （集成 1002 商）、 （集成 4140 西周早期）、 （集成 9641 西周晚期），六

國金文有承襲甲骨文殷商西周金文作 （集成 04096 早）、 （集成 04596 早），或作 （集

成 09735 中）、 （集成 02840 中）。劉釗認為：“‘ ’，‘ ’形是在‘子’形上加上了

‘爪’旁，與‘ ’形一起構成了‘ ’字，並以‘ ’為保字的聲符。”“《說文》：‘保，

養也。從人。 省聲。’”
25
 

2.軍  

軍，戰國璽印文字有作 （璽彙 0095）、 （璽彙 0126），楚系簡帛文字有作 （包山 88），

六國金文增添飾筆“=”，作 （集成 02840 中）。葉玉英認為：“加了飾筆后的‘ ’與‘勻’

形體非常接近，故‘ ’可被看作是從勻聲之字。”
26
勻，餘母真部；軍，見母文部。韻部

文、真可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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