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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秦簡》常用字 

與現代漢語常用字比較研究 

 

倪娅岚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  要：经全面统计，《睡虎地秦簡》共有單字 1808 個，合文 12 個，一字

兩讀 1 個，合計 1821 個。在 1808 個單字中，高頻字 81 個，中頻字 457 個，低

頻字 1270 個。 

《睡虎地秦簡》高頻字和中頻字共 538個，排除文獻內容的因素的影響，這

些字應當都可以看成是《睡虎地秦簡》的常用字。與現代漢語 3500 個常用字相

對比，其中有 465 個字出現在現代漢語常用字中，只有 73 個字沒有出現在現代

漢語常用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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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全面统计，《睡虎地秦簡》共有單字 1808 個，合文 12個，一字兩讀 1個，

合計 1821 個。筆者參照李波先生《史記字頻研究》，將 1808 個單字劃分爲三個

字區，其中高頻字 81 個，中頻字 457個，低頻字 1270個。1 

《睡虎地秦簡》高頻字 81 個，中頻字 457 個，總計 538 個。這些字，排除

文獻內容的因素的影響，都應當可以看成是《睡虎地秦簡》的常用字。下面，將

《睡虎地秦簡》的常用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頒佈的

《現代漢語 3500個常用字》進行對比研究。  

一、《睡虎地秦簡》與現代漢語共有的常用字研究 

與現代漢語 3500 個常用字相對比，可以看出，其中有 465個《睡虎地秦簡》

常用字出現在現代漢語常用字中。如下： 

以、不、月、之、者、其、子、可、人、爲、有、日、甲、一、而、及、二、

十、生、入、吉、未、當、死、辰、五、三、丑、官、令、大、乙、行、得、丙、

論、必、室、盜、亥、申、出、午、上、丁、居、事、六、夫、告、正、吏、北、

己、是、見、七、亡、四、百、東、某、中、取、歲、辛、所、食、錢、妻、女、

西、南、也、縣、年、衣、律、八、鬼、罪、謂、臣、利、皆、書、旦、門、夕、

九、城、公、祠、與、勿、主、它、則、去、在、攻、牛、方、史、已、殺、隸、

如、禾、各、直、下、後、士、旬、倉、馬、乃、石、里、言、來、到、從、内、

若、故、凡、自、除、智、男、坐、盈、小、問、陽、盾、少、凶、鄉、即、長、

耐、心、敢、火、治、復、邦、於、疾、賞、數、斗、田、司、民、或、外、今、

用、能、備、止、此、同、多、家、責、過、父、更、作、免、將、土、布、車、

相、户、失、收、工、母、刑、胃、夏、冬、半、受、富、成、宇、計、實、忌、

效、贖、姓、時、久、良、府、法、閉、欲、羊、金、恒、盡、器、聽、先、封、

起、病、朝、雜、危、名、兵、雨、寇、喜、審、千、木、水、尺、且、建、致、

高、畜、善、王、亦、非、捕、傷、新、興、肉、宫、道、鼠、贏、寸、分、身、

卒、貨、積、反、市、君、首、軍、徒、啓、晝、婦、終、廷、春、惡、虛、飲、

辭、比、定、空、秋、都、貧、診、賈、謁、井、央、守、赤、使、命、勝、然、

棄、發、結、平、矢、色、好、材、度、索、陰、買、賊、請、籍、足、完、害、

毁、犬、老、參、須、置、樂、歸、角、前、莫、閒、蓋、誣、購、山、巫、負、

氣、乘、許、寄、視、葬、等、節、傳、殿、雖、右、代、白、地、耳、安、求、

兩、物、舍、屋、張、筑、稾、離、壞、伍、伐、投、刺、迹、執、祭、粟、黑、

羣、獄、衝、駕、爵、斷、于、升、共、折、邑、明、美、處、常、敗、萬、開、

强、署、摯、犯、奴、武、典、匿、辱、徐、斬、傅、楚、辟、薪、口、戈、左、

                                                        
1 參見倪婭嵐碩士論文《<睡虎地秦簡>用字頻度研究》，西南大學 2013年 5 月通過，第 7－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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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玄、血、米、私、弟、具、屈、訊、黄、産、敬、程、端、養、劍、課、履、

擅、頭、獨、龍、冗、立、穴、兆、别、初、狀、星、神、尉、貴、勞、會、愛、

僞、鼻、寡、輸、又、天、目、任、把、牡、往、房、重、風、旁、曹、移、御、

減、補、幾、種、髮、賜、稼、謀、環、臨、丈、丘、光、虫 

 

下面，對以上保留在現代漢語常用字中的 465個字進行簡要分析。表面上看，

這 465個字在《睡虎地秦簡》和現代漢語中都屬常用字，但這些常用字的所指，

有的完全相同，有的并非完全相同，下面進行簡要分析。 

1﹒完全相同。《睡虎地秦簡》中的意義和現代漢語中的常用意義完全相同。

如： 

“鼻”： 

在《睡虎地秦簡》中“鼻”義是“呼吸兼嗅覺的器官”： 

“解索，其口鼻氣出渭（喟）然。”（《睡虎地秦簡·封診式》66） 

在現代漢語中“鼻”的常用義也是“嗅覺器官”： 

“現在蔣介石在其他各戰場，碰得鼻青眼腫。”（杜鵬程《保衛延安》第二章） 

“山”： 

在《睡虎地秦簡》中“山”義是“地面上由土石構成的隆起部分”：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

種》4） 

在現代漢語中“山”的常用義是“地面上由土、石形成的高聳的部分”： 

“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毛澤東《沁園春·雪》） 

這類在《睡虎地秦簡》中的意義和現代漢語中的常用意義完全相同的字，它

如：在《睡虎地秦簡》中用於表示數的字“一”、“二”、“十”、“五”、“三”、“六”、

“七”、“四”、“百”等，用於表示名物的字“日”、“月”、“水”、“火”、“鼠”、

“羊”、“妻”、“父”、“母”等，用於表示行爲動作的字“聽”、“殺”、“盜”、“請”、

“出”、“種”等，這類字數量不多，卻是漢語的基本用字。正是由於這些字的意

義在長時間的歷史過程中基本沒有發生變化，因而同發展緩慢的語法結構一起，

保證了漢語的穩定性，也體現了古今漢語之間的繼承關係。 

2﹒所指不同，但二者有聯系。《睡虎地秦簡》中的常用字的意義與現代漢語

中的常用字的常用意義二者表面上看所指不同，但實際上二者是有聯系的。如： 

“購”： 

在《睡虎地秦簡》中“購”義是“獎賞”： 

“甲告乙賊傷人，問乙賊殺人，非傷殹（也），甲當購〓（購，購）幾可（何）？

當購二兩。”（《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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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漢語中“購”的常用義是“購買”： 

“那時買書，是節衣縮食，所購完全是革命的書。”（孫犁《秀露集·書的

夢》） 

“宫”： 

在《睡虎地秦簡》中“宫”義是“房屋、居室”： 

“三月中逋筑宫廿日。”（《睡虎地秦簡·封診式》97） 

秦漢以後，一般只有封建帝王的殿堂、住房才能叫做“宫”，如：“未央宫”、

“阿房宫”，有的寺廟也可以叫做“宫”。 

在現代漢語中“宫”的常用義是“群衆文化活動或娛樂用的房屋的名稱”： 

“這兒是我們親愛的少年宫，燈火把大雨照得霧似的迷蒙。”（柯岩《紅領巾

的歌·最美麗的畫冊》） 

3﹒所指不同，二者無任何聯系。即完全不同。《睡虎地秦簡》中的常用字的

意義與現代漢語中的常用字的常用意義二者沒有任何關系，只是文字符號相同而

已。如： 

“程”： 

在《睡虎地秦簡》中“程”義是“品類、規格”： 

“爲計，不同程者毋同其出。”（《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99） 

在現代漢語中“程”的常用義是“程序”： 

“她下了台，戲就開了，觀衆們高高興興地看戲，好像剛才那一幕也是在程

序之中的。”（老舍《柳屯的》） 

“且”： 

在《睡虎地秦簡》中“且”義是“若、如果”： 

“可（何）謂‘州〓告〓’（‘州告’？‘州告’）者，告罪人，其所告且不審，

有（又）以它事告之。”（《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100） 

在現代漢語中“且”的常用義是“並且、而且”： 

“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卻聽見了並且記住了這

個勞動者的遺囑。”（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 

二、僅《睡虎地秦簡》有的常用字研究 

《睡虎地秦簡》常用字 538個，除以上 465 個也出現在現代漢語常用字中以

外，另有未出現在現代漢語常用字中的有 73 個字。這 73個字如下： 

毋、酉、巳、寅、貲、戌、殹、卯、曰、戊、庚、嗇、癸、弗、壬、矣、廿、

妾、 、臧、垣、丞、稟、佐、詣、兇、朔、敫、舂、徙、臽、叚、爰、翏、黥、

焉、徹、柀、䙴、輒、丗、芻、廥、疵、 、夬、鬭、酢、剽、燔、窞、 、邋、

苑、囷、咎、柖、榣、誶、奎、 、 、 、貍、徼、戍、亟、枳、袤、葆、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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繕、抉 

    這些字沒出現在現代漢語常用字中，主要原因是受文獻內容的限制。《睡虎

地秦簡》的主體是法律文獻、數術文獻，因此用字相應地多與法律、數術內容相

關，例如： 

與法律、刑罰、官職及其相關的用字：“貲”、“嗇”、“妾”、“ ”、“臧”、“丞”、

“稟”、“佐”、“詣”、“舂”、“叚”、“爰”、“黥”、“䙴”。其文例如下： 

“縣嗇夫若丞及倉、鄉相雜以印之。”（《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種》21） 

“五人盜，臧（贜）一錢以上，斬左止，有（又）黥以爲城旦。”（《睡虎地

秦简·法律答問》1） 

與數術占卜及其相關的用字：“敫”、“徹”、“ ”、“啻”。其文例如下： 

“正月二月，子秀，丑戌正陽，寅酉危陽，卯敫。”（《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26 正壹） 

“九月十月，申秀，酉午正陽，戌巳危陽，亥敫，子辰 ，丑卯陰，寅徹，

未結。”（《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30 正壹） 

與紀年紀時及其相關的用字：“酉”、“巳”、“寅”、“戌”、“戊”、“庚”、“癸”、

“壬”、“朔”，現代社會已經不再採用干支紀年，因此這些字的使用頻率自然就

降低了。其文例如下： 

“裚衣，丁丑媚人，丁亥靈，丁巳安於身，癸酉多衣。”（《睡虎地秦簡·日

書甲種》26 正貳） 

“入十月朔日心。”（《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94 背貳） 

以上這些字，都是由於文獻內容原因導致其出現頻次較高。 

還有一些常用作虛詞的字，如“焉”、“矣”、“毋”、“弗”、“輒”等，這些字，

現代漢語多已不用或已被其他字代替，現分述如下： 

“焉”、“矣”已基本上不用。 

“毋”、“弗”被“不”代替。例如： 

《睡虎地秦簡》例：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4） 

“乘馬服牛稟，過二月弗稟、弗致者，皆止，勿稟、致。”（《睡虎地秦簡·秦

律十八種》11） 

現代漢語例： 

“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茅盾《子夜》一） 

“輒”被“就”代替。例如： 

《睡虎地秦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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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徒以斬（塹）垣離（籬）散及補繕之，輒以效苑〓吏〓（苑吏，苑吏）循

之。”（《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117） 

現代漢語例： 

“兩個匆匆忙忙地分了手，趙國光先生就只好撇下了後臺的事。”（張天翼 

《歡迎會》） 

另外還有一些常用作實詞的字，如“曰”、“疵”、“廿”、“丗”、“垣”等，這

些字，現代漢語也多已不用或已被其他字代替，現分述如下： 

動詞“曰”被“說”代替。例如： 

《睡虎地秦簡》例： 

“有（又）曰：‘不能定罪人，而告它人，爲告不審。’”（《睡虎地秦簡•

法律答問》96） 

現代漢語例： 

“小晚說：‘說好話的沒有，說壞話的可不少。’”（趙樹理《登記》二） 

“疵”被“病”代替。例如： 

《睡虎地秦簡》例： 

“盜者兑（銳）口，希（稀）須（鬚），善弄，手黑色，面有黑子焉，疵在

耳，臧（藏）於垣内中糞蔡下。”（《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69 背） 

現代漢語例： 

“妞子那衰弱的小身體抗不住疾病的折磨，幾度抽搐，她就兩眼往上一翻，

不再動了。”（老舍《四世同堂》九十七） 

數詞“廿”被“二十”代替。例如： 

《睡虎地秦簡》例： 

“二月東辟（壁）廿七日。”（《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90 叁） 

現代漢語例： 

“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那時的山哦那時的水，那時風光一定很美。”（穀

建芬《二十年后再相會》） 

名詞“垣”被“墻”代替。例如： 

《睡虎地秦簡》例： 

“内北有垣〓（垣，垣）高七尺，垣北即巷殹（也）。”（《睡虎地秦簡·封診

式》79） 

現代漢語例： 

“長城的城墻是灰色的，濃重中透著一種冷峻；故宮的宮墻是朱砂色的，深

沉中顯出一種威嚴。”（章武《綠的歌·北京的色彩》） 

《睡虎地秦簡》高頻字和中頻字共 538 個，排除文獻內容的因素的影響，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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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字應當都可以看成是《睡虎地秦簡》的常用字。與現代漢語 3500 個常用字相

對比，其中有 465 個字出現在現代漢語常用字中，只有 73 個字沒有出現在現代

漢語常用字中。而這 73 個字就是主要受文獻內容因素的影響，其出現頻次才會

這麼高的；其次是一些古代漢語的常用字，而現代漢語已基本不用或已被其他字

所代替，真正由於客觀事物的消亡而造成漢字消亡的幾乎沒有，這說明，從《睡

虎地秦簡》用字到現代漢語用字，其常用字主體相當穩固的，期間只是一些漢字

的替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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