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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異體字是漢字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發展演變的必然產物，它既蘊藏了前一個時期文

字的某些痕跡，又在一定程度上指引了下一個時期文字發展的方向，因此，要想徹底搞清楚

漢字發展史，對異體字的研究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課題。 

兩漢簡帛異體字研究，首先將異體字限定在兩漢，這使得我們的研究既不至於成爲從古

至今面面俱到的泛泛之談，又能夠通過這一時期的異體字現象，在一定程度上管窺到漢字的

發展演變情況。因爲兩漢時期是漢字由古文字向今文字發展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的漢字既

不可避免地帶有前一階段文字的痕跡，又作爲基礎字體參與漢字的發展演變，如之後的楷書、

行書就是在隸書的基礎之上而產生的。 

其次，將其限定在簡帛材料中，這就保證了研究材料的可靠性。因爲簡帛材料是出土文

獻，它没有經過後世的篡改，相較於傳世文獻，更能反映當時漢字使用的原貌。 

因此，對兩漢簡帛異體字進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兩漢簡帛異體字研究與文獻校勘 

兩漢簡帛材料，是以文書、檔案、曆書、藥籍類材料爲主要內容的。這些材料大都爲下

層官吏所書寫，所以，在這批簡帛中，異體字非常多。這對於從事簡帛考釋與文獻校勘的學

者來說不可謂不是一只“攔路虎”。而兩漢簡帛異體字研究正是通過對其中所出現的異體字

進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並抽繹出相關規律，所以它不僅有助於簡帛考釋，也對進一步完善

文獻的校勘有着積極的作用。如：（下文例句中需要討論的異體字用“～”表示。） 

【失】 

人人有善者，不～女人，女人有之，善者獨能，毋予毋治，毋作毋疑，必徐以久，必微

以持，如已不已，女乃大台（怡）。（《馬王堆帛書〔肆〕·天下至道談》62-63） 

案：上引文該字圖版作“ ”，整理者釋作“失”。疑非是。從兩漢簡帛異體字的角度

審視之，可知此字當爲“先”。如上所述，形近相訛是異體字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此處“先”

誤釋作“失”，當屬此類。 

另，從文獻內容來看，此處是講善於房中養生、善於把握房中交合時間的“善者”，會

做到在女性性沖動已充分調動起來之後方才交合，故爲“不先女人”。整理者釋爲“不失女

人”，與原意相去甚遠。
②
 

【 】 

夫以 〈衛〉夫人有一婢，衣～衣，使臥席，臥席淬（碎）者麗衣，以爲夫人炊，而

欲蔡毋入飯中，不可得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168-169） 

                                                        
① 王玉蛟，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2010级硕士研究生。 
② 參見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中華書局，2004年，頁 460。 



案：上引文該字圖版作“ ”，若按原字隸定，則爲“ ”。從兩漢簡帛異體字的角度

審視之，則知此字實是“敝”的俗寫異體。如上所述，兩漢簡帛文字在書寫過程中，“攴”、

“殳”經常隸混，簡文將該字的上半部分“敝”寫作“ ”，即屬此類。然而，又何以在下

面加一部件“衣”呢？原來該字的上一字與下一字均爲“衣”字，故受類化規律的影響，便

在“敝”下方增添一部件“衣”，也就是說，此字當是受類化規律的影響所致。清楚了兩漢

簡帛異體字的“形近相訛”、“類化”規律，也就不難釋出此字當爲“敝”了。① 

【 】 

人之飢也，以其取食～之多也，是以飢。（《馬王堆帛書〔壹〕·老子》甲本 82） 

案：上引文該字圖版作“ ”，整理者釋作“ ”，疑非是。從兩漢簡帛異體字的角度

審視之，當釋作“税”。 

細審圖版，其左側部件中間明顯有一豎，釋“禾”爲妥，整理者將其認作“辶”，蓋是

受“禾”下方一點影響所致。其實縱觀整批馬王堆帛書，其筆跡都不如同時代的相對清晰，

筆者認爲當是受帛書這一書寫材料影響而造成的，因爲帛書較簡牘的吸墨性更强，故絲帛着

墨後更容易滲透散開，也就是書法上講的“暈筆”。據此，“禾”下方這一點大概就是在這種

情況下產生的，並不是書手有意寫的一點。 

並且，該字左側部件與同批材料中“辵”作偏旁時的寫法並不相同，如： 

，寫作“ ”。（《馬王堆帛書〔肆〕·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 110） 

迺,寫作“ ”。（《馬王堆帛書·二三子問》②36） 

相反，它卻與同批材料中“禾”作偏旁時的寫法則有諸多相似之處，如： 

穫，寫作“ ”。（《馬王堆帛書·繆和》
③
67） 

秫，寫作“ ”。·(《馬王堆帛書·遣策一》144) 

故左側部件釋“禾”爲確。右側部件清晰無疑，當爲“兑”，此字即是“税”。那麼此句

話即可解釋爲：人們面臨饑餓，是因爲（統治者）收取的食物捐税過多，因此才會產生了饑

荒。如此“ ”改爲“税”，文意驟然清晰可識。 

另，傳世文献《四庫全書·道德經》卷七十五“民之饑，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饑”

和《馬王堆帛書》“人之饑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饑”極其吻合。故傳世文獻的佐證，

更加印證了將其釋作“税”的合理性。 

【 】 

其樂（藥）以鳥□、□□、澤舄（瀉）、～、酸棗。（《馬王堆帛書〔肆〕·養生方》103） 

案：“ ”，圖版作“ ”，若按原字隸定，則爲“ ”。整理者隸作“ ”，疑非是。從

兩漢簡帛異體字的角度審視之，則知此字是“䔹”字的俗寫異體。 

細審圖版，可以清晰地看出此字從艸、足、㒸。故隸作“ ”更符合原貌。然而，此字

                                                        
① 整理者解釋為“敝”，甚是。 
② 該篇尚未公佈，引自《馬王堆簡帛文字編》，陳松長著，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 71。 
③ 該篇尚未公佈，引自《馬王堆簡帛文字編》，陳松長著，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 239。 



又爲什麼是“䔹”字之異體呢？ 

在兩漢簡帛異體字中，因爲“足”與“ ”形近，所以在書寫過程中經常混用。①清楚

了兩漢簡帛異體字形近相訛的規律，也就不難釋出此字當爲“䔹”了。 

另，從文意方面來考察，上引簡文應當爲一劑藥方。因此，“ （䔹）”應該是一種草藥。

據《康熙字典·艸部》：“䔹，草名，似菌。”亦可用于药品。因此，釋“ ”作“䔹”合於

文意。 

整理者認爲應當釋作“朮”。《爾雅·釋草》：“朮，山薊。”郭璞疏：“生平地者名薊，生

山中者名朮。”據《本草綱目》記載，它可以入中藥。所以在文意上可以講通。但是，“ ”

與“朮”在形體、讀音方面都相去甚遠，二者不可能通用。 

【 】 

左師觸龍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攀其～，爲之泣，念其遠也，

亦哀矣。（《馬王堆帛書〔叁〕》194-195） 

案：上引簡文該字圖版作“ ”，若按原字隸定，當作“ ”。從兩漢簡帛異體字的角

度審視之，則知此字是“踵”的俗寫異體。如上所述，形符義近相通是異體字產生的主要原

因之一，簡文“ ”用其形符“止”替換“足”，即屬此類。又聲符音同相通亦是異體字產

生的主要原因，簡文“ ”用其聲符“童”替換“重”，即屬此類。清楚了兩漢簡帛異體字

的“形符義近相通”、“聲符音同相通”規律，便不難釋出此字爲“踵”字的異體了，故釋文

作“ （踵）”爲好。
②
 

【 】 

且五國之主嘗合衡（橫）謀伐趙，疎分趙壤，箸之～竽（盂），屬之祝 （籍）。五國之

兵出有日矣。（《馬王堆帛書〔叁〕》232-233） 

案：上引簡文該字圖版作“ ”，若按原字隸定，當作“ ”。從兩漢簡帛異體字的角

度審視之，則知此字是“盤”的俗寫異體。如上所述，聲符音同相通是異體字產生的主要原

因，簡文“ ”用其聲符“反”替換“般”，即是此類。又，在兩漢簡帛異體字中，觀察角

度不同也是造成異體字出現的原因之一，簡文“ ”用其形符“缶”替換“皿”，即屬此類。 

正如商承祚在《<說文>中之古文考》中說到：“‘槃’以木爲之，則從木；以金爲之，則

從金；示其器，則從皿，其義一也。” 
③
 

【忈】 

古之～明叡知神武。（《馬王堆帛書·繫辭》22）
④
 

案：上引簡文該字圖版作“ ”，若按原字隸定，當作“忈”。整理者將其解釋作

“聰”，疑非是。從兩漢簡帛異體字的角度審視之，則知此字是“仁”字的俗寫異體。 

                                                        
①“歸”寫作“ ”（《長沙東牌樓漢簡》12.2），即是將“ ”與“止”混作“足”。 
② 整理者解釋作“踵”。 
③ 整理者解釋作“盤”，甚是。 
④本篇尚未公佈，參考《馬王堆簡帛文字編》，陳松長著，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 432。 



《說文·人部》：“仁，古文从千、从心。”即：“忎”。在兩漢簡帛異體字中，減省筆畫

是異體字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簡文“忈”當是《說文》古文“忎”上側部件“千”

省去中間一豎所致。清楚了兩漢簡帛異體字簡易性特征，便不難釋出此字爲“仁”了。 

又釋“忈”爲“仁”，字書中已有之。《康熙字典·心部》：“忈，親也，仁愛也。”《漢語

大字典·心部》：“忈，親、仁愛。”讀作“ren”。《五音集韻·真韻》“忈，如鄰切。”皆是此

證。 

另，據傳世文獻《周易·繫辭》，此句爲“古之仁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即：能威服

天下，而不以刑殺而畏服之也。不以刑殺，當然是仁者之舉。故“忈”釋作“仁”合於文意。

著者將此多釋作“聰”，蓋是受“聰明”經常連用的影響。 

但《漢語大字典·心部》解釋之下未出辭例，竊謂不妥，此處《馬王堆帛書·繫辭》簡

22所載“忈”，《漢語大字典》可補錄之。 

【 】 

逢（蜂） （ ） （虺）地（蛇）弗～，攫鳥猛獸弗搏。（《馬王堆帛書〔壹〕·老子》

甲本 36） 

案：上引簡文該字圖版作“ ”，整理者隸作“ ”，疑非是。從兩漢簡帛異體字的角

度審視之，當釋作“螫”。 

細審圖版，此字下側部件不似“皿”，且與同批材料中“皿”作偏旁時的寫法亦不相同，

如： 

醯，寫作“ ”。（《馬王堆帛書〔肆〕·五十二病方》316） 

齍，寫作“ ”。（《馬王堆帛書〔壹〕·經法》11） 

相反，它卻與同批材料中“虫”作偏旁時的寫法卻有極其相似之處，如： 

蜮，寫作“ ”。（《馬王堆帛書〔肆〕·雜療方》66） 

虹，寫作“ ”。（《馬王堆帛書〔肆〕·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圖四） 

另，從兩漢簡帛異體字形成和發展的規律來看，也未有部件“皿”、“虫”相混的例子。

因此，此字當隸作“螫”爲更妥。 

二、兩漢簡帛異體字研究與字義考釋 

整理文獻，除了要進行校勘之外，還要對其進行字義考釋。在兩漢簡帛材料中，由於異

體字眾多，所以要想徹底搞清楚文獻內容，必須將重點放在考釋異體字上。從本質上來說，

對異體字的考釋，首先要找出其所對應的正體字，理清正體和異體之間的源流演變關系；其

次才是探究該字在文獻語境中的意義。因此，對兩漢簡帛異體字的全面整理和研究，必將有

助於更加科學地考鏡漢字源流和探究字義。如： 

【吔】 

濡，以鹽傅之，令牛吔之。（《馬王堆帛書〔肆〕·五十二病方》80） 

案：“吔”，圖版作“ ”，整理者隸作“吔”，甚是。然而，此字當如何解釋？ 



《康熙字典·備考》引《五音篇海》：“吔，音也。又音陀。”《龍龕手鑒·口部》亦有收

錄，曰：“吔，也、陁、誕三音。”兩書均爲釋義。《漢語大字典》儘管予以解釋，但都是從

方言語氣詞的角度進行的，對解決其在本簡中的意思意義不大。下邊我們從異體字的角度來

進行考釋： 

《說文·舌部》：“舓，以舌取食也。从舌易聲。或从也。”即： 。俗作“舐”。又由於

形符“舌”、“口”義近相通，故，此處“吔”當是“ ”變換形符“舌”爲“口”所致。清

楚了“吔”爲“ ”之異體後，其意思便躍然紙上了，“吔”即“舔舐”之義，於簡文甚合。 

《康熙字典》、《龍龕手鑒》、《漢語大字典》等字書都未對“吔”進行釋義，蓋是不明“吔”、

“ ”互爲異體矣。 

【 】  

故不明適（敵）國之制者不可伐也，不知其蓄積不能約，不明其士卒弗先 ，不審其將

不可軍。（《銀雀山漢簡〔壹〕》858-859） 

案：“ ”，圖版作“ ”，整理者隸作“ ”，甚是。從兩漢簡帛異體字的角度審視之，

則知應爲“軙”的異體俗寫。如上所述，在兩漢簡帛異體字中，“攴”、“戈”由於形近經常

相訛，此處“軙”作“ ”即是其例。然而此字又當如何解釋呢？ 

據《康熙字典·阜部》“陳，古文軙”可知，“軙”亦即“陳”字。又“陳”在古文獻

中經常通假作“陣”，如《太平禦覽》引《韓非子》：“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

陣。”而《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則作“陳”。《顏氏家訓·書訓》：“夫行陣之義，取於陣列

耳，此六書爲假借也。”所以，此處“ ”之演變軌跡即爲：陣→陣（假借）→軙（古文）

→ （形近相訛） 

清楚了其源流演變關系之後，由探究“ ”的意義也便簡化爲探究“陣”的意義了。《玉

篇·阜部》：“陣，師旅也。”即軍隊行列。此處“不明其士卒弗先 ”中，“ ”應當活用爲

動詞，即：用兵。故其意思也即是：如果不了解對方士兵的情況的話，就不要貿然用兵。 

【 】 

治心腹大積上下行如虫(蟲)狀大 （恿）方：班（斑） 十枚，地 〈膽〉一枚，桂一

寸，凡三物。（《武威醫簡》44） 

案：“ ”，圖版作“ ”，整理者隸作“ ”，甚是。然而，該字當如何解釋呢？ 

從兩漢簡帛異體字的角度審視之，則知爲“髦”之俗寫異體。如上所述，筆畫減省和部

件移位是兩漢簡帛異體字產生的兩個主要原因，“髦”作“ ”即是此例。清楚了“髦”是

“ ”的正體字之後，由探究“ ”的意義也便簡化爲探究“髦”的意義了。從簡文內容來

看，明顯是一劑藥方。故“ ”當是一種藥材。《爾雅·釋草》：“髦，顛棘。”郝懿行義疏：

“《本草》云：‘天門冬，一名顛勒。’”即一種藥材。表面看來，似乎合於文意，但“斑”又

當如何解釋？徧查字書、醫籍，作藥材時，僅見“髦”單用，未見“斑髦”連用者。可見，

將“斑髦”之“髦”釋作“天門冬”未免過於武斷。 



其實，“斑髦”之“髦”乃“蝥”之同音假借。所以，“斑髦”也就是“斑蝥”，是一種

昆蟲，有黑色硬殼，腿細長，鞘翅上有黄黑色斑紋，能飛，可入藥。正如李時珍在《本草綱

目·虫三》所述：“斑，言其色，蝥，刺，言其毒如矛刺也。” 

因此，只有徹底清楚了“ ”的演變源流：蝥（通假）→髦（減省）→ ，才能對其進

行正確的解釋。 

【 】 

犮（拔）茅茹，以其 。（《馬王堆帛書·周易》2）
①
 

案：“ ”，圖版作“ ”，整理者隸作“ ”，甚是。然而，該字當如何解釋？據傳世

文獻《易·泰卦》“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可知，“ ”當作“彙”講。從字形來看，二者

相去太遠，何以通用？這從兩漢簡帛異體字研究中可以找到線索。 

《爾雅·釋獸》：“彙，毛刺。”郭璞注：“彙，今蝟，狀似鼠。”刑昺疏：“彙，即蝟也，

其毛如針。”即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刺蝟。如，《漢書·賈誼傳》：“反者如蝟毛而起。”《史記·龜

筴傳》：“蝟辱于鵲。”由此可知，“彙”表“刺蝟”一義寫作“蝟”在漢代已經流傳開來。而

“彙”之所以分化作“蝟”，是因爲二者當時讀音相同，添加部件“虫”則是爲了標明該字

的意義類屬。 

以上述“彙”作“蝟”的規律來探究本簡所載“ ”，也應當是“彙”之異體字②
。然而，

何爲從艸？蓋是受簡文“茅茹”一詞影響所致。“茅”，即茅草，如《易·大過》：“藉用白茅，

無咎。”因此，按照從“虫”而出的“蝟”字產生規則，在有關茅草的語境中，“彙”自然可

以產生出從“艸”的“ ”字，這是不奇怪的。 

清楚了“ ”是“彙”字之異體，再來考究其詞義便可做到有的放矢了。《玉篇·胃部》：

“彙，類也。”《太玄·周》：“陽氣周神而返乎始，物繼其彙。”司馬光注曰：“萬物各繼其類

而更生也。”是其例。又將“ ”釋作“類”，於文意亦甚確。簡文“拔茅茹，以其 ”，便

可譯作：拔茅草時，其本末相牽連，因爲其爲同類屬，故如此。 

【 】 

韓、魏不聽則秦伐，齊不聽則燕、趙伐，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 韓、魏以伐齊，

曰：必反（返）宋，歸楚淮北。反（返）宋，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王〈帝〉，

燕、趙之所願也。（《馬王堆帛書〔叁〕》218-220） 

案：“ ”，圖版作“ ”，從辵句聲，整理者隸作“ ”，甚是。然而此字當如何解釋

呢？ 

從兩漢簡帛異體字的角度審視之，則知此字應爲“驅”字俗寫異體。如上所述，在兩漢

簡帛異體字中，造字時所關注角度的不同是異體字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驅”之爲“ ”

即是此類。進一步來說，簡文“ ”是人們由關注動作主體“馬”開始轉向關注動作“逐遣”

                                                        
① 本篇尚未公佈，參考《馬王堆簡帛文字編》，陳松長著，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 33。 
② “ ”，儘管是爲了表示“彙”的其中一個義項而造，由於後世没有通行，所以仍說是“彙”的異體字，
而不是分化字。 



本身所致。又，聲符同音替換亦是兩漢簡帛異體字形成的主要原因，簡文“ ”將聲符“句”

替換“區”即屬此類。清楚了“ ”爲“驅”字之異體後，它的意義便清晰可見了，即：驅

使。 

另，傳世文獻《史記•蘇秦列傳》：“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亦可以從側面驗證

我們結論的正確性。 

三、兩漢簡帛異體字研究與字書編纂 

自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以降，編纂字書便成爲歷代文字學者展現其學術成果的主

要方法。隨着時間的推移，字書收字數量不斷攀升，如《說文解字》收字 9353個，《玉篇》

收字 22726個，《字匯》收字 33179個，《康熙大字典》收字 47035個，《漢語大字典》更是

收字 56000多個，成爲我國空前的一部巨型字典。然而經考證，漢語常用字數量基本上是穩

定的，字書收字不斷增多的原因其實是對異體字收錄範圍不斷擴大造成的。因此，字書收字

數量的不斷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異體字研究的不斷深化。儘管如此，由於時代局限或

編者所擁有的材料有限等原因，大型字書在收錄異體字方面仍有許多不足之處，如：正俗關

系解釋顛倒或僅收字形，但不釋義等。而我們所進行的兩漢簡帛異體字整理和研究，正是注

重對異體字所從之正體的考釋、探明其源流演變。因此，該研究必將進一步完善字書的編纂。

上文對“吔”字的分析即是其例。又如： 

【戎】 

都鄉燕佐戎敢言之。（《孔家坡漢簡·告地書》正） 

案：“戎”，圖版作“ ”。《正字通·戈部》：“戎，，即古左字。”疑非是。 

在兩漢簡帛異體字中，隸定時所本的字形不同是異體字產生的一個主要原因，“ ”、

“戎”即是此例。具體來說，“甲”，甲骨文作“ ”，其作偏旁時，亦作“ ”，

如“戎”
①
，甲骨文寫作“ ”，金文中寫作“ ”，碑刻中寫作“ ”。因此“戎”是本

甲骨文等上述字形隸定而成，從戈從甲，並非像《正字通》所云從古左字。 

另，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收“ ”，而不收“戎”，認爲“ ”是本字，蓋是其誤矣。

《康熙字典》依《說文》，釋“戎，本作 。”亦是其不明正俗也。 

【緡】 

緡周（調）【□□□】魚食之。 緡重餌，大魚食之。（《銀雀山漢簡〔壹〕》638） 

案：“緡”，圖版作“ ”。《康熙字典·糸部》：“緍，按：《說文》緡從昬，昬從民。經

典以唐諱，改昬作昏，緡亦作緍。作緡爲正。”按照這種說法，“緡”作“緍”是避唐朝李

世民諱所致，非是。 

在兩漢簡帛異體字中，形近相訛是異體字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氏”、“民”相混即

屬此類，如“昏”寫作“ ”（《 敦煌漢簡》845）、“抵”寫作“ ”（《額濟納漢簡》

                                                        
① “戎”所從之“”，徐中舒在《甲古文字典·戈部》認爲是象盾形之訛變，並非“甲”，可備一說。 



2002ESCSF1:6）。由此可知，二者相混由來已久，並不發端於唐朝，故《康熙字典》誤矣。

究其錯誤緣由，蓋是對異體字源流考鏡不深所致。 

【㘸】 

㘸焉介山。（《額濟納漢簡》2000ES7SF1:2A） 

案：“㘸”，圖版作“ ”。《康熙字典·土部》：“㘸，古文坐。”疑非是。據《說文·土

部》“W，古文坐”可知，古文“坐”從兩人，爲現在簡體“坐”之滥觴，認爲“㘸”乃古

文，非是。 

在兩漢簡帛異體字中，“㘸”，從死從土，當爲“葬”之異體。何也？《說文·茻部》：

“葬，藏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又《韻學集成》：“葬，或作塟。”故“葬”、

“塟”當爲一組異體字無疑。二者的變化，當是將下方之“艸”改作“土”所致，體現了人

們喪葬觀念的演變。 

又，在兩漢簡帛異體字中，減省筆畫是異體字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塟”之爲“㘸”

即屬此類。進一步來說，上引簡文“㘸”是由“塟”省去了其上側部件“艸”而已。故《康

熙字典》釋“㘸”爲“坐”，大謬矣。 

【 】 

癸丑朔 未。（《居延新簡》EPF22.29） 

案：“ ”，圖版作“ ”。《康熙字典·辛部》：“辛，本作 。《字彙》譌省作辛。”非

是。 

在兩漢簡帛異體字中，增加筆畫是異體字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辛”作“ ”即屬此

類。具體來說，“辛”，甲骨文作“ ”，下側本一橫；《蔡侯尊》作“ ”，下側加一圓點。

事實上，金文在鑄造時多於筆畫某處添加圓點，並非字形所固有。又，《說文·辛部》收“辛”，

並解釋作“从一从䇂”，可見，許氏將其視作本字。所以，據甲骨文、金文、《說文》字形來

看，“辛”當爲正字無疑。作“ ”當爲增筆異體字。因此，《康熙字典》以“ ”爲本字，

謬矣。 

【 】 

半邦而 。（《馬王堆帛書〔壹〕·明君》435） 

案：“ ”，圖版作“ ”。《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

承小月，三日。從月䨣聲。”小篆作“?”，隸作“霸”。兩漢簡帛正體字作“ ”（《馬

王堆帛書〔叁〕·戰國縱橫家書》）。 

在兩漢簡帛異體字中，改換部件是異體字產生的一個主要原因，“霸”作“ ”即屬此

類。其實，“霸”本義爲表月，故其本字從月，如《周書》：“哉生霸。”然而，隨着時間

的推移，“霸”表月之本義不存，主要用來表示與武力相關的行爲、官職，如“霸道”、“霸

王”等。大概也正是由於其主要表示與武力有關的意義，所以後世在書寫時才往往把形符“月”

改作“力”，作“ ”。但《漢語大字典》作爲現代我國收字最多的一部字書，卻未收錄異體



字“ ”，竊謂不妥，當補錄之。 

【 】 

欲獨閉戶 而處。（《張家山漢簡·脈書》24）  

案：“ ”，圖版作“ ”，爲“牖”字之異體字。上文已有論及，故不贅述。《康熙字典》、

《漢語大字典》均收該字，體現了其作爲大型字書的魅力。但兩字書於“ ”字頭之下僅抄

引《說文·片部》“牖，譚長以爲甫上日也，非戶也。牖，所以見日”，並未給出例證。而上

引簡文卻恰是其例，兩字書可補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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