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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我們發現秦簡的偏旁出現了明顯的“偏旁同化”、“偏旁分

化”、“偏旁混用”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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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出土的秦簡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文字使用的原貌，通過考查考釋秦簡中

出現的異體字的使用情況及成因和沿革，能夠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異體字的一個

側面，也能為我們豐富和完善漢字形體發展體系提供依據。 

本文選取了《睡虎地秦墓竹簡》、《龍崗秦墓竹簡》、《周家台秦簡》為主要研

究材料，本文是基於對秦簡異體字窮盡性的分析上做出的結論。根据分析，我們

看出，漢字的異體並不是純粹的隨意性發揮，而是有着其內在規律性的。對這個

規律進行，我們能對秦簡異體字有更深刻的認識。通過分析，我們發現秦簡的偏

旁出現了明顯的“偏旁同化”、“偏旁分化”、“偏旁混用”的現象。下面，我

們將從“偏旁同化”、“偏旁分化”、“偏旁混用”三個方面總結秦簡異體字的

演變條例。 

（一）偏旁同化 

偏旁同化，是指原本不同的構字部件同化為同一書寫形式。偏旁同化現象主

要出現在形體相近的偏旁之間，具體來說，也就是在漢字書寫過程中，有些原本

不同、但形體相似的部件在人們“類化”心理的推動下逐漸寫成同一個形體。秦

簡異體字中偏旁同化的例子有很多，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1．同化為“田” 

田，《說文·田部》：“陳也。樹穀曰田。象四囗。十，阡陌之制也。凡田之

屬皆从田。”秦簡中除偏旁“田”作“田”外，還有許多偏旁或部件寫作

“田”。分析如下： 

（1）源于“ ” 

 ，古窻字。窻，《玉篇》：“俗窗字。”“ ”與“田”意義上相去甚遠，

並無相通之處，此處相混當為字形相近的緣故。秦簡中从“ ”之字多被同化，

如“黑”字，秦簡作： （周家臺秦簡 318）；“繒”字秦簡作： （睡虎地秦簡•

封診式 82）。 

（2）源于“ ” 

 ，象形字。裘錫圭先生認為“ ”象胃形，由於形狀不夠明確，加注了一



個“肉”旁成為“胃”字，大概“ ”本是“胃”的初文，“肉”旁是後來加

上的。可見，“ ”與“田”意義並無相通之處，因字形相近而混。秦簡中从

“胃”字皆被同化，如“渭”字，秦簡作： （睡虎地秦簡•封診式 66）；“謂”

字，秦簡作： （周家臺秦簡 132）。 

（3）源于“囟” 

囟，《說文·囟部》：“頭會，匘蓋也。象形。凡囟之屬皆从囟。” 可見，

“甶”與“田”意義並無相通之處，因字形相近而混。秦簡中以“囟”為部件的

字多被類化為“田”。如：“思”字，秦簡作： （睡虎地秦簡•日甲 63背壹）；

“細”字，秦簡作： （周家臺秦簡 220）；“ ”字，秦簡作： （睡虎地秦簡•

十八種 153）。 

（4）源于“ ” 

“ ”本就是“囟”的變形，秦簡中將“ ”進一步同化為“田”，如

“邋”字，秦簡作： （睡虎地秦簡•日乙 19壹）。 

（5）源于“甶” 

甶，《說文·甶部》：“鬼頭也。象形。凡甶之屬皆从甶。”可見，“甶”

與“田”意義並無相通之處，將“甶”同化作“田”只因二者字形相近。秦簡

中從“甶”之字皆被同化，如“畏”秦簡作： （睡虎地秦簡•日甲 24背貳）。

且从“田”的“畏”字沿用至今。 

（6）源于“口” 

其實秦簡中部件“口”很少同化為“田”，而且“口”顯然比“田”筆畫簡 

潔，將“口”同化為“田”不符合漢字簡化的規律。秦簡中有一處是“口”同化

為“田”的，即“富”字，“富”在秦簡中作：（睡虎地秦簡•日乙 249），“富”

字中本就有構件“田”，這裏將“口”訛寫作“田”，當為受本字中的“田”字

影響類化而成。 

2．同化为“日” 

日，《說文·日部》：“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囗一。象形。凡日之屬皆从

日。”秦簡中除偏旁“日”作“日”外，還有許多偏旁或部件寫作“日”。分析

如下： 

（1）源于“爫” 

“爫”是“爪”的變形。爪，《說文·爪部》：“丮也。覆手曰爪。象形。凡

爪之屬皆從爪。”“爪”在秦簡中並未同化為“日”，而變體“爫”常被同化為

“日”。“爫”與“日”字形並不相近而且意義也不相通，秦簡中將“爫”同化

作“日”，純粹是為了書寫方便。秦簡中“爫”同化作“日”的例子很多，如：

“爭”在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語書 11）；“靜”在秦簡中作： （睡虎地

秦簡•爲吏 6壹）；“辭”在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答問 95）。 



（2）源于“罒” 

“罒”寫作“日”的情況在秦簡中並不多。從“蜀”字的字形我們可以看出

“罒”同化為“日”的情況。“蜀”在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封診式 47）。 

（3）源于“田” 

“田”和“日”都是筆畫簡潔且字形規整的字，所以秦簡中部件“田”一般

不寫作“日”，但是在字形複雜的字中，有些“田”為了書寫方便，簡寫作

“日”，如“彊”字。“彊”字在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爲吏 37壹）。 

（4）源于“囘” 

囘，古文回，象亘回形。“囘”與“日”字形相近，秦簡中將其同化為

“日”，從“垣”字我們可以看出。“垣”在秦簡中作： （周家臺秦簡 327）。 

（5）源于“白” 

白，《說文•白部》：“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陰數。”

小篆作“v”，“白”与“日”字形相近，所以，“白”被同化为“日”。“白”在

秦简中作： （周家台秦簡 242）。另，从“白”之字皆如此，如“皆”字、“者”

字。“皆”在秦简中作： （周家台秦簡 244），“者”在秦简中作： （周家台秦

簡 312）。 

3．同化为“目” 

甲骨文“目”寫作： 。目，《說文•目部》：“人眼。象形。”秦簡中除偏

旁“目”作“目”外，還有許多偏旁或部件寫作“目”。分析如下： 

（1）源于“罒” 

“罒”是“目”的變體。在造字之初“目”為橫寫的，小篆將字形旋轉作 

“v”。“目”作為部件參與造字時，如果處於字的上方或者中間，為了字的協

調多寫作“罒”，但在秦簡中“罒”全都寫作“目”。如：“睘”在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日甲 30 背壹-31 背壹）；“繹”在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

日甲 13背）；“聽”在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答問 107）。 

（2）源于“爫” 

如前文所述，“爫”在秦簡中多被同化為“日”，只有“淫”字中“爫”被

同化成了“目”。“淫”在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語書 3）。“目”與“日”

字形相近，所以，我們推測此處“爫”也應是被同化為“日”，寫作“目”為訛

寫所致。 

（3）源于“田” 

“田”與“目”同為筆畫簡潔且字形規整的字，秦簡中部件“田”一般不寫

作“目”，只有“翼”字中出現了同化作“目”的情況。“翼”在《睡虎地秦簡》



中出現了 9 次，其中八次作“翼”，只有一次寫作“ ”。“翼”當為當時通俗

的寫法，此處“ ”當為受同批簡其他字影響產生的訛寫現象。 

4．同化为“ ” 

（1）源于“臾”  

臾，《說文·申部》：“束縛捽抴爲臾。从申从乙。”“臾”筆畫繁瑣，在秦

簡中作為偏旁參與構字時常被同化為“ ”。以“貴”字為例，“貴”在秦簡中

作： （睡虎地秦簡•日甲 15背壹）。 

（2）源于複雜結構 

这一类字主要体现在“婁”字上。婁，《說文•女部》：“空也。从母、中、

女，空之意也。一曰婁，務也。”“婁”本為會意字，其中“母”為象形字，結

構複雜，隸定時因字形相近且筆畫規範，將上半部分寫成“ ”。从婁之字皆如

此，如：“樓”在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爲吏 22叁）；“僂”在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日甲 70背）。 

5．同化为“月” 

月，《說文·月部》：“闕也。大陰之精。象形。凡月之屬皆从月。” 秦簡中

除偏旁“月”作“月”外，還有許多偏旁或部件寫作“月”。分析如下： 

（1）源于“舟” 

舟，小篆作： ；月，小篆作： 。“舟”與“月”因為字形相近，所以造

成了混寫。秦簡中“舟”同化為“月”的情況是指的“朝”字以及从“朝”之

字。朝，《說文•倝部》：“旦也。从倝舟聲。”其实，甲骨文“朝”字右旁从月，

西周前期金文“廟”字所从的“朝”也有从“月”之例，小篆誤。“朝”在秦簡

中作：朝莫食。 （周家臺秦簡 245）。 

（2）源于“夕” 

夕，《說文·夕部》：“莫也。从月半見。凡夕之屬皆从夕。”“夕”與“月”

意義本就是相關的，且字形也有聯繫。秦簡中从“夕”字皆同化為“月”，如：

“夢”和“夙”。夢，小篆作“Y”，在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日乙 191

壹）；夙，小篆作“Y”，在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日甲 79背）。 

（3）源于“骨” 

骨，从冎有肉，小篆作“”。偏旁“肉”本作“月”字，小篆作“g”，

所以“骨”與“月”意義相關。且二者都常作為表義構件參與構字，在構字中兩

者可以互換，因“月”字形更加簡潔，所以，“骨”常有被同化為“月”的情況，

例如“體”字。“體”在秦简中作： （睡虎地秦簡•答問 79）。 

（4）源于“丮” 

丮，《說文·丮部》：“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凡丮之屬皆从丮。”“丮”小



篆作“N”，與“月”字形並不相近，在秦簡中受同字內“月”的影響而被同化

為“月”，如“羸”字。“羸”小篆作“�”，在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十

八種 194）。“丮”受左邊的“月”影響也同化為“月”。 

（二）偏旁分化 

偏旁分化，是指原本相同的構字部件分化為不同的書寫形式。偏旁分化与偏 

旁同化是同时发生的。在古文字向今文字演變的過程中，漢字的方塊屬性日益凸

顯，比如漢隸將豎長的古文字隸定成扁方形。而這種方塊屬性更加講究漢字形體

的平衡性，因此，它制約了構成漢字的各部件的書寫面積，潛在地推動了漢字所

含的某些部件的變形，這就造成了一些原本相同的構字部件由於字形搭配等其他

原因而產生分化。舉例如下： 

1.“辵”的分化 

“辵”的隸變途徑有兩條：一條是將“辵”隸變作“辶”，如造、通等；另

一條是：將“辵”分寫成“彳”和 “止”，如徒、徙等。由此，左右結構的字

多變作半包圍結構。“辵”隸變作“辶”的過程中，先是將“辵”的下半部分

“止”右移，將原來的“辵”變成了“彳”，為了書寫的方便，再將“彳”與

“止”寫成了“辶”，形成了隸書中的半包圍結構。“徒”和“徙”便是不完全

隸化形體的保留。這兩種情況在秦簡中都有所體現，舉例如下： 

（1）分化為“辶” 

“造”在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答問 113）。“造”本字左形右聲，秦

簡中“造”的示音構件“辵”中的“止”最後一筆拉長，將示音構件“告”包

住，從而形成半包圍結構，但此時的“辵”並未隸化為“辶”，後世隨着“辵”

的簡寫，慢慢才隸化為“辶”。 

（2）分化為“彳” 

“徒”在秦簡中作：（龍崗秦簡 197），將“辵”的“止”右移，進而將“辵” 

分寫成“彳”和 “止”，從而變成了左右結構的字。 

2.“水”的分化  

水，《說文•水部》：“水，凖也。北方之行。象眾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气也。”

小篆作“l”。作為独體字單独使用，或作偏旁且位於漢字右側時，寫作“l”，

但是在汉字演变过程中“水” 

其實，在秦簡異體字中，還有部件本是“水”者，而分化為了其他不同的形

體。如： 

（1）分化為“氵” 

“水”作偏旁且位於漢字左側時，在秦簡中大都寫作“l”。如：“溫”在

秦簡中作： （周家臺秦簡 317）；“治”在秦簡中作： （周家臺秦簡 254）。



但是，秦簡中也有好多以“水”為偏旁的字將水寫作“氵”，如：“河”在秦簡

中作： （龍崗秦簡 82）；“塗”在秦簡中作： （周家臺秦簡 352）。 

（2）分化為“冫” 

“冫”本作“仌”，今文作“冰”，與“水”意義相關，且隸化後字形相近。

秦簡中分化為“冫”的代表字是“盜”字。盜，《說文·㳄部》：“私利物也。从

㳄，㳄欲皿者。” 㳄，从欠从水，小篆作“ ”，秦簡中將“水”省寫為兩點。

“盜”在秦簡中作： （龍崗秦簡盜 137）。 

（3）分化為“ ” 

“ ”為將“水”橫寫形成的變體，“ ”並未改變小篆的形體，只是改 

變了書寫的角度。例如“益”字。益，從水、皿，小篆作“益”，秦簡中作：

（周家台秦簡 310）。 

3.“爪”的分化 

爪，《說文·爪部》：“爪，丮也。覆手曰爪。象形。”小篆作“r”。作為独

體字單独使用或者作偏旁且非處於漢字上方時，寫作“爪”，如“爬”。在秦簡中

“爪”分化為“爫”和“日”。 

（1）分化為“日” 

在“同化為‘日’”的條例中我們已經詳細分析了“爪”同化為“日”的情

況，此處不再贅述。 

（2）分化為“爫” 

“爪”作偏旁且位於漢字上方時，寫作“爫”，秦簡中“爫”大多數都寫作 

“日”，但是也有少數寫作“爫”的情況，如“受”字。“受”小篆作“S”，

在秦簡中作： （龍崗秦簡 148）。 

（三）偏旁混用  

偏旁混用，是指幾個原本不同的構字部件在書寫過程中經常混用的現象。具

體來說，在古文字向今文字演變的過程中，漢字的象形模式被徹底打破，代之以

簡單易寫的筆畫。而筆畫的簡練、筆勢的變異以及今文字易於草寫的特點又是導

致漢字形體之間區别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一些原本彼此不同的偏旁部件在

漢字書寫時經常混用。秦简異體字中偏旁混用的例子也有很多，如： 

1．“厂”與“广”的混用 

广，《說文·广部》：“广，因廣爲屋，象對剌高屋之形。”即依山崖建造 

的房屋。厂，《說文·厂部》：“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可見，二者都表

示山崖人可居之處。所以，“广”、“厂”除了形體相似之外，其意義也有可通

之處。所以，形符“广”、“厂”之間經常混用。如： 



“原”字小篆作“S”，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答問 196）。 

“磿”字小篆作“x”，秦簡中作： （周家臺秦簡 132）。 

2．“宀”與“冖”、“穴”的混用 

“宀”與“冖”因字形相近經常混用。如：“宜”字小篆作“[”，秦簡中 

作： （睡虎地秦簡•十八種 185）。穴，《說文》：“土室也。从宀八聲。”宀，

《說文》：“交覆深屋也。象形。”二者不僅字形相近，且都有表示房屋的含義，

所以經常混用。如：“窮”字小篆作“z”，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爲吏

2三）。 

3．“殳”與“攴”的混用 

殳，小篆作“k”，《說文•殳部》：“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 

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車旅賁以先驅。’从又几聲。凡殳之屬皆从殳。”攴，

小篆作“ ”，《說文•攴部》：“小擊也。从又卜聲。凡攴之屬皆从攴。”可見，

“殳”與“攴”都有以手持物擊打義。林义光在《文源》中也说：“古（殳）象

手持殳形，亦象手有所持以治物。故从殳之字與又攴同意。”所以，“殳”與“攴”

因为意義相通且字形相近而經常混用。例如： 

“殽”字小篆作“殽”，秦簡中作： （周家臺秦簡 354）。 

4.“支”與“攴”的混用 

支，《說文•支部》：“e，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攴，小篆作“ ”，  

《說文•攴部》：“小擊也。从又卜聲。凡攴之屬皆从攴。”“支”與“攴”都有

以手持物之義，可見，“支”與“攴”是因为意義相通且字形相近而經常混用。

如：“鼓”字小篆作“?”，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爲吏 22肆-23肆）。 

5．“攴”與“又”的混用 

攴，《說文·攴部》：“ ，小擊也。从又卜聲。”又，《說文·又部》： “S，

手也。象形。”二者字形相近，在簡帛文献中，“又”與“攴”經常混用。如：        

“變”字小篆作“?”，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語書 5）。 

“更”字小篆作“f”，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十八種 109）。 

“祭”字小篆作“y”，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日乙 155）。 

6．“寸”與“又”的混用 

寸，《說文·寸部》：“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 ，謂之寸口。从又从一。 

凡寸之屬皆从寸。”又，《說文·又部》：“S，手也。象形。”可見，“又”與

“寸”在形義相近，故經常相混。如： 

“叔”字小篆作“S”，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答問 153）。 

“奪”字小篆作“Y”，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雑抄 37）。 

“守”字小篆作“[”，秦簡中作： （龍崗秦簡 44）。 



7.“夭”與“又”的混用 

夭，《說文·夭部》：“Y，屈也。从大，象形。” 又，《說文·又部》：“S， 

手也。象形。”二者字形相近，在簡帛文献中，“夭”作為偏旁位於字的左上方時

經常與“又”混用。如： 

“驕”字小篆作“”，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日甲 102正貳）。 

“橋”字小篆作“j”，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封診式 37）。 

8.“尤”與“又”、“寸”的混用 

尤，《說文·尤部》：“\，異也。从乙，又聲。”朱芳圃《殷墟文字釋叢》：

“蓋尤為初文，从又、一。又，手也；一，指贅疣”。字之結構與‘寸’相同。”

“寸” 與“又”字形也相近，可見“尤”與“又”、“寸”字形相近而混用。

如： “就”字小篆作“\”，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日甲 56正三）。 “稽”

字小篆作“z”，秦簡中作： （睡虎地秦簡•爲吏 5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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