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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大詞典》修訂一定要高度重視簡帛語料 

張顯成（西南大學文獻所/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 
 
 
 

語料是辭書編纂的基礎，如果漏掉了某些重要語料，則必然嚴重影響辭書質量。以下以簡帛語

料爲對象，分“簡帛語料極爲豐富”和“簡帛對語文辭書編纂具有重大價值”兩個話題，來簡要談

談辭書編纂一定要高度重視簡帛文獻，並提出對《漢語大詞典》（第二版）修訂的有關建議。 
 

壹、簡帛語料極爲豐富 

    《漢語大詞典》（第一版）在吸收新文獻材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值得充分肯定，但還做得不夠，

僅以出土簡帛文獻爲例，《大詞典》（第一版）“部分使用”了“《馬王堆漢墓帛書》等”，但與出土簡

帛的巨大數量相比，則大相徑庭。 
    《漢語大詞典》（第二版）的《編纂修訂方案》（徵求意見稿）在“補充新發現的文獻資料”條

下的“（3）新出土考古文獻”下說： 
 

    《漢語大詞典》（第一版）出版之後，1993 年出土的《郭店楚簡》（文獻 16 篇）、1996 年出

土的《長沙吳簡》（有數百萬字的三國時期的民間賬簿名冊①）是我國 20 世紀 90 年代考古工作

的重大發現。即使是《大詞典》（第一版）已經部分使用的《馬王堆漢墓帛書》等，也還有可補

充詞目、義項和書證者。 
 

由以上可看出，《編纂修訂方案》（徵求意見稿）對簡帛文獻很不熟悉，所言遺漏了簡帛文獻十

之八九。現已出土的簡帛簡牘帛書出土地點遍佈全國各地，數量巨大，據本人粗略統計，出土簡牘

帛書已達 120 多起，數量可觀者也有 70 來起，簡牘帛書的數量总共達 24 萬枚（件）左右，總字數

達 700 萬左右。這一數字是十分驚人的，是原來完全想像不到的。並且，簡帛還將繼續不斷地出土

問世，僅從文字數量上說，它將進一步與傳世的先秦兩漢文獻相互妍美，並有可能相當。下面，列

舉上所言《郭店楚簡》《長沙吳簡》《馬王堆漢墓帛書》以外的一些大宗重點簡帛文獻材料，以說明

《方案》遺漏了大量簡帛文獻（以下作者項略，以節省篇幅）： 

    1．子彈庫楚帛書。可見：《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1985 年版；《楚帛書》，（香

港）中華書局，1985 年版；《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中華書局，1993 年版。 

    2．信陽楚簡。可見：《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 年版。 

    3．望山楚簡。可見：《望山楚簡》，中華書局，1995 年版。《江陵望山沙塚楚墓》，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 

4．曾侯乙墓竹簡。可見：文物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的《曾侯乙墓》一書中的《附錄一曾侯乙墓

竹簡釋文與考釋》。 

5．九店楚簡。可見：科學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的《江陵九店東周墓》，和中華書局 2000 年出版

的《九店楚簡》。 

6．包山楚簡。可見：《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版。 

                                                        
①
 此“民間賬簿名冊”之說不確，與《三國吳簡》內容不相合。走馬樓簡的內容十分豐富，絕非僅爲“民間賬簿名冊”，

從現已釋讀的部分來看，主要是長沙郡與臨湘侯國（縣）的地方文書檔案，大致可分為：嘉禾吏民田家莂，司法文書，

黃簿民籍，名刺，簽牌，納稅、各種賦稅與出入倉庫（關邸閣）的簿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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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可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已出版9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013 年版。 

8．清華大學藏楚簡。可見：《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已出版 3 函，中西書局 1010——2013 年

版。 

9．新蔡葛陵楚簡。可見：《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 年出版。 

10．睡虎地秦墓竹簡。可見：《睡虎地秦墓竹簡》（8 開精裝本），文物出版社，1990 年版。 

11．龍崗秦墓竹簡。可見：《龍崗秦簡》，中華書局，2001 年版。 

12．周家台秦簡。可見：《關沮秦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01 年版。 

13．放馬灘秦簡。可見：《放馬灘秦簡》，文物出版社，2009 年版。 

14．嶽麓書院藏秦簡。可見：《嶽麓書院藏秦簡》，已出版 3 函，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0——2013

年版。 

15．居延漢簡。可見：《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 年版。《居延汉简补编》，（台湾）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九十九，1998 年版。 

16．居延新简。可見：《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 年版。 

17．肩金關漢簡。可見：《肩金關漢簡（壹）》，中西書局，1010 年版。新近將陸續公佈其餘部分。 

18．額濟納漢簡。可見：《額濟納漢簡》，廣西師範大學，2005 年版。 

19．敦煌漢簡。可見：《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 年版。 

20．武威漢簡。可見：《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1964 年版。 

21．銀雀山漢墓竹簡。可見：《銀雀山漢墓竹簡〔壹〕》（8 開精裝本），文物出版社，至今已出版

2 函，分別爲 1985 年版、2010 年版。 

22．武威漢代醫簡。可見：《武威漢代醫簡》，文物出版社，1975 年版。 

23．定縣漢簡。可見：《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1997 年版。《文物》1981 年 8 期

所載二文：《〈儒家者言〉釋文》；《〈儒家者言〉略說》。 

24．馬王堆漢墓帛書。《漢語大詞典》（第一版）只用了其中一小部分材料，且後來又公佈了大

量材料，如：《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以

下出處略，以節省文字）有關《周易》的材料：《繫辭》，《二三子問》、《易之義》、《要》、《繆和》、《昭

力》。兵書《刑德〉》。《相馬經》。天文學材料《五星占》。數術材料《式法》、《陰陽五行》甲乙篇、《出

行占》、《天文氣象雜占》；等等。 

25．阜陽漢簡。可見：《阜陽漢簡〈蒼頡篇〉》，《文物》1983 年 2 期。《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阜陽漢簡〈萬物〉》，《文物》1988 年 4 期。 

26．江陵張家山漢簡。可見：《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 年版。 

27．尹灣漢簡。可見：《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 年版。 

28．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可見：《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 年版。 

29．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可見：《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 年版。 

30．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可見：《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

文簡牘》，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年版。 

即將公佈問世大宗簡帛也不少，如： 

31．慈利楚簡。 

32．九連墩楚簡。 

33．湖南虎溪山漢簡。 

34．里耶秦簡。 

35．北京大學藏秦簡、漢簡。 

36．王家台秦簡。 

37．張家山三三六、三二七號漢墓竹簡。 

38．印臺漢墓簡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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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郴州苏先桥晋简。 

40．周家大院漢墓簡牘。 

41．敦煌馬圈灣漢簡。 

42．懸泉漢簡（3 萬來枚）。 

43．虎溪山漢簡。 

44．走馬樓漢簡。 

以上還有不少非大宗簡帛未言及，如李均明、何雙全二位的《散見簡牘合輯》（文物出版社，1990

年版），所刊散見簡牘就達 44 種，其中較大宗者爲 29 種。 

總之，以上所舉充分說明《編纂修訂方案》（徵求意見稿）對簡帛文獻很不熟悉，所言遺漏了簡

帛文獻十之八九。 

 

 

貳、簡帛對語文辭書編纂具有重大價值
②
 

現有辭書所涉及的文獻材料，大都囿於傳世典籍，若我們能從前人未怎麽涉及的材料中去下手，

或許會有所獲。出土簡牘帛書是長期埋在地下而後被發現的文獻，它未經後人傳抄刊改“校勘”，

保留原貌的程度很高，具有極強的語言真實性（authenticity），並且內中有大量的當時人記當時事

的文獻，口語性很強，完全就是當時活語言的記錄，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所以，只要是保存基本

完好，文字音義清楚，文意清楚明白的簡帛材料，就應該成爲辭書編纂的文獻材料而加以充分利用，

這必然會有利於辭書編纂。下面，筆者根據自己平時閱讀秦漢簡帛文獻之體會，僅就其中的詞彙現

象分五部分以說明之。
③
 

 

─、辭書書證補闕例 

前人及時賢編纂辭書，大都根據古代的辭書建立義項，然而，有一些義項，編纂者儘管下了很

大功夫，搜集了很多資料，但往往也未能爲之找到用例。王力先生在《理想的字典》中曾說：“這

樣沒有例證，就不知道它們始見於何書（字典舉例，向來以始見之書爲限……），也就不知道它們是

什麽時代的産品。這是極艱難的工作，但是，字典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決不能達到最高的理想。”
④

而簡帛文獻正可以爲不少這類無書證者補上書證。例如： 

浚：挹取。 

（1）《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309：（治爛者方）“煮秫米期足，纔孰（熟），浚而熬之，令

爲灰，傅（敷）之數日。乾，以汁弁之。”期足，以夠用爲度。 

（2）又 193：“取馬矢觕（粗）者三斗，孰析，沃以水，水清，止，浚去汁……。” 

（3）《馬王堆帛書·養生方》176：“（以上五物皆粉碎，）入酒中一日一夜，浚去其 （滓）”。 

（4）《武威醫簡》17-18：“治百病膏藥方：蜀椒一升，付子廿果（顆），皆父（）【咀】；豬

肪三斤。煎之五沸，浚去宰（滓）。有病者取大如羊矢，溫酒飲之。日三、四……。” 

案：“浚”本義爲“挹取”，《說文·水部》：“浚，抒也。”段注：“抒者，挹也，取諸水中

也。”而歷來爲人們只找到其引申義“疏浚”之書證。“浚”之本義不光在以上諸書中多次出現，

而且還與“取”（獲取）組成了聯合式複合詞“浚取”，更明確地表示“挹取”這一意義。如：《五

十二病方》34：“傷而頸（痙）者，以水財煮李實，疾沸而抒，浚取其汁，寒和，以飲病者。”以

水財煮李實，以水煮適量的李子。又 173-175：“（以上二物）合撓，三分之，以水一斗半【煮一】

分，孰（熟）去滓，有（又）煮一分，如此以盡三分。浚取其汁……飲之。”又 168：“以水一斗煮

                                                        
②
 以下是本人發表於《辭書研究》1998 年 1 期的《簡帛文獻對辭書編纂的價值》一文內容，此有所修改。 

③ 關於本文引例所用簡帛及其簡稱和成書時代，請詳拙著：《簡帛文獻學通論》，中華書局，2004 年版；《簡帛文獻論

集》附錄《已刊佈簡帛及其成書時代》。再，限於篇幅，例句儘量不贅引。 
④
 可見《龍蟲並雕齋文集》頁 371，中華書局，198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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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種一斗，浚取其汁，以其汁煮膠一廷（梃）半。”這裏需要說明的是，“浚取”一詞諸辭書失收。 

吙：吐氣；也指發出吐氣聲。 

（1）《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91：（治蚖咬方：）吙：‘ （嗟），年， 殺人今茲。’有

（又）復之。”此方與下方並爲祝由方。 

（2）又 96：“賁（噴）吙：‘伏食，父居北在，母居南止，同產三夫，為人不德。’已。不已，

青傅之。”噴吙，同義連用，均指噴吐氣息。青，銅礦石的一種，可治蛇毒。 

（3）《馬王堆帛書·天下至道談》50：“五言〈音〉：一曰候（喉）息，二曰椯（喘）息，三曰

纍哀，四曰疢（吙），五曰齘。”五音，指房中女性發出的生理性反應的五種聲音。齘，牙齒摩切發

出聲音。 

（4）《馬王堆帛書·養生方》203：“（女性房中之音：）“一曰疢（吙）……。” 

案：《玉篇·口部》：“吙，呼氣。”《集韻·平戈》：“吙，吐氣也。”吐氣則有聲，故又指“發

出吐氣聲”，《篇海類編·身體類·口部》：“吙，吐氣聲。”以上前兩例爲“吐氣”，後兩例爲“發

出吐氣聲”。 

  枚：收。 

《馬王堆帛書·十問》4-5：“（房中養生氣功操練，）翕毋過五，致之口，枚之心，四輔所貴

（歸）。”
⑤
 

案：翕，吸也，此指采接女性陰氣。“枚之心，四輔所歸”意即：將所采陰氣收之於心，再把

周身四肢（四輔）的精氣收歸回來。“收”之“枚”與“樹幹”之“枚”各爲一詞，只文字符號相

同而已。《廣雅·釋詁三下》：“枚，收也。”此訓歷來難以找到用例，故連王念對是否有此詞都表

示懷疑，正如帛書整理小組注：“王念孫《廣雅疏證》認爲‘諸書無訓枚爲收者，枚當爲救字之誤

也’。簡文‘枚’字訓‘收’適合，可證王說不確。” 

𢆞：量詞，相當於“束”。  

（1）《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182：“取蠃（蝸）牛二七，薤一 （𢆞），并以酒煮而飲之。”

薤，一種草本植物。 

（2）《馬王堆帛書·養生方》149：“萆薢、牛膝各五 （𢆞），囗莢、桔梗、厚囗二尺。”萆

薢、牛膝，並爲草本植物。 

（3）又 85-86：“ （菻）本二斗半，潘（礬）石三指最（撮）一，桂尺者五廷（挺）囗囗囗

囗囗之菩半囗囗者一 （𢆞）。” 

案：《說文·束部》：“𢆞，小束也。”故可引申爲量詞，《玉篇·干部》：“𢆞，禾十把也。” 

涅：化，變。 

《馬王堆帛書·經·前道》133 下-134 上：“道有原而無端，用者實，弗用者雚（華）。合之而

涅於美，循之而有常。古之賢者，道是之行。” 

案：《方言》卷三：“涅，化也。燕、朝鮮洌水之間曰涅，或曰譁。雞伏卵而未孚，始化之時謂

之涅。”《廣雅·釋詁三上》：“涅，匕也。”此段講的是“道”，“合之而涅於美”意即：合於道

的就變得美好。 

脫：消瘦。 

（1）《馬王堆帛書·天下至道談》25-26：“不能用八益、去七孫（損），則行年卌而陰氣自半也，

五十而起居衰，六十而耳目不葱（聰）明，七十下枯上涗（脫），陰氣不用，淉（灌）泣留（流）出。”

八益、七損，分別指男性在房事活動中，有八種行爲有利於養生，有七種行爲有損于健康。陰氣不

用，灌泣流出，指性能力喪失，涕淚流淌。 

（2）居延新簡《甘露二年御史書》74.E.J.TV:1-3：（通輯奴婢麗戎；）“爲人中狀，黃色，小

頭，黑髮，隋（橢）面，拘頤，常戚額，如顓狀，身小長，託（脫）瘦少言。”甘露二年，公元前

52 年。拘頤，面容不展。顓，老實，拘謹。 

案：《說文·肉部》：“脫，消肉之臞，臞之甚者也。”《說文·肉部》：“臞，少肉也。”以上

                                                        
⑤ 本文所言“《十問》”，均指馬王堆漢墓帛書的“《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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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例，“下枯（枯瘦）上脫”，“下”與“上”、“枯”與“脫”分別相對，“脫”之“瘦”意

甚明。第二例，託，透母，鐸部；脫，透母，月部，二字聲同韻對轉。“脫瘦”同義連文，“脫”

之意亦甚明。“脫”這一本義歷來難以找到書證，故段注只能說：“此義少有用者。” 

齘：牙齒摩切發出聲音。 

（1）《馬王堆帛書·天下至道談》50：“五言＜音＞：一曰候（喉）息，二曰椯（喘）息，三

曰纍哀，四曰疢（吙），五曰齘。” 

（2）又 64：“（五音之因：）齘者，身振寒＜動＞，置已而久。”已，甚也。 

（3）《馬王堆帛書·合陰陽》126：“（五音之因：）“齧（齘）者，身振動，欲人之久也。” 

案：齧，疑母，月部；齘，匣母，月部。二字並爲喉音，韻同，故得相通。《說文·齒部》：“齘，

齒相切也。”相切則常有聲，故可引申指牙齒摩切發出聲音，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三

蒼》：“齘，鳴齒也。”  

忠：正直。 

（1）《馬王堆帛書·縱橫家書》39-40：“（蘇秦自齊獻書於燕王：初，齊）召臣，臣欲毋往，

使齊棄臣。王曰：‘齊王之多不忠也，殺妻逐子，不以其罪，何可怨也。’故強臣之齊。” 

（2）又 38：“（蘇秦爲燕間仕齊，人有惡言之于燕王者，蘇秦獻書于燕王以辯白：）今齊有過

辭，王不諭（喻）齊王多不忠也，而以爲臣罪，臣甚懼。”過辭，指對燕的過分無理之辭。喻，明

曉。 

案：《說文·心部》：“忠，敬也，盡心曰忠。”（依段注訂改）故可引早爲“正直”，《玉篇·

心部》：“忠，直也。” 

州：肛門。 

（1）《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263：“人州出不可入者，以膏膏出者，而到（倒）縣（懸）

其人，以寒水戔（濺）其心腹，入矣。”膏膏，前者爲名詞，後者爲動詞。 

（2）《馬王堆帛書·十問》62-63：“（養生之法：）一曰垂枝（肢），直脊，橈（撓）尻；二

曰疏股，動陰，縮州。” 

（3）《馬王堆帛書·天下至道談》33-34：“治八益：旦起起坐，直脊，翕周（州），通氣焉，

曰治氣。飲食，垂尻，直脊，翕周（州），通氣焉，曰致沫。先戲兩樂，交欲爲之，曰智（知）時。

爲而耎脊，翕周（州），抑下之，曰蓄氣……。” 

案：《爾雅·釋畜》：“白州驠。”郭璞注：“州，竅。”刑昺疏：“謂馬之白尻者，名驠。”

《廣雅·釋親》：“州，臀也。”王念孫疏證：“《內則》：‘鼈去醜’鄭注云：‘醜謂鼈竅也。’

‘醜’與‘州’聲近而義同。‘豚’與‘州’聲亦相近。《玉篇》：‘豚，尻也。’”《山海經·北

山經》：“有獸焉，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郝懿行箋疏引王引之曰：“‘川’似當爲‘州’字，

形相近而誤。”也就是說，歷來“州”之“肛門”意均末找到貼切用例。上例之“州出”，即“脫

肛”；“縮州”、“翕州”，即“收緊肛門”。 

  瘛：解，開。 

《馬王堆帛書·合陰陽》125：（五音之因：）“瘛息者，內急也。” 

案：“瘛”爲方言詞（今音 chì），《方言》卷十二：“瘛，解也。”《後漢書·任李厲邳劉耿傳

贊》：“任、邳識幾，嚴城解扉。”李賢注：“解，猶開也。”瘛息，爲女性房中之音，意即：（發

出）放開喉嚨大肆呼吸（的聲音）。 

  揬：揩。 

《張家山漢簡·引書》14：“窮視者，反者（錯）手北（背）而俯，後雇（顧）踵。則比者，

反昔（錯）手北（背）而卑（䫌）揬肩。”此段講導引術。 

案：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五引《字書》曰：“揬，揩也。”反錯手背而□揬肩，即：雙手相

交，反背於後，傾首以揩肩。 

  諳：大聲。 

《馬王堆帛書·德聖》454-456：“聖【之】 （諳）然者， （奕）然者，發揮而盈天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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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天知也。知人道曰知（智），知天道曰聖。聖者聲也。聖者知（智），聖之知（智）知天，其事

化翟（燿），其胃（謂）之聖者，取諸聲也。知天者有聲，知其不化，知（智）也。”知其不化，意

即：知曉天道不變。 

案：《玉篇·言部》：“諳，大聲也。”此段以樂聲喻聖德，言聖德金聲而玉振之，宣振於世。

“諳然”與“奕然”意同（均大貌），均指聖德宣振洋溢貌，即大聲貌。 

  扒：分，分開。 

《馬王堆帛書·經·成法》121 上-122 上：“黃帝曰：‘請問天下猶有一乎？’力黑曰：‘然。

昔者皇天使馮（鳳）下道一言而止。五帝用之，以朳（扒）天地，【以】楑（揆）四海，以壞（懷）

下民，以正一世之士。夫是故讒民皆退，賢人減（咸）起，五邪乃逃，年（佞）辯乃止。循名復一，

民無亂紀。”一，道也。《韓非子·楊權》：“用一之道，以名爲道。”帛書下文行 122 上有：“一

者，道其本也。”鳳，此指上帝使者，殷墟卜辭有祭“帝史（使）鳳”之文。 

案：《廣雅·釋詁》：“扒，擘也。”王念孫疏證：“卷一云：’擘，分也。’扒之言別也……

捌與扒同。《說文》：‘八，別也。’義與扒亦相近。”又，《釋言》：“擘，剖也。”此段論“道”

的偉大力量和作用。“五帝用之，以扒天地，以揆四海”意即：五帝用道，以分混沌，別天地，治

天下。 

：粥凝，凝固。 

《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327：“（治小腿燒傷方：）取無（蕪）夷（荑）中核，冶；豶膏

以 。熱膏沃冶中，和，以傅（敷）。”冶，粉碎藥物。豶，閹割的公豬。 

案：《集韻》：“ ，粥凝。”自然可泛指凝固。此方意爲：取蕪荑中核，粉碎之；取閹豬油已

凝固者。把閹豬油加熱融化，澆在粉碎了的藥物中，摻和，以之敷於傷處。 

 

二、辭書書證補晚例 

王力先生曾說：“我們對於每一個語義，都應該研究它在何時産生，何時死亡。雖然古今書籍

有限，不能十分確定某一個語義必系産生在它首次出現的書的著作時代，但至少我們可以斷定它的

出世不晚於某時期。”
⑥
“如果史料不是僞書的話，某義始見於某書，雖不能說它就在某書産生的時

代同時産生，至少可以說距離那時代不會早很多。”
⑦
這充分說明了追溯詞語或語義産生的源頭的重

要性，也充分說明瞭辭書選取最早書證的重要性。《康熙字典》的書證，是以“始見書”爲標準的，

後來的辭書也大都准此，例如《辭源》、《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等即然。然而，今以簡帛文

獻來看，儘管前人及時賢編纂辭書，下了很大功夫，搜集了很多資料，但所列書證卻不一定都是“始

見書”，甚至有些晚了一兩千年。此類例子甚多，以下以《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二書之書

證最早者爲主要參照系，僅舉幾例以見一斑： 

主治：主管治療。 

此詞謝觀《中國醫學大辭典》竟未收。《漢語大詞典·丶部》：“主治：指藥物的主要療效。”

書證爲明王世貞《〈本草綱目〉序》：“次以氣味、主治、附方，著其體用。”此釋義不全，將“主

管治療”這一更主要的義項漏掉了，且此義今語也極常用（如：“×藥主治×病”；“主治大夫”）。

《中文大辭典·丶部》：“主治：主要治療。又，藥之主要效能。”所釋近是，然書證仍爲王世貞文。

僅以此爲准，與簡帛文獻相比，也晚 2000 千年： 

（1）《馬王堆帛書·陰陽炙經乙》3：“是動則病：心與脅痛，不可以反則（側），甚則無膏，

足外【反，是】爲陽厥，是少陽脈主治．．。” 

（2）《馬王堆帛書·陰陽炙經甲》50-51：“是動則病：耳聾煇煇朜朜，嗌穜（腫），是耳眽（脈）

主治
‧‧

。” 

此詞不光在簡帛中甚夥，在傳世典籍中也多見。如：《黃帝內經·素問·藏氣法時論篇》：“合

                                                        
⑥
 《新訓詁學》，可見《龍蟲並雕齋文集》頁 321。 

⑦
 《理想的字典》，可見《龍蟲並雕文集》頁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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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冶．．……心主夏，手

少陰、太陽主治．．……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腎主冬，足

少陰、太陽主治．．。”按中醫理論，春、夏、秋、冬分屬木，火、金、水，故言。 

主：主象，預示，預兆。 

《漢語大詞典·丶部》：“主”：“⒂預示，預兆”。書證爲宋·范仲淹文。比之于簡帛文獻，

晚 1500 年： 

（1）《馬王堆帛書·脈法》80-81：“相脈【之道】……【它脈】盈，此獨虛，則主．病。它脈汩，

此獨囗，則主．【病】。它脈【靜，此獨動，則主．病】。”此謂以脈診病，“主病”即“主象有病”。 

（2）《張家山漢簡·脈書》50：“凡三陰，地氣也，死脈也，腐臧（藏）闌（爛）腸而主．殺，

陰病而亂，則不過十日而死。”“主殺”即“預示死亡”。 

實際上，此義在傳世典籍中也多見，如上文“主治”條末例《黃帝內經》中的“主春”、“主

夏”、“主長夏”、“主秋”、“主冬”，意即：主象夏天、主象六月、主象秋天、主象冬天。 

大便：人屎。  小便：人尿。 

《漢語大詞典·大部》：“大便”：“②屎”，書證《西遊記》，比之于簡帛文獻，晚 1500 年；

又《小部》：“小便”：“②尿液”，書證《後漢書》，與簡帛文獻相比，至少晚 400 年： 

（1）《武威醫簡》50-51：“治金創內漏血不出方：藥用大黃肉二分，曾青二分，消石二分……

凡五物，皆冶，合，和以方寸匕一酒，飲，不過再飲，血立出，不（否），即從大便．．出。” 

（2）又 14：“（以上諸物）皆冶，合，和以方寸匕酒，飲，不過再飲，血立出，不（否）不，

即大便．．血良禁。”不不，衍後“不”字。 

（3）又 72：“囗徵當從大便．．出。” 

（4）又 84 甲：“行小便．．時難溺。” 

案：詞義具有極強的系統性，“大便”和“小便”同屬一詞義聚合（本義均爲動詞，分別爲“人

拉屎”和“人撒尿”），當其一者獲得名詞義時，另一者也當同時獲得名詞義。《漢語大詞典》書證

前者爲《西遊記》，後者爲《後漢書》，時代相距太遠，這本身就說明了其“始見書”有問題。 

  如：例如，譬如，表示舉例。 

《漢語大字典·女部》：“如”：“⑾表示舉例”，書證爲宋·歐陽修《六一詩話》。今以簡帛

文獻驗之，晚了 1000 多年： 

《馬王堆帛書·縱橫家書》217-218：“（謂秦昭王：）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棲（接）收燕、趙，

如．經（涇）陽君，如．高陵君。先于燕、趙曰：‘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涇陽君和

高陵君爲秦昭王弟，故爲能聯合燕、趙之“可信者”。秦有變，指秦策略有變。 

  和（huò）：摻合，混雜。 

《漢語大詞典·口部》：“和（huò）：①摻和；混雜。”書證爲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驗

之于簡帛文獻，晚了近 1000 年： 

（1）《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326：“（治燒傷方：）取陳黍、叔（菽），冶，以犬膽和．，

以傅（敷）。”犬膽，狗的膽汁。 

又 361：“（治痂方：）以水銀、穀汁和．而傅（敷）之。” 

又《雜療方》24：“取蕃（礬）石、桃毛【各】一，巴叔（菽）二，【三】物皆冶，合，以棗膏

和．，丸【之】。” 

又《胎産書》8：“（懷子五月，當）其羹牛羊，和
‧
以茱臾（萸），毋食囗，【以】養氣。” 

把：形容詞，一手所握持的粗細或多少。量詞，指一手所握持的數量。 

《漢語大詞典·手部》：“把”：“②謂一手所握的粗細或多少”，書證爲《文子》（漢人依託

之作），比之于簡年文獻，至少晚 200 年；“⒂量詞。(1)用於一手握持的數量”，書證爲漢·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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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序》，比之于簡帛文獻，晚了 400 年： 

（1）《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248-249：“（治牝痔方：）取弱（溺）五斗，以煮青蒿大把．二，

鮒魚如手者七……。” 

（2）《馬王堆帛書·養生方》72：“（取車前）大把．二。” 

以上爲形容詞例，以下爲量詞例： 

（3）《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43：“傷脛（痙）者，擇薤一把．，以敦（淳）洒半斗者（煮）……。” 

（4）又 17：“（續斷）根一把．，獨囗長支（枝）者二廷（梃）。” 

（5）《馬王堆帛書·養生方》121：“（萆薢）四寸一把．， （朮）一把。” 

到：用於動詞後，表結果，作補語。 

《漢語大字典·刀部》：“到”：“⑤用作動詞的補語，表示動詞的效果。”書證爲明何景明詩。

比之于簡帛文獻，晚了 1700 年： 

（1）《馬王堆帛書·雜療方》43-47：“益內利中：取醇酒半桮（杯），溫之勿熱。毀雞卵，注

汁酒中，撓，飲之。恒以旦未食時飲之。始飲，飲一卵，明日飲二卵，【明日】飲三卵；其明日復飲

二卵，明日飲一卵。恒到．三卵而【卻，卻】到．一卵復【益】。恒以八月、二月朔日始服，飲囗囗囗囗

囗。【服】之二時，使人面不焦，口唇不乾，利中益內。”中，中焦、胃，或謂內臟。二時，此指春

秋二時。“恒到三卵而卻，卻到一卵復益”意即：如此固定不變地遞增，由每天服一卵遞增到每天

服三卵而後遞減，遞減到每天服一卵又遞增。這裏，“恒到”，“卻到”之“到”的意義是很清楚

明確的，即分別補充說明動詞“恒”、“卻”的結果而作其補語。 

 

三、辭書釋義訂正例 

由於簡帛文獻具有極強的真實性，故還可訂正辭書中的一些釋義。例如： 

（一）膏藥，並非僅指“外用藥” 

傳統語文辭書都認爲“膏藥”是一種“外用藥”，例如： 

 

《辭源·肉部》：“膏藥：常用藥膏。煉藥爲膏，攤於紙片或布片上，以貼患處。”（書證《後

漢書·方術傳上·段翳》） 

《漢語大詞典·月部》：“膏藥：中醫外用藥的一種。用植物或動物油加藥熬煉成膠狀物，

塗在布、紙或皮的一面，可較長時間地貼在患處。”（書證同《辭源》） 

《辭海·高部》：“膏藥：古稱‘薄貼’。中醫外科、傷科等常用的外貼製劑。將藥物以油

與東丹煎膏攤塗紙、布或皮上製成。由於藥物不同，其功效亦異。有消腫止痛、咬頭提膿、去

腐生肌、驅風濕、和氣血、消痰痞、壯筋骨等不同作用，根據症情，選擇施用。” 

 

今從出土新材料簡帛文獻可知，“膏藥”並非僅指外用藥，也指內服藥。即，膏藥既有作外用

的，也有作內服的，還有既可外用，也可內服的。這纔是醫學用語“膏藥”的客觀意義。《武威醫簡》

中有兩個膏藥方子最能說明膏藥的意義： 

⑴17-18：“治百病膏藥．．方：蜀椒一升、付子廿果（顆）、皆父（）【且（咀）】，豬肪三斤。煎

之五沸，浚去宰（滓）。有病者取大如羊矢溫酒飲之，日三四。與宰（滓）搗之，丸大如赤豆，心寒

氣脅下恿，吞五丸，日三吞。”此方明確說明製成的膏藥是用於口服的：用“溫酒飲之”，“吞五

丸，日三吞”。 

⑵57-67：“治千金膏藥．．方：蜀椒四升，弓窮一升，白芷一升，付子卅果（顆），凡四物，皆父

（）且（咀），置銅器中，用淳（醯）三升漬之，卒時取（賁）豬肪三斤先煎之。先取雞子中

黃者置梧＜桮（杯）＞中，撓之三百，取藥成（盛），以五分匕一置雞子中，復撓之二百，薄以塗其

雍（癰）者。上空者，遺之中央，大如錢；藥乾，復塗之如前法；三塗，去其故藥。其毋農（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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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行愈，已有農（膿）者潰。毋得力作，禁食【諸】采（菜）……逆氣，吞之；喉痹，吞之，摩之；

心腹恿，吞之；血府恿，吞之，摩之；咽【乾】，摩之；齒恿，塗之；昏衄，塗之；鼻中生惡傷，塗

之，亦可吞之。皆大如酸棗，稍咽之，腸中有益爲度；摩之，皆三乾而止……此膏藥大良，勿得傳。”

此種膏藥既可“吞之”，又可“塗之”、“摩之”，充分說明了膏藥的意義。 

“膏藥”的此種意義在後世醫籍中也常見，如《千金要方·傷寒膏》（卷九）所記的“治傷寒頭

痛項強四肢煩疼青膏方”，該膏藥也是既可內服也可外用者： 

⑶“當歸、芎藭、蜀椒……莽草各三兩。右八味咀，以醇苦酒漬之再宿，以豬肪四斤煎，令

藥色黃，絞去滓，以溫酒服棗核大三枚，日三服，取汗，不知稍增。可服可摩。如初得傷寒一日，

若頭痛背強，宜摩之佳。”此膏藥“可服可摩”。 

至於只作外用的膏藥的用例，這裏就沒有必要贅舉了，以下僅舉一例： 

⑷《居延漢簡》149.19，511.21：“昌邑方與士里陳係，十二月癸已病，傷頭，右手傅膏藥．．。”

此二簡爲大灣簡，寫成時間爲公元前一世紀。 

以上充分說明，辭書認爲膏藥只是一種外用藥的傳統訓釋是應該修正的。另外，上述辭書“膏

藥”的“始見書”都太晚，也應該提前纔是。 

（二）痂，有本義與引申義之別，本義是“疥瘡”，“瘡殼”是其引申義 

現代語文辭書對“痂”的意義的訓釋大都不確。例如《漢語大字典·疒部》： 

 

瘡痂。也稱瘡殼。《急就篇》第四章：“痂……。”顔師古注：“痂，瘡上甲也。”《說文·疒

部》：“痂，疥也。”徐鍇繫傳：“今謂瘡生肉所脫乾爲痂。”《廣韻·麻韻》：“痂，瘡痂。”

《宋書·劉穆之傳附劉邕》：“邕所至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以下引例略） 

 

又如：《大詞典·疒部》與《大字典》釋義基本相同，其第二義項釋曰： 

 

痂皮；瘡殼。《說文·疒部》：“痂，疥也。”段玉裁注：“痂本謂疥，後人乃謂瘡所脫鱗爲痂，

此古義今義之不同也。蓋瘡鱗可曰介，介與痂雙聲之故耳。”（書證也爲《宋書》） 

 

以上二辭書釋義均有誤，理由如次：“痂”有二義。一是指一種傳染性皮膚病，即“疥瘡”；

這是“痂”的本義。二是指“瘡傷癒後形成的瘢痕組織”，即“瘡殼，痂皮”；這是其本義的引申

義，也是後起義。 

下面先說本義。《說文》“痂”下徐鍇繫傳：“乾瘍也。”又，《說文》以“疥”訓“痂”，《疒

部·疥》曰：“搔也。”段玉裁注：“疥急於搔，因謂之搔。”《廣韻·怪韻》：“疥，瘡疥。”《馬

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中也有不少治“痂”的方劑： 

（1）359：“（治）痂．方：取三歲織（脂）豬膏，傅之。” 

（2）362：“（治）加（痂．）方：財冶犁（藜）盧，以蜂駘弁和之，即孰□□□□加（痂．）□

而已，嘗試。毋禁。” 

（3）338：“（治痂．方：）冶雄黃……以傅之。傅之毋濯。【先】孰洒加（痂）以湯，乃傅。” 

（4）342：“（治痂．方：以藥物）孰洒加（痂．）而傅之。” 

（5）358：“（治）産痂
‧

方：先善以水洒，而炙蛇膏令消，傅。”産痂，與下文的“濡痂”、

“乾痂”都是指“痂”的一種。這同時也說明，古人不光認識到了“痂”這種皮膚病，而且還進一

步給“痂”分了類。 

（6）356-357：“（治）濡加（痂．）：冶巫（莁）夷（荑）半參……善以水洒加（痂．），乾而傅

之，以布約之。“ 

（7）359：“（治）乾加（痂．）：冶蛇床實，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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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病方》以治痂作爲專篇，其治痂的藥方達二十四個，由此可見“痂”之“疥瘡”義在

當時運用之廣泛。實際上，在傳世文獻中也有“痂”的本義的材料，只不過大多在醫藥文獻中罷了，

《神農本草經》中即載有多種主治“痂”的藥物： 

（7）《中品》：“雌黃，味辛平，主惡創（瘡）頭禿痂．疥。”主惡瘡頭禿痂疥：主治惡瘡、頭禿、

痂疥。此“痂疥”並舉。 

（8）又，“鐵落，味辛平，主風熱惡瘡瘍疽創痂．疥。此亦“痂疥”並稱。 

（9）又，“水銀，味辛寒，主疥瘻痂．瘍白禿。” 

（10）又，“蜀羊泉，味苦微寒，主頭禿惡創（瘡）熱氣疥搔痂．癬蟲。”主“痂癬蟲”：主治

“痂癬之蟲”。 

（11）《下品》：“柳華，味苦寒，主風水黃疸面熱黑。一名柳絮，葉主馬疥痂．創（瘡）。”痂瘡：

即痂。 

《神農本草經》中關於治“疥瘡”（痂）的記載還有不少，此不贅舉。 

接下來說“痂”的引申義。引申義是指“瘡傷癒後形成的瘢痕組織”，即“瘡殼，痂皮”。這

是其本義的引申義，也是後起義。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隨部》“痂”下曰：“今謂瘡所脫之鱗

爲痂。”以上《漢語大字典》所標注的“瘡殼”，以及《漢語大詞典》所標注的“痂皮；瘡殼”，

就是這一義項，其書證《宋書》之“（邕）嗜食瘡痂”，意即“（邕）喜吃瘡殼”（據前輩講，此

現象近現代民間仍可見）。 

“痂”的以上兩個意義，只有引申義“瘡殼、痂皮”被延用了下來，其本義後世漸晦而不用，

故在後世典籍中就難以見到“疥瘡”這一意義了。 

現在來把“痂”的以上兩項意義與《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所釋義相比較，則不難發現，

兩辭書都未弄清楚《說文》的意義（皮膚病疥瘡），並且還誤將《說文》的說解作爲“痂”的引申義

“瘡殼、痂皮”的論據，都將二義混爲一談。實際上，正如上述《漢語大詞典》所引段注：“痂本

謂疥，後人乃謂瘡所脫鱗爲痂，此古義今義之不同也。”也正如上述《漢語大字典》所引徐鍇繫傳：

“今謂瘡生肉所脫乾爲痂。”（即古並非謂瘡生肉所脫爲痂）遺憾的是，此條目的編寫者在引段注

和徐鍇繫傳，卻不知道段、徐二氏正是在說“痂”的本義並非“痂皮、瘡殼”。 

《辭源·疒部》（修訂本）“痂”條下釋曰：“瘡痂，亦稱瘡殼。”然後也是引《急救篇》和顔

注，最後也是引《宋書》爲書證。蓋《辭源》以爲未在文獻中見到《說文》所訓意義的用例，故儘

管以辭“源”命名，也未列《說文》的“疥（瘡疥）”義。 

二十世紀初與《辭源》同時編纂的另一部大型辭書《中華大字典》，其《疒部》“痂”下所立義

項爲“乾瘍”，然而其下面的訓釋也同樣是把前代辭書對“痂”的訓釋一股腦兒抄進來而不予分

辨，將“痂”的兩項意義混爲一談。並且，從其訓釋看，甚至可能編寫者以爲“乾瘍”（疥瘡）就

是“瘡殼、痂皮”，這就更錯了。 

若將《大字典》、《大詞典》與《辭源》、《中華大字典》一比較，則不難發現，前者實質上是後

者的因襲甚至照搬。也就說，諸辭書均以爲“痂”只有“瘡殼、痂皮”這一意義，不存在“疥瘡”

這一意義。
⑧
 

（三）四節，並非僅指獸類的關節 

                                                        
⑧
之所以産生這種近一個世紀的延誤，除了辭書編寫者對簡帛文獻和傳世醫學文獻未予以足夠的重視和應有的研

究以外，前代學者特別是清代學者對“痂”義訓釋的影響，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例如，王念孫《廣雅·釋詁》“痂，

創（瘡）也”條的疏證，對“痂”的意義的認識就是模糊不清的，王氏疏證曰： 

 

痂者，《說文》：“乾瘍也。”《急就篇》：“痂疕疥癘凝聾盲。”顔師古注：“痂，創上甲也。” 

 

由此可知，王氏只是列出了“痂”的兩個意義——許說和顔說，至於許、顔二說的具體所指，王氏便不再深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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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大詞典·囗部》對“四節”的訓釋是： 

 

指獸類四肢的關節。（書證《山海經》） 

 

其實，從簡帛可知，“四節”非專謂“獸類四肢的關節”，“四節”也是一個人體部位名，指

“人的四肢關節”。下面僅舉《張家山漢簡·脈書》13-15 一段文字即可說明： 

 

身痛，面盈，爲風。頭、身痛，汗不出而渴，不溫。身寒熱，渴，四節．．痛，爲瘧。身病養（癢），

農（膿）出，爲騷（瘙）。四節．．疕如牛目，麋（眉）突（脫），爲厲（癘）。 

 

上引“四節痛，爲瘧”意为：“四肢關節疼痛，叫瘧病。”上引“四節疕如牛目”意为：“四肢

關節所生疕瘍大如牛目。”《脈書》是一部經脈學著作，是講人體各種疾病名稱和敍述人體經脈走

向及所主病症的醫書，所以，上引“四節”與所謂“獸類四肢的關節”毫不相干，故《漢語大詞典》

對“四節”的訓釋不確，當修正。 

（四）“內廉”之“內側”義並非源於引申──兼論“外廉、上廉、下廉、前廉、後廉” 

《漢語大詞典·冂部》對“內廉”是這樣上訓釋的： 

 

“古代宮殿西階的東側角”（書證《儀禮》）；“引申指內側”（書證爲清鄂爾泰《醫宗金鑒·

刺炙心法要訣》）。 

 

今以簡帛文獻來看，其後一意義（即其所謂“引申”義）不光太晚，並且其訓釋也是不妥的。

簡帛中不但有大量的“內廉”，還有辭書失收的大量的“外廉（外側、外邊），上廉（上側、上邊），

下廉（下側、下邊），前廉（前側、前邊），後廉（後側、後邊）”： 

（1）《張家山漢簡·脈書》27：“肩脈，起耳後，下肩，出肘內廉．．。”言脈之循行於肘內側。 

（2）又 31：“齒脈，起於次指與大指上，出臂上廉．．。” 

（3）《馬王堆帛書·陰陽炙經甲》39：“少陽脈：繫於外踝之前廉．．，上出魚股之【外，出】□

上，【出目前】。” 

（4）《馬王堆帛書·足臂灸经》29～30：“臂泰（太）陽脈：出小指，循骨下．兼（廉．），出臑下．

兼（廉．），出肩外．兼（廉．）……【其病】：臂外．兼（廉．）痛。” 

其實，這一組方位詞在傳世典籍中也多見，如： 

（5）《黃帝內經·靈樞·經筋》：“手太陽之筋，起於小指之上，結於腕上，循臂內廉．．……走腋

後廉．．……銳骨後廉．．痛……腋後廉．．痛。” 

（6）又，《靈樞·經脈》：“（足陽明之脈）循頤後下廉．．。” 

（7）又，“陽明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 

以下舉一“外側”例： 

（8）《靈樞·經脈》：“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將此方位詞與上所舉

“外廉”對比，可知二者等同而無別。 

“廉”之本義爲“堂之邊”，《說文·广部》：“廉，仄（側）也。”段注：“堂之邊曰廉。”

引申爲廣義的方位詞“側、邊”，《五十二病方》246：“牡痔之居竅廉，大如棗核。”又 244：“牡

痔居竅旁，大者如棗。”可知“竅廉”即“竅旁”，就是“肛門旁邊”。“廉”既然可作廣義的方

位詞表“側邊、旁邊”意，則自然可構成複合方位詞“上廉、下廉、外廉、內廉、前廉、後廉”，

其“內部形式”──上（下、外、內、前、後）＋廉──便決定了其意義分別是“上（下、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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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側”。也就是說，“內廉”之“內側”義是由其“內部形式”決定的，決非源於引申。⑨換

言之，“內側”之“內廉”與“宮殿西階的東側角”之“內廉”當各爲一詞，二者沒有聯繫，故《漢

語大詞典》所訓誤。 
再者，這一組詞的構成也是由詞彙的系統性決定的，如果照《大詞典》所說，“內廉”之“內

側”義源於“宮殿西階的東側角”的引申，那其他幾個詞的意義又是源於什麽的引申呢？从詞彙的

系統性理論來看，也說明《大詞典》之訓是錯誤的。 
（五）餓鬼，並非源自佛教用語 

《漢語大詞典·食部》是這樣解釋“餓鬼”的： 

 

佛教語。六道之一。佛經謂人生前做了壞事，死後要墮入餓鬼道，常受饑渴之苦。《大乘義

章八·六道義四門分別·釋名》：“言餓鬼者，如雜心釋，以從他求，故名餓鬼。”《敦煌變文

集·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唯有目連阿孃爲餓鬼。”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中就已有此詞，且語意十分明確，見於 62 背 2-63 背 2： 

 

凡鬼恒執匴以入人室，曰“氣（餼）我食”云，是是餓．鬼．。以屦投之，则止矣。 

 

上引“是是饿鬼”意爲：这是饿鬼。故今從簡帛文獻可知，“餓鬼”一詞並非源自佛教用語，而

且在先秦就早已有之，辭書訓釋有誤而當修正。 

 

四、辭書詞語增補例 

  簡帛文書中，辭書未曾涉及的詞語甚多，若整理搜集之，可大大半豐富辭書內容。上文已指出

的“一”之“浚取”和“三”之“～十廉”諸詞兩例即屬此類，茲僅再舉幾例： 

相養：相輔相成。 

《說文·食部》：“養，供養也。”故可引申出“輔助、成全”意，則自然可與“相”組合成“相

養”一詞，表“相輔相成”意。這在簡帛中不乏其例，如： 

（1）《馬王堆帛書·經·果童》96 下-97 上：“地俗（育）德以靜，而天正名以作。靜作相養．．，

德瘧（虐）相成。兩若有名，相與則成。”靜作相養，即靜與作相輔相成。“相養”與“相成”對

文，更顯其意；下例亦然。 

（2）又《姓爭》110 下-112 上：“夫天地之道，寒涅（熱）燥濕，不能並立；剛柔陰陽，固不

兩行。兩相養．．，時相成。居則有法，動作循名，其事若易成。”動作，舉動興作。若易成，乃易成。 

（3）又 109 上-109 下：“刑德相養．．，逆順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陽，刑微而德章（彰）。”

若成，乃成。 

兩位：勢均力敵相互對立而分裂不團結。 

“兩位”常作爲一個詞組（數量詞組）使用，意爲“兩人”，而通過簡帛文獻的整理研究，我

們發現，它還可以作爲一個詞（形容詞）使用，意爲“勢均力敵相互對立而分裂不團結”。《字彙·

入部》：“兩，偶也。”《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璞注：“君臣之側位也。”邢

昺疏：“位，君臣之列位也。”故“兩位”作爲一個詞可表上述意。這在簡帛中不乏其例，如： 

（1）《馬王堆帛書·稱》159 下-160 上：“臣有兩位．．者，其國必危。國若不危，君臾（猶）存也。

                                                        
⑨
所謂“內部形式”，即用作命名根據的事物的特徵在詞裏的表現，又叫詞的理據或詞的詞源結構，也就是傳統訓學

所說的“得名之由”。研究詞的“內部形式”，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事物或現象爲什麽會獲得這樣或那樣的名稱，以及

用詞表示概念的方式，弄清楚詞彙發展過程中新詞和舊詞的聯繫，認識語言裏詞與詞之間的聯繫以及詞義演變和詞彙

發展的一些規律。所以，運用這一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弄清楚“內廉”以及這一組詞的意義及其來源。 

  另外，這一組詞的構成也是由詞彙的系統性決定的，如果照《大詞典》所說，“內廉”之“內側”義源於“宮殿

西階的東側角”的引申，那其他幾個詞的意義又是源於什麽的引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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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君必危；失君不危者，臣故差也。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家若不亂，意臾（猶）存也。【失親必】

危；失親不亂，子故差也。”差，尊卑差等，《荀子·大略》：“列官職，差爵祿。”楊倞注：“差

謂制等級也。”故帛书此處“差”指故守尊卑差等而聚於一體，且與“兩位”相對，也使“兩位”

之意更明。 

其實，在傳世典籍中也有用例，且《慎子》中就有類似論述： 

（2）《德立》篇：“故臣有兩位．．國必亂，臣兩位．．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不亂矣，失君則亂。

子有兩位．．者，家心亂，子兩位．．而不亂者，父在也。恃父不亂，失交則亂。” 

前：人體部位名，指前陰。 

意指“前陰”之“前”一詞，也是諸辭書均未截。此詞在簡帛中不乏其例，如： 

⑴《張家山漢簡·脈書》10：“弱出白如沐，爲白叚（瘕）；前．出如拳，爲暴。”前出如拳，爲

暴：子宮脫出來如拳头般大，这叫暴病。 

⑵《馬王堆帛書·雜療方》17：“（將藥物）爲小囊，入前．中，如食間，去之。”爲小囊，入

前中：將藥物裝入小囊，置入陰道內。 

⑶又 19：“（將藥物）以絲繒裹之，大如指，入前．中，知智（知）而出之。” 

⑷又 20-21：“（將藥物）以蜜和，丸之……入前．中。” 

⑸又 32：“（將藥物）入前．【中，女】子甚樂，欲之。” 

⑹又 6：“（制好藥布，）即用，用布抿揗中身及前．，舉而去之。”用布抿揗中身及前：用藥布

擦腹部及前陰（指男性）。 

⑺《馬王堆帛書·合陰陽》127-128：“昏者，男之精將；旦者，女之精積。吾精以養女精，前．

脈皆動，皮膚氣血皆作，故能發閉通塞，中府受輸而盈。”前脈皆動：前陰血脈皆動。 

“前陰”義之“前”，在傳世醫書中也有用例，只不過比較少見罷了，如： 

⑻《素問·腹中論》：“有病胸脅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肢

清，目眩，時時前．後血。”唐王冰注：“前後血，謂前陰後陰出血也。”清張志聰集注：“此論腹

中血脫，所傷在肝也。”前陰出血，於女性，則指的是陰道出血。 

如果我們運用詞義的聚合理論來觀察和研究上引“前”，則更能說明其義爲“前陰”。《戰國策·韓策

一》中有一句廣爲流傳的話：“甯爲雞口，無爲牛後。”後世還成爲了膾炙人口的成語。此句的“牛後”

之“後”意即“肛門”，若指人，則即部位名“後陰”。運用聚合理論可知，前”（前陰）與“後”（後

陰）位於同一個詞義聚合體內，“前陰”與“後陰”，亦成爲一個聚合体，这既體現了詞義的系統性，

也反映了思維的邏輯性。但可惜的是，這四個詞義諸辭書只收了個“後”，其餘均失收。
⑩
 

捼：量詞，指兩手相捧着的數量。 

⑴《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266：“（治肛門癢：）治之以柳蕈一捼．、艾二，凡二物……。”

治之以柳蕈一捧、艾二捧。柳蕈：寄生於柳樹上的菌蕈。艾：指艾葉。 

⑵又殘 1：“蜀焦（椒）一委（捼．）。”蜀椒一捧。 

以上“捼”之量詞義“捧”甚明，惜此量詞諸辭書均未收。 

 

五、辭書義項增補例 

簡帛文獻中，可增補辭書義項者也甚多，茲僅舉幾例以窺豹： 

甘：善，以……爲善，善待。 

《說文·甘部》：“甘，美也。”故可引申爲“善”、“以……爲善”、“善待”。如： 

《馬王堆帛書·縱橫家書》117-124：“（蘇秦於五國攻秦前謂齊王：）王尚（嘗）與臣言，甘
‧

薛公以就事，臣甚善之。今爽也、強得也，皆言王之不信薛公，薛公甚懼，此不便於事。非薛分之

                                                        
⑩
 因“前後”本指“前陰”和“後陰”二竅，故醫籍中有時又引指“大小便”。這是其詞義的進一步發展，此不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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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莫能合三晉以功（攻）秦，願王之甘．之也……功（攻）秦之事成，三晉之交完於齊，劉事從（縱）

橫盡利……是故臣以王令（命）甘．薛公，驕（矯）敬（檠）三晉，勸之爲一，以疾功（攻）秦，必

破之……獨以甘．楚，楚雖（惟）毋伐宋，宋必聽。”薛公，即孟嘗君。爽、強得，皆人名。“矯檠

三晉”，指約束三晉。“宋必聽”，指惟楚毋伐宋，楚宋不在五國攻秦之列，宋弱，甘楚則宋無援，

故言。“甘薛公”、“甘之”，均指善待薛公。“甘楚”，即楚爲善。 

冶：粉碎，搗爛。 

《說文·仌部》：“冶，銷也。”即本義是“熔煉金屬”，故可引申出“粉碎、搗爛”義。簡帛

中此義多用於醫學蓍作，具有行業用語即社會方言的色彩。不少社會方言詞（或義），在該行業用語

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影晌很大，便用頻率很高，這類詞（或義）則是辭書編纂的必要对象。此義

在簡帛中處處可見，用例達數百例，茲略舉九牛一毛： 

（1）《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114：（治癲疾：）“取犬尾及禾在圈垣上【者】，段冶
‧
，湮汲

以飲之。”犬尾，狗尾草。湮汲，地漿。此“段冶”連文，“冶”之“碎、搗”意甚明。 

（2）又 215-216：（治 方：）“以冥蠶種方尺，食衣白魚一七，長足二七。熬蠶種令黃，靡（磨）

取蠶種冶．，亦靡（磨）白魚、長足。節三，并以醯二升和，以先食飲之。”熬：火乾，乾煎。此先

熬以使之乾脆，而使於“碎”。 

（3）《馬王堆帛書·養生方》89：“陰乾牡鼠腎，冶．。”先將牡鼠腎“陰乾”，以便於“冶”。 

（4）《馬王堆帛書·雜禁方》6-8：“與人訟，書其名直（置）履中。取兩雌隹尾，燔，冶．，自

飲之，徽矣。取東西鄉（嚮）犬頭，燔，冶，飲。”此爲訴訟取勝之迷信方。所“冶”之物均先“燔”

（燒），其“碎”意也甚明。 

財：適量，適當，恰當。常用作狀語，修飾動詞。 

財，有“僅僅”義（或說此義源於通“纔”），《墨子·備穴》：“難近穴爲鐵鈇，金與扶林長四

尺，財．自足。”所以，可引申出“適量、適當、恰當”義。這個意義在醫籍中指藥物劑量。 

⑴《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44：“（治傷痙：）冶黃黔（芩）、甘草相半，即以彘膏財
‧
足以

煎之。煎（沸），即以布足（捉）之，予（抒）其汁，□□，傅□。”以彘膏財足以煎之：以豬油

適量而足以煎之。 

⑵又 223-224：“（治疝病方：將藥物以）酒飲財．足以醉。”飲酒適量，以足以醉爲度。財：適

量。 

⑶又 134-135：“冥（螟）病方：冥（螟）者，蟲，所齧穿者【也】。其所發毋恒處，或在鼻，

或在齒齦……治之以鮮産魚，□以鹽財．和之，以傅蟲所齧。”以鹽財和之：以鹽適量地和之，亦即

以適量的鹽和之。 

⑷又 362：“（治痂方：）財．冶犁（藜）盧（蘆），以蜂駘弁和之……。”適量地冶搗藜蘆，再

以蜂子拌和之，亦即：將適量的藜盧研冶，再和以蜂卵。 

⑸又 34：“傷而頸（痙）者，以水財．煮李實，疾沸而抒，浚取其汁，寒和，以飲病者。”以水

財煮李實：以水適量地煮李實，亦即以適量的水煮李實。財：適量。 

⑹又 64：“犬所齧，令毋痛及易瘳方：令【齧】者臥，而令人以酒財
‧

沃其傷。”以酒財沃其傷：

以酒適當地洗其傷。財：適當。 

⑺又 23-24：“令金傷毋痛方：取鼢鼠，乾而冶；取彘魚，燔而冶；□□、薪夷、甘草各與【鼢】

鼠等，皆合撓，取三指最（撮）一，入溫酒一咅（杯）中而飲之。不可，財
‧

益藥，至不癰（痛）而

止。”不可，財益藥，不痛而止：若藥效不明顯，則適當增加藥量，至不痛而止。財：適當，修飾

“益藥”。 

⑻《居延漢簡》265.41：“漆一斤，□一斤，醇酒財．足以消膠。膠消，內漆……。”醇酒財足

以消膠：醇酒適量，足以消融膠。 



 15

中國：中等實力的中家，與“強國”和“小國”相對。 

中國，辭書所立義項一般有三項，如《辭源·丨部》（修訂本）：“㈠上古時代，我國華夏族建

國於黃河流域一帶，以爲居天下之中，故稱中國，而把周圍其他地區稱爲四方。後成爲我國的專稱。”

“㈡指春秋戰國時中原各諸侯國。”“㈢京師。”而我們在簡帛中發現，“中國”還有一種意義：

“中等實力的國家，與‘強國’和‘小國’相對。”此義顯然是由地域之“中”至實力之“中”引

申而來的。如： 

《馬王堆帛書·經法·六分》24 下-27 上：“適（嫡）子父，命曰上曊（悖）；群臣離志，大

臣主，命曰雍（壅）塞，在強國削，在中國
‧‧

破，在小國亡。謀臣【在】外立（位）者，命曰逆成，

國將不甯，在強國危，在中國．．削，在小國破。主失立（位），臣不失處，命曰外根，將與禍鄰，在

強國憂，在中國．．危，在小國削。主失立（位），臣失處，命曰無本，上下無根，國將大損，在強國

破，在中國．．亡，在小國滅……主兩，男女分威，命曰大麋（迷），國中有師，在強國破，在中國．．亡，

在小國滅。”子父：指子取代了父之權。臣主：指臣子有了君主之權。主兩，男女分威：指後妃有

了君主之威權。此段論國家衰亡之因，“中國”所在句之意分別是：在中等實力的國家則國被破；

在中等實力的國家則國力被削；在中等實力的國家則國有危險；在中等實力的國家則國亡。 

在漢語詞義系統中，有指稱“實力強大的國家”的“強國”，有指稱“實力弱小的國家”的“弱

國”（或稱“小國”），而對於實力不強也不弱處於中等的國家，即處於中間狀態這一客觀現象，也

理應有指稱表示者，方纔合乎詞義的系統性和思維的邏輯性，所以，上引這個指稱中間狀態的“中

國”是具有其客觀存在的理論依據的。同時，這一詞義的發現，使“強國”，“中國”、“小國（弱

國）”這一詞義聚合有了圓滿的構成。 

：漆瘡病。 

漆瘡病，即漆瘡，是見了漆之後生的一種過敏性皮膚病。“”的本義是以漆塗飾物（《說文》），

生漆瘡病者，往往就是因以漆漆物而過敏的，故“”可引申出“漆瘡病”義。馬王堆醫書以治漆瘡

病爲專篇，共有七個治漆瘡病的方劑。下面舉其中兩例： 

⑴《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380：“（治）．：唾曰：‘噴，桼（漆），’三，即曰：‘天

帝下若，以桼（漆）弓矢，今若爲下民疕，涂（塗）若以豕矢。’”此爲祝由方。 

⑵又 383：“（治漆瘡病方：將藥物）飲其□一咅（杯），令人終身不．。”不：不得漆瘡病。

這裏的，已用爲動詞，指漆瘡病。 

帛書中用字常常很不規範，但是，由上引可知，“漆瘡”義只用“”而不用“桼”，“漆”

的名詞義和動詞義（以漆漆物）用“桼”而不用“”，說明這是特意爲了區別“漆瘡”義。 

因篇幅受限，以上五部分只是蜻蜓點水，也非全面論述。並且，以上論簡帛對辭書編纂的價值

所舉的例子，與筆者掌握的材料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結  語 

以上我們分“簡帛語料極爲豐富”和“簡帛對語文辭書編纂具有重大價值”兩個話題，簡要論

及了百年來考古出土的簡帛文獻，對辭書編纂具有重大價值。時值《漢語大詞典》修訂之機，爲使

修訂工作順利進行，修訂達到高質量，謹建議： 
1． 高度重視簡帛語料。應該真正認識到簡帛對辭書編纂的重大價值，一定要高度重視簡帛語料。 
2． 盡量搜集齊簡帛語料。在資料準備工作上，應該盡量搜集齊簡帛語料，特別是大宗簡帛，絕

不要遺漏。 
3． 聘請簡帛專家加入修訂行列。應該聘簡帛專家，特別是從事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的專家，參與

到第二版的修訂工作中。 
4． 先編寫簡帛詞典。簡帛文獻太多，要想做到系統搜集簡帛詞語詞義，必須要先編寫《簡帛詞

典》，將專有詞語以外的普通詞語，盡量搜集齊全。此項工作難度甚大，必須由長期從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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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語言文字研究的專家承擔，因爲內中涉及簡帛文字的隸定、簡帛文意的釋讀、詞語的切分

等等問題。若由不熟悉簡帛的人來承擔，則有可能連簡牘號帛書行第號都不會標或錯標，當

今的大型辭書就有不少這類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