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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南北朝碑刻隶、楷书字形中夹杂有部分古文构件，形体上具有“杂篆”的特性，它们并

非完全是受复古风气的影响，而是反映出汉魏以后古文字形及构件的使用状况、发展趋势和时代特征，有

着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全面清理和细致剖析这类特殊构件，可为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及断代汉字研究提供

材料支撑和有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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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纷乱，文字使用比较混乱，表现之一就是文字形体的

组构成份非常复杂，隶、楷书字形中有时会杂入小篆等古文构件，即单个隶、楷书字形中出

现古今不同构件并存的现象。由于这些字形整体上属于隶、楷书风格，因此所夹杂的古文构

件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本文以该时期碑刻文字为材料，就这类构件进行一番清理，并进行

专门研究，以了解该时期汉字特别是古文字及其构件发展和使用的具体状况，为魏晋南北朝

碑刻文字研究、断代汉字研究及汉字发展史研究提供参考材料。

一、夹杂古文构件的类型一、夹杂古文构件的类型一、夹杂古文构件的类型一、夹杂古文构件的类型

从形体和结构继承关系上看，所杂入的古文构件可分为两种类型：

1.承用型。

所杂入的构件与小篆等古文构件或字形在形体上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即不需要通过构形

的重新分析就可以确定形体之间的联系。如：

玄，北齐天保九年隶书《刘洪徽墓志盖》作 ，其中的“幺”许慎分析为“象子初生

之形”，而朱骏声认为此字实无子初生形，当为“糸之半”，细小幽隐之义。朱说甚是。“ ”

中的构件“幺”基本保留着古文字形的封闭圆滑曲线。北周建德七年隶书《宇文俭墓志》“玄”

作 ，构件“幺”继承古文形体的特征也十分明显。

明，甲骨文作 （乙六六七二），《说文》古文作 。北齐河清三年隶书《狄湛墓志》

作 ，构件“日”承用古文形体。

豫，北齐武平七年楷书《李云墓志》作 ，声符“予”大致保留着古文字的相予之形。

2.转写型。

将隶、楷书构件直接改造或转写为古文构件，这类转写与前面构件的承用不同，其形与

源之间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形义关系也需要通过系统考察形变原因或构形的重新分析才能

识别，它们完全是书刻者根据自己的汉字认知经验而进行的个人创造，带有“自造”性质，

称得上是真正“现代版”意义的古文构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出汉魏以后古文字

形及构件发展、变异的新气象。如：

庚，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指出，“庚”字小篆作两手奉干之形，与甲骨文、金文“象

有耳可摇之乐器”的形体不相类，应为“钲”之假借。其说可从。后来字形讹变为“庚”。

北周大象二年楷书《李雄墓志》作 ，其中构件“ ”转写成篆形构件，与甲、金文字形

相比，其形源关系不清楚。



务，北齐武平三年隶书《唐邕刻经记》作 。矛，金文 簋作 。于省吾《骈续》解

释说：“金文‘矛’上象其锋，中象其身，下端有銎，所以纳柲，一侧有耳，耳有孔，盖恐

纳柲于銎之不固，以绳穿耳以缚之，亦有两侧有耳者。”《说文》古文作 ，小篆作 ，

形体已发生讹变。 中之“ ”本为构件“矛”，经人为改造后，失去与金文或小篆文字

形体上的联系，并且和构件“予”的古文形体讹混。

营，《说文》分析为“从宫，荧省声”的形声字。北齐武平三年隶书《唐邕刻经记》作 ，

“宫”下部构件作 ，与古文字形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属书刻者自创之篆形构件，并带

有一定的装饰性。

据我们统计，夹杂古文构件的字形中，传承型古文构件占绝大多数，体现出汉字形体演

变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字系统的稳定性。

二、夹杂古文构件的形态分析二、夹杂古文构件的形态分析二、夹杂古文构件的形态分析二、夹杂古文构件的形态分析

我们以毛远明先生（2008）《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所收拓片为基础，精选魏晋南北朝碑

拓 1202 通，建立文本数据库和字形库，共提取出 56个字头下的 151个夹杂古文构件的隶、

楷书字样，其古文构件呈现如下形态特征：

1.保留曲屈婉转的线条或封闭曲线。如：

原，《说文》或体作 ，东魏武定元年正书《王偃墓志》作 ，北齐武平二年隶书《徐

显秀墓志》作 ，均杂入篆形构件“ ”。

猶，石鼓文作 ，小篆作 。北齐武平元年隶书《刘悦墓志》作 ，与石鼓文等字形

相比，构件“犬”虽结构有所改变，但线条走势沿袭小篆等古文写法。

“ ”、“犭”等均保留着古文构件特有的圆转形线条。

緷，北周建德七年隶书《宇文俭墓志》作 ，构件“ ”保留“纟”自甲骨文以来就

有的束丝之形。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特别是魏晋时期的碑刻文字中这种形体较为常见，如西

晋太康四年隶书《司马馗妻王氏墓志》中的“逊”作 ，东晋太和六年隶书《刘媚子墓志》

中的“孙”作 ，东晋永初二年楷书《谢珫墓志》“幼”作 ，北齐天保八年楷书《刘碑

造像铭》“慈”作 等。

以，甲骨文作 （合 32024），金文颂簋改变书写方向作 ，字形象耕地的农具。大约

到秦代出现加“人”的“以”，象人用“ ”形。北齐天保四年楷书《贺拔昌墓志》作 ，

构件 保留封闭曲线形。

上述“ ”、“ ”、“ ”等构件是具有象物性的封闭线条的组合，在形体演变中常常

要笔画化为复合笔画（如折画），因此其进程比其他单笔构件慢得多，于是多以古文构件的

形式杂入字形中。

2.保留古文字形结构。如：

肝，北齐河清四年隶书《薛广墓志》作 。甲骨文、金文和小篆“干”字象有桠杈的

木棒形，如“ （邺三下·三九·一一）”、“ （毛公鼎）”等。 字中的构件“干”仍保

留此形体结构。

采，甲骨文有作“ ”形，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据以分析为“象取果于木之形，

故从爪、果”。北齐武平七年隶书《赵奉伯妻傅华墓志》作 ，其中构件“爪”的构形与甲

骨文等古文字构件近似。东魏兴和三年隶书《司马兴龙墓志铭》“静”作 ，构件“爪”亦

保留古文字的结构特征。

丘，甲骨文作 （合 9774正）或作 （合 30272），金文商丘叔簠演变作 ，齐刀背



文作 ，字形已趋于笔画化。碑刻中的一些“丘”字沿用金文等古文字的形体结构，如北

魏永安二年楷书《元继墓志》作 ，北齐武平七年隶书《赵奉伯妻傅华墓志》作 ，它们

与字形“ ”结构基本一致；北魏孝昌二年楷书《于纂墓志》作 ，北魏孝昌二年楷书《丘

哲妻鲜于仲儿墓志》作 ，则又沿袭字形“ ”的结构特征。“丘”作构件也类推。如：

駈，北齐天统三年隶书《韩裔墓志》作 ，北齐武平七年隶书《高润墓志铭》作 。两个

字形中的构件“丘”也与古文字形“ ”的结构特征基本相同。

3.部分字形显示形体演变的过渡性形态特征。如：

悟，北齐天宝九年隶书《刘洪徽墓志盖》作 。构件“心”上部保留古文形体，下部

则已演变为楷书竖画；构件“五”的中间为篆形笔画，而上下的横画又变为隶书。体现字形

由古文字形向隶、楷书演变的过渡状态。

终，东魏兴和三年楷书《李仲琁修孔庙碑》作 ，北齐天保九年隶书《刘洪徽墓志盖

及妻高阿难墓志》作 ，其构件“夂”保留《说文》古文和小篆的形体特征；北齐武平七

年楷书《赵奉伯妻傅华墓志》作 ，构件“夂”封闭曲线部分开始笔画化；北周宣政二年

楷书《寇峤妻薛氏墓志》作 ，构件“夂”完全用楷书笔法书写；从“ ”或“ ”到

“ ”，不论形体还是结构，都呈现出一种渐变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汉字去小篆不远，就此时期碑刻文字而言，特别是上述字例，隶、楷书字形

所夹杂的古文构件绝大多数直接继承了小篆字形的形体结构，同时又体现形体演变的时代特

征，参杂有隶、楷书笔画和书体特征。因此，总体上看，夹杂古文构件具有“杂篆”的特性。

再看一些例子：北齐天统三年隶书《韩裔墓志》“池”作 ，东魏天平二年隶书《嵩阳寺碑》

“崧”作 ，北齐武平元年隶书《刘悦墓志》“吟”作 ，构件“也”、“山”、“瓜”、“今”

属保留篆书结构和隶书笔法的篆隶型；北魏孝昌二年楷书《寇治墓志》“ ”中的构件“水”，

前举的“ ”中的构件“心”，均属保留篆书结构和楷书笔法的篆楷型。这种现象是汉字形

体演变中各种书体相互影响、竞争，写刻者为探索有效字形而“多头尝试”的结果，其字料

具有珍贵的汉字史研究价值。

三、夹杂古文构件的分布及变异规律三、夹杂古文构件的分布及变异规律三、夹杂古文构件的分布及变异规律三、夹杂古文构件的分布及变异规律

1.所杂入的一般都为常用古文构件。如上举的“纟”、“干”、“ ”、“爪”等，此外还有

“心”、“山”等构件。如：

悔，北齐武平元年隶书《刘悦墓志》作 ，构件“ ”与《三体石经·无逸》和《说

文》小篆的“ ”字形体相近。性，北齐天统三年正书而兼隶意的《库狄业墓志》作 ；

懿，东魏天平三年楷书《高盛墓碑》作 ；两构件“心”都与古文“ ”的写法大致相同。

峻，北齐天统三年隶书《韩裔墓志》作 ，构件“山”、“㠯”均为小篆写法。峙，东

魏武定八年隶书《元韶及妻侯氏合葬志》作 ，杂入篆形构件“山”。

2.所杂入的古文构件以“篆隶”型为主。我们通过数据库测查发现，在全部 151 个字样

中，夹杂“篆隶”型古文构件的字样有 109 个，占总数的 72.2%；“篆楷”型古文构件的字

样有 32个，占总数的 21.2%；其他类型古文构件（主要是完全古文构件）的字样有 10个，

占总数的 6.6%。这一数据符合该时期汉字处于隶书向楷书演变过渡阶段的时代特征。

3.所杂入的古文构件有继承又有变异。继承古文构件的“神”，体现汉字形体演变的连

续性；改造其“形”，推动字形结构发展和优化。如：

地，小篆作 ，北魏孝昌二年正书《寇治墓志》作 ，杂入篆形构件“ ”。北齐天统

三年隶书《韩裔墓志》中的“地”分别作 和 ，又将构件“ ”变异作 和 ，仍然



保留小篆的书体风格和字形的外部轮廓，但内部线条和结构有所调整，形体趋简。

断，北齐河清四年隶书《薛广墓志》作 ，北齐武平三年隶书《鼓山佛经刻石》作 ，

构件“斤”均保留小篆笔意。斯，东魏兴和三年楷书《李仲琁修孔庙碑》作 ，北齐武平

三年隶书《唐邕刻经记》作 ，构件“斤”亦杂篆笔。它们与小篆“ ”相比，向下的竖笔

变化明显。有的省略左边的笔画，如 ；有的演变为隶、楷书笔画，如 。

序，小篆作 ，北魏孝昌元年楷书《元怿墓志》作 ，杂入篆形构件“ ”。野，北齐

天统三年隶书《韩裔墓志》作 ，构件 又略微变异作 。构件“ ”、“ ”虽都仍保

留“象相予之形”（《说文·予部》）或“象以手推物付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形体，

但后者封闭曲线已明显断开，显现形体演变趋势。

谷，许慎分析为从水半见而出于口。甲骨文作 （合 17536正），又作 （合 24471），

中间的笔画丛被分开，以后金文、六国古文等沿用这一写法；金文启卣作 ，格伯簋作 ；

《信阳楚简》作 ；《说文》小篆将构件“水”的直笔变曲笔作 。三国吴凤凰元年隶书《谷

朗墓碑》作 ，构件“水”直接继承了甲金文等古文字的写法；北魏孝昌三年正书《胡明

相墓志》作 ，“水”上部的笔画变异作点画，下部笔画仍为古文字的结构模式，却具有

楷书的风格；在此基础上，北齐武平七年楷书《李云墓志》中的 ，点画又变异而有行书

的风格。

四、夹杂古文构件的研究价值四、夹杂古文构件的研究价值四、夹杂古文构件的研究价值四、夹杂古文构件的研究价值

1.有利于了解汉魏以后古文字形及构件的发展状况和“现代”特征。上述“谷”字中构

件“水”的各种变体，就是时人在古文形体基础上的不同改造，反映出小篆等古文字在魏晋

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状况和时代特征。再看几个例子：朔，北魏太和二十三年楷书《韩显宗墓

志》作 ，构件“ ”保留小篆 的屈曲之状，又呈现明显的笔画化特征。受，北齐武平

元年隶书《刘悦墓志》作 ，构件“又”作 ，与小篆 的差别在于出现了方折笔画，不

再是纯粹的线条勾画。可，小篆作 ，从口从丂，丂亦声。北齐武平元年楷书《董洪达等造

像记》作 ，构件“丂”被写作篆形构件 ，将小篆字形的曲笔改成直笔，并在横画上方

也加上折笔，使方折笔画更加突出。宁，北周建德七年隶书《宇文俭墓志》作 ，所从构

件 的横画具有明显“蚕头燕尾”的隶书风格，而钩画又是线条形的篆书风格。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书写使用古文字时不是原原本本照录既有字形，而是常

常加以改造，使其兼具古今文字的特征，一般做法是在古文构件中显示出一定的今文字的笔

画特征和书体风格。因此，隶、楷书字形中所杂入的古文构件既显古朴，反映书刻者的崇古

倾向；又极具“现代”精神，代表汉字发展特别是古文字形发展演变的新动向。有时还表现

出一定的艺术创造。如：造，小篆作 ，从辵告声。西魏大统十三年隶书《杜照贤等十三人

造像记》作 ，构件“牛”作篆形构件 ，被加上装饰笔画。

2.有利于了解时人认识汉字构形表义特征的实际水平。隶楷书字形中所杂入的古文构

件，实际上就是让汉字构件以形源身份参与构字。构件参与构字，最初特别是古文字阶段一

般都能以形示源，字形显示词义也较直接。随着汉字形体的演变，象形的线条被抽象的笔画

取代，字形的象物性随之减弱，以形示义功能也逐渐丢失。但这种变化是渐进的和连续的，

古今字形之间大多保持着一定的对应性。人们可以通过构件偏旁化的历程逆推，从而还原构

件的原始面貌。使用汉字时将隶变楷化后的构件还原为古形，并以古文构件的形式杂入单个

隶、楷书字形中，可恢复因字形演变而削弱或丧失的理据，使字形显示词义的功能更加明显。

充分反映出时人对汉字构件形源关系的深刻了解，对组成汉字构件的功能和汉字构造理据的



把握程度。

3.有利于揭示汉字发展演变的阶段特点。隶、楷书字形中杂入古文构件是魏晋南北朝时

期汉字使用混乱的表现之一。这既有人为使用的原因，体现时人崇古、恋古的心理，社会规

范的无力，使其呈现多发态势；又有汉字自身发展演变的原因。并不是说字形演变会开历史

的倒车，而在于其过程是渐变的。正如裘锡圭先生（2006：78）指出：“新的字形出现之后，

旧的字形往往迟迟不退出历史舞台。不但早期隶书里有这种现象，就是在成熟的隶书里也常

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从碑刻文字材料的实际情况看，不但成熟的隶书里有这种现象，它

还延续到楷变阶段的汉字，隶、楷书字形中所杂入的古文构件就是其真实反映。同时，汉魏

以后，虽然古文字的发展跌入低谷，但并非停止不前，毫无变化，而是按照汉字发展演变的

既有规律，结合时代要求，稳步向前。我们不将该种现象完全归结为文字的使用问题，出于

两方面考虑：一是这些古文构件并非完全照录已有古文形体，而是体现出一定的形体发展和

演变的特征；二是从时代特征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属汉字多向发展时期，不应无视古文字

的发展。通过新旧构字部件的反复使用、比对，相互竞争，从而促进汉字系统向更加成熟、

更加优化的方向迈进。

4.有利于断代汉字的整理与研究。隶楷书字形中杂入古文构件，直接结果就是产生了一

批异体字。如果构件的古今形体完全对应，杂入古文构件的字形则成为通行正字的异写字；

如果古文构件在演变过程中发生变异，造成构意改变的，杂入古文构件的字形就成为通行正

字的异构字。如 、 、 、 、 、 、 、 等均为各自正体的异写字，而 则

为“务”的异构字。总的来说，这些异体字中，异构关系的字很少，而异写关系的字居多。

又如：室，北齐武平元年隶书《刘悦墓志》作 ，杂入古文构件“至”；梁，三国魏太和五

年隶书《曹真残碑》作 ，杂入古文构件“刃”；宇，北魏孝昌元年楷书《元怿墓志》作 ，

杂入古文构件“于”；这几个字形也与各自的通行字构成异写关系。夹杂古文构件的字形还

能够较好地体现汉字的原初造字意图，反映汉字形体演变的源流关系，因此利用这批材料有

助于汉字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综上，碑刻隶、楷书字形所杂入的古文构件并非完全是复古风气的影响，而是反映出汉

魏以后古文字形及构件的使用状况、发展趋势和时代特征，这些材料将为汉字史研究打开新

的视野，提供有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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