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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碑刻中古文字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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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传承，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文字，属于连续性文字类型。隶变使许多古文字发

生笔法变异，笔势改变，直观上表现出文字外形不同，但是其文字结构类型、结构要素、构件组合方式、构字意图等则是一致

的，研究古文字的遗存可以揭示汉字的继承和发展，为汉字史研究提供证据，可以为考证古文字、研究异体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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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变不仅使汉字的形体结构、外部体态特征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而且在字形符号体系、造字思

路、构字理据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汉

字又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几千年传承下来，性质没

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文字，属于连续性文字类型。
许多古文字尽管因书体变化，笔法变异，笔势改变，

直观上表现出文字外形不同，但是其文字结构类型、
结构要素、构件组合方式、构字意图等则是一致的，

并且其形体往往被直接继承，或者以隶古定的方式

保存下来。而后世又为这些古字记录的词另造了新

的字形。在崇古思想的影响下，古今并用，构成异体

关系。研究古文字的遗存不仅可以揭示汉字的继承

和发展，为汉字史研究提供证据，而且可以为考证古

文字、研究异体字提供参考。
一、上承甲骨文

( 一) 整字承用

1．“皃”，甲骨文作 ，①象人之容貌。《说文》小

篆作 。汉魏六朝碑刻承用，又有多个变体。《元邵

墓志》作“ ”，②《李 府 君 妻 祖 夫 人 墓 志 铭》作

“ ”，《元遥墓志》作“ ”，《元谭妻司马氏墓志》作

“ ”，《元珽妻穆玉容墓志》作“ ”，《□忝墓志》又

作“ ”。③

“皃”字加形符“豸”，作“貌”，即《说文》籀文

。“皃”又有各种变形，或作“页”，“页”是头，与

“皃”义通，即《说文》或体 字，《苍颉庙碑》:“五常

之 ，含气庶品。”《咨议参军元弼墓志》作“ ”;

《王基墓志》作“ ”;《于景墓志》作“ ”等。
“豸”部与“犬”部形体相似，意义相近，故可通

用，于是“貌”又作“狠”。《高广墓志》作“ ”，《青

州刺史元湛墓志》作“ ”，《贾瑾墓志》作“ ”，

《鲁思明等造像记》又作“ ”，都是“貌”的异体。
“狠”与狠戾之“狠”重合，成为同形字。

以“貌”作 声 符，也 有 一 部 份 形 体 类 推。如

“藐”，作“ ”，《武荣碑》“ 然高厉”;《王浚妻华芳

墓志》作“ ”，《元勰妃李媛华墓志》作“ ”，《司

马遵业墓志》又作“ ”。

“邈”，《爨宝子碑》作“ ”，《穆 亮 墓 志》作

“ ”;《元过仁墓志》作“ ”，《高建妻王氏墓志》

作“ ”;“豸”省略笔划，《元始和墓志》作“ ”，

《元英墓志》作“ ”; 构件“犬”替换“豸”，《元灵曜

墓志》又作“ ”等。

( 2) “友”，甲骨文作 、 、 ，象二手相并之

形，《说文》小篆 。隶书《郛休碑》作“ ”，《张君

残碑》作“ ”，略 存 古 意。楷 书《元 愔 墓 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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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加点，《元孟辉墓志》作“ ”。又崇古，

《元子正墓志》作“ ”。形体略变，《元澄妃冯令华

墓志》作“ ”，原文为:“《易》称一人得 ，《诗》着

三五在东。”用了两个典故: 《易·损》: “三人行，则

损一人; 一人行，则得其友。”《诗经·周南·小星》:

“嚖彼小星，三五在东。”郑玄笺:“众无名之星，随心

噣在天，犹诸妾随夫人以次序进御于君也。”《汉魏

晋南北朝墓志汇编》释“友”为“文”，误。［1］
因文字

误读，又影响句读，标点为“易称一人，得文诗着，三

五在东”，殊不可解。

( 3) “时”，甲骨文 、 ，《中山王壶》作 。

《说文》古文作 ，与甲金文一致，从“日”，“ ”声。

《石鼓文》作 ，《睡虎地简》一 0·五作 ，改从

“寺”声。《说文》小篆作 ，承大篆。汉代碑刻、简
帛多作“时”，说明已成通用字。碑刻铭文《晖福寺

碑》作“ ”，从日， 声， 是篆隶写法。“ ”连

笔变“ ”，《何晏砖志》作“ ”，承用古字; 又变

形，《华岳庙碑》作“ ”; 又变形，《元诱妻薛伯徽

墓志》作“ ”，由异写字变成异构字。《赵泛墓表》

又作“ ”，字形讹变，与“昔”字同形，应是笔误。
( 二) 承用构件

( 1) “井”，甲骨文作 、 ，本象形字，像型范之

形，型范有一定规定、模式，故引伸表示刑法之义。

施刑要用刀，故加“刀”作“ ”。《说文·井部》:

“ ，罚辠也。从刀、井。《易》曰: ‘井者，法也。’”

汉魏六朝碑刻多作“ ”，如《王基断碑》作“ ”，

《元悰墓志》作“ ”。或连笔断开，《成阳灵台碑》

作“ ”。
以“井”为构件，可以类推。“形”，《李挺妻元季

聪墓志》作“ ”，《李显族造像碑》作“ ”; 连笔

断开，《罗浮山铭》作“ ”。

( 2) “道”，从辵，从首。甲骨文首作 、 、

等形，象 头 上 有 毛，小 篆 从 之，作 。从 首 之 字，

“道”为通行字，碑刻中《李昭墓碑》作“ ”，《韩仁

墓碑》作“ ”，《张海翼墓志》作“ ”，其构件

“首”承用甲骨文。笔划拉直，《谯敏碑》作“ ”，

《元宝建墓志》作“ ”，《窦泰妻娄黑女墓志》作

“ ”，头发之形不改。后来减少一点，作“道”，为

通行字。
二、上承金文

商周金文与甲骨文同时，其文字构造、体态特征

与甲骨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且延至战国，影响

深刻，是古文字中的重要部分。隶变以后，部分金文

碑承用下来。例如:

1．“善”，《善鼎》作 ，《此簋》作 。《说文·

誩部》篆文作 ，省一重复构件“言”作计 ，俗作

“善”。碑刻隶书或作“譱”。《夏承碑》: “到官正

席，流恩褒譱。”正书承之，《韩显宗墓志》作“ ”;

略变形，《崔鸿墓志》作“ ”; 仿写古文，《元融墓

志》作“ ”。省一构件“言”，《元熙墓志》作“ ”，

《王温墓志》作“ ”，《元晫墓志》作“ ”，《元湛墓

志》作“ ”，《元诱墓志》作“ ”，各形体小有变化。
碑刻多作“善”，为通行字，不举例。笔划简省，《王

神虎造像记》作“ ”，《浄悟浮图记》作“ ”。笔划

简省，《张迁碑》作“ ”，《僧通等八十人造像记》

作“ ”; 再简省，《□子辉墓志》作“ ”，《辅兰德

等造像记》作“ ”。文字不断异写，与原形差得很

远，已经是异构字。

2．“丘”，甲骨文作 、 、 、 ，像山丘之

形。《说文·丘部》“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其形

似之。金文《商丘叔簠》作 ，《齐刀背文》作 ，

文字线条化。碑刻于金文之二体都承用了下来。承

者，《樊敏碑》作“ ”，楷书略变形，《元寿安妃

卢兰墓志》作“ ”，《吕 超 墓 志》作“ ”。承

者，如汉《华山庙碑》作“ ”，《杨着墓碑》作

“ ”，《衡方墓碑》作“ ”，《封子绘墓志》作

“ ”，《唐邕刻经记》作“ ”; 楷书《元继墓志》

作“ ”，《李祖牧妻宋灵媛墓志》作“ ”，《山东

金乡汉墓镇墓文》作“ ”。至于“丘”，大约来自

的变体。《战国纵横家书》作 ，碑刻中，《景君

碑》作“ ”，《鲁峻墓碑》作“ ”、“ ”，《王方

略等造 须 弥 塔 记》作“ ”，《道 颖 造 像 记》作

“ ”; 稍变形，《刘克墓志》作“ ”，成为通用汉

字。众体共时通用，构成一组异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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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承大篆

1．“豪”，《说文》籀文作 ，从豕，高声。碑刻承

其结构，《皇帝临辟雍碑》作“ ”，《崔鹔墓志》作

“ ”。从汉碑开始，声符“高”便省“口”作“豪”，成

为通用正字。但仍有多个异体。《魏灵藏薛法绍等

造像记》作“ ”，《王偃墓志》作“ ”，头上变一点

为两点，为衍划。碑刻中“艹”又常作“ ”; 逆推

之，又变“艹”，《武定吕望表》作“ ”，《元继妃石婉

墓志》作“ ”，《元瞻墓志》作“ ”。《王僧男墓志》

讹变作“ ”，均是俗讹字。

2．“天”，《天鼎》作 ，《大丰簋》作 ，象正面人

形，突出大头;《颂鼎》作 ，线条化。《魏石经·君

奭》作 ，字形一脉相承。碑刻古篆《天发神谶断

碑》作“ ”，形体也接近。只是受隶书影响，笔划

变圆转为方正。楷书取其形，《宗欣墓志》作“ ”，

《朱曼妻薛买地券》作“ ”。拉直笔划则作“天”，

为通行正字。另一条途径承古隶书。帛书《老子》

甲一○一作 。碑刻《徐州龟山楚王墓塞石刻铭》

作“ ”，与帛书没有什么差别。形体讹变，《浄悟

浮图记》作“ ”; 略作改变，《元佑妃常季繁墓志》

作“ ”。又加点，《道宝碑记》作“ ”，与原字形

相差已远，因脱离原形，后世被淘汰。
四、上承秦篆

战国时期使用于秦国的秦篆，属于大篆一系文

字。其正规一路，便是后来的小篆; 其简率一路，则

是古隶书的源头。由古隶书发展为分隶书，再发展

为楷书，一脉相承，因此碑刻异体字中承用了部分秦

篆文字。

1．“于”，《两诏权之四》作“ ”。隶变之后，碑

刻多作“于”，如《魏元丕碑》作“ ”。或作“扵”，

《成阳灵台碑》作“ ”。《说文·乌部》古文作 ，

是“于”字的源头。但碑刻异体字《衡方墓碑》作

“ ”，《武 荣 墓 碑》作“ ”，《杨 震 墓 碑》作

“ ”，《尹宙墓碑》作“ ”，《曹全碑》作“ ”，

《张迁碑》作“ ”，明显是上承秦篆。

2．“年”，秦篆作“ ”，碑刻《巴郡朐忍令景云

碑》作“ ”，《张迁碑》作“ ”，突出的特征是笔划

拉直; 首笔相连，《营陵置社碑》作“ ”，这是后世

“年”的直接源头，来自秦篆; 短横穿通，《鲁孝王刻

石》作“ ”，《姚孝经墓砖》作“ ”，《山东苍山元

嘉画象石墓题记》作“ ”; 减少横划，《大吉买山摩

崖》作“ ”，《向寿碑》作“ ”，《赵宽墓 碑》作

“ ”，《白石神君碑》作“ ”，《谯敏碑》作“ ”;

变形，《肥致墓碑》作“ ”，《孙仲隐墓志》作“ ”。

另一路线，《张景碑》作“ ”，《唐公房碑》作“ ”，

《李超墓志》作“ ”。或竖划相连，《鲁铨墓表》作

“ ”，《元宝月墓志》作“ ”，则明显来自小篆裀，

从禾，千声，而小篆又源于甲骨文之 、、等形体。

3．“斯”之构件“其”，《仲师父鼎》作 。碑刻

承之，《司马兴龙墓志铭》作“ ”，《李挺妻元季聪

墓志》作“ ”，《寇偘墓志》作“ ”，《李挺妻元季

聪墓志》作“ ”; 另一体《华山庙碑》作“ ”，《谯

敏碑》作“ ”，《赫连子悦墓志》作“ ”，《元悰墓

志》作“ ”; 又一体，《北海太守为卢氏妇刻石》作

“ ”，《高润墓志铭》作“ ”，《元子正墓志》作

“ ”，《赵奉伯妻傅华墓志》作“ ”。
五、上承六国古文

1．“弌”、“弍”、“弎”，《说文》所收古文作 、、

。天玺元年《禅国山碑》“老人星见者弌十有弌”，

北魏《崔楷墓志》“遣幼子及弌女亱出”; 孝昌三年

( 527) 《法义九十人等造塔记》题名有“程弎妃”; 碑

刻材料中唯独不见“弍”字。

2．“典”，甲骨文作 、 ，象双手捧册之形，义

为书籍，典籍。《说文》小篆作 ，象简册放置于丌，

丌也 可 理 解 为 廾 的 形 讹。为 了 强 调 简 册，又 加

“ ”以突出表意，《说文》古文作 。碑刻隶书，

《杨着墓碑》作“ ”，《小子残碑》作“ ”，仍似之;

而《曹全碑》作“ ”，字形显义已受到影响。于是

承用古文 ，《谯敏碑》“深明 隩”，《杨统碑》“謩

兹 犹”。“⺮”部与“艹”部混，《鲜于璜碑》“含好

常”。
“典”字在碑刻中还有多个异写变体，有的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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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构字。上 下 笔 划 脱 开，《元 谧 妃 冯 会 墓 志》作

“ ”，《刘阿素墓志》作“ ”，上下脱开，两竖穿

通，《元诲墓志》作“ ”、“ ”，增衍笔划，《巴郡朐

忍令景云碑》作“ ”，《元鸾墓志》作“ ”，“丌”讹

变成“大”，《元广墓志》作“ ”，竖划上不出头，《王

浚妻华芳墓志》作“ ”，《窦泰妻娄黑女墓志》作

“ ”，两横不穿通，《冯迎男墓志》作“ ”，《元端

墓志》作“ ”，中间少横，《李希宗妻崔氏墓志》作

“ ”，增加竖划，实承继古文字，《高润墓志铭》作

“ ”，《赵奉伯妻傅华墓志》作“ ”。

3．“ ”，小篆作 ，即“退”字，《说文·彳部》:

“ ，却也，从彳、日、夊。”或体作 ，古文作 。碑

刻承之，《缪宇墓志》作“ ”，《魏元丕碑》作“ ”，

《谯敏碑》作“ ”，《唐耀墓志》作“ ”，《元子邃妻

李艳华墓志》作“ ”。《叱罗协墓志》作“ ”，《高

盛墓碑》作“ ”，都是 的变体。

4．“囦”，古文作 。《说文·水部》: “囦，古

文。从囗、水。”北魏《寇侃墓志》: “昂昂岳峻，愔愔

澄。”
六、上承小篆

小篆是对大篆的简省改造，作为秦国统一的文

字系统，与秦篆并行，只是比草率的秦篆规整得多。
隶书、楷书通行之后，因《说文》影响甚巨，常将篆书

隶古定，用隶、楷笔法转写小篆结构的文字。
( 一) 整字承小篆

( 1) “阜”，甲骨文作 、、、，小篆归整作 。

隶书《鲁峻墓碑》作“ ”，又作“ ”，无上撇，而下

改为一横; 竖划脱开，《元龙墓志》作“ ”，《邓羡妻

李榘兰墓志》作“ ”; 加左下撇，《娄叡墓志》作

“ ”，《李祖牧妻宋灵媛墓志》作“ ”，意在追求

文字结构饱满。楷书碑中，《元晖墓志》作“ ”，

《元宝建墓志》作“ ”，明显是上承小篆 而来。

( 2) “表”，小篆作 ，从衣，从毛。隶变后，隶书

《桐柏淮源庙碑》作“ ”，楷书《敬羽高衡造像记》

作“ ”，为通用字。碑刻中又有上承小篆，《韩显

宗墓志》作“ ”，《崔隆墓志》作“ ”; 省一横划，

《元怿墓志》作“ ”、“ ”，可视为演变的中间环

节，只 是 出 现 比 较 晚; 《梁 国 镇 将 元 举 墓 志》作

“ ”，保留“衣”，“毛”讹变成“土”;《元悰墓志》作

“ ”，《高 阿 难 墓 志》作“ ”，构 件“毛”讹 为

“ ”。其他还有一些不规则的变化，或少撇划，

《丘哲妻鲜于仲儿墓志》作“ ”，《志朗造像记》作

“ ”; 或增横划，《牛景悦造石浮图记》作“ ”，

《杜文雍等十四人造像记》作“ ”。从而构成一组

异体字。
( 二) 构件承小篆

( 1) “色”，《史晨后碑》作“ ”，《石尠墓志》作

“ ”，《穆循墓志》作“ ”，无中间一小竖，不是省

笔，而是承用古体。《说文·色部》小篆作 ，从人，

从卪。碑刻加一小竖，《元怿墓志》作“ ”，或是为

了同隶变的“包”相区别，或是为了追求字形饱满，

加一饰划，以保持文字形体的内部平衡。也有的加

一横，《元平墓志》作“ ”。从“色”的字其内亦多

无竖，如“艶”，《尹祥墓志》作“ ”，《薛怀儁妻皇甫

艳墓志》作“ ”。“绝”，《临辟雍碑》作“ ”，《司

马昞墓志》作“ ”。或加横划，《比丘尼慧静墓志》

作“ ”，或加竖划，《寇治墓志》作“ ”。

( 2) “敖”，小篆作 ，从出，从放，出游之义。隶

变后笔划拉直，点连在一起，《吊比干文》作“ ”，

《王昌墓志》作“ ”。又承小篆构件，《邓羡妻李榘

兰墓志》作“ ”，《元悌墓志》作“ ”，《邓子询墓

志》作“ ”; 又字形讹变，《元维墓志》作“ ”。后

出专字，《元延明妃冯氏墓志》作“ ”，《薛怀儁墓

志》作“ ”。以“敖”为构件亦相承，“螯”《元子直

墓志》作“ ”，《封延之墓志》作“ ”。
有的书体改变，承继古文字时，会略作变形，既

为研究文字的演变过程找到中间环节，又为总结汉

字演变的规律提供实物证据，值得注意。例如:

( 3) “望”，甲骨文作 、 、，以跂而远望会意。

小篆作 ，形体讹变，字又作 。《说文·亡部》:

“望，出亡在外，望其还也。从亡，朢省声。”不大可

靠。《玉篇》收有“ ”字，见徐灏《说文注笺》。隶

变后，《曹全碑》作“ ”，《吊比干文》作“ ”，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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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壬”，结构承小篆。《元悦墓志》作“ ”，《冠将

军夫人刘氏墓志》作“ ”，已调整作“王”。构件

“亡”也 有 作“臣”者，如 汉《宋 伯 望 买 田 记》作

“ ”，北魏《崔鸿墓志》作“ ”。前一字微泐，但

大致可 识。“王”又 省 为“土”，汉《史 晨 后 碑》作

“ ”，东魏《崔鹔墓志》作“ ”; 或讹变，《逢哲墓

志》作“ ”，《拓跋虎墓志》作“ ”，《穆子岩墓志》

作“ ”，《李纶墓志》作“ ”。
( 三) 偏旁承小篆

( 1) “移”，异体作“迻”。小篆作 。《说文·
辵部》训“迁 徙 也，从 辵，多 声”。《说 文》还 收 了

“趍”字，小篆作 ，训“趍赵，夊也，从走，多声”，谓

行走迟缓。本来“迻”与“趍”是音义不同的两个字，

可是因“走”部与“辵”部相通，于是碑刻中迁徙、移

动义，共享移、迻、趍，形成异体。如《肥致墓碑》作

“ ”，《张朗墓志》作“ ”; “禾”部讹变为“礻”

部，《元浚嫔耿氏墓志》作“ ”，《元子直墓志》作

“ ”。表 示 位 移 的 词 与 走 路 有 直 接 联 系，于 是

“禾”部换成“走”部，小篆的变化突出了字形示意，

碑刻承用之。如《耿勋碑》:“劝课趍时，百姓乐业。”
《元谭墓志》:“始趍羽翼，出纽邦卬。”

( 2) “雝”，甲骨文作 、 、 等形，小篆作 。
《说文·隹部》: “雝，雝渠也。从隹，邕声。”渠，《说

文·鸟 部》作 ，为 鸟 名，即 鹡 鸰 鸟。段 玉 裁 注:

“雝，经典多用为雝和、辟雝。隶作雍。”碑刻或承篆

书作“雝”，《曹真残碑》作“ ”，《韩显宗墓志》作

“ ”，《元继墓志》作“ ”。或隶省作“雍”，《桐柏

淮源庙碑》作“ ”，《巴郡朐忍令景云碑》作“ ”，

《白石神君碑》作“ ”。变形重组，《史晨后碑》作

“ ”，《左棻墓志》作“ ”，楷书《元扬墓志》作

“ ”; 还有介于二者之间者，《华山庙碑》作“ ”。
七、上承古隶书

古隶书，或被称为篆隶，是从秦篆发展而来的手

头草率书体，文字形体界于篆书与隶书之间。碑刻

古隶书的代表作是东汉永平六年的《开通褒斜道摩

崖》，还有元初四年的《三公山碑》、永和二年《裴岑

纪功碑》。八分隶书、楷书形成之后，仍然有很多字

体承用古隶书结构。
( 一) 整字为古隶书

( 1) “因”，简文《合阴阳》作“ ”。《史晨后

碑》“钦 春飨”。碑刻异体字集中反映在内部构

件上。构件从“土”，如《谷朗墓碑》作“ ”，《邑义

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作“ ”; 从“工”，《吊比

干文》作“ ”，《潘景晖等造像记》作“ ”; 构件

“工”调整，又作“囙”，《元顺墓志》作“ ”，《曹望

憘造像记》作“ ”; 构件简省成二横，《法险造像

记》作“ ”，《路众暨夫人潘氏墓志铭》作“ ”、

“ ”。通用体作“因”，则承继甲骨文 、 、 ，小

篆作 ; 构件“大”横划断开，变形成“火”，《尉迟运

墓志》作“ ”。
以“因”为构件，亦类推。“恩”，《孟琁残碑》作

“ ”，《临辟雍碑》作“ ”，构件为“土”; 《成阳灵

台碑》作“ ”，《元羽墓志》作“ ”，构件为“工”;

《元勰墓志》作“ ”，《于景墓志》作“ ”，构件为

“ ”。

( 2) “虎”，甲骨文作 ，象虎形，简省作 。后分

两条线路发展: 小篆作 ，已讹变，脱其象形，但仍有

影子。后世承之，碑刻隶书《薛广墓志》作“ ”，又

作“ ”，楷书《王偃墓志》作“ ”，《□弘墓志》作

“ ”，《暴诞墓志》作“ ”，为规范正体; 有的仍带

篆势，《高建墓志铭》作“ ”，《元湛墓志》作“ ”。

古隶书《睡简》二九·二五作 ，《西陲简》三九·

四作 ，虎爪讹变成“巾”，完全符号化。碑刻隶

书，《上尊号碑》作“ ”，《徐显秀墓志》作“ ”。

楷书《王神虎造像记》作“ ”，《元勰妃李媛华墓

志》作“ ”，《元怿墓志》作“ ”。形符“虍”作各

种变形，《和照墓志》作“ ”，《孙秋生等造像记》作

“ ”，《元悌墓志》作“ ”; 竖划不穿通，《尹祥墓

志》作“ ”，《山徽墓志》作“ ”，《元维墓志》作

“ ”; 上横变点，《唐小虎造像记残石》作“ ”，

《□忝墓志》作“ ”; 左撇缩短，与“雨”字头的俗写

相混，《王彬长女丹虎墓志》作“ ”，《欧阳景熙买

地券》作“ ”，《尉迟运墓志》作“ ”，《□道明墓

志》作“ ”; 草 率 简 省，《许 卒 史 安 国 祠 堂 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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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虔墓志》作“ ”，如果没有上下文的暗

示，已经很难辨认。
虽然异体字形很多，但是其形体总是渐变的，开

始是文字异写，逐渐演变成文字异构。以“虎”为偏

旁的字也随之改变。这说明各种异体已经由最初的

个人用字行为，变成了社会用字，符合文字的社会属

性，而且进入了整个汉字大系统。例如:

“号”，《萧正表墓铭》作“ ”，《寇炽墓志》作

“ ”，又作“ ”，构件“虎”还残留有篆势。“虎”
的各种异体作为构件，在创制新字时，又不同程度地

带进新字中。隶书如《肥致墓碑》作“ ”，《巴郡朐

忍令景云 碑》作“ ”，楷 书 如《郑 君 妻 墓 志》作

“ ”，《元 始 和 墓 志》作“ ”，《元 绪 墓 志》作

“ ”，《元珽妻穆玉容墓志》作“ ”，《秦洪墓志》

作“ ”等。

“递”，《李 璧 墓 志》作“ ”，《王 翊 墓 志》作

“ ”，构件“虒”直 接 变 成“虎”的 异 体，“⺁”与

“虍”共笔，笔划简省。还有的更简省，《石门铭》作

“ ”。

( 3) “师”，作“ ”。《说文·帀部》:“师，二千

五百人为师。从帀，从 。 ，四帀众意也。” ，古

“堆”字，帀，古“匝”字，均含聚集之义，聚则众，故为

军队师旅之义。甲骨文作 、 ，金文或作“帀”，或

作“ ”，或作“师”，不稳定。《石鼓文》作“师”，小

篆承之，作 。

“ ”之竖划拉长，与古“阜”字形近，隶变作

“ ”，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一四七作 ，《纵横家

书》七八作 。碑刻或承古隶书，《武梁祠画像题

字》有“京 节女”，《武荣碑》有“外□ 旅”，《曹

全碑》有“还 振旅”。右旁“巿”竖划出头处变点，

《刘璇等造像记》作“ ”; 点变横，竖划穿通，《法超

造像记》作“ ”。

“师”之偏旁“ ”又常省上面小撇，作“ ”，

《老子》乙前一四五下作 。碑刻亦承之，《杨着墓

碑》作“ ”，《元龙墓志》作“ ”;“帀”变形，《元龙

墓志》又作“ ”，《邓羡妻李榘兰墓志》作“ ”，

《静度造像记》作“ ”，《昙乐造像记》作“ ”。

“ ”与“臣”形近，故“师”，《元显魏墓志》又讹

作“ ”。“ ”加两笔衍划，用于装饰，《鲁峻碑》作

“ ”，《谯敏碑》作“ ”。
( 二) 构件为古隶书

( 1) “害”，金文《师害簋》作 ，《说文》小篆作

。古隶书《睡简》八·一作 ，《老子》甲后一三

九作 ，中间均简作两横。碑刻既承金文作“害”，

为通行体; 又大量承用古隶书，《桐柏淮源庙碑》作

“ ”，《史晨前碑》作“ ”，《巴郡朐忍令景云碑》

作“ ”，《营陵置社碑》作“ ”，《元熙墓志》作

“ ”，《元怿墓志》作“ ”，《元晫墓志》作“ ”，

成为一组异体字。又变形，《姚伯多兄弟造像碑》作

“ ”，与“周”字近似。

从“害”的字亦同步变化，《景君碑》作“ ”，

《徐义墓志》作“ ”，《于景墓志》作“ ”，《道建造

像记》作“ ”; 简省笔划，《元谭墓志》作“ ”，《辅

兰德等造像记》作“ ”; 形体讹变，《法超造像记》

作“ ”。

( 2) “带”，小篆作 ，从巾，上象丝系佩之形。

《战国纵横家书》一一四作 、帛书《老子》乙一八九

上作 ，《武威简·士相见礼》作 ，《流沙简·屯

戍》一五·一五作 。碑刻既承小篆，《元子直墓

志》作“ ”，为通行体。又承古隶书并继续发展，

产生很多变体，而且有的形体差别很大，构成一组异

体字。《张迁碑》作“ ”;《杨着墓碑》作“ ”;《吊

比干文》作“ ”; 《王僧男墓志》作“ ”; 《赵泛墓

表》作“ ”，《元龙墓志》作“ ”，《李谋墓志》作

“ ”; 省竖划，《拓跋虎墓志》作“ ”，《元始宗墓

志铭》作“ ”; 调整竖划，《常袭妻崔氏墓记》作

“ ”，《崔芬墓志》作“ ”; 文字异写，《元子直墓

志》作“ ”，《李挺墓志》作“ ”; 简省横划，《刘滋

墓志》作“ ”，《司马昞墓志》作“ ”; 省竖划，《翟

普林造像记》作“ ”，是现代简化汉字“带”在碑刻

中的最早字形。

( 3) “夺”，小篆作 。《说文·奞部》: “夺，手

持隹失之也。从又，从奞。”奞，小篆作 ，象鸟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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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形。《睡简》三○·三七作 ，《孙膑》一三六作

，《马王堆易》三作 ，“奞”上之“大”变“六”，

“又”与“寸”相通。碑刻承小篆作“夺”，为通行字;

又承古隶书，《元绪墓志》作“ ”，《王君妻元华光墓

志》作“ ”，《元纂墓志》作“ ”，《邢峦妻元纯阤墓

志》作“ ”等; 构件“六”讹变为“艹”，《高叡修定国

寺塔铭碑》作“ ”; 又省构件“六”，《元遥墓志》作

“ ”，现代简化汉字则省“隹”作“夺”。
( 三) 偏旁为古隶书

“留”，作“ ”。“溜”《孙膑》106 作 。声符

“留”上部为“卯”; 《老子》乙前八七上作 ，声符

“留”上 部 讹 变 作“吅”。碑 刻 承 用，《张 迁 碑》作

“ ”，《元详造像记》作“ ”。碑刻中“口”又与

“厶”形体通用，故《魏元丕碑》作“ ”，《巴郡朐忍

令景云碑》作“ ”。或干脆以一横代替，《元璨墓

志》作“ ”。或“田”讹变为“曰”，《王浚妻华芳墓

志》作“ ”。或讹变为“由”，《窦泰妻娄黑女墓志》

作“ ”，是异写，还是异构，似乎都说得过去。《叱

罗协墓 志》作“ ”，《王 士 良 妻 董 荣 晖 墓 志》作

“ ”，则“卯”的痕迹可见，与原字形相去不远。
从“卯”声的字也发生类推。如“刘”，《谢鲲墓

志》作“ ”，《王建之墓志》作“ ”。变形《王浚妻

华芳墓志》作“ ”，《刘双周造均塔记》作“ ”; 又

共笔变形，《孙秋生等造像记》作“ ”，《刘璇等造

像记》作“ ”; 以两点代“口”，《郑舒夫人刘氏墓

志》作“ ”，《崔芬墓志》作“ ”; 简省一点，《颜谦

妇刘氏墓志》作“ ”，《郭显墓志》作“ ”，《封□

妻长孙氏墓志》作“ ”，与后世行书无异。再简省，

《范国仁等造像记》作“ ”，《韩显祖等造塔像记》

作“ ”，《法义优婆姨等造像记》作“ ”; 又变形，

《晕禅师等五十人造像记》作“ ”，《唐小虎造像记

残石》作“ ”; 又讹变，《刘根四十一人等造像记》

作“ ”，构件完全变异，构字理据遂晦。

“贸”，《元子直墓志》作“ ”，《元继墓志》作

“ ”，《尔朱绍墓志》作“ ”，《廉富等造义井颂》作

“ ”。“厶”变“口”，《叱罗协墓志》作“ ”。有不

察者，释文多误，如《杨播墓志》:“陵谷可贸，音尘不

灭。”贸，迁变之义。《考古与文物》释文作“算”，

“陵谷可算”殊不可解，大误。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隶书、楷书碑刻中夹杂的

古文字。至于全用古文字写成的碑刻、篆额、篆盖，

以及三体石经中的古文、篆文，我们一般没有涉及，

当另作专题研究。

注 释

①为了录入方便，甲骨文、小篆字形，我们采用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

甲骨文输入法、小篆输入法，并核实了原件，形体基本不差。

②汉魏六朝碑刻文字图片全部来自毛远明《含魏六朝碑刻校注》，线

装书局 2008 年 12 月，不一一出注。

③“皃”的各种变体，历代碑刻释文多有错误。参见毛远明、何山《释

“皃”》，《中国语文》2010 年第 6 期。

④金文文字来自《汉语大字典》摹写的字形，与原件字形结构相合，

体态有差异，但不影响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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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cient fonts remain on Stone Inscriptions
between Han，Wei，Jin ＆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Mao YuanMing
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 is the only heritage for thousands of years，there is no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the character，and it is a con-

tinuous character type． Li Bian( 隶变) changed strokes，gestures of many ancient character，that shows the difference in shape of characters intuitively，

but the character’s structure types，structural elements，component combinations，configuration word intent，etc． is the same． The study of ancient char-
acter which remains on Stone Inscriptions can reveal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it also can research the ancient character and variant forms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Inscriptions; stone inscription between Han，Wei，Jin ＆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Ancient fo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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