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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破解与石刻文字考证*

毛远明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北碚区   400715）

[ 摘   要 ] 石刻文献是一种重要文献，但材料散碎、原始，需要全面搜集、科学整理才便于使用。整理石刻存在很

多困难，典故就是一大障碍。破解典故对于准确释文，正确理解铭文内容，科学利用石刻文献从事多学科的研究，具

有重要的意义。论文提出 5 条材料来讨论，纠正了已有石刻整理成果中出现的错误，为科学整理石刻文献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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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文献的主体是碑碣墓志，其文体具有明显的赞颂性、张扬性特征。行文多用成语典故，

形成典雅凝重，婉转深沉的碑铭文风。石刻铭文可大分为序辞、铭辞两部分。序辞为散文，多用

四字句，或四六对文，骈散兼行 ；铭辞多四言韵语，也有五言、六言、七言，杂言、骚体比较少。受

六朝骈文和古代诗歌用典使事的影响，堆砌典故成为石刻文献的重要特征之一。习见、习用的

典故，对碑铭文字释读，内容理解与把握，一般比较容易 ；而生僻罕用的典故，理解起来就比

较困难一些。而内容不理解，自然会影响到对碑铭文字的正确释读。加上石面剥泐、文字异体俗

讹、古文字残存等因素设置的种种障碍，碑版释文仍有一定困难。已经整理的石刻文献，其文字

误读，标点错乱的现象比较严重。下面选取已公布释文的 5 条石刻材料，分析其不明典故造成

的文字误读，试图提取一些内部规律，从一个方面为科学整理石刻文献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武周长安三年《张喭及妻孙氏墓志》：“俗有其康之训，时光展骥之才。”（《唐代墓志汇

编》第 1002 页，以下简称《汇编》）

“俗有其康之训”，从语法上分析，句子应该是通顺的，但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却不明白。志

文本来是骈偶对举的句子，但“其康之训”，与“展骥之才”却并不和谐，释文应该有误。核实原拓

片，发现所释“康”字是错误的，原刻作“ ”，应是“虎”的异体字。该字形在汉魏六朝已经出现，

如东汉元嘉元年《山东苍山元嘉画象石墓题记》作“ ”，(凡是汉魏六朝的文字图片，都来自毛

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线装书局，2008 年。不一一出注。) 西晋太元十七年《王彬夫人夏金

虎墓志》作“ ”，北魏景明三年《孙秋生等造像记》作“ ”，北齐天保四年《司马遵业墓志》作“ ”，

太宁元年《石信墓志》作“ ”等。

《汇编》释文中，“训”字亦误。原拓片作“ ”，虽略有石花干扰，但轮廓是清楚的，应是“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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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谛视之，声符是“永”，而不是“川”。

《汇编》释文之“其”字，原拓本实际上并没有。可能是因为志石此句与下句“时光展骥之才”

是对举的，然而却少了一字，行文不整饬，于是《汇编》给平空添上一个“其”字，以求和谐。可是

加上这个字，也仅仅是字数凑足而已，其意义仍然不明白，行文亦不和谐，因为“其康”与“展骥”

事实上并不对应。即使将“康”改成正确的“虎”字，“其虎”也不对应。因此补的这个“其”字也是

错误的。

我们认为，原刻脱刻的一个字应该是“去”，整个句子应是“俗有去虎之咏”，因为这是用的

一个典故。语出《后汉书 ·儒林传上 ·刘昆》：“时县连年火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征

拜议郎，稍迁侍中、弘农太守。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

子度河。帝闻而异之。二十二年，征代杜林为光禄勋，诏问昆曰 ：‘前在江陵，反风灭火 ；后守弘

农，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对曰 ：‘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质讷。帝叹曰 ：‘此乃长者

之言也。’顾命书诸策。”又《后汉书 · 宋均传》：“（宋均）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民患。常募

设槛穽，而犹多伤害。均到，下记属县曰 ：‘夫虎豹在山，鼋鼍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兽，

犹北土之有鸡豚也。今为民害，咎在残吏，而劳勤张捕，非忧恤之本也。其务退奸贪，思进忠善。

可一去槛穽，除削课制。’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这两段记载大意是说，地方官吏施行仁

德政治，害人的猛虎也逃避其地，不忍在辖区之内为患。后来便以“去虎”、“遁虎”赞颂施行德

政的地方官吏。“俗有去虎之咏”，意思是说墓主施行仁德政治，民间有歌咏赞颂他。语意畅达，

语境上又能与“时光展骥之才”对举，行文谐婉。

就碑志内容而论，大多如人物传略，裦美谀词，累载于篇，因此常用去虎这个典故赞美

官员德政。如北魏孝昌三年《富平伯于纂墓志》：“昔宋均去虎，鲁恭飞蝗。”（《汉魏六朝碑刻

校注》6 册 108 页，以下简称《校注》）唐永徽六年《南康郡刘君墓志》：“盗乌悬辩，惌虵不惑。

去虎怀仁，反风明德。”（《新中国出土墓志 · 河南叁》11 页）大历六年《张炅及妻孟氏墓志》：

“如是法夺□丝 (原文“横”，黄可见，左边泐，为慎重暂时缺)，声移去虎。”（《唐代墓志汇编》第

1776-1777 页）《汉语大词典》未收此词，当属遗漏。

又作“浮虎”。北魏永熙二年《元钻远墓志》：“夫君制锦，移我风俗。浮虎惭仁，还珠谢渥。”

（《校注》7 册 71 页）西魏大统八年《和照墓志》：“化善浮虎，导深去螟。”（《校注》8 册 179 页）

北齐太宁二年《义慈惠石柱颂》：“察奸超于西门，慈政隆于浮虎。”（《校注》9 册 96 页）河清四

年《薛广墓志》“浮虎遥屏，飞蝗远落。”（《校注》9 册 177 页）

2.武周天授二年《霍松龄墓志》：“弹豪驿妙，次輠推工。”(《新中国出土墓志 ·河南叁》57页 ) 

“次輠推工”，甚费解 ,“次輠”在典籍中也没有用例。复核原拓片，原录文之“次”字，拓本作

“ ”，其上半泐蚀，下半尚存，字形轮廓与“次”字略相近，但是并不太吻合 , 因为其下部构建明

明是“火”。正是因为石面泐蚀，字形无法确定，单从文字上考察是难以确定的，所以考虑从字词

关系入手，分析文字在语境中的地位和表意作用，其思路便显得特别重要了。

志文“弹豪”与“ 輠”对举。“弹豪”，即“弹毫”，结构是动宾关系，内容是挥毫书写，振笔著

述之意。与之对应，“ 輠”的结构一般也应该是动宾关系，内容也应该与文章著述，文采风华

之类的文事相关，而这种意义，又应与“輠”是彼此相配的。遍考历代典籍，能符合这几个条件

的，只有“炙”字。再比对原字所存残划，释作“炙”，其字形应该最为合理。

其实“炙輠”本是常语。炙是膏油，輠是古代车上盛油器。輠烘热后油脂流出，润滑车轴。比

喻口才好，善谈谑。语出《史记 · 孟子荀卿列传》：“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司马贞索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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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别录》‘过’字作‘輠’。輠，车之盛膏器也。炙之虽尽，犹有余津，言髡智不尽，如炙輠也。”

此典故文献用例甚多，如《晋书 ·儒林传赞》：“炙輠流誉，解颐飞辩。”梁元帝《金楼子 ·著书篇》：

“寳剑在前，鼔瑟从后。连环炙輠，雍容卒歳。”宋人施德操撰有《北窗炙輠录》一卷，其书名就是

取于此典。

3. 唐长安三年《高志远墓志》：“孝以心淳，忠由义立，拔篆连彚，拾芥登科。”（《汇编》第

1020-1021 页）

“拔篆”，意不可解，典籍亦不见用例，释文应该有误。复检拓本，所谓“篆”，其实本作“ ”，

与“篆”明显不符，应该释为“茅”字才对。该字虽微泐，但文字轮廓是基本清楚的。特别是从内容

上去考察，更能说明问题。《汇编》释作“篆”，误。

“拔茅”是一个典故词，语出《易 ·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象曰 ：拔茅征吉，志在

外也。”王弼注 ：“茅之为物，拔其根而相牵引者也。茹，相牵引之貌也。”后世因以“拔茅”表示擢

用一人，而连带起用其它人。《汉语大词典》收录“拔茅”，但并没有解释，而只是注明见“拔茅连

茹”。在“拔茅连茹”条说“比喻递相推荐引进”。其解释不够准确。该词强调的是“擢用一人而连

带其它人”，而不是“递相推荐”。体会宋代李光《读易详说》卷三对泰卦的一段阐释，可以深明拔

茅之义。其文说 ：“君子欲有所为，非一人之力能独济也。必当拔用贤才，引其朋类，同心同德，

萃于朝廷，然后太平之功可得而成也。孔子曰 ：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可羞于王公，可荐于

神明，以象贤者有洁白之质也。茹者，根也。茅之生也，根相牵连。彚者，类也。征者，进也。进必以

正，故曰征也。君子、小人，各有其类。拔其一，则皆相连而起，有茹之象。”

其它墓志也有用例。唐咸亨五年《黄素墓志》：“不顾拔茅之荣，终全孤竹之操。”（《汇编》

第 585-586 页）上元三年《张仁燮墓志》：“属拔茅贲谷，游莲应兆。”（《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

219 页，以下简称《汇编续集》）至于传世典籍的用例就更多，不烦举例。

4. 唐圣历三年《王建墓志》：“邑居里聚，以绝桐杵之声 ；戚属懿亲，望尽邓林之色。”（《汇

编》963 页）

“桐杵”，典籍不见用例 ；“以绝桐杵之声”，文意亦不可解。复核拓本，“桐”，原刻实作“ ”，

该字形稍有泐蚀，审其轮廓，应该是“相”字，古代舂米时所唱送杵的号子声，劳作与号子互相配

合，以协调舂米动作。

“相杵”是一个常见的典故，语出《礼记 ·曲礼上》：“邻有丧，舂不相。”郑玄注 ：“助哀也。相，

谓送杵声。”《礼记》的意思是说，邻居有丧事，为表达对死者的哀思，舂谷劳作，而不唱号子。《史

记 ·商君列传》：“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后来常用此典来表示

停止相杵，表达对死者的崇敬和哀悼。

墓志作为哀诔文，用例极多，这里略举几例。北齐武平二年《刘忻墓志》：“而相杵不闻，邻

哀振路。”（《校注》9 册 378 页）唐贞观七年《张明墓志》：“嗟乎 ! 人之云亡，平生尽矣，何止舂

不相杵，故亦凄感行路。”（《汇编》31 页）贞观十七年《王宾墓志》：“于时邻无相杵，巷绝讴歌，

愁云惨而昼昏，悲风凄焉夜击。”（《汇编》67 页）永徽二年《李敬墓志》：“固以里息巷哥，舂停

相杵。”（《汇编》146-147 页）

或作“舂相”。北魏建义元年《元略墓志》：“楚老于是长号，舂相于是嘿音。”（《校注》6 册

205 页）唐景龙三年《高知行及妻焦氏墓志》：“哲人既丧，梁木斯摧。舂相断邻里之声，珠泪拥

琼镶之梦。”（《汇编》1089-1090 页）咸通八年《何楚章及妻侯氏墓志》：“泣血枕块，毁瘠居苫，

号恸路岐，声摧舂相。”（《汇编续集》第 10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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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罢相”。唐永徽二年《苏师墓志》：“停机泣里，罢相悲邻。”（《汇编续集》56-57 页）永

徽五年《李智员墓志》：“于是舂妇罢相，里巷停歌。”（《新中国出土墓志 · 陕西贰》27 页）龙朔

三年《杜传义及妻皇甫氏墓志》：“罢相辞舂，辍歌松衢。”（《汇编续集》137-138 页）

或作“辍相”，唐贞观二十三年《赵君妻曲氏墓志》：“邻舂辍相，仰景行以衔悲 ；里巷停歌，

眷清猷而洒泪。”（《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1 册 187 页）永徽五年《李玄济墓

志》：“痛结友于，哀緾父母。投□轸恨，辍相衔悲。”（《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上 80-81

页）永徽六年《王孝瑜及妻孙氏墓志》：“两剑俱沉，双珠潜翳。辍相涟濡，絶弦挥涕。”（《汇编》

214-215 页）

或作“罢舂”。武周圣历二年《崔善福墓志》：“岂唯街号巷哭，辍肆罢舂而已哉！”（《汇编

续集》362-364 页）唐天宝三年《张思鼎墓志》：“推貊噎哭，吴南罢舂。”（《汇编》1559-1560 页）

建中二年《姚子昂及妻康氏墓志》：“邑人赠吊，城肆罢舂，连官惨悲，一时休务。”(《汇编》1824 页 )

或作“辍舂”。贞观二十三年《司马叡墓志》：“虽四邻辍舂，千里絮酒。以申情礼，将何及

焉。”（《汇编续集》45 页）龙朔元年《王朗及妻魏氏墓志》：“知与不知，莫不伤感。岂直辍舂兴叹，

罢织衔悲而已哉。”（《汇编》339-340 页）长安三年《张茂及妻王氏墓志》：“天不愁遗，歼我良喆，

哀甚辍舂，嗟深大耋。”（《汇编》1024-1025）

或作“停杵”。唐乾符三年《吴全缋墓志》：“亲戚恸哀，邻为停杵。”（《汇编》1131-1133 页）

永徽三年《大唐张氏故成公夫人墓志铭》：“遂使邻停杵相，巷息行歌，悲夜烛以先风，叹秋霜而

早降。”（《汇编》157 页）

或作“停舂”。唐贞观二十三年《刘文墓志》：“遂使门哀撤瑟，邻怆停舂。”（《汇编续集》48

页》）开元十四年《李昕及妻郑氏墓志》：“罢市流泣，停舂以恸。”（《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

刻拓本汇编》11 册 195 页）咸通十五年《刘嵩及妻张氏墓志》：“邻里停舂，哀恸乡闾。”（《西安

碑林博物新藏墓志汇编》下 880 页）

以上各词不是同义词，但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汇编》释文作“桐杵”，字形既不相合，

意义也无解，误矣。

《汉语大词典》未收“辍相”、“停杵”、“停舂”等词，收录了“罢相”词条，但只有“罢免宰相

官职”一个义项，没有收哀挽死者的义项。材料证明，研究这些词语不仅对语文辞书的编纂修订

大有益处，而且对于研究典故词语的形成过程、内部变化、构词理据，以及典故词语语素替换的

内部规则和规律、表达方式的选择提炼及其内部机制等方面，石刻文献都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

的语料。

5. 唐神龙三年《亡尼宫七品墓志》：“侍栉即彰于婉淑，捧迤无替于皮恭，故得职播六宫，宠

克八子。”（《新中国出土墓志 · 陕西壹》108-109 页）

“捧迤无替于皮恭”一句，意思殊不可解，疑问至少有两个。首先“捧迤”不知何意，遍查典

籍，亦不见有此用例。根据志文，“捧迤”与“侍栉”对举，内容应该是在赞美志主的妇德，但“捧

迤”与妇德之间却难以找到明显的联系 ；结构应是动宾关系，“捧”下一字应该是一个名词，而

“迤”不是，结构明显亦不相合。

考察历史，涉及妇德而又与此相关的，应当是“捧匜”。墓志在此用了一个典故，语出《左传 ·

僖公二十三年》：“秦伯纳五女，怀嬴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匜是一种盛水器。古代尊长洗

盥，侍者一人持匜在上浇灌，一人呈盘在下接脏水。《礼记 ·内则》：“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

请沃盥。”所记古礼与此正吻合。墓志用“捧”，是“奉”的同源分化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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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捧匜 , 墓志多用其例，如唐永徽五年《王恭及妻陈氏墓志》：“道穆帷房，德谐琴瑟。捧

匜中则，举动合仪。妇礼具闲，母仪兼悉。”（《汇编续集》70 页）景龙三年《韩君妻常氏墓志》：“用

能怡颜顺色，主馈奉匜。”(《汇编续集》第 438 页）

“匜”为什么会误释为“迤”呢？除了典故不明，文意不理解之外，也有文字方面误释的原

因。复核原拓本，“迤”，本作“ ”。该字微泐，但轮廓基本清楚，字形与“迤”相似而有区别。只

要排除石花干扰，“匜”的俗字面貌便会显示出来。该字由“一、也、辶”三部分构件组成。“匜”

变成“ ”，主要是构件“匚”的上横划与“𠃊”脱开，这是第一步 ；由于“辶”的行草书，可以简省

作“𠃊”， 书手于是逆推之，把“𠃊”错误还原为“辶”，这是第二步。这样以来，就与“迤”的字形只

差左上角那一小撇。《新中国出土墓志》释文者不辨石花，没有详察字形微殊，也没有细致分析

文意，其出现错误，便不可避免了。

《汇编》于此字的误释不仅此例，如唐永徽五年《祖君妻张陇墓志》：“诫子断综，承天奉

迤。”（《汇编》第 199 页）“迤”，原拓作“ ”，应是“匜”字。《汇编》释文作“迤”，误。咸亨五年《王

则墓志》《唐故飞骑尉王君墓志铭》：“籍绪高华，资裔芳婉，清规有曜，奉迤无亏。”（《汇编》第

582 页）“迤”，原拓作“ ”，也应是“匜”字。《汇编》亦误释作“迤”。

当然，墓志中，“匜”字确实也有讹写作“迤”的。如唐光宅元年《麻素及妻王氏墓志》：“岂

独举案流谦，亦乃是奉迤招美。”（《新中国出土墓志 · 河南叁》35-36 页）“迤”，原刻作“ ”，

乃“匜”的俗字，并且字形略讹。讹变的结果与“逶迤”之“迤”构成同形字。《新中国出土墓志 ·河

南叁》释文者径作“迤”，而又没有加注说明，处理未当。

值得注意的是构件“匚”的这种讹变，可以类推。如“匹”字，石刻释文多有误。唐开元十一年

《李君及妻许懿墓志》：“望崇朱邸，□迹邹枚。”（《汇编续集》第 495-496 页），复核原拓，所谓

“迹”字略有泐蚀，但轮廓尚存，应是“匹”字。志文“崇”与“匹”对举，意义亦畅，《续集》作“迹”，

误。长寿二年《梁玄敏及妻朱氏墓志》：“伉俪云延，秦晋相慕。琴瑟克谐，金石希固。”（千唐志

斋藏石 ；《汇编》838 页）“伉俪云延”，意义不可通。复核原拓片，本作“ ”，应是“匹”字，配偶

之意。原刻是俗字，《汇编》作“延”，字形既不类，意义亦无取，误矣。延载元年《陆君及妻孙氏墓

志》：“公才行既高，婚娶难返，未有伉丽，奄从风烛。”（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藏拓片 ；《汇编续集》

334 页）“婚娶难返”意义既不可通，与“才行既高”之间也没有逻辑联系，释文肯定有误。复核原

拓，本作“ ”，即“匹”的俗字，匹配的意思，志文是说，志主才学德行很高，没有适合的女子能

与他相匹配，因而没有结婚，便突然去世了，其文意甚通畅。《汇编续集》释作“返”，误。

事实上，构件“匚”的讹变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在南北朝石刻铭文中经常可见，而且

释文多有错误。下面举几个例证。

如“匹”字，北齐《张僧显铭闻》：“延□云高，方今未远。”（《新中国出土墓志 ·河北壹》13 页）

“延□云高”一句，因“延”下一字已泐，不知何意。不过，该字上部残存部分笔划，以轮廓推测，似

应为“古”字，但是“延古云高”，于义也不明确，不顺畅。复核拓片，原来所谓“延”，本作 ，应是

“匹”的俗字。文字释读正确了，所缺之字也就可以明确补出来了。文中“匹古”与“方今”对举成

文，文义通畅。原释文者不辨俗字，也没有细致分析墓志文意，显然误读。

“匹”的俗写在南北朝碑刻中有不少例证。如北魏《长乐长公主元瑛墓志》：“兰芝之雕篆富

丽，远未相拟 ；曹家之鞶帨淹通，将何以 。”（《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图 329 页）孝昌二年

《崔鸿墓志》：“兴公武旧，远未兹 ；子长世载，聊欲相视。”（《校注》6 册 30 页）孝昌二年《丘

哲妻鲜于仲儿墓志》：“故乞银曹比和真曹 纥曹四曹尚书、奏事给事、洛州刺史、河南河阴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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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君之长子。”（《校注》6 册 27 页）普泰二年《韩震墓志》：“虽令君取 玉莹，平叔见疑粉色，

对而为言，彼未尽善。”（《校注》6 册 347 页）

又如“匝”字，北魏《元端墓志》：“重营迭栅，围城数迎。”（《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

129-130 页）“数迎”不成词，“围城数迎”，文意也不可解。核查原拓本，释文所谓“迎”，本作

字，应该是“匝”的俗字，周也，环绕一周为一匝。“围城数匝”，就是把城池包围了好几层，与上文

“重营迭栅”正好相呼应。释文者不察俗字，误读。考其原因，“迎”本从辶，卬声。构件“卬”行书

连笔书写，如北魏《元顺墓志》作 ，《元周安墓志》作 ；调整笔划，《元鉴墓志》作 ，《崔

博墓志》作 。其结果与“匝”的变体同形。阅读石刻文献应分清各自对应的词，将二者加以区别。

“匝”的异体在南北朝碑刻铭文中例证也较多。如北魏正光五年《檀宾墓志》：“举世追慕，

宇流哀。”（《校注》5 册 306 页） ，“匝”的俗字，周遍之义。匝宇，遍天下。东魏武定七年《义

桥石像碑》：“十因还 ，劲风电之力。”（《校注》8 册 94 页） ，“匝”的俗字，还匝，周匝回

环之意。北齐天统元年《柴季兰等四十余人造四面像记》：“冲天 日之徒，乘风御轮之背，莫

不顿驾。”（《校注》9 册 205 页） 字虽然微泐，但轮廓尚存，应是“迊”字，即“匝”的俗变。“匝

日”，环绕太阳，与“御轮”对举，用的是古代神话传说羲和驾着日车周环天下的典故。武平五年

《智度等造像记》：“正信之向，风迊于四海 ；崇善之音，声盖于齐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

代石刻拓本汇编》八冊 59 页）“迊”，同“匝”。“声盖”与“风迊”对举，“盖”是笼盖，“迊”是环绕，

意义彼此相关。

又如“匪”字，南朝宋大明二年《爨龙颜碑》：“绸缪七经，骞骞匪躬。”（《校注》3 册 112 页）

“匪”，拓本作 。北魏正光三年《胡显明墓志》：“匪唯庆结两门，抑亦誉流三族。”（《校注》5

册 166 页）“匪”，拓本作 ，都是构件类推的结果。

以上事实证明，汉字的某一构件在某字上发生讹变以后，往往又可以类推到其他字形上

去，这充分反映出汉字形体变化的规律性和文字结构的系统性。

总之，知道了典故出处，可以帮助我们准确释读、理解碑铭。而文字释读正确了，志文的意

思也就弄清楚了。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提供的经过整理的石刻文献能够保证其科学性、真实性

和实用性三者统一，那么利用它从事文史领域多学科的研究，比如历史研究、民俗研究、语言文

字特别是俗字研究、辞书编纂修订等，必将会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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