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7·

《语文研究》2022 年第 1 期（总第 162 期） 

 

“反𢇍（绝）为㡭（继）”成因试探* 

孟蓬生 

（西南大学 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北碚 400715） 

 

摘  要：“反𢇍（绝）为㡭（继）”是见于《说文解字》的一个著名论断。文章采用出土文献资料和传世文献

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反𢇍（绝）为㡭（继）”现象的成因进行了考察，得出如下结论：（一）“反𢇍（绝）为㡭（继）”

不符合古文字构形正反无别的通例，不符合先秦文字的用字习惯。（二）“𢇍”“㡭”正反无别，而“绝”“缵”古

音相通，“反𢇍（绝）为㡭（缵）”符合先秦文字的古音和用字习惯。（三）所谓“反𢇍（绝）为㡭（继）”是把“反

𢇍（绝）为㡭（缵）”之“㡭（缵）”同义换读为“㡭（继）”造成的结果，换读大约发生在秦汉之际。（四）经过

汉代人转抄的先秦文本存在“㡭（缵）”“㡭（继）”相乱的情况，应当根据相关资料予以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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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中

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反𢇍（绝）为㡭（继）。”但根

据古文字构形通例，“正反无别”，即水平朝向相

反的字形应当认定为同一个字（异写字），所以，“𢇍”

和“㡭”究竟是什么关系（同源字、同源词还是同

义换读），《说文》“反𢇍（绝）为㡭（继）”之说是

否空穴来风，都有待进行深入探讨。 

一 “𢇍”“㡭”无别 

《说文》中与“𢇍（绝）”和“㡭（继）”相关

的字共有七个，根据读音可以分为三组： 

（一）𢇍声（月部） 

絕，断丝也。从糸，从刀，从卪。 ，古文绝。

象不连体，绝二丝。（《说文·糸部》） 

蠿（𧖀），蠿蟊，作罔蛛蟊也。从䖵，𢇍声。𢇍，

古绝字。（《说文·䖵部》） 

（二）𢇍声（元部） 

𣃔（断），截也。从斤，从𢇍。𢇍，古文绝。（《说

文·斤部》） 

躖（䠪），践处也。从足，𣃔省声。（《说文·足

部》） 

（𩠹），𢧵也。从𣃔首。剸，或从刀，專声。

（《说文·首部》） 

（三）㡭声（支部） 

繼，续也。从糸、㡭。一曰：反𢇍为㡭。（《说

文·糸部》） 

檵，枸杞也。从木，继省声。一曰：坚木也。

（《说文·木部》） 

以上三组字，各组内部之字语音的相关性是毫

无疑问的，但三组之间是否存在语音联系有待探索。 

如果我们以出土文字资料对《说文》所收相关字

形进行核验，不难发现“𢇍”“㡭”原本无别的事实。 

可以得到辞例证实的“𢇍（古文绝、古绝字）”

早见于战国文字资料，其形如下： 

（拓本）  （摹本）战国中山王方壶（《集成》09735） 

 上博简《三德》简 16 

战国中山王方壶：“以内𢇍（绝）召公之业，乏

（废）其先王之祭祀。”虽然没有传世文献可资对读，

但“𢇍”读“绝”，文从字顺。 

上博简《三德》简 16：“夺民时以土功，是谓

稽，不𢇍忧恤，必丧其佖。”这段话可以跟传世文献

对读。《吕氏春秋·尚农》：“夺之以土功，是谓稽，

不绝忧唯，必丧其粃。”可证“𢇍”字当读为“绝”。 

同时期，与“𢇍”水平方向相反的“㡭”字也

有许多用例。例如： 

  清华简《子仪》简 8    上博简《缁衣》简 22   
 郭店简《六德》简 29   郭店简《老子甲》简 1 

但这些单独成字的“㡭”字并不读为“继”，而

无一例外地读为“绝”（不能通读者除外）。《礼记·缁

衣》：“子曰：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贤不坚，

而恶恶不著也。”上博简《缁衣》简 22 两个“绝”

字分别作“ ”和“ ”。传世本《老子》：“绝学无

忧。”郭店简《老子甲》简 4“绝”作“ ”。传世

本《老子》：“绝巧弃利。”郭店简《老子甲》简 1“绝”

作“ ”。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字谐声大系”（项目编号：17ZDA29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语文研究》匿名

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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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山楚简》2.15    《九店楚简》56.34 
望山简和九店简图版都不太清楚，整理者隶定

为 ，可以看作“ ”字增一“刀”旁。望山简之“

纯”与曾侯乙墓竹简矢箙“𢇍聂”辞例相当。九店

简 56.34 之“ 日”即睡虎地秦简之“绝纪之日”。 

郭店简和上博简《缁衣》均有“ ”字，其形

如下： 

 郭店简《缁衣》简 21   上博简《缁衣》简 12 

郭店简和上博简整理者认为，“ ”即传世文献

之“蕝”，其说可从。 

清华简有一个从“𢇍”得声之字，其形如下： 

 清华简《越公其事》简 5  清华简《越公其事》简 7 

 清华简《祝辞》简 2 

《祝辞》的辞例为“ 昷冥”，目前尚不能确认

其读法，姑且不论。《越公其事》的两个“ ”字，

整理者倾向于该字有“继承”义，是很有道理的

（说详下文）。该字有“继承”义，而字形上却偏从

“𢇍（绝）”作 和 ，跟《说文》“反𢇍（绝）为

㡭（继）”的说法正好相反，适可证明《说文》“反

𢇍（绝）为㡭（继）”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以上资料表明，战国时“反𢇍（绝）为㡭（继）”

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五行》甲篇：“以牢为门，

女（如）以为室，必㡭（绝），〇曰辱。以门为牢

���门不可塞，略不可㡭（绝）。 ，大兇（凶）。

树木当比隅，兇（凶）。树朸（棘）当 （牖）之閒

（间），必㡭（绝）。” 

以上三例“㡭”字按文义当读为“㡭（绝）”，

其形分别如下： 

 《阴阳五行甲篇》8   《阴阳五行甲篇》9 

 《阴阳五行甲篇》9 

篆书《阴阳五行》为秦代写本，含有楚国古文

的成分。以上三例“㡭”字的用法跟上博简和清

华简的用字习惯一致，表明战国末年或秦代，“反𢇍

（绝）为㡭（继）”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马王堆汉墓医简《十问》：“天师曰：‘壐（尔）

察天〖地〗之请（情），阴阳为正，万勿（物）失之

而不㡭（继），得之而赢。’”又同篇：“椄（接）阴

将众，㡭（继）以蜚虫。” 
以上两例“㡭”字按文义似可读为“继（？）”，

其形如下： 
 《十问》简 2      《十问》简 11 

以上资料表明，“㡭”既可读为“绝”，又可读

为“继（？）”，说明即便在汉代文字中“反𢇍（绝）

为㡭（继）”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此外，从从“㡭（𢇍）”得声的字来看，《说文》

“反𢇍（绝）为㡭（继）”的说法也难以成立。 

“断”字 早见于秦简，汉代沿用，尚未见从

“𢇍”作“𣃔”者。)例如： 

 《里耶秦简》8-1054   《武威汉代医简》84 乙 

 《肩水金关汉简》（72EBS7C）   《熹平石经》134 

从语义上看，“断”应该从“𢇍（绝）”，而实际

上却从“㡭（继）”。这跟《说文》“反𢇍（绝）为㡭

（继）”的说法正好相反，亦可证明《说文》“反𢇍

（绝）为㡭（继）”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就现有资料来看，从“㡭”的“继”字 早见

于马王堆汉墓帛书，后代沿用。其形如下： 

 《战国纵横家书》195    银雀山汉简 247 

 《西狭颂》 

这当然符合《说文》“反𢇍（绝）为㡭（继）”

的说法，但根据较早的古文字资料，“继”字所从本

为“ ”或“ ”，与“㡭”没有关系。汉代以来

“继”字从“㡭”，是字形讹误的结果（说详下文）。 

根据《说文》等资料，我们知道，虽然“绝”

和“𢇍”记录的是同一个词，但从文字学角度看，

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字，称为“异构字”（旧说称为“异

体字”）。《说文·糸部》：“绝，断丝也。从刀、

糸，卪声。”（从段注本）从出土文献来看，“绝”

早见于秦代，汉代沿用，其形如下： 

 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简23   北大简《老子》简168 

 《长沙五一广场藏东汉简牍》593 

秦汉文字的“绝”应该是由中山王方壶“𢇍”

（从四束丝）和上博简《三德》“𢇍”（从两束丝）

进一步简省为从一束丝（郭店简《老子甲》简 1），
再追加声符“卪”而成。 

按理说，秦始皇“书同文字”之后，“绝”字通

行，“𢇍”“㡭”两字便不再单独使用。许慎著《说

文解字》时以“𢇍”为“绝”之古文，亦可证“𢇍”

字非当时通行文字。但实际上汉以后的传世文献和

出土文字资料中“𢇍”读为“绝”的情况还时有所

见。《汉书·路温舒传》：“死者不可复生，𢇍者不

可复属。”师古注：“𢇍，古绝字。”《汉书》或用古

文，此亦其一证也（说见宋·王观国《学林·古文》，

明·顾起元《说略》）。宋·洪适《隶释》所收国三

老袁良碑云：“传国三世，至��而𢇍。”宋·洪适

《隶续》所收郎中王政碑云：“事君蹇谔，退食𢇍私。”

这些资料都出自东汉以后，以“𢇍”为“绝”应当

看作是书写者有意复古或《说文》这部权威工具书

的影响造成的结果，不宜看作支持“反𢇍（绝）为

㡭（继）”的材料。 

二 “𢇍”“缵（纂）”通用 

既然“㡭”和“𢇍”正反无别，那么许慎《说

文解字》“反𢇍（绝）为㡭（继）”之说又是自何而

来呢？难道是许慎的杜撰吗？当然不是。“反𢇍（绝）

为㡭（继）”之说实际上是相关汉字在字义上的纠葛

和字形上的讹混造成的。 

按照王力先生的古音系统，“继”字古音见母脂

部（本文归支部），“绝”字古音从母月部，语音相

对较远，我们可以假定两字不存在语音上的联系。

但从“𢇍（绝）”字的读音上看，它有可能跟与之同



 · 49·

音的表“继承”义的“缵（纂）”字具有通用关系。 

从绝声之“蕝”与“纂酇”两字通用。《说文·艸

部》：“蕝，朝会束茅表位曰蕝。从艸，绝声。《春秋

国语》曰：‘致茅蕝，表坐。’”《史记·刘敬叔孙通

列传》：“（叔孙通）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

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引绳为绵，立表为蕞。’

音兹会反。贾逵云：‘束茅以表位为蕝。’又《纂文》

云：‘蕝，今之纂字。’包恺音即悦反，又音纂。”《说

文·糸部》：“纂，似组而赤。从糸，算声。”《礼记·乐

记》：“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屈

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郑注：“缀，

谓酇，舞者之位也。”又《乐记》：“故其治民劳者，

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郑注：“民

劳则德薄，酇相去远，舞人少也；民逸则德盛，酇

相去近，舞人多也。”《纂文》以“纂”训“蕝”，郑

注以“酇”训“缀”，张守节以“缵”训“缀”。《说

文·邑部》：“酇，百家为酇。酇，聚也。从邑，赞

声。”以上资料表明，在“表位”的意义上，“纂、

酇、缵”三字与“蕝”字所记实为一词。 

从绝省声之“脃”与“算”声相通。《说文·肉

部》：“脃，小耎易断也。从肉，从绝省声。”,《说

文·艸部》：“荃，芥脃也。从艸，全声。”《说文·黑

部》：“䵵，黄黑而白也。从黑，算声。……读若以芥

为齑名曰芥荃也。”段注：“脃、荃、䵵三字音同。” 

“脃”之异构字“膬”所从之“毳”与“算”

声相通。《说文·肉部》：“膬，软易破也。从肉，

毳声。”段注：“按，脃、膬盖本一字异体。《篇》、

《韵》皆云：‘膬同脃。’”《汉书·沟洫志》：“泥行

乘毳。”颜师古注：“如淳曰：‘毳音茅蕝之蕝，谓以

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说文·示部》：“䄟，从

示，毳声。读若舂麦为䄟之䄟。”《说文·攴部》：“𣀔，

小舂也。从攴，算声。”《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云：

“𣀔即䄟也。” 

“绝”“㔍”音义相通。《说文·糸部》：“绝，

断丝也。从糸，从刀，从卪。 ，古文绝。象不连

体，绝二丝。”《广雅·释诂一》：“㔍，断也。”王

念孙《疏证》：“㔍之言绝也。卷四云：‘㔍，𢧵也。’”

《集韵》《类篇》引《广雅》作“𣃍”。 

从赞声之“缵”与从算声之“纂”均可训“继”。

《说文·糸部》：“缵，继也。从糸，赞声。”段注：

“或叚纂为之。”《诗·豳风·七月》：“二之日其同，

载缵武功。”毛传：“缵，继也。”《诗·鲁颂·閟宫》：

“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郑笺：“文王武王缵大

王之事。”《说文·糸部》：“纂，似组而赤。从糸，

算声。”《说文通训定声》：“叚借为缵。”《尔雅·释

诂上》：“纂，继也。”郝懿行《义疏》：“纂，缵之假

音也。”《诗·大雅·烝民》：“式是百辟，缵戎祖考。”

《诗·大雅·韩奕》：“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左

传·襄公十四年》：“纂乃祖考，无忝乃旧。”杜注：

“纂，继也。”“纂乃祖考”即“缵戎祖考”。《国语·周

语上》：“纂修其绪。”韦昭注：“纂，继也。”《礼记·中

庸》：“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

天下。”郑玄注：“缵，继也。” 

我们认为，“绝”之古文“𢇍（㡭）”本象以刀

断丝之形，与“继承”之义截然相反，但因为“𢇍

（㡭）”与“缵（纂）”古音相同或极近，故可以表

示“继承”之义。《说文》“反𢇍（绝）为㡭（继）”

如果理解成“反𢇍（绝）为㡭（缵）”，则无论从字

形方面还是语音方面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我们的这个推测可以得到清华简《越公其事》

中两个“ ”字用法的支持： 

君如为惠，徼天地之福，毋 （绝）越邦之命于天下，

亦使句践 𦼔于越邦，孤其率越庶姓，齐厀同心，以臣事吴，

男女服。四方诸侯其或敢不宾于吴邦？君如曰：“余其必灭

（绝）越邦之命于天下，勿使句践 𦼔越邦已。” 

这段话中，两个“㡭（绝）”和两个“ ”正好相对，

“ ”字表“继承”义应无疑义，-但该字明显从

“𢇍（绝）”，无论从字形还是字音考虑都不可能读

为“继”。“𦼔”字所从的“尞”见于金文，何琳仪

和陈剑先生均认为该字或从“吕（予）声”，因此季

寥先生认为“𦼔”可以读“绪（序）”。.《诗经·鲁

颂·閟宫》：“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至于文武，

缵大王之绪。”《礼记·中庸》：“武王缵大王、王季、

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子孙保之。”郑玄注：

“缵，继也。绪，业也。”“绪”“序”同音，“ 𦼔

（序）”即“缵绪”（说详另文）。 

按照通行的看法，“𢇍（㡭）”和“缵（纂）”声

音相通，而意义不同，自然应该看作假借。但在拓

展视野考察相关字词之后，我们觉得这极有可能反

映了汉语词汇派生过程中的“反义同源”现象（古

人所称“反训”中之一种情况）。/ 

（一）“袒（䋎、绽）”字可以表示“开裂”和

“缝补”两义。《说文·衣部》：“袒，衣缝解也。

从衣，旦声。”《说文·糸部》：“䋎，补缝也。

从糸，旦声。”《小学搜佚·声类》：“䋎，缝解

也。”《广韵·裥韵》：“䋎，衣缝解。绽、袒同。”

《礼记·内则》：“衣裳绽裂，纫箴请补缀。”郑

玄注：“绽，犹解也。”《古乐府·艳歌行》：“故

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我

绽。”《正字通·糸部》：“绽，缝补其裂亦曰绽。”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袒为衣缝解，故从衣；䋎

为补缝，故从糸，音同而义相因也。”陆宗达《说

文解字同源字新证》：“此二字（指䋎、袒——引者

注）同声系，相反为义。” 
（二）“缀”字可以表示“绝止”和“连续”两

义。《荀子·成相》：“展禽三绌，春申道缀，基毕

输。”杨倞注：“缀，止也，与辍同。”《礼记·乐记》：

“礼者，所以缀淫也。”郑玄注：“缀，犹止也。”“缀”

之“止”义当来自于“断绝”义。《广韵·薛韵》：

“敠，断敠绝也。”《说文·叕部》：“叕，缀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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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高帝纪下》：“缀之以祀。”颜师古注：“缀，

言不绝也。”《慧琳音义》卷十“搜缀”注引贾逵《国

语》注：“缀，续也。”《说文·車部》：“辍，车小

缺复合者。从车，叕声。”这实际上是把“缺（绝止）”

和“合（连续）”两义糅合而做出的训释。 

（三）“逗”字可以表示“绝止”和“连续”两

义。《说文·辵部》：“逗，止也。从辵，豆声。”

“逗”之“止”义当来自于“断绝”义。马王堆汉

墓帛书《五行》：“有大罪而 之，行也。”“ ”与

“诛”或“殊”音义相通。《庄子·在宥》：“今世

殊死者相枕也。”《经典释文》：“殊，断也。”《汉书·宣

帝纪》：“骨肉之亲粲而不殊。”颜师古注：“殊，绝

也。”清华简《系年》第二十章：“述（遂）以伐齐，

齐人安（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逗之北海。”“逗”

与“连属”之“属”音义相通。 
（四）“祝”字可以表示“绝止”和“连续”两

义。《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子曰：噫，天祝予！”

何休注：“祝，断也。”《谷梁传·哀公十三年》：“祝

发文身。”范宁注：“祝，断也。”《列子·汤问》：“祝

发而裸。”张湛注：“祝者，断截其发也。”《诗·鄘

风·干旄》：“素丝祝之。”郑笺：“祝，当作属。”《释

名·释言语》：“祝，属也，以善恶之词相属着也。” 

“𢇍（㡭）”字可以表示“绝止”和“连续”两

义，跟“袒（䋎、绽）”“缀（辍）”“逗”“祝”

等字一样，属于汉语词汇派生过程中的“反义同源”

现象。而且，如果我们从谐声的角度观察这些字词，

也不难发现“𢇍（㡭）”字跟上面后三组字在语音上

的联系。如“属”可以把“祝”“逗”联系起来，

而“蛛蟊（鼄蝥）”“蠿蟊”“蝃蝥”三种写法并存可

以把“逗”跟“绝”“缀”联系起来（说详另文）。

这些材料说明，“反义同源”现象不是偶然形成的，

而是先民语言心理的真实反映。 
三 “𢇍（缵）”“继”换读 

上文已经提到，《说文》“反𢇍（绝）为㡭（继）”

如果理解成“反𢇍（绝）为㡭（缵）”，则无论从字

形方面还是语音方面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换句

话说，“反𢇍（绝）为㡭（缵）”是“反𢇍（绝）为

㡭（继）”说产生的基础。古文字资料中有“继”字： 

 叔卣甲（《铭图》13327）   拍敦（《集成》04644） 

叔卣为西周中期前段铜器，拍敦为春秋晚期铜

器，其时代均早于战国。从上面的字形可以很清晰

地看到，叔卣、拍敦中的“继”字都不从刀。叔卣

甲铭文云：“ （继）自今，弜（弗）又（有）不女

（汝）井（型）。”“继自今”一语见于传世文献。《尚

书·无逸》：“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

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尚

书·立政》：“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

事。”“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

是乂之。”“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

劢相我国家。”两相对照，可以知道叔卣之“ ”当

释为“继”，而拍敦之“ ”则为“ ”字之省。 

“继”和“係”音义相通。《易·坎》：“係用

徽纆。”《谷梁传·宣公二年》范注引“系”作“继”。

马王堆汉墓帛书《系辞》：“一阴一阳之胃（谓）道，

係之者善也，成之者生（性）也。”今本《周易》“係”

作“继”。《尔雅·释诂上》：“係，继也。”郝懿行

《义疏》：“继之言係也，係、继音又同也。”黄德宽

指出：“‘㡭’字金文作 ，以‘=’代替一‘幺’，

字形已有省讹。‘继’是‘㡭’的累增字，《说文》

与‘系’同训‘续也’，典籍中‘继’字也多训‘连

续、连缀’；‘继’字古音也属见母支部。‘㡭（继）’

与‘系’形音义的密切联系，一方面表明‘㡭（继）’

是由‘系’派生出来的，另一方面也为将‘ ’释

作‘系’提供了一个旁证。”1 

既然直到汉初，“继”和“㡭（𢇍）”尚不同字，

那么后世“㡭”字为什么可以用作“继”字呢？主

要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义同换读（训读）”。 

古代汉字有“义同换读”之例。如《礼记·缁

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郭店简《缁

衣》简 21“表”作 （ -蕝），上博一《缁衣》简

12“表”作 （ -蕝）。《说文·艸部》：“蕝，朝会

束茅表位曰蕝。从艸，绝声。《春秋国语》曰：‘致

茅蕝，表坐。’”“蕝”“表”同义，故可以互换。然

则“缵（㡭）”“继”同义，故可以互换。 

跟“蕝”“表”单纯同义因而互换有所不同，“㡭

（绝-缵）”跟“ （继）”除了同义之外，字形的相

近也是促成“㡭（缵）”“ （继）”互换的原因之一。

此外，从词汇系统来看，可能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

因，就是“缵”和“继”作为常用词的竞争。“缵”

训“继”时间层次更早，而战国秦汉之际“缵”和

“继”两个同义词在竞争的过程中，“继”逐渐成为

常用词，而“缵”则遭到了淘汰。所以人们在读到

用战国古文写成的文献时，把“㡭（缵）”都读成了

“继”，并且错误地认为古人的用字习惯是“反𢇍

（绝）为㡭（继）”。“反𢇍（绝）为㡭（继）”的说

法虽然 早见于《说文》，但并非出于许慎的发明，

而是反映了前代或当时知识界的主流认识。《说文》

是中国古代 具权威的一部字书，所以直到当代古

文字资料大量问世之后，“反𢇍（绝）为㡭（继）”

的说法仍然有一定影响。 

那么，“𢇍（㡭-缵）”换读为“继（ ）”大约发

生在什么时候呢？我们现在还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

问题。我们推测换读大约发生在秦汉之际，即在秦废

除六国古文统一文字之后，向下可延伸至西汉初年。

此时战国古文不再为大众所熟悉，且口语中“继”字

对“缵（纂）”字的代替已经基本完成。上文所举马

王堆汉墓竹简《十问》中表示“继承”义的两个“㡭”

字大概已经读“继”，而不读“缵（纂）”了。 

四 “㡭（缵）”“继”相乱 

战国时代的文本中“㡭”和“𢇍”正反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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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它们假借为“缵（纂）”时也应当是正反无

别。汉代人在转写战国文本时有可能发生类推的错

误，从而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世先秦文本中“𢇍

（绝）”和“㡭（缵-继）”相乱的情况。 

（一）《庄子·至乐》：“得水则为㡭，得水土

之际则为鼃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唐·陆

德明《经典释文》：“得水则为㡭：此古绝字。徐音

绝，今读音继。司马本作‘继’，云万物虽有兆朕，

得水土气乃相继而生也。本或作断，又作续断。”王

先谦《庄子集解》：“《释草》：‘藚，牛唇。’郭注引

《毛诗》传曰：‘水舄也，如续断，寸寸有节，拔之

可复。’《说文》：‘藚，水舄也。’郝懿行云：‘今验

马舄生水中者，华如车前而大，拔之，节节复生。’

据此，即《庄子》所谓‘㡭’也。拔之寸节复生，

故以‘㡭’为名。” 

按：《庄子》成书不晚于战国，其时“𢇍”“㡭”

正反无别。“藚”从𧶠声，与“续”音义相关。《释

名·释水》：“渎，独也，各独出，其所入海也。”《礼

记·深衣》：“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

注：“续，犹属也。”《文选·与吴质书》：“仲宣续

自善于辞赋。”李善注：“续，或为独。”据此求之，

原文之“㡭”本读如“缵”，“缵”与“续”同训为

“继”，其得名之理据相同（寸寸有节，拔之可复）。

汉及其后之人误信“反𢇍（绝）为㡭（继）”之说，

而读为“继”。 

（二）《荀子·宥坐》：“出而问于孔子曰：乡

者赐观于大庙之北堂，吾亦未辍，还复瞻被九葢皆

继，被有说邪？匠过绝邪？”杨倞注曰：“九，当为

北，传写误耳。被，皆当为彼。蓋音盍，户扇也。

皆继，谓其材木断绝，相接继也。子贡问：‘北盇皆

继续，彼有说邪？匠过误而遂绝之邪？’《家语》作

‘北蓋皆断’，王肃云：‘观北面之蓋，皆断绝也。’”

王念孙《读书杂志》：“‘继’与‘辍’‘说’‘绝’韵

不相协，‘继’当为‘𢇍’字之误也。《说文》‘𢇍，

古文绝’，正与‘辍’‘说’‘绝’为韵。‘𢇍’为古

文‘绝’，而此文以‘𢇍’‘绝’并用者，古人之文

不嫌于复。” 

按：荀子，战国时人，其时“𢇍”“㡭”正反无

别。原文当本作“㡭”，而读为“绝”。汉及其后之

人误信“反𢇍（绝）为㡭（继）”之说，读“㡭”为

“继”，而不知失其韵读。 

（三）《礼记·儒行》：“不断其威，不习其谋。”

郑玄注：“断，或为继。”《经典释文》：“断，音短，

直卵反，绝也。” 

按：郑注云：“不断其威，常可畏也。”原文当

作“㡭”，可读为“绝”或“断”。后人或误读为“继”，

故郑注和《经典释文》保存了异说。 

五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说文解字》中“反𢇍（绝）为㡭（继）”

的论断不符合古文字构形正反无别的通例，不符合

先秦文字的用字习惯。 

（二）“𢇍”“㡭”正反无别，而“绝”“缵”古

音相通，“反𢇍（绝）为㡭（缵）”符合先秦文字的

古音和用字习惯。 

（三）所谓“反𢇍（绝）为㡭（继）”是把“反

𢇍（绝）为㡭（缵）”之“㡭（缵）”同义换读为“㡭

（继）”造成的结果，换读大约发生在秦汉之际。 

（四）经过汉代人转抄的先秦文本存在“㡭（缵）”

“㡭（继）”相乱的情况，应根据相关资料予以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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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第 293 页（中华书局，

1989）、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第 1080 页（湖北教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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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异构字”术语定义参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第

154 页（商务印书馆，2015）。 

,大徐本作“从绝省”，兹从小徐本。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下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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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越公其事〉“𦼔”字臆解》，简帛网，2017

年 4 月 24 日，http://www. bsm.org.cn/?chujian/7521.html。 
/参看徐世荣《古汉语反训集释》（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 
匿名审稿人指出：上述袒缀逗祝诸字，在于说明汉语

词汇发展中反义同源并非偶然，不在于探讨先民语言心理的

真实反映。笔者认为，语言心理是语言现象的深层原因，故

仍予保留。感谢匿名审稿人指教。 

1黄德宽《“ ”及相关字的再讨论》（《中国古文字研究》

第 1 辑第 326 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又收入黄德宽《开

启中华文明的管钥——汉字的释读与探索》第 166-173 页（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沈兼士《汉魏注音中义同换读例发凡》（《沈兼士学术

论文集》第 311-314 页，中华书局，1986）。按，沈文所举字

例不尽为“义同换读”，但沈氏所发明的条例是客观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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