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7·

《语文研究》2022 年第 3 期（总第 164 期） 

 

旧释“娩”之甲骨文当释“𢍏（豢）”* 

邓  飞 

（西南大学 文献所，重庆 400715） 

 

摘  要：旧释“娩”之甲骨文“ ”学界的讨论成果甚多，但意见不一。汉代扬雄《方言》“燕齐之间养马者

谓之娠，官婢女厮谓之娠”，明代董斯张《吹景录》“生子曰养”，现代刘赜《广济方言》“畜养及妇人生子皆曰

豢”，以及现代吴、赣、湘、客等南系方言中“生孩子”用“养、供、豢”等的记载，汉藏语系“生孩子”

的语义类型和“生孩子”的文化类型义等，都为解决这一争论提供了新的线索。文章从以上资料入手，立足于古

文字字形，根据林沄先生“变异形体”理论，分析了“娩”字构件的类型学规律，得出以下认识：一、旧释“娩”

之甲骨文的主要构件与“牢”“口（丁）”“ （扳）”三类字具有共同的类型学特征。二、旧释“娩”之甲骨文应

隶定为“𢍏”，是“豢”的初字。三、旧释“娩”之甲骨文“ ”是商族口语词，“娩”“嬎”应为其后起同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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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由来 

甲骨文等古文字距离现在时代久远，林沄认为，

考释古文字是后代的什么字，字形和辞例二者同时

相安无忤是基础和出发点。
[40]47顺利完成考释工作，

甲骨文记录的汉语语料才能为各个学科所使用。不

过，对于一个甲骨文字的考释，有时意见众多，谁

是谁非，哪一家的释读更接近事实，很难判断。如

旧释“娩”之甲骨文，是一个常见词，在本文使

用的九部甲骨文文献中，涉及到 250 多条卜辞。

从出现时间来看，它主要出现在第一期卜辞中，第

二期有少量分布。从分布情况来看，它集中分布在

王卜辞中，而且基本上集中出现在典宾组卜辞中，

在师组、何组、出组有少量分布。如： 
（1）庚子卜，㱿：妇媟娩，嘉。 

贞：妇媟娩，不其嘉。（376 正，典宾） 

（2）丙戌卜，争贞：妇媟娩，嘉。七月。 

贞：妇媟娩，不其嘉。七月。 

贞：妇媟娩，嘉，唯卒。（《契合集》238，典宾） 

（3）甲申卜，㱿贞：[妇]好娩，嘉。王占曰：其唯丁

娩，嘉。其唯庚娩，引吉。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嘉，唯

女。（14002 正，典宾） 

（4）壬午卜，争贞：妇 娩，嘉。[王占]曰：毓。三

□妇 娩，[嘉]。（14021 正，典宾） 

（5）戊辰卜，王贞：妇鼠娩，余子。（《拼合集》44，典宾） 

对于其中的“娩”，学界讨论甚多。陈邦怀释作

“弇”之初字，卜辞假借作“媕”。
[2]20-21叶玉森从陈

氏释字，认为“娩”与“奄”为一字，“没入”义。
[68]34

郭沫若认为是“㝃”的古文，从向从 ， 亦声。
[15]5-7

后郭沫若放弃原意见，改释为“冥”。
[16]160 唐兰认

为“娩”即“冥”字，其本义当如“幎”，象两手以

巾覆物之形。
[55]60屈万里从唐氏意见。

[50]425丁山从

陈氏释字，从唐氏字形解释，义为“受孕的象征，

也有时属于病态”。
[9]122饶宗颐认为当读如《周易》

“冥豫”之“冥”，“夕”义。
[52]428高明从唐氏释为

“冥”，“幽暗”义，认为在卜辞中表示“当时人所

患的某种病症”。
[13]李瑾从唐氏释字，认为“生子

用力”“努力”乃“冥”之本义。
[32]夏渌认为是娩

子之“娩”的象形表意字。
[60]23白玉峥认为是“ ”

之省形。
[1]杨潜斋认为其义谓“怀子”。

[65]李孝定

从郭氏、唐氏意见。
[35]2241 赵平安从夏渌之说释为

“娩”，并以为即楚文字 字之来源。
[74]20-24贾文认

为应是“穴”之初文。
[26]刘桓认为该字为 省刻内

部“口”之构件者，当释为“樊”。
[41]62-69于省吾《甲

骨文字诂林》之“按语”认为当释为“冥”，读作“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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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作“娩”。
[69]2071 

可以发现，上述旧释为“娩”之字，在甲骨卜

辞中的语境主要有四：一是用在妇人名字之后，例

（1）-（5）皆是；二是语境涉及孩子性别的问题，

如例（3）；三是与表示生育的字形“毓”共现，如例

（4）；四是该字之后有是否承认孩子身份的占卜，如

例（5）。由此来看，甲骨学界认为该字在卜辞中表示

“生孩子”“分娩”义应该是可信的，但目前学界释

为“㝃”字之古文，或释为“冥”读“娩”等意见，

在字形构件的演化，字形和本义、字词之间的关系，

汉语史中的传承等诸多问题上的解释力明显不足，且

“娩”字出现于战国晚期的文献中，又是孤例，在先

秦早期文献中均没有出现，所以该字究竟该隶定为何

字，为何有“生孩子”“分娩”义，恐怕需要再思考。 

二 旧释“娩”字的类型特征与《说文》“豢”

字的来源之关系 

汉字发展的总体环节大体上是完备的，但是由

于语料本身的限制，一个整字的历时演化过程有不

少脱节，这就需要根据汉字内部构件演化的类型特

征来弥补。林沄已经强调“变异形体”和“偏旁构

件”在这个类型体系中的重要性。
[40]83-119同时，我

们认为，尽管汉字演化的类型特征中，同字的变异形

体或构件在 终的演化方向、分化路径上区别于基

本形体或构件，但二者的早期演化应当具有时间上

的同步性、选择价值的同等性、记录对象特征的一

致性，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具有形义、音系、

记词的关联性。因此，可以通过同字的变异形体或构

件的演变来判断其基本形体的演变。 
（一）旧释“娩”字的文字类型学特征 
旧释“娩”字常见的字形主要由“ 、口、 ”

三个构件构成，因此本文将从这三类偏旁构件入手，

分别考察它们与哪些构件具有类型学上的关联特

征，从而确定旧释“娩”字的三个常用偏旁构件的

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在汉字发展源流中它与已经认

识的汉字的融合点， 后确定旧释“娩”字是独立

成字了，还是作为一个字的组成构件而存在。 

1 与构件“ ”相关的汉字类型 

调查发现，旧释“娩”字与“牢”类字应该具有

共同的文字类型学特征。“牢”类字指以“ ”为主要

构件的字。李宗焜辑录的商代甲骨文“牢”类字列有

“牢”“ ”“厩”“泉”“ ”“ ”“ ”“ ”“ ”“ ”

等 11 个字，
[38]798-807考虑识读性、意义类属和异体

数量，我们选择了“牢”“ ”“厩”三字作为与旧释

“娩”之字形进行比较的对象。见表 1： 

表 1 旧释“娩”与“牢”“ ”“厩”字形的类别 

 旧释“娩”字 牢  厩 

第一类 14010 正  181 34165  27274 20045  21220 29415  30266 

第二类 1334 正  635 正 屯 4178  32494 合补10555  26907正  

第三类 14020  13965 22062 正  35436 37303  37295  

第四类  22063  22274 合补319  27042正  

由表 1 可见，“牢”“ ”的主要构形有四个大

类。“厩”出现次数较少，只有一个大类。旧释“娩”

的甲骨文字形，第一类是基本形体，第二类是第一

类的省写体，第三类是第一类的异体，即将外围构

件“ ”刻成了“宀”或者近“宀”形。通过对刘

钊、李宗焜、陈年福等所录系统中这四字的梳理考

察，
[43]49-52，409，544，[38]798-807，[4]9，35，64，86我们发现旧

释“娩”之甲骨文的省写体或异体，与“牢”类字

的前三个类型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书写特征和演

化趋势的一致性。因此，我们认为旧释“娩”之甲

骨文与“牢”类字相协，二者具有类型学关系，与

“牢”类字可能存在形义关联。如果所论属实，那

么旧释“娩”之甲骨文构形系统由于用例少、使用

时间短而造成的字形缺环就可以从“牢”类字得到

补足，也就是说，旧释“娩”之甲骨文也应当具有

与“牢”类字一致的第四类构形特征，即从“ ”

外围构形的“ ”，这对殷商人来说是一种习惯思

维。 

对于旧释“娩”之甲骨文外围构件的释读意见，

目前主要集中在“向”“免”和“冥”三类字，恐都

不可靠。原因是，旧释“娩”字的主要形体是第一

类，而“向”字常见形体和变体都没有该类形体，

只有少量旧释“娩”字第二类异体的形体。通过调

查，我们发现甲骨文“免”与“冠”“冒/帽”“胄”

字形系统具有类型学关系，“免”确系“冕”之本字。

周波认为，“冥”类字不会早于战国，是一个整体表

意字，其构意与“黑”有关。
[81]539-550“冥”字的“冖”

是后起的，“冥”中部与“黑”上部构形相同，均为

人面部之形。只是“白”形讹变为了“日”“囧”

形，表示人的“大”形讹变为了“木”“廾”形。此

外，“冥”类字的演化路径也与从“巾”类的“巾”

“帛”“敝”等字形迥异，二者不具有类型学关系。

所以旧释“娩”类字的外围构件与“向”“免”“冥”

等都没有实质性直接关联，不存在类型学关系。 
2 “口（丁）”字之形 
旧释“娩”之甲骨文字形内部的构件有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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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椭圆形、圆形、“口”形以及短画五大类，其中以

方形和近椭圆形为主要形体，圆形、“口”形以及小

竖画形都是其变体。我们分别梳理了旧释“娩”之

甲骨文字形内部构件“口”与“丁”字、“成（丁声）”

字的构形系统，认为构件“口”与甲骨文“丁”字

具有类型学的关系。见表 2： 

表 2 旧释“娩”与“丁”“成（丁声）”之字形的类别 
 旧释“娩”字之形 “丁”字之形 “成（丁声）”字之形 

方形 14010 正  13951 1994  花东 427 1244  1364 正 

近椭圆形 14020  14002 正 38753  35942 1355  4584 

圆形 14037  775 正 19812 正  22374 1247  32444 

“口”形 21785 23061  43 1390  1243 

短画 13982 西周 11.112  西周 11.112 屯 762  30248 

由表 2 可见，旧释“娩”之甲骨文字形内部的

五大类构件，与甲骨文“丁”字以及“成（丁声）”

字所从“丁”形构件的五大类具有对应关系，尤其

是当“丁”作为构件进入一个字形时，如“成（丁

声）”字，其演变规律与旧释“娩”之甲骨文字形内

部构件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旧释“娩”之甲骨文

所从内部构件“口”与构件“丁”在系统特征上具

有一致性，有一致的演化路径。因此，我们认为旧

释“娩”之甲骨文内部所从构件“口”当是“丁”。 

3 “ ”字之形 

旧释“娩”之甲骨文下部从“ ”，“ ”与“

（𠬞）”写法相反。《说文· 部》：“ ，引也，从

反𠬞。凡𠬞之属皆从𠬞。𢸅，𠬞从手从樊。”段玉裁

注：“《上林赋》‘仰 橑而扪天’，晋灼曰：‘ ，古

攀字。’”又“从反𠬞”下段注：“象引物于外。”这

是符合字形意义的，“ ”与“ ”迥然有别。 

“用手开门”可以用“開”“闢”。《说文·门部》

“開”的古文作“ ”，段玉裁注：“一者，象门闭，

从 者，象手开门。”《说文·门部》：“關，以木横持

门户也。”可见《说文》“開”字古文中的“一”当是

横木关。“ ”象双手合力把横木关举起之形。 

金文“闢”作 （劦闢父丁斝，《集成》9241）、
（录伯 簋盖，《集成》2656），可见“闢”象双

手分别向两边分开之形，为开门之意，与从 （𠬞）

的“開”只是用力方向不同而已。战国时期“闢”

还有少数保留了双手分别向两边用力的构件 ，如

（《说文·门部》）、 （新甲 3.134），但是大多数

已经变成双手并列的“ （𠬞）”形，从“ ”之字

逐渐并入“ （𠬞）”，如 （中山王厝鼎，《集成》

2840）、 （郭店.语 3.42）。“ （扳）”类字讹为“

（𠬞）”类字，“ （扳）”类字消失。 

总的来看，旧释“娩”字的常见字形主要由“ 、

口、 ”三个构件构成。我们通过调查甲骨文等古

文字系统，发现旧释“娩”字的三个构件的主要形

体及其变形系统分别与“牢”“口（丁）”“ （扳）”

三者之间有平行演化的直接的类型学关系。 

（二）《说文》“豢”的来源 
《说文·豕部》：“豢，以谷圈养豕也。从豕𢍏声。”

《说文·𠬞部》：“𢍏，抟饭也，从廾釆声。釆，古文

辨字，读若书卷。”钱坫《说文斠诠》：“此即《曲礼》

‘毋抟饭’字，谓以饭作抟易致饱也。”《说文》中作

为“豢”声符的“𢍏”，先秦文献未见用例，其“抟饭”

义不知从何而来，所以王筠《说文解字句读》怀疑“釆”

为“米”之误，当“从𠬞米，会意”。古文字“米”“釆”

形近易讹，但这种怀疑还缺乏更多的证据支持。我们

觉得问题出在许慎对“豢”的结构分析，该字当“从

豕从廾釆声”，或者“从豕从𢍏，𢍏亦声”。“𢍏”就是

“豢”的本字，“豢”为后起字。我们认为“𢍏”即

从旧释“娩”之甲骨文的“ ”字演化而来。 

前文已经说明，旧释“娩”的“ ”（《合集》

14010 正）类字之三个主要构件与“牢”“口（丁）”

“ （扳）”三类字之间有直接的类型学关系，即“ ”

类字与这三大类字的演化基本保持同类构件发展相

协、同类异体自足的关系。当“ ”与“牢”字第

四类“ ”同类异体自足时，那么它便可以从“ ”

形，“口（丁）”的演化可与“—”相协，“ ”的发

展可以与“廾”相协，且这几者的选择或演化具有

时间上的同步性，上部构件“ ”的两边竖笔容易

出头变成“ ”形，如 类字内部的“口（丁）”

形多作方形、近圆形，少数情况也会上部出头作

（《合集》21785）；“周”或作 （《合集》8457）、
（《合集》6812 正）、 （《合集》6813）等；“懿”

或作 （匡簠）；“邑”上常出头作 （散盘，西周）、

（江叔㰩鬲，春秋）、 （旬邑权，战国）等。这

样我们可以构建一个“ （甲骨）— —

（楚简）— （楚简）— （楚简）— （《说文》）”

的演化类型。“ — — ”是楚简“豢”字（ 包

山 2.206、 上博简《容》28、 包山 2.238、 包

山 2.227）的右部构件。其构件内部变化轨迹是比较

清晰的，先是上部构件 的两竖笔与两横笔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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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移成“八”形作 ，之后是上横笔上添加一小竖

饰笔，或脱落一横笔成 形，之后横笔下方又添加

对称的饰笔“八”，从而演变成与《说文》小篆“ ”

字形上部一致的构件。我们考察了 字的演化路径，

发现共有以下三系。 

一系是原有构件和构形都不变，增加构件“土”，

向《汗简》“完（ ）”类字方向发展。“完”“牢”字

上部的“宀”有相同来源，均指圈养牲畜的围墙，增

加构件“土”突出了其建筑质料。《左传·襄公三十一

年》“缮完葺墙”中“完”“墙”对举。桂馥《说文段

注钞案》：“‘完’与‘𡨡’同音，胡官切。𡨡，周垣也。

‘𡨡’或作‘院’，‘院’又‘完’声，缭以周垣可称

完矣。”当秦文字中用“兀”（人）替代 下部构件“土”

时，
[56]1167-1168更突出了住人的带“周垣”的院落义。 

二系是原有构件不变而构形变化，同时增加构

件“土”，向新蔡简“豢（ ）”（新甲 3.363）类字、

《古文四声韵》“完（ 、 ）”类字和《汗简》“全

（ ）”类字方向发展。构形变化有两种，一是上部

构件两边的竖笔向上延伸作 、 形，甚至交接作

形，二是下部反“廾”讹变为正反两“犬”字作 形。

这类“完”字形如果减省“廾”就会朝着“全”类

字发展。《说文·宀部》“完，全也”段注：“入部

全作仝。仝，完也。是二字互训。”《说文·入部》

“仝，完也，从入从工。”段注：“《宀部》曰：‘完，

全也。’是为转注。”又曰：“从工者，如巧者之制造

必完好也。”该字东汉之前已经完成演化，所以许慎

认为“从入从工”，当误，其实应为“从亼从土”。 

三系是原有构件不变，但构形发生变化，向“从

土釆声”发展，有时又增加构件“土”，向包山楚简

“豢”（ 包山 2.203、 包山 2.238、 包山 2.227）
类字、《古文四声韵》“完（ ）”、《汗简》“完（ ）”

类字方向发展。这类字的演化轨迹是，上部构件两

边的竖笔向上延伸但是不交接，中间加一小竖饰笔，

字形向“釆”发展，右部构件则向“𢍏”发展。 

总之，从古文字构件形体、异体变化趋势以及

历时演化规律看，旧释“娩”字的主要构件与“牢”

“口（丁）”“ （扳）”三类字具有类型学关系。外

围构件“ ”与“向”“冥”“巾”无涉，指的是“牲

畜养殖圈舍”，内部构件“口”指的是圈舍内养殖物，

下部构件“ ”会意双手从中间向两边用力分开之

形，与“辟”所从构件“ ”构意一致。“娩”字在

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外围构件采用了

“牢”类字第四类构形中更简洁的直线构形，中间

的“口（丁）”字构件直接演化为小短横“-”亦是

一种类型学的规律，如“正”“元”“旦”等字上下

小横均是构件“口（丁）”的演化结果，下部“扳”

（反“廾”）构件逐渐与“廾”合流，在包山楚简时

期之前已经完成演变成 类构件。“娩”字经历了

三种演化路径，其中一种是逐渐失去表意功能而开

始表音化，于是增加“豕”成为后起本字 ，该字

右上部构件通过形变为“釆”（ 包 2.238），完全

音化，成为小篆“豢”（ 《说文》）的直接来源。 

三 汉藏语“生孩子”的语义类型与“豢”的文

化类型义之关系 

（一）汉藏语“生孩子”的语义类型 

汉藏语具有共同的类型学特征，李方桂、罗常

培、马学良等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
[30，45]，[47]4-10

那么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语言里应该有相同的语义

演变模式。如果我们能够从具有亲属关系的不同汉

藏语系语言中构建起同一个概念的语义类型或者原

型语义，将有助于我们考察这一个概念演变的早期

状态。笔者通过对甲骨卜辞干支修饰语的考察，证

明了这种原型语义的存在。
[7]旧释“娩”字在卜辞

中的语义类型是比较清楚的，表示“生孩子”“分娩”

义，根据同一概念存在原型语义的规律，我们可以

通过梳理汉藏语中“生孩子”的语义关系来确定旧

释“娩”之甲骨文的同源系统，从而为确定 的字

词关系提供参照。 
语义类型一：“生孩子”与“生长”同源。 
我们调查了汉藏语系中“生孩子”一词的同源

系统，发现在藏缅语族语言中表示“生（孩子）”与 
“生长”“发芽”，或者语音形式完全相同，或者语

音形式之间仅有细微的内部屈折，可见它们属于一

个同源系统。见表 3： 

表 3 藏缅语族语言中“生（孩子）” 与“生长/长”的语音形式 

语言类型 生（孩子） 生长/长 语言类型 生（孩子） 生长/长 
藏语（拉萨） pu˥ku˥ce˥  ce˥  景颇语 ʃă˨˩ŋai˧˩  ŋa˧˩kă˧˩pa˧˩ 

藏语（夏河） htɕe  htɕe  独龙语 dʑɑt˥  mɹɑŋ˥˧ 

嘉戎语 kə˨stɕi˥˨ kə˨stɕi˥˨  达让语 ɑ˧˩sɯŋ˥  ɑ˧˩sɯŋ˥  

门巴语 khroŋ˥  khroŋ˥  格曼语 xɑ˧˩nɑŋ˥   nɑŋ˥ 

羌语 tu ʐgu  tə ʐuə  义都语 bɹɑ˥   bɹɑ˥ 

普米语（兰坪） khə˩˧dʐə˥  khə˩˧ta˥  彝语（喜德） ʑu̱˧  ʑu̱˧ 

道孚语 scçe  scçe  彝语（武定） ju̱  ju̱ 

却域语 tə˥ʨe˥  ta˥ʁa˧  纳西语 dʑy˨˩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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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汉语中“生长/长”义是“生”“养”两

字的常用义，此不赘述。 
语义类型二：“生孩子”与“（牲畜）产仔”同源。 
我们调查了汉藏语系中“生孩子”一词的同源

系统，发现在藏缅语族语言中表示“生（孩子）”与

“（牲畜）产仔”，或者语音形式完全相同，或者语

音形式之间仅有细微的内部屈折，可见它们属于一

个同源系统。见表 4： 
表 4 藏缅语族语言中“生（孩子）”与“（牲畜）产仔”的语音形式 

语言类型 生（孩子） （牲畜）产仔 语言类型 生（孩子） （牲畜）产仔 
藏语（拉萨） pu˥ku˥ce˥  ce˥  博嘎尔珞巴语 ɦo:  ɦo: 

藏语（夏河） htɕe  hʦep  缅语 mwe˥  mwe˥ 

门巴语 sik   phek  阿昌语 diak˨˥  tiak˨˥ 

景颇语 ʃă˨˩ŋai˧˩  khai˧   傈僳语 he ̄˧   he ̱˧˩ 

独龙语 dʑɑt˥  dʑɑ·t˥  拉祜语 pɔ˧  pɔ˧ 

达让语 ɑ˧˩sɯŋ˥/bro˥˧  ɑ˧˩sɯŋ˥/bro˥˧  基诺 ʧə˦˨  ʧa˦˨ 

格曼语 xɑ˧˩nɑŋ˥   xɑ˧˩nɑŋ˥  纳西语 sɿ˨˩  sɿ˧ 

在汉语方言中，“生孩子”和“牲畜产仔”用一

个词是一种普遍现象，要么用“生”及其引申系列，

要么用“养”及其引申系列，此不赘述。 
语义类型三：“生”与“养”同源。 
在藏缅语族语言中，“生”与“养”在语音上存在

直接关联，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些语言“生”

与“养”语音基本一致。如在缅语中“生（孩子）”“养

（牲畜）”者的读音一致，都读[mwe˥]，在傈僳语、

纳西语中，“生（孩子）”“养（牲畜）”读音的声韵相

同，只是声调稍有变化，傈僳语分别读[hē˧]和[he̱˧˩]，
纳西语分别读[sɿ˨˩]和[sɿ˧]，二是有些语言通过语音的

内部屈折来实现“生（孩子）”与“养（牲畜）”的分

化。如门巴语“生（孩子）”读[sik]，“养（牲畜）”

读[siŋ],博嘎尔珞巴语分别读[ɦo:][ɕo:]，彝语分别读

[ʐu˦][ʂu˧]，义都语分别读[bɹɑ˥][proŋ˧˥]，嘉戎语分别

读[kɑ˨stɕə˥][kɑ˨ɕput˧]。它们都是通过韵尾、清浊或

发音方法交替等屈折手段来实现意义分化的。 

在壮侗语族语言中，“生”与“养”在语音上也

存在直接关联，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者的语

音完全相同。如侗语“生”“养”都读[saːŋ]，毛南

语都读[zaːŋ]，水语都读[haːŋ]，傣德语都读为

[leŋ]。二是通过语音的内部屈折实现“生”与“养”

的分化。如“生”“养”，壮语分别读[seŋ][ɕiːŋ]，
布依语分别读[ciːŋ][ɕiːŋ]，仫佬分别读[sɛːŋ] 
[taːŋ]。苗瑶语族的语言中基本上不说“养”，但“生

孩子”的读音仍保持了耕部和阳部之间的交替。 

汉语“生孩子”既可以说“生”，也可以说“养”，

从书面语和口语材料看可以分为“生产”“豢养”两

系。从先秦典籍开始，基本上是“生产”系独占相

关语料，主要有“生”“乳”“免”“产”。“生孩子”

在北方官话区主要用“生”表示，且已经渗透甚至

主导了闽语、粤语等南方方言，成为“生产”系中

强势的词。此外，还有“出、登、引、产、下、

落、过”等一系列由“生”引申表示“生孩子”的

“生”系词，如《玉篇·生部》：“生，产也，进也，

起也，出也。” 

用“豢养”系表示“生孩子”义的主要存在于南

方方言，以“养、豢、看、供、刊（宽）”等为主，

其中“养”使用范围 广。如《金瓶梅词话》第五

十三回：“月娘对如意儿道：‘我又不得养，我家的

人种便是这点点儿。’”董斯张《吹景录·俗语有所

祖（卷十）》：“生子曰养，《韩诗外传》‘王季立而养

文王’。”
[10]现代方言中“养”的“生孩子”义在吴语、

湘语、赣语、闽语、客家话、江淮官话等南方方言中

使用很普遍。“豢”使用面很窄，刘赜《广济方言》：

“畜养及妇人生子皆曰豢。”广东东莞话“生孩子”仍

说“豢侬”。江西波阳话“看人”可表示“分娩”义。

在客家方言、赣方言中“供”可表示“生孩子”义。 

以“养”与“生”表示“生孩子”义的南北两

系方言基本上形成一种区域互补分布。从具体语用

看，“生”是雅语，而“豢”“养”“生养”是俗词俗

语，民间口语色彩更浓重。从宗福邦等《故训汇纂》

收录的几千年训诂成果可见，“豢养”系词没有“生

孩子”义，
[84]这也证明了具有“生孩子”义的“豢

养”系词是历代士人阶层整理规范过的经典主流所

文献不记录的，只存在于民间口俗语中。 

语义类型四：“生孩子”“娩”为词根衍生关系。 
我们调查了汉藏语语言的常见词汇系统，其中

“分娩”“生（孩子）”词汇的主要分布情况如下：一

是口语系统中有“分娩”一词，只出现在 8 种语言，

分别是汉语、嘉戎语、羌语、达让语、彝语、苗语、

格曼语和义都语，这些语言中绝大部分只有“生（孩

子）”一个词。二是语言中有“分娩”一词的，其语

音形式要么与“生（孩子）”保持一致，如羌语“生

（孩子）”和“分娩”都可读[tse]，彝语都读

[tsʻɛ˥][xɛ˨˩][ɕɛ˨][bu˨][ʐo˧][dʐɔ˨˩][bɔ˨˩]，彝语“分

娩”“生孩子”的读音实际上是分属两个具有内部屈

折特征的语音系列，要么其词根的读音与“生（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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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语音形式保持一致，如嘉戎语“生（孩子）”

读[kə˨stɕi˥˨]，“分娩”读[tɑ˨pu˧kə˧ stɕi˥]，是在“生

（孩子）”[kə˨stɕi˥˨]之前增加词根“孩子”[tɑ˨pu˧]
构成的复合词，羌语“生（小孩）”读[ʐgu]，“分娩”

读[tu ʐgu]，是在“生（小孩）”[ʐgu]之前增加词根

“小孩”[tu]构成的复合词；达让语“生（小孩）”

读[（ɑ˥）me˥]，“分娩”读[ɑ˥me˥ɑ˧˩]，是在“生（小

孩）”[（ɑ˥）me˥]之后增加词根“小孩”构成的复

合词。苗语中“分娩”一词也是在“生”基础之上

增加词根“婴儿”[tɛ]或[te]构成的。这种语言也

较少。三是语言中有“生（孩子）”一词，却又采用

隐喻或者转喻形式另造新词“分娩”。目前发现有格

曼语和义都语两种语言。格曼语“生（孩子）”读

[xɑ˧˩nɑŋ˥]，“分娩”读[kɹɯu˥˧  lɑ˧˥],形容词“小”

[kɹɯu˥]通过语音内部屈折来表示“小孩”，与“（植

物）结果”[sit˥˧lɑ˧˥]和“裂开”[go˥˧lɑ˧˥]拥有相同的

词根[lɑ˧˥]，这是使用隐喻的形式来造的新词。义

都语“生（孩子）”读[ɑ˥ɑ˥˧]，“分娩”读[ɑ˥tiaŋ˥˧ren˥˧]，
“儿童”读[ɑ˥],“逗（小孩）”读[ɑ˥diɑŋ˥roŋ˥]，
类似于汉语方言“生小孩”可以说“拾孩子”“讨囝”

“洗囝”一样，是一种转喻造词。 

综上可见：一、汉藏语系词义系统中，“生（孩

子）”是“生”系中 常用的词，每种语言中都有该

词；二、“分娩”一词只有少数几种语言中有，且主

要是在“生（孩子）”的基础上增加表示“孩子”的

词根构成，只有极个别语言有差异。这说明“生（孩

子）”出现早，而“分娩”一词后起。这在汉语先秦典

籍也得到了印证。“生（孩子）”一词在《诗经》《尚书》

等文献中大量出现，而“免（娩）”则出现在时代晚得

多的战国《国语·越语》中，且出现在非通语区。 

（二）“豢”的文化类型义 
旧释“娩”字与“冕”“冥”没有文字类型学上

的关联，而与“牢”“口（丁）”“ （扳）”三大类

字具有类型学上的关联，旧释“娩”之甲骨文应该

是楚简中“豢”字之本字，应该隶定作“𢍏”。其与

“牢”类字具有相同的构件类型特征也源自二者具

有相同的文化义。 
人类自身的繁衍文化在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

中有了很大的变化。即便到了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

都已大为提高的《礼记·内则》时代，妇人分娩仍然

是“居侧室”，丈夫“则不入侧室之门”。《论衡·四

讳篇》记载妇人分娩仍然是“四讳”之“恶之甚”，

妇人分娩只能是“丘墓庐道畔，逾月乃入”。 
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现象，即便是社会发展到近现

代，由于社会经济与人们的文化程度和思想观念的发

展不平衡，不少民族，尤其是农耕民族，很多妇女的

分娩地仍然选择在牲畜的圈舍之中。潘永优、杨筑慧

等的研究表明，解放前，水族、藏族、彝族、珞巴族

等族妇女分娩大多选在牛棚和羊圈之中。
[48]，[66]309云

竹的调查也显示，西部贫困地区，有些地方是不让

妇女在家中分娩的，她们只能在牛圈、猪圈中默默

忍受巨大的痛苦。
[70]总之，“𢍏（豢）”直接反映了

在“分娩不洁”“生育禁忌”等落后观念的影响下，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居住条件简陋、物质匮乏的条

件下，妇人在环境恶劣的牲畜圈舍分娩的场景。 
四 “豢”字的形音义与“娩”字之关系 

（一）“豢”的字形 
“ （豢）”字从“牢、口（丁）、 ”，“ ”亦

声。《说文·爻部》“棥，藩也。从爻林。《诗》曰：

‘营营青蝇，止于棥。’”段注：“今人谓之篱笆。”

《易·大壮》：“羝羊触藩。”所以“ （豢）”字

的外围结构极有可能就是指牲畜的篱笆或围栏。从

语音和语义两方面看，从“ ”声的“樊”和从“釆”

声的“藩”“圈”是同源词。《说文·牛部》：“牢，

闲养牛马圈也。从牛，冬省声，取其四周匝也。”《说

文·门部》：“闲，阑也。”“阑，门遮也。”段注：“谓

门之遮蔽也。”由此，我们可以认为“ （豢）”字

的外围结构正是象“四周匝”之形，四周有垣墙、

篱笆或围栏且有门通道。从上文“生孩子”之文化

义可见，上古在家庭中从事牛马牢圈蓄养的主要是

女性，“牲畜圈舍”既是豢养牲畜、牲畜产仔之处，

也是上古时期妇人分娩，甚至短期育婴之处，“分娩”

与“牢圈”关系密切。 

扬雄《方言·卷三》：“燕齐之间养马者谓之娠，

官婢女厮谓之娠。”《左传·哀公元年》：“后缗方娠，

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杜预注：“娠，

怀身也。”扬雄《方言》可能保留了“豢”主要的

原始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养牲畜”“孕产”

和女性之间的关联。从“生”同源分化出来后起的

“娠”“产”分别分担了“豢”的“孕育”和“分娩”

两个意义，从“豢”的同源分化出来的“娩”“嬎”

分担了“分娩、生产”义，但从优势词“生”分化

出来又结合了“豢”韵部的“产”比“娩”“嬎”使

用范围更广。这一系列音近义同字的出现不是偶然

的。其一，传统牲畜的豢养繁殖工作主要由女性承

担；其二，女性的“怀孕”过程与雌性家畜“孕崽”

过程具有高度相似性；其三，人类早期女性“分娩”

环境与雌性家畜“产仔”环境基本一样；其四，家

畜养殖的过程与女性孕育幼体的过程具有转喻的一

致性，牲畜养大要打开“门遮”，取其出来为人们所

用，家畜幼崽或人类胎儿孕育成熟，也要从雌性家

畜或女性宫体内分娩出来。于是在原始类比思维下

产生的结果就是创造一个“生”“养”一体的“豢”

字。甲骨文“ （豢）”字正是揭示了这一“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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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和结果，从甲骨卜辞的实际使用来看，主要是

强调结果，即女性的分娩动作。该字所从“ ”，《说

文· 部》：“ ，引也，从反𠬞。”“从反𠬞”下段注：

“象引物于外。”又段玉裁在《说文·门部》的“闢”

字下注说：“ 者，今之攀字，引也。今俗语以手开

门曰攀开，读如班。”现代成都、洛阳方言中“生孩

子”说“引娃儿”亦为证。
[33]753 

（二）“豢”字的读音 
“豢”字甲骨文作 ，从“牢、口（丁）、 ”。

《说文· 部》：“ ，引也，从反𠬞，凡 之属皆从

。攀 从手从樊。”段注：“《上林赋》‘仰 橑而扪

天’，晋灼曰：‘ ，古攀字。’”又“从反𠬞”下注：

“象引物于外。”又“从樊”下注：“樊，声也，今

作‘攀’，《公羊传》作‘扳’。”又段玉裁在《说文·门

部》的“闢”字下注说：“ 者，今之攀字，引也。

今俗语以手开门曰攀开，读如班。”“ ”字即“攀”

字古文，则“樊”字可以看成双声符字，也可以说

是在“棥”字上追加了“ ”作声符。《说文·爻部》：

“棥，藩也。”《诗·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

于樊。”《史记·滑稽列传》引“樊”作“蕃”。《说

文·木部》：“橎”读若“樊”，又《见部》“𧢜”读

若“幡”，又《鼠部》“𪖇”读若“樊”。“番”本为

釆声，“ ”声与釆声相通。“（豢）”字，《说文》

作“𢍏”，分析为“从𠬞，釆声。釆，古文辨字，读

若书卷”，从“釆”得声的字可以喉音和唇音相通。

郭沫若先生认为“ ”字以“ ”为声符，无误，

但认为是“娩”的古字，恐不确，因为二者字形上

无传承关系，“ ”应是“豢”之初字。 

古喉音与唇音相通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如

同源词“冠”与“弁”、“歡”与“忭”、“圈”与“藩”

等分别同源，从“䜌”得声的字或作“㪻”，或作“變”，

如《左传》中的人名“曹刿”文献常见读成“曹沫”；

“關”或作“閞”，或通“彎”，如《集韵·删韵》：“彎，

《说文》：‘持弓關矢也。’《左氏传》作關。”不赘述。

总之，我们认为“ ”隶定作“𢍏”，为“豢”的初字，

在音理上是合理的。 
“豢”的音读揭示了同部的古喉音与唇音是可

以相通的，由此也就容易理解汉藏语中“生孩子”

“产仔”使用的汉字的音读为什么会呈现出喉音和

唇音两系字相通的现象了。“豢”上古音有喉音

一系读音，郭锡良拟音作[ɣoan],[18]346 郑张尚芳拟

音作[groons],[75]356 藏缅语中的阿力克藏语读

[ɣcç]，博嘎尔珞巴语读[ɦo:]，彝语读[xɛ˨˩][xɯ˥]，
格曼语读[xɑ˧˩]。现代汉语客家方言之梅州大埔话

“供”读[kioŋ˥˧]，江淮方言湖北广济话“豢”读

[kʻuan˥]，赣方言浠水、乐平话“刊（宽）”分别读

[kʻan˨˩][kʻεn˥]，)闽方言福州话“豢”读[huaŋ˨˩˨] 

[ŋuaŋ˨˩˨]、潮州话“豢”读[huêŋ6]，吴语苏州话、

杭州话“养”分别读[ɦiã˧˩][ɦiaŋ˩˧]或者[ʔiaŋ˥˧]，崇

明、梅县话家畜产仔读[ɦio˨][ha˧˩]等。“豢”上古音

还有唇音一系读音，如汉藏语中的达让僜语读

[bro˥˧]，义都语读[bɹɑ˥]，缅语读[mwe˥]，载瓦语

读[vo˥]，哈尼（绿春）语读[bo˧]，拉祜语读[pɔ˧]，
湘西土语读[pji˧˩]，东努土语读[moŋ˩˧]，努努土语

读[muəŋ˦˨]，门巴语“下仔”读[phek]，道孚语“下

仔”读[vɮɛ]。此外，汉语从先秦典籍到现代方言中

都存在这种现象，如战国时期的“娩”，郭锡良拟音

作[mi ̆an]，[18]341 郑张尚芳拟音作[mronʔ]；[75]422

山西、徐州、济南、洛阳等地“鸡生蛋”可以说“嬎

蛋”，“嬎”读[fã˨˩]或[fan˦˩˨]。[33]5837 

（三）“豢”字的语义 
从汉藏语“生孩子”的语义类型看，“生（孩

子）”与“生长/长”同源，“生孩子”与“牲畜产仔”

同源，“生孩子”也与“养孩子”同源，“生孩子”

与“分娩”是一词的语体分化，“分娩”一词是后起

的。汉语从先秦传世典籍到现代汉语方言中，“生孩

子”义在南北两系方言分别由“豢养”和“生产”

来承担，这应该是南北两系方言中互补。这种互补

形成的时间至少应该在卜辞时代之后，在甲骨卜辞

中“生”还没有“生孩子”“分娩”的意义。 

（6）甲申卜，宾贞：呼耤，生。 

贞：不其生。王占曰：“丙其雨，生。”（《合集》

904 正反，典宾） 

（7）贞：王其 艺，[生]。 

不其生。（《契合集》217+《合集》14135，典宾） 

（8）贞：祷王生牢于妣庚于妣丙。（《合集》2400，宾出） 

（9）呼取生刍鸟。 

勿取生刍鸟。（《合集》116 正，典宾） 

（10）丁酉卜，宾贞：妇好 受生。 

王占曰：吉。其 受生。（《合集》13925 正反） 

（11）辛巳贞：其祷生于妣庚、妣丙牡、羖、白豭。（《合

集》34081，历二） 

例（6）中“耤”是犁田耕种义，前一条卜辞是贞问

耕种的种子是否会发芽萌生，后一条卜辞的占辞是

说在丙戌日会下雨，种子会发芽萌生。例（7）中“艺”

是种植树木义，卜辞是在贞问种植树木是否会成活。

例（8）是说王用活的猪牛羊向妣庚和妣丙进行祈祷

祭祀。例（9）是贞问是否抓取活的小鸟。例（10）
是贞问武丁王的妻子妇好是否怀孕了。例（11）是

贞问是否用牛羊猪祭牲向妣庚和妣丙祈求生育。 

殷商甲骨卜辞时期，“生”虽然已有“有身孕”“生

育”的意义，且符合汉藏语“生孩子”所具有的类型

意义，但与旧释“娩”字之字形和使用的语境差异明

显，其“生育”义是强调“生育能力”，词义较为抽象，

而非“生孩子”这种动作义，所以与旧释“娩”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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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词。而“生”系诸词从语义类型、产生时代、卜

辞语义和语用等几个方面均可以排除与“娩”相关的，

那么旧释“娩”只有可能来自“豢养”系。综合考察

旧释“娩”之甲骨文在卜辞中的语义，结合汉藏语“生

孩子”与“生长”“牲畜产仔”“养孩子”同源的语义

类型特征，结合时代和汉语族两系的方言特征，我们

认为旧释“娩”字应该是来自“豢养”系的“豢”。 

五 结论 

通过分析汉藏语“生孩子”词族的语言类型特

征、汉语族方言“生孩子”义的词系特征、汉语方

言语音的语音层级和构拟特征、“娩”字所涉构件在

甲骨文、楚简等古文字中的类型特征，以及“分娩

处所”选择的文化类型特征，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古文字构件形体、异体变化趋势以及

历时演化规律看，旧释“娩”之甲骨文 的主要构

件与“牢”“口（丁）”“ （扳）”三类字具有文字

类型学上的关联。其外围构件“ ”与“冥”“巾”

无涉，而与“牢”外围构件同类。“牢”，《说文》指

的是“有围墙有门遮的牲畜养殖圈舍”。其内部构件

“口”既指圈舍内养殖之物，又指雌性家畜或女性

宫腔内养育之幼体。其下部构件“ ”会意双手从

中间向两边用力分开遮拦物之形，放出蓄养长大的

牲畜，或接引出发育成熟之幼体。“ ”为“攀”之

古文，与“辟”所从构件“ ”构意一致，今作“扳”

字，以手开门曰“扳开”，同时标识读音。 

第二，从古文构件演化的类型规律看，当“ ”

与“ ”同属“牢”类字外围构形系统、“口（丁）”

的演化可与“—”相协、“ ”的发展可以与“廾”

相协时，可以构建一个符合四类字类型发展规律的

演化类型： （甲骨）— — （楚简）—

（楚简）— （楚简）— 𢍏𢍏（《说文》）。而 字

则是楚简“豢”字（ 包山 2.206、 上博简《容》

28）的右部构件。 构件有三条演化路径：第一条

是原有构件和构形不变，增加构件“土”，向《汗简》

“完（ ）”类字方向发展；第二条是原有构件不变，

但构形变化，同时增加构件“土”，向新蔡简“豢

（ ）”（新甲 3.363）类字、《古文四声韵》“完（ 、

）”类字和《汗简》“全（ ）”类字方向发展；第

三条是原有构件不变在，但构形变化，向“从土釆

声”发展，有时又增加构件“土”，向包山楚简“豢”

（ 包山 2.203、 包山 2.238、 包山 2.227）类

字、《古文四声韵》“完”（ ）、《汗简》“完”（ ）

类字方向发展。即“ ”字形体与包山楚简“豢”

字构件、《说文》“𢍏𢍏”字具有直接承传关系。 

第三，从音义角度看，“娩”或者“嬎”是“豢”

的后起同源词，学界已有成果把该字释作“娩”或

者“嬎”有很大的合理性，但从时间上说，“娩”“嬎”

与“𢍏𢍏（豢）”的出现不在一个共时平面，时间差距

甚远。从意义的完整性上说，“娩”“嬎”只记录了

“豢”的部分意义，尤其是不能解释字形本义。从

字形上说，“娩”“嬎”与“𢍏𢍏（豢）”来源不同，并

不存在直接演化关联。 

六 余论 

本文最终确定旧释“娩”之甲骨文是“豢”的

本字“𢍏𢍏”，这符合汉藏语“生孩子”语义的类型特

征，符合古文字构件和构形演变的类型特征，在文

化类型中能找到较为充分的证据，也能够解释汉语

南系方言中“豢”“养”的“生孩子”义形成的语义

和语音来源，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值得继续思考：一、

“豢”的中间过渡环节“ ”是基于文字异体

构件演变的类型学规律推导而来的，还有待学界进

一步验证。二、到春秋战国时期“𢍏𢍏”为何没有单

独成字，只作为“豢”等字的构件而存在，其内在

制约因素是不是仅仅是因为“生子”“产仔”没有进

入通语和书面语，或者出土材料本身性质的限制，

也有待进一步研究。三、汉藏语系中“生孩子”语

音呈现的第三系舌音特征，应该与“生养”同源词

族的分化有关系，也有待深入考察。四、藏缅语族、

壮侗语族、汉语族中的“生”与“养”在语音上存

在直接关联，它们是否与“豢”来自一个更大的表

“生养”义的同源词族，有待继续研究。五、“完”

“全”似只保留了“𢍏𢍏”构意中“四周有牢固垣墙

的相对封闭空间”义，“𢍏𢍏”构件在“完”“全”一

系的具体演化情况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附注： 
为便于行文，文中采用“旧释‘娩’之甲骨文”代替

讨论的甲骨文字形。文中甲骨释文采用宽式隶定。 

本文整理了《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英国
所藏甲骨集》《小屯南地甲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殷
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怀特氏所藏甲骨》《天理》《东文库》
九部甲骨文主要著录文献，同时参考了香港中文大学汉达文
库（www.chant.org）的统计数据。 
文中甲骨文辞例、字形来自《甲骨文合集》的径出片

号，来自另外著录的则标注来源。 
“泉”基本形体是 形，与旧释“娩”之“ ”“牢”

“ ”“厩”外部构形一致，均为“ ”形。“ ”形在“泉”
和“牢”两系字中都是指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拥有同样构
形的旧释“娩”之“ ”字形，应该与之具有相同的文字类
型学特征。 
李家浩、何景成等先生阐释了“ ”的另一些可能来

源。［31，20］ 
陈琴、黄霖、谭兰芳、吴聿明、姚吉刚、张惠英等认为

《金瓶梅》一书具有很多南方方言的特征，[5，23，54，58，67，71，72]

结合表示“生孩子”“产仔”义的“养”在南方方言中为常
用词，我们认为《金瓶梅》中“养”表示“生孩子”可能也
来自南方方言。 
汉藏语系“生孩子”“产仔”的语音主要有三系，除

了文中论述的喉音和唇音相通的两系以外，还有舌音一系，
我们认为这一系与“生”“产”关系更近，与“豢”“娩”并
非一系的分化，而是另有来源。 
客家方言之梅州大埔话中的“供”、赣方言中的“刊

（宽）”都可表示“生孩子”义。上古“供”读[kloŋ]，“刊”
读[khaan]，“供”属见纽东部、“刊”属溪纽元部。见溪同为
牙音，东元韵近，这些字记录的应该是同一个上古词“豢”（读

 



 

[groons]，上古匣纽元部）在不同方言区的分化读音。文中大
量语音信息参阅了古音小镜网站（http:// www.kao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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