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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名》对假借字的利用

刘青松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释名》声训中有很大一部分记录被训词与训释词的字，在经典用字或日常书写中存在假

借关系，可见刘熙是在对经典用字和社会用字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进行《释名》创作的。刘熙通过

大量文字假借现象，考虑到音义之间的联系，从而超越字形，在语音的层面上寻求语言的根源。他

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具体结论是否符合语言实际，而是在于对因声求义方法的系统利用。清儒常以

求本字的方法纠正《释名》，反倒泯灭了刘熙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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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刘熙的《释名》是一部重要的训诂著作，其主要方法是声训，即以音同、音近的词为训，力求达到

解释词源的目的。《释名》之作，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汉代之前的学术，以口耳相传为主，书于竹

帛后，不同版本文字不同，导致学者各守师承，家法各异，形成了今古文经学之争。汉末以来，官学既衰，

经学已经消除了家法、师法的壁垒，走向融合。此时经学的特点是：从专治一经到兼通众经，把经学当作一

个文献语言系统来看待，无论经学结论还是文字训诂，能为我所用者，都可以采用。《释名》声训继承先儒

故训者占 22.5%，其中既有经书也有纬书及诸子之说。此外，《释名》中的很多声训找不到先儒旧说，但也不

是凭空产生的。被训词与训释词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仅仅是语音相近，但为什么《释名》会选择这个训

释词，而不是其他的？仔细考察当时的经学典籍，依然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汉代的学问由耳治变为目治，

语言的物质形式——语音的辨识度减弱，而语言的书写形式——文字的重要性凸显。在经典的传播过程中，

经典异文、经师破读都会对《释名》声训产生巨大的影响。《释名》声训充分利用了当时流行的假借字现象，

《释名》对文字假借的利用表现在，找到记录被训词或训释词的字在使用中的假借字，从而用当时的观念将

二者牵合到一起，其中有经典中的用字假借，也有日常书写的用字假借。对假借字的利用，反映了刘熙对经

典用字和社会用字的全面考察。这些假借字既有直接假借也有对假借现象多方推求的间接假借，以下略作举

例说明。

一、直接假借

“直接假借”指的是记录被训词和训释词的字在使用中存在明显的假借关系，“直接假借”分为经典用

字假借和一般用字假借。

（一）经典用字假借

尽管《释名》所收为“百姓日用”的词汇，但由于语言具有历史传承性，其中的很多词条依然属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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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范畴，因此《释名》与经典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汉代经典由口耳相传到书于竹帛，产生了大量的文字

问题，文字假借是其中重要的内容，经典在流传过程中的用字不同，或经师在解读过程中不同的破读，都使

经典用字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假借现象，这是导致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根源。刘熙的时代，经学基本趋于一

统，这种环境为《释名》选择假借字为声训提供了便利。

1. 经典异文

经典异文指的是同一部典籍的不同版本出现用字不同的现象，这其中有文字的孳乳，但更多的是文字的

假借，是经典写定过程对语音的不同把握导致的。例如：

（1）《释名·释车》：“车，古者曰车，声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
[1](P129)

“车”“居”假借，《礼记·礼运》“天子以德为车”，郑玄注：“车或为居。”《诗·邶风·北风》“惠而好

我，携手同车”，阜阳汉简本《北风》“车”作“居”。《尔雅·释草》“望，乘车”，释文本作“居”，云：“居

本亦作车。”

（2）《释名·释书契》：“约敕封侯曰册，册，赜也，敕使整赜不犯之也。”
[1](P116)

“册”“赜”假借，《易·系辞上》“天下之赜”“探赜索隐”，释文并云：“赜，九家作册。”

（3）《释名·释丧制》：“殪，翳也，就隐翳也。”
[1](P142)

“殪”“翳”假借，《诗·大雅·皇矣》“其菑其翳”，释文引韩《诗》“翳”作“殪”。

（4）《释名·释典艺》：“八索，索，素也，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圣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1](P117)

“索”“素”假借，《左传·昭公十二年》“八索九丘”，释文：“索本或作素。”

（5）《释名·释言语》：“羸，累也，恒累于人也。”
[1](P86)

“羸”“累”假借，《易·大壮》“羸其角”，释文：“羸，郑、虞作累。”《易·井》“羸其瓶”，马王堆帛汉

墓帛书本“羸”作“累”；《老子》“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马王堆帛汉墓帛书甲本《德经》“累”作“羸”。

经典异文中有一类特殊现象，就是《仪礼》异文，《仪礼》郑玄注异文多标作古今字。汉代今文《仪礼》

17 篇，为鲁人高堂生所传。后鲁共王坏孔壁得《仪礼》56 篇，是为古文。郑玄斟酌二本，合而为一，故注

中多言今古文。但郑玄所谓的今古文并不完全是严格文字学意义上的今古文，有些判断是本末倒置的
[2]
。其

中很大一部分仅仅只是版本的不同而已。刘熙即以《仪礼》今古文为训，例如：

（1）《释名·释衣服》：“褶，袭也，覆上之言也。”[1](P103)

“褶”“袭”假借，《仪礼·士丧礼》“襚者以褶则必有裳”，郑玄注：“古文褶为袭。”

（2）《释名·释形体》：“肝，幹也，于五行属木，故其体状有枝幹也，凡物以木为干也。”
[1](P69)

“幹”“肝”假借，《仪礼·少牢馈食礼》“上佐食举尸牢幹”，郑玄注：“古文幹为肝。”

（3）《释名·释车》：“镳，苞也，在旁苞敛其口也。”
[1](P135)

“镳”“苞”假借，《仪礼·既夕礼》“木镳”，注：“古文镳为苞。”

（4）《释名·释用器》：“斧，甫也，甫，始也，凡将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 [1](P121)

“甫”“斧”假借，《仪礼•士冠礼》“章甫，殷道也”，郑玄注：“甫，今文为斧。”

（5）《释名·释书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
[1](P114)

“笏”“忽”假借，《仪礼·士丧礼》“缁带竹笏”，郑玄注：“今文笏作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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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师破读

汉代经典经师授受不同，家法谨严，不同的学者对同一部典籍用字的理解不同，便会出现不同的破读现

象，这也是假借字产生的原因。例如：

（1）《释名·释天》：“ ，截也，气伤人如有断截也。”[1](P53)

“ ”为“札”之俗，《赵菿残碑》有此字形，“札”“截”假借，《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荒礼哀凶

札。”郑玄注：“札读为截，谓疫厉。”

（2）《释名·释水》：“海中可居者曰岛，……亦言鸟也，人物所趣如鸟之下也。”[1](P58)

“岛”“鸟”假借，《尚书·禹贡》“鸟
①
夷皮服”，孔传：“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疏云：“孔

读鸟为岛。”释文：“鸟，当老反。”皆谓孔读“鸟”为“岛”
②
。《禹贡》“鸟夷卉服”，孔传：“南海岛草服葛

越。”亦读“鸟”为“岛”。

（3）《释名·释形体》：“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
[1](P67)

“眼”“限”假借，《周礼·考工记·轮人》“望其毂，欲其眼也”，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眼读如限切之

限。”

（4）《释名·释宫室》：“灶，造也，创造食物也。”
[1](P111)

“灶”“造”假借，《周礼·春官·大祝》“二曰造”，郑玄注：“杜子春读灶为造次之造，书亦或为造。”

（5）《释名·释宫室》：“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1](P107)

“宅”“择”假借，《论语·里仁》“择不处仁”，《后汉书·张衡传》载《思玄赋》“匪仁里其焉宅兮”，

则以“择”为“宅”，盖汉经师旧说。又，《文选·张衡<思玄赋>》李善注、《后汉书·张衡传》注、《困学纪

闻》卷七并引《论语》“择”作“宅”。《论语·里仁》皇侃义疏引郑玄注：“求居而不处仁者之里。”是郑读

如本字，以“择”为“求”义。刘熙未用郑玄说。

（二）一般用字假借

一般用字假借指的是非经典用字的假借，一般出现在不同时代的征引或日常书写中。前者有传世文献为

证，后者则可征之于出土简帛文字。例如：

（1）《释名·释天》：“雾，冒也，气蒙乱，覆冒物也。”
[1](P111)

“雾”“蒙”假借，《尚书·洪范》“曰蒙，恒风若”，《史记·宋微子世家》作“曰雾，常风若。”

（2）《释名·释州国》：“徐州，徐，舒也，土气舒缓也。”
[1](P109)

“徐”“舒”假借，《左传·哀公十四年》“陈恒执公子于舒州”，《史记·齐太公世家》“舒州”作“徐州”；

《战国策·齐策一》“楚威王战胜于徐州”，高诱注：“徐州或作舒州。”

（3）《释名·释宫室》：“垣，援也，人所依阻，以为援卫也。”
[1](P109)

“垣”“援”假借，马王堆汉墓帛书乙本《老子·德经》“如以兹（慈）垣之”，“垣”为“援”之借。
[3]

（4）《释名·释言语》：“达，彻也。”[1](P83)

“达”“彻”假借，《国语·晋语三》“臭达于外”，《尚书·盘庚》疏、《左传·僖公十年》疏并引“达”

作“彻”；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善行者无达迹”，“达”甲本作“勶”（今本作“辙”）；马王堆帛书《老

子》甲、乙本《德经》“无德司勶”，今本老子作“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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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释名·释形体》：“舌，泄也，舒泄所当言也。”
[1](P67)

“舌”“泄”假借，《汉书·董仲舒传》“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国语·吴语》“泄庸”作“舌庸”。

经典假借和一般用字假借不是截然分开的，很多时候交互出现。例如《释姿容》：“疾趋曰走，走，奏也，

促有所奏至也。”“走”“奏”假借，《诗·大雅·绵》：“予曰有奔奏。”释文：“奏，本又作走。”《楚辞·离骚》

王注、《后汉书·何禺传》李注引“奏”作“走”。《淮南子·说林训》“渔者走渊”，高诱注：“走读奏计之奏。”

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出中指，循臂上骨下兼（廉），奏耳”，“奏”为“走”之借。其中既有

经典异文也有一般用字的假借。知道了这个原因，就会明白《释名》中记录被训词与训释词的字为什么常用

俗字，因为该字形与它相对应的字有可能构成假借关系。后世学者不知道这个道理，常常用正字改动《释名》

的俗字。如：《释天》：“夏曰昊天，其气布散皓皓也。”毕沅以“皓皓”之“皓”为俗字，改作“颢颢”。按：

“昊”“皓”假借，《史记·天官书》“曰天皓”，《汉书·天文志》“皓”作“昊”，《荀子·赋》“皓天不复”，

杨倞注：“皓与昊同。”是原文不当改。——这类错误在毕沅的《释名疏证》中屡见不鲜，因此丁山提说，在

这方面毕沅是“《释名》的叛臣”
[4]
。

二、间接假借

“间接假借”指的是记录被训词与训释词的字在典籍或日常用字中不存在直接假借用例，但有可能是记

录被训词或训释词的字某一方在使用中存在与其他字假借的现象，《释名》据此假借字或本字进行辗转推求。

间接假借的过程比较复杂，大约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一方与对方的本字形成假借关系

记录被训词或训释词的字，其中之一的本字与对方构成假借关系。例如：

（1）《释名·释兵器》：“绥，夏后氏之旌也，其形衰衰也。”
[1](P129)

“绥”“衰”不存在假借关系。但在此训释中，“衰衰”乃舒迟下垂之貌，为“夊夊”之借，《说文·夊

部》：“夊，行迟曳夊夊也。”“绥”“夊”假借，《诗·卫风·有狐》“有狐绥绥”，王应麟《诗考》引齐《诗》

作“夊夊”，《玉篇·夊部》引《诗》正作“夊夊。”

（2）《释名·释宫室》：“涂，杜也，杜塞孔穴也。”
[1](P112)

“涂”“杜”不存在假借关系。但在此训释中，杜塞之“杜”本字当为“ ”，《说文·攴部》：“，闭也。”

“涂”“”假借，《尚书·梓材》“惟其涂丹艧”，《说文·丹部》“艧”下引“涂”作“”，《说文·攴部》：

“读若杜。”《庄子·天运》“涂却守神”，成玄英疏：“涂，塞也。”《文选·扬雄<剧秦美新>》“涂民耳目”，

张铣注：“涂，塞也。”是并以“涂”为“”之借。

（3）《释名·释衣服》：“衿③，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
[1](P102)

“衿”“禁”不存在假借关系，但在此训释中，“衿”为“紟”之借，非衣襟字，《礼记·内则》“衿缨綦

屦”，释文：“衿本又作紟。”《说文·纟部》：“紟，衣系也。”衣系即联结衣襟之带。“紟”“禁”假借，《荀子·非

二十二子》“其缨禁缓”，杨注：“或曰：禁读为紟。”

（二）一方与对方的借字存在假借关系

记录被训词或训释词的字，其中之一常被用作某字的假借字，这个某字与对方构成假借关系。例如：

（1）《释名·释天》：“申，身也，物皆成其身体，各申束之，使备成也。”
[1](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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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身”不存在假借关系，但“申”与“信”多通用，“信”“身”假借，如《周礼·春官·大宗伯》

“侯执信圭”，郑玄注：“信当为身，声之误也。”《礼记·儒行》“竟信其志”，郑玄注：“信或为身。”

（2）《释名·释姿容》：“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
[1](P72)

“容”“用”不存在假借关系，但“用”“庸”多通用，“容”“庸”假借，如《庄子·胠箧篇》“容成氏”，

《通鉴·外纪》引《六韬》作“庸成氏”；《荀子·修身篇》“庸众驽散”，《韩诗外传》卷二“庸”作“容”。

（3）《释名·释兵器》：“矢……又谓之箭，箭，进也。”
[1](P125)

“箭”“进”不存在假借关系，但“进”“晋”多通用，“箭”“晋”假借。《仪礼·大射》“缀诸箭盖”，

郑玄注：“古文箭作晋。”《周礼·夏官·职方氏》“其利金锡竹箭”，郑玄注：“故书箭为晋。杜子春曰：‘晋

当为箭，书亦或为箭。’”

（三）偷换概念，形成假借

被训词在暗中被换为另一个同音词，这个同音词和训释词具有意义联系。这种体例乍看不符合《释名》

声训的特点，但确有这种现象存在。例如：

（1）《释名·释彩帛》：“白，启也，如冰启时色也。”
[1](P96)

“白”“启”音不近，此以颜色之白暗换为“启白”之白，属于同形字假借，故有“启”训。“启白”为

启奏白事，《释书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史记·曹相国世家》“终莫

得开说以为常”，集解引如淳曰：“开谓有所启白。”

（2）《释名·释亲属》：“姊，积也，犹日始出，积时多而明也。”
[1](P79)

“姊”之“积”义为“秭”之借。王启原曰：“《汉书·地理志》：‘南郡有秭归县。’《水经注·江水篇》

引盛宏之《荆州记》言：‘屈原归姊来省而名。’是姊、秭通，《广雅》：‘秭，积也。’姊归可为秭归，则‘姊’

义亦得云积。”
[1]（P79）

“姊”“秭”假借，《后汉书·和帝纪》“戊辰，秭归山崩”，李贤注引袁山松曰：“屈原此

县人，既被流放，忽然暂归，其姊亦来，因名其地为秭归，秭亦姊也。”

（3）《释名·释乐器》：“柷敔……柷如物始见，柷柷然也。祝，始也，故训柷为始，以作乐也。”
[1](P124)

“柷”训“始”是先将“柷”换为同音的“祝”。又，“祝”无“始”义，其“始”义为“俶”之借，《说

文·人部》：“俶，始也。”

上述例证略有曲折，但在《释名》中为数不少，间接假借是假借的变例，是我们根据直接假借的推演，

这也许是刘熙的真实想法，也许是对《释名》用假借体例的过度推求。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对我们勾

稽《释名》声训的来源有所帮助。

三、结论

《释名》声训中记录被训词与训释词的字存在假借关系的例子共 456 条，占全部声训的 27.3%。这样大

的比例，可见刘熙对训释词的选择不是随心所欲的。先秦典籍口耳相传导致的不同是文字的不同，语音上则

是相同或相近的，因此郑玄注释经典多用声训、破假借之法。将郑玄的这套方法抽绎出来，系统地应用于推

求词源的实践，就是刘熙在《释名》中所做的工作。他先有因声求义的观念，然后在经典或日常用字中进行

实证。这个方法，毕沅和王先谦等在勾稽《释名》声训来源时，曾经无意识地使用过，但只是个别的举例，

他们更大的精力放在了寻找本字上，这一点恰恰与刘熙的用心南辕北辙。对经典用字假借的利用，反映了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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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深厚的经学背景；对一般用字假借的利用，反映了刘熙对日常用字的关注。刘熙没有像许慎作《说文解字》

那样从文字的形体出发去探寻形义之间的关联，而是通过大量音同音近的文字假借现象，考虑到音义之间的

联系，进而超越字形，在语音的层面上寻求语言的根源。从而在语言学史上，与许慎形成了音义关系与形义

关系的两大分支。但很明显，音同或音近仅仅是同源词音近义通的一个标准，《释名》以假借字为声训，是

以单项标准寻求词源，肯定会导致很多不符合语言规律的伪词源，这是《释名》广受批判的原因所在。但刘

熙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其声训结论是否符合语言实际，而是在于对因声求义方法的系统利用，这使他对词源

的探求上升到了理论的层面，变成了一门学问，大大超越了先儒个体、零散的声训举例。

注释：

①今《尚书》作“岛”是唐卫包所改，见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三。

②《尚书》疏引郑玄云：“鸟夷，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也。”是郑玄读“鸟”如字。

③“衿”疏证补本误“紟”，据明嘉靖翻刻宋本、疏证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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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logy, there are many explanations of the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 It’s known
that Liu Xi wrote Shiming on the basis of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characters in classic and social use.
By analyzing the phenomenon of a large number of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 Liu Xi notic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ech sound and meaning so as to seek the etymon from speech sound. Liu Xi`s main contribution lies not in the
specific conclusion of etymology, but in the systematic use of the method of finding meaning by 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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