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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据出土文字材料，并参照后世文献，清理出春秋时期行用，后世换用字种或异构字形且线索比较明确的字 

例 68个，其中换用分化字的8个，挟用假借字的22个，换用异构字的 38个。通过考察可见，汉字系统及其行 用的 

历史是一个不断调整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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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unearthed materials，there are 68 characters which were used in Chunqiu Period but changed in 

later ages，8 of them were replaced by differentiated characters，22 were replaced by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and 38 were 

replaced by hetemgene0us characters．In conclusi。n，the system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ir usage has been adjus． ■ 阴 

ted during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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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时发展的角度看，汉语中一些词的记录，先后不同历史时期用字情况存在着调整变化。笔 

者对春秋文字资料进行过专门整理，系统汇集了春秋文字资料，编制了春秋文字字编。本文拟以春 

秋文字材料为基础，考察春秋时期的一些记词用字，在后世被别的字或别种异构所替换的现象。 

为便于表述，首先明确文中的几个概念。本文所谓字词关系中的“字”，指的是字种。“词”，指 

的是音同且概念相同相关的综合整体，文中用{}表示。异构字，指为语言中同一词所造的、记录功 

能完全相同而构形方式不同或构成部件不同的一组字形。异构字属于同一字种。 

据初步清理，春秋时期行用，后世换用字种或异构字形且脉络比较明确的字例有 68个。下文 

分三种情况讨论。 

一

、后世换用分化字 

某词春秋时期用甲字形记录，后世换用从甲加旁的分化的乙字记录，甲乙两字并行存世，用各 

所专。 

1．{丕}：不一 丕 

金文习语“丕显”之{丕}，《说文》训“大也。”西周金文皆借用“不”字形记录，即{不}、{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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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春秋时期开始，“不”字或作下加赘笔作 、7f【形，但{不}、{丕}仍然同字。如温县盟书记录“丕 

显”一字，既用“不”，也用下加赘笔的“ ”字形，两者都常见；记录否定词{不 }，亦两种字形都有。 

后苓、币形从“不”字分化，隶定作“丕”，{不}、{丕}用字分开，《说文》两字分别收录。《书 ·大禹 

谟》：“嘉乃丕绩。”孔传：“丕，大也。”但文献中{丕 }仍见有用“不”记录者，如《诗 ·周颂 ·清庙》： 

“不显不承”。《孟子 ·滕文公下》作“丕显丕承。” 

2．{持 }：寺一持 

寺，西周及春秋早期金文从又从之作，如春秋上曾太子鼎(集成02750)作一。林义光指出，本 
义为持，之亦声⋯，即“寺”为“持”之初文。上曾太子鼎：“父母嘉寺(持)”。春秋晚期部件“又”或 

易为“寸”，如秦墨简漆书作奇，日：“寂之寺(持)簧”；石鼓文：“梓粹角弓，弓兹以寺(持)”。《说 

文》训“寺”为“廷也。”即官府、朝廷，实乃假借义，后又引申有寺庙义。据 目前所见材料，“持”字首 

见于《说文》，日：“持，握也。”“持”乃“寺”字加增“丰”旁而来，专以记录动词{持}。《战国策 ·赵 

策四》：“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 

3．{餐}：卿一餐 

卿，甲骨文作煦，像二人相对餐食之状。罗振玉认为，古公卿之“卿”，绑党之“绑”，餐食之 

“餐”，皆为一字 J。如，西周七年越曹鼎(集成 02783)：“用乍(作)寅鼎，用卿(餐)佣(朋)友”。春 

秋时期承袭这种用法，如曾伯隋壹(集成 09712．1)：“用卿(餐)寅客”。据 目前所见材料，“餐”最早 

见于《说文》，训为“乡人饮酒也。”《诗 ·豳风 -七月》：“朋酒斯餐，日杀羔羊。” 

皿  4
． {悬}：繇一 懋 

躲，始见于西周金文豚改簋(集成04269)，作圈，会悬人首于木之形，乃“懋”之初文。西周金文 

此处用作人名。春秋鄙锺(集成00230)日：“大锺既躲(惑)。”叔夷锺(00273．2)日：“其躲(戆)三 

百。”皆本用。《说文》：“躲，繁也。从系，持 。”徐铉：“此本是悬挂之悬，借为州县之县。今俗加 

心别作愚。”“懋”字不见于《说文》，据笔者所见材料，最早见于魏《上尊号碑》：“民命之惑于魏邦。” 

盖“躲”借用记录行政区划“郡县”之{县}后，分化出“题”字。 

5．{作}：乍、做、复一作 

乍，甲骨文作 ，早期金文作 形，以耒起土会意 J，本义为耕作，引申有劳作、制作之义。“乍” 

即“作”之初文。西周春秋时期{作}绝大多数用“乍”记录。也偶见用“做”记录，如西周仲蝶父盈 

(集成04399)：“仲蝶父伎(作)鳙旅盈。”春秋桀害缶(集成10008)：“挥其吉金，以做(作)铸缶。”春 

秋又见用“复”字，如蔡公子加戈(商图16903)：“蔡公子加自复(作)用戈。”“饯”“复”乃“乍”异构， 

系赘加“支”和“又”之类表动作行为的偏旁繁化，凸显{作}之劳作、动作义。从人之“作”，亦“乍” 

之繁化，始见于秦文字资料，如云梦秦简 ·语书：“圣王作为法度”。“乍”、“作”分化为两字，后 

“乍”假借记录虚词 {乍}，“作”专用记录}作}。 

6．{仲}：中一仲 

伯仲之{仲}，西周春秋文字材料皆见用“中”字记录。罗振玉指出，古伯仲但作白中，然与中正 

之中，非一字 ]1 。后人加人以示别。“仲”始见于战国文字。《说文》：“仲，中也。从人从中，中亦 

声。”《仪礼 ·士冠礼》：“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当。” 

7．{伯}：白一伯 

侯伯、伯仲之{伯}，古文字材料中皆见用“白”字记录，如春秋洹子孟姜壶(集成09729)：“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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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乘遽来句宗白(伯)。”“伯”字始见于《说文》，日：“伯，长也。从人，白声。”汉代有“郭翁伯” 

等玺印。《周礼 ·春官 ·大宗伯》：“九命作伯。” 

8．{乞}：气一乞 

“乞求”之{乞}，春秋时期假借“气”字记录，如洹子孟姜壶(09729)：“用气(乞)嘉命。”“气”字 

始见于殷商文字，本义指云气。《说文》：“气，云气也。象形。”《说文》未见有“乞”字。后世“气”分 

化出“乞”，专用以记录{乞}。《广韵 ·迄韵》：“乞，求也。”又《广韵 ·未韵》：“气，与人物也。今 

作乞。” 

二、后世换用假借字 

某词春秋时期有假借或专用字记录，后世典籍中假借别的字种记录。 

1．{蔡}：希、都一蔡 

国族氏名{蔡}，西周蔡姑簋(集成04198)作_，隶定作“希”，构意不明，用以记录国族氏名 

{蔡}，无疑属假借。春秋时期有蔡国青铜器100来件，蔡侯鼎(新收1905)作_，也有个别于“精”上 

累增“邑”旁造专字“都”记录，如蔡侯廑戈(集成11143)作I，战国楚文字常见用“都”记录。“蔡” 

字首见于战国文字，里耶秦简(8—876)：“口草蔡长一尺。”《说文》：“蔡，帅也。”后世“希”、“都”皆 

废，假借“蔡”记录国族氏名{蔡}。 

2．{越}：戌、邮一越 

在目前所见出土春秋时期越王兵器中，国族名{越}多用“戊”字，也有少数如越王勾践剑(集成 

11621)等用“郎”字。‘‘戊’’字殷商文字即有，像斧钺形。记录国族名{越}，属假借。“哪”即是 咖  

“戊”累增“邑”旁而来，为国族名{越}之专字。目前所见战国文字中已有“越”字，清荤简(一 ·尹 

至1)：“句我速越”。《说文》：“越，度也。”商承作指出，邸，地名。逾越之越从走，为后起之字。汉 

人以之代替国名“越”行而“邮”废_4j。 

3．{许}：郏一许 

国族名{许}，春秋时期或假借“ ”字记录，如燕伯彪戈(集成02140)，或用“簪”，如簪公之戈 

(新收531)；或用“盎”，如盎公密戈(近二l145)；或用专字“邾”，如邾子敫笪(集成04616)；或用专 

字“酃”，如蔡大师鼎(集成02738)。《史记 ·郑世家》：“悼公元年，娜公恶郑于楚。”《集解》引徐广 

日：“邾音许”。《说文》：“邾，炎帝太岳之胤，甫侯所封，在颖川。从邑燕声，读若许。”商承祚先生 

指出，“娜”“许”各有其创义，汉武帝之后，以“许”代“邾”，“挪”字遂废而不用；在《史记》中，原书 

作“邾”者皆以“许”易之，上举用法仅一见，殆漏而未改，遂流传至今 。 

4．{梁}：鄹一梁 

国族名、地名{梁}，春秋时期已见有专字“鄹”记录，如梁戈(集成10823)作“鄹”。战国时期廿 

七年大梁司寇鼎(集成02609)有“鄹廿又七年”和“大鄹司寇”之称，张光裕指出，“鄹”即梁国的本 

字 。《说文》：“梁，水桥也。”后世“鄹”废，文献假借“梁”字记录。 

5．{养}：郝一养 

国族氏名{养}，西周用“莱”记录，如传世西周铜器蓑史尊，张亚初、刘雨认为“蒙史”属“诸侯 

史官”，养于西周早期则已立国 ]。出土春秋时期养国铜器有郝伯受簋(集成04599)、鄣子白镡 

(新收393)等，“郝”则为国族氏名{养}专字。后世“郝”废，文献假借“养”字记录。“养”字最早见 

于秦简。《左传 ·昭公三十年》：“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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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莒}：酃_莒 

国族名、地名{莒}，春秋时期假借“猎”记录，如仲子平锺(集成00172)有“镨(莒)叔”之称；或 

从“篇”累增“邑”旁造专字“都”记录，如庚壹(集成09733)：“人酃(莒)徒河。”《说文》：“莒，齐谓 

芋为莒。”后世“j部”废，文献假借“莒”字记录。《左传 ·昭公三年》：“齐侯田于莒。” 

7．{燕}：医、郾一燕 

周初召伯所封{燕}之国名，西周春秋铜器铭文皆假借“匡”字记录，如 1974年于燕故地北京房 

山豚琉璃河镇出土有西周复尊(集成 05978)，日：“匮侯赏复同衣、臣妾、贝。”传世器春秋晚期燕公 

匝(集成 10229)：“匮(燕)公作禺姜乘监匝”。春秋文字材料中虽未见用作国族名的“郾”字，但春 

秋末期侯马盟书已有人名作“郾”，据此推测，“匮”增从邑分化“郾”字发生于春秋时期应该问题不 

大。郭沫若指出：“凡北燕之‘燕’，金文作‘匮 ’若 ‘郾 ’，无作‘燕 ’者。”I71226战国时期国族名{燕} 

普遍用“郾”字，如中山王器多处出现有“郾(燕)君子啥”及“郾(燕)”国之名。《说文》：“郾，颍川 

县。”所指非古燕国，为今河南一地。西汉时期国族名{燕 }已假借“燕”字记录，如马王堆帛书《战 

国纵横家书》：“自齐献书于燕王日：燕齐之恶也久矣⋯⋯” 

8．{夏(水)}：湮一夏 

今湖北境内有“夏水”，春秋曾侯与钟：“临有江洹”，用“渥”字记录。“洹”当为“夏水”名专字。 

战国鄂君启舟节：“逾夏，人溟，逾江，就彭泽，”假借“夏”字记录。后世典籍沿用“夏”字记录，如 

《楚辞九章哀郢》：“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 

咽  9．{纪}：冥一纪 

古国族氏名{纪}，西周春秋假借“翼”字记录。传世有宴公壶铭文，郭沫若据之指出“翼”为姜 

姓纪国之称，同一纪国作“翼 ‘己”_7 J2。。。目前所见出土春秋冥器铭文 1O来件。《说文》：“翼，长踞 

也。”后世文献换用“纪”字记录。 

10．{鲍}：睾一鲍 

族氏名{鲍}，春秋用“晕”字记录，如齑侯鳟(集成00271)有“齐辟璺叔”之称。杨树达指出， 

“颦”乃“乾”之异构 ]。《说文》：“匏，柔革工也。从革，包声。读若朴。《周礼》日“柔皮之工鲍 

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乾，正字；鲍，假借。”《说文》：“鲍，鳢鱼也。”即族氏名{鲍}，后世假借 

“鲍”字记录。 

11．{妊 }：妊一任 

古姓 {妊}，西周春秋用“妊”字记录，~nJL,庆鬲(通鉴 02868)：“作秦妊羞鬲。”王国维日：“凡女 

性之字，金文皆从女作。而先秦以后所写经传，往往省去女旁。⋯⋯任姓，金文作妊，今《诗》与《左 

传》、《国语》、《世本》皆作任。”[9 《说文》释“妊”为“孕也。”任，小徐本《说文》释为“保也。”董莲池 

认为此“保”当读为“抱”Elo]。后世典籍“妊”字用以记录妊娠义，古姓{妊}借用“任”字记录。 

12．{敦}：章、壶一敦 

用以盛黍稷的半圆形铜器{敦}，春秋或假借“牵”字记录，如归父敦(集成04640)：“局其膳辜 

(敦)”；或造专字“赢”记录，如荆公孙敦(集成04642)：“铸其膳直(敦)”。后世文献假借“敦’字记 

录，如《礼记 ·明堂位》：“有虞氏之两敦。”郑玄注：“敦，黍稷器。”敦，本义为挞伐。《说文》：“敦， 

怒也。” 

13．{篮}：匿、蓝一胡 

¨■■—— 砸 第 髫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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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器名{蓝}，西周春秋时期多用“匿”字记录，如陈公子中庆篮(04597)：“自作筐匿。”个别 

用“盏”字，如春秋彭子射簋(通鉴05884)：“自作 益。”也有用匮、匿、匪、隧、匿等异构记录。《说 

文》：“益，器也。”后世典籍假借“胡”记录，如《左传 ·哀公十一年》：“仲尼日：‘胡簋之事，则尝学 

之矣。” 

14．{卮}：刍lⅡ一卮 

古酒器名{卮}，春秋史孔卮(集成 10352)用“和”、邵方豆(集成04660)用“媪”、伯进父卮(通鉴 

19239)用“角只”、哀成叔翎(集成04650)用“缃”等系列异构字记录。后世典籍换用“卮”字记录。 

《说文》：“卮，圜器也。”是一种圆形酒器。“卮”构意不明，记录酒器名，当属假借。《史记 ·高祖本 

纪》：“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 

l5．{驻}：艚一茬 

古代谥名{庄}，春秋假借“艚”字记录。艚，从甾，声，口为赘加饰旁。后世假借“薤”字记录。 

如宋庄公，春秋超亥鼎(集成02588)用“艚”字，《史记 ·宋世家》用“驻”字。云梦秦简(编年五)有 

“jl壬王”之称。艚，构意不明。《说文》：“薤，上讳。”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后汉孝明帝讳。”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茫，辨大也。”《玉篇 ·!IⅡII部》：“茌，草盛貌。” 

16．{悠}：簪一悠 

形容声音“悠长”之{悠}，春秋金文用“譬”字记录，如徐王子旃钟(集成00182)：“其音{譬}簪”。 

后世文献假借“悠”字记录。《说文》：“悠，忧也。” 

17．{叔}：吊一叔 岫  

伯叔之{叔 }，西周春秋时期皆假借“帚”字记录，如庚壹(集成 09733)：“武帚(叔)日庚。” 

“叔”字西周已出现，用义不明。战国晚期诅楚文：“拘圉其叔父。”其中“叔”记录伯叔之{叔}。《说 

文》：“叔，拾也⋯⋯汝南名收芋为叔。”后世典籍假借“叔”字记录伯叔之{叔}。 

l8．{淑}： _-淑 

“善美”义之{淑}，春秋金文用“患”字记录，如’狁兄缚(集成00203)：“患(淑)于威仪。”患，从 

心，吊声，当“淑善”义本字。“淑”，始见于《说文》，训为“清湛也。”，此当为该字本义。又《尔雅 · 

释诂上》：“善也。”当为假借义。汉张迁碑：“唯淑是亲。”。 

l9．{雠}：貅一和 

音律和谐之{稣}，本字为“稣”，从龠禾声，春秋时期为主流用法，如秦子缚(通鉴 15770)：“宝 

稣钟”；秦公缚(集成00269)：“墼稣胤士”；戎生钟(新收1617)：“既稣叔盈”。《说文 ·龠部》：“稣， 

调也。”段玉裁注：“经传多假和为稣。”如宋王安石《夔》：“至于夔，(舜)则独无所让，而又称其乐之 

和美者，何也?” 

20．{原}：遽 一原 

原野之{原}，春秋用“遽”字记录，如石鼓文(銮车)：“逮(原)隰阴阳”。《说文》：“遘，高平之 

野，人所登。”“遵”为原野义本字。后世经传多以“原”通假记录。《说文》小篆有“羼”“原”两个异 

构字形，日：“水泉本也。”即“原”乃“源”字初文。《周礼 ·夏官 ·遽师》：“掌四方之地名，辩其丘陵 

坟衍逮隰之名。”贾公彦疏：“高平日原，平湿日隰。”《周礼》原文用“遽”字，疏换用“原”字。 

21．{淳}：辜一淳 

族名、地名{淳于}，春秋金文用“章(于)”字记录，如出土兵器淳于公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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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作“辜(于)”。《说文》：“辜，孰也。”构意不明，也无相应用例。后世典籍假借“淳(于)”字 

记录。《说文》：“淳，渌也。” 

22．{江}：}邛一江 

国族氏名{江}，春秋时期或假借“江”记录，如江小仲母生鼎(集成02391)；晚期累增“邑”旁造 

专字“ ”记录，如邵叔鬲(集成00677)。后世“}邛”废，文献假借“江”字记录。《春秋 ·僖公二年》： 

“齐侯、宋公 、江人、黄人盟于贯。” 

三、后世换用异构字 

春秋时期一字用某形，后世出现且行用其异构字形，两字形属于历时异构关系。依据字形异构 

关系的不同，下文分5种类型讨论、 

(一)加旁异构字 

1．扔一荆 

荆楚之{荆 }，西周速监(新收 757)、春秋子犯钟(新收 1022)用“册”字。“册”当为“荆”初 

文 ]43。“荆”字始见于战国玺印，单字，用法不明。岳麓书院藏秦简三(33)：“荆邦人皆居。”《说 

文》：“荆，楚，木也。”后世典籍国名“荆楚”沿用“荆”字记录。 

2．庸一瓶 

庸，甲骨文作 (合集4825反)形，上甑下鬲，即炊器觑形。甲骨文又见作 形(合集26954)，上 

增虐声。春秋王揉毒觑(集成 00946)作“庸”。“赢”字首见于战国文字，里耶秦简(8—2246)：“长 

皿  利士五赢”。《说文》既收“庸”字，又收“觑”字。“觑”乃“庸”累增瓦旁的异体字。后“瓶”行而 

“庸”废。 

3．莆、匾一篮 

器名{簋}，西周春秋金文用“箭”记录，如春秋宋公铺(文物2014．1)；另有异构字“匾”，如鲁大 

司徒厚氏元昊(集成04691)。“篮”始见于《说文》，乃“筲”增繁皿旁而成。《说文》：“篮，黍稷圜器 

也。”后世文献沿用“篮”字。 

4．冉一终 

冉，为“终”之初文，见于甲骨文。春秋曾子伯省盘(集成10156)作圈。战国郭店简(语丛·一 

四九)作零，为“冉”累增糸旁。云梦秦简(效律三o)作格。《说文》：“终，觫丝也。从糸，冬声。弁， 

古文终。”后世“终”行而“冉”废。 

(二)义符替换异构字 

1．薄一萋 

薅，从辨，妻声。石鼓文(需雨)：“拜薄口口”。萋，从舯，妻声，由部件“ ”被部件“帅”替换而 

来。《说文》：“萋，卅盛。”“萋”行而“舞”废。 

2．薯一蓼 

募，从辨， 声，蓼伯簋(通鉴04713)“葬伯”即“蓼伯”。蓼，从廿， 声，由部件“ ”被部件 

“舯”替换而来。《说文》：“蓼，辛菜，蔷虞也。”“蓼”行而“募”废。 

3．莠一草 

茸，从辫，早声，见于春秋战国间石鼓文(作原)，辞例不完整。草，从+卜，早声，由部件“辨”被部 

件“ ”替换而来。战国秦青川木牍：“鲜草”。《说文》收”草“字。“草”行而“莠”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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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嵬一茆 

竞，从L}j，弗声，见于侯马盟书(1：9)。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有“薷”字。《说文》：“茆，道多5IIllI 

不可行。从一H一，弗声。”“-H一”即“中”之重叠，表意功能相同。后世典籍沿用“蒂”字形。 

5．峁一茆 

峁，从LlJ，卯声，春秋宋公差戈(集成 11281)有此字。茆，《说文》：“凫葵也。从舯，卯声。”“-H．” 

即“中”之重叠，表意功能相同。后世典籍沿用“茆”字形。 

6．桑、箍一霞 

春秋齐国国君“囊公”，庚壹(集成09733)作“栗公”。票，从示需声。秦景公石磬(通鉴19792) 

有“箍神 ‘毽磬”之称。翟，从音黾从玉，需声。桑、翟，皆“囊”之异构。霞，《说文》收录为“墼”小篆 

重文。上述诸字形后世典籍皆合并用“爨”记录。 

7．．匿±一牡 

牝牡之“牡”字，最早见于甲骨文。《说文》：“牡，畜父也。”甲骨文中又有耻及从羊、从鹿、从豕 

等多种异构。笔者所见春秋文字材料中，尚未见“牡”字，春秋子犯钟、庚壶铭文皆用“耻”字。后世 

文献沿用“牡”字。 

8．意一希 

春秋侯马盟书习语“明亟视之”，温县盟书相应作“意亟视之”，“意”为审谛之“ ”异构。“谛” 

始见于《说文》，训为“审也。”后世典籍沿用“旆”字。 

9．封一歌 啊  

记录“歌唱”之{歌}，春秋金文用“舸”字，如余脯透儿钟(集成00184)：“饮猷 (歌)舞”；战国 

郭店简亦用“封”字。战国云梦秦简(13乙132)用“歌”字。《说文》：“歌，咏也。”“ ”“歌”当为历 

时异构字。后世典籍沿用“歌”记录{歌}。 ，《说文>>till为“大言而怒也。”可能是假借用法，后世 

典籍将“舸”、“呵”记录“呵斥”之{诃}。 

1O．减一臧 

善好义之{臧}，春秋金文用“减”字记录，如凳伯子寇父盈(集成04445)：“庆其以减(臧)”。战 

国沿袭这种用法。“臧”字出现于战国，多用于记录{藏}。《说文》：“臧，善也。”后世典籍以“臧”字 

记录善好义之{臧}。 

11．鬻一煮 

烹煮义之{煮}，春秋庚兄鼎(集成02715)用“鬻”字记录。煮，见于战国包山楚简(147)：“煮盐 

于海”。《说文》列“煮”为“鬻”字小篆或体。后世典籍沿用“煮”字。 

l2．段一簋 

古代盛食器名{簋}，西周春秋时期皆用“骰”字记录。簋，首见于《说文》，从竹从皂从皿会意。 

后世典籍沿用“簋”字。 

l3．也、盘、勉一厘 

古水器{匝}，两周多用“也”字记录，或造专字，如鄞大内史叔上匝(集成10281)作嚣，隶定为 

“盘”；又如陈伯元叵(集成10267)作圈，隶定作“钝”。叵，始见于《说文》小篆，训为“似羹魁，柄中 

有道，可以注水。”《左传 ·僖公二十三年》：“奉匝沃盥。”孔颖达疏：“匝者，盛水器也。”后世典籍行 

用“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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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簸一劁 

兵器{刽I，西周金文多用“簸”字，从金，佥声。春秋战国文字与之相承。劁，从刀，佥声，始见 

于战国云梦秦简。《说文》以“ ”为正篆，以“刨”为籀文。后世典籍沿用“劁”字。 

l5．鲸一肆 

陈肆之{肆}，春秋金文用“鲸”字记录，如洹子孟姜壶(集成09730)：“鼓钟一鲸。”鲸，从金，隶 

声。肆，始见于《说文》小篆，从长，隶声，后“隶”旁与“聿”旁混同。后世典籍沿用“肆”字。《左传 

· 襄公十一年》：“歌钟二肆，及其缚磬。”杜预注：“肆，列也。县钟十六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16．舞、敦、毂一挥 

选择之{挥}，西周春秋金文主要用“舞”字记录，也见用“敦”、“鞍”两种字形记录。战国除沿 

袭上述字形外，又出现“挥”字形，如云梦秦简(秦律六八)：“挥行钱布”。《说文》小篆承用“择”字， 

并为后世典籍沿用。“霁”“敦”“毂”并为替换义符号的异构字。《说文》收“葬”字，训为“引给 

也。”另收“敦”字，训为“解也”，此两字形与西周春秋之“彝”、“敦”当为同形字。 

17．戟一敦 

挞伐之{敦}，春秋曾侯与钟作“戟”。《说文》：“敦，怒也，诋也。”当为引申义。古文字“戈” 

“支”作偏旁常见互换，“戟”“敦”为异体字。后世典籍行用“敦”字。 

18．算、阱一尊 

尊，甲骨文中作“葬”，从酉(或酋)，从升，姚孝遂认为像奉酒器荐进之形。行用于殷商到战国 

衄  时期。又常见并行使用“阱”字，“阱”乃“算”加旁异构。尊，从酋从寸，始见于战国商鞅方升(集成 

10372)。《说文》以“弊”为正篆，“尊”为重文。后世典籍沿用“尊”字。 

(三)声符替换异构字 

1．礼一褴 

“礼”字初文为“盟”，见于殷商、西周和战国，春秋文字材料中尚未见。春秋九里墩鼓座(集成 

00429)有“礼”字，从示乙声，用例为“余以答同姓九礼。”《说文》以“礼”为“褴”字古文。战国诅楚 

文出现“褴”字，从示叟声。后世典籍沿用“褴”字。现代简化字重新启用“礼”字。 

2．敛一镡 

撞击乐器名{铎}，春秋郭子白铎(新收393)作“钡”，从金突声。《说文》“突，大白，泽也。从大 

从白。古文以为泽字。”“泽”字从“罩”声。战国中山王鼎、云梦秦简作“辉”。《说文》：“镡，大铃 

也。从金、军声。”后世典籍沿用“镡”字。 

3．鳜一镇 

镇静之{镇}，春秋文字以“银”字记录，如秦公簋(集成04315)：“敛(镇)静不廷”。钡，从金， 

炅声。镇，从金，真声，始见于《说文》。敛 、镇异构，后世典籍沿用“镇”字。 

4．葫一谐 

揩袷之{ }，春秋金文以“黼”记录，如蔡侯申监(集成 10171)：“康黼(揩)穆好。” ，从言虐 

声。 ，从言皆声，始见于《说文》，训为“袷也。”后世典籍沿用“ ”字。 

5．鼻一诰 

诰，西周春秋金文如王孙诰钟作“算”，从言、升声。战国郭店简(缁衣五)有“算”字。“祜”字 

首见于战国包山简(133)。《说文》：“诰，告也。”后世典籍行用“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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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形方式不同并构罕 

1．辨一闻 

甲骨义作吁(合集6077)，西周利簋(集成04131)作审，春秋金文承续殷商、西周写法而有所变 

化+如王孙浩钟(新收429)作_，隶定为“铒”。战同时期另造形声字，或从耳昏声，《说文》古文与之 

相承；“闻”首见于里耶秦简，从耳门声，为《说文》小篆及后世典籍沿用。 

2．田男一耕 

春秋金文，如口侯篱(集成04562)作囵 ，作执未耕田之形，用作人名。战同郭店简作 (穷达 

二)，谓：“舜 (耕)于鬲山。”《说文》：“耕，犁也。”后世典籍沿用“耕”字。 

3．奋一慎 

督。见于春秋战同，如躯公华钟(集成 00245)：“奋 (慎)为之铭。”《说文》“慎”字古文与之相 

承。慎，从心真声，见于秦泰山刻石： }真遵职事”。《说文》小篆承袭此形，为后世典籍所沿用。 

4． 一爵 

甲骨文作青(合集2863)，春秋徐酷尹征城(集成00425)作“目”．隶定作“ ” 云梦秦简(杂抄 

38)作鸯，汉隶作“爵”。后世典籍沿用“爵”字形。 

5．歆 一猷 

“歆”字初文始见于殷商文字，为人俯首吐舌捧尊就饮之形。两周春秋时期演变为从酉从欠今 

声之“歆”，如’?允儿搏(00203)：“Hj盘歆(饮)酒。”此形一直流传使用至秦汉，如《说文》收“歆”。汉 

隶书，如武戚汉简(有司四一)作“欲”。“歆”废而“欲”行。 啊  

(五)讹变异构字 

1．宫一享 

“享祭⋯‘享献”之{享}之用字，甲骨文作台(合集3134)，像 宗庙之形；西周令簋(集成04300) 

作窟；春秋番君召篱(集成04582)作圜，为战间文字所承袭 古文字隶定为“宫”。战同时期秦文字， 

如云梦秦简(日甲六六背)讹作宇，隶定为“享”。《说文》小篆收“宫”字形，其下收篆文“串”，与秦文 

字“亨'’形近。“享”为后世典籍所沿用。 

2． 一 也． 

也，春秋栾书缶(集成1ooo8)作l，从口，下作乙形，隶定为“芑”． 战国郭店简( j 20)作蔫。 

tv．f~讹变为“也”，如银雀ih 72简《孙膑兵法》即作“也”字形。传世典籍沿用“也”字形。 

3．新一折 

甲骨文作以斤断术形。西周金文所从断木讹为上下两L}J形，如兮甲盘(集成10174)作团，春秋 

洹子孟姜壶(集成09730)作圄形，于两L{J形中间加两短横，隶定作“新”。所从 ：下两L}|形，小篆讹 

成手形，作袈，隶变作“折”，为典籍所沿J=}j。 

4．堕一地 

噬，见于春秋侯马盟书(3：16)作垦，从阜从土，彖声。战罔文字，如郭店简(忠信4)作il，从阜从 

土，彖声；或如包山简(219)作冀，从阜从土，它声。清华简(二 ·系年 16)作姆，隶定为“坨” ，古文 

字“它 ‘也”讹混。《说文》小篆从土从也作，隶定为“地” 后世典籍沿用“地”字。 

5．疾 一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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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最早见于商代，像矢射向射侯之形。春秋记录诸侯之 {侯 }，如子犯钟(新收 1010)用“厌” 

字，战国秦诅楚文作“侯”字。《说文》：“侯，春餐所射簇也。⋯⋯厌，古文簇。”东汉曹全碑有“侯” 

字，日：“侯相”。后世侯王、诸侯字用“侯”字记录。 

6．钒 一夙 

“钒”字见于殷商文字，从月从飘，为“夙夜”之{夙}本字。春秋时期沿用此构形写法，如秦公钟 

(集成 00262)：“余钒(夙)夕虔敬朕祀。”邀乎簋(集成04157)：“用听蚬(夙)夜。”云梦秦简(秦律一 

八四)：“夙暮”，字从月从凡形，为隶变之本。《说文》：“钒，早敬也。”徐铉注：“今俗书作夙，讹。” 

结语 

以上考察了春秋时期用字和后世用字不同的68个字例，其中换用分化字的8个，换用假借字 

的22个，换用异构字的38个。从中我们得到以下几点认识：第一，随着语言的发展，由词语的引申 

发展派生出新词，汉字系统往往分化出新字以满足记录职能明确的需要。第二，随着社会的发展， 

一

些概念或事物在人们生产生活领域中变得不重要，往往放弃原有的专用字，合并到其他普通词语 

用字中，其中以部分国族名、姓氏名和器物名用字比较多见。这种用字的合并，节制了汉字系统用 

字的数量。第三，出土文字资料与后世文献用字的不同，以字形历时异构为常见。通过考察可见， 

汉字系统及其行用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调整发展的过程。 

文中所引资料出处简称与对应全称： 

合集：《甲骨文合集》 

集成：《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 

新收：《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 

通鉴：《商周金文资料通鉴》(光盘) 

近二：《近出金文集录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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