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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骨文看上古汉语中的假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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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对 甲骨卜辞 中的假 借字作 穷尽性 的测查 ,以揭 示甲骨 卜辞中 假借 字产生 的原

因、性质、作用等 ,并力求从这一历史平面总结出早期假借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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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以 其记录 语言的 语音这 一本 质属性 ,贯 穿

引申 而有众 意 ,古言某 邑或 某师 从此也。”① 日 本学

了汉字 发展的整个历史进 程。 尤 其是在汉字发展 的

者加 藤常 贤认为: “本为 横书 ,像人 之臀 尻。” ② 我们

早期阶段 — — 甲骨卜辞中 ,汉字构形以表 意为主 ,同

认为 ,加藤常贤的解释 较为正确。 “

时假 借字又 大量存 在于这 个体系 之中 ,这一 现象 表

故可表示人 之坐卧止息之处。 甲骨 卜辞中用为“师”

明假 借字在 甲骨文 字体系 中具有 不可 替代的 作用。

的本 字 ,正 表示 征途 或 旅途 中止 息 驻扎 之义 ,例如

本文拟从 甲骨文这一历史平 面来考查早期假借 字的

“庚辰贞 ,今夕

特点 ,以期对上古汉 语中的假借现象有 更深入、明 确
的认识。

亡

”像臀尻 之形 ,

” (殷契粹编 1201)。

第二 ,一些 构形 不明 的字 ,在卜 辞中意 义明 确 ,
也就是 它所记 录的本 词是哪 个 ,由 于卜 辞记载 内容
有限等 原因已 不得而 知 ,但 是在卜 辞中 这个字 所记

一

录的是哪个词清楚明白。从理论上讲 ,这些字构形不

本 文依据 《甲 骨文合 集》所提 供的 字料 ,对甲 骨

明 ,造意 未 知 ,不可 把它 们 在卜 辞 中的 用法 视 为假

文字 作了穷 尽性的 筛选 ,测查了 全部 不重复 的个 体

借 ,但是 我们从甲骨文字实 际出发 ,根据 它们在卜辞

字符 ,分析其形、音、义及 其在卜辞中的用 法 ,决定 所

中所记 录词的 意义来 推断 ,仍将一 些这 种构形 不明

考 察字有 两种情 况: ( 1)形、音、义 俱明 ,并且 在卜 辞

的字视为假借字。如“非”构形不明 ,不清楚它的原初

中意义明确 ,这 类字共有 964个 ; ( 2)构形不明 ,但在

造意 ,在卜辞中 ,“非”已用作副词 ,表示否定意义。从

卜辞中意 义明 确 ,这类 字共 有 517个。 以上 两类 共

虚词 大多是 假借而 来这一 事实出 发 ,我 们认 为“非”

1481字。确定了所考察的字料之后 ,在具体的假借字

作否定意义的副词时是假借字。

判定过程中 ,遵循以下三条原则:

第三 ,甲 骨卜辞中的专名用 字 ,有些明 显不是假

第 一 ,对 于一 个字形 ,其 造意 有多种 解释 ,我 们

借。 如“洹”、“淮”、“渭”等字 ,在 甲骨 卜辞 中表 示水

则根据 科学性、权 威性原则 ,选 择一种说法。 所谓 科

名 ,在后 世文献里 ,除 了作专名外 ,也没有其他 意义 ,

学性 ,是指符合甲骨 文字实际 ;权 威性是指这种说 法

显然 ,这些字是专门为专名 而造的。 有些专名 用字 ,

被多 数 人所 接 受。 如 “

”字 ,孙 海波 根 据《说 文 解

是属于字义的引申。以祭名为例 ,有些祭名以祭法命

”的本义 为“小 阜” ,并云: “古者 都邑 必

名 ,如“沈” ,甲骨文像 牛沉于水 中之形 ③ ,卜 辞义为

宾附丘陵。都邑为王者之居 ,军旅所守 ,故有师意 ,更

沉牛羊之祭 ;又如“舞” ,甲骨文像双手执 毛饰跳舞之

字 》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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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卜辞中“舞”用 作祭名 ,为以 舞求雨之祭。 有些 祭

( 2)一字多借。 如“豕”像豕形 ,卜辞中 除用本义

名以 祭祀的时间命名 ,如“夕” ,甲 骨文像月亮半圆 之

外 ,还用 作人名和 方国名 ;“戈”像戈 形 ,卜辞中 除用

形 ,表示夜间 ,卜辞作祭名 ,是指在夜间进 行的祭祀。

本义外 ,还借为人名、方国名、神祗名。这类一字多借

从这 些例字 看出 ,甲骨卜 辞中的 祭名 有些有 它们 的

的假借字共 100个 ,占总字数的 7% 。

命名之源 ,是明显的字义引申而非假借。而多数专名
用字 ,字形意义与所 记录的词义没有任 何联系 ,应 该

二

属 于假借。 如“目” ,甲骨 文像眼睛之形 ,卜辞中用 作

语言是 人类特 有的 一种 符号系 统 ,文字是 记录

地 名 ;“臭” ,甲 骨文字 形从“自”从“犬 ” ,会以 鼻嗅 味

语言的书写符号 ,是有声语言的视 觉化。从符号学的

之义 ,卜辞中用作 人名 ;“而” ,甲骨文像须 毛之形 ,卜

角 度看 ,任何 一个符号 都必须 具备“能指”和 “所 指”

辞用作 祭名 ,为煮 物祈雨之祭。 以上这类 专名用字 ,

两个方面 ,“能指”是指符 号的物质形式 ,“所指”是指

也许 当时起 名字的 人有他 的用意 ,或 者寄托 了某 种

符 号所承 载的意 义内容。 一 个符号 的“能指”和 “所

思想或希 望 ,但是由 于卜辞材料及文献 的不足 ,现 在

指”相互依 存 ,离开任何 一方 ,这个 符号 便会变 成另

已经 无法证 明它们 的名源 ,我们 将这 类专名 用字 视

外一个符号 。 文 字符号的“能指”是由特 定的线条或

为假借字。

点画构成的字形 ,“所指”是语言中的语词。文字为语

依据 确定假借 字的原 则 ,我 们在所 考察的 1481

言而设 ,是符号的符号 ,创制文字的根本 目的是记录

字中 共确定假 借字 1229个 ,占所收 总字数 的 83% 。

语言 ,这一根 本目的 决定了 创制文 字符 号时必 须考

按照某字 在卜辞中是否出现 过本义或引申义用 法这

虑语言 中的某 一语词 用什么 样的视 觉符 号来寄 寓。

一标准 ,可把假借字分为两大类:

换句话 说 ,这 个语词 和视觉 符号之 间靠 哪种联 系纽

一类 是在卜 辞中 未见记 录本 词 ,而只被 借用 记

结并固定下来。字符 的创制 ,必须适应其所记录的语

录它词的 假借字 ,这 种假借字共 957个 ,占总字数 的

言的特点。在印欧语 系中 ,字符着眼于语词的语音来

65% 。按照其借表它词的多少 ,这类 假借字有一字一

构形。如英语的“ bo ok”一词 ,其字符的能指 (字形 )记

借和一字多借两种情况。

录 了语词 “书”的 语音 ,这一语 音形式承 载着 “书”的

( 1)一字一借。指某字在卜辞中 只被借来记录一

语义内 容 ,这 种字形 跟语词 的语音 相联 系的文 字体

个词 ,这种假借字共 765个 ,占总字数的 52% 。 如果

系 ,我 们称为表音文字体系 。 在 汉语中 ,汉 字的字符

再按所借词的意义考查 ,又可分为以下几类:

着眼于 语词的 意义来 构形 ,并将语 词的 意义和 这个

A、人名假借 ,共 251字 ; B、地名假借 ,共 306字 ;
C、方国 名假借 ,共 88字 ; D、祭 名假 借 ,共 58字 ; E、
神祗名假借 ,共 20字 ; F、其他实词假 借 ,共 32字 ; G、
虚词假借 ,共 8字 ;

字符纽 结并固 定下来 ,我们 一般把 这种 文字字 形跟
语词的意义相联系的文字体系称为表意文字体系。
结合传统“六书” ,分析卜辞 的实际情况 ,甲骨文
字可以 分为 两类: 象形、指 事、会 意、形声 为一类 ,它

( 2)一字多借。指在卜辞中被借 用记录两个以上

们是汉字的构形 造字法 ,所 构造的汉字是构形 符号 ;

的词而未见使用其本义或引申义 ,这种假借字共 192

而假借 则是性 质不同 的一类 ,它是 通过 借形的 方式

个 ,占总字数的 13% 。 如果按其所借表词的多少 ,又

来记 录语词 ,是汉 字的借 形表 词法。 先 看构形 造字

可分为以下几类:

法: 象 形是根 据语词 所指称 的事物 的具 体形状 而构

A、一字二借 ,共 140字 ; B、一 字三借 ,共 37字 ;
C、一字借表四 个以上的词 ,共 15字。

形 ,如“豕”像侧 视有 头、足 、腹、尾 的猪 形 ; “禾”像有
根有叶有穗的 禾苗之形等。 这种根据语 词所指称的

另一 类是在 卜辞 中既用 来记 录本 词 ,也 用来 记

具体事物的形 状而构造出来的字 符叫具象符号。 指

录他词的 假借字 ,这 种假借字共 272个 ,占总字数 的

事是根 据语词 所指称 的事物 而作抽 象的 提示符 号 ,

18% 。按其所借表词的多少 ,这类假 借字又有以下几

如“上 ”下面的长 画 ,表示某 一个中线 ,上 面的短画为

种情况。

提示符号 ,以表示“上”义 ;“血”从“皿”中有“ O”或“、”

( 1)一字一借。如“疾” ,字形从“大”从“矢” ,像矢

等提示符号 ,表示器皿中有血。这种根据语词所指称

著于人 腋下 之 形 ,本 义当 为 “疾病 ” ,卜 辞 除用 本 义

的事 物作 抽象 的提 示 而构 造出 来 的字 符叫 标 示符

外 ,还用作人名。 这类假 借字共 172个 ,占总字数 的

号。会意是根据所记 录语词的意义 ,将两个以上的独

11% 。

体符号根 据事理比并起来合 成新意 ,如 “伐”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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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组成 ,会以 戈杀头 之意 ; “

” ,会

种符号 只要能 够准确 记录语 词的语 音 ,不管其 形体

以双手 捧食器进献之意。 这种比 并几个独体符号 合

”从 “豆”从“

能否直接表义 ,能否和所记 语词的意义相切合 ,都可

成新意 而构造出来的字符 叫意合符号。 形声是根 据

以起到文字应 起的作用。 文字符号这种 记录语词的

语词的语 音和语义两个要素 同时选择已有字符 作为

语音的 根本属 性决定 了假借 字产生 的可 能性 ,假借

形 旁和声旁而构 形 ,如“唯”从“口”“隹”声 ,卜辞中 用

字在甲骨卜辞中占 83% 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从“戈”“才”声 ,卜辞中为“灾害凶祸”

从符号学角度分 析 ,在一个 简单的符号系 统中 ,

之意。 这种 根据语词的音义而构 造的新字符叫意 音

符号的能指和 所指一般是一一对 应的。 而在较复杂

符号。 以上 四种构形原则合起来 构成了汉字的构 形

的符号 系统中 ,符号 的所指 就必然 在数 量上大 于其

造字法 ,依据这种构 形法而构造出的汉 字 ,使汉语 中

能 指 ,如 在现 代 汉语 中 ,语词 “ gō ng”这 一语 音 形式

为 语气词 ;“

的许多 语词有了自己的记 录符号。 然而由于这种 构

(能指 )和 不同的 语义内容 (所 指 )相结合 ,就可 构成

形 法自身 的缺陷 (后 面详论 ) ,无法圆 满地把 语言 中

“工、攻、公、恭、弓、宫、功”等不同的语词。可见 ,以同

的语 词按照 语法顺 序一一 记录下 来 ,那么历 史的 趋

一能指 和不同 所指相 结合来 构成不 同的 符号 ,是各

势就 是要有 其他方 法来弥 补构形 造字 法的不 足 ,完

种符号系统中常 见的情况 ,文字符号系统也不 例外。

成构 形造字 法所不 能完成 的任务 ,这 种方法 便是 假

甲骨 卜辞中 的假借 字 ,一 个字形 (即 能指 )都至 少和

借。假借是依据同音原则 ,通过借形 的方式来记录语

两个或 两个以 上的所 指相结 合 ,正 是符 号的这 一特

词 ,如 “析”从“斤”从 “木” ,造 意 是将 树 木 劈开 或 剖

性的具体体现。

开 ,卜辞中“析”有 3个意 义: ①“吴 令析 舟。” (《邺 中

从文字 符号自 身的 功能 看 ,其 所指 是语言 中的

片 羽三集》 39. 3)“析舟”是“解开绳 索使舟 可行” ,这

语词。世界万物无穷 ,万事万物都有可能进到语言中

里 的 “析 ”用 的 是 引 申 义 ; ② “庚 申 卜 , 王 在 析 卜。”

成为文字符号 的所指。 如果每一个意义 不同的语词

(《甲 骨 文 录》 721)“析” 借表 地 名 ; ③ “东 方 曰 析。”

都要规 定一个 形体有 别的文 字符号 ,有 一个所 指便

(《殷契 拾掇第 二编》 158)“析”借为表 示东方 的专 用

设立一 个能指 ,那么 文字符 号的数 量便 会增加 到使

名 词。 同一个字符 (能指 )“析”在 卜辞中记录了三 个

人无法 学习和 掌握的 地步 ,这个文 字体 系也就 无法

不 同的语词 ,“析”①为本词 ,“析”②和“析”③均为 依

存在下去。 甲骨卜 辞中的假借字 ,以同一个字形 (能

据同 音关系 ,借用 “析”①形体 ,使 原本没有书写符 号

指 )负载着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语义信息 (所指 ) ,节制

的 语 词“地 名”和“东 方之名 ”有 了自己 的记录 符号。

了汉字 字符的 数量 ,保证了 甲骨文 字有 效地记 录当

这种 以语音 联系语 词和字 形的借 形字 ,从构 形角 度

时的 语 言 ,这也 正是 文 字符 号发 生、发 展的 自 身要

看 ,它虽然没有构 造出新的汉字字符 (能指 ) ,却通 过

求。

借形的方 式给原来没有字符 的语词找到了一个 物质

从文字 的功能 角度 分析 ,文字 是记 录语言 的符

外壳 ,使 没有书写 符号记 录的语 词变 得有书 写符 号

号 ,归根 结底 ,语言自 身的特性及其发展 变化制约和

了 ,并且 得到了使 用这一 语言文 字的 社会群 体的 认

推动着记录它 的文字符号的性质 及其发展变化。 甲

可 ,取得了进入书面语的资格。假借 满足了记录的需

骨卜 辞是 以当 时口 语 为基 础的 殷 商时 代的 书 面语

要 ,达到 了创造的 目的 ,从这 一角 度分 析 ,假 借这 一

言 ,随着 历史的不断进步 ,人类思维的不 断发展和完

方法 ,虽 然没有构 造出 新字形 ,但 却记 录了新 词 ,是

善 ,大量新的概念在口语中不断产 生。从甲骨卜辞记

一种借形表词法。

载的内容看 ,殷商时期人们 的思维已较成熟 ,对农业

从卜 辞资料 的统 计数据 看 ,假借 字在甲 骨卜 辞

生产、军事等 社会政 治经济 各方面 都有 了比较 深入

中的大规 模运用 ,并 不是一种偶然的临 时现象 ,而 有

的认识。 如商代社会 对粮食作物的种植 已经十分重

其产生与存在的具体原因。

视 ,农业 生产已经成为当时 经济的重要部门 ,从农作

文字是 记录有声语言的符号 ,无论哪 种文字 ,当

物的品种 看 ,已经有 了“禾”、“黍”“禾尼”、“麦”、“稻”、

它记 录语言 中语词 的意义 时 ,首 先是 通过语 词的 语

“稷 ”、“秫”等 农作物 ;从生 产工具 看 ,已 经有 了“力”

音来实 现的。 任何文字 ,必须首先记录语 词的语音 ,

( 像原始 农具之 耒形 )、“父” (斧 初文 ,像斧形 )、“辰”

然后才有可能表达语词的意义。从这一角度看 ,所有

(像石镰或蚌片形 )等。并且粮食有了剩余 ,用“廪”贮

的文 字符号 都应该 也必须 是表音 的 ,这是文 字的 根

藏起来 ,还可以酿酒 ,可见商代的农业生 产在社会生

本属性。既然文字本质上是语词的表音符号 ,那么这

活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农业的发展 ,要求人

郑振峰

从甲骨文看上古汉 语中的假借现象

们去进一 步观察认识天象的 变化 ,准确 地把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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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 ,这一客观要求 ,更促进了天 文历法科学的产 生
与 发展 ,所以 记录时 间的 “甲、乙、丙、丁”等语 词、表

甲骨文假借字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示天象的“雷”、“风”、“晦 ”等语词应运而生。总之 ,新

( 1)假 借字的大规模运用 ,解决了甲骨 文字字少

语词 在口语 中的大 量出现 ,是假 借字 产生的 一个 重
要的客观条件。

词多的矛盾 ,弥补了表意汉字之不 足。
汉字 源于 象形 ,“文字之 始 ,唯象形 、指 事二 者 ,

着 眼于语 词意义 来构 造字符 ,即 “据 义构 形”造

象形、指 事则出于符号与图 画。”④而后产生了 会意 ,

字方法的局限导致了假借字的大量产生 。运用“据义

形声字的大量 运用当在假借之后。 甲骨 卜辞记录的

构 形”的 造字方 法所造 的汉字 ,有 直观 性强、符合 汉

是以当 时口语 为基础 的殷商 书面语 言 ,而记录 这一

民 族阅读 心理等 优点 ,但是这 种“见形知 义”的汉 字

语言所使用 的文字符号是以“据义构形”原则而创造

符号 ,远远不能适应 记录日益丰富的语 言的需要 ,口

出来的。如 前所述 ,这种“据义构形”的表意汉字无法

语 中的许 多语词 ,无法 使用这 种“据义构 形”的方 法

圆满地 把语言 中的词 按照语 法顺序 逐一 记录下 来。

造出 字符来 ,汉字 和汉语 之间做 不到 密切无 间的 地

假借字 的大量 出现 ,解决了 表意汉 字自 身不能 解决

步。如大量表示抽象概念的语词 ,它 们的意义不是具

的困难 ,依据 同音原 则 ,通过 借形的 方法 ,使那 些难

体的 物象或简单事理的 概括 ,因为没 有具体的“形” ,
就 无法使 用“据义构 形”的 方法构 造出 字符来 ,然 而
客观 上又迫 切需要 将这些 语词视 觉化 ,这些 语词 也
只 有采用“据音 借形”的方 法来记录。 如汉语中表 达
比较复杂 的思想靠的是词序 和虚词 ,孤 立地看 ,虚 词
是 没有 确 切含 义的 ,由 于 它们 意义 的 抽象 空灵 ,用
“据义构形”的方法根本不可 能造出形义切合的 字符
来 ,而这些记录虚词 的汉字符号 ,又是构成能准确 记
录汉 语的汉 字体系 中的不 可缺少 的一 部分 ,这部 分
虚词 就只 有依 靠 “据音 借 形”的 方 法来 记 录。 例 如
“才” ,甲骨文字像草 木的子芽初出地面 之形 ,卜辞 中
假借作介词 ,介绍时间、处所、对象等。抽象的事物难
以“据义构形” ,而一 些具体的事物也难 以造形 ,如 卜
辞中 所记载的大量人名 ,作为符号 ,“据 义构形”的 汉
字无法也 根本不可能彻底区 别同类事物之间的 细微

以“据义 构形”的语词 有了自 己的文 字符 号 ,在 不创
造新字 形的前 提下 ,比较圆 满地解 决了 表意汉 字在
逐词记 录汉语 时遇到 的困难 ,使表 意汉 字全面 记录
汉语 成为可能 。 从这个 意义 上说 ,假借 字的大 量运
用 ,完善了汉字记录汉语的功能。
( 2)假借推动了新字的创造。
假借借 形记词 ,对 汉字 字数的 增加 起了制 约作
用 ,但 另一方 面 ,假借在 借形 的同时 ,又 增加了 被借
字的负担 ,造成了字形与字 义、字形与字 音以及字的
形、音、义三者之间的 矛盾 ,使同 形异义字、同形异音
字增多 ,降低了字符的区别度。为了解决这部分字兼
职过多的问题 ,在汉字的发 展过程中 ,就 不能不创造
一些 新字 ,以求解 决假借 带来 的这一 棘手 问题。 因
而 ,从 静态的 角度观 察 ,尽管 假借本 身不 创造新 字 ,
但从汉 字发展 的历史 进程看 ,它却 为新 字的创 造架
设了桥梁。

差别 ,如果按人画像 ,给每一个人 的名字都造一个 专

假借扩 大了汉 字的 使用 范围 ,但同 时又导 致了

用字符 ,不但不可能 ,而且这种字 符本身也失去了 它

字形与 字义的 矛盾 ,而汉字 的读者 又往 往习惯 于在

记录语言的辅助性交际工具的作用。因而 ,卜辞中大

汉字字形上寻 找意义信息。 为了避免本 字和借字混

量的专名 ,如人名、地名等 ,只有采用假借的方法。总

淆 ,在多 数情况下 ,采 取了给本字或借字 添加形旁的

之 ,无 论是记 录虚词 ,还是 记录实 词 ,用“据义 构形”

办法 ,使 不同的字符各司其 职 ,让汉字的 读者见形知

的方法来 构造字符 ,都有它的局限性 ,而创造记录 语

义 ,促 成了“依声托 事”之转向 于“以 形别义 ”的 演进

言的符 号又必须克服这一 困难 ,在文字 符号自身 (能

趋势。在这个汉字的 演进过程中 ,产生了一大批新形

指 )和所记录的 语词 (所指 )两者之间出 现矛盾时 ,古

声字。戴震云: “古字多假借 ,后人始增偏旁。” ⑤ 其方

人采用了假借的方法。

法是:

综上所 述 ,文字记录 语言的本质属性 ,文字符 号

① 原 字 加形 旁 表 示 本义。 例 如: 其— — 箕、它

自 身的特 点 ,语言对文 字的要 求以及 “据 义构 形”的

— — 蛇。 “其”像箕 形 ,本义是 簸箕 ,卜辞中 “其”借用

表意 汉字的 不足 ,决定了 假借字 在甲 骨卜辞 中的 大

为虚词 ,到战国时期 ,另给“其”加形 旁“竹”构成形声

量运用。

字 “箕”表 示本义 ;“它”像 蛇形 ,本义 为蛇 ,卜辞 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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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代 词 ,小 篆中另 给“它 ”加 上形旁 “虫”构成 形声 字

地位 ,有些字 以借义 为起 点 ,继续向 前引 申发展 ,从

“蛇”表示本义。

而建立了新的词 义系统 ,而 该字形所表示的本 义 ,或

② 原 字 加 形 旁表 示 借 义。 例 如: 隹 — — 唯、 辟

附于借义系统 ,或另造新字 来寄托 ,或 逐渐消失。 如

—— 嬖。 “隹”像鸟形 ,本义为鸟 ,卜辞中“隹 ”借为 语

“来”像小麦 之形 ,本义为 小麦 ,卜辞 中借作“往来 ”之

气 词 ,甲 骨文中又有“唯”字。 显然 ,“唯”是在“隹”上

“来” ,如 “王 来 正 人 方。” (《战 后 南北 所 见 甲 骨 录 》

加 “口”旁而成 ;“辟”字从“卩”从 “辛”从“口” ,本义 是

786)又由“往来”义引申出“至、到”之义 ,如“贞 ,其来

刑 法或施加刑法 ,卜辞中借作“亲近”之义 ,“辟”的 这

艰自西。” (《殷虚 文字乙编》 6378)又引申 出“将 至、未

一 假借义到小篆中加 形旁“女”构成形声字“嬖”来表

至 ”之 义 , 如 “戊 寅 卜 , 来 戊大 邑 受 禾 ,在 六 月 卜。”

示。以上这些例证说明 ,由于假借而 引起的汉字字形

(《邺中片羽 三集》 39· 5)在 “至、到”这个意 义上又引

的孳乳分化 ,是形声字产生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申出“贡 纳”之 义 ,如 “毕不 其 来 舟。” (《殷 虚 文 字乙

( 3)假借对汉字字义的变迁产生一定的影响。
假 借是借 形记音 ,所 借之“形”原 本都承 载着 与
该 形有一 定联系 的意义 信息 (本义或 引申 义 ) ,当 这

编》 7203)“来”在 卜辞中的意义如下:
来

个 “形”一 旦借来 表示它词 之后 ,往往 对该字 字义 的

本义: 小麦。
借义: 往来之来→至、到→将至、未至。
↓
贡纳

发展变 化产生一定影响。 假借有 时对该字所表示 的
本义产生 影响 ,一个 字被借来记录它词 后 ,该字不 再

“来”借作“往来”之“来”后 ,它的本义已转给 “麦”字。

表示本义 ,字形反而被借义专用。如“亦”字字形在人

可 见 ,“小麦 ”这 个本义 在“来 ”的 词义系 统中已 经失

的两臂之 下加上两点 ,表示腋下所在之 处 ,本义为 腋

去了它的原有地 位 ,典籍中 除偶用其本义外 ,绝大多

窝 ,卜 辞中借 作副词 ,表 示“又、还、也 ”之义 ,到战 国

隹 “臼”声 ,本义
数的“来”用其假借义。 又如“旧”从“ 艹

时期 ,又为表示本义另造新字“腋” (见于战国印 )。新

为鸟 名 ,卜辞中借 作“新旧”之“旧 ” ,“旧”自从被借之

字 产生后 ,“亦”的本义 主要由 “腋”承担” ,“亦”用 来

后 ,随着 时间的推 移 ,其本义 “鸟 名”已鲜 为人知 ,古

记 录副词“又、还、也”这 一假借义 ,“亦”、“腋 ”分别 记

籍 中也未 见使用 ,而假 借义“新旧”之“旧”一直 沿用

录不同的词。

至今。

随着 语言的 发展 变化 ,有些 借字 取代了 本字 的
〔注释〕
①

见孙海波: 《甲骨文录》〔M〕 ,河南通志馆 1938年印行。

③ 由于排印不便 ,甲骨文字形不予引用 ,下同。

②

见加藤常贤: 《汉字 の起源》〔 M〕第 656页 ,日 本东京角

④ 见黄侃: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论笔势变异》〔 J〕。

川书店 1970年版。

⑤ 见《戴东原集· 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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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 in ancient Chinese
from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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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 ro ug h t he tho ro ugh i nvestiga tio n about the pho netic loa n cha ract ers o f the
o racle i nscriptio ns o n t ort oise shells o r bo nes, this paper at t em pt s to disclo se the genesis of
the pho netic lo an characters, thei r nat ure and thei r functio n, t ryi ng t o summa ri ze the cha racteri sti cs of early pho netic lo an characters f rom a hi st orical poi nt o f vi 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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