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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某义同”是古代字书的音义训释方式之一， 汉语大字典 对 《字汇 、《字汇补》“音 

某义同”类训释的征引情况复杂。文章对 《大字典》中 “音某义同”类训释的征引进行梳理与 

考校，发现因不明训释体例而误引、误解之处不少，误引后有未举书证者，有同时征引其他语 

文辞书或文献用例者。对古代字书注音释义方式及文献用例的正确理解，有助于现代大型字典 

的编纂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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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以下简称 《大字典》)成于众专家学者之手，义例精审，征引赅博。《字汇》、 

《字汇补》作为古代重要字书，是 《大字典》所引书证中不可或缺的两种，尤其是 《字汇补》，收录大量 

生僻字，多补前代辞书失收音义，不少被 《大字典》所直接采用。不过 《大字典》对于两书音义之引用， 

情况复杂，因误解而径引之处不少。笔者以 “音某义同”类音义训释为例，考校 《大字典》对 《字汇》 

《字汇补》的引用情况。 

“某，音某义同”是 《四声篇海》首仓U的音义训释方式，指被释字与直音用字音义相同，如甘部： 

“镳，音船，义同。”(“髂，之夜切。甘蔗也。”)言部：“施，音弛，义同。又视遮切，浅意。”(“ ，弋 

支切。匏弛，自得也。”)腻同髂，施同 。据粗略统计该书使用此种方式的训释达一千多条，被释字与 

直音用字皆为异体或有部分同用关系。该训释方式虽然说 “音”道 “义”，但与 “某，同某”传统方式并 

无二致，不能让人直观了解某字音义，不过却被 《字汇》、《字汇补》所承袭，但使用情况有所不同。《四 
声篇海》“音某义同”仅用于异体之间的训释，既标音又表明同用；而 《字汇》、《字汇补》中此类训释模 

式虽也用于异体同义训释，如 《字汇 ·人部》：“夷，奴教切，音闹，义同。”吏，俗闹字。但更多作标示 

又音之用，属同义异读。如 《字汇 ·竹部》：“箍，胡郭切，音镬。取鱼具器。o又胡误切，音护。义同。” 

据 《集韵》暮韵胡故切：“篷，捕鱼器。”铎韵黄郭切：“箍，取鱼竹器。”二读音实指一义，胡故切 (胡 

误切)即 “音护”，《字汇》“音护”之 “护”仅作标音，与 “篷”无任何同用关系。不过 《字汇》、《字汇 

补》中该类训释方式两用，颇有 自乱其例之嫌。《大字典》对此似未加考究，径引而造成的舛误不少。 

据笔者统计，《大字典》对 《字汇》《字汇补》“音某义同”类音义训释的征引凡 45例，其中值得商 

榷的有 20例，占总数近半，大部分属于不明字书训释体例而错引、错解者。笔者根据 《大字典》中各字 

的征引与训释情况，分以下三种类别进行考校。 

一  《大字典》径引但未举其他书证者 

(一)释作 “同某” 
《大字典》中此类训释大部分是直接把直音字当作异体字处理，舛误严重。全书凡 13例，分别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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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III千、木部抑、木部独、支部敲、支部傲、目部瞎、禾部秫、禾部；f胥、皮部啵、而部冥、阜部随、齿部 

龌。笔者以独、敲、帔、哭四字为例稍作考辨，可见一斑。 

1) I犬部l独 (二)sh6《字汇》视遮切。同 “蛇 。《字汇 ·犬部》 “音蛇。义同。 

按：《字汇》：“豸也，上纸切，音矢。兽如狐，白尾。o又视遮切，音蛇。义同。”谓矛也“矢”、“蛇” 

二音训同 “兽如狐，白尾”义，为同义异读。《类篇》：“独，时遮切。《山海经》她山有兽，如狐，白尾， 

名日独狼。又上纸切。”CE音集韵》麻韵：“矛也，《山海经》她山有兽，如狐白尾，名日矛也狼。”旨韵：“独， 

兽名似狐，出则有兵也。”又：“孑也，独狼。”又 《字汇补》“补音义”：“独，又伯加切，音巴。独狼，兽 

名，见则有兵，出 《山海经》。”不同辞书读音虽不完全一致 (《字汇补》所注读音与前代皆不同，似来源 

于郭璞 《山海经》“独狼”下所注 “音巴”，见四部丛刊本)，然而各辞书所释皆同一义，均与 “蛇”义无 

关。《大字典》不明所以，径谓 “独”同 “蛇”，非是。 

2) 1支部l敲 (一)qi酌 《字汇补》口交切。同 “敲”。《字汇补 ·支部 ：“敲 ，音敲。义同。 (二) 

qi矗o《改饼四声篇海 ·支部》引 《搜真玉镜》：“敲，巨昭、渠照二切。 

按：《字汇补·支部》“补字”：“敲，口交切，音敲。义同。”谓敲同敲，值得商榷。敲字早期字书未 

载，首见于 《龙龛手镜》：“敲，渠照切。”似是唐宋时期产生的俗字。《四声篇海》增收平声音读，即 《大 

字典》敲 (二)所列，但两字书都是有音无义。然而据 《洪武正韵》绦韵：“敲，系也。《书》：敲乃干。 

亦作敲。”敲却为敲字或体，音吉了切，与前二字书皆不同。又据清张仲儒 《字学呼名能书》(同治陕西 

明诚堂刻本)骄韵 “吉了切”下收 “敲”字而未收 “敲”。清虞咸熙 《谐声品字笺》(康熙刻本)“眇声第 

九·皎”：“敲：连也，击也。《书》：敲乃干。干，盾也。”据 《说文》：“敲，系连也。从支乔声。”训 “系 

连”动作义之字从支。支，小击也。敲当为本字无误。支、支形近，敲后世被混写作敲，故此 《洪武正 

韵》列 “敲”为 “敲”之异体。除 《字汇补》外，历代字韵书并无列敲、敲二字为异体或同用之例，文 

献中亦未发现有混用例证。《大字典》未加考证，径谓 “敲”同 “敲”，不当。 

3) I皮部】跛 pT②同 “披 。《字汇补 ·皮部》：“啵，又音披，义同。” 

按：《字汇》“啵，普弭切，音痞。器破而未离日陂。”《字汇补》“补音义”：“啵，又攀眉切，音披。 

义同。”跛，不见于 《说文》，据四部丛刊本 《方言》卷六：“器破而未离谓之璺，南楚之间谓之故。”周 

祖谟先生 《方言校笺》43页脚注：“畋，《御览》卷七五六引作啵。案啵为畋之或体。”两字为异体。早 

期韵书 《王三》只收 “歧”字，有敷羁、匹鄙二音，均表示 “器破”。又据 《集韵》支韵攀糜切：“歧啵， 

《方言》：‘南楚之间器破而未离谓之歧。’或从皮。”旨韵普鄙切：“收陂，《方言》：‘南楚谓器破未离日 

败。’或从皮。”脂韵篇夷切：“败，器破也。”可证败、歧、跛三字为异体字，均有平、上两读音。《字汇》 

“啵”注音据 《洪武正韵》只收 “普弭切”上声读音。因此 《字汇补》应是据前代字韵书补收 “攀眉切” 

平声读音。跛与救、歧有异体关系，与 “披”无意义上的关联，“披”仅作标音之用。《大字典》不明所 

以，径谓 “啵”同 “披”，非是。 

4)I而部】更 (一)ruin⋯⋯ (二)nu6《字汇》音懦。同 “懦 。《字汇 ·而部》：“荧，音懦。义同。 

按：《字汇·而部》：“冥，乳兖切，音软。罢弱也。o又乃过切，音懦。义同。”谓冥 “软”、“懦”二 

音训同 “罢弱”义，为同义异读。据 《说文段注》：“买，稍寿大也⋯⋯蓣若畏便， 若便也。而沈切。 

十四部。古凡冥声字皆在十四部，需声字皆在四部，后人多乱之。”又 《说文》收 “懦”而未收 “懊”， 

段玉裁疑有误，改 “儒”为 “懊”，并云： 陕与人部候音义皆同，弱也，本乃乱切，音转为乃过切。《广 

韵》 韵懊而兖切，换韵懊奴乱切，过韵懊乃卧切；《玉篇 ·心部》懊乃乱、乃过二切，皆训弱也。此 自 

古相传不误之字也，因形近或讹为懦，再讹为儒，其始尚分懊、懦为二字二音。故 《玉藻》注云：舒懊 

者，所畏在前也。《释文》云：候乃乱反，又奴卧反，怯懊也。又作懦，人于反，弱也。皇云学士，是其 

分别井然，而转写懊讹为懦⋯⋯懊通作冥，亦或借螟。《汉书 ·西南夷传》送冥⋯⋯今无不作懦者。益需 

荚二声古分别画然，需声在古音四部，人于切，突声在古音十四部，乃乱切。”依段氏说，懊本音乃乱切， 

音转为乃过切，后因形近而与 “懦”混用，读音增加。懊、冥通用，则 《字汇补》“冥”下补音 “乃乱切” 

为古本音，《字汇》又音 “乃过切”为 “更”本读之转音。《康熙字典》广收前代辞书音义，于 “冥”只 

收一音，而字部：“《广韵》而兖切 《集韵》《韵会》乳兖切，并音软。”《中华大字典》(中华书局 1916 

版)、《中文大辞典》(修订七版，普及本)等都只收 “软”一音。因此冥与懦音义上虽有共通之处，却不 

必给冥另立 “懦(nu6)”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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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释作 “音某”之 “某”(2例) 

《大字典》中此类训释是直接把直音字引作释义内容。全书凡2例，一并列举： 

5) I十部】馗 (一)(1吾n同 “丹”。⋯⋯ (二)qm《字汇补 其鸠切。求。《字汇补 ．乙部 ：“馗， 

音求，义同。 

按：《字汇补。乙部》“补字”：“馗，都寒切，音丹。太上作。见 《亳州老君碑》。又其鸠切，音求。 

义同。”《重刊详校篇海 ·九部》：“馗，旧本音求。《集韵》都寒切，音丹。太上作。见 《毫州老君碑》。” 

《重订直音篇》(万历刻本)：“馗，音求，又音丹。”可证 《字汇补》谓馗 “丹”、“求”55．音皆训同 “太 

上作”，为同义异读。据王宏源增订版 《康熙字典》(2015：755)火部 “更”下 “瀚堂新勘”：“终南山古 

楼观说经台太上老君作石刻楹联：齄册页桎愈璃蒙，晴傅健碱湃儒馗。释文：玉炉烧炼延年药，正道行 

修益寿丹。”馗当为丹之俗字。“求”仅作标音之用，并非馗之释义。《大字典》不明所以，径释 “馗”义 

为 “求”，非是。 

6) I穴部】穿，ygm《玉篇》于检切。闭；掩。 玉篇 ·穴部 ：“穿，穿闭也。”《字汇 ·穴部 ：“弃， 

闭也。音掩 ，义同。” 

按：《字汇 ·穴部》：“穿，乌感切，音黯。闭也。o又于检切，音掩。义同。《字汇》谓弃 “黯”、“掩” 

二音训同 “闭”义。《类篇 ·穴部》：“弃，乌敢切、于检切。弃，闭也。”可证。《大字典》不明所以，径 

释 “掩”为 “穿”义，非是。又张自烈 《正字通 ·穴部》：“弃，俗弁字。弁、拚通。旧注音训与拚、弁 

近，讹作穿，非。一说穿字之讹，穿亦有黯、掩二音也。”张氏以 “弃”为 “弁”俗字，可各一说。 

二 《大字典》径引且征引其他语文辞书者 (释作 “同某"1例) 

7) 【禾部】稽 (--)yin《广韵》於禁切，去沁影。同 “荫”。《广韵·沁韵》：“秸 ，同荫。” 字汇· 

禾部》：“秸，音荫。义同。” 

按：《字汇·禾部》：“秸，衣炎切，音淹。秸稽，苗美也。o又於禁切，音荫。义同。”谓稽 “淹”、 

“荫”二音皆训同 “苗美”义，为同义异读。然而据 《集韵》盐韵：“秸，秸稽，苗齐等也。”沁韵：“稽， 

禾苗茂美也。”《类篇》：“稽，於盐切。稽秸，苗齐等也。又於禁切。禾苗茂美也。”秸有两音两义，配对 

分明。而 《五音集韵》盐韵：“秸，稽秸，苗荑也。”沁韵：“秸，禾苗茂美也。”《重刊详校篇海》禾部： 

“穑，衣炎切，音淹。秸穑，苗美也。又於禁切，音荫。苗茂美。”稽音义匹配开始混淆，二音释义趋同， 

概训 “苗美”，而 “苗齐等”义已然失传。《字汇》承袭前代辞书，训 “稽”二音同义，有失考证。《大字 

典》不明所以，径谓 “稽”同 “荫”，也是无稽之谈。 

《大字典》所引 《广韵 ·沁韵》“秸，同荫。”据周祖谟先生 《广韵校本》(2011：1041、1042)：“稽， 

苗美，北宋本、巾箱本、黎本、景宋本均作 ‘上同’，以为荫字或体，与敦煌 《王韵》合。(敦煌 《王韵》 

荫下云：亦作稽。)张氏改 ‘上同’为 ‘苗美’，与元泰定本合。《玉篇》亦云：‘稽秸，苗美也。”’可知 

援引底本有误，不足为据。 

三 《大字典》径引且列举文献用例者 

(一)释作 “同某 ”(2例 ) 

8) 【心部】惊 (二)ji 《字汇》居幼切。同 “救”。《字汇·心部 ：“悚，音救。义同。”《马王堆汉 

墓帛书·老子甲本·道经 ：“是以声 (圣)人恒善俅 (救)人，而无弃人。 

按：《字汇·心部》：“俅，巨鸠切，音求。怨仇也。o又居幼切，音救。义同。”谓悚 “求”、“救”二 

音皆训同 “怨仇”义，为同义异读。《说文》未收有 “俅”，却收有 “愁”字：“愁，怨仇也。从心咎声。 

其久切。”《段注》：“怂，怨愁也。各本作怨仇也。今正。《广韵》亦作怨愁。谓怨恶之也。”据朝鲜本 《龙 

龛手镜》：“愁，求、咎二音。怨怂也。”又：“俅，巨鸠切。怨仇也。又其久切。”可知俅、愁音义相同， 

俅应是较晚产生是俗字，唐宋时期被收入字韵书。《集韵》之后二字完全合流，尤韵：“怂慷，怨也。或 

作俅，亦书作惜。”(上声有韵收 “愁”未收 “惊”。)《类篇》：“怂俅，渠尤切。怨也。或作俅、愁。又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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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切。《说文》：怨仇也。”怂本读 “咎”，慷俗读 “求”，_-Z字合流后本读、俗读并存，因此 《龙龛手镜》、 

《类篇》等字书并收 “求”、“咎 (救)”两读音，且历代无论字书或韵书中均只有 “怨怂”义，未见与“救” 

相关训释，因此俅与救只音同而义别。 

《大字典》所举 《马王堆汉墓帛书》例为早期文献材料，假借、讹误极多，当区分本字、借字与讹 

字，如 《老子甲本·道经》：“长、短之相刑 (形)也，高、下之相盈也，意 (音)、声之相和也，先、后 

之相隋 (随)，恒也。”刑、隋即借字，意为讹字。帛书 “善俅人”中 “俅”字，今丛书集成初编本 《老 

子道德经》(商务印书馆 1936)、新编诸子集成本 《老子道德经校释》(中华书局 2008)皆作 “救”，均未 

作任何注释，且在后世文献中再未看到二字同用例子。《中文大辞典》广收通假类训释，亦不认为俅、救 

相通。《大字典》因 《字汇》又音与帛书一例，径谓 “俅”同 “救”，似不当。 

9) I是部】迅 1 ⋯··③同 “例”。 字汇 ·是部》：“返，音例，义同。”清龚自珍 《与徽州府志纂 

修诸子书 ：“示条迥十五纸，谨代达家大人矣。 

按：《字汇》：“趔，良薛切，音列。遮也。一日车马清道。o又力霁切，音例。义同。”谓趔 “列”、 

“例”二音皆训同 “遮也”或 “车马清道”义，为同义异读。趔，《说文》：“遮也。”徐铉注音 “良醉切”。 

又 《类篇》：“趔，力制切。遮也。一日车驾清道。”《四声篇海》：“趔，旅际切。又旅结切。《说文》日遮 

也。”《重刊详校篇海》：“趔，力制切，音利。又良醉切，音列。遮也。一日车马清道。通作迪。”可见 《字 

汇》音 “例”作标音之用。然而据 《五音集韵》薛韵：“趔、例、逃，遮遏。”趔与例又属异体关系。文 

献中例、趔通用，不止一例：清龚自珍 《定盒文集补编》(万有文库本)卷四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是 

故削竹而为之，表其义趔日：‘载大宗，次子以下不载。”’又清赵之谦 《补寰宇访碑录·记》(同治刻本)： 

“考证碑之刻文，先而书，后其传于世，书存，斯文存兹。录先书后文，视原书趔小变。”(槐庐丛书本 

作 “书例”。)例中 “义趔”、“书趔”以及 《大字典》所举 “条趔”之 “趔”，皆用同 “例”。可证趔、例 

确有通用关系，然根据 《字汇》训释体例，《大字典》断章取义引证 《字汇》并不恰当。 

(二)释作 “用同某”(1例) 

10) 【鸟部l薷 (二)Ao《广韵》五到切。去号疑。① [骜l乌乙]⋯⋯②用同 “傲 。 字汇 ·鸟部 ： 

“篱，音傲，义同。”元孛术鲁种 《大都路都总管姚公神道碑 ：“立诚信，绳桀骜，挫强御，邮 

悖弱，事至而断，豪右敛迹。” 

按：《字汇》：“ ，牛刀切，音敖。不祥鸟，自身赤口，有此鸟集大荒国亡。o又五到切，音傲。义 

同。”谓鹜 “敖”“傲”二音皆训同 “不祥鸟”义，为同义异读。早期字韵书 字只收平声读音：《王一》《王 

三》豪韵：“鹜，鸟自身，赤口。”朝鲜本 《龙龛手镜》：“ ，五高切。有此鸟集，大荒。”《， 韵》始收去 

声读音，号韵：“ ， 舵，鱼鸟状也。”然而据 《集韵》号韵：“骜麓，夏乐章名，或从鸟。”又 《五音集 

韵》号韵：“骜、警，马名。”骜、 因形符马、鸟形似而偶渐混用。《洪武正韵》中 、骜已被当异体字 

处理，效韵：“鬻，《汉·窦婴传》：诸公稍 自引而怠鹜。又马名。又乐也。《庄子》：惠以欢为骜。亦作敖。” 

爻韵：“骜，乐章名，礼公出入奏骜夏，又效韵。”《大字典》所举 《大都路都总管姚公神道碑》例中 “桀 

黧”，《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皆作 “桀骜”。虽傲、骜亦通用，但傲与骛已属辗转通用，不若骜、 

为直接通用，且 《大字典》所谓 “用同傲”，取自 《字汇》，属不明体例而断章取义，本不恰当。 

四 释义未依据 《字汇》、《字汇补》(1例) 

11) 【爱部】逦 (一)qfi《玉篇》七庾切。催促。《字汇 ·是部 ：“遗 ，音取。义同。”《冀州刺史王 

纯碑 ：“君请诏衮邃督遮军粮。”按： 隶释》卷七作 “趣 。 

按：《字汇》：“边，千侯切，音凑。走也。o又七庾切，音取。义同。”谓逦 “凑”、“取”二音皆训 

同 “走”义，为同义异读。《宋本玉篇》：“逦，干后切。走。又七庾切。”《五音集韵》虞韵七庾切：“逦， 

走也。”厚韵仓苟切：“逦，去也。”可证。《大字典》此义项引用 《字汇》属于断章取 “音”，违背音义契 

合原则。根据 “督逦军粮”例及按语，以逦、趣通用，因此释作 “催促”。据元代张辂 《太华希夷志》(正 

统道藏本)“帝八”载：“自得逍遥之趣，不惊宠辱之心。”清末陆心源辑 《唐文续拾》(潜园总集本)卷 

十五 “唐故高府君墓志铭”：“出言成教，从善如归，不羁名位之荣，自得逍遥之逦。呜呼!”拓本 《高彦 



墓忠》(唐贞7七_十年)“唐故高府君墓志铭并序”亦作 “迥”。“逍遥之边”即 “逍遥之趣”，趣、趣同， 

表趣味义。义 《古今图书集成 ·方舆汇编》“加封圣号颁降宦命记”：“应崇褒徽号，于礼为当，遂邀下其 

事于春官，议于奉常，谓宜加封护国。”“太宗贞观 六年乌苌造使入贡”：“此龙者，迦叶波佛时，生在 

人边，名日歹克_}氏。”同文 《大唐两域记》四部丛刊本、补守山阁丛书本、墨海金壶本均作 “人趣”。“人退” 

即 “人趣”。据_丁卒鬲保 《佛学大辞典》：“人趣，六趣之一。有人类业因者之所趣向也。”从以上文献例证 

可知，趣、趣同用时可表示 “趣味”、“志趣”、“督促”等义，《火字典》单列 “催促”义，且引 《字汇》 

为依据，音义及来源皆有不妥。 

以上是笔者对 《大字典》中关于 “音某义同”类训释误引的梳理与考校。由于对 《字汇》、《字汇补》 

汉字同义异读处理方式未正确理解，《大字典》对两字书 “音某义同”类训释的征引，不少属于断章取义， 

也因此致使某些字的音义无端增多：因对多音字读音未予以恰当取舍，致使音项增多；把注音用字当作 

通假字乃至释义内容，致使义项增多。蔡梦麒 (2015：91)认为：汉字多音字很多，组合到词语中，原 

则上只有 一个读音，这也是先生主张和贯彻的 “音义契合”原则的内容之一。从古至今，汉字同义异读 

现象一直很普遍，从 《切韵》，到 《集韵》，再到 《康熙字典》，同义异读的处理一直是辞书编纂的重要内 

容。全面考察和理解古代语文辞书的注音和释义，同时贯彻 “音义契合”原则，可以为字典辞书编纂和 

修订 提供有效的借鉴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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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tation in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Y~语大字典)from the 

Definitions of Zihui(字汇)and Zihuibu(字汇补) 

LING Hong—hui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Zhejiang 3 10028，China) 

Abstract：Yinmou-yitong(音某义同)is one of the methods of explaining in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y，the 

citation in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from the explaining of Zihui(字汇)and Zihuibu(字；r-补)is 

complicated．Through summarizing and researching on the citation of Yinmou-yitong(音某义同)in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y,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takes some inappropriate citation without 

real understanding to the methods of explaining of Zihui(字汇)and Zihuibu(字汇补)in the following cases：the 

citation without other dictionary explains；the citation with other dictionary explains or the example illustration． 

Only a real understanding to the methods of explaining in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y and documentary material， 

then can help to the lexicography in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Key words：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语大字典)；Zihui(字汇)；Zihuibu(字汇补)；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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