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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跑”历时替换考

叶锦明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２)

〔摘　 要〕 　 汉语词汇史中描述人“奔跑”的词语ꎬ经历了由“走”到“跑”的转变ꎮ 其中“走”ꎬ使用的历史最

久ꎬ范圈最广ꎬ构词能力较强ꎻ“跑”ꎬ起源比较晚ꎬ在上古末期才有发现ꎬ本义为“刨地”ꎬ“奔跑”义产生于六

朝ꎮ 由于语言表达的日渐精细化ꎬ元代后期ꎬ“走”与“跑”的使用逐步分化ꎬ在北方方言中ꎬ“跑”最终替换

“走”成为现代汉语中描述“奔跑”的主要词语ꎮ
〔关键词〕 　 汉语词汇史ꎻ走ꎻ跑ꎻ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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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史上承担 “奔跑” 义的主要用词是

“走”与“跑”ꎬ二者之间存在竞争、替换关系ꎬ目
前还未有学者对这一方面进行过详细的分析ꎮ
其他层面上ꎬ董昕曾对“走” “跑”的词义进行过

辨析ꎻ①李铁汉曾对“走”“跑”之间的称谓进行了

全方位的考辨ꎮ② 这些研究成果均为专门论述

“走” “跑”之间的历史更替提供了材料上的支

撑ꎮ 然而ꎬ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含有“奔跑”义

的词的存在ꎬ历史上主要还有 “趋”ꎬ «说文解

字»:“趋ꎬ走也ꎮ”③ 由此可见ꎬ古时的“趋”类似

于现在的“跑”ꎮ 虽然“趋”出现的时间较早ꎬ但
是相比“走”以及后出的“跑”ꎬ在使用上均不能

与之相比ꎮ 因此ꎬ本文主要以“走” “跑”为研究

对象ꎬ对二者之间的竞争、替换过程进行分析和

论证ꎮ
以下的论述将结合相关朝代的语料ꎬ分秦以

前时期、汉至唐时期、宋至清时期ꎬ具体论证

“走”“跑”二者的替换过程ꎮ

一、秦以前时期

上古汉语中表示“奔跑”意义的词为“走”ꎬ
而现代汉语中表示此意义的“跑”还未产生ꎬ这
是学界的共识ꎮ 此阶段“走”的意义主要有以下

几种:“奔跑” “逃跑” “往” “至、到” “步行”等ꎮ
那么那个意义是本义呢? “走”ꎬ金文为 ꎬ篆文为

ꎮ 从字形上看ꎬ金文象人甩臂跑步形ꎬ下从止

(脚)ꎬ会奔跑之意ꎮ 篆文整齐化ꎬ并让人头前

倾ꎬ更像跑步的样子ꎮ④同时ꎬ汉字是一种据意构

形的表意文字ꎮ 因此ꎬ我们认为ꎬ“奔跑” 为本

义ꎬ而“逃跑”“往” “至、到” “步行”这四个义项

是由“奔跑”义直接或者间接引申而来ꎮ 为了方

便论述ꎬ下文中ꎬ我们将意义分为两类:“奔跑”
相关的义项为一类(以下简称为“奔跑”)ꎻ“行
走”相关的义项为一类(以下简称为“行走”)ꎮ
我们将以先秦时期的«左传»和«韩非子»里部分

例子作为语料ꎬ考察“行走”和“奔跑”两类意义

的使用情况ꎮ 统计的频率大致为:
表 １　 秦以前时期著作中“行走”“奔跑”义使用频率

«左传» «韩非子»

行走 ８ ４

奔跑 ２８ ４０

注:统计所用的例子均来源于北京大学 ＣＣＬ 语料库ꎮ
由上可得ꎬ“奔跑”义在秦以前的文献中使

用较多ꎬ“行走”义使用较少ꎮ 除此之外ꎬ我们还

发现ꎬ当使用“奔跑”义时ꎬ“走”的后面以不接任

何成分为主ꎻ当使用“行走”义时ꎬ后面通常会接

其他成分ꎬ如:(以下的例子均来自于北京大学

ＣＣＬ 语料库ꎬ以下便不再说明ꎮ)
(１) (公子) 地怒ꎬ使其徒抶魋而夺之ꎮ 魋

惧ꎬ将走ꎮ «左传定公十年»
(２)攸服奔走ꎬ臣我多逊ꎮ «尚书多士»
(３)诸侯莫不并走其望ꎬ以祈王身ꎮ «左传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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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二十六年»
(４)郑有他竟ꎬ望走在晋ꎮ «左传襄公二

十五年»
总之ꎬ先秦时期ꎬ由于“跑” 还未产生ꎬ“奔

跑”义主要由“走”字承担ꎬ而“走”的两大义类

(“奔跑”和“行走”)有比较严格的区别ꎬ这可以

从统计数据中清晰地看出ꎮ

二、汉至唐时期

(一)两汉时期

我们认为ꎬ两汉时期ꎬ“奔跑”义还是由“走”
承担ꎬ其使用频率大大超过“行走”义ꎮ 我们选

取了两汉时期一部重要的著作«史记»ꎬ对其中

使用“走”相关义项的部分语料进行了统计ꎬ情
况如下:

表 ２　 «史记»中“行走”“奔跑”义使用频率

«史记»

行走 ８

奔跑 ２３６

　 　 整体看来ꎬ“走”在此时期ꎬ主要以使用“奔
跑”义为主ꎮ 除此之外ꎬ我们还发现了“走”一些

频率较高的用法:
１. “走”经常和趋向动词“出”搭配ꎬ并且后

面一般接表处所的词或者在前面加用介宾短语

表示处所的词ꎬ如:
(５)右贤王走出塞ꎮ 文帝幸太原ꎮ «史记»
(６)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ꎬ渡水ꎬ居秦故空

地上下鄣ꎮ «史记»
“走”还可以和趋向动词“入”搭配ꎬ如:
(７)不得前ꎬ复驰还ꎬ走入汉壁ꎬ皆亡其奴ꎬ

独与一骑归ꎮ «史记»
２. “走”与处所词相连时ꎬ往往会有“之”、

“至”等词相连ꎬ如:
(８) 杨熊走之荥阳ꎬ二世使使者斩以徇ꎮ

«史记»
(二)六朝至隋唐时期

从六朝开始ꎬ“跑”零零星星出现ꎬ略举几例:
(９)马鸣局不肯前ꎮ 以足跑地久之ꎮ «西京

杂记»
(１０)滕公使士卒掘马所跑地ꎮ 入三尺所ꎮ

«西京杂记»
从例子中ꎬ可以发现ꎬ这里的“跑” 都不是

“奔跑”义ꎬ而是“刨地”义ꎮ «广韵肴韵»:跑ꎬ
足跑地也ꎮ 本义为兽用蹄子刨地ꎮ⑤ 看来ꎬ“奔

跑”义是后起义ꎮ 那么“奔跑”意义产生于什么

时期呢?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认为:“奔
跑”义产生于唐朝ꎬ并举马戴诗“红缰跑骏马ꎬ金
镞掣秋鹰”为证ꎮ⑥ 蒋冀骋先生在«近代汉语纲

要»中指出:“跑”的“奔跑”义的较早用例见于元

曲ꎬ«元曲选»中“跑”凡 ２０ 例ꎮ⑦各家说法不一ꎬ
通过查阅资料ꎬ我们发现王力先生和蒋冀骋先生

的说法不大准确ꎬ六朝时期已存在“奔跑”义的

用例ꎬ如«华阳国志»:所以当夏桀命令他们抵御

成汤ꎬ兵败国亡之后ꎬ他们便直跑來投附巫臷了ꎮ
因此ꎬ我们认为“奔跑”义的产生至少可追溯到

六朝时期ꎮ 但谨慎地说ꎬ六朝时期ꎬ“奔跑”义虽

有运用ꎬ但这还不是“跑”的主要意义ꎮ
通过对六朝时期的文献著作中用例的分析ꎬ

发现“跑”的使用只存在以上 ３ 例ꎬ其中“奔跑”
义存在 １ 例ꎬ“刨地”义存在 ２ 例ꎻ隋朝的文献中

暂未发现有“跑”的存在ꎻ唐朝ꎬ“跑”处在向上发

展期ꎬ但是数量也不多ꎬ从统计的数据上看:«唐
文拾遗»中存在 １ 例ꎬ«全唐诗»中存在 １０ 例ꎮ
其中“奔跑”义存在 ８ 例ꎬ“刨地”义存在 ３ 例ꎮ

较之“跑”ꎬ此期“走”使用的数量有了大幅

提高ꎬ特别是在唐朝ꎬ诗歌、散文、语录中均有使

用ꎮ 从中ꎬ我们选取了六朝的«全刘宋文»、唐朝

的«全唐诗»(一部分)进行了统计ꎬ情况如下:
表３　 六朝至唐时期相关著作中“行走”“奔跑”义使用频率

«全刘宋文» «全唐诗»

行走 １２ ５６

奔跑 ３１ ２９０

　 　 相比两汉时期ꎬ使用“行走”义的例子有所

增加ꎬ已能对“奔跑”义形成竞争ꎬ但是在数量上

还是“奔跑”义占据主导ꎮ
因此ꎬ六朝时期ꎬ尽管“跑”已经出现ꎬ但使

用频率不高ꎬ还处在萌芽期ꎬ此阶段承担“奔跑”
义的词仍是“走”ꎬ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上面的统

计数据中得到证实ꎮ 而“走”的使用则进一步增

强ꎬ虽然语义上暂还以“奔跑”义还占优势ꎬ但是

“行走”义已有极大的发展ꎮ

三、宋元明清时期

(一)两宋时期

两宋是“行走”义发展的关键阶段ꎬ由于其

快速发展ꎬ对“奔跑”义形成了有力的竞争ꎮ 除

此之外ꎬ“行走”义已大量运用于口语中ꎬ这一点

我们可以在诗词创作中可以得到证明ꎬ可见口语

中的“走”已对当时的文人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冲

击ꎮ 在此基础上ꎬ我们对两宋时期的几部主要文

献进行了调查ꎬ“走”的使用情况如下:
表４　 两宋时期相关著作中“行走”“奔跑”义使用频率

«全宋词» «五灯会话»

行走 １７１ １１３

奔跑 ６９ ２２

６４



除了在数量上ꎬ该时期ꎬ“走”的用法也产生了相

应的变化ꎮ 相比上一个时期ꎬ“走”主要处于主

语后面或者和趋向动词连用ꎬ此时期ꎬ“走”经常

处于表处所词的后面ꎬ如:
(１１)师曰:“山腰里走ꎮ” «五灯会元»
(１２)偈曰:“绿水红桃华ꎬ前街後巷走百余

遭ꎬ张三也识我ꎬ李四也识我ꎮ «五灯会元»
较之“走”的发展ꎬ从统计的数据上看ꎬ“跑”

的变化不大ꎮ 我们以两宋的话本、词、佛语录、史
书等材料进行调查ꎬ只发现 ７ 例使用“跑”的语

料ꎬ其中 ６ 例为“奔跑”义ꎬ１ 例为“刨地”义ꎮ 虽

然数量不多ꎬ但是“奔跑”义正在逐渐占据主要

义的位置ꎬ这一点还是比较明显的ꎮ
(二)元明清时期

我们调查了元明清时期几部代表性的著作ꎬ
“行走”“奔跑”义使用频率如下:

表 ５　 元明清时期相关著作中“行走”“奔跑”义使用频率

元代 明代 清代

元 三 西 金 儿 红

走
行走 ４６３ ６０ ５２３ ４８０ ２６２ ２４０

奔跑 ３７ １０３ ２６ ５ ７ ４

跑
刨地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奔跑 ４３ ５ １４６ ３０ １５４ ２９５

注:从左到右文献依次是«全元曲»、«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儿女英雄传»、«红楼梦»ꎬ后面五部著作ꎬ由
于用例较多ꎬ有些选择了一部分进行统计ꎮ

　 　 从调查结果上看ꎬ元以前呈现的“走”的两

个义项(“行走”、“奔跑”)共存现象在元代发生

了根本性地改变ꎬ“行走”义不再和“奔跑”义竞

争ꎬ而是成为了“走”的主要义ꎮ 虽然在调查中ꎬ
«三国演义»中数据有点特殊ꎬ这是因为该著作

中描写了大量的战争ꎬ“逃跑”这一意义相对较

多ꎬ因此会出现上面的结果ꎮ 从数据中ꎬ我们还

可发现ꎬ虽然“行走”义占据了主导ꎬ但是“奔跑”
义还有残留ꎬ主要存在于一些固定用法中ꎬ有以

下几种:一是和马、兔等动物搭配ꎬ例如«全元

曲»:(净)加鞭哨马走如龙ꎬ海角天涯要立功ꎻ二
是表示“逃跑”义ꎬ例如«三国演义»:众贼见程远

志被斩ꎬ皆倒戈而走ꎻ三是存在于一些复合词中ꎬ
如走兽、逃走ꎮ «二女英雄传»:果然如此ꎬ那我

佛的慈悲ꎬ真算得爱及飞禽走兽了ꎮ «红楼梦»:
凶身主仆已皆逃走ꎬ无影无踪ꎬ只剩了几个局外

之人ꎮ
除此之外ꎬ“走”的用法也得到了进一步的

发展ꎬ特别是在«金瓶梅»这部小说中ꎮ 相比之

前ꎬ“走”的后面可以接由介宾短语充当的成分ꎬ
也可接表时间和位移的补语成分ꎮ 例如:

(１３)良久ꎬ走到镜台前ꎬ从新妆点出来ꎬ门

帘下站着ꎮ «金瓶梅»
(１４)武松走了一会ꎬ酒力发作ꎬ远远望见乱

树林子ꎮ «金瓶梅»
(１５)应伯爵走了几步ꎬ回转来道:“那日可

要叫唱的ꎮ” «金瓶梅»
元代开始ꎬ“跑”主要承担“奔跑”义ꎬ而“刨

地”义由“刨”承担ꎮ 从统计的数据上看ꎬ“跑”在
元代用例不多ꎬ但是相比上一个时期已有很大的

发展ꎬ而真正得到大量运用是在明代ꎬ突出表现

在小说中ꎮ 除此之外ꎬ“跑”的用法也得到了新

的发展ꎬ比如后面可接动作的目的处所ꎬ或者不

带这一成分而表示离开施事者当前所在的处所ꎮ
例如:

(１６)只见玳安慌慌跑进门ꎬ见月娘众人磕

了头ꎬ报道:“爹回来了ꎮ” «金瓶梅»
(１７)小厮去时ꎬ教我推净手ꎬ打后门跑了ꎮ

«金瓶梅»
(１８)那小周儿唬的收不迭家活ꎬ往外没脚

的跑ꎮ «金瓶梅»
从以上的论述中ꎬ我们发现ꎬ元代是一个比

较特殊的时间点ꎮ 首先ꎬ此阶段ꎬ口语和书面语

逐渐通俗化ꎬ一些浅显易懂的词大量使用ꎬ如
“跑”ꎻ其次ꎬ“走”一直存在语义负担较重的情

况ꎬ其中优势义类(如“行走”)频繁使用ꎬ弱势义

类(如“奔跑”)逐渐被其他词占据主要地位ꎮ 这

两点造成了“走”中的“奔跑”义被“行走”义取

代ꎬ后者正式成为“走”的主要义项ꎻ“跑”则主要

承担“奔跑”义ꎬ而“跑地”义被“刨”所占用ꎮ 因

此ꎬ可以断定:表示“奔跑”的“跑”和“走”二字ꎬ
相互替换发生在元代ꎮ

四、结语

综上所述ꎬ“走” “跑”两个词在历史上语义

演变的脉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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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走”“跑”二词历史语义演变

秦以前到两汉 六朝时代 唐宋时代 元代 明清时代

走 奔跑、行走 奔跑、行走 奔跑、行走 行走、奔跑 行走

跑 刨地、奔跑 奔跑、刨地 奔跑 奔跑

　 　 结合汉语历史语料ꎬ对词汇语义演变的考

察ꎬ得出:先秦时期ꎬ“走”在“奔跑”义上一枝独

大ꎬ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六朝时代ꎬ“跑”的产

生ꎮ 唐开始ꎬ“跑”进入发展期ꎬ对“走”字逐渐产

生了冲击ꎬ终于在元代ꎬ在“奔跑”义上ꎬ“跑”字
取代了“走”字ꎮ 至此之后ꎬ“跑”以表示“奔跑”
为主ꎬ“走”字以表示“行走”为主ꎬ这种状况一直

持续到了现在ꎮ 同时也证明了一点:词义不是一

层不变的ꎬ其他相关词的产生与发展ꎬ会对表示

同一意义的词产生冲击ꎮ

注释:

① 董昕. 现代汉语位移动词语义分析———以“走” “跑”
为例[Ｊ]. 才智ꎬ２０１５(１６):４６ － ４７.

② 李铁汉. 古代关于“走”和“跑”的称谓[Ｊ]. 兰台世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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