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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從上古到中古的字調流變現象

劉鴻雁 馬毛朋
【摘 要】字調流變是指從上古到中古的語音演變過程中個
别字的調類轉移。要確定某字的上古調類，可資利用的材料有上
古韻文及通假字。周祖謨先生據上古韻文考證出了若干中古爲
上、去聲，上古惟讀平聲的古今異調字。本文據簡帛通假補苴周
説，同時結合經籍舊注、漢魏六朝韻文嘗試勾勒這些字聲調流變
的過程。關於字調流變的原因，有些可能與變調構詞有關，有些
尚需深入研究。聲調源於韻尾假説，其後置韻尾的構擬與中古調
類一一對應，難以解釋字調流變現象。
【關鍵詞】上古聲調 字調流變 簡帛通假 經籍舊注
韻文

上古漢語的聲調分爲五類，是學者們日趨一致的主張。例如孫玉文
（２０００）、唐作藩（２００６、２０１３）、郭錫良（２０１８）認爲上古有平、上、去、長入、短
入五調。持上古音節音高變化尚爲韻尾伴隨特徵主張的學者，實際是用韻
尾將漢字分爲五類，例如白一平（Ｂａｘｔｅｒ １９９２）和鄭張尚芳（２０１３）的 尾對
應孫、唐、郭的平聲， 尾對應上聲、ｓ 尾對應去聲、塞音加 ｓ 尾對應長入，
塞音尾對應短入。汪鋒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６）通過與原始白語 （ＰｒｏｔｏＢａｉ）的比較，
認爲上古漢語去聲應分兩類，這樣加上平、上、入聲，也是五類。從上古五
聲到中古四聲的演化過程中，調類上的一大變化是長入與去聲合併，形成
中古的去聲。此外，有少量不成系統的字，調類也發生轉移，比如 “慶”字，
古今學者基本都認爲上古是平聲字，後來纔變成去聲。“慶”這類字從上古
到中古聲調演變的過程，何大安（２００６）用“字調流變”稱之，以别於整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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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變遷。這些發生字調流變的字，本文稱爲古今異調字（簡稱異調字）。
雖然古音學者大都討論到 “字調流變”現象，但在編製上古音字表時，
卻往往没有處理這一問題。例如鄭張尚芳 （２０１３ ）的 《古音字表 》，除了
“慶”標 尾外，其他字基本都據中古調類決定上古韻尾。郭錫良（２０１８）也
没有標注異調字。標注古今異調字的，目前只有唐作藩（２０１３）。唐先生標
調的主要根據是江有誥《唐韻四聲正》與周祖謨 （１９４１ ／ １９６６）的詳細考辨。
周先生據傳世文獻中的先秦韻文認爲，訟、寵、降、衆、夢、勝、乘、僭、譖、犯、
享、慶、饗、爽、鷞、讓、上、貺、葬、甸、信、泯、鎮、憲、翰、化、議、畏、罪、壞等 ３０
個中古上、去聲字，在上古惟讀平聲。本文首先嘗試根據簡帛文獻中的通
假材料、經籍舊注補苴周説，同時據漢魏六朝韻文，梳理了字調流變的具體
過程。本文還初步探討了字調流變現象的原因，並結合該現象，討論了聲
調源於韻尾假説在解釋上面對的困難。

一、古音學者關於字調流變、異調字的論述
古人的著述中，江有誥的 《唐韻四聲正》是研究字調流變的集成之作。
《唐韻四聲正·再寄王石臞先生書》曰：“有誥初見亦謂古無四聲，説載初刻
凡例。至今反復紬繹，始知古人實有四聲，特古人所讀之聲與後人不同。
陸氏編韻時不能審明古訓，特就當時之聲，誤爲分析。”在書中，江晉三據三
代至兩漢韻文，考辨了平聲 ４６ 字、上聲 ６７ 字、去聲 １１４ 字、入聲 ５５ 字，認爲
上古與中古存在聲調差異。
今人比如王力（１９５８ ／ １９８０：１２３）在討論中古去聲來源時，以“上”“下”
爲例，認爲一些中古去聲字是從平、上聲演變而來的。李方桂（１９７１ ／ ２００１：
３２）評價《唐韻四聲正》時認爲，如果一個中古的上、去聲字，在上古總跟平
聲字押韻，可以接受江有誥的判斷。高本漢（Ｋａｒｌｇｒｅｎ １９６０）在肯定上古也
有平、上、去、入四個調類之後説：“必須清楚地指出，決不能認爲中古漢語
平聲的每一個字，上古都是平聲，中古上聲的每一個字上古都是上聲，去聲
和入聲也是如此。”丁邦新（１９８９）論及從上古到中古聲調演變時説：“從江
有誥的《唐韻四聲正》和夏燮的 《述韻》（１８４０）之後，大致古音學者都同意
上古音中具有四個聲調，大體和中古的 ‘平上去入’相當，雖然有一部分人
有不同的意見，如王力；也有一部分字歸類不同，見 《唐韻四聲正》，但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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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古音有四聲，在我看來，已經接近定論。”白一平（Ｂａｘｔｅｒ １９９２：３０６）認
爲中古屬某調的字，在上古總是與另一調的字押韻，應該據上古用韻，將其
歸入相應的調類。何大安（２００６）分析上古至中古語音演變的大要時指出，
聲調上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 “個别字的字調流變 ”，何先生以 “狩 ”
“慶”“予”爲例加以分析。以上諸家，雖都贊同存在字調流變現象，但這些
古今異調字到底有哪些，則未暇細究。唐作藩 （２０１３：６）説：“本手册基本
上採取王念孫和江有誥的主張，認爲上古也有平、上、去、入四個聲調，只是
上古四聲的屬字與後代不完全相同。”唐書是對江有誥、周祖謨異調字研究
的總結。

二、確定漢字上古調類的方法及
認定字調流變的依據
在進一步討論字調流變現象前，有必要對學者們確定漢字上古調類的
方法做一番梳理。上古音研究的兩項基本内部材料是韻文與諧聲字，其中
《詩經》《楚辭》等韻文是劃分韻部的首要材料，但韻腳字的數量有限，比如
《詩經》入韻的字只有一千八百多個，而先秦兩漢出現的漢字共有一萬兩千
多，其他漢字的歸部就靠諧聲關係來推定。在確定上古調類時，聲符與所
諧字在聲調上没有明顯的規律，所以諧聲字無法確定字與字之間的聲調關
係。韻腳字方面，一起押韻的漢字，大部分都屬於同一個聲調，但也存在四
聲通押的情況，所以韻文也不能完全確定調類，此外，韻腳字的數量也有
限。因此，確定上古調類的主要方法唯有以漢字在 《切韻》中的歸類逆推，
即假定大部分的漢字上古與中古的聲調相同，然後據上古文獻對某些字的
歸類進行調整。這種方法我們將其概括爲“以《切韻》確定大類，以《詩》韻
（及諧聲）調整小類”。例如之部字豺、鄙、吏不見於《詩經》韻腳，郭錫良先
生和鄭張先生將它們的上古聲調定爲平 （ 尾）、上 （ 尾）、去 （ｓ 尾），這
是據《切韻》定出的上古調類，假設它們上古中古同調 。做出調整的歸類，
最突出的就是那些在上古與入聲關係密切的中古去聲字，這些字王力先生
算作長入，白一平、鄭張尚芳先生構擬爲塞音加 ｓ 尾。
①

①

所以，有些古音手册、字典比如郭錫良（１９８６）、王力等（２０００）不標注上古調類，也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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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調流變涉及的是少數、不成系統的字在上古文獻反映出的與中古不
同的聲調信息。學者們確定這些字上古與中古不同調的主要根據仍是上
古用韻。王力（１９６４ ／ ２０００：２４０）討論上古存在上聲調時，據《陳風·月出》
“照”“燎”“紹”“懆”押韻，把中古去聲 “照”歸入上聲；據 《齊風 · 東方未
明》“倒”“召”押韻，把中古去聲“召”歸入上聲；據《大雅·思齊》“廟”“保”
押韻，把中古去聲“廟”歸入上聲；據《大雅·下武》“賀”“左”押韻，把中古
去聲“賀”歸入上聲。周祖謨（１９６６：２２１）説：“《詩經》字音有聲調的差别是
很清楚的，可是每個字的音調並不與後代韻書完全相合。從《詩經》的押韻
看，可以了解一些情況。如詩中‘慶’字只與平聲字相押，‘舊’字只與上聲
字相押，而韻書都歸入去聲。這些似乎可以根據 《詩經》的押韻來定其屬
類。”這些判斷要成立，其前提是凡是一起押韻的，聲調必相同，這顯然是不
成立的。不過，我們仍然據用韻、通假討論這一問題，是基於對漢語歷史語
音研究性質的理解，即所有結論實際上都是一種概率推斷 。比如就“慶”
字的押韻和通假材料而言，現有的所有材料 （傳世文獻、出土文獻）都只是
曾經存在過的反映該現象的所有文獻即總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中的樣本
（ｓａｍｐｌｅ）。可以把獲得每一條有關材料當作一次隨機試驗，一共獲得了
１００ 條材料就當作進行了 １００ 次試驗。材料反映的現象，可以當作事件，事
件 Ａ 可以是“慶與平聲字押韻、通假”，假設出現了 ８０ 次，事件 Ｂ 是“慶與上
聲字押韻、通假”，假設出現了 ５ 次，事件 Ｃ 是“慶與去聲字押韻、通假”，假
設出現了 １５ 次。事件 Ａ 出現的概率即 Ａ 出現的次數 ８０ 與試驗次數 １００
的比 ８０ ／ １００。假設事件 Ａ“慶與平聲字押韻、通假”在樣本與總體中的分佈
大致相同，我們就可以推斷，任一條“慶”的押韻、通假材料，“慶與平聲字押
韻、通假”的概率是 ８０％ 。同樣的道理，由於 《詩經》９０％ 以上都是同調相
押，就一起押韻的字的聲調關係這一問題而言，我們也可以説上古時期凡
是押韻，聲調相同的概率爲 ９０％ 以上。基於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做出這
樣的判斷，既然凡是一起押韻，聲調相同的概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即可能性 ）很
高，某個字如果總是，或者常常跟中古屬於不同聲調的字押韻，那麽，它屬
於另一個聲調的可能性就很高。周祖謨（１９４１ ／ １９６６）以傳世先秦古籍用韻
①

（ ： ， ）説，不管我們如何仔細地處理過去的文獻證據，這些證據總會有缺
漏，需要我們用自己的理解去填補，所以整個歷史語言研究都是在構擬（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他們還
建議在構擬的形式前加上 ｎ％ ，表示構擬者對該形式信心的百分比。這跟本文此處説的概率性
推斷道理是相同的。

① Ｊａｎｄａ ＆ Ｊｏｓｅｐｈ ２００３ ３８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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絶無例外，作爲判斷古今異調的標準，是符合統計推斷的原則的。本文補
充的簡帛通假、經籍舊注及漢魏六朝的韻文材料實際上就是通過擴大試驗
的次數，探討某字古今異調的概率。關於通假材料，王力先生（１９６２ ／ ２０００：
“所謂假借或古音通假，説穿了就是古人寫别字。……正如現代人
５２６）説：
所寫的别字一樣，所謂聲近而誤，必須是同音字，至少是讀音十分近似的
字，然後産生别字。”王力（１９６４ ／ ２０００：２４１）認爲“慶”字上古讀平聲的一個
證據就是古與“卿”通。對於産生於一時一地的通假材料來説，這當然是正
確的。可是簡帛通假，時間和地域都有跨度，我們之所以可以用來討論異
調字，原因也正是因爲我們的結論是概率性的推斷，如果這些具一定時空
跨度的材料，表現某種明顯的趨勢，反而更可以説明問題。下文在討論中，
我們贊同某字上古爲平聲字，或者可能是平聲，或者存疑，也都是概率性質
的推斷。

三、字調流變現象考辨
下文以簡帛通假、經籍舊注及漢魏六朝詩文用韻爲據，逐一考辨周文
提出的 ３０ 個異調字，順序按照贊同上古爲平聲、上古可能爲平聲、上古聲
調存疑排列。簡帛通假材料，我們不對甲通乙和乙通甲作出區分，另外，有
些通假字是所通字的異體，或者該字不見於後世韻書，這兩種情況都無法
反映討論字的聲調信息，就略去不論。簡帛通假材料據白於藍 （２０１７），文
獻簡稱也一仍該書，經籍舊注參考了宗福邦等 （２０１９），漢魏六朝詩文用韻
參考了周祖謨 （１９５８ ／ ２００７、１９９６ ）、丁邦新 （Ｔｉｎｇ Ｐａｎｇｈｓｉｎ １９７５ ）、劉倫鑫
（２００１），其中如有錯訛，則逕改正，爲免枝蔓，不作説明。
１． “慶”：《廣韻》去聲丘敬切，“賀也、福也”。
簡帛文獻中，“慶”與“蜣”“卿”“獷”通假：
 慶通蜣（平聲）２ 例：例如 《痂 》：“擣慶 （蜣 ）螂，饍以醯，封而炙之，
蟲環出。”
“騰先登慶（卿）。”
 慶通卿（平聲）３ 例：例如《北蒼·陽》：
“地棄之，五穀□山，慶（獷）獸作恙。”
 慶通獷（上聲）１ 例：《占書》：
諸家基本都同意“慶”上古是平聲字。“慶”作爲韻腳，在漢魏六朝韻文
（下簡稱“韻文”）中的例子很多，可以大致看出 “慶”轉爲去聲的脈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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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西漢】｛平聲｝揚雄 《元后誄》王明荒慶央，｛去聲｝韋玄成 《子孫詩》盛
慶；【東漢】｛平聲｝班固《白雉詩》容精成慶；【兩晉】｛平聲｝張華 《正德舞
歌》清經庭慶聲韺形冥，｛去聲｝潘岳《西征賦》競定慶命盛迥，陸雲《九愍·
涉江》慶定命，左芬 《武帝納皇后頌》咏暎盛慶，張華 《正旦大會行禮詩》聖
命慶政；【宋】｛去聲｝何承天《白鳩頌》情性聖命映慶，謝莊《宋孝武宣貴妃
誄》慶性令，謝莊 《孝武帝哀策文》鏡映慶泳，鮑照 《河清頌 》盛咏慶性映，
《宋章廟樂舞歌·肅咸樂》聖慶，《宋章廟樂舞歌 · 章德凱容樂》靈聖慶咏
命，《四廂樂歌·殿前登歌》聖慶盛命，《四廂樂歌·食舉歌》盛慶，《宋泰始
歌舞曲·皇業頌》慶聖命咏，沈演之《嘉禾頌》盛政性正慶；【齊】｛去聲｝謝
眺《齊敬皇后哀策文》聖令靈慶，《齊敬皇后哀策文》慶命鏡詠，《侍宴華光
殿曲水奉敕爲皇太子作詩》命慶映競，《賦貧民田詩》慶政病性井正盛映淨
命詠鄭；【梁】｛去聲｝江淹《齊太祖高皇帝誄》聖政慶命，沈約《齊丞相豫章
文憲王碑銘》慶盛敬詠；【陳】｛去聲｝徐陵《陳文皇帝哀册文》聖慶鏡命詠；
【後魏】｛去聲｝高允 《征士頌》性競命正慶，李諧 《述身賦》政定盛慶命令
映；【北齊】｛去聲｝《獻武皇帝寺銘》行敬慶詠；【北周】｛去聲｝《周大將軍
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姓政慶令政命競。
從韻文看，宋以前，“慶”與平聲字押韻，有明確的例子，比如西漢揚雄
《元后誄》、東漢班固 《白雉詩》、晉張華 《正德舞歌》。從宋開始，上述這些
可以肯定是平聲的韻例消失了。“慶”與去聲押韻，出現在西漢韋玄成 《子
孫詩》中，“慶”與去聲“盛”押韻。但是，韻文中常與“慶”押韻的“令”“映”
“性”“政”“正”“定”“命”“敬”“鏡”“並”“敬”“姓”等中古去聲字，直到梁，
都有不少與平聲字押韻的例子，至陳時，這些字押平聲字的現象纔消失。
因此，我們以爲“慶”至南北朝中晚期才發展爲去聲。
２． “享”：《廣韻》上聲養韻許兩切，“獻也、祭也”。
簡帛文獻中，“享”與“亨”“烹”“芳”“卿”“鄉”“饗”“紡”通假：
“王用享（亨）于西山。”
 享通亨（平聲）３ 例：例如《周易·隨》：
 享通烹（平聲）５ 例：例如 《爲吏 》：“享 （烹 ）牛食士，賜之參飯而勿
予殽。”
“王用享（亨）于西山。”帛書
 享通芳（平聲）７ 例：例如 《周易 · 隨》：
享（亨）作芳。
“君上卿（享）成不唯本，功□。”
 享通卿（平聲）３ 例：例如《成之》：
“衆人熙熙，若鄉（享）大牢，而春
 享通鄉（平聲）１ 例：《北大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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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臺。”
“越公入享（饗）於魯。”
 享與饗（平聲）２ 例：例如《繫年二二》：
“享月在西。”帛書“享月”作“紡月”。
 享與紡（上聲）１ 例：《太歲》：
“饗”字，下文會討論到，也是平聲字。除了 “紡”外，“享”與平聲字押韻的
趨勢是很明顯的。
經籍舊注中“享”也有注平聲的，例如《易·損》“二簋可用享”，《釋文》
引東晉蜀才注爲平聲“許庚”反；《易·益》“王用享于帝”，《釋文》引東晉王
廙，也注爲“許庚”反。《周禮·天官·大宰》“享先王”，《釋文》引東晉劉昌
宗注“音向”。“向 ”字，周祖謨先生 （１９４１ ／ １９６６ ）認爲上古僅見與平聲相
協，在簡帛文獻常與“鄉”“卿”通假，因而此例也説明“享”可能讀平聲。
後世的詩文用韻中，直到兩晉，“享”基本與平聲押韻，例如【西漢】｛平
聲｝東方朔《答客難》兵雄疆亡行倉享，揚雄《并州箴》方王享，闕名《拜祝祠
太一贊饗文》祥明享；【東漢】｛平聲｝班固 《典引》光芒享王亢，馬融 《廣成
頌》荒享王，禰衡《魯夫子碑》行享蒼光，【三國】｛平聲｝曹植《文帝誄》嘗璋
常鍠鏘享祥，【兩晉】｛平聲｝傅玄 《庭燎詩》享璋光，《降神歌》享章，温嶠
《侍臣箴》名享貞情生榮。兩晉之後，韻文中缺少“享”的用例，“享”轉變爲
上聲的過程有待考究。不過從已有的材料判斷，本文贊同 “享”上古是平
聲字。
３． “饗”：《廣韻》上聲養韻許兩切，“歆饗”。
簡帛文獻中，“饗”與“鄉”“卿”“薌”“享”“向”通假：
“凡享，月朝純牝，乃鄉（饗）。”
 饗通鄉（平聲）１０ 例：例如：《法三》：
“昔堯之卿（饗）舜也。”
 饗通卿（平聲）３ 例：例如《曹沫》：
“上薌（饗）。”
 饗通薌（平聲）４ 例：例如《少牢》：
“越公入享（饗）於魯。”
 饗通享（平聲）２ 例：例如《繫年二二》：
“以祭門，行，向（饗）之。”
 饗通向（平聲）２ 例：例如《叢辰》：
“向”字的討論見上。“饗”也基本與平聲字通假。經籍舊注也有“饗”
通“鄉”的例子，例如《禮記·祭義》“饗者，鄉也”。《儀禮·聘禮》“壹食再
饗”，鄭玄注“今文皆爲鄉”。
韻文中，梁以前“饗”與平聲字押韻，例如【西漢】｛平聲｝唐山夫人《安
世房中歌》芳饗臧常忘（按：“忘”常與平聲字押韻），闕名《又朝隴首》詳饗；
【東漢】｛平聲｝班固《東都賦》觴饗，李尤 《辟雍賦》章光陽方張湯梁匡饗，
張衡《東京賦》衡羹明喤饗穰，【兩晉】｛平聲｝《夕牲歌》饗方，《降神歌》饗

·２４８· 早期中國的經典與語言———《嶺南學報》復刊第十五輯

皇彊，【梁】｛上聲｝《郊廟歌辭·雅樂歌·諴雅》蕩想象仰敞饗壤。本文贊
同“饗”上古爲平聲字。
４． “信”：《廣韻》去聲震韻息晉切，“忠信、驗也、極也”。
簡帛文獻中，“信”與“伸”“身”“3 ”“仁”“肕”通假：
“洒洒病，喜信（伸），數欠。”
 信通伸（平聲）４９ 例：例如《脈書》：
“使身 （信人）畏天。”
 信通身（平聲）１ 例：《命訓》：
 信通3 （平聲 ）１ 例：《命訓 》：“正人無極則不 3 （不信，不信 ）則
不行。”
“然則仁（信）義不可爲與？”
 信通仁（平聲）２ 例：例如《戰國五》：
 信與肕（去聲）２ 例：例如：《帛乙老子 · 德經 》：“其死也骸信 （肕 ）
堅强。”
簡帛通假中，“信”通“伸”是很突出的現象。經籍舊注中，“信”通平聲
字“身”“伸”，或音“申”“新”。例如 《周禮 · 春官 · 大宗伯》“侯執信圭”，
鄭玄注“信，當爲身”；《禮記 · 儒行》“起居竟信其志”，鄭玄注 “信，讀如屈
伸之伸，假借字也，信或爲身”；《漢書·天文志》“句星信”，顔師古注引韋昭
“信，音申”；《周禮·考工記·鮑人》“引而信之”，《釋文》引劉昌宗“音新”。
韻文中，“信”在漢代主要押平聲字，也出現與去聲押韻的例子，到了兩
晉，“信”與去聲押韻成爲主流。例如 【西漢】｛平聲｝賈誼 《旱雲賦》仁信
人，劉徹《李夫人賦》親信，揚雄《少府箴》勤山樊門人信蘭，｛去聲｝韋孟《諷
諫詩》俊信；【東漢】｛平聲｝馮衍《顯志賦》信親，班固《幽通賦》信真，《答賓
戲》神濱垠信勳，《竇將軍北征頌》先垠軍仁信，班昭《東征賦》仁人神信，李
尤《河銘》信津殷鄰珍，張衡 《思玄賦》真信身，《綬笥銘》紳信臣民仁神新
鄰，闕名《北海相景君銘》元信民，｛去聲｝班固 《幽通賦》順信，張衡 《思玄
賦》刃信疢，【三國】｛平聲｝阮瑀《止欲賦》津勤神紛晨信，嵇康《琴賦》真身仁
信慎，傅遐《皇初頌》音信人神辰欣臻原，｛去聲｝《漢廬江太守範式碑》信訓
奮，【兩晉】｛去聲｝潘岳《南陽長公主誄》胤順信峻，石崇《楚妃歎》信晉胤吝，
張協《露陌刀銘》振信，潘尼《後園頌》信晉順潤，【宋】｛去聲｝謝靈運《撰征
賦》進信仞吝胤順駿振，【梁】｛去聲｝江淹《齊高太祖皇帝誄》衅信刃榇震，
【後魏】｛去聲｝宗欽《贈高允詩》信進慎峻。本文贊同“信”上古爲平聲字。
５． “畏”：《廣韻》去聲未韻於胃切，“畏懼”。
簡帛文獻中，“畏”與 “威 ”“韋 ”“隈 ”“危 ”“鬼 ”“4 ”“4 ”“猥 ”“釁 ”
通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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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通威（平聲）２４ 例：例如《帛五行·説》：“聞君子道而威（畏）。”
“《將仲》之言，不可不韋（畏）也。”
 畏通韋（平聲）１ 例：《詩論》：
“爲畏（隈）以山阹。”
 畏通隈（平聲）２ 例：例如《官一》：
“君無主臣，是謂畏（危）。”
 畏通危（平聲）１ 例：《三德》：
“迺嚴寅鬼（畏）皇天上帝之命。”
 畏通鬼（上聲）３ 例：例如《厚父》：
上聲）４ 例：例如《命訓》：“夫民生而痛死喪，上以
 畏通4 （古文鬼，
”
4 （畏）之。
“有大事必4 （畏）。”
 畏通4 （上聲）１ 例：《爲國》：
“人衆不足猥（畏）者，後亡。”
 畏通猥（上聲）２ 例：例如《管子》：
“釁 ＝ 戒 ＝ （畏戒！畏戒！）”
 畏通釁（去聲）１ 例：《周馴》：曰：
與“畏”通假的字，平、上、去聲都有，不過從比例看，“畏”與 “威”通假
共有 ２４ 例之多。經籍舊注中，“畏”通 “威”或音 “威”的例子也不少，例如
《周禮·考工記· 弓人》“恒當弓之畏”，鄭玄注 “故書或作威，杜子春云當
爲威，玄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書·皐陶謨》“天明畏”，《釋文》“徐邈
音威，馬本作威”；《書 · 洪範》“而畏高明”，《釋文》“徐云鄭音威”；《書 ·
大誥》“天明畏”，《釋文》“徐音威”。
韻文中，“畏”的用例不多，與平聲押韻的有 【西漢 】｛平聲 ｝枚乘 《七
發》畏隈追；與去聲押韻的例子有；【兩晉】｛去聲｝陶潛 《榮木》墜畏，【北
周】｛去聲｝庾信《象戲賦》氣墜渭畏未。由於通假和經籍舊注“畏”與平聲
字“威”的突出關係，本文贊同“畏”上古是平聲字。
６． “葬”：《廣韻》去聲宕韻則浪切，“葬，藏也”。
簡帛文獻中，“葬”與“喪”“藏”通假：
“死喪也”）１ 例：《繫辭》：“葬（喪）期無數。”
 葬通喪（此處平聲，
“辰爲亡人所葬（藏）。”
 葬通藏（此處平聲）２ 例：例如《揕輿》：
經籍舊注中，也有“葬”通“藏”的例子。例如《周禮·地官·廛人》“凡
珍異之有滯者”注 “謂貨物 5 藏於市中而不租税也”中的 “藏”字，《釋文》
“劉本作葬，音同 ”；《周禮 · 地官 · 族師 》“以相葬埋 ”，《釋文 》“劉才郎
反”。到了東晉徐邈的注，“葬”出現去聲讀法，《禮記·檀弓上》“杜氏之葬
在西階之下”，《釋文》“葬，徐才浪反，又如字”。因此，本文贊同 “葬”上古
屬平聲的判斷。
７． “讓”：《廣韻》去聲漾韻人樣切，“退讓、責讓”。
簡帛文獻中，“讓”與“6 （襄）”“壤”“攘”“瓖”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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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通6 （襄，平聲）９ 例：例如《成之》：“貴而揖6 （讓），則民欲其貴
之上也。”
“揖，乃攘（讓）。”
 讓通攘（平聲）１ 例：《有司》：
“五曰龔（恭）敬多瓖（讓）。”
 讓通瓖（平聲）１ 例：《治官》：
“極賞則民賈其上，賈其上則亡壤
 讓通壤（上聲）３ 例：例如《命訓》：
（無讓）。”
經籍舊注中，“讓”有異文“襄”“攘”，例如《史記·刺客列傳》“其後七
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裴駰集解引東晉徐廣作“豫襄”；《史記·太史公
自序》“小子何敢讓焉 ”，《漢書 · 司馬遷傳 》寫作 “攘 ”。原本 《玉篇 · 言
部》：“説文以揖讓並爲攘。”段玉裁《説文解字注》認爲“攘”是“讓”的古字。
韻文中，“讓”也有與平聲字押韻的例子，比如【兩晉】｛平聲｝《晉穆帝
哀策文》讓尚王；【梁】｛平聲｝任昉 《劉先生夫人墓志銘》讓相尚諒；【陳】
｛平聲｝沈炯《歸魂賦》讓相。有時 “讓”的用韻與其他聲調的字有糾葛，比
如【三國】嵇康《卜疑》放尚讓忘悵壯亮相抗怏；【梁】王筠《北寺寅上人房
望遠岫翫前池詩》往讓閬放曠向嶂漲浪吭漾帳上。綜合通假、舊注和韻文，
“讓”與平聲字的關係是很突出的，因此本文贊同“讓”上古是平聲字。
８． “僭”：《廣韻》去聲! 韻子念切，“擬也、差也”。
簡帛文獻中，“僭”與“漗”“毚”“鬵”“朁”通假：
“天命不可漗（僭）。”
 僭通漗（平聲）１ 例：《厚父》：
“不毚（僭）敬止。”
 僭通毚（平聲）２ 例：例如《琴舞》：
“懇鬵（僭）吉忌。”
 僭通鬵（平聲）１ 例：《北蒼·之職》：
上聲）１ 例：《用曰》：“亂節朁（僭）行。”
 僭通朁（平、
經籍舊注中，《書·湯誥》“天命弗僭”，《釋文》引劉昌宗作 “創林反”。
從通假材料看，“僭”通平聲，趨勢是明顯的。所以本文贊同“僭”上古是平
聲字。
９． “譖”：《廣韻》去聲沁韻莊蔭切，“" 也、毁也”。
簡帛文獻中，“譖”與“潛”通假：
“復譖（潛）謂同。”
 譖通潛 ７ 例：例如《同顯》：
《玉篇》殘卷中，“譖”注 “莊賃”反，這説明去聲的讀法梁前已經出現，
但“譖”與平聲“潛”通假的現象很突出，故本文贊同“譖”上古是平聲字。
１０． “夢”：《廣韻》平聲莫中切，“不明也”；去聲莫鳳切，“寐中神游”。
簡帛文獻中，“夢”與“萌”“薨”“瞢”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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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與萌（平聲）４ 例：例如《觀》：“乃夢 （萌）者夢 （萌）而孳者孳，天
因而成之。”
“多惡薨（夢）。”
 夢通薨（平聲）６ 例：例如《雜禁方》：
“人有惡瞢（夢）。”
 夢通瞢（平聲）４ 例：例如《日甲·夢》：
“瞢”，中古“目不明”義有平聲 “莫中”“武登”二切，去聲 “莫鳳”切用
在“雲瞢澤”的地名裏。“瞢”的去聲讀法並不常見，例如反映原本 《玉篇》
音系的《篆隸萬象名義 》中，“瞢 ”只有平聲 “亡登反 ”一讀。“雲瞢 ”的
“瞢”，《經典釋文》引劉昌宗“亡鳳”反（“鳳”字《廣韻》是去聲，詩文用韻中
“鳳”多與平聲字押韻，可能也是平聲字 ），同時代的李軌仍注爲平聲 “亡
雄”反。用在“雲夢”中的“夢”字，六朝經師也注爲平聲，例如 《書 · 禹貢》
“雲土夢作乂”，《釋文》引徐邈注“莫公”反；《穀梁·昭公三年》“曹公孫會
自夢出奔宋”，《左傳》“夢”作“鄸”，《釋文》引吕忱《字林》“亡忠反”。這説
明“雲瞢”的“瞢”本也爲平聲。那麽 “瞢”在上古時期可能只有平聲一調。
所以可以説“夢”在簡帛文獻中，只與平聲字通假。
從詩文用韻可見，梁以前“夢”與平聲字押韻。例如【西漢】｛平聲｝揚
雄《甘泉賦》繩夢；【兩晉】｛平聲｝潘岳《哀永逝文》終中夢躬，石崇《答曹嘉
詩》中融隆終戎躬夢沖，陸機《演連珠》鳳夢（“鳳”字多與平聲字押韻，例如
傅玄《雜詩》中鳳蟲恐窮，這説明 “鳳”可能有平聲的讀法）。至梁，“夢”開
始與去聲字押韻，例如【梁】｛去聲｝蕭衍《十喻詩·夢詩》衆弄棟洞夢，吴均
《别夏侯故章詩》鞚送夢，蕭綱 《甘露鼓山寺敬脱法師墓誌銘 》夢控棟鳳；
【北周】｛去聲｝庾信《傷心賦》鳳夢訟慟。本文贊同 “夢”字上古只有平聲
一讀。
１１． “上”：《廣韻》上聲養韻時掌切，“登也、升也 ”；去聲漾韻時亮切，
“君也”。
簡帛文獻中，“上”與“尚”“嘗”“常”“向”通假：
 上通尚 （平、去聲 ）１２５ 例：例如 《曹沫 》：“毋上 （尚 ）獲而上 （尚 ）
聞命。”
“赫者始在嘗（上）。”
 上通嘗（平聲）２ 例：例如《帛五行·説》：
“上（常）衣食□。”
 上通常（平聲）１ 例：《從政》：
“明明在向（上）。”
 上通向（平聲）１ 例：例如《程寤》：
“上”與“尚”通假是最突出的現象。“尚”讀平聲 “市羊切”，意爲官名
“尚書”，其他意思均讀去聲 “時亮切 ”。周祖謨先生認爲，中古去聲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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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在上古也有平聲一讀，與“上”通假的“尚”有可能是平聲字。“向”字
的討論見前。
在經籍舊注中，也有“上”“尚”相通的例子。例如《儀禮·鄉射禮》“以
茅上握焉”，鄭玄注 “今文上作尚”。《易 · 小過 · 象 》“已上也 ”，《釋文 》
“上，鄭作尚”。
“上”在詩文用韻中的例子很多，例如【西漢】｛平聲｝王褒《又蓄英》洋
荒上强；【東漢】｛平聲｝杜篤《論都賦》上望畼（按：“望”在詩文用韻中常押
平聲，可能有平聲一讀），｛上聲｝馮衍 《顯志賦》上敞；【三國】｛平聲｝阮籍
《清思賦》上岡章旁光；【兩晉】｛平聲｝左思 《吴都賦》江鶬上，《山海經圖
贊·中山經·不死國》上命競，潘尼 《贈司空掾安仁詩》上敬競命，｛上聲｝
傅咸《小語賦》象上釀黨，郭璞《江賦》上泳，《遊仙詩》清景上，｛去聲｝陶潛
《感士不遇賦》上妄謗亮，郭元祖 《列仙傳贊 · 仇生》向壯量上；【宋】｛去
聲｝張暢《若耶山敬法師誄》上亮相；【齊】｛上聲｝孔稚珪《北山移文》想上，
謝眺《七夕奉護軍命作》上爽蕩往想賞，｛去聲｝劉繪《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
曲·巫山高》望上障悵；【梁】｛上聲｝劉孝綽《酬陸長史倕詩》往想賞上蕩；
｛去聲｝蕭衍《直石頭詩》尚 （按：見於原詩 “高尚”）相 （按：見於原詩 “卿
相”）將（見於原詩“末將”）諒望壯上嶂讓浪放；【陳】｛上聲｝江總《詠採甘
露應詔詩》朗長上響爽（上聲）。
從上面的例子可見，直到兩晉，都有 “上”與平聲字押韻的例子 （“命”
“敬”常與平聲字押韻 ）。據馮衍 《顯志賦 》，東漢時 “上 ”有了上聲讀法。
《易·乾·文言》“上下無常”，《釋文》引曹魏王肅也注爲上聲 “時掌反”。
“上”的去聲讀法，則晚至晉纔出現。之後，“上”與平聲押韻的例子也消失
了。王力先生（１９５８ ／ １９８０：１２３）認爲“上”在上古是平聲，漢代以後轉爲上
聲，五世紀纔分化爲上、去兩讀。這是準確的判斷。所以，本文贊同“上”在
上古只有平聲一讀。
１２． “訟 ”：《廣韻 》平聲東韻祥容切，“爭獄 ”；去聲用韻似用切，
“爭財”。
簡帛文獻中，“訟”與“容”“詷”“頌”通假：
例如《容成氏》：“訟（容）成氏。”
 訟與容（平聲）３ 例，
 訟與詷 （平聲 ）１ 例：《曹沫 》：“匹夫寡婦之獄詷 （訟 ），君必身
聽之。”
 訟與頌 （平、去聲 ）２ 例，例如 《芮良夫 》：“罔肯獻言，人頌 （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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扞違。”
“頌”，《廣韻》平聲鍾韻餘封切，去聲用韻似用切。在簡帛文獻中，通
“容”“伀”“鬆”“雝”，均爲平聲字。“訟”與“頌”，段玉裁《説文解字》認爲
是古今字。從詞義上看，借作“歌頌”的“頌”和“爭訟”“訴訟”的“訟”都與
言語行爲有關，有同源關係。（王力等 ２０００：１２６５）“頌”可能也本讀平聲。
經籍舊注中，“訟”有平聲字的異文和注音。例如《史記·吕太后本紀》
“未敢訟言誅之”，裴駰集解引東晉徐廣“訟，一作公”。《史記·李斯列傳》
“以故楚盜公行”，集解引徐廣“公，一作訟，音松”。《詩·召南·行露》“何
以速我訟”，《釋文》引東晉徐邈“徐取韻才容反”。
韻文中，“訟”作韻腳只有 １ 例，與平聲字押韻，例如【晉】｛平聲｝潘岳
《關中詩·十三》訟空從邦。與“訟”有關的“頌”和“誦”，漢代韻文中也基
本與平聲押韻，比如【東漢】｛平聲｝崔駰 《大將軍西征賦》頌功，《劉熊碑》
功通邦蒙豐頌，《武榮碑》功同誦。從上述材料可見，“訟”與平聲字押韻通
假的趨勢是明顯的，所以本文贊同“訟”上古只有平聲一讀。
１３． “乘”：《廣韻》平聲蒸韻食陵切，“駕也、勝也、登也、守也 ”；去聲證
韻實證切，“車乘也”。
簡帛文獻中，“乘”通“螣”（平聲）１ 例：《三十時》：“此陽蟲螣 （乘）陰
蟲之時也。”
從經籍舊注可見，“車乘”義的“乘”，鄭玄認爲讀平聲，魏晉時期王肅、
徐邈、徐廣注爲去聲，例如《詩·小雅·鴛鴦》“乘馬在廄”，《釋文》“乘，王、
徐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史記 · 宋微子世家》“戰于乘丘”，《釋名 ·
釋丘》：“如乘者曰乘丘。四馬曰乘，一基在後似車，四列在前，似駕馬之形
也。”“乘丘”中“乘”的意思對應的是後來的去聲，《集解》引徐廣 “乘，一作
媵”，注爲去聲。
韻文中，“車乘”義的“乘”，直到北齊都有與平聲押韻的例子，例如【西
漢】｛平聲｝揚雄 《甘泉賦 》乘 （按：車乘 ）風澄兢，司馬相如 《子虚賦 》乘
（按：車乘）中，《封禪文》升煌烝乘（駕也）；【東漢】｛平聲｝杜篤《論都賦》
乘（按：車乘）萌，張衡《東京賦》龍鍾乘（按：車乘）宫；【兩晉】｛平聲｝陸雲
《南征賦》興承升澄乘（按：車乘）應凌陵，《九愍·感逝》興登乘（按：車乘）
應凌升，傅玄《古今畫讚·漢高祖》興征升乘（按：車乘）；【宋】｛平聲｝傅亮
《感物賦》繩陵懲乘（按：車乘）膺；【北齊】｛平聲｝《大禘圓丘及北郊歌辭·
皇夏樂》升乘（按：車乘）。因此，本文贊同“乘”上古只有平聲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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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廣韻》平聲江韻下江切，“降伏”；去聲絳韻古巷切，“下也、
歸也、落也”。
簡帛文獻中，“降”與“癃”“俞”“逾”“共”“絳”通假：
“熱中，降（癃），5 ，偏疝。”
 降通癃（平聲）１ 例：《陰陽脈乙》：
 降通俞 （平聲 ）２ 例：例如 《帛乙老子 · 道經 》：“天地相合，以俞
（降）甘露。”
”今本
 降通逾（平聲）４ 例：例如 《老子 》甲：“天地相合，以逾甘露。
“逾”作降。
去聲）１ 例：例如《三壽》：“我寅臣共（降）在九宅。”
 降通共（平、
 降通絳 （去聲 ）３ 例：例如 《二年 · 秩律 》：“江陵、高奴、平陽、降
（絳）、酇、贊、城父。”
“下也”義的“降”，經籍舊注也有注作平聲的，例如 《書 · 盤庚下》“用
降我凶德”，《釋文》引徐邈作“下江反”。
北齊之前，“下也”義的 “降”與平聲押韻，例如 【西漢】｛平聲｝東方朔
《七諫沈江》傷忘彰殃亡望壟同芳狂傷香攘陽明光旁降 （按：下也）長傷藏
葬行當功公央矇江聰縱長方蓬凶望容重東壅，揚雄 《宗正卿箴》恭降 （按：
下也）；【東漢】｛平聲｝傅毅《七激》容紅降（按：下也）雙，馬融《長笛賦》工
鍾容隆風降（按：下也）興重同終；【北齊】｛平聲｝《享廟樂辭·登歌樂》用
降（按：下也）。“降”的通假材料不多，與平聲字的關係不算突出，但韻文
中“下也”義的“降”與平聲字押韻，證據是充分的。所以本文贊同“降”上
古只有平聲一讀。
１５． “衆 ”：《廣韻 》平聲東韻職戎切、去聲送韻之仲切，意思均爲
“多也”。
簡帛文獻中，“衆”與平聲字“終”通假：
“是以君子衆（終）日
 衆通終（平聲）３ 例：例如《帛甲老子 · 道經》：
行，不離其輜重。”
經籍舊注中，“衆”的異文也是 “終”。例如 《儀禮 · 士相見禮》“毋改，
衆皆若是”，鄭玄注“今文衆作終”；《易·雜卦》“大有，衆也”，《經典釋文》
“衆，荀作終”。
韻文中，宋以前，“衆”與平聲字押韻，例如 【西漢】｛平聲｝王褒 《四子
講德論》從同聰衆；【兩晉】｛平聲｝左思 《吴都賦》童衆江同，《晉鼓吹曲 ·
順天道》中（按：“中”見於“文制其中”，平聲）衆，雲林右英夫人 《右英夫人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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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喻》房風峰芒蒙皇衆鍾沖宫浪。從宋開始，出現“衆”與去聲押韻的例子，
例如【宋】｛去聲｝顔延之 《五君泳 · 阮步兵》：洞諷 （《廣韻》去聲）衆慟；
【梁】｛去聲｝蕭衍《十喻詩 · 夢詩》衆弄棟洞夢。本文贊同 “衆”上古只有
平聲一讀。
１６． “壞”：《廣韻》去聲怪韻古壞切，“毁也”；胡怪切，“自破也”。
簡帛文獻中，“壞”與“懷”“褱”“歸”“7 ”通假：
 壞通懷 （平聲 ）１０ 例：例如 《成法 》：“以壞 （懷 ）下民，以正一世
之士。”
“邦家其褱（壞）。”
 壞通褱（平聲）６ 例：例如《三德》：
”今本 《禮記 · 緇
 壞通歸（平聲）１ 例：《緇衣 》：“私惠不壞 （懷 ）德。
衣》作“歸”。
“因夷其宗族，7 （壞）其社稷。”
 壞通7 （平聲）１ 例：《趙正書》：
經籍舊注中，六朝經師用“懷”爲 “壞”注音，例如 《左 · 成十六年》“公
出於壞隤”，《釋文》引徐邈“音懷”；《左·定元年》“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徐
邈“音懷，又户怪反”。“壞”在異文中也作“懷”，例如《左·襄十四年》“王
室之不壞，繫舅伯是賴”，《釋文》指出服虔作“懷”。
韻文中，“壞”作韻腳有 １ 例：【西漢】｛平聲｝枚乘《七發》畏隈追死壞。
“畏”字周祖謨先生認爲是平聲字，那麽該韻段也可算作 “壞”爲平聲的例
證。雖然“壞”在後世韻文中的例證欠缺，簡帛古書中，“壞”只與平聲字通
假，特别是通“懷”的現象是很突出的，因此本文贊同 “壞 ”上古只有平聲
一讀。
１７． “翰”：《廣韻 》平聲寒韻胡安切，“天雞羽 ”；去聲翰韻侯旰切，“鳥
羽也，髙飛也”。
簡帛文獻中，“翰”與“鸞”“甗”“榦”通假：
“孔鶾（鸞）行鳽雗。”
 翰（鶾）通鸞（平聲）１ 例：《反淫》：
 翰（鶾）通甗（平聲）１ 例：《繫年十四 》：“齊人爲成，以鶾 （甗 ）、鉻、
玉篎與淳于之田。”
“白馬榦（翰）如。”
 翰通榦（去聲）１ 例：《帛易·賁》：
韻文中，“翰”有大量的用例，例如 【三國】｛平聲｝丁儀 《勵志賦》觀安
攀殘訕干韓閒檀桓翰歎，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歎翰寒關殫難歡，曹植《孟
冬篇》翰竿；【兩晉】｛平聲｝傅玄《筆賦》翰蘭丹，《筆銘》翰言，《水龜銘》然
泉翰言，陸機《文賦》班彈源瀾安言端翰繁顔歎然，《吊魏武帝文》難山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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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言歎翰焉瀾棺，《日出東南隅行》端顔閒翰餐言紈璠瀾繁軒丹彈蘭盤鸞源
歡端歎，《答賈謐詩》難歎翰蘭，《與弟清河雲詩》閒翰，陸雲《寒蟬賦》翰餐
蟠然，羊徽《答丘泉之詩》蘭韓難寒，《丁瑋寧作》軒間天年賢前翰，｛去聲｝
成公綏《隸書體》腕翰散按爛觀玩焕，潘尼《贈司空掾安仁詩》冠换散翰，棘
腆《贈石季倫詩》翰館，太微玄清左夫人《北渟宫中歌曲》館難岸觀畔旦粲翰
彈散案贊；【宋】｛平聲｝謝靈運 《贈從弟弘元詩》湍難翰歎，｛去聲｝謝惠連
《秋懷》患晏爛雁幔半算慢宦玩翰亂旦焕歎串，謝莊《孝武帝哀策文》翰漢奂
館；【梁】｛平聲｝江淹《鏡論語》端觀安蘭翰，王僧孺 《從子永寧令謙誄》難
湍干漫瀾翰端殘棺摶攢安瀾，陸雲公 《星賦》翰煩，｛去聲｝沈約 《齊太尉文
憲法王公墓志銘》亂焕翰館散觀，《八詠詩·晨征聽曉鴻》旦瀾岸半漫算漢
翰竄完，陸倕 《感知己賦》翰粲堅幹畔涆漢；【後魏】｛去聲｝宗欽 《贈高允
詩》觀翰粲畔；段承根《贈李寶詩》焕亂干翰。
通假的例子少，不能對 “翰”的聲調做出判斷。從韻文看，三國時只有
“翰”與平聲押韻的例子。從兩晉開始，“翰”押平、去聲，不過從比例看，兩
晉時期，押平聲的例子明顯多於押去聲的，這或許反映了 “翰”的去聲讀法
正在形成。到宋、梁時，“翰”押平、去聲的比例大致相同了。所以，本文贊
同“翰”上古只有平聲一讀。
１８． “議”：《廣韻》去聲寘韻宜寄切，“謀也、擇也”。
簡帛文獻中，“議”與“義”“誐”“我”通假：
 議通義 （去聲 ）９ 例：例如 《戰國七 》：“有慎勿非令群臣衆義 （議 ）
攻齊。”
“廷尉6 、正始、監弘、廷史武等卅人
 議通誐（平聲）１ 例：《奏讞書》：
誐（議）當之。”
“美人將來，與議（我）相知。”
 議通我（上聲）１ 例：例如《荊決》：
與“議”通假最多的是去聲 “義”字，而在簡帛通假中，“義”通 “宜”２６
次，通“儀”６６ 次，這説明 “義”可能有平聲的讀法。經籍舊注中，“議 ”通
“儀”，例如《易·繫辭上》“議之而後動”，《釋文》“陸、姚、桓玄、荀柔之作儀
之”。韻文中，“議”作爲韻腳只有 １ 例，與去聲字押韻：【東漢】｛去聲｝馬
融《廣成頌》議帝瑞。因而本文以爲“議”上古可能是平聲字。
１９． “化”：《廣韻》去聲禡韻呼霸切，“德化、變化”。
簡帛文獻中，“化”與“貨”“過”“禍”“8 ”“華”“爲”“9 ”通假：
“大上好化（貨），群臣好得。”
 化通貨（去聲）７ 例：例如《發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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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通過（去聲）１ 例：《語叢三》：“善日過（化）我，我日過（化）善。”
”今本和帛書乙
 化通禍（去聲）１ 例：《老子》甲：“化莫大乎不知足。
作“禍”。
”帛書甲本
 化通8 （禍字異體）１ 例：《老子 》甲：“化莫大乎不知足。
作“8 ”。
去聲）１ 例：《養生方》：“我鬚眉既化（華）。”
 化通華（平、
去聲）１ 例：《繫辭》：“爲（化）而施之謂之變。”
 化通爲（平、
 化通9 （去聲 ）５ 例：《老子 》甲：而萬物將自 9 。 今本和帛書乙
作“化”。
韻文材料例如【西漢】｛平聲｝嚴忌《哀時命》加羅波爲羅化頗差，司馬
談《論六家要旨》化宜多，王褒 《簫賦》嗟磋柯和阿跎多劘化蛇阿歌和加羅
沲，東方朔《誡子》華和多蛇化家，揚雄《長楊賦》化綏，｛去聲｝司馬相如《子
虚賦》化義帝，揚雄《博士箴》化易；【東漢】｛平聲｝馮衍 《顯志賦》蛇化，邊
讓《章華臺賦》加化華波嗟，班固《西都賦》化歌，傅幹《皇后箴》器愛化内；
【三國】｛平聲｝嵇康《思親詩》多化；【兩晉】｛去聲｝陸雲《失題》播稼那化，
左芬《元皇后誄》化夜，傅玄 《金靈運》化賀，郭璞 《山海經圖贊 · 中山經 ·
山膏獸黄棘》駡化嫁，《海外南經 · 神人二八》夜駕化；【齊】｛去聲｝顧歡
《臨終詩》宅舍化柘夜駕謝；【梁】｛去聲｝蕭衍 《賦體》化夜舍駕，仁昉 《賦
體》駕化夜舍；【後魏】｛去聲｝高允《徵士賦》夏駕霸化。
從“化”通假的字看，“化”主要與去聲字通假，比如通 “貨”的次數很
多，與平聲的關係並不明顯。從韻文看，“化”押平聲的例子不少，在兩晉之
前，“化”與平聲字押韻的例子比去聲多，從兩晉開始，其與平聲押韻的例子
消失了。所以本文以爲，“化”上古可能是平聲字。
２０． “寵”：《廣韻》上聲腫韻丑隴切，“寵愛也”。
簡帛文獻中，“寵”與“龍”“籠”“: ”“俑”“龏”“7 ”“弄”通假：
 寵通龍 （平聲 ）７ 例：例如 《柬大王 》：“相徙、中謝與五連小子及龍
（寵）臣皆逗。”
 寵通籠（平聲）１ 例：《帛易 · 剥 》：“六五，貫魚，以宫人籠 （寵 ），無
不利。”
“人: 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今本
 寵通: （平聲）１ 例：《老子·乙》：
: 作“寵”。
 寵通俑（平、
上聲）１ 例：《鄭甲》：“獲彼荊俑（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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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通龏（平、入聲）１ 例：《用曰》：“凡龏（寵）人，非人是龏（寵）。”
“獲彼荊7 （寵）。”
 寵通7 （上聲）１ 例：《鄭乙》：
“弄（寵）辱若驚。”
 寵通弄（去聲）３ 例：例如《帛乙老子·道經》：
“寵”與平聲“龍”字通假，例子最多。經籍舊注中也有“寵”通“龍”的，
例如《易·師·象》：“承天寵也”，《釋文》引王肅作“龍”。
詩文用韻 “寵 ”的例子很少，押平聲的比如 【梁 】｛平聲 ｝沈約 《懷舊
詩·傷李珪之》奉擁寵；押上聲的比如 【梁】｛上聲｝蕭綱 《悔賦 》寵勇踵。
所以，本文以爲“寵”在上古可能是平聲字。
２１． “爽”：《廣韻》上聲養韻踈兩切，“明也、差也、烈也、猛也、貴也”。
簡帛文獻中，“爽”與“霜”“倉”通假：
“食之以噴，飲以爽（霜）露，三日
 爽通霜（平聲）１ 例：《日甲· 詰》：
乃能人矣。”
“其有后厥志其倉（爽）。”
 爽通倉（平聲）２ 例：例如《尹志》：
韻文中，東漢馬融、宋謝靈運有押平聲的例子，其他均押上聲。例如
【東漢】｛平聲｝馬融《廣成頌》京生楊爽榮熒形；【三國】｛上聲｝曹植《釋愁
文》往掌黨爽；【兩晉】｛上聲｝左思 《悼離贈妹詩》想往爽，曹攄 《答趙景猷
詩》壤廣爽朗；【宋】｛平聲｝平聲謝靈運《撰征賦》升爽，｛上聲｝鮑照《望水
詩》長廣上爽賞想莽；【齊】｛上聲｝謝眺《七夕奉護軍命作》上爽蕩往想賞；
【梁】｛上聲｝何遜 《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诗》爽上響廣賞想往養蕩網；【陳】
｛上聲｝江總《詠採甘露應詔詩》朗長上響爽。
經籍舊注没有“爽”的資料。梁顧野王原本《玉篇》中，“爽”注爲“所兩
反”。參照用韻，説明“爽”上聲的讀法由來已久。因而，本文認爲 “爽”在
上古可能是平聲字。
２２． “甸”：《廣韻》去聲霰韻堂練切，“郊甸，《書》曰五百里甸服”。
簡帛文獻中，“甸”與“電”“霆”通假：
“候天甸（電）而兩手相摩。”
 甸通電（去聲）１ 例：《臊者》：
“鼓之雷甸（霆），浸之風雨。”
 甸與霆（平聲）１ 例：《繫辭》：
《周禮》鄭玄注中，幾處用平聲字“敶”“田”爲“甸”注音。例如《周禮·
地官·稍人》“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鄭玄“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惟禹
敶之敶同”；《周禮 · 春官 · 叙官 》“甸祝，下士二人 ”，鄭玄注 “甸之言田
也”；《周禮·春官·小宗伯》“若大甸”，鄭注“甸，讀曰田”。
韻文中“甸”的材料例如【三國】｛平聲｝劉劭 《龍瑞賦》春辰淵甸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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玢雲分；【兩晉】｛去聲｝曹攄《贈歐陽建詩》選面變甸辯見縣；【宋】｛平聲｝
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甸闉，｛去聲｝鮑照《侍宴覆舟山詩》縣殿宴變甸遍；
【齊】｛去聲｝王融 《贈王丞僧孺詩》甸練宴衍見；【梁】｛去聲｝陸倕 《思田
賦》便面甸見燕；【陳】｛去聲｝張正見《雉子斑》甸變戰箭；【北周】｛去聲｝
庾信《哀江南賦》扇甸縣練宴箭殿變戰扇。
“甸”的通假材料較少，無法做出判斷。從鄭玄注和韻文看，“甸”存在
平聲一讀是有根據的。由於總體材料不多，所以本文以爲“甸”上古可能是
平聲字。
２３． “泯”，平聲真韻彌鄰切，“没也”；上聲軫韻武盡切，“水皃，亦滅也、
盡也”。
簡帛文獻中，泯通昏（平聲）１ 例：《用曰》：有泯 （昏昏）之不達，而顯
其甚彰。
經籍舊注中，《釋文》引徐邈音，“泯”有平上二聲，注平聲的例如《書·
吕刑》“泯泯棼焚”，《詩·大雅·桑柔》“靡國不泯”，徐注“音民”；注上聲的
例如《書·康誥》：“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徐音 “武軫反”；《左 · 宣十二
年》“不泯其社稷”，徐音“亡軫反”。
韻文的例子比如【三國】｛平聲｝王粲 《傷天賦》均泯；曹植 《平原懿公
主誄》文雰泯【兩晉】｛平聲｝陸機《答賈謐詩》泯振（按：“振”常與平聲字押
韻）民天；陸機《挽歌詩》鄰塵振泯親陳；張載《酃酒賦》泯人神均新珍；｛上
聲｝支遁《善宿菩薩讚》盡軫隕泯；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並作詩》准盡緊牝隕
軫引泯哂【宋】｛上聲｝謝靈運《臨終詩》盡隕菌愍忍朕。
據韻文，兩晉前，“泯”押平聲，從兩晉開始，“泯”與平、上聲字押韻，這
與徐邈注平、上兩聲時代正好吻合。但是由於材料不多，所以本文以爲
“泯”上古可能是平聲字。
２４． “勝”：《廣韻》平聲蒸韻識蒸切，“任也、舉也 ”；去聲證韻詩證切，
“勝負、又加也”。
簡帛文獻中，“勝”與“覃”“乘”“賸”“媵”“朕”通假：
“《周南》：《關雎》《葛勝（覃）》。”
 勝通覃（平聲）１ 例：《燕禮》：
“人不乘（勝）害。”
 勝與乘（平聲）２ 例：例如《命訓》：
“8 蕤删賸（勝）。”
 勝通賸（去聲）１ 例：《北蒼·耕》：
“升勝（媵）觚于公。”
 勝通媵（去聲）４ 例：例如《燕禮》：
 勝與朕（上聲）２９ 例：例如 《帛乙老子 · 德經 》：“天下之交，牝恒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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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朕（勝）牡。”
經籍舊注中“勝”有異文 “稱”，例如 《周禮 · 考工記 · 弓人》“角不勝
幹”，鄭玄注“故書勝或作稱”。
“勝負”義的 “勝 ”，直到梁，在韻文中都與平聲字押韻，例如 【兩晉 】
｛平聲｝陸雲《九愍·改志》澄陵凝勝，《四言失題》升登勝徵；【宋】｛平聲｝
鮑照《與謝尚書莊三連句》澄勝凝興，《代白頭吟》繩冰仍興勝蠅凌升稱憑
膺；【梁】｛平聲｝江淹《恨賦》陵興乘膺勝。雖然簡帛通假中“勝”與平聲字
的關係不明顯，而且通“朕”有 ２９ 例之多，但韻文的例子不少，所以本文認
爲“勝”上古可能是平聲字。
２５． “犯”：《廣韻》上聲梵韻防錽切，“干也、侵也”。
簡帛文獻中，“犯”與“; ”“範”“笵”“乏”通假：
“恥則; （犯）。”
 犯通; （上聲）６ 例：例如《從政》：
“晉文公有子範（犯）。”
 犯通範（上聲）２ 例：例如《良臣》：
“其年老長而數笵（犯）大戰者。”
 犯通笵（上聲）１ 例：《曲將》：
“毋乏（犯）吾禁。”
 犯通乏（入聲）２ 例：例如《正亂》：
從通假材料看，“犯”主要通上聲字。韻文材料只有上聲 １ 例：【兩晉】
｛上聲｝《山海經圖贊·中山經·橘柚》噉慘犯。因此本文認爲“犯”上古是
否爲平聲字存疑。
２６． “貺”：《廣韻》去聲漾韻許訪切，“賜也、與也”。
簡帛文獻中，貺通況（去聲）１ 例：《燕禮》：“君況（貺）寡君多。”
“貺”作爲韻腳的例子不多，例如【東漢】｛去聲｝班固《竇將軍北征頌》
曠貺【宋】｛平聲｝顔延之《應詔宴曲水作詩》尚貺望嶂 【梁】｛去聲｝《燕射
歌辭·三朝雅樂歌 · 介雅 》尚漾貺 【北周 】｛去聲 ｝《周宗廟歌 · 皇夏 》
鬯貺。
除顔延之詩中的 “尚”“望”可能爲平聲外，其他幾例 “貺”與去聲字押
韻，所以“貺”上古是否爲平聲字存疑。
２７． “憲”：《廣韻》去聲願韻許建切，“法也”。
簡帛文獻中，“憲”與“害”“悍”“倝”“曷”“蓋”通假：
 憲通害 （去聲 ）５ 例：例如 《天下至道 》：“將欲治之，必害 （憲 ）
其言。”
“憲（悍）傲驕倨，是謂雄節。”
 憲通悍（去聲）１ 例：《雌雄節》：
“故常不利，邦失倝（憲）常。”
 憲通倝（去聲）１ 例：《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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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曷（入聲）１ 例：《尹至》：“咸曰：< （曷）今東陽不章？”
入聲）１ 例：《季桓子》：“< （蓋）君子聽之。”
 < 通蓋（去、
韻文的例子比如【三國】｛去聲｝應璩 《百一詩五》獻亂憲弁焕亂；【兩
晉】｛平聲｝張華《尚書令箴》憲官愆，｛去聲｝傅咸《御史中丞箴》環焕憲慢，
左思《魏都賦》宴戰卷憲變勸賤衍；【宋】｛平聲｝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媛
憲；【北周】｛去聲｝庾信 《喜晴應詔敕自疏韻詩》建販傳憲堰怨辯獻巽寸
悶萬。
從通假看，“憲”與去聲字的關係密切；韻文中“憲”押平聲的例子不多，
押去聲的例子從三國就一直存在，因此本文認爲 “憲 ”上古是否爲平聲
存疑。
２８． “罪”：《廣韻》上聲賄韻徂賄切，“《文字音義》云：辠從自辛也”。
簡帛文獻中，“罪”的通假材料不反映聲調信息。經籍舊注也没有相關
資料。韻文中，“罪”與上聲押韻，例如【前漢】｛上聲｝劉徹《瓠子歌》罪水；
【陳】｛上聲｝徐孝克《天台山修禪寺智顗法師放生碑銘》罪賄倍。因此，上
古“罪”是否是平聲字存疑。
２９． “鷞 ”：《廣韻 》平聲陽韻色莊切，“同鸘 ”；上聲養韻踈兩切，
“鷞鳩”。
簡帛文獻中，“鷞”通 “相”（平、去聲）１ 例：《反淫》：鳶雞鷫相 （鷞）。
《篆隸萬象名義》只有平聲 “疏良反”一讀。由於資料太少，“鷞”在上古是
否爲平聲存疑。
３０． “鎮”：平聲真韻陟鄰切，“戍也”；去聲鎮韻陟刃切，“壓也”。
簡帛文獻中，“鎮”與“貞”“闐”“寘”通假：
“化而欲作，將貞之以亡名之樸。”今
 鎮通貞（平聲）１ 例：《老子》甲：
本貞作鎮。
 鎮通闐（平、
去聲）２ 例：例如《帛乙老子·道經》：“化而欲作，吾將
闐（鎮）之以無名之樸。”
 鎮通寘（去聲 ）１ 例：《北大老子 》：“化而欲作，吾將寘 （鎮 ）之以無
名之樸。”
經籍舊注中，“鎮 ”有去聲字 “瑱 ”和平聲字 “填 ”異文，或音平聲字
“珍”，例如《周禮·春官·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鄭玄注 “故書
鎮作瑱”。《左·昭公十五年》“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漢書·五行志》作
“填撫”。《禮記·玉藻》“凡君召以三節”注“鎮圭以徵守”，《釋文》引徐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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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珍”。
“鎮”作爲韻腳的例子比如 【北周】｛去聲｝庾信 《終南山義谷銘》鎮仞
韻根源門。由於“鎮”材料數量少，因而上古是否爲平聲字存疑。
上文提到，唐作藩先生《上古音手册》標注異調字時，參考了江有誥及
周祖謨先生的研究，在具體標調時，唐先生又有甄選，與周先生的結論有不
同之處，比如“上”“憲”二字，歸上聲，“葬”“僭”“降”“翰”“議”“犯”“貺”
“罪”等字，同中古聲調。唐先生歸調的原因，手册没有標明，周、唐的差異，
唯有留待日後再論。

四、字調流變的原因及聲調源於韻尾假説
通過上節的討論，本文以爲字調流變是確實存在的語言現象，周文的
結論大部分是成立的。根據中古韻書，可將這些古今異調字分爲三類：第
一類爲多音多義字，比如“乘”“降”等；第二類爲意義區别不明顯的多音字，
比如“衆”“翰”等；第三類爲單音字，比如“慶”“信”等。第一類字聲調流變
的原因，應與變調構詞這一古漢語的構詞法有關。孫玉文 （２０００：３６１
４３６）認爲變調構詞是漢語口語的反映，
早自上古漢語已經存在了。周祖謨
（１９４６ ／ １９６６）討論四聲别義時，已經提到了 “乘”“上”“勝”“降”等字。那
麽，就這些字來説，雖然其兩個聲調之間也存在一先一後的時間差，但兩個
聲調不是語音上的演變關係，就是説後一個聲調不是前一個聲調演變的結
果，而是由變調構詞這一構詞法造出的新調。第二類字不常見的讀音應就
是經籍舊注的古音，這是《廣韻》存古性質的體現，比如“衆”的平聲一讀，在
中古的實際語言中，並非與去聲一讀同時並存，平、去聲之間是一先一後的
歷時語音演變關係。第三類字到中古仍爲單音字，其聲調演變的原因也應
當從語音上加以解釋。
根據王力（１９８５：７３）的主張，上古聲調首先分爲舒聲和促聲兩大類，上
古平聲是舒聲高長調，上聲是舒聲低短調，長入（去聲）是促聲高長調，短入
是促聲低短調。在這一學術框架裏，可以嘗試對字調流變作如下解釋：平
聲和上聲都是舒聲調，由於某種原因，“享”“饗”等由高長調變成低短調，就
在舒聲調兩類之間發生了調類轉移，由平聲變成了上聲；平聲和長入 （去
聲）都是高長調，當長入失落塞音尾後，平聲與長入（去聲）之間少了舒與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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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隔閡，由於某種原因，“慶”“信”等就由平聲轉入了去聲。我們也可以從
調值演變的角度，考究一下字調流變的原因。唐代以後的漢語聲調，通過
歷史文獻考證得出的最可靠的分析當屬賴惟勤 （１９５１）一文。賴文認爲陰
平是高降調，陽平是低降調，上聲是起音中等的微升調，去聲起音較低，升
調明顯，陰入起音較高，是平調或微降調，陽入起音較低，是平調或微升調。
平山久雄（１９８４）據現代方言比較得出了大致一致的結論：陰平 ４２、陽平
１１、
上聲 ４３５、陰去 ３５、陽去 ２４，陰入 ｘ１，陽入 ｘ２。平山久雄（１９９１）認爲上
古漢語的四聲爲平聲 ４４ ／ ４３、上聲 ３５、去聲 ３１、入聲 ３１，漢語聲調的演變存
在 １１＞３３＞ ４４ ＞ ５５ ＞ ５３ ＞ ５１ ＞ ３１ ＞ １１ ＞ １３ ＞ ３５ ＞ ５５ 等這樣一個 “調值變化的環
流”。依照平山先生此説，上古平聲高平調 ４４ ／ ４３ 到中古陰平高降調 ４２，只
經歷了一個階段 ，上古上聲 ３５ 到中古 ４３５，大致没有發生變化，上古去聲
中降調 ３１ 到中古高升調 ３５ 則經歷了 ３１＞１１＞１３＞３５ 三個階段（如將 １３ 與
３５ 算一類，
則是兩個階段）。據此主張，上古的平聲與上聲都具有 “高調”
的語音特征 ，由於某種原因，“享”“饗”等字從平聲字向中古演變的序列
中脱離出來，仍保持“高調”的特征，就轉入了上聲調；上古的平聲與去聲差
别很大，前者是高調，後者是低調，從變化上看，去聲從降調變成了升調，變
化也比平聲大，上文討論的異調字，有些晉時出現去聲調，有些則晚至南北
朝中後期，從上古音到中古音時間跨度有一千多年，兩晉至南北朝時期，按
理去聲不可能還是低降調，應該已經開始了轉化爲升調的過程，而平聲則
應處於由高調變爲低調的緩慢的變化過程，由於某種原因，“慶”“信”也保
持“高調”的特征，加入了去聲演變的行列。這“某種原因”到底是什麽呢？
我們發現這些異調字大部分都屬陽聲韻，實驗語音學的研究表明，在感知
上，鼻化後的高元音聽起來比相對的口元音低，而鼻化後的低元音聽起來
比相對的口元音高，元音鼻化後，其感知空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ｖｏｗｅｌ ｓｐａｃｅ）也比
非鼻化元音小（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０３：１６５）。然而鼻音韻尾對音節音高有何影響，
尚缺乏研究。這一問題，只能佇候方家賜教了。
拙文（２０２０）指出，聲調源於韻尾假説，其爲上古漢字構擬何種後置韻
尾，基本由中古的四聲分類而推定。也就是説，上古後置韻尾與中古四聲
①

②

即 ４４＞５５＞５３，如平山先生所言，數字代表相近的調值，４４ 與 ５５ 可並作一個高平調，５３ 與 ４２ 也
算一類，都是高降調，所以是一個階段。下述上聲和去聲的情況類似。
上聲都是舒聲類，平山先生的平、上聲都是高調類，在大類的歸屬上，二人是相
② 王力先生的平、
同的。
①

·２６４· 早期中國的經典與語言———《嶺南學報》復刊第十五輯

環環相扣，中古是平聲的，在上古必得構擬 尾，中古是去聲的，在上古必
得構擬ｓ 尾，不容上古是平聲，中古卻變作去聲這種例外存在，因爲依照該
假説， 尾不能使音高下降，故無法演變爲中古的去聲。本文的討論，更增
强了我們對這一看法的信心，聲調源於韻尾假説難以解釋字調流變現象。
致謝：
本文曾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嶺南大學中文系主辦的 《嶺南學報》
復刊學術會議之八“早期中國的經典與語言”學術研討會上宣讀，與會
汪春泓、馮勝利、徐剛、汪鋒、趙彤諸先生就有關問題的討論讓作者獲
益良多。匿名審稿人不僅指出了文中引用材料的疏漏，還對拙文的一
些表述提供了修改意見。謹向以上諸位致以誠摯的謝意！
（作者單位：寧夏大學人文學院；嶺南大學中國語文教學與測試中心、
陝西師範大學語言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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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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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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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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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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