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籍整理的規範問題 

——以敦煌文獻為中心 

南京師範大學  黄征 

 
 

學術研究的規範問題，無疑是目前全社會嚴重關注的問題。不過

大家最關注的只是道德層面的問題，也就是“學術腐敗”的問題。這

個問題我們雖然可以提建議、提方案，但主要還是自上而下嚴加約束

的問題。我這裏談的主要是我們自己能夠“說了就算”的敦煌文獻校

錄整理的一般規範問題，希望有助於敦煌文獻學研究“行規”的建

立。 

 

  ᇬ   ⅙              

什麼是“古今字”？以前的學者大多只作說明而不作定義，例如

王力《古代漢語》第一冊《古漢語通論（六）——古今字，異體字，

繁簡字》
1
 、洪成玉《古今字》

2
等都是。我覺得語言學的研究必須對

每一個術語作出明確的定義，否則易生歧義，不利於進一步深入探討

和展開廣泛討論，更不利於推廣使用。我的定義是： 

古今字是一對或一組為了區分一字多義現象而形成的古本字

與後起字的關係字。 

這個定義也許還不夠精確，我期待商榷與訂補。首先，“古今字”必

                                                        
1 中华书局 1999 年 5 月第 3 版，170-178 页。 
2 语文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出版。 



須是一對或一組互相對照的字，不能單獨應用“古字”或“今字”的

概念；其次，“古今字”必須是先後產生的、用來區別一字多義現象

的字，因此也稱為“古字”、“古本字”與“後起字”；再其次，一

個“古字”既可以只有一個“今字”，也可以有兩個或多個“今

字”，例如“辟”與“避”、“僻”、“譬”、“闢”等字都是古今

字關係。 

例如某書《錄文校勘體例》：“古今字、異體字、正俗字、武周

新字一律改為標準繁體字，不出校記。原文筆誤、筆劃增減及變體者，

徑直改為正字，不出校記。”按：“古今字”是指產生時代有先後的

異體字，如“云”、“雲”，“弟”、“第”，“或”、“惑”，“知”、

“智”，“道”、“導”，“內”、“納”，等等，各組前一字為古

字，後一字為今字，“古”、“今”是相對時間概念，故“今字”又

稱“後起字”。古字不可徑改為今字，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今字是

古字的兒子、孫子。在未有兒子、孫子之時，當然也就無法讓兒子、

孫子去頂職；即使有了兒孫，四世同堂，事情輪到誰做還該誰做，不

該剝奪長輩的權利。例如該書第 34 頁《天竺國菩提達摩禪師論一

卷》：“何名‘安心門’者？由常看守心故，熟看諸境種種相貌，一

切境界悉知不從外來。”該頁下校記雲：“‘熟’，底本作‘孰’，

據文意改。”按：“孰”是“熟”的古字，《說文》：“孰，食飪也。

《易》曰：‘孰飪。’”段玉裁注：“後人乃分別熟為生熟、孰為誰

孰矣。曹憲曰：‘顧野王《玉篇》始有熟字。’”王力先生主編的《古

代漢語》把“孰、熟”作為例子列在該書《古漢語通論•古今字》一



節中。既然底本作“孰”，我們就應尊重原卷，怎麼可以“據文意改”

呢？這是違背古籍校勘的基本原則的。佛教禪宗主張“頓悟”、“不

立文字”，亦即“六經注我”，但我們整理禪宗的著作時卻不能用禪

宗的思想來指導，而要恪守傳統樸學的原則。按照該書體例古今字

“不出校記”而徑改通行繁體字，但書中還是大量出校了。我們未能

目睹北圖新編號卷子，不知是否有很多古字被徑改而未出校記，如果

那樣就糟了。該書中徑改古字的例子很多，如第 54 頁注⑤：

“‘惑’，底本作‘或’，據文意改。”“或”是“惑”的古字（也

有定為假借字的）。第 66 頁注①：“‘譬’，底本作‘辟’，據文

意改。”“辟”是古字，後分化出“避”、“擗”、“僻”、“劈”、

“譬”等後起字。第 331 頁注④：“‘瘥’，底本作‘差’，據文意

改。”第 362 頁注①②：“‘瘥’，底、甲、乙、丙、丁、戊本作‘差’，

據文意改。”按：“差”即“瘥”之古字，猶如“愈”是“癒”的古

字一樣，古今用“差”、“愈”、“減”、“損”等表示程度變化的

詞來表示病情減弱、痊癒，因而寫作“差”是一絲一毫都不錯的。《方

言》卷三：“差，愈也。南楚病癒者謂之差。”《後漢書•方術傳•

華佗》：“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差。”是其明證。當一個字

各種本子寫法完全相同時，我們要校改它應十分謹慎，而不足以“據

文意改”。這種妄改古今字的現象，在此前的敦煌文獻錄文中最為習

見，同時最不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如果有哪一個古字沒有被改或用括

弧括出來，如“差（瘥）”，反而可能招致怪笑。因此，這個問題是

不能不說的。作為一種既能“整舊如舊”，又能不使讀者疑惑的方



法，我們在遇有古今字情況時，可以出校記注明一下，起碼第一次出

現時可以這樣做。 

為了便於理解，我舉些例子加以說明（在前者為古字，在後者為今

字）： 

 說悅 孰熟 赴訃 縣懸 共供 知智 昏婚 責債 舍捨 

 元原 屬囑 嘗嚐 辟避 田畋 陳陣 竟境 大太 賈價 

 弟悌 隊墜 道導 藏臓 息熄 要腰 寫瀉 風諷 居踞 

 求裘 取娶 景影 反返 曼蔓 新薪 或惑 須鬚 坐座 

 禽擒 監鑑 夏廈 聽廳 其箕 孚孵 柬揀 卷捲 名銘 

 牙芽 爭諍 敬警 差瘥 全痊 兩輛 字牸 屋幄 甘苷 

 畜蓄 介界 唐塘 辰晨 夕汐 句鉤 告誥 閣擱 支枝 

 亨烹 云雲 五伍 十什 百佰 千仟 北背 童僮 專磚 

号號 左佐 右祐 為偽 轉囀 到倒 魚漁 回迴 希稀 

古故 奉俸 熏薰 亭停 解懈 象像 叉杈 申伸 志誌 

頃傾 厲礪 頻顰 府腑 升昇 益溢 莫暮 然燃 原源 

受授 任妊 采採 杖仗 創瘡 弟第 荼茶 祝咒 獸狩 

更完整的古今字字表，以及各字之间的古今关系，可以参阅洪成玉先

生的《古今字》一书，此不详述。 

 

二、 俗字改正字而古今一致簡體字可保留 

“俗字”就是不規範的異體字，在與今簡化字的對比中可以

區分為三類：一類是完全不同的，一類是有點相似的，還有一類



是完全相同的。例如敦煌寫本中“万”、“无”、“乱”、“礼”

等字就與今天的簡化字完全相同。由於如今電腦中繁體字、簡體

字（包括簡化字）都在一個字形檔中共存，互相不會混淆，因此

在校錄敦煌文獻的時候應該可以保留古今完全一致的簡體字。以

往我們強調把敦煌俗字全部校錄成通行繁體字，那完全是出於對

排版困難的考慮。 

何爲俗字？衆說紛紜。爲了不把討論重心偏移到枝節問題上去，

我們只引用幾家有代表性的觀點。《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
3
“俗

體”條(未收“俗字”條)：“俗體(vulgar form)指民間手寫的跟字書

寫法不合的漢字字體。例如，盡作尽，備作俻、答作荅，覓作覔、變

作变，敵作敌，顧作顾，獻作献。俗體字從六朝已入碑刻，到隋唐時

代俗體字更加增多。俗體字最大的特點是改變筆畫，而有的字聲旁也

有更改。如燈作灯，墳作坟，驢作驴，遷作迁等字都是俗體。唐代顔

元孫《干祿字書》和王仁煦的《刊謬補缺切韻》裏所收俗體字極多。

宋元以後在戲曲小說刻板書裏還經常應用一些俗體字，其中很多字一

直到現在還在應用，有不少已作爲正式的簡化字。”按：字之俗、正，

並非用字書作爲標準來判別的，字書所收的字大多從前代展轉抄襲而

來，未必與各時代所規定的正字相合；俗字也並非都是手寫體，晚唐

五代宋初的敦煌刻本中同樣充斥着俗字。因此，這個解釋有錯誤，不

足以用來作爲“俗字”的定義。《漢語大詞典》
4
“俗字”條：“即俗

體字。舊時指通俗流行而字形不合規範的漢字，別於正體字而言。北

                                                        
3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8 年出版，該條由周祖謨先生撰寫。 
4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齊顔之推《顔氏家訓·雜藝》：‘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

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這裏指出

了“俗字”是“不合規範的漢字”，但是說是“舊時”，又說是“通俗”，

都存在着問題，不足以用來給俗字下現代語言學上的定義。《辭源》
5

“俗字”條：“在民間流行的異體字，別於正體字而言。”按：把“俗

字”限定在“民間流行”是很片面的，事實上文人墨客、王公貴族也

照樣要寫俗字。《辭海》
6
“俗字”條：“異體字的一種。舊稱流行於

民間的多數爲簡體的文字爲俗字，別於正字而言。區分正和俗的標

準，往往隨時代而變遷。”按：把“俗字”的特徵定爲“多數爲簡

體”，顯然沒有觸及本質問題，而且同樣具有片面性。敦煌俗字既有

簡化又有繁化，數量之比也還不足以說明簡化者占絕大多數。《中文

大辭典》“俗字”條：“謂通俗流行之字，別於正字而言。”（與舊

版《辭海》相同）
7
按：“通俗流行”者不僅是俗字，而且是正字。

我們現在的印刷品用的都是“通俗流行”的文字，然而卻是正字。業

師蔣禮鴻先生《中國俗文字學研究導論》
8
：“俗字是對正字而言的。

所謂正字，從顔元孫的話來看，可以有下列的意義：第一，是‘有憑

據’；而所謂‘憑據’者，實在是‘總據《說文》’，就是說合於前

人所認識的《說文》裏的六書條例。第二，是不‘淺近’，用於高文

大冊，是有學問的文人學士所使用的。第三，在封建社會中，這種統

治階級所使用的‘正字’，是被認爲合法的，規範的。那麽，俗字者，

                                                        
5 商務印書館 1979 年出版。 
6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7 《中文大辭典》，臺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 1979 年出版，其說源於中華書局 1936 年出版的《辭海》。 
8 原刊於《杭州大學學報》1959 年第 3 期，後收入《蔣禮鴻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8 月出版。 



就是不合六書條例的（這是以前大多數學者的觀點，實際上俗字中也

有很多是依據六書原則的），大多是在平民中日常使用的，被認爲不

合法的、不合規範的文字。應該注意的，是‘正字’的規範既立，俗

字的界限纔能確定。”這是迄今爲止對俗字概念最早作科學分析與定

義的，也沒有人能夠真正突破其精要，尤其是揭示了“不合法的、不

合規範”的問題關鍵。裘錫圭先生《文字學概要》
9
第四章《形體的

演變（上）：古文字階段的漢字》“商代文字”下：“我們可以把甲

骨文看作當時的一種比較特殊的俗體字，而金文大體上可以看作當時

的正體字。所謂正體就是在比較鄭重的場合使用的正規字體，所謂俗

體就是日常使用的比較簡便的字體。”按：這裏說的“俗體字”，雖

然也關係到我們討論的俗字，但是主要講的是“書體”的問題，是將

整個甲骨文看作金文的“俗體”。郭在貽師、張涌泉師兄合撰《俗字

研究與古籍整理》一文
10
：“所謂俗字，是相對於正字而言的，正字

是指得到官方認可的字體，俗字則是指在民間流行的通俗字體。關於

正字和俗字，唐朝的顔元孫曾作過如下表述：‘所謂俗者，例皆淺近，

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倘能改革，善莫能

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箋啓、尺牘、判狀，固免詆

訶。所謂正者，並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爲允

當。’在這段話中，顔元孫闡明了正字、俗字以及通用字的特點及其

使用範圍。他認爲俗字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種淺近字體。他所謂的

‘通者’，其實也是俗字，只不過它的施用範圍更大一些，流沿的時

                                                        
9 商務印書館 1988 年 8 月出版。 
10 見《古籍整理與研究》第 5 期，1991 年。收於《郭在貽語言文學論稿》，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間也更長一些。換句話說，顔元孫所謂的‘通者’，就是承用已久的

俗字。”按：這裏把俗字的主要特點和基本範圍都作了比較準確的說

明，尤其是指出了“俗字”、“正字”是相對而言的，即判別俗字的

參照系是正字；正字是得到官方認可的字體。但是，“俗字”是“……

的通俗字體”，意思就比較含糊了。其實，漢字本身並無通俗與不通

俗之分，古人說的“例皆淺近”明顯帶有鄙視之意。而且，這個解釋

仍然不是以下定義的方式來解釋“俗字”的，沒有把所有應該考慮的

方面都考慮進去。張涌泉《敦煌俗字研究導論》
11
第一章《緒論·俗

字的定義》：“漢字史上各個時期與正字相對而言的主要流行於民間

的通俗字體稱爲俗字。”作者在其定義之下又作四條闡釋，一曰“俗

字存在於漢字史上各個時期”，二曰“俗字具有時代性”，三曰“俗

字主要流行於民間”，四曰“俗字是一種通俗字體”。按：第一、第

二條，我的觀點一致，不煩多說。第三條“俗字主要流行於民間”，

雖然強調了有“主要”二字作爲限定語，但是並不能起到多少糾偏作

用。近、現代以來，人們往往認爲語言文字都是下層民衆創造的，因

而俗字不僅産生於民間，而且主要流行於民間。其實語言文字作爲人

際交流的工具，它主要具有的是社會性而不是階級性。因爲每個階層

的人，不論是普通百姓還是王公貴族、文人墨客，在社會生活中都得

說話、寫字，都得與人交流，所以都得使用約定俗成的、互相認可的

語言文字，不然就會造成交流上的困難。這就是連同古代著名書法家

也不能免俗的根本原因。如果說“俗字主要産生於民間”，那是肯定

                                                        
11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6 年 8 月出版。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出版的《敦煌俗字研究》上編與此

名稱、內容略同，故本文不另具引。 



的；但是要說“俗字主要流行於民間”，就不確切了。與此相比，第

四條“俗字是一種通俗字體”就更成問題了。因爲在俗語言學中，

“俗音”、“俗語詞”、“俗語法”與“俗字”等術語，雖然都有一

個“俗”，但是“俗”的內容與方式方法卻各不相同。我在 1993 年

作的博士學位論文中曾經在不同的章節中分別作出各術語的定義：

“漢語俗字是漢字史上各個時期流行於各社會階層的不規範的異體

字。”“漢語俗音是漢語語音史上各個時期流行於社會各階層口語中

不規範的讀音。”“漢語俗語詞是漢語詞彙史上各個時期流行於社會

各階層口語中的新産生的詞語和雖早已有之但意義已有變化的詞

語。”“漢語俗語法是漢語史上各個時期流行於社會各階層口語中的

不規範的詞法和句法。”並且作過這樣的辨析： 

從現代語言學的眼光來看，所謂“俗字”、“俗音”、“俗語詞”

以及“俗語法”(此稱前賢似未提過，但我認爲值得提出)之類概念

中的“俗”都不能用“粗俗鄙俚”這麽樣的話所能解釋的。漢語

中的“俗字”就是各時期社會上流行的不規範的文字，“俗音”

就是各時期各方域社會上流行的不規範讀音，“俗語法”就是各

時期流行於社會上的不規範的語法(不符合文言的語法，這裏爲俗

字、俗音、俗語法所下的還不是完整的定義)，“俗語詞”則如前

文所下定義。如果將這些個“俗”都理解爲“粗俗鄙俚”，那“俗

字”就得解作“粗俗鄙俚的字”，“俗音”就得解作“粗俗鄙俚

的音”，等等，在邏輯上根本講不通。 

我認爲一切俗字都是異體字，俗字是異體字中的主體。只有一個字形



的字只能是正字，不存在它的俗字，不管它的構造多麽“俚俗”或

“通俗”。反之則不然。異體字並非都是俗字，異體字還包括古今字

中的古字或今字、繁簡字中的繁體字或簡體字、簡化字，甚至正字中

的另一個。我在《漢語俗語詞通論》第五節《俗語詞與俗字的關係》

中曾經對漢語俗字的定義作了如下說明： 

在這個定義中，我加上了“漢字史上各個時期”的限定語，

因爲俗字實際上在甲骨文、金文中已經出現，一直到現在還在廣

泛流行，這中間可以說幾乎沒有絕迹過(只有秦始皇時期曾嚴令書

同文並得到很好的遵守，算是例外)；我還加了“流行於社會各階

層”的限定語，這是因爲俗字實際上不僅普通老百姓在使用，而

且官吏、文人、書法家等具有高層文化修養的人也都在使用，根

本已經無法用“民間”、“俗間”之類的狹窄範圍來框定了。俗

字在本質上是一種異體字，只是異體字中的一部分。有的字古人

注曰“皆正”，說明異體字中也有被定爲正字的，不完全是俗字，

這 樣 我 們 便 有 必 要 在 “ 異 體 字 ” 前 加 上 “ 不 規 範 ” 的 限 定

語。…… 

這個定義及其闡釋我今天仍然認爲是正確的，所以再一次提出來加以

強調。
12
蔡忠霖《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及其現象》

13
所作定義與此比較相

近：“寫法有別於官方制定之正字，乃經約定俗成而通行於當時社

會，且易隨時、地不同而遷變之簡便字體。”但是歸結爲“簡便字

                                                        
12 我的博士學位論文《漢語俗語詞通論》，導師蔣禮鴻先生，漢語史訓詁學方向，1993 年６月在原杭州大

學通過答辯，曾在小範圍內交流，教育部存檔可以查閱。由於迄今尚未出版，一般讀者可能不知道我

的觀點。 
13 臺灣文津出版公司 2002 年出版。該書頗爲精詳，所惜大陸讀者見者不多，我也只是近日方得寓目。 



體”，恐怕仍然難以揭示俗字的本質。俗字包括《干祿字書》所定

“俗”、“通”兩類，“通”爲流行已久的俗字，其主要來源是魏晉

南北朝時期的最通行的字形，在顔之推的《顔氏家訓·雜藝》中曾經

有所評述：“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

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

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朝野翕然，

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

逐便轉移。爾後墳典，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

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

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遍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

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洎於齊末，秘書繕寫，賢於往日多

矣。”正是這種“朝野翕然，以爲楷式”，使得某些具有創意的書法

家、文字學家以及社會各界的應用者所創造或改造的字形得以攀昇爲

通行之字，得以流行於隋唐五代宋初。字分“俗”、“通”、“正”

三等，這是《干祿字書》的核心理論，用於小篆以後的各種字體字形，

具有很高的科學性與實用性。其主要劃分依據是所使用的文體與其嚴

肅性程度。字又有“並正”、“並通”、“並俗”者，所以俗字固然

可以異構紛陳，即使正字也可以不止一個。只是正字即便有兩個並立

者，都是規範異體字；俗字縱有百十並立者，都屬於不規範異體字。

字有規範、不規範之別，而無“文雅”與“通俗”之辨。這是國家“書

同文”政策所決定的。不過時有古今，字有遷革，昨日的俗字有的變

成了今日的正字，《說文》的正字有的變成了《龍龕手鏡》的俗字，



正、俗往往隨時代的變遷而地位有所變遷；何況在秦代的小篆與今日

的簡化字之外，中間大約有二千年時間跨度，歷代並未頒佈完整的正

字法令。因此“俗字”的判別，由於它的參照系難以確定而必然有其

難度，我們現在說的“俗字”有比較大的模糊性，並非都有字典辭書

或古代聖哲的注解作爲依據。學者們判別俗字的正字參照系，實際上

是現在的通行繁體字。然而不管怎樣，“俗字”永遠跳不出“異體

字”的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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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研 008《維摩詰經》：“行戒以慈與惡戒眼。”[正字] 

  浙敦 193《妙法蓮華經·見寶塔品》：“如是等衆惡。” 

  P.2536《春秋榖梁經傳》：“斥言桓公以惡莊也。”“鄭棄其



師。惡其長也。” 

 S.388《正名要錄》：“右依顔監《字樣》甄錄要用者，考定折

衷，刊削紕繆。”…… 

 S.388《正名要錄》：“右正行者揩（楷），脚注稍訛。” 

  津藝 3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七》：“斷除一切諸惡道。” 

  津藝 22《大般涅槃經卷第四》：“如人噉蒜，臭穢可惡，餘人

見之，聞臭捨去。” 

  敦研 008《維摩詰經》：“□□（行无）比慈能卻眾惡。” 

  敦研 186《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二：“異道人無有善意來，

都盧持惡意來故。” 

  S.6825V 想爾注《老子道經》卷上：“不通道，好爲惡事，奈

何？”…… 

  敦研 004（2-1）《优婆塞戒经》：“……一者惡戒，二者无

戒。”…… 

  敦研 065（2-1）《佛說灌頂章句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世

間多有惡逆下賤之者。” 

 甘博 003《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第五：“如是眾多無量不淨

惡業罪人。” 

 敦研 241《佛說齋經》：“愚癡惡意，怒習悉除。” 

  敦研 208《優婆塞戒經》卷三：“復受惡色，短命貧窮。” 

  敦研 195《大方廣三戒經》：“為眾惡所害。” 



  敦研 195《大方廣三戒經》：“若身無惡業，口業亦無惡。”…… 

  敦研 185《佛說辯意長者子經》：“時惡念者在於深草中臥寐

不覺，車轢斷其頭。” 

  敦研 024（5-5）《大方等大集經》：“不以惡事加眾生故，得

髮色金精相。” 

 甘博 129《注維摩詰經》卷第三：“但爲佛出五濁惡世。” 

  敦研 152《大般涅槃經》：“復遇惡病即便命終。”…… 

  敦研 196 俗字《妙法蓮華經》卷第七《普賢菩薩勸發品》：“諸

惡重病。” 

  敦研 215《太子瑞應本起經》：“三十：漁獵怨惡，一時慈

心。”…… 

  敦研 105（5-1）《妙法蓮華經》：“有人惡口罵，加刀杖瓦石。” 

 S.6825V 想爾注《老子道經》卷上：“氣常欲實，心實凶惡。” 

 S.6825V 想爾注《老子道經》卷上：“儼若容謙，不敢犯惡。” 

 S.6825V 想爾注《老子道經》卷上：“見惡人誡爲說善。”…… 

 S.6659《太上洞玄靈寶妙經衆篇序章》：“探笇錄籍，推校本原，

无善无惡。”…… 

 敦研 361《佛經》：“又有婦狀如怨家，常惡見夫聟（壻）。” 

  敦研 127《大般涅槃經》：“二乘之人，亦復如是，增（憎）

惡無上大涅槃經。” 



  敦研 108（2-2）《大般涅槃經》：“菩薩摩訶薩，惡賤三覺，

不受不味，亦復如是。” 

按： 

此形爲“德”字手書右半，除去字形訛變因素外，似乎還有一點

會意在內（“德”去“人”爲“惡”）。此形主要存在於早期寫本

（隸書）中。裘錫圭先生《文字學概要》第七章《表意字》下《表

意字分類舉例》之六《變體字》：“‘ ’是‘德’字右旁的俗寫。

‘德’本是從‘彳’‘惪’聲之字，本義是‘昇’。‘惪’字從

‘心’‘直’聲（或以爲‘直、心’會意），是道德之‘德’的本

字。但是南北朝人有時卻把‘惡’寫作‘ ’。惡是德的反面，

去掉‘德’字的‘彳’旁來表示‘惡’，用意跟以‘ ’爲

‘ 礙 ’ 相類 （南 北 朝時 代 ‘惡 ’字 比 較 常見 的俗 體 是

‘ ’。……東漢碑刻上又有作‘ ’的‘惡’字，見楊君石

門頌等。這兩種‘惡’字的上半既有可能是‘亞’的訛形，也有

可能是‘ ’所從的‘ ’的訛形。東漢碑刻上的‘德’字

有時就寫作‘ ’，見張遷碑等。所以，以‘ ’爲‘惡’

有可能在東漢時代就已經開始了）。”（140 頁） 

又按曰： 

此即所謂“惡上按西”者，敦煌寫本中最爲常見。《顔氏家訓·書

證》：“……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爲‘舌’，‘揖’下

無‘耳’，‘黿’、‘鼉’從‘龜’，‘奮’、‘奪’從‘雚’，



‘席’中加‘帶’，‘惡’上安‘西’，……”可知“ ”字

早在南北朝時期已經流行。 

對於敦煌俗字，以往的學者大多是以鄙薄貶損的態度來描述

的。例如，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
14
上冊卷一《鳳歸雲》後校議：

“[抵制訛火]於此著明一要義：敦煌曲之寫本大都出於民間書

手，多是當時被奴役、被剝削者，工作受生活困苦之影響，無法

認真，筆下都欠忠實、嚴肅。對於字句、章解，每每任意增減、

省略，或改爲方音，傳之後代，影響太大，甚至造成文件上災難

性之損失，無從估計。本編特目‘書手之任意性無限大
•••••••••

’！隨在

告戒讀者。譬如野火，勢已燎原，撲滅不遑，何從守護？柳宗元

斥爲‘訛火’，戾同‘瘴氣’（原詩：“瘴氣恒積潤，訛火篜生

煆”），至爲切當！願今之校訂家於此，提高認識，持態嚴正，慎

重處理：在
•
‘訛火

••
’前，敢於變革，不存姑息

•••••••••••
。……”（60 頁）

15
這不僅是極端片面的觀點，而且是非常危險的理論。分明是自己

不認識敦煌俗字，卻誣言古人“筆下都欠忠實、嚴肅。對於字句、

章解，每每任意增減、省略，或改爲方音”，“‘書手之任意性
••••••

無限大
•••

’！”書手雖有種種任意性，但是絕非“無限大”，也根

本談不上危言聳聽的“訛火”。因爲這些書手抄寫出來的東西是

要給讀者看的，總得達到讓人看懂的要求，也就不能不按照“約

定俗成”的原則去抄寫。事實上，在閱讀過一批敦煌寫本原卷之

                                                        
14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出版。 
15 着重號皆原有，非引者所加。下同。 



後，我們發現其中有許多規律可尋，如改字、補字、勾乙、省略

等符號，頗有系統，尤其是俗字的變化，都不是“任意性無限大”

的。正如 P.3906 等卷《碎金》原序所批評的：“至於士大夫及轉

學之客，貪記書傳典籍之言詊，心豈暇繁雜之字？每欲自書，或

被人問，皆稱不識。何有恥之下輩，而慚顔於寡知？則有無學之

子，劣智之徒，或云俗字之不曉，斯言謬甚。今天下庶士同流，

庸賢共處，語論相接，十之七八，皆以協俗。既俗字而不識，則

言話之訛訑（原注：土戈反）矣。在上者固不肯錄而示之，小學

者又貪輕易而傲之。致使曖昧賢愚，蒙（庶）細無辯（辨）。……”

可謂古已有之，於今爲烈。更有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明明自己發

明了“訛火”的專用術語，卻要把柳宗元扯進來，好像早在中唐

的大文豪柳宗元就已經貶斥過俗字，把敦煌俗字一類的語言文字

應用現象痛駡爲“訛火”。我查找到了這首詩，在《全唐詩》卷

三百五十一（《柳宗元二》），題目是《同劉二十八院長禹錫述舊言

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署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

通贈二君子》，詩很長，這兒只摘取開頭與中間相關部分：“弱歲

遊玄圃，先容幸棄瑕。……梟族音常聒，豺群喙競呀。岸蘆翻毒

蜃，谿竹鬥狂犘。野鶩行看弋，江魚或共扠。瘴氛恒積潤，訛火

亟生煆。耳靜煩喧蟻，魂驚怯怒蛙。風枝散陳葉，霜蔓綖寒瓜。”

16
通過閱讀，我們不難看出，柳宗元寫的是風景，根本就與“書

手”、“俗字”不相干。而且《全唐詩》在柳詩的中間有夾註，

                                                        
16 見中華書局標點本第十一冊第 3925-3926 頁。 



“訛火亟生煆”下注解道：“訛火，野火也；煆，火氣。”說的

是點起野火以驅除瘴氛，“訛”並非“訛誤”之“訛”，卻被今

人活生生地拖來頂缸（柳曾被定爲“法家”人物，難怪會被拉作

大旗）。這種認定敦煌俗字是“訛火”的觀點，不僅是荒謬的，而

且是非常危險的。先把古人俗字說成是“訛火”，然後自己便堂

而皇之地進行大刀闊斧的“變革”——替古人改字。如云：“凡

範圍之內，書手任意所施之狡獪，已大致揭穿；亦經過種種疑眩、

困惑，感發甚深，然後抵製之决心，乃日益增長．．．．．．．．．．．．．。”（61 頁）“書

手誤寫者，改正；……”（《凡例》3 頁）“校訂總結：此首惟有

過片二句，既曰‘想’，又曰‘思量’，重複，尚待訂正；除此

而外，已通首妥溜，姑認爲原作原貌，他首有所不及。（“想”字

可改“恨”，連下句，便無病，惟尚待例證。）”（66 頁）“‘眼’

在原本竟寫作‘明’，書手雖不學，不至於‘艮’、‘月’不辨，

乃公然惡劣，玩弄‘訛火’。……”（223-224 頁）難怪王悠然

《序》稱“這部稿子……對所有嚴重的訛別字，也改正了十之八

九”！一部《敦煌歌辭總編》，原來就是一部有理論“變革”古人

文字的經典。爲了能夠比較清楚地說明問題，我們舉例來作分析。

《敦煌歌辭總編》卷一：“敦煌書手每沿六朝遺習，於字體化簡
••

爲繁
••

。如‘亻’寫‘彳’，‘ ’（[一二五三][一三○○]）‘ ’

（[○一四五]）等字乃紛起，不僅‘修’之爲‘ ’。進一步乃

有‘奸’之爲‘姧’，‘回’之借‘迴’，‘質’之爲‘女質’

（[○○二一]），‘狗’之爲‘ ’（[一二九三]）等。……化



簡爲繁，歎爲觀止！”（79 頁）又：“左加‘亻’旁，乃別字由

簡化繁之例：……茲因加強抵制書手之訛火，特就另一部分現象，

再爲揭露。”（155 頁）按：“化簡爲繁”是漢字變化的重要手

段之一，不僅俗字中司空見慣，就是古文字中、當今簡化字中也

都難免。例如“云”字繁化爲“雲”，“气”字繁化爲“氣”，

“責”字繁化爲“債”，“莫”字繁化爲“暮”，“舍”字繁化

爲“捨”，“万”字繁化爲“萬”，“梁”字繁化爲“樑”，

“敦”字繁化爲“燉”，“一”字繁化爲“壹”，“二”字繁化

爲“貳”，“辟”字繁化爲“僻”、“譬”、“闢”、“避”，

等等，不勝枚舉。由此來看，在敦煌俗字中找出一批“化簡爲繁”

的字形，並不足以令人“歎爲觀止”。“化簡爲繁”的現象，我

們稱之爲“繁化”，根據不同的構造方式或概括面的寬窄，分別

有“增旁字”、“增筆字”或“繁化字”、“累增字”等術語。

這種“繁化字”乃是敦煌俗字中非常普遍而又十分重要的類別，

不僅六朝以前已經很常見，而且隋唐五代以來也未消失，各個時

代皆約定俗成，暢行無阻，當時的人根本不認爲是什麽錯字，何

有“訛火”之嫌！又如《敦煌歌辭總編》卷一《破陣子》：“魚雁

山川鱗跡疏。和愁封去書。”（174 頁）“山川”原卷作“百水”，

“乙本亦作‘百水’”（175 頁），原校曰：“原寫‘魚雁百水’，

是此辭校訂方面之一大癥結，不易銷除。……朱本龍校謂四字‘當

作“鴻雁南來”’，甚是。……‘南來’之字形較近‘百水’，

是其所長；……‘舊編’乃改爲‘山川’，並提出‘關河’，供



參考。二者與‘百水’形均不近，是其所短（另有說，詳下）；……

冒本改‘魚雁由來鱗翼疏’，意合，惟‘由’之形亦不近‘百’，

並不如‘山川’之融渾。王集用孫貫文說：‘應作“白水”’，

但於義何在，無交代，於音又作二仄，亦未合。……茲姑用‘山

川’，續求他證。……知書手之訛火所至，無奇不有，大可推及

‘山川’寫成‘百水’也。……”（174～175 頁）文中所言“舊

編”，即同編著者之《敦煌曲校錄》，故改“百水”爲“山川”者

即其本人也。一個“百水”，諸多詞學高手不作敦煌俗字的考辨，

或猜爲“白水”，或猜爲“南來”，或猜爲“由來”，或猜爲“山

川”、“關河”，而根本不顧字形之殊異、音義之不合、假借之

非理，卻高聲呼喊“知書手之訛火所至，無奇不有”。按：“百”

字其實是“驀”別字“ ”之省。“ ”字《廣韻》音“莫白

切”，《玉篇·走部》：“ ，走皃。”《集韻·陌韻》：“ ，

越也。”《龍龕手鏡·走部》“ ，越也。今作驀。”是其音義

也。“ 水”即“驀水”，《敦煌變文校注》卷一《王昭君變文》

即有其例：“驀水頻過及勅戍，□□□（望）見可嵐屯。”（156

頁）“驀水”意即“渡水”。“驀”有“穿越”義，如《漢將王

陵變》：“二將驀營行數裏，在後唯聞相殺聲。”（67 頁）李賀

《送沈亞之歌》：“煙底驀波乘一葉。”引申之，不僅在陸地

“驀”，而且也在水上“驀”，甚至在水中“驀”。“魚雁百（ ）

水鱗積（跡）疏，和愁封去書”，“魚雁”在此爲近義複詞，以

其可以傳遞書信，故下句言“和愁封去書”。不管如何，學術研



究雖然都可以自成一說，但是都應該基於事實根據，符合邏輯推

理，而不是先定古人俗字爲“訛火”，然後自己便來肆意砍伐，

致使斧跡斑斑，滿目瘡痍。再如《敦煌歌辭總編》卷一《抛毬樂》：

“無端略入後園看，羞煞庭中數樹花。”（267 頁）任氏自我批

評道：“‘舊編’又謂王集改‘殺’爲‘煞’，誤！‘煞’是原

寫，非王氏改。‘舊編’未見原寫，而從所據之誤改‘殺’，反

謂‘煞’是改文，真如盲人瞎馬！”其實“煞”即“殺”之俗

字，依照任氏改俗爲正的習慣做法，正應改“煞”爲“殺”而不

必自斥“盲人瞎馬”。此乃不肯深究敦煌俗字生成原理之過，因

爲在《干祿字書》中已明確將“煞”標注爲“殺”之俗字，
17
而且

通過敦煌俗字衆多字形的排比，尤能顯示其演變軌迹：

- - - - - - - -

- 。這一點我們在本文開頭也已經提到了。 

然而，當我們以客觀公正的態度來看待敦煌俗字，從而進行

深入的考證，系統的分析，全面的收集整理，我們就會得出相反

的結論：敦煌俗字不是“任意性無限大”，更不是什麽“訛火”，

而是“豐富多彩”，并且“字字有來歷”——都有各自的生成原

理、變化過程、興衰歷史。敦煌俗字俗猶可耐，既是攔路虎又是

掌中寶。 

 

                                                        
17 關於任著，詳參拙文《〈敦煌歌辭總編〉校釋商榷》，《敦煌研究》1990 年第 2 期；《〈敦煌歌辭總編〉評

議》，《敦煌語文叢說》471～482 頁。 



三、 借音字可括注本字 

“假借字”有“本無其字的假借”和“本有其字的假借”兩

類，而“借音字”只指後者。清代訓詁學家王引之雲“……學者

改本字讀之則怡然理順，依借字解之則以文害辭”，可見破假借

意義重大。如果借音字照錄而不改不注，讀者可能看不出本字為

何，就按照借音字來理解；如果借音字直接改成本字，則古人本

有使用假借字的習慣，並非完全由於不識不知，而且今人改古人

易生妄改，改不勝改；如果借音字字字加注，則往往不勝其煩。

這三種情況都很糟糕。 

为了较好处理这个问题，我提出并一直在应用的方案是：容

易引起疑惑的借音字，作注解说明或考证；一般易于明白的借音

字，在借音字后直接加圆括弧并将本字填入其中。例如《敦煌变

文校注》第 1—611 页各篇的校录，我都应用了这个原则（当然也

有辨认不精的）。试举数例说明之： 

六雄競起，八□諍（爭）侵。（第 1 頁第 1 行） 

南與（以）天門作鎮，北以淮海為關。（第 1 頁第 2 行） 

開山川而[□](迴)軸，調律呂以辯（變）陰陽。（第 1 頁第 3

行後一句） 

又如某著《錄文校勘條例》第十條又云：“通假字第一次出現

時改為正字，出校記；以後徑直改為正字，不出校記。”此所謂

“通假字”即同音通假字或近音通假字，我們通常稱之為“借音

字”（這個術語見於《隋書•經籍志》）。借音字是古文獻的一種



普通的用字現象，從儒家經典、文人別集直至稗史小說，借音字

都是必不可免的。這是因為古人並不把借音字當作“白字”或

“錯字”，而是一種表音字元。例如“早晨”的“早”，從古到

今都存在，但是《史記》卻用“蚤”來代替它，我們不能因此就

說司馬遷不知“早”、“蚤”之辨。當然，借音字的使用，也有

所限定，正規的文言文古文獻中只容忍先秦兩漢通用的借音字，

不是隨便哪個同音字都可借代；通俗文獻中，尤其是敦煌吐魯番

文獻中，則完全打破此一陳規，凡是同音或二音極其相近即可互

代，因此有人說敦煌文獻是一種“表音文字”寫成的，雖然過於

肯定，卻也有幾分真實。對這些借音字，我們是不應抹煞的，可

以出注或用括弧括出它的本字，既不損原文，也不礙於今人通讀。

然而此書卻一一改掉了。例如該書第 41 頁：“慧日明朗，照自心

源。……慧日破諸闇。”第一個“慧”字下原校云：“‘慧’，

底、甲本作‘惠’，此處‘惠’、‘慧’相通，故正作‘慧’。

下同。”即改“惠”為“慧”，並在第二例及以後都徑改而不出

校記了。這種所謂的“正字法”是不妥的，我們通常只對俗字採

取正字法，將常用俗字改為正字，而對借音字、古今字等類文字

是從不徑改的。“惠”是恩惠意，“慧”是智慧意，但二字早已

形成借代規律，《列子》中愚公移山的典故就有“汝之不惠”語。

在敦煌寫本中，“慧”字罕用，通常都以“惠”來代替，分析起

來有兩個原因：一是“惠”、“慧”通假，古有慣例，不引起誤

會；二是“慧”字筆劃用毛筆寫易粘連，而代用“惠”字則筆劃



疏朗清晰。所以古人在用字問題上往往自有道理，我們不應替古

人改字。又如第 54 頁：“縱令義有多端，不表幽玄之意。”校記

云：“‘縱’，底本作‘從’，據文意改。”按：“縱”是縱橫

意，“從”是隨從意，但二字在作關聯詞表示“即使”意時則無

所分別，尤其是在古文獻中。例如《左傳•宣公二年》：“從其有

皮，丹漆若何？”“從”即同“縱”，先秦而然。又如第 113 頁

注①：“‘辨’，底本作‘弁’，據文意改。”同樣的校記又見

於第 135 頁、138 頁。按：以“弁”代“辨”，也是以簡代繁的

表音法，並非古人不知二字區別，敦煌寫本多有二字通假之例。

又如第 343 頁：“猶勝多聞百千萬倍。”校記云：“‘猶’，底

本作‘由’，據文意改。”按：“由”、“猶”借代，亦先秦而

然，並已形成慣例，不應徑改。再如第 362 頁：“為人沽酒，釵

梳落在井中。”校記云：“‘沽’，底本作‘酤’，據甲、乙、

丙、丁、戊本改。”同樣的校語又見於同頁校記④和⑨。按：“酤”

之與“沽”，同起於先秦，同盛於漢代，歷來都有買酒之義。據

《說文》所說：“沽”本義為河名，“酤”本義為“一宿酒”（一

夜釀成的酒），但《說文》在“酤”下又云：“一曰買酒也。”

可見“酤”比“沽”更有資格表示買酒之義，不得據眾本而改底

本。再如第 378 頁：“白氈千端，用將纏繞。……僧伽梨衣，疊

在棺側。”“疊”下校記云：“‘疊’，底本作‘牒’，據文意

改。”第 380 頁亦同有上文及校記。第 383 頁：“白氈千端，已

將纏繞。……僧伽梨衣疊在棺側。”“氈”下校記云：“‘氈’，



底、甲、丁本作‘疊’，乙本作‘ ’，丙本作‘緤’，據文意改。”

而“疊在棺側”之“疊”無校記。第 389 頁：“唯有僧伽離衣疊

著棺邊。”校記云：“‘疊’，底本作‘褺’，據甲、乙、丙、

丁、戊、己、庚本改。”按：以下眾例，“疊”字底本或作“牒”，

或作“褺”，都不應改。“牒”、“疊”都是“褺”的借音字，

《說文》：“褺，重衣也。”段玉裁注：“凡古云衣一襲者，皆

一褺之假借，褺讀如重疊之疊。《文選•王命論》‘思有短褐之

襲’，李注引《說文》：‘襲，重衣也。《王命論》本作褺。’

李注時不誤，淺人妄改《文選》耳。”在表示衣服的重疊時，“褺”

字是真正的本字。同上三處“白氈”之“氈”，前兩次出現時無

校記，第三次出現時出校，知底本及甲、丁本皆作“疊”，乙本

作“ ”，丙本作“緤”，無一本作“氈”，校者臆改。實際上前

兩例原卷也應同此而非“氈”字。《法顯傳》“竭叉國”下：“並

諸白 、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白 ”即“白 ”，亦寫作

“白緤”、“白疊”，《齊民要術》卷十“木綿”條：《吳錄•

地理志》曰：“交鼎安定縣有木棉，樹高丈。實如酒杯，口有緜，

如蠶之緜也。又可作布，名曰白緤，一名毛布。”《字彙》：“ ，

細毛布。《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繭絲如細纑，名曰白 子，

國人取織以為布，甚軟白。今文 作疊。”類似材料甚豐，足見白

疊、白緤、白 等皆一物，字不煩改，校作“白氈”乃大誤也。 

 

  ᇬ   幾  ㈓  力換㍔⒉   



“形误字”是指由于偶然的疏忽而写错字形的字。形误字与

俗字的区别在于：形误字是偶然笔误，俗字是约定俗成。一个字

如果经常写成某个字形，就只能是俗字；一个字的某个写法如果

只见一次，可能是形误字，也可能是俗字而我们少见多怪。如果

这个仅见的字形比较符合造字规律，尤其是并不混淆于某个别的

字，最好不要卤莽确定为形误字。例如“苦”写成“若”，当然是

形误字，因为“若”是另有音义的一个字；但如果“苦”写成以

下诸形就要算俗字了： 

  浙敦 027《大智度論》：“從地獄得脫，漸以三乘法，得

盡苦際。” 

  敦研 365《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五：“慈若是苦，苦即是

慈。” 

  敦研 311《修行本起經》卷下：“使吾本願成，除汝三世

苦。” 

  敦研 267《妙法蓮花經》卷第一：“若人遭苦，厭老病

死。” 

  敦研194《太子瑞應本起經》：“計身爲苦器，憂畏無量。” 



  敦研 152《大般涅槃經》：“[與所愛念人]天離別生大苦

惱。” 

  敦研 139《百喻經》：“人死爲苦爲樂？” 

  敦研 071《妙法蓮華經》：“不知苦本，深着苦因。” 

  敦研 031（5-1）《大般涅槃經》：“若趣諸行，是名死處，

受第一苦。” 

  敦研 115《金光明經》：“[亦過無量百千億那由他釋提]

桓因，以苦行力故。” 

  敦研 120（2-1）《大智度論》：“次生不苦不樂心。” 敦

博 072《妙法蓮花經》卷第四：“見一切人受諸苦惱。” 

  P.2305《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惡業現兮万死万生，痛

苦逼兮千啼千哭。” 

敦研 117《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計身爲苦器，憂

畏無量。”S．6981《禮懺文》：“受苦衆生，願皆離苦。” 



  Ф096《雙恩記》：“若欲皆令免苦辛，無過求得摩尼寶。” 

  Ф096《雙恩記》：“當時苦惱，大患飢渴，求生不得，求

死不得。” 

   P.2313《願女》：“絕老病而延年，離憂苦而常樂。”P.2866

《大集經卷第六》董哲題記：“藉此善因，願亡考永離三途，長超

苦海。”按：此字將“艹”頭與其下之“十”調換部位，遂致今人

多不認識。 

 对于形误字，我的处理方法是径改为正确字而酌情出注。有的非

常明显的形误字不一一出注，以免过于繁琐。 

 

五、 避諱字、武周新字難以照錄者可改而出注 

唐代文字中的避諱現象，也顯示了政治對於俗字的影響。由於要

加強皇帝的絕對威嚴，凡是皇帝的名字，不論官方還是民間都必須避

免使用或改字形、換詞語來表示，社會上蔚然成風。避諱造就俗字的

變化，大概沒有哪個朝代比唐代更突出了。例如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諱，

S.236《禮懺文一本》：“如來妙色身，世間無以等。”“世”字原卷作

“ ”，字心內省一短橫；P.3742《二教論》：“受其道者輒出米五

斗，故世謂之米賊。”“出世三乘，域中四大，懸如天地，異過塵嶽。”“或



播殖以利世，或修（休）征以定亂。”“世”字原卷皆作“ ”，

更省一豎“丨”。又 P.2536《春秋穀梁經傳》：“愛民也。”“所與民共

也。”本卷書寫避諱“民”字，原卷皆作“ ”，缺末筆。S.800《論語》：

“蕩蕩乎，民無所名焉！”“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S.203《度

仙靈錄儀》等：“今謹有厶州郡縣鄉里男女生民某甲，年如干

歲，……”“民”字原卷皆作“ ”，亦缺末筆。S.799《隸古定尚書》：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民”字原卷皆作

“ ”，末筆短省。S.453《禮懺文》：“一切民民，能信受者，我等

龍神，盡其威力，常興護念，令法不滅。”“民”字原卷皆作“ ”，

末筆亦短省。不僅如此，凡是具有“世”、“民”二字部件的字，也都

要改。例如 P.3873《韓朋賦》：“道東生於桂樹，道西生於梧桐。枝

枝相對，葉葉相籠。根下相蓮（連），下有流泉，絕道不通。”P.2524

《語對》：“竹葉。”“葉”字原卷作“ ”，字心的“世”改作

“ ”；P.2999《太子成道經》：“迦葉佛與釋迦牟尼佛受記。”

“葉”字原卷作“ ”，字心的“世”字省一短橫；P.3742《二教論》：

“摩訶迦葉釋弟子稟道闡猷，詎希方駕三張？”“葉”字原卷作

“ ”，字心的“世”字省一豎和一短橫。再如 S.2832《願文等範

本·亡禪師》：“是以千里轉燈，四生減(咸)仰。理合摩尼之寶，獨



耀池珠；廣傳法燈，闇相自泯。”“泯”字原卷作“ ”，右边“民”

字改成“氏”；P.2524《語對》：“釣緡：音泯。□□釣魚綸者也。”

“緡”字原卷作“ ”，右上角“民”字改成了“氏”；敦研 042

（2-1）《妙法蓮華經》：“唯見哀愍，饒益我等。”“愍”字原卷作

“ ”，左上角本應作“民”，由於避諱而改爲“每”；Ф096《雙

恩記》：“若有悲心愍憔悴，直須別有天生智。”“愍”字原卷作

“ ”，左上部“民”缺末筆，亦避唐太宗李世民諱也。其他皇帝

如唐高宗李治，“治”字也必須避諱。P.3742《二教論》：“[問：‘然]

則熟（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

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

“祭酒各領部衆，多者號曰‘治頭’。”“治”字原卷作

“ ”，缺末筆。由於避讳，唐人“治”字多改为“理”字。例

如《敦煌變文校注》卷三《燕子賦（一）》：“雀兒怕怖，……遂出跪

拜 鷯，喚作‘大郎、二郎’:‘使人遠來衝熱，且向窟裏逐涼。卒

客無卒主人，暫坐撩治家常。’”（377 頁）“撩治”一詞 P.2653

卷作“撩裏”，S.6267 作“撩理”，P.2491、P.3666、P.3757 卷作“撩

治”。“撩裏”爲“撩理”之音借，“撩理”爲“撩治”之避諱詞，

而“撩理”又同“料理”。《說文解字》：“撩，理之也。”故“撩”、

“治”義同，“撩治”、“撩理”皆爲同義連文。“撩”又作“料”。

“料”有平、去二聲，故可與“撩”同音。宋孫奭《唐律疏議音義》：



“料治，音聊，下直之切。《爾雅》郭璞云：‘啖食治擇之名。’唐

避高宗諱之字爲‘理’。”這些避諱字，雖然應該是得到官方認可

的，可以免“俗”，但是就其本質而言仍然是俗字，因爲它們仍然具

有較大的隨意性，並非官方頒佈的定於一尊的寫法。 

武周新字是武則天當政時期頒佈的一些新異體字。其中有的

來自古字而略加改造，有的完全新造。雖然是詔頒新字，但也是

寫法多變，又往往不合六書造字原理，所以具有俗字的一些特性。

而且武周新字只限於武則天當政時期使用，過後就廢止了。例如

S.545《失名類書》：“循紫路以迴天。”此是篆書字形而用楷書

筆法寫成者，“天”字原卷作“ ”。P.2151《妙法蓮華經·

序品第一》：“以是因緣，地皆嚴淨。”“地”字原卷作“ ”。

天津市文物公司藏卷 16 號《大般般若波羅蜜多經》：“令汝速證

所求。”“證”字原卷作“ ”。P.2151《妙法蓮華經·序

品第一》：“聖主師子，演說經典。”“聖”字原卷作“ ”。

此字右上角爲“正”之別字，“正王爲聖”，亦爲會意字也。

P.2151《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諸天龍神，人及非人。”

“人”字原卷作“ ”。《集韻·真韻》：“人，《說文》：‘天

地之性最貴者也。’唐武后作 。”S.238《金真玉光八景飛

經》：“如意元年閏五月十三日經生鄔忠寫。”“日”字原卷作



“ ”。S.545《失名類書》：“九月九日。”“月”字原卷

作“ ”。S.545《失名類書》：“璧月輝澄，應重輪而表

慶。”“月”字原卷作“ ”。S.545《失名類書》：“金天

爽氣，牛星夜上。”“星”字原卷作“ ”。天津市文物

公司藏卷 16 號《大般般若波羅蜜多經》：“疾證無上正等。”

“正”字原卷作“ ”。 

 

六、 隸書、草書錄為楷書而出注 

隸變增筆俗字是小篆隸變過程中增加了筆畫的俗字。例如“惡”

字，小篆作“恶”，而隸變俗字有數十個不同的形狀，後確定正字作

“惡”。其中 S.6825V 想爾注《老子道經》卷上：“儼若容謙，不敢

犯惡。”“惡”字原卷作“ ”。敦研 037（2-1）《佛說舍利弗悔

過經》：“作惡得惡。”甘博 001《法句經》：“知以戒禁惡，思惟慧

樂念。”“惡”字原卷作“ ”。敦研 108（2-2）《大般涅槃經》：

“菩薩摩訶薩，惡賤三覺，不受不味，亦復如是。”“惡”字原卷作

“ ”。敦研 186《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二：“異道人無有

善意來，都盧持惡意來故。”“惡”字原卷作“ ”。皆比小篆



字形筆畫多。 

隸變減筆俗字是小篆隸變過程中減少了筆畫的俗字。例如“願”

字，小篆作“愿”，而隸變俗字有数十个不同的形状，後確定正字作

“願”。敦研 117《維摩詰所說經》：“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

“願”字原卷作“ ”，比小篆字形筆畫少。敦研 031（5-5）

《大般涅槃經》：“猶如良醫，勤教其子醫方根本。”“醫”字原卷

作“ ”，小篆作“医”，筆畫減少了。敦博 004《道行般若經》

卷第五：“譬若母人，壹壹生子。”“壹”字原卷作“ ”，小篆

作“壹”，筆畫也減少了。 

 

隸變形訛俗字是小篆隸變過程中部件發生訛變的俗字。例如

P.2160《摩訶摩耶經卷上》：“在世亦復失好名稱。”“亦”字原

卷作“ ”。敦博 011《妙法蓮華經·常不輕菩薩品》：“爾

時常不輕菩薩，豈異人乎？”“異”字原卷作“ ”。敦

研 047《思益梵天所問經》：“令魔波旬及其軍衆來詣佛所。”

“詣”字原卷作“ ”。敦研 361《佛經》：“輕易唐突，

無有紀剛（綱）。”“易”字原卷作“ ”。敦研 185《佛說



辯意長者子經》：“[此諸沙門放]逸愚惑，有何道哉？”“逸”字

原卷作“ ”。敦研 170（1-1）《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尔

時釋提桓因白佛言。”“因”字原卷作“ ”。敦研 107《妙

法蓮花經》：“引導衆生。”“引”字原卷作“ ”。敦研

270《佛經》：“何不早遣此人貢計，隔令雍塞？”“雍”字原卷

作“ ”。甘博 003《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第五：“入中

坐者永除冷病。”“永”字原卷作“ ”。甘博 003《佛說

觀佛三昧海經》卷第五：“猶如畫瓶中盛糞穢。”“猶”字原卷

作“ ”。敦研 035（2-1）《妙法蓮華經》：“佛所護念，

六十小劫不起于座。”“于”字原卷作“ ”。甘博 003

《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第五：“汝於前身無量世時作無根罪。”

“ ”字原卷作“於”。敦研 181《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

“乃脫身寶裘，與獵者貿鹿皮衣。”“與”字原卷作“ ”。

敦研 238《佛說首楞嚴三昧經》卷下：“千萬伎樂，同時俱作。

諸天空中，雨種種華。”“雨”字原卷作“ ”。敦研 193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一：“是諸光明，皆悉遍至阿鼻地獄。”



“獄”字原卷作“ ”。甘博 136《道行般若經》卷第九：

“誰欲買我者？”“欲”字原卷作“ ”。敦研 102（1-1）《佛

說梵摩渝經》：“行時有逝心名梵摩喻，弥夷國人也。” “喻”字

原卷作“ ”。敦研 241《佛說齋經》：“如是維耶，齋之福

祐，明譽廣遠。”“譽”字原卷作“ ”。敦研 234《大般涅

槃經》卷三十九：“爲見所纏，不能遠離。”“遠”字原卷作

“ ”。敦研 215《太子瑞應本起經》：“三十：漁獵怨惡，

一時慈心。”“怨”字原卷作“ ”。敦研 008《維摩詰經》：

“‘何謂爲喜？’曰：‘所以施眾而无悔。’‘何謂爲護？’曰：

‘兼利之。’”“曰”字原卷作“ ”。甘博 004-1《賢愚

經》：“一時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閱”字原卷作

“ ”。 

 

七、 恰當選擇底本 

 

八、 真實出校異文 

 



九、 擇善而從但不埋沒底本 

 

十、 匯校匯注不掠人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