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f無子臼孤j義佛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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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大字典﹒子都)1孤」字下，立一義為: í指沒有子女的人。 J厚、文說:

班，館沒有子女的人。〈居民春秋﹒懷寵) : í求其諷寡商提蠟之。」高誘注:

f無予日孤 o J(禮記﹒月令) : í持奪之月......是丹也，安萌牙，聽幼少，存諸

訊。 J 1 

〈漢語大認真紅頂」字下，諱言般有此藹，原文罵:

缸，年老無子的人。〈的民春教﹒髏離) : í求其懿寡前振恤立。 J講誘注: í無

子日至Jl oJ(輯記﹒月令) : íf'中春之月 .......是月也，安萌芽，聲幼小，存諸

旗。 J朱彬訓聲答: í諸藥，天肉之窮者。尸

接{漢語大字典〉、〈棋譜大詞典}禪讓緝害為「弧J竿立議，實可時槽，告人諸楠轍

次〈大嘆和辭興}米拉此義， 3 (辭聽〉緝者亦未i投鏢， "1lJ見此義有壤，但是兩書騙者

亦未瞬嘗不收錄的際問。今試就f無子日班j一聽誰融分析，海發!I:仁義是否可信。

一、親訪11興$t賽階濃古籍習說有史與

按〈標語大字典〉、〈棋譜大詞典〉照我「無子日至五j一灘，與先秦王智籍所見「孤J宇蕾

用站設11不間，今列學基先棄典籍所見「弧」字習期話語i如下:

[ 1] <孟子﹒架蔥去下) : í老闊無黨日蝶，老闊無央旦寡，老而無于自麓，說而無

父凹彈。只

1 (漢語大字典)(海~t辭發出版社、四JII辭變出絞祉， 1987 年卜第二冊，真 10悅。

2 (漢語大路與)(漢語大制與出版社， 1989 年) ，第四弱 ， j!( 212 。

3 (一大漠和辭典)(東京:大修鏢，略和四十九年) ，第三殼 ， j!( 3124 0 

4 (辭源、)(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哇年) ，第二殼，豆豆 787 。

5 (孟子注疏) ，請警察獲二十年南昌府是接到〈十三經注疏〉本(臺北;發文印書館. 1985 年影印) • 

上，真十四上(總草草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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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孟子〉此文，可以如讓f孤j字應當訓為「無父J '悶不當wll為「無子J ;書11作「無子j溝

乃「獨J字而非「孤J字。此訓站撞見於〈管子〉、〈禪記〉及〈肉體大傳} : 

[2] <管子﹒輕選日} : r民生闊無丈母，謂之載于 oJ6

[3] {禮記﹒王智} : r少隔離艾者謂之豆豆。 J7

〔是] <緝毒大轉﹒特輯) : r幼頭無文譯之罷。 y

二、義單11與東漢傳注訓話不合

從上文可見訓「無交j為f聽J '在先秦典籍中，自有其傳統;及至東漠，學者為典

籍作注，皆沿聽此…訪11站:

[5] <禮記﹒煤炭} : r如聽子女純以素。 j鄭玄注: r三十以下無艾稱孤 o J 9 

[6] <變辭，怨思) : r筒空字之豆豆子兮。 : r無艾日聽J 0 10 

茵i尾，許鎮繡著農〈說女解字〉努依rIt先秦習F話說話為f聽j字立義:

[7] (說文﹒子部) : r艦，無艾也。從于1底盤。 Jll

樂此可知， r弧」牢於先秦兩澳典籍及縛住訓站並訓為「無父J '而未見有訓為「無

子」者，此與〈纜智大字典〉、{漢語大詞典〉悶響編者所立「無予日狐J輯學11不悶。

五、與〈潑敲子〉萬語i主誤解不時

、〈漢語大謂真〉請書警車鐘表立f無子B ÐJí，J一義，乃善黨〈括民春秩﹒壤

, {呂a;;春秩﹒饗種}說: r求其蓋亞寡詣接值之 o J嵩誘注: r無子白豆豆，

無夫日諜。 J 12 當然，葭有高注，都就不能說是無據了;然而， r熱乎臼聽j一義，僅

見〈髏餾〉關注，間傳世典籍、傳住皆找不到其他倒證'那麼〈髏鵑〉高能只能算作豆豆證

了。考束機高論當為〈孟子}、〈、准南子〉、〈學經〉、〈呂民春秋〉、〈戰閥策〉五書作注，

可惜〈孟子}、〈孝經}兩書高在今已不蟬，間〈戰國策〉高法全盤未見說解「弧J義者，

〈自民春秋}全書高注言11解 f聽j義者又聽者〈懷寵〉一劑，難以印攏〈善黨諾大字典}、〈漢

6 (管子卜{由都讓于Ij)影常熟廢氏鐵畫著鋼劍樓黨來于自本，卷二十霄，
7 (機組注疏卜{十三經注流}本，卷…卡去，真二十三下(總頁 266 )。

8 (太平御腎〉卷四七七早 I(北京:中務錢閥影印上海涵芬樓影來木， 1985 你) ，真三上(總頁 2187 )。

9 (概況往疏) ，卷五十八，頁七下(總J!{ 964 )。
10 洪與制{建辭補注)(北京:中華審議會腸， 1983 年卜頁 289 0 

11 段玄。我{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王智撥出版社影印經韻樓本， 1981 金字) ，十居第下，頁二十六上
(總賀詞3 ) c 

12 (位反著手秋以臺北;喜事女郎變錄影踴黨U2字. 197是年) ，卷一仁，夜十字(總華夏 17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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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大詩典〉兩書編者所據是否可靠;然清〈極富于〉一響言語法誤解「孤J義共有間傲，今

試輯錄之，與指書編者無擴〈懷纜〉高法比較:

[8] (准高于﹒陳道) : r讓子不孤 o J措注: r無文B斑。 J 13 

[9] (、准陣子﹒詩晨Y) : i伸譽之月..."，.....藥幼小，乎乎聽鐘。」萬住: r無文閉眼，無子

的獨 o J 必

[ 10] (選稿子﹒時期) : r孟冬之丹.........存聽寡 4萬注: r劫無父臼孤，無夫日寡。J 15 

[ 11] (進甫子﹒轄務):i.tJ聲聲捕。 J萬注: i幼無父臨顫。 J 16 

可見〈離南子〉議在四f聽說解一致， i懿j字不誼與「獨J字或「寡j字1lt舉，高誘均本於

〈孟子〉就 f鯨J 、 f寡J 、「懿J 、 f鐘j四字之言"點話作解釋，間與梵聲響典鑄君用軍11詰相

悶。考高誘於〈推甫子〉、〈呂民譽教〉、〈戰關黨〉三鑄在文盲目解「聽j義者當有以上瓦

楞，當中間例語nr聽j為「無究J '接f幼無交J '獨於〈髏緝〉學i為「無子J '與另外四餅不

同，又與古翻譯給異，使人懷撓今本〈髏纜〉高注並非療事長謝盤，而可能聽過鑽入校故，

這種情況在先泰兩嘆縛世文章主中屢釀出現 ;17 尤葉上舉例 [10] <時ßIJ注〉中間為智11解

f孤寡j一詞，譯詩誘便言11釋為f給無艾日麓，無王起自寡J 0 譚顯妻是與〈慎寵}藏在哥哥解「孤

寡Jf乍 f無于日至丘，無央日寡J者不冊，部將陳點竊注輯校酷，可以推論今本〈體寵〉

高注仲f無子目張J' i無子J原亦當如〈時對〉高注作f無文J '今本〈懷躍〉萬佳作「無子J

者， r子j字乃後人按時女，卻未知其故作巳畏於〈攏甫子〉寓言案。

四、()糞語大字典〉、 (j真館大蚵典〉緝者所摟義商11 、女倒本皂講梧

〈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閑書騙者機〈髏聽〉古建控f無于自懿J為[皇五J字立蟻，

槃後學〈護記﹒月令>r仲琴手之月......"....安萌芽，聲幼少，存隸書JU一文為例，這文不是取

法;兩舊書編者1J;J.乎藍未知悉〈禮記﹒月令〉乃聽人依捧〈自民春秋﹒十二章。醋編戚，文

13 (ì准寫字)(還是北;藝女郎書館影鈔北宋木，即〈西部黨于u)本. 197是年) .卷一，頁三下(總頁 8 )。

14 (種商手卜卷玄，頁三下(總資 1部)。

的 〈進南子) ，卷豆豆，真十一下(總Ji 144 )。

16 (惟筒子) ，卷一卡丸，蓋寬二上(總Ji 575 )。

17 辦企口〈准高子﹒天文〉云: r寄生三歲隔一蟻，六毒農掰一裳，一卜3歲一竅。 J (卷乏，頁十閉上〔總頁

93) )。今本高誇注云: r績，盛也。 J王念懿〈讀書雜志〉釋續此文高校云 :rr盛j設為f處J '1lt淺學

人改之毯， r康j之為會『荒H說， r康j 、 1荒j管處也 0......(宋平御覽，將序鄧之〉引此作f十二般而一

?這J '是 I康j即 n這j 也，苦苦IIr康j為 f盛J '則與正文顯相讓要矣;旦的穀不升謂之n發J '乃〈春秋〉古

哥11 ;十三年一漿，亦獲詩1蜜語，是之不知，而設IIr康j為 1輩輩J '愣是淺學人所改，澳人無此謬t色。」兒

〈議書錄志)(南京:江蘇ð籍出版社麗多印三位氏家劉木. 1985 年) .卷九立法，其三十六上(總資

799 )。亦蘭人校改瀉注í91J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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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准南子﹒詩則〉相關，觀上文研舉棋J[ 9] 中，可見〈推南子﹒時聽H持春之丹........ • 

藥幼小，存孤獨J一文中，路往正去「無笑起孤J '與〈獲語大字興〉、{漢語大揭典〉兩

番編者據{體體〉高注所3玄之定義正相乖疇。

直至於〈昌是春秋“仲春〉輿〈纜記﹒月令〉女竿幾乎完相間'({I中春}注: í伸譽之

丹......6o.安萌芽，黨章說少，存諸旗。 J 18 肅性說: íJl廣春蹺，是養幼少，存值豆豆賽。萌

芽諦當生者不攪動，故sr安J 0 J 可見〈持春)Itt文下 1萬誘並無「無子日証u之說，捕以

為「存諸張j一句中， í脈J竿的義語11仍是「張寡j之f換上所以篇發種讀此句為f存極強

寡J ;那就當如上舉f7iJ[ 10 H時勵在HJlI釋為「幼無文B喜丘，無央日寡j了。

其黨， (禮記﹒丹令)ífi中譽之丹.........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弧J 19 一文， í孤J

~HI解為「無子山亦於理難議; (嘆語大詞典〉緝毒引捕人朱棒〈禮記部i聽〉為譚，可是朱

彬只釋「諸聽j為f天民之窮奢J ' 20 並挽有說現 f懿j芋所指乃「無子之人J ;相反， r無

文之人J何嘗不是天荒之棋者? 21 那擻， (漢語大將真〉騙者學 l錄最彬說解又講足以讀

成「聽j竿可以訓為「年老無子B9人J? 細考〈丹令〉此文，蓋以f葫牙j 、「幼pJ 、 f諸至lU

耳聽對擊，震耳f譜孤J當指說指無究者，才與f輯牙j 、「幼少J商詞輯舍，孫希旦〈禮記

藥解〉說解〈丹令〉此文云: í幼謂無艾日弧。仲春幸言驗生，故存譜懿 o J 22 是為合乎文
義之正確現解。

五、話語

半典、詞典的攝賽者，玄學樺醬證品當雄惱，雖有古人說解為據，扭古人說的雖不

總艷正確，況且古書經接代傳鈔，說誤箭蹺，所在皆是;如之替人傅齡吉輯時，每每

擅改原文，關此，過有於義未安的地方，轟轟者有責任仔緝攘離原文的含意，搜集足

勢書諧、文餌，以接成古書11 '給予收攏。{橫語文字典〉、〈漢語大詞典〉編者大抵立在未

有鐘海〈推南子}窩蜂注，因而未知今本〈髏臨〉此文高就要建〈推南〉高校譯11解 f聽J讀者並

不輯闊，亦典先賽兩禮典籍、傳注首詩話有興，未嘗懷聽真是否真攏，郎據tJ為f都」字

11.蠢，又轉學〈禮記﹒月令〉以為文f呵，開強露誤解，懋怕也不能算是，捨當的做法。〈大

漠和辭典〉、〈辭語言〉騙者不收錄'l1!許亦認為此巍權者聽證而來敢遵信。

的 〈呂氏零華秋卜卷二，其一下(總頁 44) 。

19 (禮記注疏卜卷十五，竄去至上(總頁 299 )。

20 朱彬〈總記首11鑫)(上游 :φ華書局據成發那本校刊，即〈的部備要〉本) ，卷六，頁入上。

21 苦苦朱彬所謂「天民之路發上蓋亦本於〈禮記〉為說: (l禮記﹒王樹) : í少而無父者謂之瓢，老而無乎看
謂之處，老蔚然要哥哥音譯之矜，老闊無夫者謂之寡;JIt四者，天馬五在第露無告者也。 J(卷十三，賞之二

十二下〔總資 266 日可見「無父j的f狐j與f無子j的f鐵J '皆可稱為「天民之窮豆豆J Q 高誘說解亦筒，考

〈准南子﹒將其自} : r發風翁，助貧窮。 J(~變主玉，東三下〔絡資 128 ))高誘注: r無街日貧，椒、 3寧、

豆豆、獨日第也。 j

22 (種認樂解)(北京:中華發變為， 1989 年) ，頁垂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