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巴、年、麗、載J
一一上古記年詞語的諒合考察

操雙新
花京睹範大學中文系

「年、歲、戰、記j四種調語在古文獻中都有年歲義。令天在表達造個意義詩， r年)
依然是撥通行的詞語; r歲j主要用於指年齡，一般本期提稱說具體的年歲 i r駝的年產建

議還保留在一盤成語中;同郎的年農義則完全不用了，許多人對它曾有攝此義恐指都未

品、知曉。向…獨時間單位古人為甚盟運會舟問恤聲音和影都完全不閥的認語來表鐘聽?

上吉時期，人們參照 7 日 J (太緝)的出沒周期懇、結出 rs J (天)的纜念，參照月亮的圖

缺期期總結出了嗎j的觀念，但7年J 的概悉的形成較難找臨一個變{I::如 rSJ 、「月 J 之顯

著的參照物，不再接史時期的古人從與自出聯數最緊密的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中找現了
不闊的參照物 9 般是就使婚不問的鵲語來表連站闊的犧念。繡雅釋烈日: r夏H叢書
觀自把書閱日年多農巨龍日載。 J好像是說問時代的不同耐用詞有則，其實瓏只是表間現

象，更深層的車間應該是上古不同時期的社會發展階毅、人們的生康生請狀氓、怨、想觀

:本與器、知水平等方闊的還興。下面試作詩討。

f把J

《說文解字﹒示韻寄: r把，祭無巴也。說法，記聲。巷里，把或能異。 j意思是說「祖J

是措手子彈露無窮無盡的聲攏。績是漢代人自解釋，酷提單特文、金文中作許多椅等
形(參閱《甲骨文飄泊-9頁，是金文粉 11-12頁)來看，該字釀新巳時以一個恭孩為「們的形

象。般人燕祖都要用一備活人為「尸j以代裘受矮的死者，權傭請人選擇誰拉?粒上羊轉﹒

室主合八年> : r祭之萌詞也。 H黨何休注: r祭品}有戶者，都轉也。禮?天予以攤為戶，諸

侯叫大夫為戶?姆大夫以下以聽起戶。 j膳李華仆輪:> : r夫裝有戶，當農笈萬滯不變多
戰闊蕩古法 p 祭無戶。」根據?辛虹的字形及其發聽故第 3 何休斯詮主任躍、單確，以小子(續

祭者的彈子)為「戶J意當是最累始的形式。為基黨要選擇被祭者之器為「尸J呢?(禮記

撥給自: r祭者，班以追養繼寧也. . ~ . . .夫祭之道， t蔡海主父戶。所祭海尸者，按祭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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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也。艾站買孺事之，賢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比父子之擒啦。 j就是說按照黨追割度，孫

子克爾祖艾的 f尸J 0 充當?尸j 蝕，人對於主祭者來說是兒子…擎的人雪旗袍時父輩船人朝

悲喜若禮拜子擎的人多是舟子翰的人表明兒子奉事父親的道理，這裁是父子之間的倫理醫

傑。與此相聯繁的還有牽連搶時區別棍先輩分、親朧的培學樹皮開擺。昭鬱翱餾宙之就是

宗族祖先的轉控排列制度。這種制度貫徹1ft宗擴軍基位置史、主義攤位置、神主講到位董諸

方醋，其性質和蟑到方式都相障。在祭祖祖先特別是捨祭峙，要將既有的毀庸之主及未

按的轉主、桃全部集中陳列於太廟中。始祖神主位於太堂正中，其餘兜詛神主按先種

狀斤，左右掠彈。凡偶數位致的神主排列般捶租的主列，為窮;九奇數位拔的轉去啡列於

插棍的布列 3 為穆。也就是說，不會哪一幫棍先他的直接聽承者新處的昭機銀龍本身所

處的駕機總是不同蝕，路前後相繼的幫幫或兩穆之筒舉是祖醋的鷗憬。 l 攘樣，其遠近、

長紡、親麗的關係就十分明顯。的口總記﹒祭如所說: r先祭有昭穆。黯權者，所以崩

父子、遠近、發幼、親疏之!芋謂無讀LtI:! 0 是故右事1ft大廟財草草昭雪羊穆戚在焉不先其偷，

i龍之謂親疏之殺也。 j

土文說到《說文解字》中「把J字的異體作「靶，後人都低為它與持己的關IJ只是音近
聲符的替換 s 其實核彤體房誰的 f興j與時間辦麓的「巳j有賴闊的理據 e 無扭轉多從所祭

的假設對象一一以孫代替的?戶j來說 3 可以用漿示能目的同EJ表主義祭視之意;青言說祭捕

時主祭的大人即「尸j 的艾親來看，其目可用從示提真的;饗j來表建此裳。 í異j在甲骨文中

作琴、~奪路，像個頭戴法器、變守在上舉正在全祭的大人影象。因此，舉報祖先的時

慎，在全祭能大人和作「尸j的小孩中只要標嘴一方就可表品祭程的意義。 2 t;儕成為合

蠶的異體字tI:!就理研當然了。

揮農丹已J 又是怎麼聽取措稱「年j 的總?連必、須聯繁到商代的祭統觀j度。農商時期，

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儕缸跟自然的能力還很有限，自福還f言觀念十分讓其事多無論是

對上帝、搶先還是LlJ川、河流、自方、風雨等夫撞神靈都頂禮膜拜，祭根之風替罪!盛

行。接1899年至今在河南安陽由士的十幾萬片甲骨措辭中，就可看至u當符衛王差不多在

你任何事，禮之前都要占←一番，有的還要不厭其煩蠟反聖賢吉←。其毒草件大至u征械的勝

敗、年成的變數，小到臨箏的吉盟、出行的請爾等等，可以說是無事不←'無略有三←。

語對自己的祖先賠本斷地體行多種立玄武的祭把，其中最為隆葷的是對皇上甲以降辦有曾

經或表韓即設的先;在及畫系先玉的配種進若輪番祭植的1萬祭。周祭的技序;是按先王世系

l 參獨秀會鄭重華:(神黨與祭捏一一中關傳統宗教結論:> (南京.紅輩革古籍出版社， 2000年) ，豆豆200幽203 。

2 參鴨綠中舒: <怎樣考釋古文字> '載《古文字學論集{初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關文化研究所， 1983 

，頁 l午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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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即位的先後，在先者先祭，在後者後祭，直系先王的配偶依照先王的故序入祭。某先

王或某先:Iltt的祭祖日期與該王或批的神主號必定相同，如上甲、小甲、批甲必祭於甲日

(甲子、甲戌、甲申等) ，報乙、大乙、祖乙必祭於乙日(乙丑、乙亥、乙西等) ，依此類

推。周祭的方式有亞、香、妥(彤)三類，其中各祭又分祭、訊、香三種。每類祭祖都單

獨進行，一種祭祖輪遍一周後再換一種。到商代晚期的帝乙帝辛時期，這種繁瑣的周祭

制度十分完備，每輪番一次的周期是36旬或37旬，這與一個太陽年之數基本上是相同

的， 1祖」由此而成為「年」的代稱。不過，太陽年是從冬至或立春開始的，而周祭日的開

始時間未必是冬至或立春日。

在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凡具體指出是哪一年時一律用同剖，如「唯王二祖j 、「唯

王五字凹，即當時在位之王的第二年、第五年。這種用「祖J記年到西周早期還較多沿用，

如康王時期的大孟鼎有「唯王二十又三午剖，恭王時的衛鼎有「唯王五+凹，甚至戰國時期

的廳主鐘 (1唯王廿又再把」即周威烈王三十三年)、楚王酋章鐘盯住王五十又六千巳J) 依然

用「祖J '但這些僅是商代以「祖」稱年的手遣。從西周中期開始，記年詞語大多數都用

「年j 。

二「年」

「年」的最初意思與今天我們所理解的也不相同。在甲骨文、金文中， 1年」作1 、濤等

形， 3 上面是個被成熟的穀穗壓彎了腰的禾苗，下面是個側面的大人，以人負禾，意味

穀物成熟。所以《說文解字》說: 1季，穀熟也。從禾，千聾。 J4 葉玉森織動中說: 1初

民首部力強，禾藤既划，則擱為大束，以首戴之歸，仍許書穀熟為年之意。迄今番苗民

族，及西方未開化諸島國，猶沿古代戴物之習。 J5

甲骨文中有大量「求年」、「受年」與「求禾」、「受禾」←辭， 6 例如:

辛未貞，求禾於高祖，慷五十牛。辛未貞，求禾於岳。辛未貞，求禾於河，慷三

牢，沉四牛，宜牢。({甲骨文合胎，以下均簡稱紛紛32028)

3 參閱《甲骨文編> (北京:中華書局， 1989年) ，頁309-310 ;也文編> (北京:中華書局， 1985年) ，頁501-

505 。

4 I尋到本從禾從人，春秋時期為了字形的美化，常在「尋到下面的「人」字中間加一點作"1，後來這一點又拉

長變成一橫成為與年音近的「千」字。《說文》小象就以這個已經訛變了的形體立論。這種現象是漢字發展

演變過程中的形聲化趨勢使漢字形體結構發生改變的一個例證，即早期形體結構中沒有表音部件的象形

字或會意字，在演變過程中其某一部件常常訛變成與這個部件形體相近、又與整個字的讀音相同或相近

的部件，從而使該字成為含有表音部件的形聲字。不過，也有認為「人」本身就是聲符的，師祖容庚先生

說: I季，從禾從人，人亦聲。《說如云從禾千聾，非。 J (也文帥，頁501 0 ) 

5 轉引自于省吾主編: (甲骨文字詰林》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 1996年) ，頁 1438 0

6 參閱彭邦炯 :<甲骨文農業資料考辨與研究> ' (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7年) ，頁445-517 0 



毒6

貞，求年子岳，于河求年 e 勿求? ({合聲告 1008ω

甲子令，事處，求年于觀，僚五牛。({會給 1006Î)

西污受呆。北方受末。〔辯)方受采。要邱豆葉，東受采。(恰如33244)

中詞語文攏謊

←，錢， ( )歲肅受企事，更占良苦。東土受年 0 萬土受年，宵。商士受

年 2 宮。北土安坪，宵。({合如)36975)

貞，我不其受賴年? ({甲骨續存) 1.180) 

甲子令，稜貞，主是受發年。({殷巨鐘書提蠻緝>2.29.3)

在站類令辭中， í禾H年j 的意思完全相同。「求未卜「求年j就是求得禾軍裝有好快

成; í受采卜「受年j都是指未穀被神鑫授予聾紋。「輯年Jí華年J7 就越輯、薯的成熟聽

收。從上茁的←辭可以帶出，商王為了求得好收戚，在「求未卜 f求年j之←時，要向祖

先或河岳哥華禪讓數雖祭品，但在私階是否「受采j 、「受年J時期革本上不用祭品，其原間
可能是「求年j之恃莊緣播種之前， í受年J之間的莊韓養成之援。看來，古人對神黨
也是持功科主義態度，其性質與令夫的行賄相差無幾吧。

由於自然練件的原悶 9 在黃河接繞替趨嚴類基本上是一年一熟，所以，以聽作物的

、夏長、秋q笠、冬藏每一「年J是很合於農業社會的僚件齡， í年J 囡i述自教物…年一

熱指引申為時悶概念的「年J 0 í禾J tf1悶樣有這個引申義 9 比如:

其萬未聽茄子子永蟹。(~七子由， <.三三代古金大存) ，以下萬稱《三千璋 的.35. 1)

其萬采用享用車 3 用瞬居疇。(喬霜鑑多《殷周金文集如2.是23)

中乍(作)寶!掌聲，其萬采永用。(中讓，(三代)7.2 1.2)

其萬采子王系求保用事。(糊時，練古韓全文)2.2)

這幾體制無聽都應理解為「年心不少人都以海這種用法的「末J是 7年J字之脅，且寶
路上可以直接理解為它本身就有年麓的意思， 9 它能采穀到年歲義的演變攝程輿7年J

? 在H稻作JI童醫生JôJ 的稱總來潑，于貧苦苦先生說f年乃就一切穀賣貨主去年的成熟而言H是非常反菩薩的。兇于先生

賽: <Ifl 'Í譯文字釋林:> ' Jf250 0 

惡 如楊樹達舖徽鼠金文說》即將「來自蹲點，中華選為1997年12月。緯文輸從之(見該酷的頁) 0 

9 裘錫圭先生敏說: r在學韌的文字禮，存在籌表意的字形一形多敗的現象。同一個字形互了以用來代表兩個

以上意義都跟挖個字形有聯緊，很是敏此的語音立豈不相近的詞。 J (史文字學繳獲兮，北京商務印書館，論8

年， J達到立堂舉「炎、大J 、 r丹、，$TJ為銜， r王校、年j也可以認為是撞撞憶說。林法先史進…步認為

「恥的車專注字，立畫出此對爛文H六點中玉還解分歧潑大爭論最多的「縛的提出新的解釋。他說: r禾之所

以又可讀持J '是因為詩詞『生賠本義是指紋紋，所以借F若有代表性的農作物采作表意字。也就是說:~
采字轉注為年字。後來為了在字形之監則，就在該續為f年3 的采字上海自注發符f入J (察部良母扒 出現了

的頭享用字楚。 J ((古文字事專注舉悔，總主屆獨際中儷古文字學研究會論文胎，司香港:香港中文大

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1的7年豆豆蹤。關1ft這…問攘的論述文見林語先生:(士:r:二字同形分化齡、《玉、

二七同源及初聽問題》之文，分別載繡心笑一一報政娘先生八十慶導論文如雯北京:中灣社會科學出版

社，的6年，真 1 ;縛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船，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的8年恥的。)嚮代陳j
「年J就已分化，前學金文周教j當是「采j字用法的?反被h 文獻中未免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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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與此相似，另外兩個表示穀物成熟意義的詞也同樣引申出年歲之意，那就是「穗J

和「秋J 0 {說虫草劑和為「穀熟血，後來泛指一般的成熟，這是它的主要義項。其引申

義「年」今日雖不常用，但古籍中有不少例證。繡雅﹒釋論: r施，年也。」佐傅﹒襄公

二十七年~ : r所謂不及五槍者，夫子之謂也。」杜預注: r穗，一年也。」陸德明釋文:

「穀一熟，故為一年。 H說如釋「秋l也是「禾穀熟也J 0 10 {尚書﹒盤庚上} : r若農服田力

樁，乃亦有秋。 H禮記﹒月令~ : r (孟夏之月)麥秋至。 J r禾穀熟」在秋季，於是引申出季

節義，(詩經﹒王風﹒果葛~ : r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j孔穎建疏: r年有四時，時皆三

月，三秋謂九月也。」由於穀熟一年一吹，與「年」一樣又引申有「年歲」義，(史記﹒梁孝

王世家~ : r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吉曰: r千秋萬歲後將傳於王。J1 J李白〈江夏行~ : r只

吉期一別，誰謂歷三秋。 j此義至今還在使用。

必須指出的是，在甲骨文中， r年」宇前有加數字者，如「自今十年又五，王壘。」

({殷虛書契續編} 1.44.5) 、「寅至於十年口J ({殷契粹編~ 1279) 等，亦有稱「今年」、「來年」

者。這些「年」似同於現在的「年J '其實不然。陳夢家指出「它們可能是記若干個收獲季
節。 J 11 從←辭中還有不少相同結構的「今春」、「來春」、「今秋」、「來秋」來看，這種解
釋是頗有道理的。

「年」在西周中期後直到現在雄主要用於指年月，但穀熟之意後代也有遺痕。《尚書﹒

多士~ : r爾厥有幹，有年於茲洛。」孔傳: r有豐年於此洛巴。 H春秋﹒宣公十六年}:

「大有年。 H凜樑傅: r五穀大熟為大有年。」商以後的「有年」跟甲骨←辭的「受年」的「年」

完全同義。此義至今還保留在某些詞語中，最典型的就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

遺產名錄的北京天壇「析年殿J '它是封建社會的皇帝每年正月播種之前向上天祈求風調

雨順、莊據有好收成的地方。我們今天還常說的「年成」也是指穀物的收成。

三「歲」

《說文解字﹒步部》曰: r歲，木星也。越歷三十八宿，宣偏陰陽，十二月一吹。從

步，戌聲。律曆書名五星為五步。」這裡把「歲J當作歲星的本字，意思是歲星經過天空的

二十八宿， 12 走遍陰陽十二辰，十二個月行走一個瞳吹。郭沫若進一步解釋說: r歲星

10 I秋天」的「秋」是個無形可象的抽象概念，甲骨文的「和字作息(見《甲骨文字典)783頁) ，象龜屬之動物;

或謂象蟋蚱之類秋天常見的昆晶(參閱鄒曉麗《基礎漢字形義釋源)，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0年頁 13卜

的2) 0 I秋」當是借用這種具有季節特徵的動物形體來寫詞的。後來增加「禾」旁作「恥而成為《說文》釋義

之根據。

II 陳夢家{殷虛←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 1956年，頁223 。

12 為了說明日月和五星的運行位置，古人便選擇日月經過的天區的恆星作為基準，逐漸形成二十人宿的概

念。每一宿以天空中一顆顯著的星為主並包括鄰近的一些星。二十八宿在夏代時可能就有了基本輪廓，

兩周之際就已形成系統，{呂氏春秋》一書中對此有全面記載 '78年湖北隨縣發現的戰國初期的曾侯乙墓

中有彩繪二十八宿的漆箱，為其實物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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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運行的十有工歲躍期天，古入即於贊道時提設十二標準點以觀察之，由于五亥之十二

辰主義也。直是發一般而稱竅，故歲握之歲草草L~年歲之歲。 J 13 1.駝的檻形義到路是華麗，

雖然是裝備一弊者不悶兒解，但撥載主義進括用於記年肯定是較晚才出現的。甲、金文的 f鐵J

作村、敏、霞、器， 14 很顯然，其乎影敢象於譯成之類的工具，有人徑藍譯為它就是成

{織)的本芋，吳其品還用它的甲金文宇形與殷雄發掘遺囑及傳世古成相比照，豆豆如肯定

它與成聽課;容慶、于當署等人員自力主該字形為[歲」之拉文。 15 令按，據宇形本身釋

f豈是」與「戊j均PJ ，立字可能詞源，後來因意義的分先(1，歲j毒草表最月， í戊」毒草表鍛)器使

字影有別。不過 2 聯繫甲、金文的辭例來看，當以釋「競」為是 o

lÉ於 f動是一種鋒刃的工具，甲譯文中它就成為兮解牲髏 i時的一種靈要總把方

式，這…意義後來寫作 r~aJ 0 1蠅祭把方式昕劇的對象大多為牛或牢多其攻海竿，站立

有以人為牲者，如:

了商←，行覓，王寶父了接二牢 3 舉祖丁歲之牢，亡尤。({←辭通黨~970)

丙子貞，了丑又(梅)父了，伐卅吏，歲之牢。蘊用。((骰巨變文字甲蠣)635)

歲星(先族女立黨)三十，卯三宮，備一牛，於宗舟，八月。({龜甲獸骨文字)2.3 .1 1)

這種祭把方式後來引命為一般搗祭名多在甲、金文和文獻中都喜不少用書目，以下各

以一倒示之:

甲午←，其文(捕)歲1tt護祖乙。((殷龔轉編}297)

楚王爺肯作鑄盤，台(以)共(供)歲嘗。(戰獨楚王裔青盤)

戌跤，支書新臣，蒸無麓，文革醇牛一，武辟牛一。({尚書，浩識到

「歲j既然是一輛鏡形工具(武器) ，路擻，在用來指歲學並草草一步表示年月意當:是敏借

用法，不過其中建有能得探討的理據。上古時期， í:歲J作品一種成器(上古工具、或器、

照j真是，纜…的)是軍事統帥權萬至是主權的勢是擻，甲骨文 íJ:J 宇就是最象於權額SJL\刃的武

器。 16 間據文獻記載，農題在古人心目中也有十分薰賽的地位。《史記﹒夫官議〉云: í其

(按:指歲星)所在聽不可伐，可位i找人。 J{推南子-天文巔峰也說f裁軍所居，五穀豐

昌。 j就是說歲盡所對應的分妻子在哪餌輯家，期那個國家五穀豐贅，別國不能攻打轍，但

13 郭沫按: <:取營文字研究》第…卷「釋歲J 0 兒《母骨文字詰林》第三愣 2 頁2401 。

l生參兇徐r:þ套子主編總領古文字字形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寞，的。

的吳菜為:{I殷E蓋章發契解詰〉豆豆22-24 ;容庚﹒《甲骨文字之發現及其研究} ;于含著子: <甲骨文字釋絲，釋

是妙。各家觀點均兇《甲骨文字結林》第三冊，豆豆23衍-2399 ' 
16 吳其昌首先指出「玉之本讀為券，故斧，武器，用以創設天下。如|申之三，凡征服炎下者稱三E 0 J (綸文
名象就證﹒兵吉普編>)。林法先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認弱: r.王乃家勞織類武擦不納祕之形 Q ....質進一步

說，f!P玉字的讀者也和斧織之古名有賜。.....國主字之得聾，當fÍI於鐵之本名揚，接之音轉蔚為玉。 J (<說

王卜《考古} 1965年已顯}此說今巴基本上得到學術界的合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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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攻打別國。文獻中還記載了殷代賓迎歲星之禮， ~禮記﹒月令》曰: ["立春之日，迎

春於東郊。 j鄭注: ["{王居明堂位禮}曰: r出十五里迎或] ，蓋殷禮也。 J ←辭中也屢言

「王賓歲J 0 17 此「迎歲J乃為了農業豐收。《苟子﹒儒效篇} : ["武王之誅討也，行之日，

以兵忌東面而迎歲，至氾而吭，至，攘而壤，至共頭而山腫。 j楊位注: ["迎謂逆太歲。尸

子曰:武王伐甜，魚辛謙日，歲在北方，不北征。 J60年代湖北荊門瘴河車橋戰國墓出土

了「兵避太歲J銅戈， 18 76年快西臨撞出土的利籃也有關於歲星的記載。的這些歲星都與

征伐有關。由此可見，古人不但很早就知道歲星，而且神話其作用並特別尊規它，於是
用象徵王權的「歲」的符徵來指稱它以表示其威靈，是不足為奇的。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與甲骨文中有「今年j 、「來年J 的說法一樣，也有「今歲」、「來

歲J 的說法，比如:

癸卯←，貞，今歲受年。({合集}9645)

甲子←'來歲受年，八月，來歲不其受年。({合集}9659)

戊戌朴......貞，今來歲我不其受年。二告。({合集}9654)

「今來歲J當是「今歲來歲J 之省。「歲」字前也有加數字者，如:

要丑←，三歲其有禍。({殷虛文字甲編}29(1)

貞，其於十歲迺有足。(也璋所藏甲骨←辭>571)

這些「歲」也容易理解為記年。實際上，這類刻辭基本上都是關於年成的，陳夢家指

出它們也指的是季，他說: ["←辭←年分為兩段，一設在一、二、三、四等月，所←為禾

類的收成;一殷在九、十、十一等月，所←為麥類的收成，故定後者為『麥季』的開始。

←辭的←年和←歲都應在收獲以前，即每一『禾季』或『麥季』的前半肢，即種植的時

期。......維南子﹒時則篇》記春夏冬三季迎闕，秋『迎測，然則歲與秋皆指一季，這

裡的歲和←辭裡的歲雖不全同，然而是近似的。至於←辭之歲究竟是三個月或六個月，

則限於材料未能一定。 J2。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我們看這樣一條←辭，或許能更清楚

地看出「年、字巴、歲」的區別:

17 ←辭中的「賓歲」不少人都以為是兩種祭把方式，饒宗頤先生以為是賓迎歲星。見《甲骨文字詰林》第三

冊，頁2043 。

18 參閱李學勤 (1兵避太歲」戈新華卦，但漢考的 1991年2期;李零: (湖北荊門「兵避太歲」妞，仗物天

也 1992年3期。
19 利籃銘文的第一句是「斌征商，住(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 H歲鼎」即歲星正當其位。在剛剛

結項的國家九五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利籃有關歲星的記載對推定武王伐討年即向周的分
界起了重大作用。參閱《夏商周斷代工程199ι2000年階設成果報告(簡本吟， (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01年，頁44-45 。

20 同注 11 '頁225-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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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丑←，員，今接受年。亨丘吉。在八月 9 住主人恕。({j骰褻轉瞬}B96)

f歲j真正作為記年詞語大觀從器周中期闊擂。盤古文字輔料來看，用「灑j記年說不

用「住至多少年j那樣品方式說f拉圭多少劇，而總是以某件在當時影響較大的事件來標
明其年代，立全且。主要且按春秩戰體時期的楚、齊兩國。倒如:

節)

昔體裁。(過去發生飢荒的那一年) (詞用中期 當鼎}

闢葉立事歲。(國蓋在政之年) (春秩齊闊 鸝差錯)

關喜再立毒草草援。(據善盡又在政任職之年) (譽教齊齒 棟審查量)

離離立事歲。(戰觀齊 陳散盡是)

練得再立事歲。(戰醫齊 釀瑋方豈是)

陳立翅立哥華毒是十月巳3頁。(戰圈齊 合聽朝子鐘)

鑫客王子齊之嚴(鑫嚼的賓客王子齊騁時齡楚之年) 0 (戰關建大拇鋪)

宋客盛合自聘楚之歲。 21 (戰鷗鱉 《盤山建簡}125號)

大荷馬邵陽敗督師於囊隨之裁。(大荷馬邵陽在黨陵擊敢督師之年) (戰鷗黨那君敢

直對現在依然不用「數宇+競j的立于武標記具體的年代，與它在古代的用法一廳相承。

自「載j

「載j字出現較晚，目前已發現的甲脅文和西周春教金文中都未見，戰閣金文和包

山、天是觀、曾接乙鑫竹簡空宮中的朋倒也墓本上都使用的是官融裝韓、記載等至今還常

用的義理手而與記年無關費制如:

那君敢舟訝: r毋戴高牛羊Q，(出內(入)髓。 J(易，大有) : r大車以轍。 J疏: r猶著大

車以載物進。」

中山王響最: r載之簡碑。 此尚書. f各龍} : r汝受命駕粥，丕規功載。」孔傳叮當輔

大夫命，說群臣有油者記誼之 o J 

f載j的形體結構和意義的日《說知所分軒的: r載，乘也。從車吱聲。 J而嘎又是從

才聾，中山主體銘文晶 f載j就直接寫作從車才華擎的l(磁文聯933頁)。喻的年農轟

21 楚陽的古文字材料中常見以「某濁的皇軍事事耳學問於楚之歲j 的形丈記丑事。除前是學認義完擎的例子外，另樣有

f吉拉草草接公口之援J ({包山楚筒> 132號)、{接公口之錢J ({包山楚筒)130號)等形丈、李家精認為它們都是

箭在西究整形式的毛暫時，甚是。參惕苦學家常:總大府錯銘文新點，栽繡言學論聾。第二十之輯(北京:商

務印餐館， 1999年) ，或9令的。

22 參閱何琳議:織國古文字9年吾土冊，中華變為， 1998年，) ，資 102 ;隸主三生:總系筒島文字驗， (武漢: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年，其 10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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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徒的「才j工巨大賽鸚碟。

建盟主:} : r才，艸木之胡也。能|上賞…，將使枝葉。一，地也。」殷去裁住: 1引申

為凡始之稱。命擎奇古》日 1胡、哉，始也。』龍郎才，故哉生明亦作才生明。凡才智聽裁

纜字以同音適用。 J Ffl、金文的才作寸、?是事彤(紳脅文鹼269頁，是金文絡的 1黨) , 

其宇形義至令仍說法不一。有贊同《說文埠，如古建構鑽話: 1才主主弟之本芋，發種宇下才

生棍、下才生芽之器，器以一表趨之道象多故才若逢錯事宇 o J 23 徐中舒主編的《甲骨文字

典》要，8 : r甲譯文才之司，、 v示地平面以下， I 貫穿其中，示草木初三位從蠟平關以下冒

出。神皆局為柱，悶不用其本義。 J 24 亦有反對《說虫草者，如何琳犧認為才「象銳形器

之形J ; 25 蹺孝護等人認為何才J宇無由『象呼咕勵下初出地上之形.Jl J ' 26 個自巳未作解釋。
我們基本認同《說如及做住的解釋，這可以很興才發問(或音近)同頓的哉、栽、裁、載

等字的音義中得到體明。 2ï

f才」鹿"中木之初j之意以表示詩闊的閱始多故辛苦始義。其一直撥瘖至今輯:主要義環

?觀醫虹、「立于才j就是臨i建議盧化話來。

7鼓j剪緝j義在文獻中者大量用餌，其來源當主產主亨的本義。才、哉古本一亭。繡

雅﹒釋詰上:> : r哉，始啦。 j彈嵩疏: r哉，古文作才。 J <尚書﹒康有告:> : r惟2月龍生

魄。 J孔傅: 1用合攝喊叫王丹始生魄。j2日正筠<臘文句講學: r夏侯湛〈吼弟盼;楠正

月才生自見到， <尚書》作 r背起.Jl J 0 

「裁J ' <說虫草棚 f鸚衣啦。從衣吱聲，設注: r裁者，衣之始也。 j

f栽j字《說文清111欒牆最報也J '接之影音，非其本轟 o <:廣韻. ø會韻:> : r竅，種

啦。只禮記﹒中!齡: r誰接者培之 o J鑿玄注: r麓，讓聽進;堵，益也 c 今詩人租車木

議議日裁。 j接種詩作轉至主義之攏，此當為其本議。由此， 1栽」還可以引申有幼苗議。

錯字連﹒木哥哥:嗨，辦的裁，長日聲。 j 繡衡，初聽:> : 1草木生於實核，為栽

.....朱草之莖如針，紫文史之栽如豆。 j草木初即是幼苗，此更與「才」讀一脈相承。

「戰J 的本意雖為艇載，但亦多與從才聾的宇過飯問具有「始j義。〈尚書﹒伊海11) γ膜

識自毫。 H唐石經發哉作轍。鎧子-萬章上消!如臨作「展載自毫。只農韻﹒代齡:

[載，始也。只詩鈕，觀崩，七丹:> : r七月曉麓，八月麓，績。 j毛簿: r載績，

23 兒練招生:是金文常用字典幸運金六吾吾1635頁。

2是徐小舒主編:(甲脅文字。典》予支672 ' 

25 何琳儀:鏽摺古文字典〉上縛 ， Ji99 0 

26 <甲骨文字詰林〉第四冊 ， Ji 3397 ' I才J 字按語。

幻燈是每字的同源通假關係及例殼，參見主力〈同源字典。頁的。101 ;寫字組字通假會船頁毒18-421 。

28 r鐵生魄」也就是《尚書，武紛紛嘛問月哉生劇，指每月月光初的約除廢初三五日。「配字指月球的光窟，

金文中都寫作?霸J 0 商用金文中常用?初吉卜「既生畫室j 、「隊擊j 、?既死霸j等記持說語來標妨來不文教

中的位置，但其確切會議3至今還在學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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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起矣。 J孔擴建疏: r八月之中，認錯續辭。 J在i昆主罷礎上， r載j還引申出栽種和生接

。你筆名﹒釋玲: r轍，生物也。 H'管子﹒修庫路:她麓人轍，毀繳睛發是不是。 j尹知

章注:嚕，三位也 oJ~集韻﹒之頡}:嗨，縛著給: [務包。』或作載，議作苗。 J 繃﹒小

商.> : r既雨既靂，時鐘載。 J鷗菩織聯: rr德載1讓海 n尋醋，育兩後為得蹦耕也。 J

薔雖不提才聾，但古音與才極組(畜古音聲母之部，才為能母之部) ，也具有閱單單瞬標。

綜上琪兒，鐘才得聾的龍、艇、誠、載嚀都有錯義，其讓頭應當就是「才j 的草木招

生之本載。草木的榮括周期是一年，正如臼居易的五律啟事手中寫的「離轍，車上草，一歲一

枯榮J '我們的祖先可能很單嘉定護自然與中發現這…現象麓總蹦出其變換的規律。 r載j用

以漢年接許就來:原按此。蘇寶榮先生說: rrl載i作聞始解，主主『才』之倍宇......r載』作『年j

解，也為 f才i之借字。唐巨變堯舜時代，漢民族尚處於游牧為主的階授多智價上用草木生

卜榮一桔)作為蛇年的標諒。 J 29 燒種推測是特合鑼輯和歷史發展規律的。無囑有{詞，

衛戰j筒諒的藍也含有「俐的義窮。繡種﹒釋齡詩: r由一競日益言。 J 編鐘﹒小雅﹒采

叮嚀吉來芭多於彼新臣，於此諒敵。 j毛傅: r館一直能自菌。〕

7年、韓、相、載J四個調吉普離黨在古文字或合文釀中都轉用來表年歲義，但它們的

戰轟角度完全不悶，每餌詞的使用對應按一定的時代、一定的社會發展階設、一定的生

產力發展水平和特定的思想意觀與宗教觀冠軍，也就是說它鶴各有本闊的參照對象， r載j

大纜是漁獵時代以草木的拉榮為參照妻「年j是聽耕時代以莊麓的一年一熟為參照，時則

是以一年一餾輸闊的繁擾的祭把制度為參照， r歲j是以歲蠱的運行規律海參照。總雅﹒

釋天》揮員陳: r豆豆臼章是多取直覺星行一坎. . ~ . . .輛白靶，取臨時一路，期以把審樹也多敏其

興來繼誼之義......閱日年者，取呆一熟色. ~. .. .年者多禾熟之名，每攝一熱，故以海歲

名。《春秩酪日仆年七百』是也。層黨組載，載，始也，取勝4總更始，繡典怖 f晨在拉

七十輯、續典》日 f五載一退守J是啦，刊所吉大致是不錯的。

的蘇黨榮:以說文解字〉導聯(西安:俠商人民出版社'的3年) ，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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