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談萬本同名的《古漢語虛詞鵲典》

一一兼論古漢語虛詞辭書的編寫問題

曾忘雄

香播中文大學

觀議古代漢語，嘴一般讀者來說，黨鵲是一難關，處輯也是心難纜。即便是素有療

養的人 9 有時候也覺得虛詞tI::實詩選賽難。清代說元就說過: I盛傳中實字路每月，盧諦難

釋。 JI 研以，在古代漢語的研究中多矗誨的研究比實詣的研究更顯得鶴立隔著專門。

1996年，聽內出版界出現了輛本解釋古代漢語繼祠的誨典，同名為〈古漢語虛詩詞

典.) ;一本出版於6丹多叫本出版按 12月。前者由紅鶴教育出版社出版，全書的萬字，

編是余心樂和宋易麟，副主攝是劉志剛和高福生(下文簡稱「毒草書J) ;後者E台北京大學由

版社出版， '全書尋5萬7千字，共同擺著為王海藥、起晨才、黃娟和吳可穎(下文簡鶴f後

書J) 。前害的〈的吉》寫於1992年2月，後害的《寫在前醋插話》寫於1996年3另 T 可見前番

不能出版的時期卒，寫成的時情可能草草。

工書都是32閱本，能書545頁，{愛醬505頁;悶此再苦苦零件觀厚薄大小都蓋不多，鸝於

。叢書除《前育》卦，分成 f凡fm 、 f 自豈是」、「正文j勒(音序索引j等西部分。

「凡研j說明了所收虛詣的分類、收詢和引用作品的(時代)範闊，詞臣的主宇體和慄音體樹

等; I目錄J 以轎化字標承?並有每條詞條街境的資擻，簡化事後直以小括號列出該字的

繁體和異蟬，繭f東按體化宇筆制多少隸，列 T 筆載數輯:司的則按起筆JI[要序排列; ，-正文j

蚱，每頁含在右甫欄 3 認自以黑體標出，義項荒草以數字; I音序索引」以拼音方案為!芋，

同音則以簡化字的環畫i數排列，簡ft:字種面同樣[;l小括號標明了繁體和與纜。根據f音序

索引J 統計，全華書共有 1017條詢問(若建議者按「音序索引j發現失收的 f希j 字條，一共

101剖雞)。

復書路《寫在前面的話》抖，分為「丸樹上 f拼音蒙哥 IJ 、「筆劉索亨 IJ 、文」和

主!用書 RJ五部分。 IJL例J說踴全書收古漢語盧諦829個及其兮鱉、詞項內的肆歹U1i式和

體研實字體是用簡化字，少數地方標出異體字;沒有說明控制的時代麓盟。「拼音宰亨IJ

i鳥兒說元《鱗鱗釋詞;帶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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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k:J、漢語拼音為j芋，還{車到出調目的頁數，但罐部分牽引所列只有495條間非的9棒，

原因是「常見的短語和凝盟格式J (見 f兄~tlJ 第一{車)沒有收入於蒙哥|中。「筆劃索引j 以筆

畫~J數排舟，同黨j數的其lj以起筆筆JI因為序。海部分的牽引~U列出這事中的短譜和凝闊格式，

可觀為全書的總目錄。 f正文j橫排，不分鶴空調品以大字加黑方括號標示，認自下義頂

和書諸位分別活以數字，十分醒目。 f主要引用書目」雖然沒有任何說明文字多但根控「凡

倒h 可以知避這是一個引用書諱的書目。

的投爾本《詞典主吭較現出，能轉 f充好吸收現有成果J l寫在前闊的話J) ，叮算是

近年來「復出轉精j 的著作。全

本文主要目的在提出翻機二審時在詣義、古字攝{霞、收鵲和香護等方面所發現的一

些枝節問題，希望以小兒大，通過翻檢過程提雨探討攝寫這類辭書若干二方便讀者的原

則。

{一位可義:詞義是詞典的主要部分，也是認典的霸魂。任何詞典雪不管故調多少，都

應該在解釋詞義時力求軍罐 T 而且兼顧每僥幸司餘的義項盡可能體兔央校。雖然轉義的「準

確J是…鶴相對的標準，會搶著我們對事物諧、識的發展而有不向揖尺度，基至今天大家認

為正體的，曉夫會變成錯誤一一它的確不易作為…頭客觀標準來評定內容龐雜的詞鑫;

時且， r力求準髏j這樣的口號，似乎屬授主觀的意顯H百多於客觀生學則。不過，我們仍可

在概念的「正、說J 以好 3 為辭書的攝饗設定最佳罷度的要求，以鑑別喜辛護言釋義是否有問

題。在最能限度的要求下， r力求:權確J可以表接如下:不管騙者對調f擎的器議怎樣，在

對詞頭轉義時，若參照某一學者觀點或引用某一研究成果來解釋不同調錄中的何一揖頭

(洞書內詩f擎的不同寫法如果麓，息相等也算同一誨項) ，都應該力求前後…致地根據該觀

點或該成果來解釋 3 而不應該葫後矛盾。這樣的要求可以稱海 f注重娟瑣的同一位J 0 擒，

本《詞典》所釋詞壤，引用學者觀點或成果持基本上比較嚴講?但立豈不是沒有前後矛盾的

地方。現以二選手 f蘊H專J鬧個詞辣的部分調現為伊j加以說明。

前攏在482頁「蘊J宇釋作 f分祠」的義項下，有這樣的說明: í表示動作行為研發生的

時詞。可譯作時間。」書言語舉(ì陶瓷.召韻H驢主且了曰，用牲於鵝。 j和范仲淹《岳鶴樓

言êH錯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在上舉的《尚書﹒存吉鈴響證 f' 的書遲早 i述段玉裁

《說文解字控:> : í恨憫，組為 f啦啦。. ~ . . . .爛文〉引陣三盯玄幻，今俗話》作隨之日

已jJ(是82儡483頁)。在上建釋義中多騙者顯然採用了設玉裁的看法，認為古漢語「起j和

?粵j 適用。悶響在483頁「輯j 宇釋作只旬首)助吉普J 的義項下又有追樣的說明: í(輯)與

2. 據悉 9 後害更榮獲第二崩 (1997年)中閻員轉變獎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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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粵』互過多可不譯卜這其實也是段玉裁同一觀點的發揮。編者明顯在兩處「越」與

「粵」通的義項下採用了同一觀點來處理「越」字。可是在482頁把「越」解釋為「介吉剖，認為

可譯作「到J ;在483頁把同一意義的「越」解釋為「助詞J '認為可以不譯，前後矛盾。稍為

涉獵古籍的讀者，都會同意段玉裁「越」與「粵」適的觀點;在這方面， í越」或「粵」是不應

該解釋為介祠「到」的。前書另在的0頁把「粵」字解釋為句首助詞而不釋件介詞「到J '顯然

比較合理。此外，上舉介詞「到」義項的「越」宇書證，全部都出現在句首，只要釋為句首

助詞就已經恰當，無需因為它(無論「粵」的寫法也好， í越」的寫法也好)在時間詞(例如

「三日 J) 之前就把它當作介詞，否則上引的論證和譯法會令讀者無所適從;而把「粵」的通

假宇「越」解釋成「到」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越」解作介詞「到」的義項屬於無中生有，可

以合併於「句首助詞」義項之下。同樣，後書453頁也有「越」宇釋作「介詞(到)J 的義項，所

引書證也是上述《岳陽樓吉D和《尚書﹒召吉齡的另一句「越翼日戊午J '此外還有韓愈如下什|

東西水門吉D的「越三月辛巳朔」。這些例句也都恰恰出現在句首，而且冠在時間詞之上，

所以產生了「介詞(到)J 的解釋。同理，後書這個介詞義項也應該取消，合併在同書452頁

「越」宇條「用於句首，起舒緩語氣的作用」的「助詞」義項下，這樣才能夠反映先秦句首助

詞「粵(越)J 或「越與粵通」的用法特點。

詞義夫收也是大小辭書經常遇見的問題。在詞典初版的時候，我們很難責備求全，

只有待於讀者和編者不斷努力，假以時日，才能有臻於完備的一天。目前在我從兩書找

到的相同例于中，似乎後書比前書失收情況多一點。例如，前書「所」宇 (311-314頁)所列

義項有四大項，包括:一、結構助詞，兼有指代作用。例如<史記﹒刺客列傅p : í取舞陽

所持地圖! J (311 頁) ;二、連祠，用於假設，多見於誓詞。譯為「如」、「若」。例如《論

語﹒雍也:Þ : í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J (313頁) ;三、助動詞 3 和「為」字配合使用，

構成「為......所」式。例如〈漢書﹒高帝主:[) : í趙王武臣為將所殺。 J (313頁) ;四、詞尾，

名量祠的後撮，指約略的數量，相當於「許」。例如《書﹒君東}\ : í多歷年所。 J (313頁)。

後書「所」字 (330-331頁)所列義項只有「指示代詞J (相當於前書的義項一)、「助祠J (相當

於前書的義項三)和「數詞J (相當於前書的義項四)三項，而沒有 í (假設)連詞」這一項。又

例如「向」字，前書191-192頁所列義項有「介詢、連祠、副詞、助詞」四個義項，後書375凶

376頁只有「副詞、介祠」二個義項;雖然後書「副詞」項下收有「用於數詞或數量短語前，

表示接近某一數量」的「向」宇用法 (376頁)相當於前書「表示約要划的「向」宇用法 (192頁) , 

但還是少了「用於疑問代詞後，加強語氣，不必翻譯」的「助詞」用法 (192頁)。例如白居易

<題酒藍H若無清酒兩三聾，事向白鬚千萬董。」和秦觀《鼓笛f動「仗何人細與，可嚀問

呵，我如今主血。」的「向J '前書都認為是不需翻譯的助詞。

但也有後書收入的詞義而前書沒有收入的。例如，後書「或」宇條有不定代祠、副

詢、(假設)連詞、助詞四大義項 (145-147頁) ，前書「或」字只有(不定)代詞、副詢、和助



56 中國語文通訊

謂三大義項 (296-297]定)多少了釋作罷設攝詞用的義現。有時，持一鵲棒，應設有好幾餾

，但二書都沒有4支齊，前書只收了其中某幾餾義頂，後書則收了另外的幾個義墳，

兩者所肢的都不相間。暫且如「島今j字。前書故了它的「結構駐詞J (傷天害理位專)租語氮語

(人人都生不得盤)兩大義項 (3約占10頁)多後書只找了「的確、確實，到底j每 f霸詞j轟頂

(既扭知不可，即不合處贊賞糧， 57頁)。

(二)古字通骰:古代漢語不但實詞有過假，嚴詩也干亨通傲。為了辭書簡明晏議(周) , 

照顧詞f靡之間的互相賀禮雪以及反映古漢語用字的實說，任何古漢語語典在攝寫時最好

能夠考意到古字搗通骰問題和怎樣把過飯現象反映在詞典中。其實這也是謂現何一性原

則的實踐。前摟在這方面主要在認自上以小括號扭過蝕的字(也就是該睿所說的異體宇)

調出。 以「向j字路飼，前會在的l頁 f向J字詞目、香前自鋒和書接音序索亨II向j字後都以

小括號拓了 7鄉、嚮、攝J三字，悶在f連詞j義頭下引用了三填書證之後時有說明: 1宇芽、

寫作『鄉1 、 f嚮j等。 J (J92頁)然後再苦!盡證為例。雖然沒有列舉「攝J字的書體的是該書

的缺失 3 但這攘做已鑑把 I1甸、鄉、嚮、攝J的適用欄標淘攝者交代。此外，把這峰說明

擺在審議之後，也可能不易引起獵者誼意;相反 3 如果放在書證之的(即「連詞J的體義之

後卜先讓讀者提早注意，在闊的效果也許更好。

有時，茄醬會國~古宇通報時字形字善于本錢一時另作處理。倒如(有、文」這兩{間盧

誨，用法和讀音在椅子王異，接醬在 f有J認日下課you4畜且的一問頭就說明「和『又』墟。 J (1 50 

頁)然接到出「有j字讀you3音作 f副詞J和「助吉郎的各種屠法和審證;又在「又J認自F作「陽
詩j的第一儼書糧發注明 f燒鍋意義又常借『在i字為之 o J (1 9頁)情說有如 f向J字一樣。

接番對待通假現象，你乎以調彤為主孺把禮儀關樣獨立處理，部攏過倪宇視作獨立

的詞條贊不說明各f樣的聽假關部。問樣以 1 lÍi] J 字為桐，該書既有作副錯了剛才j 、「當

初小「從詩j 、「過去j 的「冉J (375頁) ，也有解作制調 f提前」、「過去j 、 f剛才j 、 f當初j

的 f鄉者J (3月質) ， t拉著問是斟詞諒解作 f過去j 、「關才」、「原先j 的 f向者J {378頁)。三

者在會中獨自出現多各不五兒，各有書誼，儼然是三條不間的調目。然前 íl旭、「鄉者J

和「向者j 的音義關係是昭然若攝的。由於它們在審!持各不參照，讀者就無告提認練內的

說明知道三三者的髒係。對於?有、又J的關餘，稜書只i故 f又J (香36頁) ，:不牧「有J '因此先

秦多數作勛損或聽詞用的 f有J字(摺當於[又J) 就不能在該書找到解釋。這樣處聽{假借

字，很容易使讓者在查番之餘得不到古漢語用字特點的語感或知識。

由於土書沒有訂定處理骰措字的原蜓，企代一些多種寫法的調{雖多當二書都忽略了

它們的過假關懷時，部分僻書寫影式便讓讀者無法貫通或無法至是騁。伊l指戰臨時期表示

選擇的遁詞 (í‘.....還是... ... J) 有的寫作「妄其J (例如《關語﹒越諾.) : 1道聞聽乎?妄其欺

不穀乎刊) ;有的寫作 f忘其J (儕如《戰菌策﹒趙寶是二.) : 1不識三國之槽棄而變體那?忘

其增懷時贊美是藉口) ;有的寫作 f亡其J {倒如《巨氏春季心愛動:抖墨子臼: 1磊、得宋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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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 J) 。前書只收前二例 (206頁) ，詞條在全書中只標

「妄其J ;後書三例都收入，但調條在全書中僅列「亡其J (355頁)。如果讀者要翻查古籍的

「忘其」而又不知道「忘其、亡其、妄其」三者相遁的話，便不易在這兩本虛詞詞典內查

到。

不過，二書處理通假宇也有例外的情況。例如「于、於」兩字，前書除了在「于J詞目

和索引加括號說明又作「於J之外，在全峰的釋義之後，還有這樣的按語:

「于J 和「於J本為兩個宇，讀音不同。作為介詞時，這兩個字意義基本相同，

故介詞「於J簡化作「于J 0 I於J 的其他用法，如作姓氏用、作嘆調時不簡化，讀

lwu1J '見人晝「於」。

介詞「于」和「於」使用習慣上亦略有不同。「于J多用於介引時問處所， I於J

用得更泛些; I于J多見於《詩齡、《尚書》、《易齡， I於」多見於〈孟子》以後的著

作。 (23頁)

後書則分別在「于J 、「於J下加說明。後書在「于」宇詞條一開始說:

「于」和「於」為同義詞，參見「於J 0 (437頁)

在「於」宇詞{靡一開始說:

「于J 和「於J是同義詞。先秦個勛、《尚菁、〈獨鐘D等多用「于J '其他書多

用「於J '有的兩者共用，後代也如此。漢字簡化都作「于」。本書其他條引用古書

的「於J多作「于J 0 (439頁)

兩書這樣的說明，雖然未能完全廓清「于J 、「於J二者音義上的歷史關係，然而對一般讀

者來說，這樣的說明已十分有用。在古漢語詞典內如果能夠恰當地處理過假關憬，往往

讓讀者有額外的得益。

(三)收詞:所謂收詞是指收詞範團和收詞準則，這是任何一本辭書的大原則，這個

原則應該在辭書還未具體編撰時就定好的。定了原則之後，該收的就要盡量收，不該收

的就盡可能不收。有時一本辭書的屬性或書名也就決定了辭書的收詞範圖。以「古漢語虛

詞詞典J為例，這類的辭書應受制於兩個範圍:第一是「古漢語J ;第二是「虛詞」。然而，

以這兩個標準來看，眼前這兩本《古漢語虛詞詞典》收詞範圍無論在時代或在內容(或性

質)方面都有太泛之嫌。

先說時代範圍。「古代J和「現代J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因此「現代J和「古代J 的範團

都容許伸縮和其有彈性。框定時代範園時基本上有兩種做法:第一是畫出一定的時代範

圍;第二是排除相對的時代範圍(例如以排除現代來框定古代)。無獨有偶，二書都以後

一做法框定其收詞的時代範圍。前書「凡例J第八條: I本書所列例旬上自先秦，下至辛亥

革命。 J後書「凡例J雖沒有明吉收詞的時代範圍，但從其引用書目出現已紅樓夢學、《清碑

類鈔?等書看，收詞範圍大致也直逼晚清了。如果以大型辭書來說，這樣的收詞範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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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體大思精;但以中小型辭書來說，在有觀的篇輔容納年代久爐前內容饅黨的古漢語

處誦，題，咱是儕沉重的負擔，結果可能導致在聽詞上作血犧牲。果不其然，稜護書雖然在

鋪在前面的船中說明該書是胡常見的(當漢語)虛詞J碧藍行語義、語用、譜法等多角度

的詩研究，但該書畢竟央~交了古漢語最常見的處詞。早期典籍如《跑盼、銷書》中常見

謂有代表性的「輯、宮、蠱、{到且不說，甚至連使用時間特長補最普遍的 f余、我、菁、

汝j等代輯和建訶「著夫、授是、所以、閻i蚓、聽動鵲f育、合(應該川等，-tl!付之闕如 0

萬書失收憶說沒著稜聳鄧麗嚴麓， {宣部分先鑫常晃的11輛也不見鐘。樹如 f泉、適、囊、

寶、(突然) J就是。遺些失紋的調條，很大程度是因為辭書f容量j過大而難以兼廳。

換一個角度看，即使「容量J本成問題，在…本辭書內皈集了將近三千年範閣的虛

詞，編者也應該把龍段長時開作粗略的劃分。偶如把盧誦出現的時期分為「上古卡「中

古j 、「近代J縛，並標明大致的年代，讓讀者妻子一儸輯出現的時代背景有概括的印象，這

對於虛詞形式和用法發展的認識不多不少有一定的幫助。很可，惜，工番對每一詞條基本

上沒有做這樣的時代說明，只是前書在很少的館辦情況下才有類似的說明。咧如前鑫在

f僅J字「副謂j義項下，有遺樣的釋義和說明(主主意下蘭對線的-tp]) : r期在數量摺語之

前，表示人、寧、輯、琨象等接近某一數最範聞。(見於中古，上古和接代都不用此

蟻。)可譯作『將對卜 f樂乎J ' r差不多j等。 J (80頁)如果繃者把車樣的轉代說明訥入凡

例貫徹全書，體文擁注，或加以一定的符號表示，拉{富議者或研究者說得益不少。

辭審皈誦除了原即姓之外，還要注意嚴擅牲。一些升乎虛詞典賀詞之闊的詢自或義

項要不要枝，都應該從嚴處理。中小製辭書買主要如此。在漢語襄旗，由於語富于學式缺少

影態變化，搞錯臨分，顯鞘功能的對應關捧往往很不一致;向一功能可以自不同的調類搪

當(樹立自漢語的故譜一般可以由商詢、名鵑或芳草容詞擔當，試比較f起訴j 、「血居j 、「豔

星發j等經語) ，於是導致虛詞典實鵲{名輯、形容詞是賀詞)有時不容易分辨;加上古漢語

競常有詞類活用(即某一頓的詞在具體的用法下會詞作另一類詞)的，情說=這些情說對~女

鵑標準都會產生較大的干攏。{ê.罷不是漢語的缺點，也不能以此作海牧詢失據的借口。

皆為每一個語言都有各自的特點，缺對形態變化和其乎乎較多的靚鱉活用只是漢語(古漢

語)的單多特點之一，語言學家或詞典攝鑫者的任務之…就是哥哥面對研究對象的特點想辦

法。之書輯古漢語上挂的特點似乎按有既定的對黨?特期沒有好好為分辨古漢語的割詢

和語法中的狀語定出觀分原醋，結果把海數不安期作狀語的形容詞和動調{它倒都是實

詞)當作盧鵑收摸了詞典內。龍鐘a播說尤以後香梅嚴寰。至學倒說，接替所載的 f畏、罕、

、疾‘龍、敬、久、娃、希(稀)J都是形容誨，而「大、小、棋、誰J等部分義填瑰麗於

影容竭， r好(喜愛)、甘、建j等期鷺於鑽洞;它偶在予台漢語中都可以作謂諾單獨使用，

可見是典聾的實誦。謂書里奇收實詞數量雖然沒有復書那聽多，但也已收入了「輯、瘓、敬、

鋒、長、管J等形容詢和 f賴、憑j等部勞動詞調義;而在「遨j字線下更標明「豔詞」義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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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頁) ，這顯明是跟該書。L例》所說「本書虛詞包代括代詞、副詞、介詞、連詞、助

詢、語氣詢、嘆詞等J的說明不符的。更有趣的是，由於二書沒有嚴格對待虛詞與實詞的

分辨，結果前書收了「純J '不收「雜J ;後書收了「雜J '不收「純」。二書收了「疾J '不收

「慢J ;收了「敬J '不收「倍J 或「傲J 。這些收祠的參差情況， 3 顯示二書對(這些詞的)語

法功能和詞類範疇沒有審辨的標準。

後書由於收錄了「一些常見的短語和凝固格式J (OLf9rJ>一) ，但審辨工作沒有做好，

結果收了一些不該收的結構或成分。例如「恰似J (246頁)、「事似J (572頁)、「底事J (59 

頁)、「莫故J (363頁)、「緣底事J (59頁)。這五個結構或成分雖然含有虛詞部分，但組成

之後，前二者是動詞短語，後三者是名詞短語，按理都不應該放在這本虛詞詞典內。作

為虛詞詞典，只要收了「恰、亭、底」等詞條，讀者就不難根據「恰、爭、底J的釋義來理

解上述的短語結構。特別要指出的，後書有「緣底事」這個短語，卻不收「緣J這個介詞(見

前書499頁) ，更讓人覺得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此外，該書收了「盡皆J (181 頁)、「例皆J

(205頁)、「必將J (16頁)等短語，其實都是臨時加合而成的短語，不能算是嚴格的「凝固

格式J '照理它們也不應該收入書內。

(四)書誼:任何辭書都應該把詞條的義項和用法還原到原來的時代去，這樣才可以

讓讀者看到詞語的本來面貌和時代特色。因此，引用書證時應該為每個義項和用法找到

最早的材料。如果辭書(特別是古漢語辭書)引用的材料有代表性，又能夠排列恰當的

話，說不定還能顯示該詞的歷史面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書誼應該重視時代改序的排

列，不必固定按祠顛範疇排列。二書在這方面不但在「凡例J 中沒有提到書謹的排列問

題，整本詞典似乎也不太注意書證的排列問題。以下試舉幾個常用虛詞的書撞來說明。

1.若夫:前書只引了兩條書誼，第一條是廣信《小園區盼的「若夫一枝之上J '第二條

是蒞仲淹《岳陽樓吉D的「若夫覆雨霏霏J (290頁)。後書失收此詞條，見前討論。由於上述

兩條書證都屬於漢以後的材料，加上《岳陽樓吉D在宋代以後傳誦不絕，很容易給人錯

覺，以為「若夫」是個不古(或不太古)的詞語。如果能夠引用較早的《易﹒繫辭下H若夫雜

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受不備J '查閱的人不但可以看到這個虛詞悠久的面貌，甚

至也可以看到宋人寫古文的取法範圖是相當廣遠的。

2. 為(去聲) : ["為」在古代有「向、對J 的介詞用法，這是現代人比較不熟悉的用法。

前書的書誼五條，最早的是〈戰國策﹒趙策四》的「姐之送燕后也，持其鐘，為之泣(對著

她流淚) ，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J (101頁) ;後書的書證只有陶潛《桃花源語H不足為外

人道也」一條 (351頁)。這條書證雖然比較常用，但二者比起來，前書更能顯示「為」這個

3. 後書還收了「旦J '書內定作副祠，書證有佛府詩集﹒木蘭詩> : I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 J (48頁)但

卻不收「暮」。其實「旦、暮」都是名詞，在句中作狀語，並非副詞。李佐豐《文盲實吉司> (語文出版社， 1994 

年。)就把「旦、暮」作為名詞收入該書的相對時間詞中，見該書2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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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祠的歷史面貌。

「為揮作介鋪「軾的罵街後人比較熟悉多前會引用的書報最早的是組傳﹒種公元帶

[及莊公卒，海之講制J (100頁)復審所引著書龍海〈史記.張專揀餘列傳》的[今王事高槌聲

槳，而高祖無禮，青青海主穀之三J (351頁) ，時代晚了被多。其實更旱的還有《詩經.大草鞋﹒

雲、讀~r1i可求為我，以庚庶刑。最據最早的轉器，讀者會知道嗎J造價E聲音司在草草語E語中

使用了超過階千年以上。

3. 雖然: r雖然J在古摸語中有兩種用倍。第一種是短諾結構，相當按現代漢語的[雖

然趨樣J ;第二種是讓步鞠聯髓，在今天往往和 f{ê.是、可是j漣肘，造是現代的用法。前

書輛車重義現都蚊入了，復醫只蚊了第一羲琪。前書第工義壤的發害證夫是《三三盟演義﹒失衡亭》

的[雖然魏兵不敢來，可就此五路總口下藥J (350頁)。書禮中「雖然.....正在j的形式已報當

接近今天的用法， 1.旦E梳子鵲續鄰居》詩已有「雖然在擺布，擺得很撒橡j之旬，是時代

較早的讓步聽聯詞的躊躇。作為專業的摘典，攝些苦奮證都贈言棄學i罵得比較仔細。

以上去{撞倒于是饒人比較熱主張的盧藹，騙者如果在辭書內確定引用較平的書蟻，便

能夠縫著聲音聾中透視臨這樣虛揖大致的歷史事讓讀者學習輝來更能引親注意侈的日「為J) , 

事半功倍，從需加深纜者對古代車祠的認識;如果引用書韓只是聯備一樁，充數誦皂，

那盛夏護者查鵲起來便覺得意然無味。這樣不但按罷了鸝槍的鱷睬，而且還讓人覺得吉漢

語虛誨只是殘存片段的成分摺己。

不過，賽時引用了較早的鑫罷， {豎排列失盤，if1自費了書證的作用。街賣日前書 f者J

J結構助謂J義瑣的警證有八條 (283-28生頁) ，請問蝶的書續改序比較紊竄。第一條是漢

樂Wf(路上藥學的「耕者在、其聾，鏽者志、英鋪J ;第二練是白居易總元九齡的情者無罪，

聞者足戒J ;第三條主義〈史記.現羽本矗擎的陳曉王天下者銘、神余也J ;第臨僚主義繡語﹒公

?台胎的「老者安之，臨別育之勢少發壤之J 0 排到的次序是草藥一一唐一一漢一一譽教，遺

樣?崑觀的排粥改序，不但讓人覺得耕料堆砌，看不出處謂的發展歷史，喜喜至擺會把讀者

的思諸摘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