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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黨算命為五代南膺，泉~."，招麗寺釋靜、釋駕所鏽的禪宗史料集，其中牧集唐五代時

期的禪師語聽檻多，均~月諸實錄。其又正值蠶詞語至連發展時期，故為研究那個時棋盤

調發展情說揖供了寶貴資科。本文權對《祖堂麓)1心中幾樹新興量調攏行分析。現分漣

如下;

一、單

f鑫j 的本義指豆豆。 Æ充滿了神諧、色彰，在後來意義的發展中指現了許多帶有這種色

彰的哥1$義:神靈、，鬼怪;椅神、感情;應驗、靈驗;神奇、畫畫異等等，在鏡樣的字義

基聽土雪「重慶j作為鞏詣輯其模糊義，權正是 f為了真切去追求朦廳，為了準確去求助模

糊，借用意義容最較多的名詞、動詞來擴大表麓的信息量。這是漢語最詢產生、使用和

發展的重要規律。 J I~ r讓j作為靈詣的用法出現投唐代。

倒一 一黨報;燈當門懸 2 擬欲換來歷葫昏。({祖堂集﹒卷十﹒告是生和尚) ，頁 340) 。

例二格志晃，氣骨高，轟羅成會一鑫主義。({祖堂集﹒卷十﹒鏡清和尚) ，真 348) 。

剩三 然新寒衣禍叢書乃釋一草叢詩句 3 非鐵!說像。((西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額﹒

誰是洋詩話》卷下， 1壘的掰 869 頁)吟。

倒一、倒之中的「鑫J分別稱最「孤燈j 、「毫J '它們皆有表小、表少意義，由於出現

在詩偈中， r一盤載:瞪小「一靈童是J便多了一份文學氣息多多了一份空靈感。此處的「叢j

絕非「盞j 、「根J所能取代，這封乎與其意義中那份空靈感有關。正是撞份空靈感給讀者

留下大片想象空間，別扭激發讀者進行審美再創握的熱情。巧妙連用這種靈諦，可以便

表達簡潔明快、含蓄雋永。樹三三中的(一霾詩句J擋的是 f新寒衣訥重h 用 f靈j來稱最可

1 CD靜、獨禪僧鋪張家點按:{攬生豈知(草IHH: 如與他撥出版社， 2001 年，新 l 版)。

@主運發:緝iI詰學原船(北京:中盟國際星星撥出版社， 1997 年，新 1 絞h 頁 345 。

@{文淵樹倒庫全主籌划台北:台灣商務印書艙， 1986 年，新 i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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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出其短小糖悴，若用 f句j來稿聾，不能達對這一效果。由上可知， r重慶j所稱葷的事韌

具有數蠶少的特點，而 f蠶j撥一輩誨的使用可以為其文學表達增盤。這正是f籃j造一新

興詞的特殊性。

「靈JiE聾輯的用法上這一步進去化，用於轎覽無荒草或抽象的專輯。常恩來稱最 r'l1:、

性、瘟德j馨。而且「蠶J稱最抽象名詞的用詩是「靈j作為聾輯在唐以後的主要用法。

劉四 悅目艷鹿卿貝痺，鑽i詩人悟性一盤。(佳麗詩﹒擺體﹒京中晚軍.) ，的冊 7562

頁)1~

倒五 ，告去揀那善男偕女、有聽有榕的人家好處投生不題。(~:拍案驚奇

﹒卷二十/坊，真486) I蠻。

倒六 一靈童道德最根諜，龍與西立于有分。({對神演義﹒第六卡丸聞 孔軍兵體金雞

齡，質 598) 總

以上用倒顯示出「鑫!作海最詣的模糊義，它傅建的信息住在是模糊需有象歡性。

「種溫『擴糊蠶i或 u模糊效果』體現一種氣醋，一種意味感J ICV 0 

二、擒

倒一 身衣…輛，日海千辱。({溫室設集﹒春一﹒第一極大迦葉尊者)，真 27)

飼三 影廠骨瘦久修行，一輛單單衣輯道惰。((觀堂藥﹒卷.島巢和肖.) ，真 100)

倒三 又持法與一輛裝裝(~阻難全書﹒子部﹒釋家類﹒法雄主未林舉﹒第三十七.) , 

1049 懦 546 頁)

《說虫草: r鍋，給連鍋銷也。 H鍋納多靄濕親。 J 斟上恢i句中的 J鱗H字軒的意義顯

然與其關擦不大，據三[;含:張就龍: r桶者，總盲》云:傲，最有也 o~r納1與『機』遍， (資

治通聽﹒宋文帝，亢嘉十七年.) : r高極微時，當自1ñ:新辦!代哀。有納布杉噢，戴盛括所

作啦。 j鵑三省龍: r稱，與納悶。j2CD r禎j有r r 11當衣J 、「質地種努破馨」的意思。這兩個

意思有…定的關聯性 ， 11曾衣器常用許多硨有拼鐵間成，故稱梢。在i能意義的基嘴上，稱

作為鞏誨，可用來輯最寶地較差的衣服，倒一、倒工中的 f身衣j 、「爾在J就是這類。問

「幸還裝J是體衣的一瓏，故i:!!.可舟騙來稱贊。納的聾詞用法出現於唐代，認且限於f曾衣類

衣腦的稱覺。有…f問現象值得注意的是: f一輛j在唐詩中使用頻率較高，個它只是作為

名詞使冊書意義為「一餌僧人上 f1'轉衣J 0 

@室主定求等總 《全廢詩i) (北京:中華響鳥， 1985 字，第 3 版)。

@凌寶寶初:(:拍案驚奇)L上海:土海合繪出級社， 1985 年 3 新 I 版)。

@許仲琳: (:封神演粉(士海;上海話籍tl:!緩杖， 2001 年，第 3 級)。

(jj何杰:(攪代漢吉普最喜功研究:) (北京，民銀tl:!版社，別的年，毒芳:版) , :ã鈞。

2 CD司馬光:(:資治通零售:) (北京:中華發為， 1995 年，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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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自 一禎淨居雲牽夢合，款來詩思說融高 o ((企唐詩﹒陳陶﹒酬元亨上入) , 21 冊

8493 頁)

倒五 坐見三生事，宗搏一輛裝。({全唐詩 • ij設措﹒贈揮自恥， 15 期 5836 東)

倒六 三伏閉門接一繭，兼無給中?幢房!難。({全唐詩﹒社筍鶴.日聽梧設上人

船， 20 冊 7981 真)

僻由中的「一輛」為一億僧人的意思習研j五、核i六中的「一輛j 財主毒僧衣之麓，我問期

文獻中未見有最喜司的用菇。施提另品過個總顫音豎賞了?納J是一個新興最繭，使用範聽不

麗，一是全局隔於鶴教相觀文獻。

鶴七 身俱佳麗老病僧，闊門一輛三長騰騰。({臨游全集﹒雜饗:} ，真 767) 時

倒八常衣一桶，行聽藹rP ((明書﹒卷一百六十﹒異教傳) ，頁 3162) 2@ 

出í9tl七、1JiJ人可兒宋明時期?一輛j依薔赴各謂的用語，但是有趣的是?…訥j到了民聞及

現代文學作品中有壘詞的用法。

倒九 手中攜一錦囊，轉覺爐上=轟內臂一棉布彭擻，敢承宋主...... ((薦~~史演麓

，第十三四} ，頁 11討論

1閉目十 搖槳的意漢一輛破髏乎一頂舊觀咱... ... ((大連洞))

儸九、倒十中的「機j與是榜的[納j有了字形上的變化，在稱擎的衣榜上也發生了變

化，不再是僧衣，而是質地較麓的[布衫澳」、「聽聽J '這聽然夫在攤主全「訥j 的?質拖鞋努被

議驛露，怠。這說明了它的棋盤範鸝有所擴大。

以下幾想中的 f禎j不是量制， r每日-=:~康嫂，長年一羊肉衣。 J ({中醫禪宗大典﹒景德

傳授錄卷二十一} , 1 冊的i 頁)神?縣市一富人當贈一輛樁，劉欣謝龍去。 J ((曉聲主志

﹒發六) ，頁 53) 灣問形似數最名結構，賣主事數名結構。品生誤解，故略加說明。

玉、搭

「搭j作為聾誨，意怒為[一纜、一處、一塘、一聲j 。如:

餅一 摧環破曉眼看盔，當天…搭如蝶泉。({全唐詩，盧同﹒另蝕吉寄予，也冊 4364

教i二 久之不動立于知是，一搭硨雲雞不飛。({四庫全書聲﹒藥部﹒另肯接顛﹒小摸過

中} , 1152 椅 383 頁)。

偶三 瞥於拂7}(巖頭喂，一帶廳中認玉山。({間庫全書﹒業部﹒纏集類﹒轎齋坐雨

(Ï)(陸游it:算。(北京:中路文史出版社， 1999 年，新 l 版)。

巴金傳維鱗 〈緝毒) (北獄.中華書為， 1985 年，新 l 版)。

在今蔡來藩:(南北史露聲粉(一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2 年，新 l 版)。

@趙曉梅、才了整整班主路主編: (<=þ閣禪宗大典) (北京:關際文化出版合詞， 1995 年，新 i 飯)。

@郭蓋章:{發導主志> (北京-中有草書筠， 1985 年，新 l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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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懷蠢事} , 1抖4 情 597 真}

倒四 聽聽天澀，第tllj(攪 LIJ 五六搭;蕭蕭林下雪壤單破屋兩三家。(是元融選﹒白樸

﹒攝相爾第三訢章，賞。 356) 的。

倒五 晃蓋把燈照那人臉時，紫黑闊臉，鬢旁一搭朱齡、記，上面生一片黑黃毛。

((7j(滸傳﹒第十四四) ，真 178) 浦。

會tl大早有小丫頭鑽攝一搭子組紙。

此虹樓夢﹒第五十二息} ，頁特別油。

倒一、餌二、{9d三中的(一搭J最 f…鸝J 的意思，用來稱暈F煤良心「碎雲J 、「煙J 0 

{9tl四中的「一搭j是「…處J之意，用來稱最處憬。劉五中的(一搭J是[一塊卜用來稱蠶胎

9 倒六中的{一搭J是 f一聲J '用來囑道紙張。《扭堂算命中 f播j用來幫蠶 f草J '在意思

主可解體為一塊草或一處幕。

倒五 大師臼: 1佛攤前一播車，明展銷後蚓卻來。 J ((祖堂集﹒養個﹒丹露和尚}，

]{ 145) 

依據張雙慶的((祖堂無所見泉州方前進躍動的一文中提封 f一搭J為射門方盲，並

以制宜為例。而且這個樹子出現在對話中，故認為《祖輩船中 11;配的聲調用法具有方古

色馨。另在科旦掌黨》中有 f石頭臼: r老僧萬前一轎車，三三+年來不曾鵝。 jJ ((祖堂集﹒

譽主﹒雲岩和尚}，頁 182) 建裝的「踏Jt色出現1ft蒙古話中，問且從旬章上看， 1踏」在此處

也是一餾稱蠱萃的變詞。賞這與「一播車j有一定的相但處。在張華點校本的挂解中，對此

處的嘴j字「鏡為脅，聶哥J ({:祖輩船，頁 183) 。根擴《灑語大宇典〉所枝的神j為鞏詞

時期於稱壘成套的器物惕。男據〈福州方吉詞典》研岐 f脅H益最諦可府提蠶蠱起來的物

品。對於這研謂的「三三卡年不曾鶴的革J{i說乎也可用「脅J來稱蠢，突出萃的茂盛。《權外i方

育詞典主對這三字在方宮中前讀音給於了標注: 1:搭dak23 伊拉、「踏叫，21 L口'JJ 、「脅tak_5 [t'?JJ 

縛。從此處標法的擴音看， í搭j與f踏j更接近些 2 但是從字形上看「踏J與「當j更棉象峰，

說意義上兩者都可講得轍。故[踏j字是「揮J 的誤還是「醫」的誤字不可輯攝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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