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釋詞兩題:折造、提而走險

楊榮賢*

堂、折進

「折造j 始見賢唐代著名史學家吳兢編撰在今〈錢觀政接} (以 F簡稱《政要})一書， (.政

學是H系練史，性質的文獻，的成書於公元720克。此書不樺;具有較大的史學價值 3 對我們 F

解韌唐時期的語言部貌亦具有讓要意義。「折罷j說兇於《政吾吾﹒織報篇) : 

給事4'魏故土書曰: r吠見八月九詞詔書，率土皆給復一年。老幼和歉，成歌且舞。

又詞有敘，丁己說才吏， ltp令投滿折遂，餘物亦連輸了，待明年總為推進玲。 J 1 

以上為上海古繪出版社標點本的文字(第 66頁)。葉光大等《貞觀政要全譯》本(以下

簡稱《全譯本})標點向上2 (第 111頁) ，且釋「折造J~ : 
折造:折算種現。進:農作物收獲的次數，文中指租稅。

其認為「折糙」為動黨體峰。譯文如下:

r. .….~兒又聽聽有文書說，成年男子已調配服役的，就令你們服役期滿後折算租瓏，
其餘物資也交鈍完卒，等譯自明年合計起來作為依據折算。扛著重號僚筆者會起)

以上標點及釋義是否妥當?擎者以支書擺有進一接接討的必要。

《漢語大詞典》、新版《醬、持》等大姐工具舊書均未兇「折能j一詞 c 那麼， r折瓏j是否成

?若已成祠，其含義及成育場理據又如與?我們不妨先看看文獻中的培fJtl : 
(1) 丹陽游船， ltr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實F折進官端綾續;會稽郡船，言F銷器、

羅、吳綾、錄妙。((後發〕射時等《舊唐書﹒孝學傳})

*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1 <\:全去語文》卷…f:f四刊練富起兔租賦又令事會納疏J :Zi; : íê伏兒八月九日詔書‘發士皆給復一年，老幼機斂，

式散且舞 G 在路又筒有較:于己配役，即令役衡，折草鞋餘物，泳選輸了，待至明斧，線為准折。 J (此處

機點係主棉紡~理由詳阱。)文字稍異 'PJ視為;二等 i 嚨里給之翼文。根據文盟章，(政驗中「了己j當作

f了己J , 1"或歌f主舞j當作?式歌且鱗J Q 另綴據句式特點多 f待踴等三j作「待至明年j更為還是當。

2 <(全譯支持文字稍與: f待J 作{等j 、{成j 作「互支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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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一副四亭，青青折造衫一頓，自吳綾汗衫一頓，台在聽卒臂一喔，白花雞持一

展。((房)對禹錫《劉賓客文集》春十七「為京兆*"尹降誕日進草之狀J)

(3) 兼鹽鐵使織途中和四年己當填海衣羅、折進布益綾絲帶除先進鍋外，續織造九千六

百七十八段，護其如後勃色。((清〕董話等《全唐文﹒海文拾遺》卷三十六 f進御衣紋狀J)

(4) 居東賞鄰版、折遠本二三百二十端、紫多事茶一萬字、供上食旦時糙棉米一千五百八十

三石。((明)黨斯張撰《吳興奮志〉拳十六「田賦徵第十二J . (四庫全書}494/之 5P)

(5) 龍德三年賞布之三十端，供辦脹、折造布品嘗九十鹿，大曆六年始進木。(向上)

(6) 山西大悶、太原、-t蕩jÉ j學習島等處紛議裁辦皮旅、主持這將澳特鞋，留置于行都筍，

以備官軍之淆。( (現) .徐海等率敘撓、李東陽等重修《明，會典〉卷一百五十六?家麓，十

八年令j條， (四庫全書}618月40)

(7) 藥材，歲辦雜業八千九百七斤六為八錢四分;皮張，雜忠皮;析這是字機褲鞋.-1三

千六1;八十三到八分喙;褲鞋八件。((清)覺吾吾石麟監修、緒大文等革《山跨進志〉卷四十

脅 il'f1賦六 J ' (贈學全書) 543/450) 

17 餌 rþi折惜j一吉毒分另r]與「綾繡j 、待到、「布」、「樓褲鞋J等名言毒性處分搭配。而且

從用調來著手建「軒造」與遺些名詞性成分組成的結構均與其它名詞姓短語或對美學如倒(1)

f折攝官端接議j 與IJ:京日綾衫設j 、 f銅器、羅、吳撓、蜂俗、j幣對舉，倒 (7)1折造脖摟擲

戰j與 f藥制J 、「皮豆和聲舉;或立宣判，如i9d (2) i折這彭j與 f夾縫汗衫j 、 f花，難半臂」、 f花

總褲j等並肉，例 (3)1封造有j 與「御衣j 、 f接錦」等並粥，稅(生)、 (5)1折造有j持與「御自民j

並列，制 (6) r折是胖懊椅輩輩j與f皮張j就列。民時多?最以上用辦事言，宇宙「折造j與其發名詞

體成分構成的短語往誰是各種動作揖受事對象，街 (2)1折造衫J揣進蠹對象，例 (3)1語遍

布J為 f進納」的受箏，樹 (4) (5) r折罷手ÞJ 為歲寬(拱)之騁，樹 (6)1折造靜聽持鞋」

所用之物。可見， r折造」與其後名詞性成安構成的結構常為定中觀僚的名時控短詣， r折

以作定語為章。又如:

(8) 凡夭下程及折造轉運於京都會皆鏈而納之，以供團舟，以綠草f宮。( (徒勞〕對晴

等撰《舊唐書〉卷四十草莓「職官三J)

(9) 唐有丞六人，掌判令箏，凡天下租稅及折造轉過於京錄，發闊的納之。( (宋〕

如翠綠《郵寄考索後集》卷九「持農寺丞J ' (四庫全書)937/127)

(1 0) ì會今年六丹紋，令三司官典及諸色場庫所甘寧等，其.:JL筒、句梭、支對、句押、

權遣、才援引進庫官、門官等，請許月良知葛布，折進及無紋綾克衫及祂噢，依毒亨通月良緣。

只對王海(:唐會發》春三十一「綠綠J)

3 文中所引徐永溶等影印文鴻悶《四庫全書)>，發灣商務印書傲， 1986 0 é芳標數字依次為冊數、交織，此例

即表示第羽毛苦苦 s 第 2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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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驅使官有系，當及在成2l諸色倉場官等，請詐級知葛布，折違反庭人紋綾充衫

施，依前服緣。(向上)

上苦14 例中，前欖樹「折是j就直接與名崗 f租/租稅J構成名言母住短語作 f轉連J的受事成

分。後幫倒f折進J均直接與名詞f報稜綾克衫/庶人紋接充衫袍J 、 f檔摟j等並舉。蘊含土

文「折燼J 以作定語為常的情說來看， r折造j具有明顯的指稱功能，可直接指物。

綜觀以上用倒，我們還發現，自「軒，進J作定認構成的名識性成分或f折造J本身所指

稱的事物語義上主要與各類織品有關。從用撞上來看?建些事物又主要用於1:寶、進

獻。從時間上來看，土引文獻記堪的主要是關按唐代的賦梭，情誼。關此，要正確理解lí軒

進J 的含義，首先得對胡庸賦稅制度有一個基本了解。

聽前期賦稅制實行租!講講(晶晶0) 制，規定:每了每年鍋菜二布，為「租J 0 r謂J隨攤

士研崖，蠶桑之鄉每了每年籬輛接或緝或施二丈，絲錦三繭，非蠶鄉納布之丈五尺，攝

三卉。rJ當j是代役稅交訥寰嗨，每丁每年報種二十日，若不提役，可以擻緝銷或布代

替。 4 可兒子 n當j作為德役勞動的代役金?其色盟主要是緝、布， r調J主要是緝綿或

布賺5 ，租財主要以栗。關1ft租!當繭的性質，李錦繡(1995:465) 指出: í租!賞識實際上

是由兩顯不同的稅收組盛雪其中租輯是…顫， I當是一類， ......觀調是持的制下名視了實

稅凹的賦稅收入， 1稽購買目楚了供王智的代役贅。 Jf盡管租!當調各自的-@.~已經清楚， f立自

實際徵i拉攏程中要考慮到臨家需求，當燒特麓，建輪體科等囡竅，故折訥說成了租!當鵲

縷q文中經常踩用的方式。§

觀1ft}實調的折擒，李錦鏽 (1995) 指出: 1攝是!當調中被訢鵲較多的品種事離不但可以

fJT綿，還可以折菜、指布。. . . . ~ .封了天賽中，關攝被完全折丟進布什庸調擺可軒銀交納 2

繃唐書》每五-1食貨志j 云: I~F蠶轍。輸銀卡個繭，請之調。 J至於粗的折輛，總典》

巷六 f食鍵六.賦說 fJ 云: r諸租，離外!土收種早蹺，斟蠶路程驗易遠近，故第分配......

若無束之鄉，輸輯、賽今隨熟即轍，不狗屁限......應肘米處，軒聽一餅 3 輪米六斗。

雜折皆隨士毛，准當鄉持{賀。」除輯、米外，租還可折布。吐魯番出土!蘇有中即晃f租布j

。張揮威 (19船:15) 亦指出: r地下出土遺物證嚼，在閱元定令以萬﹒....江南端屁巴存

在組折布的事實。 j居前期，江爵的 f折輯進布J其為普遍，位最典》卷六 f食貨六.斌親下j

云: 1 (閱元二十五年定令) ，其江南諸:HI租並回籠納布的。 j對此，陳寅格(1963:155-157) 有

生 1lJ參看鳴大典鴻三、總會要》卷八三「租貌仁j 、纜廢齡是金四八「食貨品、繡唐書> :食貨品、鱷如

卷六《食貨六.賦說下》簿，各書所述略有三是獎。

3 據李錦繡主考察，米嘉定亦為詢中的故事藍色倪。(參兇李錦繡閉的:生28)

G 對此 3 史學界多有研究，李總織。995:是紹，嘻嘻9) 將租濟調的折納分定還拆納典等價折魯特，~史進行了詳細論

述。張漆成 (\986) 分別就j驚奇穹的折納與程的折納作了全獨考察。王永輿(1987) 亦有相瞬討論。

7 參見王炳書長， (址:魯番出土唐代溝調布研究}，伏物〉第 i 期 (1981 年) ，第 56-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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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囂的輪述: 1.唐代會開國以來其人民既徹攝之觀本應為棠，今忽改認為1頁，乃閩東現政

棋度上之…大變革。. . . ~ .。租若折納布，即是粗布，瑋立即由造納布，1ft所講唐代制度之江

南地方化，易玄之，即南輯化者是也。」而海南海北諸如1卻存在辛辛 f軒種建銷j及訢欒取米

鵑現象。《苦奮唐書》器問八「食貨志j 云: I (間完)二十五年2月敕: r關輔庸關，所說非

少，既寡蠶桑，皆資寂棠，常賤單單糞竅，損實攝諜。又江宇晨等苦變誼之勞， ~可路增轉輪

之弊. ~ . . . .自今以後，關內請外!靠著識資諜，立主立准持續變藥販米，送至至三京遲要支用 o 其路

遠耳寺不:立;可慧擺震退者多宜研在收員肘.J= ' f捷更充髓近軍糧。其抖拘j甫河北有不通水利(廿j外‘+昀?

緝，以代鸝中諜調。 jJ 以及發通典》卷六「食貨六.買義現下云: I其1艾文裁計，葉則二千五

百館萬右(三苔萬扣充娟布?攝入兩京揮。三三百萬間充主j(:豆豆，供梅會及諸司官廚等料，當A

G 四百萬江誰問是米轉入束，充宮祿及措詞攪料。五百萬當韓少N官樣及蠶纜。

千萬諸禮節度軍權及前備當妙!會。) J對鈍，王永興 (1987:409) 嘉明確指出: IÚ四造棋

布1 、『訢租造緝』是一餌特殊問題。 j

龍說明租!實調說散i徵q女中的折納方式具有諜割的現實意義。同時，出齡折訥物品如

布諧、錢幣等需進行加工製作，甚3在如欒輯、木粉等權請鵲踩，政府因此設有專門機

構，顛地方上設寰的線錯坊等對境些原料攏行加工、聽罷，而且從上引文韓東看，對加

工對象白雪選擇以及製作要求還呈現出聽著鵲地域性。

由此可見多上引用倒中所謂的「折造j就是指賦說徽收中訢納了5式下的一個重要環

節 o I新建j I:lP r為准拆租稅而110=正艷寵物品J的會文。 f軒j 、 f誼j 己凝合成詞，是表臨的

關樣的建動式複詞，罷不是動賓觀保。折造對象涉及糧食、衣飾以及各種器物嚀。上引

用倒中扭扭轉品主要是各種鐵物，權與娟、品等鐵品在唐代可作貨幣之用不無關碟。臨

製捷目的及對象相對草草一、明確 9 故動詞「拆造j 可自述擒，性轉為指構性多即可直接稱代

為新納租稅問製議組各種寶物仍不至於產生所指上的混亂。「折議」的指輛，霞在上引用斜

的體現主要是可直接作定詣，可直接與其它名繭，性成分並劑。鞠蔚讚誦，往成分的指構性

問題，學者們早有深姆的關墟，朱德照 (1983) 提酷了「指轎J (designation) J 與 f陳桂

(assertio叫Jr自指」與「轉指j 的概念書 I Fl指j 就是指名繭化手役之後權成的名言毒性成分與

恩來鵑謂繭，性成:7t所指胡同，自指意義只眼原謂輯自身的意義相闕，不過己本再表示動

作行為時空特徵的變化，謂是表示動作行為自身; I轉指」指名調性子設之後挂起立的名站

住成分與原來的諧調性成分研擋不同，轉指意義跟累謂詞騎蘊含的對象相關。揮自指動

作行為本身轉化為指與動作行為相關鵑事物。陸韓明(1991)拉出: r漢語的動鵲無論是謂

語 3 還是出現在主、蜜語位置上，都是一餾樣子，意義、形式上都沒有華麗嵐雕。 j馬慶

株(1992) 就現代漢語的語育現象從祠的語用功能出發?在鸝詞中黨j分出指稱義動鵲 2 指

出動詞的名詞化沒有影式標記，不少動詞的轉指義的名龍化手歧是零五三式的。

語位置史上的動詞與主、 3頁諾f立室史上的動論一樣多其語義均發生了出陳述到指稱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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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雪上挂〈政船上海古籍概在本及是全譯本主標點均本耍。「折造J當屬于作「餘

鞠J 的定語，fW為 f又間有敕多了己配役，即令役桶，拆墟餘物，亦遺輸了......刊所謂

「折造餘物j譚，為「為對齣租稅吉亞加工製攘的各種物品J '可泛指 f軒融輯親的各種賞梅J 0 

那塵土文「即令役攜折謹J (即「服役期7萬後折算租蛻J) 之說 9 若姑且不論其轉f折造」

之義妥當與杏，事實上是否存在以服役來主持算起稅的可能呢?唐代正稅中未見以投訴觀

的規定》只是在了男鐵役二十眉之外有規定: r有事而加投者多旬有五日兔其諦，三旬則

租調俱免。(過正役，鼓不過五十 A 0) J ({唐六典〉卷三)又總典》卷六「食貨六﹒賦說下J

: r諸了佐歲役工二十日，有聞之年加二日，須留役者，擷十五日兔謂多三十日租調俱
免， (從巴少者見役日折兔) ，過正役並不纜五十日(正役謂二十日 1黨也) 0 J如何看待正投

之婷的加投書李錦繡 (1995) 認為: I罐罐是政府不能無限度地投使百姓的一頓調節. . . ~ . 

種折兔，本身說是百姓人身役使及人身依附關係攝輕的體現。 j可見上謹「了巴配役，即

令役滿j並非正役之外的加役，即並非可以免租誠之麗，國i能並i不存在「令服投期;第後折

算租稅j的可能。故無論從文意還是提歷史攀寰的角度來看，以上理解均有失妥當。

值得…鍵的楚，明清文獻中還見少蠱詞義有財於土文的「折言道J用例。

(12) 又如3年熟鐵器等件，恐無年3乎意廢之理﹒而乃-+-+全辯，縱有不瓏，舊磨殘缺

為堪折遂.-+-+有進無虫，其積必多。((明〕劉麟撰《清患集》卷六?應認陳言疏J . {四學
全書} 1264/315) 

(13) 就要各府如府主主各衡發局官員，授認卻將各街所為誰通取到於布改奇並前走府

分5容器為肉，免造長是倉(槍)四祿，折進斬馬刀二才思，聞牌改造長絆，然依發去式樣，立立

工成逛。((明)馬文升《辭退明 lf奏議〉卷入「修飾武備紋J . (凹主事全書〉生45/142)
(14) 修造大教F船，三年小條銀三二十繭，五年大修銀三十繭，八年軒造銀五十淆。大

波船，三年小修銀八雨，五年大修銀十二繭，八年折造錐十八雨。( (清〕革時輪換《治河奏

續三聲》卷二 r~妙!﹒修船到倒J條﹒{四庫全書) 579/680) 

(1日時兵部請錫武備，以存』輩革器不椅，請令內府兵f史為式進精致盔甲，且要刀、斬

為刀、長牌弓請各二十芋，送站丹紅等處為式。令有司徵斜造作長鈴四祿，折造斬馬刀一

耗，聽牌改為長牌，等對照愛德正統-+間式樣造成。的青〕務橫、曹仁虎等奉敕撰《欽定

續文歡這考》卷一百三十四「孝當于本治九年六月明斯江等處成造3容器J . (四庫全書}629/

700) 8 

上至 i 生的中「軒造j 的支配對象為鐵器、車哥馬刀以及船只有事各標器物 9 有別於散文哥!剖中

8 此段文字，畫畫北新興書局出版的欄文且說:邊帶 (1985 年版H折設」作:增進J '筆者以為據上下文宮發 3 作

了折甚至J主義。例 (13) 、 (15) 文淵飽《凶器華袋都本皆作「折燈J ' :l另研﹒為文于此馬端繡著春論(你庫全讓給;$:l

與上兩段文字稍裊，亦作「折援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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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與各種織品共現的 f折進J 0 需且無論是言及聲響廢殘缺輩輩器還是船只的折造 3 其顯

著特點是新器物的組工製遊所用材料都有對苦奮廢物品的科用，或將鐵器等重新回爐加

工多或直接擇取舊廢物品有用部分，故此類f折造j 含有主持(用)舊造車時之意， 1折J意為 11m

工利用J '不冉於上文「折合、誰換j之義，故「折造j是指在對聲廢器物加工利用的基礎上

進行的聽造，是表1i式(手陸)與目的興館的建動式幫誨。11:仁義可極為丹丹過j 的另一義

環。

可見，j折造J不僅反映了有唐一代賦稅制度的客觀實際多而且在使用攝程中它的詞

義攝獲得了發展，故大型語文辭書當為此詞立自?在劉分義頃跨上述爾親情況當加以考

盧。 9

貳、挺而走險

佐縛﹒文合十七年〉有語「古人有害曰: W畏首畏尾，身其餘幾?j又臼: W鹿死不擇

。抖、國之事大躍t說，德，則其人也， ，不錯，則其鐘也，鑑而走險，急f喘息擇 ?JIO 其

中的 f錯賠走除J '意謂臨無路可走間接過謀取冒臨行動。籠子《說文，金部.) : r錦鎮朴

也，從金， i美聲。 J 其本義揖未盤冶鑄的銷量擊。大餘本ìJl{唐韻} r徒鼎切J '即

r dìngJ 0 <.廣韻.避韻H徒搏!切卜釋也: r蜓，金艇。 J 1能指定險J之「麓J 的擴音唐陸穗

明《經典釋;如說為 f他單反J '即今音 ItingJ 0 然繭「鈕 (tìng) J 之含義卻眾說紛缸。就目

前研知多主要有這樣一些看法:

(1)接走鶴。此說當盟軍於會社預設: r蜓，疾走貌。苦，舍、民u欲蔭祿於楚多如鹿走險。 J

11 廢孔額達那承社說 3 並進…步指出詞義產生的原由:印制文連『船，故為展走貌。 j

12 元代李冶《歌寮古今勒(卷一)贊向「痕走貌J之說，但他認為: r輯之海文 3 安得去尋疾

走之親乎?孔說以 F連文j古之，由矣。龍、挺古字攝用。挺誰?勁接啦。聽捷~p疾走之

貌。 J ({閱庫全書) , 866/330 b) 13 他認為?雖j 海IIr疾走說j是與「提J續用所致。然「艷j

9 聲學代有關賦稅准折現象的詞語如: 1主持納J (廢待3暫行財稅法，初重建靈錢驗，折僧交納綾綺 s 其後物續愈

下，所納愈多，認1守主反復抑償徵收，如還剩剖，稱折納。宋時以產業機還管欠書也稱主持納)、 f折;變J (宋

時賦稅，教收貨物，按直是折合，改徵他物，總之折變)、 lí背包打電耳清清獲 3 多徵貨物，有時折鑽改徵銀

鈔，總之折色。踴初百官僚s緒，~文米石，後部分折付錢鈔，也稱折~)、「折徵J (灣符稱貨物獄稅折價

收錄為折徵)以及 f軒潛J (i會糧折銀徵i役。~舊權向納米績，研51.泊是李悶悶蘇松諸府撞擊幸事?在歉，護主是折潛之

制。?奇初折漪，亦限於被鐵或水陸嗡速地區區，後來士也僅發漸擴大，奎清末 z 只有証討青春幫會仍行潛遷，其

它地區均行折糟。)等，均已為大革巨吉普文工兵書收錄。

10 楊f自梭《種事秋左傳注)> (第土銬) ，中毒害喬馬， 1990 (第安版卜 626 頁。

II 會校預注，是堅孔穎遠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命(十三三經注疏本) ，中還發喬馬， 1980 ' 1860 賞。

1空間注 llo

的文中所引《直接掌豈是草書〉係永璿等影印文淵罵《四庫全書發:> '筆灣背著務印辛餐館， 1986 。凡引自《凶難受害》卷土每

依次襟明冊敏、頁穗芳攔數(上構以 a表示，下總以 b 表示) ，比例 !!P毅示第 866 桶‘第 330 攻下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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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否會「疾走貌J義 2 李氏並未解釋，更未舉出「鋸j 、 f提j適用的文獻用餅，其說未

為允當。清三五念據認為「輯用IIf疾卜是與「進j聾近義悶，{廣雅，釋詰H瓏，疾t創下謊

話「違者，彷部:懼，疾也。楚臼逞。H說立法云: [黨謂疾行為逞。 J .....文十七年

《左傅: W1鉅而走轍，意何能擇 ?j杜頸、住云: I[!麓，接走貌。 j鑑與建亦聲近義悶。J 14 f族

走貌J之說輯後t設影響甚大，諸如《辭海》、《辭體卜《漢語大字典》等大舉語文辭書均承此

說。後t設文獻往往將「麓」著成形容詢、斟輯、動調等多種範疇立史以之充當調諧、定器等

諾諾成分。作講話，如唐李華{~古戰場;妙: f鳥飛不下，獸挺t群。」清顯女武《答徐噶

公肅齡: f授是強者聽髓，弱者罐罐。 J作定語，如元都經〈陵JII如卷十一嘩泉行J : 

f畫畫牙缸，角獲麓鹿，橫棋生血禽成釀。 J甚至三將f輯:的走轍j當作 f懿險J '如清傅棍等摟在平

定准噶爾方種各正攜〉卷七十五: r二商辦鳴驚髓，蜓撿無依。 J ({間庫全書> ' 359/342叫

(2) 鹿定貌。元賣合紹等《古今韻會舉要》草委卡7'\ r輩革(他頂切) J 字僚: r鹿走貌 9 題作

鏡。毛在傳》髓甜走鞭。 J 15 r艇J字兒於《集韻﹒迴翰，丹也讀嗨，鹿走貌J 0 沿襲 f鹿走

親j說的著;明陸提(左傳附誼》嚕一) : r蜓 p 字書作顱 3 鹿走艘。 J ({'也庫全書)> , 1671 

695a} 清洗琵芳《十三經接謊正字)) (卷六十二)f艇間走險J條亦云: r字書作顱，鹿疾走

貌。 J ({四庫全書)) ，的2/822b) 清張時環《左轉折。諸)) (卷九II挺高走險J 11東指出: f<韻會〉

f罷 s 鹿走貌。過作鐘。的i在氏『艷梅走餘JI 0 J ({四庫全書)) , 177/220b) 此說甚為晚出，

顯樣護人財會，不足為據。

由上引讀書來看， r挺而走險J之 f鍍j 顯然與ding表 f當時鐵朴j 義之「艇J是音義毫不相

涉的兩個諦。故高本漢〈漢文典H蜓j字條指出: r鍵在 ie1)1d' ie1)1 dìng 黨在箭上的金屬

條。......假借為t' ielJ庇'ieφIting猛沖。佐縛﹒文合十七年)):關而走險JI 0 J 16 高氏器

為應當從文字報惜的角度去尋求解釋?然而「蜓j之本宇究竟為何言他並未明宮。

(3) 現齣i臨睡。錯如雄先生的紅蜓賄走險j考勝(載〈西南民族學院舉船， 2002 

年第 9 期)一文認為:

「從j 的本義是鋼鐵礦石，與「車費(礦) J 同義，這種原材耕經過冶煉，則可嫁鑄成銷路

鐵棍，故引伸為鋼鐵臂的接料。......古人初始製作背矢，以磨石為甜頭，以什水為費

幹﹒後鶴鐵冶煉成功以稱鐵為背頭。......贊頌尾部插入膏幹的那部分鷗錐體 (1以掉頭)也

叫「錢J 0 ......提全部殺入會幹中穩而不見，故得到仲且為黨、章。…… f從而走驗j之「從j

當今i為 f鑫Jl • IIp r山窮水量rJ之 f盒J .與成語『走投正是血色jj意思略筒，也就是f急何能擇j之

「怠J . r從而走檢J • IIp r畫(鑫) J 別走險。...... r錢而走險j愿意是指弱小的都關如果連對

14 清王念孫《康發疏翰，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 ' 21 頁。
15 元賽是公認、熊您〈古今鐵食學要) ，寧忌浮繫海軍中豪言書鳥， 2000 年。

16 (瑞典)為本漢〈漢文典c> (修訂本) ，綿薄:灣憎云 場劍橋等﹒上海辭書出版社， 1997 年 3 其能音順序先

後為主古至芳、中tï脅和現代齋。 r : J 表示上蹺，不加符號表示不要學和入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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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海主替國的入侵威逼(錢/怠)則將拚死反抗(走驗) ，後來才括在通緝扇葉#或是a儉持採取冒

險行動。「從J '古今無 f疾走貌J 明矣。另外， r挺而走險J~能說成「提而走險J '偈為

「挺j 沒有 f鑫j 義。

鍾文繫聯了蓮、鞋等 16 個從內刮得聲、主要要含「長荷小多中蔚藍J詣義特擻的%聲

3 自其無「疾走親j義，故認為「鍵J不當前1 r疾走貌J 0 文章的分斬角度及對《左傳》文章

的理解無鏡龍得葉纜。作者獨聽聽鐘，鐘以 f錯H運作而成的箭頭(亦日 f提J) 的形制上引

發聯想，認為自龍頭尾部叫做「艇j的部部分國鐘韓全部插入籬杆中體而不見即可引伸出

「麓j之 f草、盡j義。在鍾文看來，表f空、盡j義的 f艷j與表 f鋼鐵朴J義之 f麓的ìng) J 

有關聯的。

對此?本文有不同意見。我們知譚，諧的引仲義與眾義之間串續具有某種內在聯

繫。那麼，作者何以會能此角度去生發聯想呢? J車來，鐘文據以立翰的根據《方古》漿，乏

自[1有「能J含「室、盡J義的記載:

《方言〉毒品三: r扑、榮、 9析、鑫也。為楚凡物竅生者回 4r~益，物堂畫是n牙餒，鈍，賜

也。艇、錫、扑、 9針，皆章也。袋，堂也，籍之轉也。 J 17 

顛然言以上 f艇J之「雷、護j轉是指「物體空虛廣乏J '即無物之意，與鐘文所苦 f水窮

山蠢j之 f盡j 農Pf盡頭、極點J義不悶。以上表「輯體空盡j義自9r麓j是商議未流行股萬:方的

立于言殊語，與「蜓 (dìng)J僅僅是字塔上相同步音義有別。不是由表「鋼鐵朴J義的 f鈕

(dìng) 丹 11學前來。那麼，徒搏〉持代， f龍(t1ng) 是否有權種用誰呢?根據蕾郭璞仿古)

注 f蜓 (ting) J 之 f堂、盡J義潤了西誓旦發展為中國之種語音行串範觀大~擴展。也就是

說， I!鍵J不是一個生命短艇的方育成分，自古親有存在的可能。所以我們推鵲f蜓 (ting) J 

作為春秋戰輔之際的方當成兮不聽沒有可能的。即使它世捨為南楚之諦，然前春秋戰國

諸摸紛爭之隙，各關人員流動頻繁(如有名的 f晉楚城糢之戰j親是高聾的楚國花上樓笨孺

導致的一場戰爭)多自然會帶來語言闊的相互影響，故作為春軟末魯國史官在正明在敘述

魯文合十七年菁、鄭矛盾時賠上「能前走險j之語亦是自然的。

豈是特意指出「提J 語11 f掌心嘩「語之轉車J '比「語之轉J ' {i可九蓮先生胡確指

出: r是指兩詞毒草母和筒，或鵲相間，或聾攝相近，它們在意義上是相同的，是同…繭的

不同寫法。 f轉諾J聽間關對不!可多假借字只是語音相墟，意義上沒有聯繁 o ~轉語~;是諾

背上有聯擎的方吉同義諦。 JI8 起振鐸先生tß指出小語轉j欖耘的提出是揚雄對錯了著問

題的正確認撮， r揚雄還注意到同一個詞在不時方莒裡發生的語音上的變化，並立照?轉

諾i龍鵲名眉來表示它。......造種提語穹的轉變方讀來考察詞語，把不闊的輯用轉語聯舉

17 周袒護你盲校攀談，中種草書漪， 1993' 24 頁。

18 俏九至立《中閻王古代語言言學史) ，廣東教育出版社， 2000 ' 54.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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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說明它們的觀碟，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玲上古「錯j囑耕部， r提j囑東部 9 二

字韻相搓， r蜓J與 f空j為語音上有聯繁的方吉同義詞。

在學者們看來多方古中的f挺J (tI ng) 字主要是一記音成分多叮與[豆豆J ' r蚵j等音悶、

音近之宇互緝 G 清饒繹彷吉簧船引《廣雅﹒釋草11) : I遨室里，鑫也。 j 云: r考《玉第》、《廣

勳〉皆無選字，藍眼慨之異文。命宿街﹒語增攜〉搏器曰: r呵呵若弟輔之聞。』盲荊輯為燕

太子丹射裝玉，後誅輯九族。其復主義恨不已 2 復夷輔之一里，一單皆誠多故臼叮叮。義

與懿悶。《康報告: r芋，啥也 o j曹憲音技鼎則。任聯:門每多小空緝。 H~廣韻}:

鬥導?小網也 o ~ I現有餾尉，中空之象，聲與創立輔佐 o J 20 清難震仿古疏讓路:

ru'劇、們向音。鏽ft} :楠、鞋，蓋章也 o d~ 于今空也。義皆本鈍。 J 21 中古表f空議J

義的 f蜓j往往作[挺J ({廣韻. ì自韻H接鼎如卜與「鍵J 間為定母耕部) 22 : 

Jift耗挺身述，亡Jt.印綴。({漢書﹒劉屆純傳})

每入詩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鐘書﹒僧朱榮傳})

史和不放甲，挺身登山 o ((請寄﹒張史和傳})

用一位先生繡晉南北朝如關﹒競賽札吉ðr提身」梅園仿古》齣11都11棠，認為 f接

與挺墟。提身實即空身不攜帶任何磁身物品之意卜研吉ep楚。以上19t1中 f亡其印，接J 、

f不持共設J 、 f不被甲j便是對f搓身j 的補充說明。

綜上研述，投們龍、為「挺而走險j 之「蜓j屬於方首詞，表f空、盡j之義，非「鹿走親j

之「艇卜亦非 f鑑 (dìn會) J 之苦 11啦。

從史實來看多當時的鄭國對待晉關不可謂不勤，然「雖撤色之事霄，何以不免?在位

之中，一朝1i~囊，而再覓食君。夷與孤之二旦控相及於縛。雖我小悶， JW蔑以通之矣。

今大國臼 j爾未建吾志。 J敵且有亡，無以加焉。 j在鄭國看來，自忍作為小聞如此議心

竭力侍尋基督劉多作為大醋的苦閻部但不滿意，以致難以免於摘思?所以說「敏在有亡 3 無

以加罵卜我們只有等待滅亡，再tt!.沒有更好的辦法來撐得你的好聽了。春歌中黨的鄭

閣，政權就已潛入七穆之手空 1蟬族互爭，內讀L頓的，外患又躍，國甚危殆，強大的晉國

國此f命之同極J 0 鄭觀「亦知亡吳J '只有 f悉敝織以待於犧J '那曾險接取拚花一戰的軍

事行動。因此從文惹來看， r鉅而走轍j當為表示自果鷗樣的緊縮短語，搭在無法可恕的

情說不奔赴危險的處蹺， F!P無路可走時前提取曾聽行動。這種衍動自然是義無反顧，與

猛而話疾的。故枝頭控為 f疾走親J 0 1比釋能疏通文蜜的角度來說亦無不可，但是如果把

這種為疏通文意摺作揖隨文釋義當成字典音這書的釋義來運用，就難免造成理解上的繭

19 越振錄《中獨語言學史> '河北教育出板本主， 2000 ' 72 賞。

划清錢繹《方古主義統) ，上海古繪出版社， 1984 0 

21 1青藏震仿造-疏艷，見繡發全毒手> (_::::) ，張岱年三主黨員，賞心驚杖， 1994 ' 

22 以下帥的 I Fl屑一良機室哥爾北朝~札記:> '中華華書局， 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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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清人洪亮吉思鐘指tf:j : r杜《詮:} JI:義語IIJ 0 23 說且，若首111艇H這「疾走貌j 只是再現

了奔赴險境之狀 s 問行海產生的真正原醋並未得到搗示。相反， r懿j 首11為 f空、盡J義卻

能起到百簡意敗之殼，能插體琨出古人用字之靜。

隨著便用的話益黨逆， r鑑而走險j的感情色學以及語義範圈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它也最初的中性照法發展到後來主要用於貶義，立鵲義程度也指[入或動物無路可走時不

顧復呆地被燒採耳主體轍行動」加深為 f主要指不法分子是走一已在和布謀取堅險仔動以邊對

自身的目前 o ~委tlt擺出現了褒義用法，指在無法可想、無路可走詩被迫謀取臂撿行動以

挽盟失敗或獲得生在的微薄希望。如:

玉在貴之，抗學曰: r~今四海鼎沸，處讓自滋﹒又不愛氏，一旦挺而走險，能獨與Jlt

曹保當實1'- í (清﹒張廷三益等奉車走修《明史》卷二百九十疇， {四庫全書}357月2是給)

成雖向是相濟實繁，有徒良$挺而走險，短於撫御也。(清﹒谷惡泰編《明史鈍事本

來〉卷λ二十五. (回學生全書} 364í986b) 

促使中國人挺而走險的特神動力不僅海於傳統的民放向心力，還來自某偶強大的長

官意志。(賽事賢《大國之魂﹒兵敗野人山))

那重要「鍵問走險J又能否寫成「提前走險J ? 

成插嘴而走險j常常被寫為視而走馳，李富春《春秋左縛異文點是金問: r文十七年

傅:籠甜走險。接漢皇m規縛住、翻覽九百六鎚並引f1::提。 J24 {辭海H懿而走險J線指

出嘴，亦作『提~J 0 25 繡船「鑑孺走險」與「提前走險J祿並存。 26 有學者撰文支持這

，如張嚴樣等 (í懿認定險j 的「麓J 可作「搓肢，張文認為「挺j寫作「提J '是一個不

該糾正的研IlJ字 3 並l2)， ({愛漢書﹒豆豆常規縛》注引〈左傳訂鉅j作 f提j為文離依據。 27 其

實， r懿摘走險j不應該寫成「握前走險J 0 檻成建種混亂局面的原間一則白為中古裝f空

盡j義的 f鍵j往往寫作與其詞音的 f括j字，受此影響，人們自然將其與本義為 f故也月 I{I命

為「向前突進J 之意的 f錯J混同起來。二則由tf;:人們誤認為「蜓的ng) J 之本義為「疾走J ' 
故認為它與本義為「拔i!!.J 引伸~í向前突進J之意的義近音間的 f挺j28 宇相過多加之f龍

(tíng) J 字對使用者來說比較陌生，問i比親常常轍手寫作「提J 0 

23 清洪亮吉《辛辛秋左傳言在)， ，中叢書路， 1987 。

24 來福邦主寧主j編《放話iI推遲皇)， ，商務印餐館， 2003 ' 2369 賞。

25 辭海編輯3委員會〈講辛苦學以縮印本)穿上海辭書出版社會 1999 0

26 廣東、廣西、湖南、河南、商辛苦車修訂綴，(辭海今(修訂本) ，商務印書館， 1979 0 

27 張廢祥、華在蓓蓓好鍵問走險J 的 f誕Jr可tF i蜓J)，學《辭金研究)， 1987 年第 6 期。

給中古以來f挺j就出瑛了大愛表「向說:突進J義的照法，現代漢諸方言中「挺j品有此類用法，如《漢語方宮大

詞典訂挺J字條: (9) 財力向前。江稚的話。湖北動辛辛。資侃鋪車與隸主主‘較容聯:情鄉又謂動力向蔽日

挺 0 月日〔按著腳手)(動〉邁開腳步。冀魯~詣。山東，怨聲單位鄉緣傳〉請寄的之間: I認火入發吟了口氣書說

i蔥、 F挺著單單子去了?還續下這們個禍霄，可怎J~處? JJJ (詳實考察、穹的一郎三位氣《漢音警方資大~ilj典)> (5卷

本) , , 1999 '第 3 卷，的。8-4010 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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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文的論述我們已經知道， r鉅而走險」是一淵源有白的典故，寫作「挺而走險」無

論從保存古籍的本來面目，還是對於人們正確理解詞義都是不利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國家語吉文宇工作委員會已發佈自 2002 年 3 月 31 日試行的

重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費〉就以「鉅而走險」為推薦詢形。這一考慮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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