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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在汉语史发展演变的历史长河中, 有很多语言词汇现象好象昙花一现那样曾经
出现过, 而我们并没有注意到, 甚至即使是时至今日, 也还有很多语言词汇的发展
演变过程我们还并不能详尽地加以描述, 但如果我们能尽可能地翻检历史文献, 我
们就会发现这些语言词汇的发展演变痕迹, 尤其是那些处于语言词汇发生变更的重
要历史时期的文献典籍, 在这些历史文献典籍中, 很多语言词汇体现了其承前启後
的语义语法特点｡ 农书《齐民要术》作为中古时期的一部文献典籍, 其中的词语很好
地体现了中古汉语承前启後的特点｡ 其中“用”字的用法就是一个例证, 我们详尽地
考察了《齐民要术》中“用”的用法, 发现“用”还有可以理解分析为介进时间名词的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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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至于“用”介进时间名词的介词用法学界对此还没有专门的研究, 但在一些权威
性的工具书上对此有所收录｡
如在权威的《汉语大词典》中在“用”介词用法下面指出: “用”犹“于”, 表示时间,
并引用了唐代和宋代文献作为例证｡
(1) 自文城因天大雪, 疾驰百二十里, 用夜半到蔡, 破其门, 取元济献｡ (唐韩
愈 《平淮西碑》)
(2) 先人殁於乾道壬辰, 葬用淳熙甲午｡ (宋叶适《奉议郎郑公墓志铭》)

另外又如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虚词词典》中也指出: “用”可用在动词后, 介进
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 可译为“在”, 并引用了宋代文献作为例证｡
(3) 古法采药多用二月､ 八月, 此殊未当｡ (《梦溪笔谈⋅药议》)1)

但事实上, 在我们看来, “用”介进时间名词的介词用法至少在中古时期已经出
现, 在《齐民要术》中也已经发现了“用”介进时间名词的介词用法｡ 而这要比《汉语大
词典》“用”介进时间名词的例证要早得多｡

但时至今日“用”介进时间名词的介词用法

已经不见了｡ 那么“用”介进时间名词的用法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它的使用情况又怎
么样呢?这种用法又为什么会消失呢?本篇文章将具体分析《齐民要术》中“用”字的用
法并试着探讨“用”介进时间名词用法的由来始末｡

Ⅱ. 上古文献典籍中的“用”字
在上古文献中, “用”字的意义和用法不少2), 比如有“使用, 任用”的意义｡
(4) 执豕于牢, 酌之用匏｡ (《诗⋅大雅⋅公刘》)
(5) 见贤焉, 然後用之｡ (《孟子⋅梁惠王下》)
1) 此例证还有待于商榷, 其中“用”视为动词亦未尝不可｡
2) 《汉语大词典》中“用”字共有24个义项, 其中作为动词使用的意义最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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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施行, 实行”的意义｡
(6) 古者殷周有国, 治安皆千馀岁, 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 用此道也｡ (《史记⋅
孝文本纪》)

有“适用, 适宜”的意义｡
(7) 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 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 是仁义用於古不用於今也｡
(《韩非子⋅五蠹》)

有“须, 需要”的意义｡
(8) 介如石焉, 宁用终日, 断可以识也｡ (《易⋅系辞下》)

“用”作为动词的意义和用法并不限于上述几项,

这里我们仅就《齐民要术》中沿

用的几个意义加以略述｡ 另外, “用”字还有名词用法, 意义为“功用, 作用”｡
(9) 显诸仁, 藏诸用｡ (《易⋅系辞上》)
(10) 老莱子亦楚人也, 著书十五篇, 言道家之用｡ (《易⋅系辞下》)

与此同时, “用”在上古文献中, 已经有了可以做介词的用法, 可以相当于“以”表
示凭借或原因｡
(11) 卫青､ 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 然颇用材能自进｡ (《史记⋅佞幸列传》)

还相当于“由”, 可以表示处所｡
(12) 使我为媒, 可, 则因用是往逆矣｡ (《公羊传⋅桓公八年》)

总而言之, 在上古文献中, “用”字的意义和用法已经十分丰富｡ 作为动词, 它
後面的宾语也多种多样, 可以是某种事物, 如(4), 也可以是人, 如(5), 还可以是某

306 《中國文學硏究》⋅제45집

种抽象的道理或方法, 如(6)｡ 同时用为“须, 需要”的意义时, 後面还可以接表示时
间段的名词, 表示动作行为需要的时间, 如(8)中的“终日”｡
另外, “用”在上古文献中虽然已经有了可以做介词的用法, 但介进的或是表示
凭借或是表示原因的词语, 如(11), 或是表示处所的词语, 如(12)｡
到了中古时期, “用”的上古意义和用法得以继承, 同时也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齐民要术》中的“用”即是如此｡

Ⅲ. 《齐民要术》中的“用”字
1. 沿用古义的“用”
“用”在《齐民要术》中共出现了322次,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沿用上古作为动词的

用法, 共出现了233次｡
“用”在《齐民要术》中作为动词, 有“使用”的意义｡
(13) 用盐杀茧(《齐民要术卷第五⋅种桑､ 柘第四十五》)
(14) 若不斷, 用穀塗｡ (《齐民要术卷第六⋅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
(15) 酪多用大甕, 酪少用小甕, 置甕於日中｡ (《齐民要术卷第六⋅养羊第五十
七》 )
(16) 用故紙糊席, 曝之｡ (《齐民要术卷第七⋅造神麴并酒等第六十四》)
(17) 用骨汁煮豉, 色足味調, 漉去滓｡ (《齐民要术卷第八⋅脯腊第七十五》)
(18) 远行用和米麨｡ (《齐民要术卷第四⋅种枣第三十三》)

有“须, 需要”的意义｡
(19)
(20)
(21)
(22)

又敦煌俗, 妇女作裙, 攣缩如羊肠, 用布一匹｡ (《齐民要术序》)
计小亩亩别用五车, 计糞得六亩｡ (《齐民要术杂说》)
一亩, 用子四升｡ 《齐民要术卷第二⋅黍稷第四》
率十石醬, 用黄蒸三斗｡ (《齐民要术卷第八⋅作醤等法第七十》)

另外, “用”也沿用了上古名词“功用､ 作用”意义, 共出现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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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言其桑好, 功省用多｡ (《齐民要术卷第五⋅种桑､ 柘第四十五》)
(24) 過此以徃則傷苦; 日數少者, 豉白而用費; 唯合熟, 自然香美矣｡ (《齐民
要术卷第八⋅作豉法第七十二》)

相比之下,

《齐民要术》中的“用”沿用了上古作为动词和名词的意义以及用法并

且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 但鉴于《齐民要术》的农书性质, “用”後的宾语大都是具体的
事物, 比如材料(13)､ (14)､ (16)､ (17)､ (18), 工具(15), 而且往往具体说出所
需要的材料的数量如(19)､ (20)､ (21)､ (22)｡ 而发展到了中古时期, “用”不仅仅
作为单音节词继续使用, 而且还作为一个语素, 构成了很多双音节新词｡

2. 构成新词的“用”
中古时期的“用”和其他语素一起构成复音词, 如“使用”, 这是随着汉语复音化的
趋势出现的中古新词, 这一用例比《汉语大词典》所引用的元代的用例要早｡
(25) 用黄軟者; 硬黑者, 卽不中使用也｡ (《齐民要术卷第八⋅八和韲第七十
三》 )

另外, 《齐民要术》中有“不用”一词, 表示“不可以, 不应该”相当于助动词, 这一
意义是中古的新生义, 很多学者的著述中都予以说明过, 该词在中古文献中常见｡3)
(26) 勿令大热, 但觉痛即擎起蒜, 蒜焦更换用新者, 不用炙损皮肉｡ (《肘後备
急方⋅治痈疽妒乳诸毒肿方》)
(27) 柔盐不用食, 疗马脊创｡ 赤盐､ 驳盐､ 臭盐､ 马齿盐四种, 并不中食｡
(《宋书⋅张劭附张畅传》)

“不用”在《齐民要术》中出现33次, 如:

3) 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述》(《古汉语研究》 2003年第2期) 曾提及“不用”相当于“不
要, 不愿意, 不能”, 医书中多见｡ 另外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江苏古籍出版社)
第27页亦指出“不用”相当于“不能, 不准”表示禁止做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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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大则水难均, 又不用人足入｡ (《齐民要术卷第三⋅种葵第十七》)
种不用湿｡ 湿则地坚叶焦｡ (《齐民要术卷第三⋅蔓青第十八》)
叶不用剪｡ 剪则损白｡ (《齐民要术卷第三⋅种薤第二十》)
不用水浇, 浇则淹死｡ (《齐民要术卷第五⋅种竹第五十一》)
子亦不用郁浥｡ (《齐民要术卷第五⋅种红蓝花､ 栀子第五十二》)
淘不用多遍｡ (《齐民要术卷第八⋅作酢法第七十一》)
不用多, 多则失羹味｡ (《齐民要术卷第八⋅羹臛法第七十一》)
皆须理顺, 不用斜断｡ (《齐民要术卷第八⋅脯腊法第七十一》)
量雛欲出之時, 四五日內, 不用聞打鼓､ 紡車､ 大叫､ 豬､ 犬及舂聲; 又
不用器淋灰, 不用見新産婦｡ (《齐民要术卷第六⋅養鵞鴨第六十》)4)

但是, 《齐民要术》中有的“不用”, 表示的是“不使用”, “不需要､ 不能用”的意思:
(37) 麻欲得良田, 不用故墟｡ (《齐民要术卷第二⋅种麻第八》)
(38) 杜则全不用(《齐民要术卷第五⋅种棠第四十七》)

这里的“不用”与前面所说的作为助动词使用的“不用”不同, 其中“用”是一个实义
动词, 和“不”结合, 要求後面的成分是体词性的, 而前面的“不用”是一个整体, 不可
以拆开来用, “不用”这一整体表示“不可以､ 不能”, 要求後面必须跟谓词性的成分,
从上面的句子我们可以体会到｡

3. 後接时间名词的“用”
3.1 历代文献中的情况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齐民要术》中我们也发现了“用”後接时间名词的用法｡ 前
面我们曾经提到过上古文献典籍中, “用”作为动词使用, 後面确实有可以接时间名
词的用法, 如用做“须, 需要”的意义时｡

4) 《汉语大词典》在“用”作为“适用, 适宜”的动词意义下了引用了该句, 但出处是明徐光启《农
政全书》, 事实上这句话在《齐民要术》中已经出现了, 而且我们认为这里的“不用”是助动
词“不能, 不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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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介如石焉, 宁用终日, 断可以识也｡ (《易⋅系辞下》)

另外我们穷尽性地考察了《易》､ 《春秋左传》､ 《周礼》､ 《仪礼》､ 《礼记》､ 《吕氏
春秋》等上古文献, 发现“用”後面接表示时间的名词的文句似乎在上古并不常见｡ 其
他的有:
(39) 凡均力政, 以岁上下, 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 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 无年
则公旬用一日焉｡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均人》
(40) 凡取龟用秋时, 攻龟用春时, 各以其物入于龟室｡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
龟人》
(41) 三虞, 卒哭, 他, 用刚日, 亦如初, 曰: “哀荐成事｡” 《仪礼⋅士虞礼第十四》
(42) 夏後氏尚黑, 大事敛用昏, 戎事乘骊, 牲用玄｡ 殷人尚白, 大事敛用日中,
戎事乘翰, 牲用白｡ 周人尚赤, 大事敛用日出, 戎事乘騵, 牲用马辛｡ 《礼
记⋅檀工上第三》
(43) 日用甲, 用日之始也｡ 《礼记⋅郊特性第十一》
(44) 外事用刚日, 内事用柔日｡ 《礼记⋅表记第三十二》

考察上古“用”後面接表示时间的名词的情况,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时间名词有两
种类别｡ 一种是表示时间段, 也就是说“用”後面所接的时间表示的是动作行为所需
要的时间, 如(8)和(39)｡ 另外一种是表示时间点, 也就是说“用”後面所接的时间表
示的是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 如(40)､ (41)､ (42)､ (43)､ (44)｡
可见, 上古文献中, “用”後面所接的表示时间的名词要么表示动作行为需要的
时间段, 要么表示某种事件或动作行为选用的时间点, 而且“用”後面接表示时间段
的表达不如接表示时间点的表达更常见｡ 在现代汉语中, 我们最常见的“用”後接时
间名词的用法, 恰恰是表示动作行为发出後所需要的某段时间的用法, 而不是所选
用的某个时间点的用法｡ “用”後接时间段的用法, 正是其作为动词的用法之一, 但这
种用法在上古文献中并不多见, 直至中古和近代, 才渐渐多起来, 并一直沿用下来｡
(45) 用八日而灭梁｡ (《新五代史卷二十四》)
(46) 既是已前不曾做得, 今便用下工夫去补填｡ 须大段用著工夫, 无一件是合
少得底｡ (《朱子语类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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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可将大学用数月工夫看去｡ (《朱子语类卷十四》)
(48) 语孟用三二年工夫看, 亦须兼看大学及书诗, 所谓「兴於诗」｡ (《朱子语
类卷十九》)

至于“用”後面接表示动作行为选用的时间点的用法, 我们不难发现, 这些时间
名词往往比较特殊, 它们表示的事件或者动作往往都有一定的特殊性或者特殊意义,
也就是说这些事件或者动作往往或者和占卜有关(40), 或者和祭祀有关(41)､ (42)､
(43)､ (44)｡

3.2 《齐民要术》中的情况
《齐民要术》中“用”後接时间名词的用法｡ 共5次, 而“用”的这一用法有的则可以

分析为作为介词介进时间, 并不是动词的用法｡ 《齐民要术》中这几处表达如下:
(49) 葵生三叶, 然後浇之｡ 浇用晨夕, 日中便止｡ (《齐民要术卷第三⋅种葵第
十七》)
(50) 大率用清明节前後耳｡ (《齐民要术卷第七⋅造神麹并酒第六十四》)
(51) 此酒要须用夜, 不得白日｡ (《齐民要术卷第七⋅笨麹并酒第六十四》)
(52) 要用七月七日合和｡ (《齐民要术卷第八⋅作酢法第七十一》)
(53) 煮胶要用二月､ 三月､ 九月､ 十月, 余月则不成｡ (《齐民要术卷第九⋅煮
胶第九十》)
《 齐民要术》中的“用”後面可以接时间名词的用法可说是其“用”古代用法的延续,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接时间名词的用法和上古的“用”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而是有

了新的发展｡
在《齐民要术》中,

“用”後面所接的时间名词所陈述的事件不是仅仅限定于占卜

或祭祀行为对时间的选用, 而是还可以用于描述其他方面, 表示其他的动作行为发
生的时间, 如表示的可以是农业耕种的时间, 如(49), 也可以是制作某种事物或物
品时的时间, 如(50)､ (51)､ (52)､ (53)｡ 固然这些行为虽然不表示占卜或祭祀,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动作因为和农业耕种或者酿制､ 加工有关, 因而和节气
时令温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齐民要术》中“用”後所接的时间名词, 也强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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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时间的选用和要求, 但不再是占卜或祭祀, 而是一般的劳动生活等｡
另外, 通过重新分析, 我们可以认为有的“用”後接时间名词的用法是其作为介
词介进时间名词用法的开始,

尤其是“用”後接时间名词这一成分在整个句子中出现

在动词前面或者後面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出现在动词前面主语後面的时间成分往
往都是时间状语, 而出现在动词後面的时间成分往往都是时间补语｡ 正是因为“用”
後所接的时间名词恰好表示的是该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位于
动词前面或後面的时间名词成分看作是时间状语或补语,

而“用”恰恰是介进时间名

词的介词｡
因此, 上述句子中, 例(46)“浇用晨夕, 日中便止”, 和例(49)“要用七月七日合
和”这两句, (46)的“用晨夕”可以分析为“浇”这一动作的时间补语, “用”介进时间名词
“晨夕”｡ (49)“用七月七日”可以分析为动作“合和”的时间状语, “用”介进时间名词“七
月七日”, 可见这些“用”明显地都是介进时间点的介词用法｡
实际上,

中古时期其他文献中“用”字後面接时间名词介进时间的用法亦可见,

且已经不十分要求动作和时间必须要具有某种特定的关系了, 如:
(54) 於是阴相约结, 当用八月十九日夜发｡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第二》)
(55) 若於寅时来者, 必是虎兽等; 若於卯时来者, 必是兔鹿等; ……若於亥时
来者, 必是猪等; 子时来者, 必是鼠等; 丑时来者, 必是牛等; 行者若见
常用此时来, 即知其兽精, 说其名字呵责, 即当谢灭｡ (《小止观⋅觉知魔
事第八》)
(56) 因改用来年二月, 然不以前语责全义｡ (《新五代史⋅卷四十五》)

上述“用”完全可以分析为介进时间点的介词,
九日夜”作为动词谓语“发”的时间状语,

(54)中“用”介进时间名词“八月十

(55)中“用”介进时间名词“此时”作为动词“来”

的时间状语, 而(56)中“用”介进时间名词“来年二月”作为动词“改”的时间补语｡
考察历代文献, “用”介进时间名词的用法并没有广泛地沿用下去, 在文献中也
不多见｡ 因而, 到了近代以至现代汉语中, 这种用法逐渐消失了, 其中《金瓶梅》中
有一例:
(57) 教阴阳择用二月初八日兴土动工｡ (《金瓶梅第十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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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例子里的动词“动工”体现出了建筑房屋时对于时间的特殊要求, 这体现了先
秦的“用”後面接时间名词的影子, 也就是说受动词和语境的影响“用”後接的时间名词
具有某种对于干支, 时间节气的要求, 因为文中说的是选择“阴阳”合适的日期来建
筑房屋｡

Ⅳ. 结论
《说文解字》: “用, 可施行也, 从卜中｡ ”段注: “卜中则可施行, 故取以会意｡”

“用”这一本义在《周易》中还常见到｡ 它常在动词前, 表示认可所述事实能付诸实施,
性质属助动词｡ 以后就很少见｡ 由本义分离出来的“施行”､ “使用”义, 在殷商甲骨文
中已经见到句例, 以后一直沿用, 并由此滋生出一系列意义上有区别的动词用法｡
另一方面又虚化滋生出以“凭藉”义为核心的种种介词用法, 这些用法多跟介词“以”相
类似｡ 但是“用”介进时间名词的介词用法则是重新分析的结果, 并不是其动词意义
的虚化｡
“用”作为动词使用, 後可接表示时间的名词, 表示的是某一动作行为得以施行
时所选用的具有一定特殊意义或要求的时间｡ 在先秦文献中, 往往出现在表示占卜､
祭祀､ 礼俗等行为的语境中, 这时後面接的是表示时间点的名词｡ 另外“用”也可以
接表示时间段的名词, 表示的是某一动作行为所需要花费和使用的时间｡
“用”後面接表示时间点名词的用法, 在中古和近代有了新的发展｡ 虽然这时有
的“用”後面的时间有时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 比如《齐民要术》中“用”後面的时间往
往和农业耕种､ 酿制加工等方面有关; 但有的则已经可以表示一般的动作发生的时
间, 如《三国志》､ 《小止观》､ 《新五代史》中的用法｡
“用”後面接时间点名词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的用法相比上古逐渐广泛起来,
而且在句子中往往处于其他动词的前或后, 而这一位置恰恰是时间状语或补语的位
置, 因而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析为时间状语或补语, 那么“用”就被重新分析为介进时
间名词的介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用”的这一介进时间名词的介词用法并没有经得起历史的
考验｡ “用”的多个义项和用法中主要以动词的用法为主, 而“用”的其他的用法处于弱
势地位, 虽然中古时期其具有了介词的用法可以介进时间点, 但是处于汉语介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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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 “用”并没有竞争过其他的介词成员, 在汉语史的发展长河中, 介进时间点的介
词主要是老牌的介词“于(於)”和“在”,

因而“用”作为介词介进时间点的用法渐渐消亡

了｡
与此相反, “用”後接表示时间段名词的用法渐渐多了起来｡ “用”後接表示时间段
名词的用法, 尽管在上古文献中不如接时间点名词的用法常见, 但在中古和近代以
後, 因为在这一义项上并没有强大的竞争对手, 从而越来越繁荣起来, 如《新五代
史》､ 《朱子语类》等中的句子, 甚至即使是到了现代汉语中, 这种用法也仍在继续使
用｡
“用”後面接时间点的介词用法的消亡和“用”後面接时间段的动词用法的繁荣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 究其原因, 这既是“用”自身的各个义位所构成的语义系统内部调
节的作用, 也是中古时期其同义词系统成员互相竞争的结果｡ 由此看来, 词语的某
个义位的产生, 发展, 演变以及消亡, 既与该词自身的义位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有
关, 也和该词语在这个义位上构成的同义聚合系统中的地位有关, 而後者往往是前
者的结果, 也就是说如果在同义聚合系统中该词的这一义位具有竞争力那么它就能
被保留下来从而在该词的义位系统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 否则就会消亡｡ 而无论是
词语自身义位系统的调节, 还是词语的某个义位构成的同义聚合系统的演变, 都是
新义与旧义､ 新词与旧词的并存､ 发展及竞争的结果, 而新义､ 新词的产生正是使
用者由于交际的需要, 思维的发展对于语言不断运用调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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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农书《 齐民要术》 作为中古时期的一部文献典籍,

其中的词语很好地体现了

中古汉语承前启後的特点｡ 其中“用”字的用法就是一个例证｡ 我们详尽地考察了
《 齐民要术》 中“用”的用法, 发现“用”还有可以分析为介词的用法, 而这比《 汉语大

词典》 的例证要早多了｡

本篇文章将具体分析《 齐民要术》 中“用”字的用法并试着

谈一谈“用”可以引介时间点名词的介词用法的由来始末｡ 经过检索和分析“用”在
历代文献中的用法, 我们发现“用”可以介进时间点名词的用法是其先秦时期作为
动词後面可以接表示时间的宾语的进一步地发展｡
段和时间点的两种时间名词,

先秦的“用”後可接表示时间

其中後接表示时间段的用法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

中, 但後面接时间点的用法在先秦中仅仅限于表示占卜或祭祀的动作行为, 但
在《 齐民要术》中并不限于此, 可以表示农业耕种或者酿制加工等动作, 而且因
“用”接时间点的用法在句子中表示的是动词的时间状语或者时间补语, 因此可以
重新分析其中的“用”为介词, 而在中古和近代其他文献中也不乏这种“用”用为介
词的例证, 因此我们认为“用”的介词用法至少在中古时期已经产生, 但由于没有
竞争过老牌的介词“於”而逐渐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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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提要】
The word “yong” in <Qi Min Yao Shu>:
and research about “yong” as a prep in history
<Qi Min Yao Shu>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ary in middle
history, the words of it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s
development. The word “yong” is a very good example. In addition,
we fully investigated its usage in <Qi Min Yao Shu>, and we
found that it can be analyzed as a prep, and this is earlier than
the examples in <The grand Chinese dictionary>. This article will
concretely analyze the word “yong” ’s usage in <Qi Min Yao Shu>
and try to explain the origin and the death of “yong” as a
preposition.

【主題語】
用

时间

时点

介词

动词

用(yong)

time

at

prep

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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