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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结语

I. 引

“知(Know)”在斯瓦迪士百詞表中居59位，属于 常用的基本詞彙，是语 中

基础的核心部分。同时，“知(know)”也是百词表中唯一一個指稱心理動作概念的

词,因而研究这类词的历史发展情况，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古是漢語詞彙由上古文 詞彙系統向近現代白話詞彙系統過渡的關鍵階段，

是古代漢語的質變期，文 白話的分離，大量口語詞彙的産生是這一時期語 的

主要特徵1)。中古汉语的范围，语 学界历来说法不一。王云路、方一新先生主张

“中古汉语暂定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西汉可以看作是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

期,初唐、中唐可以看作是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期2)”。汪维辉先生通过

察一批常用词的历史变迁,也认为把东汉---隋这一阶段作为汉语发展史上一个相对

独立的时期,并把它称为中古汉语3)。日本学 太田辰夫在其《汉语史通 》中写道：
“中古”一词，中国多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但从语 史的角度来看，晚唐时代白

话的萌芽和形成十分突出，唐代应属于“近代汉语”时期4)。综合各家意见，我们认

* 德成女子大学中文系，助教授。
1) 王云路(2003), <中古漢語詞彙研究綜述>，《古漢語研究》 2003年第2期, p.70-76。
2) 同1)。
3) 汪维辉(2000),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中国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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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南北朝时期毋庸置疑是中古汉语的中间阶段，也是 能代表这一时期语 特点的

阶段。因而我们选择南北朝时期《宋書》、《世說新語》、《百喻经》三种不同类型的代

表性文献，作为主要语料， 察“知(know)”类动词的发展分 状况。
《宋書》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南北朝时期很有代表性的史書,由南朝史學家沈約

(公元441—513年)編撰而成,全書包括本紀10篇、列傳60篇、志30篇，共一百篇｡ 
全文用散文體的語 敘述歷史，記事始於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下迄宋 帝升

明三年(479年)，記載了南朝劉宋政權60年的史事。《宋書》保存了很多的史料，包

括當時的詔令奏議、書劄、文章等，參 價值很高5)。
《世說新語》是由南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组织一批文人编写

的笔记 说，分为德行、 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全书共一千

多则，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 玄

和机智应对的故事。由于这部书口语性较强,能够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语 面貌,

一直被作为这一时期代表性文献。
《百喻经》是由中印度僧人求那毗地，翻译的一部佛教寓 集，共收录98个寓

故事，每篇都有喻和法两部分合成。《百喻经》是求那毗地于南齐建元初来建业以

后，永明十年(492)前后译出，语 通俗易懂6)。
《宋書》、《世說新語》、《百喻经》三种语料，年代极为相近，但语体性质略有差

。其中《宋書》是這一時期很有代表性的史書，《世說新語》是記述各類人物逸聞軼

事、 談風尚的志人 說,《百喻经》是由僧侶翻譯的一部佛教文獻。希望能在分析描

写基本詞彙在这一时期的使用情况的同时，通過比 其中詞彙的使用情况，了解不

同性質文獻中詞彙使用和發展情況的異同。

4) 太田辰夫(1991), 《汉语史通 》，中国四川: 重庆出版社，p.63。
5) 史书材料的语料年代认定，学界存在四说: 第一，以史书所记载的年代定；第二，以作

写作年代为依据’; 第三，主张把史书分为记事、记 两部分。记事部分可以断为成书

年代，记 部分则断为说话人所处的时代3; 第四，史书材料分原始材料和其它材料《宋书》

所记载的年代和作 的成书年代极为接近，因而认定其为南北朝时期语料，应无问题。
6) 由于战火频仍，中土文獻傳世不多，如中古時期志怪 說十分發達，見於著 的不下

三、四十種，但其中大部分原本已散失。而且歷來文人又多重文 、輕白話。這就造成

了中古，尤其是漢魏六朝以後，接近口語的本土文獻不多。佛教文献则由于其性质特

殊，保留了大量的接近當時實際語 的資料。近年来，成为研究中古语 的重要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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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南北朝 “知”类动词来源及其本义分析

“知(know)”是 既有事實或道理的認識，是一種綜合性感官活動，不同於一般

具體的身體動作，其概念更多的體現為一種模糊的整體性認識。這一時期， 本概

念相關的動詞主要有“知”、“識”、“覺”、“悟”、“曉”、“解”、“了”、“聞”、“見”、“悉”、“諳”｡

1. “知”、“識” 

“知”、“識”本義即為“知道、了解”，自先秦早期即用於指稱此概念,在各類文獻中

都多有用例7)。在表達 某一事物或某一事理有一定程度的認知這一意義時，兩詞

可以通用8)，如：

(1) 不識不知， 帝之則。(《詩經⋅大雅⋅皇矣》)

(2) 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 胜,识众寡之用 胜。(《孙子⋅谋攻》)

(3)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养生主》)

(4) 侗乎其无識，儻乎其怠疑。(《庄子⋅山木》)

“知”、“識”在使用時，語義也有所側重，“知”偏重于通過感覺獲得認知，因而“知”

也可以表示人的知覺能力；“識”偏重於通過記憶、分辨獲得認知，因而“識”也可以表

示人的辨別能力9)。在下邊例子中兩詞不能互換：

(5)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禮記⋅大學》)

(6) 於是公扈反齐婴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识。(《列子⋅湯問》)

7) 本文相關數據來自北京大學提供的CCL語料庫和陝西師範大學提供的漢籍檢索系統。
8) 《說文⋅ 部》：識，知也。王鳳陽先生《古辭辨》中提到，“知”和“識”都是 外在事物的反

映，更往前推，它們可能出於同一語族。
9) 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  “覺”, 悟也. 悟各本作寤. 今正。心部曰: 悟 , 覺也: 二字爲轉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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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覺”、“悟(寤)”

“覺”、“悟(寤)”《說文》中互為轉注，在指称本概念时，语义接近，多指“领悟、明

白”，也就是指认知状 “由无知到有知，由迷惑而明白;由模糊而清晰”的过程。
“覺”在先秦早期文献中有一些用例，常见意义可分为相互关联的三个义项：

(7) 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 (《今文尚书》)(指感觉、感觉到)

(8) 我生之後，逢此百忧，尚寐无觉。(《诗⋅王风⋅兔爰》)(感觉或睡醒)

(9) 公觉，召桑田巫，巫 如梦。(《左传⋅成公十年》)(睡醒)

(10) 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夫子觉 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领

悟、明白)

寤、悟应为同源字，《说文⋅寝部》 “寐觉而有 曰寤”，其本义应为“睡醒”，先秦

早期文献中多见，如：

(11)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诗经⋅周南⋅关雎》)

大约在战国后引申出““领悟、明白”的意思，如：

(12)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楚辞⋅离骚》)

“悟”应为后起分化字，在先秦早期文献中罕有用例，战国时期文献中 始有用

例，指“领悟、明白”，如：

(13) 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 (《韩非子⋅孤愤》)

(14) 今无术之主，皆明知宋、简之过也，而不悟其失。(《韩非子⋅人主》)

3. 认

“认”，《玉篇. 部》：认，识认也，本义即指“认识、辨别”。相对出现较晚，一般

辞书均引用南朝刘宋时期范晔编撰的《后汉书》为 早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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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後汉书⋅卓茂传》)

4. “曉”、“解”、“了”

这一组词，指称“知”概念均含有“清楚地知道”或“深入地知道”的意思，可以解释

为“清楚、明白、理解”等。
“曉”，《说文.日部》：晓，明也，本义指“天亮”，语义扩展产生“明亮”义，再引申

可指“知道、懂得”，其語義大多含有“清楚、明白”的意思。在战国后期 始出现指“清

楚、明白”的用法，与“知”意义相近，汉代文献中指“知道、明白”的用法多见，如：

(16) 然后百姓晓然皆知修上之法, 像上之志而安乐之。(《荀子⋅议兵》)(指清楚)

(17) 公子牟曰：‘智 之 ，固非愚 之所曉。(《列子⋅仲尼》)(指知道、明白)

“解”，《说文.角部》：判也，从 判牛角，本義為“用 分割牛或其他動物的肢

體”，其用於 抽象的事實、道理時，可指“解釋、分析”，又引申為“理解、明白”。指

称本概念的用法，在战国后期出现，汉代文献中多见，如：

(18) 大惑 ，終身不解。(《庄子⋅天地》)

(19) 何乃攻社? 攻社不解, 朱丝萦之, 亦复未晓。(《论衡⋅顺鼓》) 

“了”，指“理解、明白”的意义来源不明，朱骏声《说文通训》认为是“憭”的假借

字。“憭”和“了”先秦文献均无用例，到魏晋时期，才有一些指称本概念的例子，如：

(20) 侍中賈君, 敷而衍之, 其所發明, 大義略 ，爲已憭矣。(三国吴韦昭 《<国语

解> 叙》

(21) 虽神气不变, 而心了其故。(《世说新语⋅雅量》)

 5. “悉”、“諳”

“悉”、“谙”指称本概念时，意义接近，《说文⋅ 部》：谙，悉也，二 都表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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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知道得非常清楚，其中“悉”侧重指“详知”，“谙”侧重指“熟知”。
“悉”，《说文⋅采部》：悉，詳盡也，本义为“尽、全”，先秦文献用例很多。由

“尽、全”引申指“详知”，有时也可指一般的“知道”，这类用法出现较晚，到三国魏晋

以后才 始出现，如：
 

(22) 衆賓飽滿歸，主人苦不悉。(魏曹丕《善哉行》)

(23) 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 ？(《後汉书⋅酷吏传⋅周纡》)

 谙，《说文⋅ 部》，悉也。从其用例来看，本义即指“熟知”或“知道”，前代用

例罕见，到三国魏晋时期才 始有一些用例，一般辞书多引《後汉书⋅虞延传》为首

用例：
 

(24) 延進止從容, 占拜可觀, 其陵樹株蘖, 皆諳其數, 俎豆犧牲, 頗曉其禮。
(《後汉书⋅虞延传》)

(25) 此非唯伤事业, 亦自损性命, 世中比比, 皆汝所谙。(《宋书⋅衡阳文王义

季传》)

6. “聞”、“見” 

“闻”、“见”本义指“听见(通过听觉器官知道)”、“看见(通过视觉器官知道)”，自先

秦早期始即有诸多用例，如：

(26) 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尚書⋅君奭》)

(27) 行其庭，不見其人。(《易经⋅艮》)

由本义引申指一般的“知道”，用例虽不多，但自先秦至中古文献时有出现，且

引申出相关名词用法，如：

(28) 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 ，是以能固。(《左传⋅桓公二年》)

(29) 攸素有德業, 行無玷, 聞之哀恨終身, 遂不復畜妾。(《世说新语⋅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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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俄而齊王敗，時人皆 見機。(《世说新语⋅識鑒》)

(31) 應問：汝見罪不？答 ：見罪。(《十诵律》)

7. 结

南北朝文献中出现的“知”类动词，本义即指称本概念的为“知”、“识”、“认”；其他

由本义引申而来的词指称本概念义项多与本义意义相关；先秦时代 始指称本概念

的有“知”、“识”、“觉”、“悟”、“晓”、“解”、“闻”、“见”，魏晋以后 始指称本概念的有

“了”、“悉”、“谙”，南北朝时期 始指称本概念的有“认”。来源和其指称本概念常见用

法大体情况如下如下表。

词 知 识 觉 悟 认 晓 解 了 悉 谙 闻 见

本义 知

道

知

道

感

觉

睡

醒

认

识

、
辨

别

天

亮

分

割

動

物

肢

體

尽

、
全

熟

知

听

到

看

到

进入

时间

先

秦

先

秦

先

秦

先

秦

南

北

朝

先

秦

先

秦

魏

晋

魏

晋

魏

晋

先

秦

先

秦

常用

意义

知

道

知

道

醒

悟

、
明

白

醒

悟

、
明

白

认

识

到

、
辨

认

出

清

楚

、
明

白

理

解

理

解

、
明

白

详

知

熟

知

知

道

知

道



380  《中國文學硏究》⋅제53집

Ⅲ. 南北朝“知”类动词语义情况分析

1. “知”类动词语义情况分析

1) 核心动词“知”

综合 察這一時期不同类型文献，发现“知”类动词中，“知”无论从使用频

率10)、语义范围都远远超过其他动词，居于核心地位。“知”的语义除可指一般意义

的“知道”外，在不同語境中可 各類 象搭配，分釋為不同程度的“知”。
“知+O”是其 常見的用法，“O”是賓語，可以是名詞或名詞性短語，也可以是

動詞性短語，還可以是句子，從涉及 象內容來看，可以是某一事实、某一事理、
某项技能或某个人，在三种文献中都有较多用例，试略举例如下：

(32) 恩知城不可下，乃进向沪渎。(《宋书卷一》)(指知道，对象为某一事实)

(33) 以此义当知各各自业所造,非梵天能造。(《百喻经⋅梵天弟子造物因喻》)

(指理解、懂得，对象为某一事理)

(34) 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世说新语⋅识鉴》)(指认识、懂得<汉字>，对

象为某一技能)

(35) 若不知律吕之义，作乐音均高下清浊之 ，当以何名之(《宋书卷一一》)

(懂得，对象为某一技能)

(36) 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 ，恒周旋 肆，乞索以自营。(《世说新语⋅文

学》)(指认识，对象为某个人)

(37) 徽与偃书曰：吾与义兴，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宋书卷二六》)

(指了解，对象为某个人)

2) “識”、“解”、“悟”、“覺”

除“知”是出現頻率 高的核心詞以外，出現頻率 高的還有“識”、“解”、“悟”、
“覺”等詞。这幾個詞語大都可釋為“知道”，如：
10) “知”《宋書》中有862例，其中700餘例屬“知”類動詞；《世說新語》中有137例，其中124例

屬“知”類動詞；《百喻經》中有43例，其中38例屬“知”類動詞。除“知”外，出現頻率 高的

是“識”，《宋書》中有222例，其中190餘例屬“知”類動詞；《世說新語》中有約50例，其中

30例屬“知”類動詞；《百喻經》中有13例，其中7例屬“知”類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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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闻他说 驴乳甚美,都无识 。(《百喻经⋅构驴乳喻》)

(39) 陛下徒云恶枝之宜伐，岂悟伐柯之伤树，乃往古之所悲，当今所宜改也。
(《宋书卷六八》)

(40) 会秉去事觉，齐王夜使骁骑 军王敬则收韫。(《宋书卷五一》)

使用时語義又分别有所側重，并非可以随意代替，如“識”指“分別、辨認”，“解”

指“理解”，“覺”指“感覺到”或“醒悟”，“悟”指“領 、覺悟(強調由一種狀態進入另一種

狀態)”，略举例如下：

(41) 至于都合乐时，但识其尺寸之名，则丝竹哥咏，皆得均合。(《宋书卷一

一》)(指认识，分辨出)

(42) 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 语》)(指看出，认

识到)

(43) 阿戎了了解人意。(《世说新语⋅赏誉》)(指理解、懂得)

(44) 虽诵其文不其义，种种方法实无所晓自 善。(《百喻经. 口诵乘船法而不

用喻》)

(45) 休仁悟其旨，其冬，表解扬州，见许。(《宋书卷七二》)(指醒悟、明白)

(46) 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 朗。(《世说新语⋅ 语》)(指感觉到)

(47) 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世说新语⋅捷悟》)(指醒悟、明白)

3) “认”

“认”指辨认，指通过观察、判断而知道，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词，用例极 , 

“认”《宋书》中仅有2例，《世说新语》中无用例，《百喻经》中有重复用例3个，且都指

“认作，把.......当作”：

(48) 有人尝认其所着屐，笑曰：“仆着之已败，今家中觅新 备君也｡”(《宋书卷

九三》)

(49) 我以欲得彼之钱财认之为兄。(《百喻经⋅认之为兄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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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晓”、“悉”、“谙”、“了”11)

“晓”、“悉”、“谙”这一组词用例较 ，从语义上看均为“知道”的下义词，如：

(50)窃谓议 未晓此意，乖谬自著，无假骤辩。(《宋书卷一三》)(清楚地知道)

(51) 温尝为东宫率，後为吾司马，甚悉之。(熟知)

(52) 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世说新语⋅赏誉》)(详尽地知道)

(53) 时世祖 即大位，军府造次，不晓朝章，爰素谙其事。(《宋书卷五四》)(熟

知)

(54) 虽神气不变，心了其故。(《世说新语⋅雅量》)(指完全地知道)

5) “见”、“闻”

“见”、“闻”在文献中大多指“看到”、“听到”，“看到”、“听到”也就意味着“知道”了，
二 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但也有些用例“见”、“闻”只能认为是“知”类动词，指“知道、
理解”12)如：

(55) 攸素有德业， 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世说新语⋅德

行》)

(56)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锺，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世

说新语⋅ 语》)

2. “知”类动词不同文献使用情况分析

三种不同内容文献比较来看，“知”类动词情况大体相同，仅部分动词有微 差

。

11) “晓”《宋书》中有58例，其中40余例属“知”类动词；《世说新语》中有9例，其中仅2例属

“知”类动词；《百喻经》中有13例，其中7例属“知”类动词；“悉”《宋书》中有340余例，其中

仅10例左右属“知”类动词；《世说新语》中有8例，其中仅2例属“知”类动词；《百喻经》中

有7例，都不属“知”类动词；“谙”《宋书》中有12例，其中12例都属“知”类动词；《世说新

语》中有3例，其中2例属“知”类动词；《百喻经》中无用例。
12) 这类用法在同期宗教文献中非常多见，如：不知 ，过人法不知不得不见不触不证｡ 

不见 ，不见苦谛不见集谛灭谛道谛。(《十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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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三种文献中均为使用频率 高、语义范围 广的动词，且其引申出的动

词用法和名词用法，在三类文献中均有用例。
“知”类动词在三种文献中，核心词“知”，“識”、“解”、“悟”、“覺”，以及涉及“知道”

下位义“晓”、“悉”、“谙”、“了”其用法和使用频率也基本相同，呈依次递减趋势。
与“晓”、“悉”、“谙”、“了”一类词同义的双音节形式“尽知”等，以及这些词与“知”连

用的双音节形式“晓知”、“悉知”等，三种文献均有相关用例：

(57)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宋书卷六九》)

(58) 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宋书卷一九》)

(59) 夜遣世 载王於车而杀之，当时不尽知也。(《世说新语⋅仇隙》)

(60) 語眾人 入海方法我悉知之。(《百喻经⋅口誦乘船法而不解用喻 》)

(61) 而此仙人不答他問人皆知之。(《百喻经⋅ 兒爭分別毛喻 》)

出现频率较高词在三种文献中用法相同，仅出现频率较低的词，在文献中使用

情况不同，如“谙”«宋书»中有12例,其中12例都属“知”类动词;«世说新语»中有3例,其

中2例属“知”类动词；«百喻经»中无用例，这似乎不能说明是文献内容或是文体差

造成的不同。
《百喻经》作为外来翻译文献其中有些词汇为其专有，如“知识”指“认识的人、朋

友”：

(62)复於后时遇恶知识,恼乱不已。(《百喻经⋅野干为折树枝所打喻》)

综上所述，就属于基本词汇的“知”类动词来说，其语义、用法在三类文献中没

有明显差别。

Ⅳ. 结语

1. “知”类动词的发展趨勢呈現出 有成員保持固有地位，而同時不斷吸納新成

員的態勢。從上文來看，自先秦早期直至南北朝，不斷有新成員加入，卻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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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早指稱本義場的“知”、“識”的使用。即使語義十分接近的成員，如“覺”、“悟”也可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並存，其成員間似乎不存在互相取代的現象。
2. 从南北朝同期情况来看，其成員一方面語義上各有側重，一方面又沒有嚴

格的區別，很多情況下，可互相替代，“知”、“識”、“聞”、“見”、“曉”均可指“知道”, 

“知”、“悟”、“覺”、“曉”、“解”均可指領悟、理解隱含的旨意或道理。
3. 從“知”类动词的发展情況來看，由其他意义引申而产生“知”义的成員大多保

留了其在源義場中的用法，也就是說，指稱本概念的只是其多個義 中的一個，如

“覺”、“悟”的“睡醒”義，“曉”的“天亮”義，“解”的“分解、解釋”等義。
4. “知”类动词大多在指稱本概念的同时，繼續擴展其使用範圍，產生其他義

，這些義 被用於指稱本概念內其他范疇或 本概念臨近的相关概念。
綜上所述，“知”类动词更像是一個開放的領域，凡是 感知概念相關的詞語都

有可能進入本義場，義場成員語義交叉，沒有嚴格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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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e article researches on “Know(知)” type verbs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by using the theory of semantic 

field.

The period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a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In that period, 

the vocabulary was fill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literature material was relatively rich, however, the material 

was very complicated. We chose Song Annals(宋书)、Shishuoxinyu

(世说新语)、Baiyujing(百喻经) to analyze Know(知)” type verbs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e mainly analyze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lated words in the field. At the 

same time, we made the combination and polymerization 

relationship.

【主题语】

“Know(知)”，the Verb, the Semantic，the evolution，the development，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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