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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引

在詞彙系統中, 顏色詞作為表達色彩概念的語 成分, 也屬於基本詞彙的範疇，
斯瓦迪士高階詞表中所涉及顏色詞共五個，分別為“紅、綠、黃、白、黑”，位於第

87至91位。這五種顏色也是中國傳統意義中所講的“五色”。
颜色词，因其在词汇系统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一直备受中外学 的关注。学

们不仅立足现代汉语共时平面对基本颜色词进行探讨，还从整个汉语发展的角度关

注其历时变化。如姚 平1988年《基本颜色词理论述评——兼论汉语基本颜色词的

演变史》分殷商、周秦、汉晋南北朝、唐宋及近代、现代五个时期探讨了汉语的基

本颜色词。徐朝华1999《上古汉语颜色词简论》 察14種上古傳世文獻，從其出現

頻率來看，認為上古漢語基本顏色詞有“赤、朱、黃、青、白、黑、玄”，黑紅兩色範

疇都各有兩個基本詞1)。而细致探讨颜色词在詞彙史某一断面尤其是中古时期的发

  * 本研究得到德成女子大学2014年度研究经费支持(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the Duksung Women’s University Research Grants 2014)。
 ** 德成女子大學, 中語中文學科, 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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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面貌的研究还不多见。
從上古到中古，漢語詞彙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顏色詞”也出現了許多新的變化。
本研究選擇南北朝時期三種不同性質文獻作為主要研究語料， 察颜色词在這一

時期的發展演變情況。我們認為南北朝時期是中古漢語的中間階段，也是 能代表

這一時期語 特點的階段。選擇的語料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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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誦律》是由僧侶翻

譯的一部佛教文獻。三種語料，年代極為接近，但語體性質略有差異。選擇不同類

型的語料一方面避免在 察時使用單一語料可能造成的偏誤，一方面也希望通過比

其中詞彙的使用情況，瞭解不同性質文獻中詞彙使用和發展情況的異同2)。

Ⅱ. “赤”語義場詞彙研究

“赤”位於《百詞表》第87位，指“紅色”，語義場核心詞是“赤”，統計“赤”語義場詞語在

文獻中使用情況如下3) ：

 1) 徐朝華 《上古漢語顏色詞簡論》，《語 研究論叢》第8輯，1999年9月。
 2) 这篇文章是《南北朝时期基本词彙研究》中的一部分，研究目的首先是 南北朝时期（中

古核心时期）基本詞彙加以整理描寫， 察其由上古到中古時期發生的變化，其次是

通過比 其中相關詞彙的使用情況，分析不同性質文獻中詞彙發展情況的異同，本文

涉及的颜色词作为 常用的基本词被斯瓦迪士百词表收录。
 3) 下表中：丹，本指“丹砂、朱砂”，引申指紅色，一般認為是比“赤”略淺的紅色，如《 禮⋅

禮》“凡畫 丹質｡” 鄭玄注：丹淺於赤。茜，草名，多年生草本植物，根黃赤色，莖方形，
有倒生刺，根可做紅色染料。引申指“絳紅色”。赭，紅土，引申指“紅褐色”。彤，本義指以朱

色漆涂饰，引申指“赤色、紅色”。 ，本指橘红色的帛，引申指橘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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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赤”

“赤”，《說文⋅赤部》：南方色也，从大从火，凡赤之屬皆从赤。“赤”本義即指“紅

色”，古以赤为南方之色, 所以也用“赤”指代南方。在文獻中，“赤”共出現328例，超

過“赤”語義場其他詞語的總和，並出現雙音節詞“赤色”。
“赤”搭配範圍 廣，除常用於各類織物、衣物外，還可用於其他各類物品以及動

植物，如：

（1）有流星頭如甕，尾長二十餘丈，大如數十斛船，赤色，有光照人面。
（《宋書⋅志二十六》）

（2）佛知而故問阿難，是何等物色赤嚴好。（《律部T23》p.3.34)）
（3）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宋書⋅志第七》）
（4）其雜服，有青赤黃白緗黑色介幘，五色紗裙。（《宋書⋅志第八》）
（5）光武又夢乘赤龍登天，乃即位，都洛陽，營宮闕。（《宋書⋅志第十七》）
（6）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世說新語⋅汰侈》）

其中部份物品因“赤色”而得名，用“赤+類名”來表示 名，如：

（7）若乞青，得赤白黑，白麻赤麻芻麻衣，翅夷羅衣憍施耶衣欽婆羅衣劫貝

衣，皆突吉羅。（《律部T23》p.315.1）（指一種蕁麻科植物，多年生草

本，茎高二三尺，往往数茎丛生，叶有柄，对生，茎及叶柄带赤色。）
（8）五種根藥， 梨薑赤附子波提鞞沙菖蒲根。（《律部T23》p.3.3）（即附

子）
（9）五種鹽，紫鹽赤鹽白鹽黑鹽鹵樓鹽。（《律部T23》p.3.3）（指一種赤色的

鹽，古代方士煉黃金的原料。）
（10）咸康八年八月壬寅，月犯畢赤星。（《宋書⋅志第十四》）（星名，即角

宿一。或稱靈星，亦指禱祀靈星的祠壇。）
（11）何等五似寶，赤銅鐵鍮石水精鉛錫白鑞。（《律部T23》p.462.2）（“赤

銅”指純銅，也稱紅銅、紫銅)

 4) 注解为《十诵律》相关例句在《大正藏》中的位置，如《律部T23》p.3.3是指大正藏律部23

卷第3页第3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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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

“朱”一般指大紅色，比絳色(深紅色)淺，比赤色深，古代視為五色中紅的正色。
在文獻中共出現76例，僅次於“赤”的出現頻率，但在《十誦律》中沒有出現，且一般

用於名詞前作定語，沒有單獨使用的例子。“朱”多出現於固定詞語，如“朱雀（22

次）”、“朱門（3次）”如：

（12）值桂陽王休範逼京邑，蘊領兵於朱雀門戰敗被創。（《宋書⋅列傳第四十

五》）（“朱雀”古代傳說中的祥瑞動物，“四靈”之一。也可指代南方。）
（13）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世說新語⋅ 語》）（“朱

門”本指紅漆大門，這裡指貴族豪富之家）

“朱”在文獻中搭配 象也比 寬泛，除常用於各類織物、衣物外，也可以和房

、鳥雀、草木、火、光等搭配，如：

（14）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 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

轉皎然。（《世說新語⋅容止》）
（15）明旦未開鼓，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 蕭斌同載。（《宋書⋅列

傳第五十九》）
（16）又以通天冠，朱紗袍，為聽政之服。（《宋書⋅志第八》）
（17）天子坐漆床，居朱屋。（《宋書⋅志第八》）
（18）朱鷺，魚以烏路訾邪。鷺何食，食茄下。（《宋書⋅志第十二》）
（19）靈芝生玉地，朱草被洛濱。（《宋書⋅志第十二》）
（20）秋臺惻兮碧煙凝，冬宮列兮朱火青。（《宋書⋅列傳第四十》）

“朱”也有用作動詞的例子，指“把……塗成紅色”，如：

（21）白馬 ，朱其鬣，安車 ，坐乘。（《宋書⋅志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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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紅”

《说文⋅糸部》“红，帛赤白色也”。“紅”本义指粉红色的帛，後語義範圍擴大，可以

指一般的紅色，成為語義場上位詞。在这一时期“紅”仍指“粉紅色”，文獻中共出現14

次，13次用於名詞前作定語，1次作名詞指“粉紅色”，如：

（22）紅旗絳天，素甲奪日，虎步中原，龍超河渚。（《宋書⋅列傳第五十

五》）
（23）八功德水常滿其中，甜美如真蜜，青黃赤白紅紫種種雜色蓮花遍覆池

上。（《律部T23》p.440.1）
（24）輕風起紅塵，渟瀾發微波。（《宋書⋅志第十二》）（指揚起的塵土）
（25）壁高四十丈，色赤，故曰照澗而映紅。（《宋書⋅列傳第二十七》）

4. “丹”

“丹”本義指“丹砂、朱砂”，引申指“紅色”。在這一時期文獻中，“丹”仍可用作名詞指

“朱砂”或“礦石”，如：

（26）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可使無 。（《宋書⋅列傳三十三》）
（指朱砂）

（27）陵出黑丹，王 修至孝則出。（《宋書⋅志十九》）（指黑色的礦石）

“丹”共出現72次，例子 多，但多用於固定詞語中，不能隨意和名詞搭配，如：

（28）可改構榱桷，修飾丹青。（《宋書⋅本紀第二》）（丹砂和青雘，指颜

料）
（29）登丹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 ，上說辰鑒，下弭素 。（《宋書⋅列傳第

三十》）（赤色台阶或赤色地面，指“宮殿、朝 ”）
（30）有燔丹書，無普赦贖。（《宋書⋅志第十一》）（朱筆寫的文書，這裡指

记载犯人罪状的文书）
（31）雲霧相連，丹霞蔽日，采虹帶天。（《宋書⋅志第十一》）（指紅霞）
（32）鴛出丹穴，鸚起西湘。（《宋書⋅志第十九》）（指山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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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而丹雘之飾，糜耗難訾，寶賂之費，征賦靡計。（《宋書⋅本紀第十》）
（丹砂和青雘，指用颜料塗色）

“丹”用於比喻，可指“赤忱、忠誠”，例多見，如：

（34）臣以 昧，獨獻微管，所以勤勤懇懇，必訴丹誠 ，實恐義康年窮命。
（《宋書⋅列傳第二十八》）

（35）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世說新語⋅
排調》）

（36）逼逼丹心，仰希懷遠。（《宋書⋅列傳第三十四》）
（37）用敢幹禁忘戮，披敘丹愚。（《宋書⋅列傳第二十一》）

5. “茜”

“茜”本義為茜草，根可做红色染料，因而引申指“絳紅色”。在文獻中共出現13次，
可指“茜草製的染料”，也可指“絳紅色”，搭配的 象為“衣物”，如：

（38）若青若泥若茜，若比丘不以三種壞衣色著新衣 ，波逸提。（《律部T2

3》p.109.2）
（39）若得茜衣 ，亦二種淨，若青若泥。（《律部T23》p.109.2）
（40）奴婢衣食客，加不得服白幘、茜、絳、金黃銀叉、環、鈴。（《宋書⋅志

第八》）

6. 絳

“絳”應指比“朱”更濃的深紅色。在文獻中共出現54次，其中《宋書》出現53次，《世

說新語》中出現1次，除“絳闕（3例）”外，其餘搭配的 象均為“衣物、織物”，如：

（41）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 。常自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用此何為？”答

曰：“公獵，好縛人士， 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世說新語⋅規

箴》）
（42）《武始舞》 ，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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褲，絳襪，黑韋鞮。（《宋書⋅志第九》）
（43）公孫淵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宋書⋅志第二十一》）

“绛紫”連用有1例，指“紫中帶紅”的顏色：

（44）騎士卒百工人，加不得服大絳紫襈、假結、真珠珰珥、犀、玳瑁、越

疊、以銀飾器物、張帳、乘犢車。（《宋書⋅志第八》）

7. “赭”

《說文⋅赤部》“赭，赤土也”。“赭”本義指“紅土”，引申指紅褐色。文獻中共14例，
其中《十誦律》中出現5例，全部是“赭土”，指“含有氧化鐵等礦物的粘土”，如：

（45）若雌黃赭土白墡處，若生石處生黑石處，沙處鹽地。掘 不犯。（《律部

T23》p.117.3）

《宋書》中出現9例，多用於引用詩文或 為正式的文辭中，如：

（46）晉軍帝義熙九年，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宋書⋅列傳第五十

七》）
（47）燕室虛，陽理竟，潛策紆，汗飛赭，沫流朱。（《宋書⋅列傳第四十

五》）
（48）夫欒 哭 ，義犯雷霆；田叔鉗赭，志於夷戮。（《宋書⋅列傳第三十

九》）

8. “彤”、“緹”、“緋”、“纁”

這一組詞都只在《宋書》中出現，用例不多，搭配 象也比 固定。
《說文⋅丹部》“彤，丹飾也”。“彤”本義指以朱色漆塗飾，引申指“赤色、紅色”，出

現4次，分別為“彤殿”、“彤弓”、“彤矢”、“彤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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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瑤華碎兮思聯情，彤殿兮素塵積。（《宋書⋅列傳第四十》）（紅色的宮

殿， 指漢代宮廷）
（50）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宋書⋅本紀第二》）（朱漆的弓箭，古代

天子用以赐有功的诸侯或大臣使专征伐）
（51）璿除肅炤，釭璧彤輝。黼帟神凝，玉 嚴馨。（《宋書⋅志第十》） 

《說文⋅糸部》“ ，帛丹黃色”，“ ”本指橘紅色的帛，引申指橘紅色，文獻中出現

3次，其中有1例“緹紫”5) 連用：

（52）是信臣騰 ，武士繕力，緹組接陰，鞞柝聯響。（《宋書⋅列傳第三

十》）
（53）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密， 緹幔。（《宋書⋅志第一》）
（54）署府謝雕麗之器，土木停緹紫之容，國戚無以贍，勳求無以給。（《宋書⋅

本紀第九》）

“緋”，指“紅色”不見於說文，也不見於先秦文獻，是一個後起的詞，文獻中出現4

次，在同一段落中：

（55）朝服一具，冠幘各一，絳緋袍、皂緣中單衣領袖各一領，革帶袷褲各

一， 、襪各一量，簪 餉自副。四時朝服 ，加絳絹黃緋青緋皂緋袍

單衣各一領。（《宋書⋅志第八》）

《說文⋅糸部》“纁，浅絳也”。“纁”指淺絳色，文獻中出現9次，其中“玄纁”5次，“纁

朱”3次，“纁 ”1次，如：

（56）昏禮納征，大昏用玄纁，束帛加珪。（《宋書⋅志第四》）
（57）皇太子妃，金璽，龜紐，纁硃綬。（《宋書⋅志第八》）
（58）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宋書⋅志第七》）

 5) “緹紫”指“朱紫”，形容宮室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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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結

這一時期“赤（紅色）”語義場核心詞是“赤”，同時也是語義場的上位詞，指“一般

的紅色”，用例 多，可修飾名詞的範圍 廣。文獻中也只有“赤”出現了“赤色”連用的

例子，語義場內其他詞都沒有這樣的用法。
“朱”、“紅”、分別指不同程度的“紅色”，是“赤”的下位詞，用例 多，可修飾名詞的

範圍也比 廣。
“茜”、“絳”也是“赤”的下位詞，指“深紅的顏色”，用例 多，但可修飾的名詞只限於

“衣物、織物”類。
“丹”在文獻中用例很多，但多用於固定詞語中，不能隨意和名詞搭配，併產生了

指“忠誠、熱忱”的比喻義。
“赭”、“彤”、“緹”、“緋”、“纁”這一組詞，只出現在 為正式的文辭中，且用例不

多，尤其是“彤”、“緹”、“緋”、“纁”大多只作為語素出現在幾個固定詞語中。

Ⅲ. “青”語義場詞彙研究

“青”位於《百詞表》第88位，指“綠色或藍色”。語義場核心詞是“青”，統計“青”語義場

詞語在文獻中使用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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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

《說文⋅青部》“青，東方色也。木生火，從生丹。凡青之屬皆從青｡”“青”本義即指

“青色”，古以青为東方之色，所以也用“青”指代東方。這裡說的“青色”涵蓋了從藍色

到綠色的全部顏色。在文獻中，“青”共出現196例，超過語義場其他詞語出現次數的

總和，並出現雙音節詞“青色”，如：

（1）文帝始生，有雲青色，員如車蓋，當其上終日。（《宋書⋅志第十七》）
（2）所應供養塔。若白色赤色青色黃色諸色等。（《律部T23》p.415.3）

“青”搭配範圍很廣，各類常見物品都可用“青”修飾，“青天”、“青龍”、“青廬”、“青衣”

等多見，如：

（3）又案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龍旗，其餘皆即禦物。（《宋書⋅志第四》）
（4）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睹青天。（《世說新語⋅賞 》）
（5）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 劫新婦， 紹還出。（《世說新語⋅假譎》）
（6）擇上辛後吉亥日，禦乘耕根三蓋車，駕蒼駟，青旂，著通天冠，青幘，朝

服青袞，帶佩蒼玉。（《宋書⋅志第四》）
（7）皇后著十二 ，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蓋雲母安車，駕六馬。（《宋

書⋅志第四》）
（8）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 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 翁可念，何可

作此。（《世說新語⋅德行》）

此外，在《十誦律》中有“青 ”4例：

（9）或以死人臭爛青 鳥獸所食膿血蟲出以繫其頸厭惡。（《律部T23》p.7.2）

文獻中，“青”還可 其他詞語搭配，進一步明確或形象說明“青”所指的顏色，如：

（10）有五純色不應畜，純赤純青純欝金色純黃藍色純曼提吒色。（《律部T2

3》p.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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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面縞館之酸素，造松帳之蔥青。（《宋書⋅列傳第四十》）
（12）南悉連嶺疊鄣，青翠相接，雲煙霄路，殆無倪際。（《宋書⋅列傳第二十

七》）
（13）安帝義熙元年，南康雩都嵩山有金雞，青黃色，飛集岩間。（《宋書⋅志

第十九》）
（14）九年三月，又見昴，長六尺，色青白，芒西南指。（《宋書⋅志第十三》）

2. “碧”

“碧”是形聲字，從玉，從石，白聲，本義指“青綠色或青白色的玉”，引申指青綠

色。文獻中“碧”共出現13次，除和其他顏色並 羅列外，可 水、植物、織物用品

及“雲煙”等各類名詞搭配，如：

（15）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宋書⋅列傳第五十

三》）
（16）君夫作紫絲巾步障碧綾裹四十裏, 石崇作錦步障五十裏以敵之。（《世說

新語⋅汰侈》）
（17）因丹霞以赬楣，附碧雲以翠椽。（《宋書⋅列傳第二十七》）
（18）碧石 ，玩好之物棄則至。（《宋書⋅志第十九》）
（19）孫皓天璽元年，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三尺餘，枝莖紫色，

詰屈傾靡，有光采。《山海經》所載玉碧樹之類也。（《宋書⋅志第十

九》）

3. “綠”

《說文》“綠，帛青黄色也”，“綠”指青中帶黃的顏色。文獻中“綠”共出現28次，1次

“綠色”連用，指“底色”：

（20）白雲起，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而止，吐《甲圖》而

去。（《宋書⋅志第十七》）

在文獻中搭配範圍 寬，多 “草木”和“衣物”類名詞搭配，也有“綠髮”、“綠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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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21）佛語諸比丘。黃髮人綠髮人赤髮白髮似赤髮豬髮馬髮無髮人，一切不應

出家。（《律部T23》p155.2）
（22）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綠綟綬。（《宋書⋅本紀第二》）
（23）蘭房掩綺幌，綠草被長階。（《宋書⋅志第十二》）
（24）映紅葩於綠蒂，茂素蕤於紫枝。（《宋書⋅列傳第二十七》）

4. “縹”

《說文》“缥，帛青白色也”，“縹”指青白色。文獻中“縹”共出現11次，其中《十誦律》

中出現4次，均為 其他顏色並 ：

（25）現種種色光，青黃赤白紅縹紫碧，身下出火，身上出水。（《律部T23》

p.262.3）

在《宋書》中，“縹”共出現7次，均指衣物的顏色，如：

（26）漢制，太后入廟祭神服，紺上皂下；親蠶，青上縹下。（《宋書⋅志第

八》）
（27）魏明帝著繡帽，被縹紈半袖。（《宋書⋅志第二十》）

5. “藍”

“藍”是形聲字，从艸，监声，本义為“蓼蓝”，引申可指相關顏色。僅在《十誦律》中

出現4次，且為同一內容，語義似指“藍色的染料”，而非實指顏色：

（28）黑羺羊毛 ，有四種： 生黑、藍染黑、泥染黑、木皮染黑，是名四種

黑。（《律部T23》p.48.1）

但在南北朝其他文獻中可見“藍”指顏色的例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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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厥苞橘柚，精 曰柑；实染繁霜，叶鲜翠蓝；屈生嘉叹，以为美 。
（《文心雕龍⋅卷二》）

（30）过淄为绀，逾蓝作青。持绳视直，置水观平。（《北齊書⋅列傳第二十

九》）

6. “翠”

“翠”是形聲字，从羽，卒声，本义指“翠鸟”，引申指“青綠”的顏色。只在《宋書》中

出現，且全部5個用例都用在駢偶色彩 重的詩文中，如：

（31）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 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宋

書⋅列傳第四十二》）
（32）翠蓋 澄，畢弈凝震。玉鑣息節，金輅懷音。（《宋書⋅志第十二》）
（33）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 之異，千名萬品，並世主之所虛心。（《宋書⋅

列傳第五十七》）

7. “蔥”

“蔥”本義指“蔥（蔬菜名）”，引申指“青綠色”，在《宋書》中多指本義，僅2例指顏

色，如：

（34）當嚴勁而蔥倩，承和煦而芬腴。（《宋書⋅列傳第二十七》）
（35）面縞館之酸素，造松帳之蔥青。（《宋書⋅列傳第四十》）

8. “蒼”

“蒼”是形聲字，从艸，仓声，本义為“草色”，指“深青色或深綠色”，後也指灰白

色。檢索文獻發現，僅《宋書》中出現13次，顏色有些近於“青色”，有些近於“黑色”，
且可見“蒼黑”、“蒼白”連用，如：

（36）君馬黃，臣馬蒼，三馬同逐臣馬良。（《宋書⋅志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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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大明七年正月夜，通天薄雲，四方合有八氣，蒼白色，長二三丈，乍見

乍沒，名 星。（《宋書⋅志第十六》）
（38）周圍七 ，中高一仞，蒼質素章，有五馬、麟、鹿、鳳凰、仙人之象。

（《宋書⋅志第十七》）
（39）洛陽東北步廣裏地陷，有鵝出，蒼色 飛翔沖天，白 止焉。（《宋書⋅

志第二十二》）
（40）晉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四尺。（《宋書⋅

志第二十二》）
（41）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宋書⋅列傳第

三十七》）
（42）交間蒼蠅，驅扇禍戮，爵以貨重，才由貧輕，先帝 人，無罪黜落。

（《宋書⋅列傳第三十九》）

9. 結

“青”語義場是五個語義場中唯一的間色語義場，其所指範圍並不清晰，有些詞語

語義範圍涉及到相鄰的概念，如“藍”、“蒼”涉及到“黑色”。大部份詞語出現 其他顏

色詞連用指稱某一具體顏色的用法，如“蔥青”、“青白”、“青翠”、“翠藍”、“蒼黑”等。
這一時期“青（藍綠色）”語義場核心詞是“青”，同時也是此語義場的上位詞，指

“一般的青色”，用例 多，可修飾名詞的範圍 廣。
“碧”、“綠”，指不同程度的“青色”，是“青”的下位詞，用例 多，可修飾名詞的範圍

也比 廣。
“縹”只出現在《宋書》中，用例 ，且只用於指衣物的顏色。“藍”在文獻中依 主

要指“蓼藍之類的染料”，指顏色的例子不多。“翠”、“蔥”用例很 ，且只出現在駢偶

色彩 重的詩文。“蒼”本指“深綠色”或“深藍色”，這些顏色極濃時則近於黑色，所以

其所指顏色範圍有時近於“青”，有時則近於“黑”。且“蒼”大部份用在固定化的雙音節

詞中如“蒼生”、“蒼天”等，單獨使用的例子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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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黄”語義場詞彙研究 

“黃”位於《百詞表》第89位，指“黃色”，語義場核心詞是“黃”，文獻中涉及詞語只有

“黃”、“緗”兩個詞，在文獻中使用情況如下：

1. “黃”

“黃”從字形看應為“蝗”的本字，借指“黃色”。“黃”是此語義場的核心詞，在文獻中共

出現229例，並有“黃色”、“純黃”等雙音節詞。“黃”搭配範圍非常之廣，幾乎所有常見

的動植物、物品及自然界的“雲氣”等都可以 之搭配，如：

（1）黃龍 ，四龍之長也。不漉池而 ，德至淵泉，則黃龍遊於池。（《宋書

⋅志第十八》）
（2）是守果人不信敬佛法。有黃熟好果。留作王分及夫人王子大臣大官分。

（《律部T23》p.268.1）
（3）交交鳴鳩，或丹或黃。 我君惠，振羽來翔。（《宋書⋅志第十二》）
（4）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 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發

白，著黃巾黃單衣，柱杖，呼民王始語曰：“今當太平｡”（《宋書⋅志第二

十四》）
（5）戰城南，衡黃塵。丹旌電烻，鼓雷震。（《宋書⋅志第十二》）
（6）帝堯之母曰慶都，生於鬥維之野，常有黃雲覆覆其上。（《宋書⋅志第十

七》）
（7）敦臥心動，曰：“此必黃 鮮卑奴來！”（《世說新語⋅假譎》）



124  《中國文學硏究》⋅제58집

“黃+類名”指某一具體名稱的例子也有很多，如：

（8）黃銀紫玉，王 不臧金玉，則黃銀紫玉光見深山。（《宋書⋅志第十七》）
（指黃銅）

（9）追進淑 為貴妃，班亞皇后，諡曰宣。葬給辒辌車，虎賁、班劍，鑾輅九

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宋書⋅列傳第四十》）（指古代帝

王 用的黃繒車蓋）
（10）自表討毅。又假黃鉞，率諸軍西征。（《宋書⋅本紀第二》）（指飾以黃

金的長柄斧子。天子 仗，亦用以征伐）
（11）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 土。（《宋書⋅本紀第二》）
（12）黃吻年 ，勿為評論宿士。昔嘗 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世說新

語⋅方正》）

另外，還有一些詞是 原有單音節名詞加上“黃”變成雙音節名詞，如“黃金”、“黃

甘”：

（13）其圖以白玉為檢，赤玉為泥以黃金，約以青繩。（《宋書⋅志第十七》）
（14）知更须黄甘，若给彼军，即不能足；若供魏主，未当乏绝，故不复致。

（《宋書⋅列傳第六》）

“黃” 其他顏色詞連用的例子也非常多見，如：

（15）車駕北巡，以太牢祠北嶽山，見黃白氣。（《宋書⋅志第十九》）
（16）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宋書⋅列

傳第五十六》）
（17）安帝義熙元年，南康雩都嵩山有金雞，青黃色，飛集岩間。（《宋書⋅志

第十九》）

2. “緗”

《說文》“緗，帛淺黃色也，从糸相聲”，引申指“淺黃色”。“緗”僅在《宋書》中出現6

例，全部用於指織物的顏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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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宋書⋅志第十一》）
（19）其雜服，有青赤黃白緗黑色介幘，五色紗裙。（《宋書⋅志第八》）
（20）姬、夏典載，猶傳緗帙，漢、魏餘文， 在方冊。（《宋書⋅本紀第

十》）（指淺黃色的書套，在這裡指書籍）

3. 結

文獻中，“黃”語義場幾乎只有“黃”一個成員，指稱整個語義場範圍，幾乎可以修飾

所有常見物， 其他顏色語義場詞語搭配使用的現象很常見，但未出現“X+黃”表示

不同程度黃色的用法。

V. “白”語義場詞彙研究

“白”位於《百詞表》第90位，指“白色”，語義場核心詞是“白”，統計“白”語義場詞語在

文獻中使用情況如下：

1. 白

“白”甲骨文字形，象日光上下 之形，太阳之明为白，本义即指“白色”。“白”是此

語義場的核心詞，在文獻中出現1536次，並有“白色”、“純白”等雙音節詞。在三種文

獻中“白”都有 多用例（其他詞語只在《宋書》中有部份用例）， “赤”、“黃”等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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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核心詞一樣，“白”也可用於修飾人、動植物以及各類物品等，如：

（1）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列傳第五十七》）
（2）黃髮人綠髮人赤髮白髮似赤髮豬髮馬髮無髮人。（《律部T23》p.155.2）
（3）又有白狐九尾之瑞。當堯之世，舜 之。禹觀於河，有長人白面魚身，出

曰：“吾河精也。（《宋書⋅志第七》）
（4）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宋書⋅志第七》）

“白”作為語素構成雙音節名詞，也有很多例子，如：

（5）汝等當知我是白衣若是沙彌。（《律部T23》p.2.3）（佛教指俗家人， 出

家人相 ）
（6）安都、法系並白衣領職，垣系尚方。（《宋書⋅列傳第四十八》）（指平民）
（7）主始不知，既聞， 數十婢拔白 襲之。（《世說新語⋅賢媛》）（指鋒利

的 ）
（8）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世說新語⋅德行》)

（9）若木段白鑞段鉛錫段遙擲彼人。（《律部T23》p.8.2）
（10）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世說新語⋅ 語》)

2. 素、縞

《說文》“素，白緻繒也，凡素之屬皆从素”，“素”本義指“没有染色的丝绸”，引申指

“素色、白色”。在文獻中，“素”多指“素來、向來”。在《世說新語》和《十誦律》中都沒有

指“白色”的例子，只在《宋書》中有76例，“素”多指“樸素、沒有裝飾的”可 “彩” ，
且多用於引用前代詩文或 為正式的文章中，如：

（11）是為吉凶之 ，雜陳於宮寢；彩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宋書⋅
志第五》）

（12）情禮俱違，哀 失所乎不可勝紀，豈伊素雉遠至，嘉禾近歸而已哉！
（《宋書⋅本紀第二》）

（13）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宋書⋅
志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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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縞”本義指“没有染色的丝绸”，引申指“素色、白色”。在文献中“缟”僅在《宋書》中出

現8例，5例指服喪期間的衣服，其中“縞素”連用2例，如：

（14）不宜便除即吉, 故其間服以綅縞也。（《宋書⋅志第五》）
（15）干寶以為縞素，凶喪之象。（《宋書⋅志第二十》）

其餘3例均用於詩文中 仗的句子，如：

（16）面缟馆之酸素，造松帐之葱青。（《宋書⋅列傳第四十》）
（17）方叠熔于丹缟，亦联规于硃驳。（《宋書⋅列傳第四十五》）

3. 皓、皎、皙、皚

這一組詞，用例 ，可修飾的名詞範圍也比 。語義大多不僅指“白色”，常

帶有“潔白、明亮”的語義特徵。
“皓”是形聲字，从白，告声，本义指“光明”，引申指“潔白光亮”，在文獻中共有8

例，《世說新語》中1例（皓然），《宋書》中7例都用於 仗的詩句，如：

（18）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複學書。（《世說新語⋅巧藝》）
（19）皓月盈素景，涼風拂中閨。（《宋書⋅志第十二》）
（20）有哲其 ，時惟皓鳩。（《宋書⋅志第十九》）
（21）迄皓首於阜陵，猶謬覺於然諾。（《宋書⋅列傳第二十七》）

《說文》“皎，月之白也”，引申指“潔白明亮”。在文獻中共有15例，《世說新語》中2

例（皎然），《宋書》中13例都用於 仗的詩句，如：

（22）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世說新語⋅容止》）
（23）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

（《世說新語⋅任誕》）
（24）晴如山上雲，皎若雲間月。（《宋書⋅志第十二》）
（25）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宋書⋅志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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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皙，人色白也”。僅《宋書》有“白皙”1例，指人皮膚潔白：

（26）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修理。白皙，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

圍。（《宋書⋅列傳第二十八》）

《說文》“皚，霜雪之白也”。僅《宋書》有“皚皚”1例：

（27）風蕭瑟以陵幌，霜皚皚而被墉。《宋書⋅列傳第三》）

4. 結

“白”語義場僅核心詞“白”在三種文獻中有 多用例，其他詞大多只在《宋書》中有出

現。“白”是此語義場上位詞，可指稱整個語義場，其他詞均為“白”的下位詞，指某個

範圍內特定 象的“白色”，且帶有 強的描寫意味。

Ⅵ. “黑”語義場詞彙研究

“黑”位於《百詞表》第91位，指“黑色”，語義場核心詞是“黑”，統計“黑”語義場詞語在

文獻中使用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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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

《說文》“黑，火所熏之色也”，本義即指“黑色”。“黑”是此語義場的核心詞，在文獻

中出現167次，並有“黑色”、“純黑”等雙音節詞。在三種文獻中“黑”都有用例， “

赤”、“黃”等語義場核心詞一樣，“黑”也可用於修飾人、動植物以及各類物品等，如：

（1）秦兼天下，自以為水德，以十月為正，服色上黑。（《宋書⋅志第二》）
（2）竟夜有流星百餘西南行，一大如甌，尾長丈餘，黑色，從河鼓出。（《宋

書⋅志第二十六》）
（3）爾時六群比丘，以純黑羺羊毛作敷具。（《律部T23》p.48.1）
（4）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 狹。（《世說新

語⋅ 語》）
（5）祀圓丘以下，《武始舞》 ，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

衣。（《宋書⋅志第九》）
（6）中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宋書⋅志第五》）
（7）黑鳥隨魚止於壇，化為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 夏桀無道。

（《宋書⋅志第十七》）
（8）汝有油蜜石蜜薑胡椒蓽茇黑鹽不？我等 之。（《律部T23》p.118.1）

2. 烏

“烏”是象形字，本義指“烏鴉”，引申指“黑色”。在文獻中，本義仍是其主要用法，
如：

（9）立後，白烏數千集其旁。（《宋書⋅志第十七》）
（10）見一群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世說新語⋅輕詆》）
（11）是二 兒能驅僧食上烏未？答 能。（《律部T23》p.151.2）
（12）除大烏鳥鷲禿梟角鴟阿羅。如是諸鳥不取不中食故。（《律部T23》p.46

1.1）

“烏”在文獻中用例不多，只可作定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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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於時事起倉卒，上失履，跣至西 ，猶著烏帽。（《宋書⋅本紀第八》）
（14）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遝烏樏。（《世說新語⋅

任誕》）（指黑色食盒）
（15）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統軍赭圻，制烏紗帽，反抽帽裙，民間 之“司

徒狀”。（《宋書⋅志第二十》）

3. 玄

《說文》“玄，黑而有亦色 为玄”。“玄”本義指“黑紅色”，在文獻中指顏色的意義已

不是其主要義 ，在《十誦律》沒有出現“玄”，在《世說新語》和《宋書》中其常用意義為

“指玄學或玄妙深奧”，如：

（16）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 之 ， 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世說新

語⋅德行》）
（17）故能疏通玄理，窮綜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宋書⋅志第四》）

“玄”指黑色的用法只在《宋書》中有部份用例，主要用於禮 制度，基本上是承襲

前代用法，如：

（18）是以成勳告就，文命有玄圭之錫，四海來王，姬旦饗龜、蒙之 。（《宋

書⋅本紀第二》）
（19）是以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宋書⋅本紀第二》）
（20）昏禮納征，大昏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宋書⋅志第四》）
（21）《 》 《禮》納征，直云玄絺束帛雜皮而已。（《宋書⋅志第四》）
（22）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俱玄冠絳衣而已。（《宋書⋅志第八》）

4. 皂

“皂（皁）”本義是皂斗的略稱(指櫟實、柞實等)，其殼煮汁，可以染黑，引申指

“黑色”。“皂”只在《宋書》中有部分例子，用於指衣物顏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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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公及列侯安車，硃斑輪、倚鹿 、伏熊軾、黑蕃 之軒，皂繒蓋，駕

二，右騑。（《宋書⋅志第八》）
（24）平冕，今所 平□冠也。皂表朱綠裏，廣七寸，長尺二寸，垂珠十二

旒。（《宋書⋅志第八》）
（25）以組為纓，衣皂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宋書⋅志第八》）

《宋書》中有“皂白”2例，指“是非”“，皂隸”5例，指“贱役”：

（26）可 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沖和淹通，內有皂白， 動尺寸，
吾每咨之。（《宋書⋅列傳第二十二》）

（27）郭伯、西門遺出自皂隸，寵越州朝。（《宋書⋅列傳第三》）

5. 墨

“墨”从土，从黑，本义指书画所用的黑色颜料，引申指“黑色”。在文献中，“墨”的

本義仍然是常見義 在三種文獻中都有用例，指“黑色”的用法只在《宋書》中33例，
多指織物，如：

（28）州刺史，銅印，墨綬。給絳朝服，進賢兩梁冠。（《宋書⋅志第八》）
（29）《周禮》所云祭凡 祀，則墨冕之屬也。（《宋書⋅志第七》）

“墨”由“筆墨”意引申可指親筆書寫的詔令，如：

（30）皇太子夜開諸門，墨令，銀字棨傳令信。（《宋書⋅志第五》）
（31）林子固辭，不許，賜墨詔，朔望不復還朝。（《宋書⋅列傳第六十》）

6. 青

“青”大多指“藍、綠色”，因“深青色”近於黑色，也有 量用例指“黑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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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比丘不看便坐蛇上，為蛇所螫， 蛇俱死，經五六日有青蠅出。（《律部

T23》p.300.1）

7. 紺、緇、黝、驪、盧、黔、黡

這一組詞均為“黑”的下位詞，指某一種黑色或 指某一物的顏色，在文獻中用例

。
《說文》：“绀，帛深青揚赤色”。“绀”本義即指“黑紅色（深青透紅之色）”，在文獻

中多指織物顏色，如：

（33）漢制，太后入廟祭神服，紺上皂下。（《宋書⋅志第八》）

在《十誦律》中有“紺琉璃”6例：

（34）燒眾名香 種種花，敷金銀頗梨紺琉璃床，各千二百五十。（《律部T2

3》p.189.2）

《說文》“ ，帛黑色也”。“ ”本義即指“黑色”，文獻中6例均指衣物，如：

（35）古之 冠也，文儒 之所服。（《宋書⋅志第八》）

“黝”本指黑色的马，又引申指黑色。《宋書》中2例，1例指“黑馬”、1例“黝黝”指“黑

色”，如：

（36）诸议所依据各参错，若阳祀用騂，阴祀用黝，复云祭天用玄，祭地用

黄，如此，用牲之义。《宋書⋅志第四》)

（37）閟宫黝黝，复殿微微。璇除肃炤，釭璧彤辉。（《宋書⋅志十一》）

“驪”本指“深黑色的马”，《宋書》中只有1例：

（38）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宋書⋅本紀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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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本指黑色，《宋書》中3例，均指“弓矢”，如：

（39）受賜圭瓚、秬鬯、肜弓、盧弓、矢千、虎賁三百人。(《宋書⋅志第十

一》)

“黔”本指“黑色”，文獻中多用於固定詞語“黔首”、“黔庶”、“黔黎”等，指百姓，如：

（40）縉紳戮辱，黔庶塗炭，人神同憤，朝野泣血。(《宋書⋅列傳第四十四》)

（41）聿寧東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經綸。(《宋書⋅本紀第二》

（42）故能大拯黔黎，垂訓無窮。(《宋書⋅志第六》)

“黔”指“黑色”，《宋書》和《十誦律》僅各有1例：

（43）蒞民之官，遷變歲屬，灶不得黔，席未暇暖。(《宋書⋅列傳第五十二》)

（44）有五種大色不應畜，穹伽色黔蛇色盧耶那色嵯梨多色呵梨陀羅色。（《律

部T23》p.237.2）

“黡”本義指黑痣，引申指“黑色”，僅2例，指膚色：

（45）貧之病也，不唯形色粗黡，或亦神心沮廢。(《宋書⋅列傳第三十三》)

8. 結 

“黑”是本語義場的核心詞，可指稱整個語義場範圍，用例 豐富，可修飾的名詞

範圍 廣，且語義 為單純，基本沒有其他義 。“烏”、“玄”可修飾的名詞範圍也比

大，語義上 黑有重合，但其指“黑色”義的用法不是其主要義 ，用例 。“

皂”、“墨”由染料、顏料引申指黑色，在文獻中一般只指“衣物、織物”的顏色，可視為

“黑”的下位詞，且兩個詞都有其他常用義 ，指顏色的用法例子不多。“紺、緇、
黝、驪、盧、黔、黡”這一組詞均為“黑”的下位詞，指某一種黑色或 指某一物的顏

色，在文獻中用例 ，可以視為前代用法的遺留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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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結論

1.从文献情况来看，这一时期五個語義場均只有一個核心詞，分別是“赤”、“青”、
“黃”、“白”、“黑”，這個核心詞同時也是該語義場的上位詞。從使用頻率來看，這些

核心詞的使用頻率超過其他詞的總和。從使用範圍來看，基本不受限制可以用來描

寫說明各種物品的顏色，可作 語，也可用在名詞前作定語。“赤”、“青”、“黃”、“

白”、“黑”，都出現了“X色”的雙音節用法，“限定成分+顏色詞（如淺黃）”的用法偶

有出現，但不普遍。
2.語義場中核心詞 多用在“X+類名”的格式中，用於給具體物品命名。這 自上

古到中古單音詞的雙音化相關，一些原本用單音節表示的概念，其中表顏色的部分

析出，構成“顏色詞+原詞”的結構，同時用“X+類名”給事物命名的用例也逐漸增

多。
3.上古時期“赤”語義場的核心詞“朱”，“黑”語義場的“玄”，都已失去核心詞地位。

“朱”雖然還有 多用例，在文獻中搭配 象也比 寬泛，除常用於各類織物、衣物

外，也可以和房 、鳥雀、草木、火、光等搭配，但在《十誦律》中並無用例，且多

出現於固定詞語中，如“朱雀”、“朱門”。“玄”在文獻中指顏色的意義已不是其主要義

，在《十誦律》沒有出現“玄”，在《世說新語》和《宋書》中其常用意義“指玄學或玄妙

深奧”，指黑色的用法只在《宋書》中有部份用例，主要用於禮 制度，基本上是承襲

前代用法。
4.除核心詞以外的其他詞語，基本上只是繼承上古的一些用法，使用範圍不但沒

有擴大，而且呈萎縮的趨勢。甚至只能在固定詞語或駢儷文章中出現，已不能單獨

使用。
5.從三種文獻的使用情況來看，《十誦律》基本只使用核心詞及由核心词构成的组

合形式，其他词（也就是继承上古时期的一些词语用法）基本不再使用；《世說新

語》中使用词语除核心词外，次常用词也有部分用例，《宋書》涉及到词语 為豐

富，保留上古词语用法也 多。这些差 ，一方面与三种文献口语性程度不同相

关，一方面也与文献涉及内容不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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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提要】

The article research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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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書)、Shishuoxinyu(世說

新語)、ShiSongLv(十誦律) to analyze Color Words .The study 

included the most basic semantic fields, such as “red(赤)”、“green

（青）”、yellow （黃）white（白） and black（黑）。

【主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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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Words, Basic words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Song 

Annals(宋書), “ShiShuoXinYu(世說新語)”, “ShiSongLv(十誦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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