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取液体的词汇的历史演变
——以《齊民要術》中表“取液体”義的詞彙爲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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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引言
语言是一个系统, 词汇也是一个系统｡ 要考察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是一项非常
艰难的任务, 因为词汇系统十分庞杂, 而词汇的发展演变也十分复杂, 并且有时我
们无法确切地获得词汇发展演变的清晰的线索和资料, 但这并不是说词汇系统的研
究是没有希望和可能性的, 相反学者们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描写汉语词汇系统, 作出
了不懈的努力, 并取得了可贵的成果｡
从目前学界对汉语词汇研究的现状来看, 有的学者旨在探寻词义发展演变的规
律, 近二十多年来, 学者们对词义演变过程中的相互影响至少有十余种提法｡ 如宋
亚云(2005)《古汉语词义衍生途径新说综论》中把“相因生义说”､ “词义渗透说”､ “聚
合类推说”､ “同步引申说”､ “相应引申说”､ “词义感染”､ “词义浸润”､ “组合同化说”这
以上十说分归为“聚合同化说”和“组合同化说”两大类｡ 另外, 也有的学者已经通过逐
步积累的词汇研究成果对词汇系统的整体演变规律加以探讨, 如词汇系统的两次分
* 이 논문은 2013학년도 서울여자대학교 교내학술특별연구비의 지원을 받았음.
** 서울여자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조교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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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说以及有关汉语词汇由综合到分析的演变发展趋势的论述｡ 详见蒋绍愚(1999)
《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以及蒋绍愚(2006)《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

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 再有就是对于汉语词汇进行局部研究的成果, 目前有关
汉语词汇的局部研究的成果很多, 其中有的是从单个词语入手来考察其词义或历史
演变的, 也有的是基于体裁或性质相同的某种文献词语的研究, 大部分专书研究都
可归为此类, 还有的是从语义类别或者说语义场的角度入手来考察该类别该语义场
成员的发展演变的, 如: 杜翔(2010)《“取拿”义动词的历史演变》､ 施真珍(2009)
《<后汉书>“羽”语义场及“羽､ 毛”的历时演变》等, 目前的研究成果该类研究为数不少｡

本文也试图从汉语词汇的一个局部入手来管窥汉语词汇的历史演变, 以期能为汉语
词汇及其系统的研究提供帮助｡
蒋绍愚先生(2006)对于词汇研究有很好的总结｡ “我们只能从局部做起, 局部
的研究做好了, 对词汇系统及其历史演变的认识就会加深, 而且, 通过局部研究成
果的积累, 可以逐步向整体研究前进｡”并指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 “局部研究可以有
两种做法｡ (1)以词为出发点｡ 选择若干组使用频率高､ 古今变化大的词, 把它们各
自分解为义位, 放到相应的概念域中作为其中的一个成员, 并且在各个概念域中找
出别的成员;然后考察这些成员及其分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 (2)以概念域为出
发点｡

选择若干重要的较高的概念域,全面考察其中成员及其分布在不同历史时期

的变化｡ 这两种做法只是出发点不同, 实际上主要方法是一样的: 都是以概念场为
背景, 考察其中成员及其分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
本文就将以概念域为出发点, 尽可能地考察概念域中的成员及其分布在不同历
史时期的变化｡ 本文选择的是表示取液体的词汇, 这部分词汇不仅是汉语词汇的一
部分, 而且是非常常用的词汇之一｡ 而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 至今还没有对这部
分词汇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 之所以促使我们注意并选择这部分词汇的原因是, 我
们幸运地在为众多学者所认可和推崇的, 能够很好地反映中古时期汉语口语面貌的
重要农书《齐民要术》1)中, 发现了这部分词汇, 基于该书的农业文献的性质, 其中
有很多描写制作饮食的内容, 而在这部分内容中表示分离并拿取液体或液体中的固
体的词汇大量出现, 这些词汇很好地体现了中古汉语词汇承前启后的特点, 而通过
1) 王云路(1999)《六朝诗歌语词研究》以及汪维辉(2000)《试论<齐民要术>的语料价值》都
提及了《齐民要术》语言词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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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部分词汇的向前和向后的研究可以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表示分离并拿取液体或液
体中的固体的词汇的历史演变提供帮助｡
我们的具体研究方法是, 结合现代汉语词汇中表示取液体的词汇, 以《齐民要
术》中的词汇为线索, 先整理《齐民要术》中表示分离并拿取液体或液体中的固体的所
有词汇, 进而初步确定表示分离并拿取液体这一概念域的成员, 然后尽可能地详尽
地考察上古､ 中古､ 近现代文献资料, 进而分析梳理并描写出这一概念域的词汇成
员的历史演变面貌｡ 当然由于掌握的资料的局限性和时间精力的不足, 这一概念域
中的成员的数量和变化的具体面貌, 我们无法精确到位, 但其大体面貌我们还是可
以了解的｡ 而且我们相信通过不断持续地深入研究, 最终是可以清楚地认识这部分
词汇的历史演变面貌的｡ 我们希望这一研究能为汉语词汇系统的研究提供一份资料
并起到帮助和促进的作用｡

Ⅱ. 表示取液体的词汇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离不开分类和范畴的划分｡ 一般来讲, 我们常常把动作行为
作为一个单独的范畴来加以认识｡ 而和动作行为有关的因素很多, 大体上来说一般
都有施事的主体, 核心的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 受事的对象或结果, 同时还有制约､
影响着该动作行为, 该性质状态的其他重要因素, 如时间､ 地点､ 工具､ 方式､ 程
度､ 性状､ 情状､ 环境等等, 而基于这些不同, 结果上也会有所不同, 动作行为或
性质状态的结果的不同又可以表现为很多不同的方面, 如位移, 状态, 数量, 程度,
性状方面的变化等等｡
因而当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某一动作行为概念时, 所有的和该动作行为状态相关
的这些因素都蕴含在该概念的词义表达中, 而对其中的各种因素的不同角度的强调
和凸显, 就可以形成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词义表达, 这些词义有时用一个词来表达,
有时用几个不同的词来表达, 也有时用词组形式表达等等｡ 但无论如何, 我们可以
通过对词义的分析来清楚地认识和对比分析这些不同但却相关的词汇｡
那么如何分析词义呢？現代語義學對詞義作了進一步地分析,

提出了“義位”和

“義素”的概念｡ “義位”, 粗略地說, 相當於詞典上的義項, 但詞典不嚴格區分字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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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有同一個詞的義項才能成爲該詞的義位｡ “義素”, 也叫語義特徵, 是對詞的意義
進行進一步地分析後得出的該詞區別於其他詞的區別性特徵｡
“義素”對於研究詞義的發展演變有著重要的意義,

許多古漢語研究者從不同的

角度對義素加以了説明｡ 蔣紹愚(1992)對名詞義位構成中的義素的上下位概念關係
有所論述, 並指出動詞可以從“主體､ 對象､ 方式､ 狀態､ 工具”等方面､ 形容詞可以
從“事物､ 方面､ 性質､ 程度”等方面對其義素加以分析｡ 符淮青(1996)對不同語義
類別的詞的“詞義成分—詞義構成模式”有詳細地分析, 其中对表示动作行为的词的释
义模式为:
身体部位
工具
原因+数量
程度
｝限制 施动者 + 方式 ｝限制动作1 + 数量性状｝限制 关系对象
条件+性状
数量
或关系事项 + 目的结果
时间
空间

结合这些研究成果我们来分析对比“取液体”这一概念的词义表达｡ “取”是一个上
位的概念域, 强调的是从某处或去某处拿取某物｡ 而针对取的对象､ 方式等的不同,
可以形成不同的下位概念域｡ “取液体”可以说是“取”这一大概念域中强调不同对象而
划分出的一个下位概念域｡ 这里主要的动作是“取”, 因为拿取的对象液体物, 而液体
是需要用一定的容器盛装的, 因此这个动作里往往凸显和强调所使用的工具｡ 因此
分析“取液体”这一概念时, 与其相关的因素中, 一般来说工具和对象往往是需要凸
显的, 而身体部位和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是用手, 结果也当然是分离, 发生了
位移｡ 至于和这一概念相关的其他因素, 如方式, 程度, 方式, 数量, 时间, 空间
等, 基于是否凸显, 可能形成“取液体”的不同的下位概念义｡ 如:
舀, 用瓢､ 勺等取东西(多指液体)｡
撇, 从液体表面上轻轻地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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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汉语的历史长河中,

表示“舀取”义的词汇究竟有哪些呢？我们从一些古代

及现代学者的训诂学文献资料中可以找到些许线索｡
《慧琳音义》卷二十一引《慧苑音义》“挹, 凡以器斟酌于水谓之挹｡”
《慧琳音义》卷三十九: “舀, 以器酌水也｡”
《说文⋅酉部》: “酌, 盛酒行觞也｡”
《广雅释诂二》: “挹, 抒也”
《广雅释诂四》: “斟, 酌也｡”
《玄应音义》卷四: “抒, 斟酌也｡”

另外王凤阳《古辞辩》中把“斟､ 酌､ 抒､ 挹､ 舀､ 汲”列为同一词条进行了辨析｡
由于“汲”一般是指“从井中取水, 打水”, 和我们定义的从液体中分离和拿取液体的概
念相差较远, 所以我们并不把它放入“舀取”液体的概念域中｡
与此同时, 在中古时期的著名农书《齐民要术》中, 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和表示分
离并拿取液体或液体中的固体这一概念相关的词汇｡ 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些词汇
提供了帮助｡

1. 《齐民要术》中表示取液体的词汇
1) 《齐民要术》中表示“舀取”义的词汇
《齐民要术》中表示“舀取”义的词汇有“挹”､ “揄”, “抒”｡ 在表示“舀取”的义位上,
《齐民要术》中“挹”的使用频率最高, 12次｡ 另外“抒”1次, “揄”1次, 其中“挹”､ “揄”均

表示“舀取液体”, 但“抒”表示“舀取液体状的粥类”｡
“挹”共出现12次, 多以双音节“挹取”形式出现, 8次｡ 单用4次｡ 如:
(1)
(2)
(3)
(4)

每日四五度, 以椀挹取蓃中汁, 澆四畔糠糟上 (71/433/7)2)｡
每酘皆挹取甕中汁調和之, 僅得和黍破塊而已, 不盡貯出(64/364/4)｡
常置一瓠瓢於甕, 以挹酢; 若用濕器､ 鹹器內甕中, 則壞酢味也(71/429/6)｡
其初挹淳濃者, 夏得二十日, 冬得六十日; 後淋澆者, 止得三五日供食也
(71/ 433/12)｡

2)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的是该引用文章在《齐民要术》中的章数／页数／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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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揄”只出现1次, 表示“舀取醋液”｡
(5) 若去城中遠, 無熟酪作酵者, 急揄醋飧, 研熟以爲酵—大率一斗乳, 下一匙
飧—攪令均調, 亦得成(57/316/22)｡
“抒”共出现5次, 1次表示“舀取液体状的粥类”｡
(6) 預前多買新瓦盆子容受二斗者, 抒粥著盆子中, 仰頭勿蓋(85/522/13)｡

2) 《齐民要术》中表示“撇取”义的词汇
《齐民要术》中表示“撇取”义的词汇有“接”和“掠”｡ 其中“接”的使用频率最高, 共出

现14次, 其次是“掠”, 共出现3次｡ 但其中“接”撇取的对象一般都是液体, 少数情况
下撇取的对象是漂浮在液体表面的类似液体的白璞｡ 而“掠”的对象不是液体, 而是
漂浮在液体表面的事物, 如浮沫或鸡子｡
“接”共出现29次, 表示“撇取”义14次, 多以“接取”形式出现, 10次, “接去”3次,
其中1次指“撇取白璞”, “接”单用1次｡
(7) 接取白汁, 絹袋濾, 著別瓮中(52/265/5)｡
(8) 良久, 清澄, 以杓徐徐接去清, 以三重布帖粉上, 以粟糠著布上, 糠上安
灰; 灰濕, 更以乾者易之, 灰不復濕乃止(52/265/10)｡
(9) 其上有白醭浮, 接去之(71/432/23)｡
(10) 接飲, 不押(66/391/15)｡

“掠”共出现10次, “掠”同“接”一样, 还可以用以指“从液体表面撇取浮沫或其他事
物”, 3次, 2次指浮沫, 1次指鸡子｡
(11) 各自別槌牛羊骨令碎, 熟煮取汁, 掠去浮沬, 停之使清(75/459/4)｡
(12) 白湯熟煮, 掠去浮沫; 欲出釡時, 尤須急火, 急火則易燥(75/460/15)｡
(13) 瀹(音掄)雞子法: 打破, 瀉沸湯中, 浮出, 卽掠取, 生熟正得, 卽加鹽醋
也(59/333/16)｡

3) 《齐民要术》中表示“揭取”义的词汇
《齐民要术》中表示从液体表面“揭取”固体义的词汇有“接､ 掠”｡

“接”這一行為動作施用於“浮酥”時, 具體來説是指用手從液體表面“揭取”固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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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 4次, 多以“接取”的形式出现, 共3次, 对象是“浮酥”或“盐”｡
(14) 大盆盛冷水著甕邊, 手接酥, 沈手盆水中, 酥自浮出(57/318/4)｡
(15) 盆中浮酥, 得冷悉凝, 以手接取, 搦去水, 作團, 著銅器中, 或不津瓦器亦
得(57/318/6)｡
(16) 接取, 作團, 與大段同煎矣(57/318/13)｡

另外, “掠”亦可指用手“揭取”, 7次, 且多以“掠取”形式出现5次, 单用2次, 对象
是“乳皮”｡
(17)
(18)
(19)
(20)
(21)

7日中炙酪, 酪上皮成, 掠取(57/317/3)｡
初煎乳時, 上有皮膜, 以手隨卽掠取, 著別器中(57/318/10)｡
待小冷, 掠取乳皮, 著別器中, 以爲酥(57/316/8)｡
更炙之, 又掠(57/317/3)｡
更掠如初, 酥盡乃止(57/318/4)｡

4) 《齐民要术》中表示 “捞取”义的词汇

《齐民要术》中表示从液体中“捞取”固体义的词汇, 有“抒､ 漉”｡

其中“漉”的使用频率最高, 共32次, 其中22次是捞取固体加以使用, 10次是捞
取固体后废弃不用｡ 22次捞出固体加以使用时, 倾向于使用双音节词语表达, 如“漉
出”12次, “漉著”5次, “漉取”2次, “漉”单用3次｡
(22) 隆冬寒厲, 雖日茹甕, 麴汁猶凍, 臨下釀時, 宜漉出凍凌, 於釡中融之—取
液而已, 不得令熱(64/365/13)｡
(23) 漉著盤中, 以白鹽散之(74/454/10)｡
(24) 成印輙沈, 漉取之(69/418/2)｡
(25) 三日好淨, 漉, 洗去鱗, 全作勿切(70/421/15)｡
10次废弃不用捞取的固体时, 相当于“滤去渣滓”义 往往用于“漉去”这样的
表达｡
(26) 下水, 更抨, 以羅漉去皮子(39／214／13)｡
(27) 熱時一宿, 冷時再宿, 漉去荄, 內汁於甕中(53／2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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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漉去滓, 待冷, 以和麴, 勿令太澤(64/364/20)｡

“抒”表“捞取”义, 只有2次｡ 就“捞取”的对象而言, “漉”往往是借用一定的工具,
捞取制作的食物｡ 而“抒”捞取的是“绢帛”｡
(29) 数回转使匀, 举看有盛水袋子, 便是绢熟｡ 抒出, 着盆中, 寻绎舒张｡ (30
／166／17)｡
(30) 抒出, 著盆中, 尋繹舒張(30／166／17)｡

2. 历代文献中表示取液体的词汇
上述表示取液体或液体表面及液体中的事物的词汇, 如果能对所有的这些词汇
都加以具体考察, 这将是再理想不过的了, 但限于时间和篇幅方面的原因, 下面我
们仅具体考察表示“舀取液体”义的词汇在历代文献中的使用情况,

其他词汇将作为

后续研究逐步考察｡
结合《说文》､ 《广雅》 等训诂文献资料以及《古辞辩》中的收入词, 我们最后限定
的表示“舀取”义的词汇有: 挹､ 揄､ 抒､ 舀､ 酌､ 斟｡

1) 挹
挹, 《说文⋅手部》: “抒也｡”段注: “《大雅》曰: ‘泂酌彼行潦, 挹彼注兹｡’”
“挹”从上古到中古, 都是表示“舀取”义的主要词语, 直至近代, 这一情况有所改
变｡ “舀”的应用渐渐与“挹”势均力敌, 且在口语文献中占据强势｡
(31) 维南有箕, 不可以簸扬; 维北有斗, 不可以挹酒浆｡ (《诗经⋅小雅⋅谷风
之什⋅大东》)
(32) 弟子挹酌而注之, 中而正, 满而覆, 虚而欹｡ (《荀子⋅宥坐第二十八》)
(33) 王求士于髡, 譬若挹水于河, 而取火于燧也｡ (《战国策卷十⋅齐三⋅淳于
髡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
(34) 还年之士, 挹其清流, 子能修之, 乔松可俦｡ (《抱朴子内篇卷第六⋅微旨》)

直至近代, “挹”仍然作为“舀取”义在使用, 但是往往出现在诗歌, 史书, 书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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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较为浓厚的笔记杂记等体裁的文献中, 而在一些小说文献中虽偶尔可见, 但使
用频率甚少｡
(35) 琼浆岂易挹, 毛女非空传｡ (《全唐诗第一百四十九卷⋅关门望华山(刘长
卿)》 )
(36) 如今意气尽, 流泪挹流泉｡ (《全唐诗第二百九十卷⋅从军行(杨凝)》)
(37) 无足师模於钤算, 聊可挹酌於源流｡ (《全唐文卷八百六十四回⋅进所撰兵
法表》)
(38) 已数巡, 持蒲曰: “此不足为饮也, 请移大器中, 与王自挹而饮之, 量止则
已, 不亦乐乎？”( 唐薛渔思《河东记⋅叶静能》)
(39) 挹玉膏于莱嵎兮, 掇紫英于瀛滨｡ (唐房玄龄《晋书⋅列传第二十一》)
(40) 欲取饮者, 皆洗心跪而挹之, 则泉水如流, 多少足用｡ (《太平广记卷一百
六十一⋅感应一》出《法苑珠林》)
(41) 月鉴阴肃, 醴液融冶｡ 挹彼注兹,礼无违者｡ (《宋史卷一百三十二⋅志八十
五》)
(42) 荐我馨香, 挹兹酒醴｡ (《宋史卷一百三十五⋅志八十八》)
(43) 挹彼注兹, 酒醴维清｡ (《宋史卷一百三十七⋅乐志九十》)
(44) 信州铅山县有苦泉, 流以为涧, 挹其水熬之, 则成胆矾, 烹胆矾则成铜,
熬胆矾铁釜久之亦化为铜｡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苦泉》 )
(45) 法流湛寂, 挹之莫测其源｡ (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一百回》)
(46) 酒欲尽,真搜箧出饮器,玉卮无当,注杯酒其中,盎然已满;以小盏挹取入壶,
并无少减｡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真生》)
(47) 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齐至岸,舟荡半,惧其尠,挹岸水以增之｡
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欺乎!”(清况周颐《续眉庐丛话》)

上述文献资料中, (35)至(47)等12处文献用例中, 只有(38)､ (44)､ (45)､
(46)､ (47)这5处为笔记､ 小说体裁, 其他均为诗歌或史书｡

2) 揄(抭､ 舀)
舀, 《说文⋅臼部》: “ 抒臼也, 从爪臼｡ 诗曰或簸或舀, 舀或从手宂｡”段注; “生
民诗曰: ‘或舂或揄, 或簸或蹂｡’毛云: ‘揄, 抒臼也’｡ 然则揄者, 舀之假借字也｡ 抒,
挹也｡ 既舂之, 乃於臼中挹出之｡ 今人凡酌彼注此皆曰舀｡ 其引申之语也｡ 此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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舂或揄也, 簸字系一时笔误耳｡ 舀揄不同, 则或许所据毛诗作舀, 或许取诸三家诗,
如毛作革､ 韩作革羽之比, 皆不可定｡ …… 《周礼》, 舂人, 奄二人, 女舂抭二人, 奚
五人｡ 郑曰: ‘抭, 抒臼也｡’引《诗》: ‘或舂或抭’《礼》有《司徹篇》: ‘挑匕柄以挹湆注於
疏匕｡’郑云: 挑｡ 读如或舂或抭之抭, 抭, 郑君注礼多用韩诗, 然则韩诗作抭即舀也｡”
又见《广韵⋅尤韵》: “揄, 同‘抭’｡”周祖谟校勘记: “此字《说文》作‘抭’, 为‘舀’字重
文｡”
鉴于段注和学者们的观点, 这里我们把“揄､ 舀､ 抭”三字视为同一个词｡
经检索, “抭”除了段注所提及的《周礼》和郑玄注之外, 未见其他用例｡
揄, 《说文⋅手部》: “引也｡”段注: “《大雅》‘或舂或揄’, 假揄为舀也｡”朱骏声《说文
通训定声》: “凡舂毕于臼中挹出之曰舀｡”“揄”表“舀取”义在古代文献中亦极其少见,
且多沿用《诗经》中的表达, 表示“舀取农作物”｡ 即使在近代文献中“揄”作为“舀取”义
的使用只限于沿袭或引用《诗经》中的表达｡
(48) 或舂或揄, 或簸或蹂｡ (《诗⋅大雅⋅生民》)
(49) 男子舂揄, 妇人织絍, 皆熙熙有自得之色｡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
(50) 娃之濯淖泥滓, 仁心为质, 岂非所谓蝉蜕砻房, 舂､ 揄､ 簸､ 蹂地也｡ (清
李斗《扬州画舫录》)
“揄”表示“舀取液体”义的用法, 我们在中古文献中仅发现了一处用例｡
(51) 揄流波, 杂杜若｡ 蒙清尘, 被兰泽｡ (枚乘《七发》)

可见上古和中古文献中, “舀”､ “揄”､ “抭”的使用极其少见, 而发展到近代时期,
在近代文献中, 尤其是一些口语性质很强的笔记､ 佛典文献和小说中, 取“挹”而代之
以“舀”, 表示“舀取”义的词语主要使用“舀”, 这一用法延续至今｡ 如:
(52) 山曰: “如何是第一和?”师就桶舀一杓饭便出｡ (《五灯会元卷一⋅云中书城》)
(53) 畜一长柄杓｡ 溪边舀水｡ (《五灯会元卷七⋅仁玉居士》)
(54) 师曰: “海水不劳杓子舀｡”(《景德灯录卷第十六》)
(55) 侍郎道:“你替这师父舀些水来｡”那校尉掣着钵盂就走｡ 长老连声叫道: “舀
水...｡”(《三宝太监西洋记第十三回》)
(56) 舀受头钵之粥于头鐼｡ 此时｡ 近鐼于头钵之上肩｡ 舀取七八匙许｡ 就头鐼
于口｡ 而用匙以吃粥｡ (《大正藏》第82卷No.2584《永平元禅师清规卷上赴
粥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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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只见这边一个客人从松林里走将出来, 手里拿一个瓢, 便来桶里舀了一瓢
酒, 那汉-----｡ (《水浒传第十三回》)
(58) 取酒倾在盆里, 舀半旋子, 在锅里烫热了, 倾在酒壶里｡ (《水浒传第二十
一回》)
(59) 那小玉真个拿锡盆舀了水(《金瓶梅第三十二回》)
(60) 与西门庆舀水洗手｡ (《金瓶梅第三十四回》)
(61) 舀碗水来救得苏醒(《金瓶梅第五回》)
(62) 把火腿切了, 酒舀出来烫著｡ (《儒林外史第四回》)
(63) 叫丰儿舀水进去(《红楼梦第七回》)
(64) 黛玉吃了半碗, 用羹匙舀了两口汤喝, 就搁下了｡ (《红楼梦第八十七回》)
(65) 于是把心放下, 叫人舀水洗脸(《红楼梦第九十一回》)

上述例文中除了(56)是指“舀取粥饭”之外, 其他均是指舀取液体水, 其中(57)､
(58)指的是“舀取酒液”, 可见“舀”的主要对象为液体水｡

3) 抒
抒,《说文解字》: “挹也｡”段注: “凡挹彼注兹曰抒, 斗部曰, 斜, 抒也｡ 欒, 抒屚
也｡ 奭, 挹也｡ 水部曰浚, 抒也, 漉, 浚也, 冤, 抒井冤也, 《左传》: ‘难必抒矣’｡ 此
假借抒为纾｡ 纾者, 缓也｡ 服虔本正作纾”｡
王凤阳《古辞辩》指出“抒”有往往强调的是“舀尽, 舀空”, 并加以例证｡ 但我们认
为, 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 “井水”似乎无法“舀空舀尽”, 这里的“抒井”, 相当于“浚井”,
是“挖取”的意思｡
考察历代文献, “抒”用于“舀取”, 在《仪礼》汉郑玄注中有一处例文, 如:
《仪礼注疏 卷四十九 有司彻第十七》: “司马在羊鼎之东, 二手执桃匕枋以挹

湆, 注于疏匕, 若是者三｡”汉郑玄注: “桃谓之歃, 读如或舂或抭之抭｡ 字或作桃
者, 秦人语也｡ 此二匕者, 皆有浅升, 状如饭椮｡ 桃长枋, 可以抒物於器中者｡
注犹写也｡ 今文桃作抭, 挹皆为扱｡”

这段文字中, “抒”舀取的对象是固体物, 舀取的是农作物｡ 我们认为“抒”舀取的
对象是往往是固体, 而且即使不完全是固体, 也是粘稠状的类似液体的液状物,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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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含有固体的液体或其混合物, 上古用例如此, 而且即使在中古时期也是如此｡
如:
(6) 預前多買新瓦盆子容受二斗者, 抒粥著盆子中, 仰頭勿蓋(85/522/13)｡
(67) 頉户开, 大风暴雨, 水土流入, 抒出之｡ (见于唐李贤注《后汉书⋅卷七十
一⋅董卓列传⋅第六十二》, 原文为“葬日, 大风雨, 霆震卓墓, 流水入藏,
漂其棺木｡”)

(6)前文已见｡ (67)“抒出”的是“水土的混合物”, 有水也有泥巴｡ 正因“抒”的对象
往往是固体, 到了中古时期, 还引申出了表示“从液体中捞取固体”和“倒却液体留取
固体”的意义｡
另外少数注释文献中在解释“鹈鹕”用嘴“兜取水”的意义上使用了“抒”一词｡ 鸟类
的“用嘴兜取”, 我们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可以视为用嘴这一工具来“舀取”水, 但问题
是“舀取”的目的不是为了取水, 而是为了取水中的鱼, 所以“舀取”的是“有鱼的水”｡
(68) 鵜, 水鸟｡ 形如鹗而极大, 喙长尺馀, 直而广｡ 口中正赤, 颔下胡大如数
斗囊｡ 若小泽中有鱼, 便群共抒水, 满其胡而弃之, 令水竭尽, 鱼在陆地,
乃共食之｡ 故曰淘河｡ (见于陆机疏《诗⋅曹风》, 原文为“维鵜在梁｡”另可
见晋郭璞《尔雅注疏-卷十⋅释鸟第十七》)
(69) 鹈鹕即汙泽也, 一名淘河, 腹下胡大如数升囊, 好群入泽中, 抒水食鱼,
因名秃鶖, 亦水鸟也｡ 鹈音大奚反｡ 鹕音胡｡ 鶖音秋｡ (见于唐颜师古注
《文献通考⋅卷三百十二⋅物异考十八⋅羽虫之异》, 原文为“昭帝时, 有鹈
鹕或曰秃鶖｡”)

发展到近代文献, 在一些佛典文献中, 尤其是一些翻译的佛经文献中, “抒”表示
“舀取”义的表达略有所见, 但都是同一个佛经故事的不同版本而已｡
(70) 今世抒之不尽｡ 世世抒之｡ 即住并两足｡ 瓢抒海水投铁围外｡ 有天名遍净｡ --天即下助其抒水｡ 十分去八｡ (吴康居国沙门康僧会译 《六度集经卷第一⋅第九
章》)
(71) 起精进心抒彼海, 龙王惊怖还宝珠｡ (唐中天竺国沙门地婆诃罗译《方广大
庄严经卷第五⋅音乐发悟品第十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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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上古文献中“抒”常用于表“抒发, 表达”之义, 尤其是到了中古这种用法
更为常见, 直至现代汉语中也仍沿用此义｡
(72) 以洁白为污辱, 譬犹沐浴而抒溷, 薰燧而负彘｡ (《淮南子第十六卷⋅说山
训》)
(73) 夫道论至深, 故多为之辞, 以抒其情｡ (《淮南子第二十一卷⋅要略》)
(74) 则著之於琴, 以杼(抒)其意, 以下後人｡ (《风俗通义第六⋅琴》)
(75) 相投杼(抒)以伤怀｡ (《敦煌变文⋅孝子传》)

事实上, “抒”和“浚､ 漉､ 挹”虽然同样可以表示“从某处取出某物”这样一个大的
概念域内, 但“抒､ 漉､ 浚”的对象往往倾向于固体｡

4) 酌
酌, 《说文⋅酉部》: “酌, 盛酒行觞也｡”
在上古文献中“酌”可指“舀取”, 对象常见于酒类, 偶见指舀取河水｡ 而在近代文
献中, “舀取”的对象更多地用于指“水”或“清泉”等液体, 但多局限于书面语体裁的史
书或者古典诗歌等文献里｡

3) 这一故事亦可见于《法苑珠林》和《佛说大意经)｡ 如:
我当抒尽海水｡ 海神知之｡ 问言｡ 卿志奇高｡ 海深三百三十六万由延｡ 其高无涯｡ 奈何
竭之如日终不堕地｡ 如大风不可揽束｡ 日尚可堕｡ 风尚可揽｡ 大海水不可抒令竭也｡ 大
意笑答之言｡ 我自念前后受身坏败｡ 积骨过于须弥山｡ 其血流过五河｡ 尚欲断之生死之
根本｡ 但此小海何足不抒｡ 我昔供养诸誓愿言｡ 令我志行勇于道决所尚无难｡ 当移须弥
山竭大海水｡ 终不退意｡ 便一心以器抒海水｡ 精诚之意四天王来助大意｡ 抒水三分已二｡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至诚篇第十九⋅求宝部第二》)
汝反夺我今不相还｡ 我当抒尽海水耳｡ 海神知之问言｡ 卿志何高乃尔｡ 海深三百三十六
万由延｡ 其广无涯奈何竭之｡ 譬如日终不堕地｡ 大风不可揽束｡ 日尚可使堕地｡ 风尚可
搅束｡ 大海水终不可抒令竭也｡ 大意笑答之言｡ 我自念前后受身生死坏｡ 积其骨过于须
弥山｡ 其血流五河四海未足以喻｡ 吾尚欲断是生死之根本｡ 但此小海何足不抒｡ 复说言｡
我忆念昔供养诸佛誓愿言｡ 令我志行勇于道决所向无难｡ 当移须弥山竭大海水｡ 终不
退意｡ 便一其心以器抒海水｡ 精诚之感达于第一四天｡ 王来下助大意｡ 抒水三分已抒其
二｡ -----时第四天王助大意抒海水者｡ 即优陀是也｡ (刘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佛
说大意经》1卷见《大正藏》No.0177《大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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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酒醴维醹, 酌以大斗｡ (《诗经⋅大雅⋅行苇》)
(77) 泂酌彼行潦, 挹彼注兹, 可以濯溉｡ (《诗经⋅大雅⋅泂酌》)
(78) 詣罍洗, 執罍者酌水, 執洗者跪取盤, 興, 承水, 刺史盥手, 執篚者跪取巾
於篚, 興, 進, 刺史帨手訖, 執篚者受巾, 跪奠於篚; 遂取爵興以進, 刺史
受爵, 執罍者酌水, 刺史洗爵, 執篚者又取巾於篚, 興, 進, 刺史拭爵訖,
受巾, 奠於篚, 奉盤者跪奠盤, 興｡ 參軍事引刺史自社壇北階升, 詣社神
酒樽所, 執樽者舉, 刺史酌醴齊｡ ----贊禮者引社正詣盥器所, 執盥者
酌水, 社正洗手, 取巾拭手訖, 洗爵, 拭爵訖, 贊禮者引社正詣社神酒樽
所, 酌酒訖, 贊禮者引社正詣社神座前, 跪奠爵於饌右, 興, 少退, 南向立｡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二十一⋅礼八十一》)
(79) 隐之先至水, 酌而饮之｡ (《通典卷三十二⋅职官十四》)
(80) 琏清介士也, 行至吴, 谓人曰: “吾闻张融与慧晓并宅, 其间有水, 此必有
异味｡”顾命驾往酌而饮之｡ (《南史⋅良吏传⋅陆慧晓》)
(81) 国主不任其苦, 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 饮毕便狂｡ (《宋书卷八十九列传⋅
第四十九袁粲》)
(82) 驰骋渴乏, 辄下马解取腰边蠡器, 酌水饮之, 复上驰去｡ (唐李延寿《南史
卷五⋅齐本纪下第五》)4)
(83) 盈川之文如悬河注水, 酌之不竭｡ 既优於卢, 亦不减王, 耻居王後, 则然
愧在卢前为误矣｡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八百四十⋅总录部⋅文章第四》)
(84) 昔河间王之征辅公袥也, 江行, 舟中宴群帅, 命左右以金碗酌江水｡ (宋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四十四 ⋅征应十》)
(85) 至池所, 以手酌水, 水悉枯涸,见金宝甚多｡ (宋《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
狐四》)
(86) 臣召麾下酌水为酒, 欢呼歌饮, 寇莫测所为, 不敢登｡ (清张廷玉《明史列
传第一百二十七》)

事实上, 无论是上古还是中古和近现代, “酌”常用于表“盛酒”､ “倒酒”､ “饮酒”之
义, 尤其是中古和近现代文献中, 表示“饮酒”义的用法占据了主要地位｡
(87) 酌彼康爵, 以奏尔时｡ (《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操余弧兮反沦降, 援北
斗兮酌桂浆｡ (《九歌⋅东君》)
(88) 遂召入, 以金瓯酌酒而饮之｡ (唐裴鉶《昆仑奴》后收入《太平广记卷第一
4) 亦见于清赵翼 《廿二史札记卷十一⋅宋齐梁陈书并南史》和清杜纲《南朝秘史》 “戎服急
装, 不避寒暑, 陵冒雨雪, 驰骋坑井, 渴辄下马, 取腰边蠡器酌水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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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九十四豪侠二》)
(89) 王充召雄信告之, 酌以金碗, 雄信尽饮, 驰马而出, 枪不及海陵者尺｡
(唐刘餗《隋唐嘉话》)
(90)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唐李白《将进酒》)
(91) 事毕起来, 洗手更酌｡ (明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92) 自斟自酌, 喝一盏,扳过人来,血淋淋的啃上两口｡ (明吴承恩《西游记第
一回》)
(93) 酒之为用,非可独酌｡ (清严可均《全梁文卷二十九⋅七贤论》)
(94) 酌清泉者必惜其源, 荫巨枝者必护其根｡ (清陈梦雷《绝交书》)
(95) 任吉便让任宽坐下,二人对酌｡ (清佚名《海公案》)

其中(87)指“倒酒”, (88)､ (89)指“盛酒”, 而(90)至(95)均指“饮酒”｡

5) 斟
斟, 《说文⋅斗部》: “斟, 勺也｡”段注: “勺, 《玉篇》､ 《广韵》作‘酌’｡ 按许以盛酒
行觞为‘酌’, 则水浆不曰‘酌’｡ ‘枓’曰‘勺’, 用枓挹注亦曰‘勺｡ 《诗》‘泂酌彼行潦’, 挹彼
注兹, 则‘勺’､ ‘酌’古通也｡ ‘勺之’谓之‘斟’, 引申之盛于勺者, 亦谓之‘斟’｡”《广雅⋅释
诂》和《玉篇⋅斗部》均谓“斟, 酌也｡”
“斟”用于表“舀取”义, 用例甚少, 在历代文献资料中, 我们所能确定的有以下几
处:
(96)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 藜羹不斟, 七日不尝粒｡ (《吕氏春秋⋅任数》)
(97) 夫瓠所贵者, 谓其可以盛也---而任重如压石, 则不可以剖而斟｡ (《韩非
子⋅外储说左上》)
(98) 太行何坚哉, 北斗不可斟｡ (唐顾况《游子吟》)

而在近代的很多佛典文献中, 有“斟酌”一词, 并非“思量考虑”之义, 考察上下文
语境, 具有“享用, 食用”之义, 常常以“手自斟酌”的形式出现, 后面常常出现的对象
是“肴膳饮食”｡ 如:
(97) 食以一器,众味相调, 手指斟酌, 略无匙箸, 至于老病, 乃用铜匙｡ (唐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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奘《大唐西域记卷二三国》)
(98) 自行澡水, 手自斟酌上妙肴膳｡ (《悲华经⋅西方三圣发心因缘》)
(99) 察众坐定｡ 手自斟酌肴膳饮食｡ (《撰集百缘经报应受供养品第二》)

考察历代文献资料, “斟”主要用于指“倒酒”, 尤其是中古和近代文献中这种用法
极其常见｡
(100) 慈乃为齎酒一升, 脯一斤, 手自斟酌, 百官莫不醉饱｡ (《后汉书⋅方术传
下⋅左慈》)
(101) 诸阮皆饮酒, 咸至宗人间共集, 不复用杯觞斟酌, 以大盆盛酒, 圆坐相
向, 大酌更饮｡ (《晋书⋅列传第十九》)
(102) 绿樽翠杓, 为君斟酌｡ (唐夷陵女郎《空馆夜歌》)
(103) 还杯, 木人受杯, 回身向酒钵之人取杓斟酒满杯｡ (《太平广记⋅卷第二
百二十六伎巧二》)
(104) 岂有斟一杯酒, 盛两个饼, 要享上帝!(《朱子语类卷九十》)
(105) 说罢斟酒递与婆子婆子将杯回敬两下对坐而饮｡ (《喻世明言第一卷》)｡
(106) 至四五句, 冉贵在傍斟酒, 把酒盏望下一掷, 众人一齐动手, 捉了庙官｡
(《醒世恒言第十三卷》)
(107) 徐用心生一计, 将大折碗满斟热酒, 碗内约有斤许｡ (《警世通言第十一
卷》)
(108) 喝教军士:“斟酒来!”(《三国演义第十六回》)

Ⅲ. 表示取液体的词汇的历史演变
通过考察历代文献资料, 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梳理出表示取液体义的词汇的面貌｡
上古时期, 表示“舀取”液体水的词汇主要是“挹､ 酌”｡ 其中“斟､ 揄､ 抒”虽然偶
有使用表示“舀取”, 但“舀取”的对象并不是水, “酌”的对象主要是“酒”, 有时也指河水
等液体, “斟”的对象是“食物”等固体物, “揄､ 抒”的对象都是经过加工后的农作物｡
中古时期, 表示“舀取”液体水的词汇亦主要是“挹”｡ 其中“抒､ 揄”亦偶尔使用表
示“舀取”, 且“舀取”的对象较上古有所扩大, “揄”可以指舀取“醋飨”, “抒”可以指舀取
“液体状的粥”或鸟类用嘴兜取“含有鱼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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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时期, 表示“舀取”液体水的词汇比较复杂, 主要有“舀､ 挹､ 酌､ 抒”｡ 这些
词汇虽竞争比较激烈, 但泾渭分明, 他们出现的文献典籍的语言面貌性质也有所不
同｡ “舀”主要出现在口语性质较强的笔记､ 佛典文献和小说中｡ “挹”和“酌”主要出现
在书面语性质较强的史书､ 古典诗歌等文献中, 两者在书面语文献中出现势均力敌
之势｡ 而“抒”较为特殊, 虽然亦指舀取液体, 但就我们检索的文献情况来看, “抒”仅
出现在同一个佛经故事的不同版本中, 指舀取海水, 强调舀尽, 淘空海水｡ 至于
“斟”, 往往用于“斟酌”一词, 指享用食物｡
可见表示“舀取”液体义的词汇, 从上古到中古时期“挹”是主要词汇｡ 至近代, 口
语性质文献中“舀”逐渐占据主要地位,

而书面语性质的文献中“挹”和“酌”仍在使用,

而发展到现代汉语, 只用“舀”来表示“舀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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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提要】
Vocabulary is a system and so are their meanings. Taking
conceptual field as a background, investigating the changes of the
word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in i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vocabulary system. In this article, we studied the vocabulary of
“taking liqui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got a clear
development hint of changes of the vocabulary of “drawing liq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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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ope we can recognize the

changes of the vocabulary of

“drawing liquid” and give some help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vocabulary.

【主題語】
vocabulary system; the changes of vocabulary; the system of the
meaning of words; drawing liqui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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