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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提要】

이 글은 《太平廣記⋅夢部》를 텍스트로 하여 그 어휘들과 《漢語大詞典》에 수록된 

어휘 사이의 疏失 문제를 정리하는 것을 목적으로 한다. 《太平廣記》는 송대 초기에 

편찬된 종합 소설 총집으로서 그 안에 수록된 이야기에는 많은 특수 어휘와 속어들이 

포함되어 있을 뿐 아니라 사전에 수록되어 있지 않은 어휘들도 있어서, 《漢語大詞

典》을 보충할 수 있는 자료이자, 문자학과 어휘학을 연구하는 자료로서도 큰 가치를 

가진다. 이 글은 《太平廣記⋅夢部》에 수록된 이야기에 등장하는 어휘들을 연구 대상

으로 삼아 《漢語大詞典》의 수록 여부와 그 의미를 대조하여, 《漢語大詞典》 편찬과

정에서 유실된 부분이나 의미가 잘못된 부분들을 정리하였다. 즉, 《太平廣記》에는 

나오지만 《漢語大詞典》에는 수록되지 않은 ‘旌幢’이라는 어휘를 찾아내었고, ‘洞精’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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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峙’이라는 어휘는 《漢語大詞典》에 존재하기는 하지만, 《太平廣記》에서 쓰이는 그

런 의미는 밝혀져 있지 않았다. 또한 ‘囑’､ ‘端揆’､ ‘考滿’､ ‘筷’의 네 어휘는 《漢語大

詞典》에 의미의 고증 연대가 누락되어 있었고, ‘悉率’라는 어휘는 《太平廣記》와 《漢

語大詞典》이 각각 의미를 달리하여 쓰이고 있었다.

I. 緖論

本文是以《太平廣記⋅夢部》爲語料對《漢語大詞典》的若幹疏失進行整理的研

究｡ 《漢語大詞典》于1975年完成編纂, 收錄了眾多古籍著作中出現的詞彙｡ 詞典的
詞彙豐富廣泛, 兼及古今; 義項收錄也較爲全面､ 准確; 幷且每個義項後面都會有

相應的若干條書證, 反映了詞語的來源與發展演變情況｡ 可以說《漢語大詞典》是研

究詞彙的重要參考工具書, 因此, 語料的全面收集就顯得猶爲重要｡ 《太平廣記》是

中國古代的一部小說集, 收集了秦漢以來到北宋時期的作品, 幷且每篇文章後面都

標有引文｡ 作品中蘊含了豐富的語言詞彙材料, 因爲《太平廣記》是將小說分類編排

的, 所以在每一類小說中都集中了大量相關特色詞彙, 如植物部中收入大量植物詞

彙, 禽鳥部中收入大量禽鳥詞彙等｡ 同時小說中的俗語詞也尤爲突出, 反映了當時

的一些口語狀況, 爲我們的詞彙研究開拓了領域｡ 

1. 相關先行硏究

目前《太平廣記》詞彙學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類:

對作品中詞彙的綜合性研究: 宋華英(2007)指出《太平廣記》在辭書､ 文字､ 音
韻､ 方言俚語方面的語言學價值, 幷重點考釋了若幹詞語, 其中辭書方面指出了《漢

語大詞典》失收字頭､ 漏收義項､ 書證遲後的問題1); 齊豔紅(2012)研究了“動物類

特色詞”和“異文詞語”, 幷且指出《太平廣記》動物部詞彙中《漢語大詞典》漏收詞目､ 
失收義項､ 釋義欠妥的問題2); 任蘭香(2012)分析了神仙部的異文､ 同義詞及特色
1) 宋華英, < 《太平廣記》語詞研究>, 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論文, 2007.
2) 齊豔紅, < 《太平廣記》動物部詞彙研究>, 溫州大學碩士學位論文,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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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也對神仙部在《漢語大詞典》失收､ 訓釋有誤的詞語進行了解釋3); 黃桂紅(2013)

指出了植物部詞彙的命名情況, 分析了植物名的結構及植物部的特色詞4)｡ 
對作品中某些詞語校釋考釋的研究相對較多, 如郭在貽(1980)5)､ 李燁(1997)6)､

黃靈庚(1997)7)､ 曾良(1992)8)､ 周志鋒(1993)9)､ 古敬恒(1994)10)都考釋了《太

平廣記》的若幹詞語, 其中李燁(1997)還提出了不同於辭書解釋的若幹詞, 幷補充

了辭書未收的義項, 黃靈庚(1997)也指出與辭書不同的釋義的若幹詞語｡ 
關於《漢語大詞典》的編纂修訂的研究現在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關於《漢語大詞典》詞條失收､ 漏收的研究｡ 何茂活(2019)考證出20個《漢

語大詞典》未收錄的異形詞11); 王本靈(2017)整理出《漢語大詞典》“攵”部失收的若

幹詞目12); 王毅､ 範新陽(2019)指出《漢語大詞典》漏收的《西遊記》中出現的野菜

詞13); 馬麗(2006)指出《三國志》中出現的親屬稱謂在《漢語大詞典》中未收錄進的

若幹詞條14); 陳波先(2019)考證出《漢語大詞典》失收的《埤雅》若幹詞15)｡ 
二是關於《漢語大詞典》釋義方面的問題, 其中包含了釋義義項缺漏､ 釋義有誤

的研究｡ 許建平(1999)指出了《漢語大詞典》漏收的若幹義項16); 呂友仁⋅呂詠梅
(1998)17)､ 黃首祿(2018)18)､ 楊會永(2003)19)､ 荊亞玲(2007)20)､ 焦冬梅

3) 任蘭香, < 《太平廣記》神仙部詞彙研究>, 溫州大學碩士學位論文, 2012.
4) 黃桂紅, < 《太平廣記》植物部詞彙研究>, 溫州大學碩士學位論文, 2013.
5) 郭在貽, < 《太平廣記》詞語考釋>, 《杭州大學學報》, 1980(4), 44-53頁.
6) 李燁, < 《太平廣記》詞語校釋>, 《杭州大學學報》, 1997(增刊), 90-95頁.
7) 黃靈庚, < 《太平廣記》詞語劄記>, 《浙江師大學報》, 1997(5), 69-74頁.
8) 曾良, < 《太平廣記》詞語劄記>, 《江西大學學報》, 1992(3), 69-70頁.
9) 周志鋒, < 《太平廣記》詞義散記>,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1993(2), 29-33頁.

10) 古敬恒, < 《太平廣記》詞語選釋二則>, 《古漢語研究》, 1994(2), 70頁.
11) 何茂活, < 《漢語大詞典》異形詞立目及關聯問題獻議>, 《辭書研究》, 2019(4), 26-35

頁.
12) 王本靈, < 《漢語大詞典》“攵”部詞條訂補>, 《邵陽學院學報》, 2017(6), 90-95頁.
13) 王毅⋅範新陽, < 《漢語大詞典》漏收《西遊記》野菜詞條研究>, 《淮海工學院學報》, 2019(5),

33-37頁.
14) 馬麗, <從《三國志》親屬稱謂看《漢語大詞典》編纂之缺失>, 《浙江萬裡學院學報》, 2006(3),

7-9頁.
15) 陳波先, < 《埤雅》所見《漢語大詞典》未收詞語考釋>, 《萍鄉學院學報》, 2019(2), 72-75

頁.
16) 許建平, < 《漢語大詞典》義項闕漏舉例>, 《古漢語研究》, 1999(3), 67-69頁.
17) 呂友仁⋅呂詠梅, < 《漢語大詞典》若幹禮制詞目釋義獻疑>, 《河南師範大學學報》, 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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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1)指出幷分析了《漢語大詞典》釋義有誤､ 值得商榷的義項｡ 
三是關於《漢語大詞典》書證存在的問題, 包括書證滯後､ 書證句讀､ 書證不足

的問題｡ 王祖霞(2019)22)指出《漢語大詞典》書證滯後及孤證的若幹詞語; 何茂活

(2019)23)､ 趙紅梅⋅程志兵(2017)24)指出《漢語大詞典》書證的標點句讀若幹錯誤

的地方; 劉冰(2009)25)､ 王炳文(2014)26)是對《漢語大詞典》指出《漢語大詞典》書

證滯後的若幹詞語; 易媛⋅匡華(2018)27)指出《漢語大詞典》例證的不足的若幹問

題｡ 
通過對先行硏究的整理可以發現, 對《太平廣記》詞彙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某

一部類的特色詞彙的分類､ 特點的具體研究, 或是對《太平廣記》中某些詞語進行考

釋校釋的研究, 有些作品雖涉及到爲《漢語大詞典》修訂, 但也只是作爲文章一小部

分補充闡釋, 研究幷沒有針對性､ 不集中, 所整理出來的可供參考的詞彙數量也很

微小; 對《漢語大詞典》詞語訂補多是選取一部作品或是這部作品的一部分來作爲研

究的基礎, 有的直接選取《漢語大詞典》的某卷､ 某部首, 考證詞典中詞條失收､ 義
項漏收､ 書證滯後方面的問題｡ 幷且研究期刊論文中所涉及的問題較爲集中, 相關

作品的數量也很平均, 可見這些也是《漢語大詞典》的編纂公認的問題｡ 

56-61頁.
18) 黃首祿, < 《漢語大詞典》“胡笳”條商榷>, 《品味經典》, 2018(1), 54-57頁.
19) 楊會永, < 《漢語大詞典》近代漢語條目釋義商榷>, 《語文學刊》, 2003(2), 26-27頁.
20) 荊亞玲, <“禮拜”小考—《漢語大詞典》勘誤一則>, 《語文學刊》, 2007(9), 119-120頁.
21) 焦冬梅, < 《漢語大詞典》釋義商榷>, 《大連大學學報》, 2014(5), 56-59頁.
22) 王祖霞, <從《廣志繹》看《漢語大詞典》的書證問題>, 《祁州師範學院學報》, 2019(4),

22-25頁.
23) 何茂活, < 《漢語大詞典⋅火部》書證斷句獻疑>, 《漢字漢語研究》, 2019(1), 58-68頁.
24) 趙紅梅⋅程志兵, < 《漢語大詞典》的書證標點商榷>, 《山東理工大學學報》, 2017(5),

57-62頁.
25) 劉冰, < 《漢語大詞典》書證遲後例補-以《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語文學刊》, 2009(10),

72-73頁.
26) 王炳文, < 《漢語大詞典(卷二)》詞條例證晚出勘誤七則>, 《語文學刊》, 2014(4), 16頁.
27) 易媛⋅匡華, <從宋代墓志看《漢語大詞典》的例證之不足>, 《語言學研究》, 2018(14),

168-1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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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文硏究目的

目前關於《太平廣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學及文獻學等方面, 語言學領域研究

甚少, 內容狹窄｡ 詞彙學的研究多集中在了與某主題有關的特殊詞彙的分析, 像動

物詞彙､ 植物詞彙､ 神仙詞彙, 特指性､ 專題性較強, 涉及詞彙範圍較爲局限｡ 而
相對較多的詞語校釋考釋的研究, 也多是學者在閱讀《太平廣記》過程中對某些詞語

的釋義產生想法而研究的, 幷且研究成果多集中於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 近年研究

幾乎爲零｡ 
雖然《漢語大詞典》是目前最大規模較爲成熟的一部漢語辭書, 但“任何一部工

具書, 都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28)｡ 由於編纂詞典工程量大, 編纂人員眾多, 加上古

今典籍浩如煙海, 編纂時條件有限, 編寫者失於采摘､ 疏於檢索的情況時有發生｡ 
而關於《漢語大詞典》訂補的研究雖然很多, 但專門以《太平廣記》爲文本對《漢語大詞

典》考證的研究非常少, 其價值尚待挖掘｡ 本文試圖充分利用《太平廣記》的語彙價

值29), 爲《漢語大詞典》的完善修補工作盡綿薄之力｡ 

Ⅱ. 《漢語大詞典》疏失項目

本文對《漢語大詞典》疏失項目的考察主要采用有以下三種硏究方法:

文本對照: 分析整理《太平廣記》文本中的詞語, 在《漢語大詞典》中將搜集到的

詞彙逐一檢索, 對這些詞條作進一步的對比分析｡ 
分析綜合: 分析詞條中每個字的含義, 再綜合分析, 幷用語料加以論證｡ 
共時歷時: 在將《太平廣記⋅夢部》中整理出來的詞與《漢語大詞典》相關詞條進

行比較的基礎上, 充分利用權威語料庫30), 結合前後時代及同代的語料, 對《漢語

28) 郭在貽, 《訓詁叢稿》(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201頁.
29) 本文選取, 《太平廣記》版本爲中華書局1961年版本.
30) 本文所使用的文獻語料例證, 均出自陝西師範大學歷史文化學院出版的“漢籍全文檢索

系統(第四版)”､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出版的“CCL語料庫檢索系統”及北京語言
大學出版的“BCC語料庫檢索系統”.



108 《中國文學硏究》⋅제78집

大詞典》進行補正｡ 
除此還要補充說明一點: 本文在判斷是否應列爲《漢語大詞典》失收詞條､ 失收

義項的依據是其在文獻中出現的頻率｡ 詞彙反映一個時期的生活文化特點, 所以其

很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使用的普遍性｡ 文獻中記載､ 使用的詞與義, 有些也是作者

個人根據熟知詞彙自造而成的新詞, 或是根據語境臨時賦予的有關聯的詞義, 但是

在當時社會中幷沒有流傳使用, 幷沒有被大眾認知, 所以這些也不應列入《漢語大詞

典》中, 也就不在本文研究範圍之中｡ 本文所列舉的詞條､ 義項, 皆查證到至少十處

不同時期不同文獻的用例｡ 

1. 失收詞條

《漢語大詞典》未收錄“旌幢”一詞, 這一詞出現在《太平廣記》 卷二百七十八<劉

仁恭>篇中, 引自南朝宋孫光憲所著《北夢瑣言》, 原文如下31):

梁劉仁恭微時, 曾夢佛幡於手指飛出, 占者曰: “君年四十九, 必有旌幢之貴｡ 
”後如其說, 果爲幽帥焉｡ 

這段故事講的是劉仁恭卑微之時曾夢見佛幡從手指間飛出, 占卜的人說你今年

四十九歲, 一定會有“旌幢之貴”, 之後他果然成爲了將帥｡ 文中的“旌幢”應該表示一

種高貴地位的象征, 而且還跟將帥有關聯｡ 
關於“旌”與“幢”這兩個詞, 《漢語大詞典》分別是這樣解釋的: “旌”, 古代用犛牛

尾或兼五采羽毛飾竿頭的旗子32), “幢”, 一種旌旗｡ 垂筒形, 飾有羽毛､ 錦繡｡ 古代
常在軍事指揮､ 儀仗行列､ 舞蹈表演中使用33)｡ 再從這兩個字的結構來看､ 偏旁都
和旗子有關, 只不過在造字之初每個詞所代表的旗幟､ 旗幟的形態､ 用途都不同｡ 
隨着不斷的發展, 它們的詞義不斷擴大, 後來就泛指旗幟｡ 歷代文獻中有很多這兩
個字單獨成詞使用的用例以及與其他字合成使用的用例, 如:

31) [宋] 李昉,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八》(北京, 中華書局, 1961), 2211頁.
32) 羅竹風, 《漢語大詞典⋅卷六》(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2), 1599頁.
33) 同上卷三, 7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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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羽爲旞｡ 析羽爲旌｡ (《周禮⋅春官宗伯》)
(2) 明元曾親征丁零翟猛, 茂爲中軍執幢, 時大風, 諸軍旌旗皆偃仆, 茂於馬

上持幢, 初不傾倒｡ (《北史⋅卷三七⋅列傳第二五》)

通過例句可知“旌”與“幢”都可指旗幟, 且常常用於軍事上｡ 兩者還可以分別與其
他字組合成雙音節詞, 如:

(3) 有狂兕從南方來, 正觸王左驂, 王舉旌旄, 而使善射者射之, 一發, 兕死
車下, 王大喜, 拊手而笑｡ (《說苑⋅卷第十三》)

(4) 或有故違軍法私離幢校者, 以軍法行戮｡ (魏書卷四上⋅帝紀第四上)
(5) 莫題, 代人也｡ 多智, 有才用｡ 初爲幢將, 領禁兵｡ (《北史⋅卷二0⋅列傳

第八》)

例(3)中的“旌旄”指代一種軍旗, 用於戰場指揮, 是用犛牛的尾巴和它的羽毛裝

飾而成的; 例(4)中的“幢校”指的是所屬部隊; 例(5)中的“幢將”是古代一種武官的官

職名, 指當朝禁衛軍的將領｡ 
所以綜上所述, “旌幢”是“旌”與“幢”結合而成的複合詞, 義爲“旗幟”, 通過檢索的

文獻可看出, “旌幢”可引申爲代表將領儀仗的旗幟､ 在外打仗用的旗幟等｡ “旌幢”一

詞在《太平廣記》共出現了兩次, 另一處文獻引自唐傳奇《靈應傳》34):

餘以克敵之功, 大被寵錫, 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 食朔方一萬三千戶｡ 別賜
第宅, 輿馬寶器, 衣服婢仆, 園林邸第, 旌幢鎧甲｡ 

此處的“旌幢”可理解爲將領儀仗旗幟, 也就是將會擁有將帥的尊貴｡ 此詞在唐
以前未出現, 自唐代開始, “旌幢”一詞便開始大量使用, 如:

(6) 自從仆射鎮一方, 繼統旌幢左大梁｡ (《敦煌變文集新書⋅卷三》)
(7) 夜聽謳詠銷塵夢, 曉拜旌幢戰旅魂｡ (《全唐詩⋅七零六卷》)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 “旌幢”一詞作爲一個幷列結構的合成詞大致從唐代開始使

34) [宋] 李昉, 《太平廣記⋅卷四九二》(北京, 中華書局, 1961), 40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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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但該詞幷未被《漢語大詞典》收錄在內｡ 

2. 失收詞義

《太平廣記⋅夢部》文本中出現的一些詞語在《漢語大詞典》收錄的義項中沒有適

合的､ 符合文中意義的詞義｡ 也就是說《漢語大詞典》對該詞彙的解釋有遺漏之處｡ 

1) 洞精

“洞精”一詞出現在《太平廣記》 卷二百七十六<鄭玄>篇中, 原文引自《異苑》, 如

下35):

鄭玄師馬融, 三載無聞, 融還之｡ 玄過樹陰下假寐, 夢一人, 以刀開其心, 謂
曰: “子可學矣｡ ”於是寤而即返, 遂洞精典籍｡ 後東歸, 融曰: “詩書禮樂皆東矣｡ ”

這段故事講的是鄭玄曾師從於馬融, 但是學習三年都沒有什麼成就, 後鄭玄回

家的途中在樹下休息, 做了一夢, 夢見有一個人拿刀將他的心打開, 幷說“你可以學

習了”, 醒後返回老師那裡, 於是“洞精典籍”｡ 根據文段最後一句話“詩書禮樂皆東也”

可知, 這裡的“洞精”表示的是鄭玄對那些典籍已經非常熟悉幷且十分精通了, “洞精”

可以理解爲“精通”之義｡ 
《漢語大詞典》對“洞精”一詞整理出兩個義項36): 一是通視｡ 卽, 眸子明而不正｡ 

指眼睛的一種生理缺陷｡ 二是流利精妙｡ 很明顕, 這兩種解釋都不適合<鄭玄>篇中

的“洞精”｡ 具體來看, “洞”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爲: “洞, 疾流也”, 37)《說文解字注》

曰: “(洞)疾流也｡ 此與辵部迵､ 馬部駧音義同｡ 引伸爲洞達､ 爲洞壑｡ ”38)水疾流,

便可貫穿､ 通達, 如下面例句(8)所示, 而事物､ 事情一旦可以貫穿貫通, 便可以對

其通曉了解, 所以“洞”還會引申出“通曉､ 知悉”之義, 如下面例句(9)所示:

35) [宋] 李昉,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六》(北京, 中華書局, 1961), 2175頁.
36) 羅竹風, 《漢語大詞典⋅卷五》(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2), 1148頁.
37) [漢] 許慎, 《說文解字》(北京, 中華書局, 1963), 230頁.
38) [淸] 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5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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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於是執劍俱斬弟首, 堆積疊之, 立劍於中, 以心淬劍, 乃洞於胸｡ (《獨異
志⋅卷下》)

(9) 洞於字學, 古今通文｡ 家傳孝義, 意感風雲｡ (《法書要錄⋅卷六》)

“精”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爲“精, 擇也”,39) 《說文解字注》曰: “擇米也……引申爲
凡最好之稱｡ ”40)最好的都是很細致才能挑選出來的, 對一件事細致, 就是在做某

一事情時很專一, 如下面例句(10)所示, 一旦專一就能更深入了解, 也就能對這件

事透徹通曉, 如下面例句(11)所示, :

(10) 孝寬聞而對之流涕｡ 於是專精好學, 略涉經史｡ 周武帝爲魯公時, 引爲侍
讀｡ (《北史卷七四⋅列傳第六二》)

(11) 太史令傅奕, 博綜群言, 尤精莊老, 以齊生死､ 混榮辱爲事, 深排釋氏,
嫉之如讐｡ (《大唐新語卷之十》)

可見, “洞精”作爲一個幷列式合成詞在這裡應解釋爲“通曉､ 精通”, 此詞義在文

獻中也有使用, 最早用例是在宋代, 如下面例句(12)所示, 幷一直沿用到了後代,

有大量文獻記載可以證明, 如下面例句(13)所示(《畫禪室隨筆》書成于明代):

(12) 羅萬象, 不知何許人｡ 有文學, 明天文, 洞精於《易》｡ (《雲笈七簽⋅卷八
十》)

(13) 高宗洞精書法, 至爲閣筆歡賞, 不虛也｡ (《畫禪室隨筆⋅卷一》)

綜合上述分析, “洞精”一詞的“通曉､ 精通”之義在《漢語大詞典》中被遺漏了｡ 

2) 峻峙

“峻峙”一詞出現在《太平廣記》 卷二八一<侯生>篇中, 原文引自《宣室志》, 如

下41):

39) [漢] 許慎, 《說文解字》(北京, 中華書局, 1963), 147頁.
40) [淸] 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331頁.
41) [宋] 李昉, 《太平廣記⋅卷二八一》(北京, 中華書局, 1961), 22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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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引至一院, 有一青衣, 危冠方屨, 壯甚峻峙｡ 左右者數百, 幾案茵席, 羅列
前後, 韓氏再拜｡ 俄有一婦人年二十許……稱盧氏, 謂韓氏曰: “妾與子仇敵且久,
子知之乎？”韓氏曰: “妾一女子, 未嘗出深閨, 安得有仇敵耶？”盧氏色甚怒曰: “我
前身嘗爲職官, 子誣告我罪而代之, 使吾擯斥草野而死, 豈非仇敵乎？今我訴於上
帝, 且欲雪前身冤｡ 帝從吾請, 汝之死不朝夕矣｡ ”

這篇故事講的是侯生的妻子有一天夢見自己被人拉進一個庭院, 院中有一青

衣, 戴着高高的帽子, 穿着方形的鞋, 形象十分高大且“峻峙”, 這裡可以初步判斷“峻

峙”應是描寫這個青衣的形象的｡ 首先青衣一般在場上扮演的都是嚴肅､ 正直､ 端莊
的人物形象, 那麼“峻峙”很有可能與這樣的詞義有關; 其次根據前後語境, 可知盧氏

與韓氏之間有着上輩子的仇恨, 盧氏就是來報仇的, 那麼盧氏身邊的這些人包括青

衣, 所展現的形象也應與剛才所說的形象很相似｡ 
《漢語大詞典》對“峻峙”一詞列舉出三個義項42): 一是高聳｡ 二指聳立｡ 三表陡

峭｡ 從詞典收錄的三個釋義來看, 這三個義項都突出的是山峰或建築物等高､ 直､ 
陡的特點｡ 而“峻峙”在這裡顯然不是形容“物”的, 而是表示“人”的形象, 所以《漢語大

詞典》中的三個義項都不符合｡ 
先來具體來看一下構成“峻峙”的“峻”與“峙”兩字的含義｡ 《康熙字典》引《說文解

字》言: 峻, 高也｡ 又引《廣韻》曰: 險也, 長也｡ 又引《集韻》曰: 大也43)｡ “峻”本義

爲高而陡峭, 如下面例句(14)所示, 後引申爲“嚴酷”､ “嚴厲”義, 如下面例句(15)所

示; “峙”, 常用義爲“聳立”, 高高地直立, 同“峻”本義相同, 如下面例句(16)所示:

(14) 石頭城北接崗阜, 雉堞不甚危峻, 安都被甲帶長刀, 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
眾隨而入, 進逼僧辯臥室｡ (《陳書卷八⋅列傳第二》)

(15) 發閭左之戍, 父不寧子, 兄不便弟, 政苛刑峻, 天下敖然若焦, 民皆引領
而望､ 傾耳而聽(《長短經⋅卷七⋅權議》)

(16) 北岡峙立天門上, 分作長垣在兩傍｡ (《撼龍經》)

後來隨着詞義的發展, “峻”還特指一個人崇高的聲望､ 高貴的地位､ 高超的品
行､ 嚴正耿直等義, 如下面例句(17)所示; “峻”與“峙”結合起來也可釋爲“形容人嚴

42) 羅竹風, 《漢語大詞典⋅卷三》(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2), 825頁.
43) [淸] 張玉書等, 《康熙字典》(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1985), 3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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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 嚴正､ 高雅等形象”, 如下面例句(18)､ (19)所示:

(17) 其丈人觀中有一羽士, 姓黃名若穀, 風骨清峻, 戒行嚴緊｡ (《飛劍記⋅第
七回》)

(18) 猗嗟眾珍, 以況君子; 公侯之胄, 心腹其始｡ 利器長材, 溫儀峻峙｡ (《初
學記⋅卷十二⋅職官部下》)

(19) (楊)炎美須眉, 風骨峻峙, 文藻雄麗, 汧､ 隴之間, 號爲小楊山人｡ ”(《舊
唐書卷一一八⋅列傳第六八》)

“峻峙”表示人物這種正面形象的用例最早出現在唐代, 如例句(18)所示｡ 幷延
續到宋代, 如例句(19)所示｡ 綜合來看, 《漢語大詞典》中對于“峻峙”表示人物形象的

這一義項是缺失的｡ 

3. 書證滯後

《漢語大詞典》這部辭書有一代表性特點, 就是每個詞的每個義項後面都會列舉

數個用例, 這些用例是能反映這一詞義的發展演變, 通常第一個用例就是這個詞義

最早的用例, 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意義的起源｡ 但是根據《太平廣記》中的文本可

以發現《漢語大詞典》中存在很多書證滯後的問題｡ 《太平廣記》每篇故事後面都會注

明引書名, 可以提供一個大體的時間範圍｡ 但《太平廣記》所標記的引書也有錯誤現

象, 因此需要通過語料庫的搜索查詢, 進一步證明這一詞或詞義出現使用的最早時

間｡ 

1) 囑

“囑”一詞出現在《太平廣記》 卷二百七十六<蔣濟>篇中, 原文引自《列異傳》, 如

下44):

魏蔣濟爲領軍也, 其妻夢亡兒涕泣言曰: “死生異路, 我生時爲卿相子孫, 今

44) [宋] 李昉,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六》(北京, 中華書局, 1961), 2177頁.



114 《中國文學硏究》⋅제78집

在地下爲泰山伍伯, 憔悴困辱, 不可複言｡ 今太廟西有孫阿者, 將召爲泰山令｡ 願
母爲白領軍, 囑阿轉我, 令得樂處｡ ”

這篇故事講的是將領蔣濟的妻子夢見死去的兒子哭泣着對自己說: “我生時爲

將相子孫, 現在在地下只是泰山一名普通的小卒, 生活困苦, 忍辱負重, 現在太廟

有名爲孫阿的人, 將召爲泰山令, 希望母親能告訴將軍, ‘囑’孫阿把我轉到別的輕松

的地方去”｡ 
《漢語大詞典》對“囑”一詞列舉出兩個義項45): 一是關照; 叮囑｡ 二是托付; 委

托｡ 通過上下文可以判斷出蔣濟的兒子是希望通過父親去實現所要拜托的事情, 所

以這裡應將“囑”釋爲“托付､ 委托”一義, 《漢語大詞典》對此義項提供的最早書證是《後

漢書》46):

(20) 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後漢書⋅卓茂傳》)

《後漢書》爲南朝宋時期範曄所作, 記載了東漢時期的歷史, 也就是說《漢語大

詞典》將這一義項最早時期歸爲南朝時期｡ 《太平廣記》中這一詞引自《列異傳》, 《列

異傳》是魏文帝所作小說集, 所以可以初步判斷此義至少在魏朝就已使用｡ 根據古
代文獻資料, 這一詞義在魏前就已經出現, 如下面例句(21)所示, 最早可追溯至漢

代:

(21) 上嘗囑諸子於栗姬, 曰百歲後善視之(《前漢紀》)

《前漢紀》是一部記載西漢歷史的書籍, 其作者荀悅是東漢人, 漢獻帝時做過侍

講, 可知“囑”一詞的“托付”義應在東漢末年已經出現｡ 《漢語大詞典》中“囑”一詞的書

證應從南朝宋提前至漢代｡ 

45) 羅竹風, 《漢語大詞典⋅卷三》(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2), 567頁.
4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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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端揆

“端揆”一詞出現在《太平廣記》 卷二百七十六<劉穆之>篇中, 原文引自《異苑》,

如下47):

劉穆之常渡揚子江宿, 夢合兩船爲舫, 上施華蓋, 儀飾甚盛, 以升天｡ 既曉,
有一姥問曰: “君昨夜有佳夢否？” 穆之乃具說之, 姥曰: “君必位居端揆｡ ” 言訖不
見｡ 後官至仆射丹陽尹, 以元功也｡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六》)

這篇故事講的是劉穆之乘船時做了一個夢, 夢見自己的船與另一艘船合二爲

一, 幷且有華麗的船傘, 船上的飾物也十分豪華, 便將做的夢告訴了一位老者, 老

者說: “你一定會高居‘端揆’ ｡ 劉穆之不久後做了“仆射”, 是高官重臣48)｡ 
具體來看, “端”指事物的一頭或一方面, 引申出“首､ 頂端”之義; “揆”本義爲“測

量方位”, 引申爲“估量､ 審度”, 具有這種審時度勢能力的人才可以管理, 因而“揆”還

引申出管理之義｡ 兩個詞合在一起, 可以理解爲在頂端處去管理的人, 卽衆官之首,

在古代一般是指宰相官職, 所以文中“端揆”指“相位”｡ 《漢語大詞典》對“端揆”的解釋

也是指相位, 最早的書證是《南史》49):

(22) 雖屢居端揆, 未嘗肯預時政, 保身固寵, 不能有所發明｡ (《南史⋅謝舉
傳》)

《南史》是唐代李延壽所作, 但《太平廣記》中這一詞引自《異苑》, 《異苑》是南朝

宋時期劉敬叔所撰, 也就是說可以初步判斷這一詞早在南北朝時期就已出現, 語料

庫中也有大量南北朝時的文獻可以證明, 如南朝梁蕭子編撰的《南齊書》與北齊魏收

所著《魏書》:

(23) 若夫珥貂衣袞之貴, 四輔六教之華, 誠知匪服, 職務差簡, 端揆雖重, 猶

47) [宋] 李昉,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六》(北京, 中華書局, 1961), 2184頁.
48) 仆射一官職自秦朝延用至宋朝, 歷代均是高官職位｡ 趙德義⋅汪興明, 《中國歷代官稱

辭典》(北京, 團結出版社, 1999), 289頁.
49) 羅竹風, 《漢語大詞典⋅卷八》(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2), 3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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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勉勵｡ (《南齊書卷二三⋅列傳第四》)
(24) 終協契聖主, 佐命太和, 位當端揆, 身任梁棟, 德洽家門, 功著王室｡ (《魏

書卷五三⋅列傳四十一》)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 “端揆”詞至少在南北朝時就已出現, 《漢語大詞典》中“端揆”

一詞的書證應從唐代提前至南北朝時期｡ 

3) 考滿

“考滿”一詞出現在《太平廣記》 卷二百七十九<邢陶>篇中, 原文引自《稽神錄》,

如下50):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 癸卯歲, 夢人告云: “君當爲涇州刺史, 既而爲宣州涇縣
令｡ ”考滿｡ 

上則故事講述的是江南大理司直邢陶有一日做夢見有人告訴他將要成爲涇州

刺史, 不久之後成爲宣州涇縣令, 根據語境可以判斷“考滿”一詞應與做官､ 任職有
關｡ 

“考”古字爲“攷”, 《說文⋅攴部》解釋爲: “攷, 敂也｡ ”《廣雅⋅釋詁三》曰: “攷, 擊

也｡ ”51)後古字逐漸消失, 多用“考”, 可見“考”有“敲打､ 敲擊”之義, 由“擊打”引申出按

問､ 刑訊､ 拷打等義, 審問､ 刑訊的目的就是爲了調查､ 考察一些事情, 由此而引

申出“審查､ 考核”義, 而“考滿”就是指舊時指官吏的考績期限已滿｡ 一考或數考爲一
任, 故考滿亦常爲任滿｡ 《漢語大詞典》最早書證是《唐會要》52):

(24) 開元三年正月五日敕, 內外官考滿, 所司預補替人, 名爲守闕, 特宜禁斷,
縱後有闕, 所由不得令上｡ (《唐會要⋅考上》)

《唐會要》爲宋代王溥所作, 雖此處引文《稽神錄》也爲宋代作品, 但是在《太平廣

50) [宋] 李昉,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九》(北京, 中華書局, 1961), 2228頁.
51) 羅竹風, 《漢語大詞典⋅卷五》(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2), 380頁.
52) 羅竹風, 《漢語大詞典⋅卷八》(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2), 6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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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中, “考滿”一詞共出現過六次, 其他選文皆出自唐代作品, 查找歷代文獻也發現

“考滿”一詞最早出現的始期就是在唐代, 如:

(24) 考滿, 以書判出其倫, 選主萬年簿, 倫上或無其字｡ 主或作注｡ 非是｡ 而
母夫人固在, 食其祿｡ (《韓愈集⋅卷二十五⋅碑志二》)

因此, 綜合前文論證, 可知“考滿”一詞至少在唐代已經出現, 《漢語大詞典》“考

滿”一詞的書證應從宋代提前至唐代｡ 

4) 筷
“筷”一詞出現在《太平廣記》 卷二八二<張生>篇中, 原文引自《篡異記》, 如

下53):

長須持一籌筷云: “請置觥, 有拒請歌者, 飲一鍾｡ 歌舊詞中笑語准此罰｡ 

上則故事所講之事很明顯發生在酒宴之上, 在座之人在玩一種飲酒作樂的遊

戲, 長須之人手裡拿的便是計數用的工具竹筷｡ “筷”, 即箸, 筷子, 夾取食物的用

具｡ 《漢語大詞典》最早用例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54):

(25) 一會兒先端出杯､ 筷､ 調羹､ 小碟之類｡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八七
回)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晚清時期代表的四大譴責小說之一, 而“筷”一詞此詞

在《太平廣記》中引自唐代《篡異記》, 很顯然《漢語大詞典》記錄此詞的書證是滯後的｡ 
但通過各大語料庫的檢索却發現除了《太平廣記》中所記載的這一例外, 唐代沒有任

何其它用例, 就連時間再晚的宋代也沒有｡ 另外, 漢籍檢索及北大語料庫中查到的

《太平廣記》文本中記載的是“筷”, 但在BCC語料庫中查到《太平廣記》的記載却是

53) [宋] 李昉,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二》(北京, 中華書局, 1961), 2250頁.
54) 羅竹風, 《漢語大詞典⋅卷八》(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2), 11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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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筯”｡ 因此需要對兩者進行一下考證｡ 
先來看“筯”一詞, “筯”同“箸”, 歷史上兩詞同時使用, 在歷代有大量關於這兩個

詞的歷史文獻記載可證明這一點｡ “箸”比較常用, 爲人熟知, 而“筯”一詞的使用也很

多, 最早出現于漢代《金匱要略》, 一直沿用至清代, 如:

(26) 犀角筯攪飲食, 沫出(《金匱要略》)
(27) 以筯夾取啖之, 唧唧作聲, 故曰蜜唧｡ (《朝野僉載》)
(27) 一瓢此日分羹足, 千蹠生前下筯難｡ (《北郭園詩鈔》)

而“筷”一詞文獻記載最早的是明代, 爲何出現這一新的稱呼, 陸容其所著《菽園

雜記⋅卷一》中提到: “民間俗諱, 各處有之, 而吳中爲甚｡ 如舟行諱‘住’､ 諱‘翻’, 以

‘箸’爲‘快兒’, ‘幡布’爲‘抹布’55)｡ ” 因“箸”與“住”諧音, 船夫和漁民對此十分忌諱, 因爲

“住”有“停住”義, 他們怕船停下, 影響生意, 所以就把“箸”改爲“快”, 以圖個吉利, 再

後來就跟從這一吃飯用的工具的制作材料, 加了竹字旁｡ 起初“筷”一詞只在民間使

用, 後來不斷發展, 連上層階級也稱“筷”｡ 所以查到的明代的用例, 大多出現在小說

這種口語性通俗性較強的作品中, 如:

(28) 爲廟主的, 東邊去救件衣服, 西邊去救雙鞋子, 廚房下去救些飯鍋､ 飯甑,
匙筷碗碟, 睡房中去救些草席､ 草墊､ 綿絮被單｡ ”(《薩真人得道咒棗記》)

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首先因爲三大語料庫中均未發現任何一例可以證明

“筷”一詞在明代以前出現幷使用, 幷且有語料記載爲“筯”一詞, 所以可以推測《太平廣

記》中“筷”的記錄可能有誤, 很有可能是“筯”一字的誤寫; 其次“筷”在《漢語大詞典》中

的書證應從淸代提前至明代｡ 

4. 書證錯誤

由於古代文獻語料十分久遠, 加上技術的局限性, 在流傳傳抄的過程中也會出

55) [明] 陸容, 《菽園雜記⋅卷一》(北京: 中華書局, 1985), 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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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錯誤｡ 《漢語大詞典》不僅存在書證滯後的問題, 同時也會出現義項後列舉的書證

錯誤的問題｡ 本文整理出一處書證錯誤爲“悉率”一詞, 這一詞出現在《太平廣記》 卷

二八十<劉景復>篇中, 原文引自《篡異記》, 如下56):

小弦切切怨颸颸, 鬼注神悲低悉率｡ 

這句詩文是《太平廣記》夢部故事中劉景復所寫的一首詩歌的其中一句, 意爲有

人彈琴作曲, 聲音十分哀怨憂傷, 就好像鬼神低吟發出的聲音｡ 
“悉率”在《漢語大詞典》中有三個義項57): 一, 猶齊驅｡ 二, 悉數率領｡ 三, 象

聲詞｡ 很明顯, “悉率”一詞在這裡應是釋爲一種象聲詞, 《漢語大詞典》最早用例爲宋

代陳師道《大風》詩(舟行兩水間, 觸突聲悉率)58)而《篡異記》爲唐代作品, 此處可初

步判斷《漢語大詞典》對“悉率”的書證應從宋代提前至唐代｡ 但通過對唐代文獻進行
查閱可以發現, 除去《太平廣記》中的這處“悉率”, 唐代文獻中幷未出現“悉率”釋爲“象

聲詞”的其他用例, “悉率”多釋爲“齊驅”或“悉數率領”義｡ 唐以後的文獻中, 宋代出現

了最早用例, 幷且能解釋爲“象聲詞”的屈指可數, 僅有如下兩例:

(29) 二仆附火坐, 聞西北角悉率有聲｡ (《夷堅甲志卷第四》)
(30) 少頃, 又覺得後梢棚悉率有聲｡ (《仙俠五花劍⋅第二十八回》)

此外, 文獻中還有將“悉率”一詞重疊使用的, 但僅多次出現在民國時期的《廣陵

潮》一篇作品中, 如:

(31) 徑轉身入房, 悉悉率率, 似乎開着箱籠”(《廣陵潮⋅第二十回》)

《太平廣記》中的“悉率”引用自劉景復的詩歌, 這首詩也被收錄進《全唐詩⋅第八
六八卷》中, 如下:

56) [宋] 李昉,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北京, 中華書局, 1961), 2235頁.
57) 羅竹風, 《漢語大詞典⋅卷七》(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2), 535頁.
5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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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小弦切切怨颸颸, 鬼哭神悲秋窸窣｡ ”(《夢爲吳泰伯作勝兒歌》)

同樣的詩文, 在《太平廣記》中標示爲“悉率”, 而在《全唐詩》中標示爲“窸窣”｡ 《漢

語大詞典》中對“窸窣”的釋義是“象聲詞, 形容細微細碎之聲”, 最早用例來自唐杜甫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何梁幸未拆, 枝撐聲窸窣)”59)查閱語料可知唐以前確

實未曾出現過“窸窣”一詞, 該詞從唐代開始廣泛使用｡ 如前所述現有的文獻材料證
明“悉率”一詞最早應是在宋代產生的, 因此《太平廣記》中引自唐代《纂異記》的“悉率”

很有可能是“窸窣”一詞的誤寫｡ 
在以上檢索分析的過程中, 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從先秦到民國時期,

能檢索出“悉率”作象聲詞使用的只有兩例, 那麼《漢語大詞典》中的引文很有可能也

會出現錯誤｡ 《漢語大詞典》中“悉率”作爲象聲詞使用的書證爲宋代陳師道的《大風

詩》(舟行兩水間, 觸突聲悉率), 但該詩文在漢籍檢索和BCC語料庫收錄的《全宋詩》

中標示爲“舟行兩水間, 觸奪聲蟋蟀｡ ”所以《漢語大詞典》所引《大風詩》中的“悉率”也

很有可能是誤寫, 是否可以作爲書證還有待商榷｡ 

5. 釋義有誤

《漢語大詞典》雖釋義較爲全面､ 正確, 但是也會存在一些問題｡ 本文整理出一
處釋義有誤的也前文提到的“悉率”一詞(小弦切切怨颸颸, 鬼注神悲低悉率), 這一詞

在《漢語大詞典》中的“象聲詞”義略顯牽強, 有此疑惑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 現查證到的文獻中使用“悉率”的“象聲詞”一義的極少, 僅有宋代 《夷堅

志》, 《劍俠五花劍》兩部作品中有用到此義, 如例句(29)和例句｡ 其中《夷堅志》這部

作品中還有另外三處表示“摩擦細小聲音”的地方, 用的卻是“窸窣”:

(32) 聞外間窸窣｡ 穴窗窺之｡ 霜月皎然｡ (《夷堅丙志卷第二十》)
(33) 覺西榻窸窣聲｡ 俄有婦人揭帳出｡ (《夷堅丙志卷第十一》)
(34) 聞窗外窸窣有聲｡ 自牖窺之｡ 一婦人徘徊月明下｡ (《夷堅丁志卷第一》)

59) 羅竹風, 《漢語大詞典⋅卷八》(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2), 4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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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國時期的作品《廣陵潮》中三處引例提到的“悉悉率率”, 在其他文獻中幷無

發現, 但是從明朝到民國時期, 出現了很多“窸窸窣窣”的用例, 詞義相同, 如:

(35) 不覺的把袖子東收西斂來避那些齷齷水, 未免有些窸窸窣窣之聲｡ (《二刻
拍案驚奇⋅卷十四》)

(36) 梧桐葉也窸窸窣窣的, 黃葉墮下, 也有聲音｡ (《海上塵天影⋅第十一回》)

所以, 這些出現“悉率”､ “悉悉率率”的用例是否也是“窸窣”､ “窸窸窣窣”的誤寫,

或是“悉率”與“窸窣”具有通假關系, 還有待進一步的考證, 但文獻支撐的依據極少,

幷帶有爭議性, 使得“悉率”這一義項顯得牽強｡ 
其次, 從詞義角度來看, “悉”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爲: “詳盡也”60), 《康熙字典》

引《廣韻》､ 《集韻》､ 《韻會》､ 《正韻》曰: “詳盡也, 諳究也｡ 知也｡ ”61)可見, “悉”可表

示“詳細”､ “全都”､ “知道”之義; “率”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爲: “捕鳥畢也”62), 是指一

種捕鳥用的工具, 由此引申出“聚集”､ “率領”､ “引導”､ “遵循”､ “沿着”之義, “率”在《康

熙字典》中引《玉篇》解釋爲“遵也”, 引《廣韻》解釋爲“循也, 又領也, 將也”63)｡ 這兩個
詞和表示聲音的象聲詞沒有任何聯系｡ 

再者, 一般來說, 多義詞產生的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引申, 詞義引申關鍵特征便

在于詞義的相關性｡ 就雙音節詞“悉率”來看, 它的前兩個義項, “齊驅”､ “悉數率領”和

“象聲詞”同樣沒有關聯｡ “悉率”表示聲音的一種象聲詞義顯得很突兀｡ 因此《漢語大

詞典》中“悉率”的“象聲詞”之義可能有誤｡ 

Ⅲ. 結論

本文以《太平廣記⋅夢部》文本爲依據, 結合歷代文獻資料對《漢語大詞典》的若

幹疏進行了考察｡ 具體包括: 一, 《漢語大詞典》失收詞語一個, 即“旌幢”一詞｡ 根據
60) [漢] 許慎, 《說文解字》(北京, 中華書局, 1963), 28頁.
61) [淸] 張玉書等, 《康熙字典》(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1985), 386頁.
62) [漢] 許慎, 《說文解字》(北京, 中華書局, 1963), 278頁.
63) [淸] 張玉書等, 《康熙字典》(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1985), 725頁.



122 《中國文學硏究》⋅제78집

文獻記錄顯示, 這一詞從唐代開始使用, 幷有大量文獻記載證明, 應歸入《漢語大詞

典》｡ 二, 失收義項兩個, 分別是“洞精”､ “峻峙”｡ 其中“洞精”一詞的“通曉､ 精通”之義

未收錄進《漢語大詞典》, 最早用例爲宋代; “峻峙”一詞的“嚴肅､ 嚴厲”之義未收錄進

《漢語大詞典》, 最早用例爲唐代｡ 三, 書證滯後四個, 分別是“囑”､ “端揆”､ “考滿”､ 
“筷”｡ 其中“囑”的書證應由南朝提前至東漢末年三國時期, “端揆”的書證由唐代提前

至南北朝時期, “考滿”的書證由宋代提前至唐代, “筷”的書證由清代提前至明代; 四,

書證錯誤一個; 五, 釋義有誤一個｡ 書證錯誤與釋義有誤皆爲“悉率”一詞｡ “悉率”作

爲象聲詞使用的書證“舟行兩水間, 觸突聲悉率”, 推測爲誤寫, 應爲“舟行兩水間, 觸

奪聲蟋蟀”; 幷且“悉率”的“象聲詞”義釋義存在疑問, 推測爲誤錄｡ 
《漢語大詞典》作爲語言詞彙研究工作者重要的參考辭書, 需要不斷完善, 以便

更科學､ 系統､ 准確記錄漢語系統中的詞與義, 以便讓研究者更全面了解詞彙的詞

義系統及詞義發展演變的歷史線, 盡可能客觀真實還原漢語的面貌｡ 隨着漢語詞彙
史研究, 尤其是專書詞彙､ 斷代詞彙研究的擴大與深入, 已經有大量對《漢語大詞

典》訂補的研究出現｡ 但以《太平廣記》爲文本的詞彙研究少之又少, 以《太平廣記》中

詞彙爲研究基礎對《漢語大詞典》進行訂補的更是幾乎沒有｡ 可見其存在着很大的硏
究空間｡ 《太平廣記》收集了自秦漢至宋初一千多年的野史傳記小說, 其中蘊含了豐

富的語言詞彙材料, 涉及各領域的富含特色的詞語, 還包含了大量俗語詞, 它的詞

彙學價值不言而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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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提要】

This paper is a study of some omissions in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based on the data of Tai Ping Guang ji. As a colle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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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s, Taipingguangji contains a wealth of language vocabulary

materials, not only including a large number of special vocabulary and

slang words, but also a lot of words that have not been paid attention

to, which has a high linguistic research value, so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vision and supplement of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system of words and the historical lin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meaning of words, and rest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s objectively and truly as possible. This

paper takes the vocabulary in the text of Tai Ping Guang j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pares the words received and the meanings

explained in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and sorts out some omissions

and errors in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Including lost word, lost word meaning, documentary evidence lag,

documentary evidence error and wrong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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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ary evidence

투고일: 2020. 1. 14. / 심사일: 2020. 1. 23. / 게재확정일: 2020. 2.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