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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文字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外形若

有别于最初，有所改变，我们称为“演

进”或是“演变”。两者意思相同，但

笔者较偏好前者。文字在“长时间”的

因素下，一定是会往前“进”，但不一

定会改“变”，文字的改变就像人随着

年龄的增长，面容体态随之改变。而且

过了就绝不会回头又“变回”之前的样

貌，这是必然的道理，我们也从实际的

考察字例中获得印证。

文字的“演变”“演进”“演化”

都是叙述文字改变的过程，唐兰先生认

为：“这种文字史上常见的很微的差

别，和改易的过程。我们把它叫做‘演

化’。‘演化’是逐渐的，在不知不觉

间，推陈出新，到了某种程度，或者由

于环境的关系，常常会引起一种突然

的、剧烈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在下章所

说的‘变革’。‘变革’是突然的、显

著的，谁都会注意到的，但最重要的演

化，却容易破人忽略。”［1］文字的“演

进”是缓慢且有条理的，用来解说的文

字字例，最好也是用“书写”的方式产

生。

有些文字虽然可能最初曾有“书

写”的过程，但后续又增加了凿、刻

等处理，如此不免使得原始字迹改变，

线条的质感也会因此不同，或多或少都

会影响我们对于文字的判断。所以，文

字的演进研究必须严格的界定关于“书

写”的意义为何。

除了书写，也必须强调“笔顺”

这个关键词，“笔顺”是用来区分“写

字”与“画字”的差异，“书写”也必

须要求每一笔画是“一次写成”，而不

是“分段”“分次”超过一次以上的

写、画，其实多数已经不具备有“笔

顺”的意义了。而且这类再加工所形成

的文字，多数并不是以“再现”书写文

字的样貌的意义存在，而是独立形成存

在一种文字表现形式，所以这类的文字

往往和文字的“演进过程”比较连不上

关系，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笔顺的差异”

是字形改变的主要原因，而文字的演进

就在于“多数人在同一种笔顺书写下的

形成的结果”。所以，如果这一种文字

的形成和“笔顺”没有直接的关系，这

种类型的字就会和“文字演进”的关系

没那么密切。例如：刻凿的甲骨文字与

铸造的青铜文字，这两种类形的文字产

生，并不是在快速书写和与符合笔顺的

条件下产生。只不过，数据不足的情况

下，我们还是必须把这类文字拿来举例

解说，这也是因为同时期缺少墨迹文字

字例的缘故。

此外，讨论文字的演进时，尽量不

以“篆”“隶”字体来分辨文字，尤其

在秦汉时代的文字。原因是文字的演进

是动态的，不是每个字都是并行同时发

展，有些字很早形成所谓的“隶变”，

有些字还没有形成，甚至有些字并没有

很明显的改变，不当的分类切割必定又

会产生错误的看（说）法。

太田辰夫先生将文献分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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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数据’与‘后时数据’两种，所谓

‘同时数据’，指的是某种数据的内容

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时期产生

的。甲骨、金石、木简等，还有作者的

手稿是这一类。法帖只要不是伪造的，

也可看作这一类。语言的大变动大约是

和朝代的更迭一起产生的，因此，可以

认为，如果是同一朝代之内，某种数据

外形即使比内容产生得晚，两者的差距

也不会太大。所谓‘后时数据’，基本

上是指外形比内容产生得晚的那些数

据，即经过转写转刊的资料，但根据对

同时资料的不严格的规定，后时数据的

内容相和外形间有无朝代的差异就很重

要。比如唐人集子的宋刊本就是后时数

据。中国的数据几乎大部分是后时数

据，它们尤其成为语言研究的障碍。根

据常识来说，应该是以同时数据为基本

数据，以后时数据为旁证，但没有同时

资料的时代就只有根据例子的多寡和其

前后时代的状况如何来推测，这样还得

不出明确的结论。”［2］

张显成先生说：“凡涉及古代文献

的研究，其研究价值往往首先取决于其

研究材料的价值，因此，选择研究材料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材料选定得

不好，往往事倍功半，甚至是在做无用

功（例如伪材料）﹔反之，选择经过精

心选择反复论证而确定的材料，则会事

半功倍。也就是说，首先应该选定能客

观地反映所研究时代面貌的文献材料，

来作为研究材料，只有这样的研究才会

具有科学性。”［3］又说：“简帛有巨

大的研究价值，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

简帛具有传世文献不可比拟的文献真实

性；二是简帛是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新

材料，这些材料不少都是佚亡一两千年

的珍贵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史籍

记载之不足。”［4］因此，作为文字演进

的考察字例，秦汉之际的墨迹文字的代

表性绝对是比目前使用的《说文解字》

的篆字更具备说服力，这一点是相当重

要的。

二、以“大数据”考察

何谓“大数据”？维基百科的解释

是：大数据（Big� data或Mega� data），

或称巨量数据、海量数据，指的是所涉

及的数据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人工，

在合理时间内达到获取、管理、处理，

并整理成为人类所能解读的形式的信�

息。［5］而累积诸多古文字相关文献索引

的“引得市”，就已经具备这样的规模。

“引得市”［6］创立于2012年7月，

收录各种古文字相关的文字编、字典等

纸本文献，将“检字表”数字化成为

可以快速检索的数据库，迄今收录超

过百余种的文献。内容分成“甲金文

字”“古文字”“训诂”“说文”“楚

文字”“书道”“传抄古文”“辞

典”“专书”“碑刻索引”“秦汉简

牍”等项目。“引得市”不仅提供文献

页码的索引，在最高权限的后端界面

中，还能直接浏览原始页面，瞬间即可

明了字形结构、通假等各种信息。这样的

考察方式，在目前来说，应该是最快最有

效率的方式之一了。

经过大量的数据与文献研究考察

后能够清楚理解“墨迹文字”与“非墨

迹文字”的实质差异，其差异并非仅是

“外形”与“材质”，而关键应该是文

字背后产生的方式，而其差异影响着讨

论“文字演进”时取用的分析讨论。

一般普遍认知的数据库查询，可能

是转换界面，改用键盘输入打字，面对

计算机的数据库查询，和一般我们习惯

的查书翻阅的差异就是“快一些、时间

节省一点”。但是，如果数据量变大，

不仅只有一种，而是超过一百种以上的

资料文献，这样的反复的考察研究，就

不会是一般使用数据库查询的结果而

已。而是会产生特殊的“质变”，很多

随时想到立即性的“假设”可以从中立

即获得印证。心中成立某种“假设”，

在考察中可能被马上推翻，也可能被

“印证”，如此，就会继续“假设”，

这样研究思考的循环变小，理解的速度

相对就会加快了。

举例来说：在考察中发现“野”

字的“田”与“土”的合并其实是比较

晚才形成的，战国晚期至秦的简牍文字

“野”字是写成“𡐨”形，除了〈里耶

秦简（壹）〉几个字例，在西汉早期之

后才可见“野”形字例，外形是“田土

予”，“土”形介于“田”“予”两形

之间的下方，而“予”也不是现在楷书

的形体，而是像两个倒立“三角形”。

有些字例还有“予土”上下形的连结，

“田”形是单独在左边。在隋代之后

“田土”的连结才形成“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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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字形“反映”过去的字例，

这是自然，但是若出现“未来才形成

的字形”这就相当可议了。而〈杨叔恭

残碑〉在“东汉碑刻”诸多的例子中则

显得特别，“野”字的“田”“土”是

相连的“里”形。同时期的碑刻中，田

与土形仍是分离，“予”形近似两个小

圈圈（或倒三角形），但此碑的“予”

形的尾笔已经有独立拉长的展现，其他

近似“田土上下合”的“里”形，以及

拉长的“予”形，已经是隋代之后的字

例。另外，（杨着碑）等也存在着相同

的问题（“干”字形明显错误，南北朝

时期以前，“东汉时期”应该还是写成

“干”形）。因此，认清与理解文字在

每个时代的实际样貌，可作为考察器物

具有文字文物的时代与辨别真伪的参考

依据。

延续“野”字的外形讨论，在目前

宋代《说文解字》的版本里，其“野”

字也是有相同的问题，是“里”+“予”

形（田土连结）。这样对“野”字形体

的理解就不可能是许慎当时编写《说文

解字》（公元100年）的样貌，而有可能

是后人所反映的，还有像“奇”字（非

“大”+“可”形）以及“徙”等字。

类似这样有疑义的字形在目前的

《说文解字》中存在有多少？数量比

例如何？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科学数据，

因此，要了解真相，就必须一字一字地

考察才能理解。若用传统翻书考察的方

式，以9� 000多字再来对照数十本出版

的文字编，若没有足够的人员分工进

行，以一个人的作业方式，恐怕所花费

的时间恐怕不是几个月、几年就可以达

成的。但如果使用“引得市”作为考察

工具，加上对应《说文》字头的程序分

析，就可能在高效率的研究中完成这样

庞大的考察研究，我们正持续着手进行

这个项目的考察研究。

近几年，笔者也透过考察《千字

文》《三字经》《弟子规》《孝经》

《论语百句》《礼记百句》《庄子百

句》《易经百句》《孟子百句》《老子

百句》等内容，增加秦汉文字演进的涵

盖范围，让演进考察时的“各种假设”

获得更多的字例的印证。我们知道，文

字在每个时代的“相貌”是固定的，当

然，采用的“文字”必须最好是“墨迹

文字”。“墨迹文字”以外的石刻等其

他材质，因为并不能“完全”反应当时

当代的文字外形，多数会反应更早之前

的文字外貌，或者加入其他变量。因此

如果拿来当作“文字演进”的一环，可

能就会有误判的情形。

三、“写字”与“画字”的差异

必须承认，“一笔一画”写出来

的字和“一笔多画”写出来的字是有很

大的不同的。两者可能外形上一样有相

同“字”的外貌，但就形成的背景意义

上差异颇大。举例来说：一般庙前悬挂

的灯笼，灯笼上的黑色“毛笔字”，有

的可能是用笔先“双勾”字的外形，然

后再填满文字，有的就直接写上需要的

字。这样，文字外表看来两者就可能会

相同。前者只能称“画”字，后者才能

称为“写”字。

像这样背后制作的差异，“画”字

和“写”字，我们再深入讨论，用笔书

写形成的文字，必定有“笔顺”（笔顺

因人而异，没有标准），若是东边点一

点，西边撇一下，只能算是“画”字。

而文字的演进过程中，“笔顺”是其中

的最重要的变因，我们不谈文字是否有

经由书写者刻意地“设计”，无论有或

无，在历史传承中，刻意独行的字或许

会留下来，但普遍流传的文字，一定是

多数人所习惯的“笔顺”形成的字。

大庭脩说：“在古代，人们为了

书写文字而选用了许多物质材料，通

常所见的碑就是主要的材料，但石质材

料几乎不被纳入制造书籍的范畴。可以

提出的是，以下几种质材：即有在树叶

上写成的书籍（在印度及邻近各国，这

种书籍直至今日仍十分流行），树皮也

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意大利很早就使

用树皮作为书写材料的根据，可见拉丁

语中‘书籍’这一单词。金（护身符所

用）、青铜、铁，特别是像铅一样的金

属，限于我们所知，并没有很重要的用

途，但它们被运用于文字书写。木质材

料被用作写字的木板，其种类有的属于

原色，有的涂以白色，有的涂以蜡，很

多实物保存至今。”［7］

而现在讨论文字演进的过程中，

很多人用没有“笔顺”（石刻、铸铭等

再制文字）这一类的字来论述，是有很

大的问题。这些的确在历史上“曾经”

有过的文字，但其实不一定是文字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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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样貌。石刻、铸铭文字是否有“笔

顺”？我们继续讨论：

先说石刻，石刻文字有大有小，

有的立于山壁，一笔粗细岂能一次写

成或刻成？必定是东敲一块西敲一块来

完成。若是小到可以一笔写成的大小文

字，工匠们也未必需要按照书写一字的

习惯，“一笔一画一字”来完成。此

外，还有阴刻阳刻的差异，阴刻制作者

或许会依照笔顺刻出该字，但是，阳刻

呢？为了要剃除不必要的部分，必须不

断重复地来回凿刻，这已经完全没有

「笔顺」可言。这类的文字考虑的必

定是器物制作的效率，而不是为了把

“字”写好。就如同甲骨文一般，很多

例子是先刻横画，再刻竖画。铸铭亦是

相同，有些是凿刻，有些是以尖锐物在

泥范上画字，原稿写的时候或许是一笔

而成，但经过他人的翻砂或刻制，字形

已难保不会失真。讨论文字的演进，重

要的是“写”的问题，如果我们已经有

了文字的原始数据（简牍墨迹文字），

怎又会故意没看到这一块，而只有往石

刻铸铭文字这样的内容去探讨呢？很多

人误以为古人都是在石头青铜器上面刻

写字，这些石刻青铜器文字的数量和简

牍墨迹文字相比，实在小巫见大巫。

何学森说：“甲骨文、金文不可

避免地被契刻、铸造这样的再加工手段

所改造，模糊了书写的本来面目。简牍

书迹则是书写过程的直接展示，毛笔书

写的所有痕迹都没有汩没，书写者的性

情、心境、审美趣味都能在字迹中获待

展示。”［8］李松孺也认为：“从刻写材

料上看，甲骨文契刻所用的载体为质地

坚硬的龟甲或兽骨，刻刀在这种材质上

刻划受到一定阻碍，这种阻碍影响了字

迹的变化，从而使甲骨文字体发展成一

种契刻式的字体。”［9］

又说：“通过对出土竹简制作工

艺的考察，我们认为抄手的文化水平在

当时相对一般人来讲应该不算很低。竹

简获取成本高，其修整刨治并非易事，

需要的工序比较复杂，竹简还要编联成

册，这些材料并非谁都可以拥有。尤其

是对抄写这一工作而言，本身目的性很

强，作为随葬品的书籍，也能证明其为

珍贵之物。不太可能把这样的一项工作

交给文化水平较低甚至粗心大意或缺乏

责任心的人来做。传抄书写必然按一定

的程序，其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只能算是

偶然现象，并且存在许多与文化水平无

关的其他因素。”［10］所以，我们不应该

过度膨胀“写”的意义，写就是写，画

就是画，在字的形成上是不同的。

再 进 一 步 的 考 察 与 说 明 ， 我 们

将秦汉之际石刻文字作了分期（有

纪年的部分），文字的演进并非是

1→2→3→4→5→6，而是像315624这样

随机数跳出。石刻文字的确是历史上曾

经“被制作”出来、“存在过”的文

字，确实有可能反映当时字形的样貌，

但也有可能不能反映当时文字的样貌。

如果石刻文字能完全正确地反应文字的

演进变化，那么东汉之后就不“能”再

出现“篆”书的字体，但事实上还是

有。即使我们单独只看“西汉”的部

分，其碑刻排列也不会有“篆→隶”这

种规则演进。

另外，铸铭文字方面，我们也将

秦汉金文（有纪年的部分）作了考察，

依照时间排列，文字同样没有符合“篆

→隶”这种规则演进。同样的字，我们

以“简牍墨迹”这类的文字依照时间排

列，文字的演进过程一目了然，这样

的比较分析，就是证明了文字演进中

“写”是关键因素，而写的定义必须是

有“笔顺”的字。

四、文字相关文献研究

李均明先生云：“近三十年来，出

土简赎数量日益增多，迄今已达30万枚

左右。”［11］何双全先生也说：“综合分

析，战国至秦，是简牍的发展时期，两

汉至三国，是鼎盛时期，晋以后衰弱并

逐渐为纸所取代，个别边远的民族地区

延用至宋代。由此可以说，春秋晚期至

晋，是文字书写史上的简牍时代。这个

时代，跨越了战国、秦、西汉、新莽、

东汉、三国、晋等七个历史时期，长达

一千多年。”［12］就数量上来说，简牍

墨迹文字还是比金石文字多，实际用途

上，墨迹文字涵盖所有我们所知道的各

类公文文书或书籍，甚至日常生活的书

信等，比起金石碑刻的使用层面上还是

广泛的多。

文字演进是“动态”的，并不是

固定不动的，也不会因为“改朝换代”

而有什么巨大的改变，多数改变的成因

在于书写过程中的改变，其中“笔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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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响字形的重要关键之一，这是笔者

在古文字演进的研究中，曾经“假设”

的，也已经在实际文字考察中印证了。

无论是任何人，认定的“古隶”

应该在战国晚期或者秦代，古隶的上面

一定有个篆书，下面一定衔接着隶书、

篆书和隶书之间的“过渡”字体，学界

称它为“古隶”，但很奇怪的是，却没

有人会把隶书和楷书之间又订定一个叫

“古楷”的字体。毕竟，要在短时间让

一般人接受简牍上的文字（其实也是有

“篆书”）是非常需要解释与分析讨论

才能让人明白的。

简单来说，如果曾经有个叫“古

隶”的字体书写在简牍之上，传承演进

到后来变成“隶书”，亦是书于简牍。

那么，“古隶”的前身“篆书”当然一

定也是被写在“简牍”上。学界还有

“篆书”只用在金石碑刻、简牍用“隶

书”说法，若是如此，简牍的“古隶”

又到底是“何者所生”？其实，只要站

在客观清晰的角度上，就会知道文字的

演进讨论中，不应该陷于字体的分类的

泥淖里。

此 外 ， 秦 汉 之 后 的 古 人 怎 么 写

“篆”，也不能拿来当作参考评断，那

时候的怎么写，和近代书法家的怎么

写，在观念认知上已经差不多了，不能

拿来作为实际篆书的书写研究。比如

说，让文字呈现粗细一致（中锋）的线

条，在0.6-0.8� cm的竹简上丝毫没有意

义，即使秦人能有此能力书写，实际上

也根本没有必要练成这样的“特技”。

目前出土的秦汉数万枚的简牍中，仅有

几个写得较大的字勉强符合所谓的“中

锋用笔”。但是比例相当悬殊，只能说

是特殊字例。

对相隔了将近千年的唐宋人来说，

书写载体与桌具的改变，书写者有较大

的书写纸张，在几公分的范围内写字，

自然可能就会有艺术或技术上的追求。

东汉的许慎因为世人不识篆，因此编定

《说文解字》。但我们目前使用的版本

多是后人所翻刻重制，与许慎当时以竹

简书写的“第一手版本”势必有很多差

异，所以不能完全尽信《说文》的字

例，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

五、古文字演进的两点依据

笔者以为“古文字演进的研究”，

不能只是依照文字的“外形”来当作分

析讨论的标准。还需要参考以下两点：

第一点：“文字取样的标准”是通

例还是特例

我们将文字分成“墨迹”与“非

墨迹”两种，非墨迹文字以所谓的“金

石文字”为大宗，金文方面，根据吴

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一书，将商周器物分成六大类［13］，依

序是：一、食器（5� 804）；二、酒器

（6�581）；三、水器（634）；四、乐器

（711）；五、兵器（2�125）；六、用器

（356）；附录（527）总计16�738。另，

《秦汉金文汇编》［14］编例，一共收录

585件，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

度量衡、杂器等。书中附录《秦汉金文

字汇》，检字表经笔者数字化处理，字

例约为793�字。所以秦汉之际的青铜器，

也才近600件。

石刻文字方面，叶程义《汉魏石

刻文学考释》一书，将石刻分成十二

类［15］，依序为：1.杂记类（87）；

2.碑志类（367）；3.颂赞类（22）；

4.哀祭类（23）；5.箴铭类（51）；

6.传状类（1）；7.诏令类（24）；8.序

跋类（3）；9.奏议类（16）；10.辞赋

类（1）；11.诗歌类（5）；12.论辨类

（5）总计605例。朝代的比例是（西

汉、东汉、蜀汉、曹魏、东吴分别为

21：495：12：61：16）。以上即为“非

墨迹文字”的概略分类整理。

此 外 ， 在 “ 墨 迹 文 字 ” 方 面 ，

出土的简牍文字是其主要涵盖的范

围，我们根据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

论》［16］，简牍依照内容可分成“书籍”

与“文书”两大类。书籍可分四种，

如：一、经书；二、史书；三、子书；

四、文学书。“文书”的种类，则参考

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分成

书檄、律令、簿籍、录课、符券、检褐

六类［17］。

初师宾先生说：“在春秋中晚期，

简牍文书是占主导地位的，诵习、著

述、收藏、整理已司空见惯。出土简牍

今见最早者为战国早期。直到魏晋时，

纸张虽然早已出现并应用，简牍却仍相

当普遍。一九九六年长沙走马楼一次出

土三国吴简九万多枚，数量惊人，即是

明证。此盖因纸贵，或中央、地方有别

的缘故。因此，简牍时代当上起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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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止魏晋，延续达二千年之久。至于简

牍时代早期的甲骨文、金文和陶、石、

玉、帛之书，大多属于祷祭、纪功、典

仪等专用、特例，决非载体主流，更不

是典籍文献的全貌。其中，如春秋晋地

盟书，战国及秦汉以降的帛书、石经、

碑碣等，显然都是简牍形式的模仿和变

相，均应有其简牍稿本。所以，发现时

代更早的如春秋乃至商周时期的竹木简

牍，恐怕只是个时日、机遇和技术性问

题。否则，拿昔日的泱泱文明盛况来衡

量，倒是违悖事理而不可思议了。”［18］

这样的看法我们相当同意，所以，无论

金石文字（非墨迹文字）的“应用层

面”“种类”或“数量”单独来看，甚

至全部加总，透过比较都比不上“墨迹

文字”。所以要作为分析研究，当然得

采用数量较多的字种，归纳整理出来的

结果才能说是“通例”。

第二点：“文字大小、材质、制作

方式”等物理特性的分析探讨

过去，研究者经常以简帛文字与金

石文字作对照分析，认为金石文字看起

来庄重厚实，是正式场合才会用的字。

而简帛文字因为“快速”书写所形成

的字形，就说是比较随便的。其实，写

的快是简牍文字最基本的要求，但却反

而成为研究者认为简帛文字是写的“随

便”与“草率”的“原罪”。

就青铜器上所谓的“金文”来说，

李松儒认为：“金文中铸造类铭文字迹

特征主要体现在笔画相接处没有尖锐

的折角痕迹，这是因为铜水流动于范内

折角处造成的效果。铸造铭文虽大多能

反映出墨书的痕迹，但是其字迹的附加

成分大大多于刻划文字。字迹附加成分

是既不反映书写者的书写技能，也不反

映书写习惯，是来自书写者的主观因素

和书写的客观条件对书写过程的干扰加

给字迹的。铸造铭文往往加入书写者的

主观意识，带有修饰性地对字迹进行改

造，有目的地改变了字迹，掩饰了书写

者实际的书写技能与习惯，如金文可以

通过双钩方式刻范等等。铸造类铭文由

于是制范铸造，所以一般来说在同一篇

铭文中不会有不同书写者的字迹，一般

来说也不会出现对铭文进行修改的痕

迹。”［19］

针对文字产生的方式，以其“物

理特性”来做客观的分析探讨，已经出

现在近期的论文中，这类能够分辨文字

产生的方式差异，“物理”影响文字形

貌的看法或观点是与笔者完全相同的。

李松儒认为：“金文中刻划字迹在刻

（划）写时的承受材料较甲骨更为坚硬

光滑，对刻刀的反作用更大，从而阻碍

和干扰书写活动的正常进行。书写工具

与承受物之间的摩擦程度不同，对字迹

的影响也不一样。刻划文字对字迹的干

扰主要是书写条件变化而书写者对其未能

很好的适应造成的。”［20］笔者也曾于拙

文《秦汉墨迹文字演变的考察研究》［21］

中以“反馈”一词来解释这类现象。即

牵涉文字制作时“反馈”的问题，材质

会给施力者相对的抵拒力，当这个抵拒

力大过一般人自然本能所能应付的，可

能就得改变制作的方式。

李均明、刘军于《简牍文书学》中

提到：“简牍文书字体之草率与否，不

仅取决于抄写人的书写习惯，与它是否

为草稿也相关。因草稿为非正式发出的

文本，还有待修改，只要起草人及参与

修定者能看懂即可，为求快捷省时，其

字体之工整程度通常稍差于正式文本。

当然，草稿亦不乏字体工整者，这是抄

写人的习惯所决定。”［22］会有简帛文字

因手写一定是“随便”或“草率”这样

的论说，或许是研究者没有实际以相同

的尺寸写过简帛文字。在0.8�cm或更窄的

竹简范围里，每个笔画必须很轻巧快速

地带过，太慢的话，笔画可能会交迭糊

在一起。书写必须要有足够的熟练度，

若没有经过长期的训练，或者对文字笔

顺有精确掌握的话，是不可能写出一篇

文字内容的。

所以，就书写的“技术”而言，

这样的简帛文字，绝对不“草率”也

不“随便”。而且就书写的内容与用途

来看，也通通是官方往来的文书、法律

条文或书籍等。没有所谓青铜石刻文字

用在“官”方，而其他的简帛文字则是

“俗”的那一方。所以无论作为研究者

或一般民众，都应该认清简帛文字的特

性，以及秦汉之际文字使用的情形到底

是如何。

笔者试着以白到黑共10段灰阶图标来

表示篆、隶、楷书的演进过程（图1），

可以知道的是，隶书介于篆与楷之间，至

于落在5或6或1与10之间任何一个数字都

没关系，而篆书是1为代表，楷书则以10

表示。在数字下再加上时间，即“朝代”

的元素。这个图表的主要用意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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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进顺序就会像图中的数字一样，过了

就不可能回头一定是1、2、3、4、5、6、

7、8、9、10的顺序，数字是绝对不会乱

跳的。

图1　字体演进灰阶示意

我们也会质疑，一样是古文字，

为何“墨迹文字”能有规律的演进，而

“非墨迹文字”则没有，真正的原因在

哪？其实关键就在于材质上“直接的墨

迹书写”，而且是直觉快速的书写。此

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应把艺术上

的篆书、隶书创作习惯与经验，附加在

我们所要深入讨论的古文字的演进中，

文字考证的研究与艺术创作在此必须切

割开来才是。

综合以上的讨论，我们必须再度

强调：研究的字形取例不能以少数“特

例”代表“通例”，例如，以“石鼓

文”作为“秦篆”的最早代表，而却忽

略了时代接近，数千枚的《睡虎地秦

简》这类的墨迹文字。比较科学的作

法，应该是采取大量的例证来分析，虽

然，先秦以前的墨迹文字数据不足。此

外，对于篆隶字体的演进研究，只能有

“一套标准”，不应有“多套标准”。

如果认为文字的演进是缓慢的，当在短

时间内有两个字形相距太大的文字时，

就必须仔细分析讨论，是否是文字材质

的原因或者其他问题，不能简单的以

“文字的讹变”作为理由轻松带过。

六、小结

从有某个字开始，某字就不会只

有一种写法，即使相同时期也会有很

多种写法，偏旁部件也不会有规则地并

行演进。到底《说文》所收录的字例与

唐宋或近代的常用字差异有多少？我们

认为，还是得依照《说文》内容，一字

一字地与出土墨迹文献对照考察比对。

所谓的“比对”并不是像过去研究者把

《说文解字》的篆字与其他字例来做前

后演进的过程分析。因为这份《说文解

字》并不是东汉许慎的原迹版本（即使

真的有这份资料，也都要有所保留，不

能尽信，毕竟东汉距离秦代也有数百年

之久），不可认为《说文》可以百分之

百代表秦代的篆字，不仅只是“字形”

的问题。

林沄先生曾说过：“目前真正的危

险并不在于搞古文字研究的人知识面太

窄，而是在古文字研究中用东拉西扯的办

法炫耀其博学，从而掩盖在研究路子和

方法上的根本错误和对古文字学本身的

极端无知，使古文字研究变成一种哗众

取宠或借以吓人的把戏。”［23］因此，除

了前人论述与古人文献的析辨，又以最

为根本的基础研究内容作为基础，透过

“引得市”索引的便利性，整理演绎出战

国至东汉之间文字的演进过程。笔者曾

经以：“夢（梦）”“書（书）”“愛

（爱）”“前”“秊（年）”“受”“無

（无）”“洞”“衣”“被”“行”［24］

等字作为演进说明的字例。如果说“笔

顺”不能作为文字演进的论述基础，那么

上面的其中任一字都可能会不能符合，所

以只要我们使用符合笔顺的字例，又依照

时间来排列，一定可以得出文字演进的过

程，这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古文字演进”的研究范围与字例

样本，主要还是以秦汉前后，将近700

年左右的墨迹文字为主，不往上朔及甲

骨文金文等字例，也不下探南北朝之后

的石刻文字。其实只要就这段时间的文

字，每个字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分期归类

排列，如此一来，至少秦汉之间“汉字

演进史”就可以清晰明朗了。

以上的讨论，是我们在充分的文字

材料上的基础上作出的考察分析，读者

可以否定笔者对于笔顺的看法或者研究

方式，但不能否定这些简帛墨迹文字存

在的事实。即使是东汉的许慎，或更晚

的唐宋时的古文研究者，都不免受限于

古文字资料的不全面，所著录文献中难

免有对文字“误解”的情况。综合前面

的各种考察与分析，我们已经可以说，

篆书至隶书（隶变）的演进，应该是建

立在具有“笔顺”与“即时书写”等要

件的文字中，而符合这样的条件，是写

在简帛上的墨迹文字。

因此，也只有目前的研究者才能理

解，先秦时代至今文字是如何演进的。

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与简牍学研究的

热门，相信未来的研究者可以更进一步

研讨出更多更细致的部分。在此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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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把研究方式基础建立好，在文

字演进的论述中，尽可能地以“墨迹文

字”作为字例，再以朝代分期等项目作

为分析研究的基础。修正部分有疑义的

旧说，让文字演进的状况真实地反映出

来，就是本文最重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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