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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文言津逮》

陳曦鐘

張中行先生的《文言津逮》這本書是講怎樣學習文言

的。「津逮」的本意是由渡口坐船到達目的地，後用來比

喻為學的門徑。所以「文言津逮」也就是「文言入門」。

我們知道，在為學（不管學甚麼）的道路上，一般說

來，並不存在可以一蹴而就的「捷徑」。但是，我們卻應

該避免或者少走彎路。這就需要有人給初學者指點門徑，

告訴他們正確的學習方法和步驟，以及其他必須注意的問

題，等等。

張先生長期從事中學語文教材的編輯和文言文的選注

工作，對於學生和教師在學習或講授文言文時通常會遇到

的種種問題，非常了解，因此書中所談的內容，都有很強

的針對性。正如呂叔湘先生序中所說，張先生「是以過來

人的資格，把學習文言所可能遇到的困難，給讀者一一指

明，並且告訴他怎樣去克服。正如一個有經驗的障礙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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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指點後來者怎樣通過那花樣繁多的重重障礙」。

張先生認為，在學習方法方面，路子是原則問題。我

們讀《文言津逮》，必須先了解張先生在學習文言的方法問

題上所持的根本主張。張先生多次講過，在如何學習文言

的方法問題上，多年來一直有兩種意見之爭：一種意見是

偏重多讀，以「熟」為基礎求會；另一種意見是偏重摸清

規律，以「知」為基礎求會。或者說，一條路是以多讀為

主，以文言的詞彙語法知識為輔；另一條路是以文言的詞

彙語法知識為綱，以綱統閱讀的目。（《〈文言常識〉編後

語》）兩條路，走哪一條好呢？張先生主張走前一條路，就

是走以多讀為基礎求會求通的「老路」，因為「這老路雖然

要費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卻是有保證的通路」。（《方法

及進程》，見《文言常識》）

我想在這裡說一點自己學習文言的經歷。我直到 1951

年上初中才開始接觸文言。那時從初中到高中的語文課

本，大部分都是白話作品，只夾雜很少的文言（古典詩

文）。而當時我和同學們課外閱讀的又全部是現當代文學

作品和翻譯過來的外國文學作品。這樣，語文課上所教的

少得可憐的文言，對我們提高閱讀文言的能力可以說毫無

作用，至少對我個人是如此。高三那年，語文課本忽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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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冊，一冊叫《文學》，一冊叫《漢語》。《文學》收的全

部是古典文學，記得一學年中從《詩經》的「關關雎鳩」一

直讀到宋元話本《碾玉觀音》。這一年學的文言作品的數

量超過了前五年的總和。我覺得只有這一年的學習才使我

對文言產生了興趣。恰好這時從鄰居家裡廢棄的舊書中撿

到一本 20世紀 30年代出版的附有注釋和白話譯文的《古

文觀止》，課外我把它讀了一遍，平時也經常翻看，雖然不

能全懂，卻成了我日後能夠比較順利學習文言的一點「資

本」。總之，我個人的經驗，也說明張先生主張學習文言

要走「多讀」的路子是正確的。

路子確定以後，然後就要考慮讀甚麼和怎樣讀的問

題。書中第九篇《循序漸進》就是集中講這方面問題的。

比如在讀甚麼方面，張先生提出先一般而後專門、先選本

而後全集、先今注而後古注，等等；在怎樣讀方面，指出

要熟讀，要「精」與「博」配合得當，要學習使用工具書，

等等。這些意見都切實而中肯，讀者從中不難受到有益的

啟發。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張先生在這一篇中先後兩次強

調學會使用工具書的重要性。他說：「學習文言，使用工具

書是非常重要的習慣和本領，有此本領，許多疑難可以順

利解決，無此本領則處處坎坷，甚至寸步難行」；「所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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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學起就應該手勤，培養尋檢的習慣，積累尋檢的知識。」

為此，他還特意在書後附錄了一篇《工具書舉要》，介紹一

些需要經常參考的工具書。事實上，不但初學者要勤於查

工具書，就是基本上學會學通了文言的人，也離不開工具

書。目前古書注釋中的錯誤，很大部分便是由於注釋者怠

於查工具書而僅憑「想當然」造成的。

需要說明，雖然張先生主張走多讀的路子，但他並不

輕視系統學習文言的詞彙語法知識以及名物制度等知識的

作用。《文言津逮》中從第一篇《文義之間》開始，一連幾

篇都是講文言的特點和難點，給予讀者的正是比較系統的

有關文言的必要知識。張先生的高明之處，是能把這些原

本比較艱深的知識，用舉重若輕、深入淺出的文筆，娓娓

道來，使讀者彷彿在文言世界中漫遊，於不經意中獲得豐

富的知識，無怪乎呂叔湘先生當初要給這書起名《文言世

界漫遊記》了。順帶說一下，為了實踐以多讀為主，以文

言的詞彙語法知識為輔的設想，張先生還親自主編了一本

《文言常識》，讀者不妨參看。

本書最後一篇是《行文借鑒》。張先生指出，用現代漢

語寫文章，以文言為借鑒，要取其優點，避其缺點。他說：

「我國舊時代作家如林，各有各的風格，多體會，多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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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就會如蜜蜂的雜採而釀成自己的蜜，收穫是不可限量

的。」在這方面，張先生本人無疑是一個榜樣。他是當今

公認的散文大師，他的《負暄瑣話》等名著，以其獨有的

風格和魅力，早已洛陽紙貴，風靡天下。你想學習如何以

文言為借鑒嗎？那就請你讀張先生的著作吧，你肯定會有

收穫的。

《文言津逮》初版於 1984年，當時承蒙張先生賜贈一

冊，讀後獲益良多。今夏回京，敬群兄來訪，說起出版社

擬出一套名家撰寫的通俗學術著作。我即向他推薦張先生

的這本書。敬群兄說，他也讀過這本，印象很深。他在徵

得張先生的同意後，決定將此書收入叢書，並要我寫一點

讀後感。因此拉拉雜雜，寫了上面的一些話。

辛巳年秋草於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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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跟中行同志認識三十年了，可是因為住處離得遠，一

年難得見上幾次。我知道他的筆是閒不住的，可是不知道他

在寫些甚麼。大約半年前吧，我在《語文教學》上看見他寫

的一篇《文言的用典》，寫得深入淺出，令人歎服。我想，這

不會是孤立的一篇，不知道還有些甚麼姊妹篇。果然，有一

天，他挾著一包稿子找我來了。他說：「這裡邊是講怎樣學習

文言的文章，一共十篇，外加一篇附錄講工具書，你給看看，

提提意見。還有，我打算把它們印成一本小書，還沒個書名，

你也給想想。」他把稿本留下，我翻開來看看，講用典故那

篇赫然在內。另外九篇也都是同樣深入淺出，引人入深。從

古今文字的異形、異義、異用，講到反映在文字上的古今風

俗習慣的差別，又講到由於傳抄、版刻的不同而產生的疑

難，如此等等。總之是以過來人的資格，把學習文言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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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困難，給讀者一一指明，並且告訴他怎樣去克服。正

如一個有經驗的障礙賽跑運動員指點後來者怎樣通過那花樣

繁多的重重障礙。過了半個多月，中行同志來取回稿子，問

我怎麼樣。我說：「這是一本異常有用的書，你就放心拿去出

版吧。」他說：「你還沒給取名字呢。」我說：「這本書的目的

是要把讀者引進文言世界，何不就叫作《文言世界漫遊記》？

如果你嫌這個名字太時髦，喜歡古雅點兒，那就不妨叫作《文

言津逮》。」他說：「好！就《文言津逮》。」於是他很高興，

我也很高興。是為序。

呂叔湘

1982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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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的幾句話

近幾年來做文言文的選注工作，因為職務所近，常常遇

見與學文言有關的一些問題。要不要人人學文言是個大問

題，大概要在比較長期的實踐中逐漸解決。假定已經決定

學，像現在中學課程規定的那樣，於是許多人就不得不接觸

文言作品，或者給別人講，或者自己讀。目的是一個，學會，

或說是拿起不過於古奧的文言讀物，憑藉注解或不憑藉注

解，能夠理解其意義。為了達到此目的而講而讀，會遇見一

些困難，需要具備一些對付困難的常識。這類常識，有的可

以在詞句的講讀中零碎學到，有的可以在介紹古漢語知識的

書裡比較系統地學到。還有一些，性質比較一般，甚至比較

初步，講讀文言時會遇到，而介紹古漢語知識的書卻不講或

不著重講，我個人想，談談這方面的常識，對於語文教師和

初學文言的人也許有些好處。因為有這種想法，於是寫了這



004  文言津逮

本小書。所談的幾個方面源於自己的感觸，既不全面，又不

深入，更難免偏頗和錯誤，懇切希望讀者多多指教。

呂叔湘先生於百忙中通讀原稿，提出不少珍貴的意見，

並為取書名，寫序文；名書法家啟功先生為題封面書名，謹

在此表示深深的謝意。

著者

1982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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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義之間

這本小書談的是講文言或學文言時會碰到的一些問題。

談問題之前，先說說甚麼是文言。這要從古漢語說起。顧

名思義，古漢語是古人用為交際工具的漢語。這裡有兩個問

題：一是「古」指甚麼時代，二是「語」指哪一種話。先說前

一個問題，古，從有文獻可考算起，即使截止到隋唐，也超

過兩千年。年代久，任何事物都要變，語言當然也不能例外。

孔子說的話如果如實地傳下來，恐怕以繼道統自任的韓愈

也未必能懂，那麼究竟以孔子之言為準呢，還是以韓愈之言

為準呢？再說第二個問題，從甲骨文起，可考的文獻確實不

少，可是這些文獻與口語有無距離，距離多遠，也很難確切

知道。古，摸不清；語，也摸不清。怎麼辦？可行的辦法是

取其大同而捨其小異。幸而我們的古漢語確是有大同，即所

謂「文言」，古代大致以秦漢為準，有個相當明朗的規格，後



006  文言津逮

代，不管是強調仿古的唐宋八大家和明前後七子，還是強調

創新的明公安派，都亦步亦趨地照著規格作，這樣，文言高

踞其位，堂上一呼，堂下百諾，就形成相當協調的一統。這

個一統，與其說是古漢語，還不如稱之為文言更確切。自然，

文言的大同之中也難免小異，如過於古奧的詞句，見於甲骨

文、金文以至《尚書》中的那些，看來有些離奇，或者另一

端，如六朝的譯（佛）經體，有外道氣，小說，有俚俗氣，可

以存而不論。

文言和現代漢語有傳承關係。這種關係很微妙，你說是

截然兩種嗎？不對；你說不是兩種嗎？也不對。勉強說，是

藕斷絲連，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顯示易學的一面，

就是說，可以以今度古，望文生義；同中有異顯示難學的一

面，就是說，望文生義，常常會誤解。

我們讀文言作品，看，是由字形而領悟意義；念出來，

是由聲音或兼由聲音領悟意義。這裡專就看說，是字形和意

義之間有某種約定的關係，熟悉這個約定的關係，自然可以

望文而生義。可是，字形和意義的約定關係，文言和現代漢

語不盡相同，甚至常常不同，因而不熟悉文言的人就很容易

把現代漢語的約定關係移用於文言，於是就錯了，至少是似

是而非。因此，文言的講讀，想要做到理解正確，就必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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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文言的文義之間的某些不同於現代漢語的情況。

文言的文義之間，必須注意的是與現代漢語不同，因而

容易誤解的情況，像以下兩種情況，由於不容易出錯，我們

就可以看作無關緊要。一種是已經死去的，也就是現代漢語

裡不用的詞。這樣的詞，時代越靠前，數量越多。如《易經》

的「為 足」，《詩經》的「淇水滺滺」，《儀禮》的「四鉶繼之」，

「 」「滺」「鉶」，現代漢語裡都不用了。不用，看見不認識，

也就不會因望文生義而誤解。另一種是古今詞義沒有變化

的，如「水」「火」「嫁」「娶」「紅」「黃」之類，既然詞義沒有

變化，望文生義也就可以通行無阻了。

必須注意的是望文生義容易錯的。這有種種情況，下面

舉例說說一些常見的。

（一） 古今異形

（1）宴宴爾新昏
4

，如兄如弟。（《詩經．邶風．

谷風》）

（2）守屍吏然
4

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後漢書． 

董卓傳》）

（3）一日暴
4

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

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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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喜，告召
4

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國語．周語上》）

「昏」，現在寫「婚」。「然」，現在寫「燃」。「暴」，現在寫

「曝」。「召」，現在寫「邵」。如果不知道古今寫法不同，

就容易誤讀、誤解。

（二） 古字通假

（1）距
4

關，毋內
4

諸侯，秦地可盡王也。（《史記．

項羽本紀》）

（2）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
4

德也。（同上）

（3）旦日不可不蚤
4

自來謝項王。（同上）

（4）張良出，要
4

項伯。（同上）

「距」通「拒」，「內」通「納」，「倍」通「背」，「蚤」通

「早」，「要」通「邀」，這是古字通假。通假是借彼字

為此字，也就是寫別字。寫別字當然不好，不過古人

習慣這樣做，已經是既成事實，我們也只好容忍，費

精力多記一些了。



一  文義之間  009

（三） 古今意義不同

（1）棄甲曳兵
4

而走
4

，或百步而後止。（《孟子．梁

惠王上》）

（2）吾去
4

大軍數十里。（《史記．李將軍列傳》）

（3）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
4

鑊。（《史記． 

廉頗藺相如列傳》）

（4）窮
4

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

心上》）

「兵」，古代多指武器。「走」，古代指跑。「去」，古代指

離開。「湯」，古代指沸水。「窮」，古代指不得志，不是

指缺少財物，所以「窮」的反義詞是「達」或「通」，不是

「富」（「貧」的反義詞是「富」）。很多詞，古今意義有變化，

有的變化大，有的變化小，即使變化小，如果據現代漢語

的先入之見而望文生義，也會似是而非。

（四）古今說法大異

（1）臣誠恐見
4

欺於王而負趙。（《史記．廉頗藺相

如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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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皇天無親，惟德是
4

輔。（《尚書．周書．蔡仲

之命》）

（3）而智術淺短，遂用
4

猖獗。（《三國志．諸葛

亮傳》）

（4）停車坐
4

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杜牧

《山行》）

「見」，這裡表被動。「是」，這裡的作用是形成賓語前

置句（意思是「惟輔有德者」）。「用」和「坐」都表示原

因，可是用法有別，「用」通常省略賓語「之」，「坐」卻

必須帶賓語（這裡是「愛楓林晚」）。

（五）反義

（1）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
4

國之社。（《周禮．

地官．媒氏》）

（2）其能而亂
4

四方。（《尚書．周書．顧命》）

（3）敢
4

不唯命是聽。（《左傳．宣公十二年》）

（4）夜來風雨聲，花落知
4

多少。（孟浩然《春眠》）

「勝國」是因戰敗而滅亡的國，「亂」四方是「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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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敢」是不敢，「知」是不知，這種與字面意義相

反的情況也要注意。

（六）異音異義

（1）以為李廣老，數奇
4

，毋令當單于。（《史記．

李將軍列傳》）

（2）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
4

。（《禮記．大學》）

（3）（王）恭曰：「吾平生無長
4

物。」（《晉書．王

恭傳》）

（4）扁
4

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蘇軾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二首》）

「數奇」的「奇」讀 j*，是運氣不好的意思。「體胖」的「胖」

讀 p!n，是安詳的樣子，不是肥胖。「長物」的「長」讀

zh#ng，是多餘的意思。「扁舟」的「扁」讀 pi~n，是小的意

思。這類字容易誤讀，從而誤解，尤其要注意。

（七）表非習見之義

（1）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4 4

。（孟浩然《過故

人莊》）



012  文言津逮

（2）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
4 4

橋。（杜甫《陪鄭廣文

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3）至是，初行開元
4 4

通寶錢，重二銖四絲。（《資

治通鑒》卷一八九）

（4）（八月）丙子，隆祐太后發南京
4 4

，命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郭仲荀護衛如江寧。（《宋史．高宗本紀》）

「菊花」這裡不是花名，而是酒名。「第五」這裡不是已經走

過四座橋的第五座，而是一個大官僚的姓。「開元」很容易

誤解為唐玄宗的年號，其實這裡是開國的意思，因為錢是唐

高祖武德四年所鑄。「南京」，望文生義，指現在的南京似

無問題，其實錯了，因為宋朝的南京是現在的河南商丘。

（八）古分今合之義

（1）葉徒相似，其實
4 4

味不同。（《晏子春秋》）

（2）中間
4 4

力拉崩倒之聲。（林嗣環《秋聲詩自序》）

（3）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4 4

而已矣。（《孟子．

告子上》）

（4）卻看（讀 k~n）妻子
4 4

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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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現在是一個詞，等於說「實際上」，古代是兩個詞，

應當理解為「它的果實」。同理，「中間（讀 ji#n）」，等於現

在說「中間夾雜著」；「放心」，等於現在說「散漫的心」；「妻

子」，等於現在說「老婆孩子」。雙音節，古代分義，現在變

為合義，這種情況也很有一些，如果不留意，貿然以今例古，

也會出錯。

（九）根據上下文始能確定意義

（1）相如曰：「王必無人
4 4 4 4

，臣願奉璧往使。」（《史

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2）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
4 4 4

，必移兵先擊之。（《史

記．信陵君列傳》）

（3）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文藝
4 4

經傳皆通

習之。（韓愈《師說》）

（4）漁人網集澄潭下
4

，賈客船隨返照來。（杜甫

《野老》）

「王必無人」，根據上下文，知道是如果王一定沒有人的意

思。「已拔趙」，意思是將來攻下趙國之後。「六藝」，可以

解為禮、樂、射、御、書、數，也可以解為《六經》，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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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有「皆通習之」，知道必是指《六經》，因為唐朝讀書人

不學習「御」（趕車）。「澄潭下」的「下」，驟一看像是方位

詞，看下聯，與「來」對偶，才知道是動詞，應解為下網。

（十）古今稱謂差別

在稱謂上也不要望文生義，機械地照字面理解。如「大

父」是祖父，不是大爸爸；「舅姑」是公公婆婆，不是舅父和

姑母；「先子」是死去的父親，不是以前的兒子；「外子」是丈

夫，不是外面的兒子；等等。

以上所舉是一些常見的情況，一管自然難窺全豹。為

了避免誤解，還不很熟悉文言的人最好先讀有注解的書；

讀沒有注解的書，寧可多抱一些懷疑態度。能疑，並養成多

請教詞典的習慣，望文生義、似是而非的情況就可以逐漸

減少了。

以上談的易誤解的情況都是關於詞的。詞之外，語、句，

自然也有這種情況。一句話，或者小於句、大於詞的甚麼結

構，從字面看，有時候不止一種講法，或者像是可以這樣理

解而實際不當這樣理解，如果不細心，或者不熟悉文言的表

達習慣，也容易誤解。這類情況，形式和內容千差萬別，很

難舉一例以概其餘。以下舉一些例，意在說明，從語法的觀

點看，有的誤解與語句的結構有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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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
4 4

畜養，

不見其益，有時而大。（枚乘《上書諫吳王》）

（2）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4 4

，講信修

睦。（《禮記．禮運》）

（3）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

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
4 4 4 4

，終莫敢直諫。（《史

記．屈原列傳》）

（4）衡因為賦，筆不停輟，文不加點
4 4

。（禰衡《鸚

鵡賦序》）

例（1），「種樹」容易理解為動賓關係，種植樹木；其實在這

裡它同「畜養」對稱，不是動賓關係，而是並列關係，「樹」

是動詞，也是種的意思。例（2），「選賢與能」的「與」，容易

理解為「和」，這樣「賢與能」就成為「選」的賓語；其實不

然，「選賢」同「與能」對稱，「與」通「舉」，即選拔，是動詞，

「與能」是動賓關係。例（3），「從容」和「辭令」是甚麼關

係？有人理解為並列關係，這樣，意思就是態度從容，言談

美妙；有人理解為動賓關係，意思是委婉於辭令。由上下文

看，這裡是說辭賦，不是說為官處世，應該從後一種理解。

例（4），「加點」很容易理解為斷句，這就成為動賓關係；其



016  文言津逮

實這裡是並列關係，「加」是添字，「點」是減字，不需增減，

是加重形容文才之高。

有的誤解與語句的結構無關。例如：

（5）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

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

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

命於亞旅。」魯人
4 4

以為敏。（《左傳．文公十五年》）

（6）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
4

，獨此取諸

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適也。（唐

順之《任光祿竹溪記》）

（7）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
4 4

也。」（《論語．述而》）

（8）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
4 4

蛾眉馬前死。（白居

易《長恨歌》）

例（5），「魯人」，《正義》解為「魯鈍之人」，劉知幾《史通．

敘事》也同意這種講法。其實是大有問題的，因為：①在古

代典籍中，齊人、晉人、秦人一類說法，齊、晉、秦都指國

名，華耦出使之地是魯國，「魯人」的「魯」怎麼能不指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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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②華耦不敢與魯君共席是謙遜，照《左傳》書中表現的

道德觀念，正是應該讚揚的。③上文舉經稱為「華孫」，並解

其意為「貴之」，怎麼忽而又說只有蠢人才說他「敏」呢？可

見理解為「魯鈍」是錯的。（焦循《春秋左傳補疏》也談到這

個問題，說「魯人」應解為魯國之人。）例（6），「勝」，可以

解為「勝負」之勝，也可以解為「景物優美」之勝，這裡顯然

不應理解為爭勝負，因為：①主人以退隱自喜，當然不會逞

強與有力者爭勝負。②「勝」前有「池亭花石」作為修飾語，

「勝」當然不能是勝負。例（7），「不復」，有人理解為「不再

用這種教法」，表示教人用心很苦，意思是好的。不過看上

文，說的是「這樣蠢笨的不能自力學習的人」，如果「復」的

意義是「不再用這種教法」，那就無法銜接，所以還是應該

理解為「不再教」。例（8），「宛轉」，有人理解為這是形容楊

貴妃被勒時身體扭動之狀。這顯然不妥當，因為：①通觀全

詩的情調，白居易絕不會特別拈出慘死的形象來描寫一下。

②「宛轉」形容「蛾眉」，意思應該是美好的一面。③「宛轉」

的本意是「溫順隨從」，這裡為甚麼不可以用本意呢？看樂

史《太真外傳》，記楊貴妃死時是這樣說：「上入行宮，撫妃

子出於廳門，至馬道北牆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涕嗚

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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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這樣的衰憐

之態，用「宛轉」來形容不正是合適的嗎？

以上兩個類型，與結構有關或與結構無關，從要求理解

不誤方面看，我們不分辨也未嘗不可。防止誤解的辦法只有

一個，即多注意上下文，然後選定一種合情合理的講法。所

謂合情合理，就是既要符合文意，又要符合文言的表達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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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讀音小議

一

念白話文，讀音有對錯問題（以普通話為標準，下同）。

錯有多種情況，其中重要的一種是：同一形體（如「間」）有

不同的讀法（ji~n，ji#n），應該讀那種的時候（如晴 ji#n多雲）

卻讀成這種（晴 ji~n多雲）。這類讀音對錯問題是現在通行

語言裡的問題，本文是談文言，可以不管。

念文言作品，有些字讀音怎樣算對，怎樣算錯，問題很

複雜。為了今天有用，可以把問題簡化。①我們可以不管古

音或舊音問題。因為：a.搞不清楚。譬如說，孔子總念過「關

關雎鳩」吧？那究竟是甚麼韻味？恐怕很難摹擬。等而下之，

到唐朝李杜，當然也要念，甚麼韻味？我們只知道必不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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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可是也很難摹擬。b.即使能夠搞清楚也沒有用，因為

我們要用現代普通話的語音系統讀。舉例說，數字「一」「七」

「八」「十」，舊音都不讀平聲，現在都讀平聲了。又如「日」

「月」「木」「肉」，舊音都是入聲字，現在詞典都注去聲了（漢

語拼音也沒有表示入聲的符號）。②文言典籍中有很多字，

現代漢語不用或幾乎見不到了，怎樣讀音，可以靠《辭源》

《辭海》或《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一類書確定，自然不會

因為望文生音而致誤，這裡也可以不管。

需要注意的是這樣一些字，現代漢語中仍然常見，可是

文言中的某種用法，照舊習慣要另讀的，如「女」讀 r6，「內」

讀 n#；「（口）占」讀 zh#n，「王（天下）」讀 w#ng；「（矛）盾」

讀 sh6n，「（大）乘」讀 sh&ng；「淺淺」讀 ji~n ji~n，「丁丁」讀

zh$ng zh$ng；「（皋）陶」讀 y!o，「龜兹」讀 qi4 c(；「可汗」讀

k& h!n，「南無」讀 n~ m1；等等。這類字，容易望文生音；

是不是望文生音一定算錯呢？還是有的算錯有的可以不算錯

呢？很明顯，如果望文生音可以不算錯，講讀文言就可以少

一些負擔。這個問題很不簡單。此外，還有個牽涉更廣的問

題：文言是舊時代的事物，讀音完全不顧舊習慣行得通嗎？

問題大而多，絕非一兩個人的片斷想法所能解決；這裡只想

分析一下問題的大致情況，以期講讀的時候能夠心中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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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進一步知道如何取捨。

二

我們可以先從「負擔」談起。沒有負擔比有負擔輕鬆，

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但是分析問題不當這樣籠而統之，

因為負擔也會有質的不同：有的是無謂的，有的是必要的。

無謂的可以扔掉，必要的不能扔掉。就某字的某種用法須

另讀說，如果放棄此另讀會引起誤解或招來不便，這個另

讀，作為一種負擔說，就是必要的，反之是無謂的。這個

原則容易說，估計也容易取得多數人同意；困難在於用它

去甄別具體的字。譬如說，我建議此後讀《孟子》「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王」就讀陽平好了，估計我的學生會同

意，我的老師就未必同意。萬一意見不同，處理得都心平氣

和還是困難的。

不過，減輕負擔，作為處理文言讀音的一個原則，還是

可取的，甚至是不得不取的。何以言之？有事實為證。①有

些字的另讀過於瑣細，維持它像是很彆扭，大家早已不約而

同地放棄了。如「出使」「治國」「慰勞」「忠告」，現在都照字

面讀，而不讀出 sh_、 ch(國、慰 l#o、忠 g7了。②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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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音委員會審異讀詞的時候，碰了一點文言的邊，已經用了

減輕負擔這個原則。如「（操）行」讀 x(ng，不讀 x_ng；「（不）

勝（枚舉）」讀 sh&ng，不讀 sh$ng；「（口）吃」讀 ch*，不讀

j*；「葉（公好龍）」讀 y&，不讀 sh&。（可惜沒有擴而大之，

把現代漢語裡不見或罕見的文言另讀也用這個原則清理一

下。如果這樣清理了，講讀文言的人就可以輕裝上陣，那真

是功德無量。）③辭書也已經悄悄地用了這個原則。以《辭

海》為例，遇到某字文言另一用法另讀的情況，多數是另條

注音，這表示「應該」另讀；少數則不這樣處理。其中又分

兩種，一種數量不多，是注明「讀音」（意思大概是這樣讀也

可以）；一種數量較多，是注明「舊讀」，這表示現在「不必」

另讀，可輕裝則輕裝了。④望文生音，不管另讀也是將來的

大勢所趨。如「（再）三」，很少人讀 s#n；「（游）說」，很少

人讀 shu_；作姓用的「仇」「蓋」，連本人也望文生音，不讀

qi5、g^了。⑤有些字的另讀，似乎放棄了更順當一些。如

「文（過飾非）」不讀 w&n，當贈送講的「遺」不讀 w&i，「滑

（稽）」不讀 g6，「（阿）房（宮）」不讀 p!ng，不是很好嗎？

減輕負擔的原則，說得更周密一些是，凡是照字面讀而

不影響意義的表達和理解的，就放棄另讀。這個原則容易

定，可是運用起來又會遇到疑難。難不在兩端而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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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是明顯可以放棄的，如一般詞語的「數」（當屢次講

讀 shu3），「倩」（當女婿講讀 q_ng），專名的「（僕）射」（讀

y&），「（酈）食其」（讀 y_ j*），等等，照字面讀都不致引起誤

解，放棄另讀沒有問題。一端是明顯不能放棄的，如「責」

通「債」，「信」通「伸」，「識」通「志」；「（數）奇」讀 j*，「（宮

商角）徵（羽）」讀 zh)，「（白雲）觀」讀 gu#n，照字面讀會

引起誤解，就不好放棄。中間的，字數未必很多，類型卻千

變萬化，如何去取要仔細考慮，甚至要個別解決，這裡不能

詳談。

這裡必須多考慮的是，講讀文言的時候，遇見這類問題

怎麼辦。很明顯，語言是大家共用的交際工具，專就讀音說，

某字怎樣讀，只能由約定俗成定之，或主管部門（如審音委

員會）定之，個人，不論有甚麼想法，總不當擅自做主。我

個人的想法，有兩條路可走。一條，完全照辭典，如「稽首」

讀 q) sh2u，「親串」讀 q*n gu#n，「朱提」讀 sh5 sh(，「單于」

讀 ch!n y5，「冒頓」讀 m3 d5，等等；辭典注明「讀音」的，

或從讀音或不從讀音；辭典注明「舊讀」的，告訴學生或自

己記得，舊日有另讀，今可不從。另一條路，酌量運用減輕

負擔的原則，向學生講明或自己記得，某字的某種用法有另

讀，從不從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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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面說，文言讀音問題很複雜。以上只談了複雜的一個

方面；還有另一個方面，來自文言的常用花樣，調平仄和協

韻。於是問題來了，如果完全照現代普通話的語音讀，而且

酌量求減輕負擔，而這樣碰巧與調平仄和協韻的要求衝突，

怎麼辦？一條路是不管，這就會失掉由調平仄和協韻而來的

聲音美；一條路是顧全聲音美，追逐舊讀，這樣不只不能減

輕負擔，反而要比辭典保留的走得更遠。看下面的例：

（1）將軍勇冠三軍
4

，才為世出
4

。（丘遲《與陳伯

之書》）

（2）簫聲咽
4

，秦娥夢斷秦樓月
4

。秦樓月
4

，年年柳

色，霸陵傷別
4

。（李白《憶秦娥》）

例（1）「出」，舊音是入聲字，現代漢語讀平聲；如果讀作平

聲，與「軍」平仄失調。「別」也是入聲字，現代漢語讀平聲；

如果讀作平聲，與「咽」「月」不能協韻。要是顧全聲音美，

就要找回舊音，讀作仄聲。（這裡說仄聲，因為普通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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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聲，只能讀作去聲。因此，嚴格地說，所謂追逐舊音，只

能大致地追逐到「仄」，不能細緻地追逐到「入」。）

講讀文言，割捨聲音美也是一件難事；如果不能割捨，

那就只好在讀音方面忍受一些麻煩。幸而這樣的麻煩並不很

多，習慣了負擔也不致過重。下面分類舉一些例，以便知道

哪些地方需要注意。

散文是「散」的，但是有時候也有平仄協調的問題。

（3）民愨則財用足
4

，民侈則飢寒生
4

。（桓寬《鹽鐵

論．本議》）

（4）然則北通巫峽
4

，南極瀟湘
4

。（范仲淹《岳陽

樓記》）

例（3）「足」，例（4）「峽」，舊都讀仄聲；現在讀平聲，與平

聲「生」「湘」不協調。還可能有不協調的問題。

（5）天得一以清
4

，地得一以寧
4

，神得一以靈
4

，穀

得一以盈
4

，萬物得一以生
4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4

。

（《老子．第三十九章》）

（6）聞道百
4

，以為莫己若
4

⋯⋯（《莊子．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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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清、寧、靈、盈、生協韻；「貞」舊讀 zh$ng，與以

上幾個字協韻，現在讀 zh$n，不協韻。例（6），「百」是入聲

字，用漢語拼音表示讀 b3，與「若」協韻；現在讀 b@i，不 

協韻。

比散文規矩嚴一些的是駢文，講究對偶，用現在音讀，

平仄不協調的情況有時候會出現。

（7）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美終

則誄發
4

，圖像則贊興
4

。⋯⋯仲連之卻秦軍
4

，食其之

下齊國
4

。⋯⋯雖傳之簡牘
4

，而事異篇章
4

。（蕭統《文

選序》）

（8）孟嘗高潔
4

，空餘報國之心
4

；阮籍猖狂
4

，豈效

窮途之哭
4

。（王勃《滕王閣序》）

例（7），「發」「國」「牘」舊讀仄聲，與平聲「興」「軍」「章」

協調；現在讀平聲，不協調。例（8），「潔」「哭」舊讀仄聲，

與平聲「狂」「心」協調；現在讀平聲，不協調。

比駢文規矩更嚴的是賦，因為它有韻，又常常講究對偶。

（9）棹容與而詎前
4

，馬寒鳴而不息
4

。（江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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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賦》）

（10）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
4

。始躑躅於燥

吻，終流離於濡翰
4

。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
4

。

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
4

。思涉樂其必笑，方言

哀而已歎
4

。（陸機《文賦》）

例（9），「息」，舊讀仄聲，與平聲「前」協調；現在讀平聲，

不協調。例（10），「端」「翰」（舊可讀平聲）「繁」「顏」「歎」（舊

可讀平聲）協韻；照現在讀法，「翰」「歎」都不協韻。

要求平仄協調和協韻更嚴的是詩歌（包括詩、詞、曲等）。

（11）打起黃鶯兒
4

，莫教
4

枝上啼
4

。啼時驚妾夢，不

得
4

到遼西
4

。（金昌緒《春怨》）

（12）瀟湘何事等閒回
4

，水碧沙明兩岸苔
4

。二十
4

五

弦彈夜月，不勝
4

清怨卻飛
4

來。（錢起《歸雁》）

（13）多情自古傷離別
4

，更那堪，冷落清秋節
4

。今

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4

。此去經年，應是良

辰好景虛設
4

。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4

？（柳永

《雨霖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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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面提到的文體相比，詩詞在調平仄方面要求特別

嚴，就是說，不只在句末，而且在句中（粗略地說，詩要二、

四、六分明，詞大致是這樣而不盡同）；協韻的限制也比較

嚴，尤其是近體詩。這樣，講讀詩詞，如果一律照現在的

音讀，就常常會出現平仄失調和不協韻的現象。如例（11）

「教」，舊可讀 ji~o，「得」，舊讀 d&；例（12）「十」，舊讀

sh_，「勝」，舊讀 sh$ng：平仄才能協調。例（11）「兒」，舊讀

n(；例（12）「回」，舊讀 hu!i：才能協韻。例（13），這首詞

用入聲韻，其中「別」「節」「說」現在讀平聲，如果不從舊讀

就不能協韻。

那麼，講究平仄、協韻的文體，尤其詩歌，讀音問題要

怎樣處理才好呢？辦法可有兩種。一是在需要調平仄和協

韻的地方，從舊讀（如果是講給人聽，要說清楚為甚麼這樣

讀）。一是照現在的音讀，說清楚平仄不調和、不協韻，是

因為古今讀音有變化。我個人是傾向於用前一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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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名物種種

講文言，讀文言，主要的要求是能夠透徹而正確地理

解。要理解，而且要透徹、正確，這自然不很容易。不容易

有種種原因，其中一個相當重大的是，對過去的「名物」不熟

悉。文字是客觀情況的寫照，所謂能理解，是透過文字，恰

如其分地覺知文字所反映的客觀情況。因此，如果不熟悉客

觀情況，只是識字，其結果有時候就會像霧裡看花，想看的

是花，而所見的是霧，至多只看到迷離恍惚的花。從這種意

義上說，熟悉客觀情況較之識字並非次要。文言所反映的生

活情況是過去各個時代的，而過去的生活情況，與現代的相

比，有相當多的一部分，或者大異，或者小異；即使是小異，

如果不熟悉，也就不能透徹而正確地理解。記得年輕時候，

讀到下面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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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寢不屍
4

。（《論語．鄉黨》）

（2）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
4 4

之童。（李

密《陳情表》）

（3）桓玄既篡位後，御床
4

微陷，群臣失色。（《世

說新語．言語》）

（4）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王渾之子）從庭

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

「若使新婦
4 4

得配參軍（王淪，王渾之弟），生兒故可不

啻如此。」（同上書《排調》）

心裡總是似解非解，將信將疑。屍，舊注是偃臥如死屍，也

就是面朝上背朝下，這樣睡也相當舒服，為甚麼不可以呢？

身高五尺，將近一米七了，古代兒童怎麼這樣高呢？皇帝接

見群臣，為甚麼躺在床上呢？鍾氏已經有了很大的孩子，為

甚麼自稱新婦呢？後來才明白：寢不屍，可能是因為古代有

俯身葬法，像死屍一樣面朝下睡，這當然不好；古時候尺小，

五尺合現在三尺多；床當時是坐具；六朝時候，女子出嫁以

後，上有長輩就自稱新婦。起初不能透徹而正確地理解，就

是因為不熟悉古代的名物。

從講讀文言的角度看，有關名物的困難大致可以分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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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面。一方面，嚴格講不是名物問題，只是名稱古今不同，

而實質無大差異。例如宋朝所謂「瓦子」，大致相當於現在的

「市場」或「商場」；明朝所謂「直裰」，大致相當於前些年男

子穿的長袍，等等。這是古今詞彙的差異，這裡可以不談。

名物的真正困難來自另一方面。這就性質說又可分為兩種。

一種是屬於社會組織和人事活動方面的。例如：

（5）臨江哀王閼，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

子，國除
4 4

為郡。（《漢書．景十三王傳》）

（6）董生舉進士
4 4 4

，連不得志於有司
4 4 4 4 4 4 4

。（韓愈《送董

邵南序》）

例（5），「國」是漢朝封王的皇帝子孫佔有的封地，因為被封

的王死後無子，所以「國」撤銷，封地收回，改為由中央統轄

的郡。例（6），「舉進士」是投考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是

考官（通常是禮部侍郎）幾次都不賞識他的文章，沒有考中。

另一種是屬於勞動創造的生活資料方面的。例如：

（7）龜
4

足以憲臧否，則寶之。（《國語．楚語下》）

（8）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繫獲也，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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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塞，飭烽燧
4 4

。（《鹽鐵論．本議》）

例（7），「龜」是整治好了的供占卜用的龜甲。例（8），「烽燧」

是古代邊境高處設立的烽火台，點火報警，白天稱「燧」，夜

裡稱「烽」。

上舉「國除」「烽燧」等名物，因為涉及人類生活的各個

方面，內容自然很複雜。過去講這類名物的書，主要有正史

的「志」，如天文志、地理志、選舉志、食貨志等。史志之外，

還有所謂「政書」，如唐朝杜佑的《通典》、宋朝鄭樵的《通

志》，更詳盡的是元朝馬端臨作的《文獻通考》，內容包括田

賦、錢幣、戶口、職役、徵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

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輿地、四裔、

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共二十四門。政書內容雖

然這樣複雜，可是缺漏仍然在所難免。原因是：①歷來講這

類名物的書都著眼於與政務有關的大事，至於只與小民有關

的一些所謂小節，自然就遺漏了。②文字有限而客觀情況無

窮，想巨細無遺當然做不到。這樣，就講讀文言說，有時就

會使透徹而正確的理解很不容易。

這個困難，對初學的人說，要求短期內完全解決自然不

切實際；不過，既然要講讀文言，我們就不能不要求了解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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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的性質，以及解決的途徑。了解了性質，認識了途徑，讀

多了，漸漸熟悉，逐步解決還是不很難的。以下簡略地說說

解決名物困難的應注意之點。

名物種類太多，內容太繁，這裡只得泛說，由一斑以窺

全豹。還是由講讀的角度看，需要注意的有各種情況。一種

情況是，有些名物，其名稱和內容都是古有而今無，例如：

（9）君（魯昭公）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
4 4 4

。君

而知禮，孰不知禮！（《論語．述而》）

（10）（騰蛟）調口北道，才諝精敏，所在見稱。遭

母憂
4 4

，巡撫劉永祚薦其賢，乞奪情
4 4

任事，騰蛟不可，

固辭歸。（《明史．何騰蛟傳》）

（11）昔有誇夫，終身未膺一命，好襲頭銜，將死，

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借例封
4 4

、待
4

贈
4

、修職
4 4

、登仕
4 4

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

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
4 4

、師保
4 4

、殿閣
4 4

、部院
4 4

、某國
4

某封
4

⋯⋯（章學誠《古文十弊》）

（12）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
4 4

，諸侯黼
4

，大夫

黻
4

，士玄衣纁裳
4 4 4 4

。（《禮記．禮器》）

（13）夫芻狗
4 4

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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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齊戒以將之。（《莊子．天運》）

（14）（蘇武）杖漢節
4

牧羊，臥起操持，節
4

旄盡落。

（《漢書．李廣蘇建傳》）

例（9），魯國和吳國都是文王之後，同姓，吳國的女子應名

甚麼「姬」，魯國君娶她，犯同姓不婚之禁，所以改名吳孟

子（甚麼「子」是殷朝女子），圖蒙混過關。例（10），「母憂」

是因喪母而丁憂，須辭官回家守制；「奪情」是奪守制之情，

不讓辭官。例（11），「例封」甚麼，「待贈」甚麼，修職郎，

登仕郎，都是小官銜；某某勳官，某某階官（二者都指品級

高的），師、傅、保，殿閣大學士，部尚書、侍郎，都察院御

史，某國公或侯，都是大官銜。以上這些社會生活方面的花

樣都是現在所沒有的。例（12）、（13）、（14）的龍袞、黼、黻、

玄衣纁裳，芻狗，節，這類器物也是現在所沒有的。因為現

在沒有，見到面生，不弄清楚其實質，就不能算是透徹而正

確地理解了文字。

另一種情況是，有些名物，名稱古今通用而內容大異或

小異，例如：

（15）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尸
4

復位，尸
4

與侑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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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答拜。（《儀禮．有司徹》）

（16）（宗儀）洪武六年聘修大明日曆，授翰林編

修。乞改太平府教授
4 4

，召為國子助教
4 4

。（《明史．陶宗

儀傳》）

（17）（鴻）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

前仰視，舉案
4

齊眉。（《後漢書．梁鴻傳》）

（18）（修）常步行，以百錢
4

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

暢。（《晉書．阮修傳》）

例（15），「尸」，現在只指死屍，所以不能動；古代兼指扮演

受祭的死者的人，所以能「復位」，能「答拜」。例（16），「教

授」是府學的官，「助教」是國子監的官，都與現在的大專

教師職稱不同。例（17），「案」是食案，長方形，平面四邊

有沿，下有四短足的托盤，與現在的辦公桌、書桌大不同。

例（18），「錢」是有方孔的圓形銅幣，不是現在的長方形紙

幣，所以可以用繩穿起來掛在杖頭。這些，因為名同而實異，

遇見的時候尤其要注意。

還有一種情況，文字談當時事而引用古名，於是名物就

具有雙重身份。例如明清時候，鄉試舉中稱為舉人，文人筆

下經常喜歡古雅一些，稱為「舉孝廉」，這是把漢朝的選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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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移到後代用了。又如讀清朝早年的文章，有時看到「某宗

伯」，這是說的「錢謙益」，因為他做過南明的禮部尚書，這

個官相當於《周禮．春官》的「大宗伯」，又因為他投降清朝

以後又得了罪，著作成了禁書，人也就不好出頭露面，所以

以「某」代之。像這類蒙著雙層面紗的名物，文言裡很有一

些，讀的時候也要注意。

此外，還有一種情況，字面像是與名物無關，而骨子裡

卻隱藏著名物。例如晉庾翼、孫盛著史，都名《晉陽秋》，

而不名《晉春秋》，這是因為要避簡文帝鄭太后（名阿春）的

諱。同樣，唐朝人寫文章，應該說「治亂」的地方要改說「理

亂」，這是避高宗李治的諱。避諱之外，還有賜姓和改名，也

屬於這一類。例如讀唐初的歷史，有機會遇見李績和他的孫

子徐敬業，祖孫不同姓，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李績本名徐

世績，輔助唐高祖李淵打天下立了功，賜姓李，成為李世績；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後，因為避諱，刪去「世」字，成為李

績。他的孫子敬業用本姓，所以名徐敬業。

上述四種情況之外，自然還會有其他類型，可以類推，

不一一列舉了。

怎麼解決呢？總的原則是逐漸熟悉，具體辦法是分幾個

方面循序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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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熟悉通史方面的知識。這有兩種意義。①通史

是個架子，所有名物都是可以而且應該擺在上面的，不熟悉

這個架子，偶然碰到一個，不知道其所自來和應如何安放，

疑難的程度就會更深。②通史是按部就班地講過去情況的，

其中有不少正是名物，因而學歷史正是熟悉名物的良好途徑

之一。

其次，還不很熟悉文言的同志，講，尤其自學，最好先

看有注解的。有些文言讀物，有舊注，有新注，一般是舊注

簡而新注詳，舊注難懂而新注易懂，所以要盡量用新注本。

注解無論如何詳細，因為注的人與看的人程度不同，要

求不同，總難免有不足的地方。並且，講讀文言，範圍逐漸

擴大，總難免會碰到沒有注解的。所以必須學會利用辭書。

這類辭書，現在常用的是《辭源》和《辭海》（各有新舊兩種

版本）。我個人的經驗，文言，只要不是文字特別古奧（如《尚

書》和《儀禮》）、內容特別艱深的（如《墨子》的經上下、大

小取和《史記．天官書》），能勤於並善於利用辭書，其中的

名物問題可以解決一大半。

有些還不能解決，或者希望了解得更全面、更透徹，怎

麼辦？這就要參考比較原始的材料。如有關明朝的取士制

度，可以查《明史．選舉志》或《續文獻通考．選舉考》。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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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清初詩人王士禛做過揚州推官，如果想搞清楚這是個甚麼

官，就可以查《清史稿．職官志》或《清文獻通考．職官考》。

由《史記》到《清史稿》，所謂「正史」共二十六部，絕大多數

有「志」（《史記》名「書」）。通典、通志、通考之類所謂「政

書」，總共十部，簡稱《十通》。合起來，真是汗牛充棟，通

讀當然很難，也沒有必要，但是知道如何利用還是有好處的。

史志、政書之外，近人還有一些專講某類名物的著作，

如系統介紹歷代賦稅情況的，有陳登原的《中國田賦史》，概

括介紹避諱情況的，有陳垣的《史諱舉例》，專講清朝科舉制

度的，有商衍鎏的《清代科舉考試述錄》，等等。這類書，內

容各式各樣，質量高低不一，非短文所能介紹。最好是多注

意書目，然後要眼勤（碰到就翻翻，看看用處大不大），手勤

（如認為有用，就把書名和內容提要記在小本子上，備考），

這樣日積月累，碰到疑難，知道如何對症下藥，對於解決名

物困難也是大有幫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