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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字宝》 是唐人编纂的一部小型方言俚语辞书。 本文作者发现， 其中的一部分俚语在当代

晋南方言里仍有很强的生命力。 通过它们的现代语义， 可以对其在中古时代的意义获得更加准确的理

解， 也可对这些俚语产生的方言区域产生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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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本 《字宝》 （又名 《碎金》 ） 是一部极为难得的方言辞书， 迄今共获得九

个编号的写本①。 该书一卷， 分平、 上、 去、 入四部分， 收词 ４２０ 来个， 均是 “不在经

典史籍之内， 闻于万人理论之言， 字多僻远， 口则难言， 皆不之识”； 生活中人们也常

感觉 “言常在口， 字难得知”②。 编者有感于此， 于是广事蒐求， 又参考众多字书， 编

辑较量， 裒成一卷， 供天下人使用。 正因其有此特殊价值， 当代语言学家们就格外重

视， 姜亮夫、 周祖谟、 潘重规诸前辈， 朱凤玉、 张金泉、 许建平、 张涌泉、 关长龙等当

代学者， 均注目于此， 用力甚勤， 成果斐然。 另一方面， 我也觉察到， 学者们尚未措意

这些语词与现代方言的关联。 由于我本人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晋南农村生活， 故对晋南乃

至关中地区的一些方言俚语有所认知。 而从这些语词的现代方言意义反观 《字宝》， 就

不仅能对相关语词的确切含义， 而且对这些方言词的产生地域， 获得更加深入和真切的

认识。 职是之故， 我将自己的一得之见写出来， 供语言学者们参考， 或许对各位的研究

能起些许补充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 我仅能读懂其中的小部分， 绝大多数仍不在我的认

知范围。 本着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的原则， 我不做强解， 仅就自己

有把握的俚语词进行解读。 凡此用心， 敬请读者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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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原卷依声调分作平、 上、 去、 入四部分， 本文循此结构， 亦分别为文， 以飨同

好。 以下属于该辞书 “平声” 中的一部分。
１ “肥 体 （原注： 笔苗反； 又儦） ”。 诸家将 “ ” 字正作 “臕”， 甚是。 此字

即今简体 “膘” 字。 “肥” 指肥硕， “膘” 指肥肉， “肥膘” 指身上肥肉多。 人们去买

肉时， 如果想多带点脂肪， 可以说： “多给我割点肥膘。” 如果说一个人身体肥胖， 也

可以说： “看他 （她） 那一身肥膘。” 至于这个 “体” 字， 它在这里不是与 “肥膘” 二

字连用的， 而是说明这二字用指肌体。 写卷此类用例亟夥， 不赘。
２． “目脰眵 （原注： 上兜， 下所支反） ”。 脰眵即眼屎， 也叫 “眵目糊”， 眼中分

泌物也。 《玉篇·目部》： “脰眵， 目汁凝。” 但 “脰眵” 又可作 “眵脰”。 《说文》：
“眵， 目伤眥也， 从目多声， 一曰眵兜 （叱支反）。” 写本作 “脰眵”， 是否具有地域特

征， 疑不敢断。 但在我的原籍稷山县说成是 “眵脰”， 则可肯定。 此外， 由于我家乡声

母 ｄ、 ｔ 不分， 故读音为 “ｃｈī ｔōｕ ”， 而非 “ｃｈī ｄōｕ”。
３ “人瞠眼 （原注： 丑更反） ”。 “瞠”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ｃｈēｎｇ 或 ｚｈèｎｇ①； 但

写本 Ｐ ２０５８ 作 “ ”， 学者认为此即 “瞪” 字别体， 是也。 “瞪眼” 即怒视， 很气愤

的样子。 在稷山， 有两人吵架， 一人怒视对方， 被怒视者说： “你眼窝瞪得跟子蛋子

（睾丸） 似的， 要怎哩？” 可见其义。
４ “拑挆 （原注： 丁兼反。 又敁量） ”。 “拑” 字 《汉语大字典》 音 ｑｉáｎ②。 诸家

认为此字是 “掂” 字之讹， 是。 “挆” 字音 ｄｕǒ， 《广雅·释诂三》： “挆， 量也。” 故

“掂挆” 就是 “掂量”。 可以用在两个方面： 如地上有一袋米， 但不知有多重， 有人建

议说： “你掂挆一下就知道得差不多。” 另一种场合是， 一个人要做一件事， 但不知是

否能成功或有利可图。 这时有人劝他： “你好好掂挆掂挆再下手。” 这个词， 现代汉语

是 “掂掇”， 意即斟酌、 估计③， 与 “掂挆” 义同。
５ “人眼 （原注： 音花； 又灯火匕） ”。 这个 “眼 ”， 并非今日老人需要戴花镜

方能看物或看字的 “眼花”， 而是一种眼病， 即眼球上长的黄斑， 民间又叫 “萝卜 ”。
下句 “又灯火匕” 与此可以比证。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我的家乡尚未用上煤油灯， 而是

使用国人古来就用的铁灯台： 有底座， 顶部是一圆形小盘， 盘里放上植物油， 油中放一

根用棉花搓成的捻子， 捻子头稍稍翘起， 点着捻子头就可取亮。 但烧得时间一长， 捻子

头便被烧焦， 仅有微亮， 这烧焦的部分就是 “灯火匕”， 需要剪掉， 才能继续燃油取亮。
“灯火匕” 在捻子中只是小部分， 正如 “眼 ” 在眼球里也只是小部分。 故将这两条放在

一起， 因其相似也。
６ “人 口取 （原注： 即焰反， 即愈反） ”。 《汉语大字典》 收了这个词， 云：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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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广韵》： ‘ ， 口取不廉。’ ”① 所言极是。 民间说到某人时会说： “口外 （那） 人

口取的， 不好共事。” 意思是那个人比较贪婪， 只知为自己着想， 不顾及他人利益。
７ “ 眼 （原注： 古侯反） ”。 这是指人的眼窝凹陷， 现代汉语作 “眍”。 比如说：

“口外 （那） 娃眼窝 的。” 就是说他眼珠比平常人深陷。
８ “相 女发 （原注： 音寮； 下钵） ”。 《敦煌音义汇考》 云： “今作 ‘撩拨’。”②

甚是。 此词为挑逗、 招惹义， 古今义同。 如两个孩子耍闹， 其中小的那个哭了， 大人就

批评大孩子： “你撩拨他做啥哩！” 又如， 一个人招猫逗狗， 弄得猫跑狗跳。 也会被批

评说： “没正事干， 胡撩拨啥！”
９ “人娋掠 （原注： 捎音） ”。 《汉语大字典》 释 “娋” 曰： “偷。 《广韵·肴韵》：

‘娋， 小娋， 偷也。’ 《字汇·女部》： ‘娋， 偷也。’ ”③ 所释甚当。 这是指小偷小摸行

为。 比如说： “他 （她） 娋了人家几棵葱， 主家才骂得那么难听。” 民间是将 “娋” 字

单用的， 我未曾听到过二字连用。
１０ “手搓捻 （原注： 以哥反） ”。 “搓” 和 “捻” 是用手干活的两个动作。 “搓”

是两个手掌相压并转动， 使松软如棉线或麻绳之类拧紧； “捻” 是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

指相压并转动， 使细线之类变紧， 如捻毛线。
１１ “颗各刂 （原注： 音科各刂） ”。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校注六十一云： “疑’ 颗’

是 ‘科’ 的记音字， ‘科’ 字宋代前后有砍、 剪之义， 与 ‘各刂’ 义近。”④ “颗” 正是

“科” 的方言同音替代字。 在稷山方言里， “科举”、 “科学” 之 “科” 和 “颗”， 读音

均是 ｋūｏ。 “科” 字迄今仍有砍、 剪之义。 如上山挑柴， 道路被新长起来的灌木挡住了，
就要用镰刀去 “科”， 也就是砍。 又如一棵正在成长的树， 枝桠太多， 也要用刀具去

“科一科”。 但 “各刂” 字在方言里存否， 我没有印象， 不便妄论。
１２ “声訁乃訁乃 （原注： 女惊反） ”。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校注六十二云： “ 《玉篇

·言部》： ‘訁乃， 如陵切， 厚也， 就也， 重也。’ ‘訁乃訁乃’ 盖唠叨多言状。”⑤ 首先， 此条

要解释的是 “声” 即 “声音”， 并非指人爱唠叨、 多言； 其次， 原注 “女惊反” 是正

确的， 即今之 “齉” 字， 指说话鼻音厚重， 不清亮干净。 比如， 一个人要给女孩子介

绍对象， 那男孩鼻音重， 旁人边说： “口外 （那） 娃是个齉齉子。” 这在稷山话里是不难

听到的。
１３ “手搊拽 （原注： 楚愁反； 以结反， 又以计反） ”。 《汉语大字典》 释 “搊”

字云： “ｃｈōｕ， 其一义为方言， 搀扶。”⑥ 如一个人想登高， 自觉力气不够使， 便对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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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 “你搊我一下。” 就是希望扶一下。 坐在地上起不来， 也可请求别人把自己 “搊
起”。 至于 “拽” 字， 原注了两个音： 一为 ｙè， 民间也在用， 如 “用头口 （即牲口）
拽硙 （磨） ”。 另一个常用的读音是 ｚｈｕàｉ， 意即 “用力拉”①。 比如说： “你使劲拽一

下就出来了。” 至于原卷的读音 “以计反”， 我未曾听到过。
１４ “物坳窊 （原注： 上於交反， 乌话反） ”。 这两个字各自的意思都是指低洼或

低洼的地方②， 但二字常常连用， 如说： “那个地方坳窊的， 就是种上庄稼也不长。” 这

个词也可以写作 “窪坳”， 如白居易 《湖亭晚望残水》 诗： “流注随地势， 窪坳无

定质。”③

１５ “人趋 （原注： 七将反） ”。 “ ” 字 《汉语大字典》 标音为 ｑｉāｎｇ， 义为

“行， 行貌”④。 稷山方言义同。 但在民间， 我未听到过二字连用， 而是 “前 ” 二字连

用。 比如， 一个人看到有势力的人家盖房子， 主家未要他帮忙， 他便主动去干活。 旁人

看不惯便说： “你看口外 （那） 人前 的， 舔哩么 （意即像狗一样舔屁股）！” 这时， 字

读音近乎 ｑｉｅ， 因 ｎｇ 尾脱落又发生音讹所致。
１６ “ 猳 （原注： 音麻遐） ”。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校注第七十五云： “ ‘ 猳’

的 ‘犭麻’ 字其他字书不载， 古书与此二字同音的有 ‘ ’， 又作 ‘ ’， 义为 ‘难
语’ 或 ‘难制’ （ 《集韵·麻韵》 ）， 或即同一联绵词的不同记录形式。”⑤ 《汉语大字

典》 “ ” 字条云： “ ： 难语， 拗口词。 《广韵·麻韵》： ‘ ， ， 难语， 出陆

善经 《字林》。’ 清胡文英 《吴下方言考·佳韵》： ‘案， 难语者， 其声不易也。 吴中小

儿作戏影云： 羊。 ’ ”⑥ 将 “ 猳” 释为 “难语” 与 “难制”， 显然是参考了吴

下方言。 不过， 《字宝》 所记为北方尤其是晋陕方言， 同为 “猳”， 意思却别。 在稷山，
是指事情有麻烦、 不顺利、 难办。 比如， 一个青年需要找工作， 托了人， 但许久也没准

信。 关心他的人去问他父母， 父母会说： “不容易， 猳大的。” 这个词在关中地区叫

“ 达”， 小品演员经常作如是说， 与 “ 猳” 义同。
１７ “人 唆 （原注： 七官反， 索戈反） ”。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校正为 “攛

唆”⑦， 是。 此即挑唆、 怂恿义。 如在民间有这样的情景对话： 张三犯法进了牢房， 邻

居中有人说： “原本张三干这事决心还不大， 都是李四攛唆的。”
１８ “手攛 （原注： 七官 ［反］， 下乃末 ［反］ ） ”。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认为

“ ” 是 “掇” 的形声俗字⑧， 即 “撺掇” 二字， 可从。 《汉语大词典》 给出怂恿、 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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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张罗、 帮助等几个词义①。 鄙意以为， 《字宝》 此处既限定于用 “手”， 其含义便

是指帮助。 在稷山方言里， 邻居家有大事， 如盖房、 婚丧嫁娶等非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事情， 邻人都要积极去 “撺掇”， 即出力相助。 正因有此含义， 民间有时也将 “撺掇”
说成 “撺忙”， 即帮忙也。

１９ “人 泥 （原注： 丑加反， 足踏泥是也） ”。 中间一字写本原形下部并非

“多” 字而是 “夕” 字， 当是形变。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校注八十四云： “ 《广韵·麻

韵》 勅加切： ‘ ， 缓口， 又厚唇也。’ 此释 ‘足踏泥’， 未详所本， ‘ ’ 或为记音

字。”② 《汉语大字典》 “ ” 字音 ｚｈā， 释义为 “厚嘴唇” 和 “缓口”③。 此字方言读音

恰为 ｚｈā， 义为 “踏” 或 “踩”。 黄土高原土质黏稠， 旧时只要一下雨， 满地泥泞， 可

是又不能绝对不出门， 只要一出去， 回来鞋上便沾了很多泥水， 民间说是 “ 了一脚

泥”。 或者在雨后， 有的地方路面已干， 但还有一些小水洼。 孩子们淘气， 不走干道，
偏偏将脚蹚在水洼里。 大人便会批评说： “这娃怎不走干道， 偏往水里 （泥里） 哩。”
从现代方言可知， 此条原字读音和自注 “足踏泥是也”， 均正确无误， 无须旁求索解。

２０ “膖 （原注： 浦江 ［反］， 许丈 ［反］ ） ”。 此词就是 “膖胀”。 《龙龛手镜

·肉部》： “膖胀， 腹满也。” 人们吃多了不消化， 积食腹内， 或受寒着凉， 腹部感觉满

胀， 即云 “膖胀”， 这在口语里是经常听到的。 但这个词在用法上却有三种情况： “膖
胀” 连用， 或 “膖” 与 “胀” 各自单用， 意义无别。

２１ “相媕娿 （原注： 菴， 乌哥反） ”。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校注第九十一云：
“ 《广韵·覃韵》： ‘媕， 媕娿， 不决’。”④ 《汉语大词典》 释作 “依违阿曲， 无主见。”⑤

这两种解释都与该词的方言本义无关。 我注意到， 《字宝》 平声部有 “相捱倚”、 “相撩

拨”、 “相谩蓦” 等条目。 凡冠以 “相” 字者， 均指人与人、 物与物或人与物的相互关

系。 所以， “相媕娿” 这个词并非指女子 “依违阿曲， 无主见”。 就我所知， 它是指物

与物的关系。 两物相掩， 密合无缝隙， 就是 “媕娿”。 比如， 冬天下雪了， 母亲怕红薯

窖窖口没盖好， 要儿子去检查一下。 儿子看过后， 确认没问题， 便对母亲说： “没事，
媕娿着呢。” 这个词在乡间用得不少， 都是同一个意思。

２２ “赼趄 （原注： 此鳥蛆） ”。 《汉语大字典》 释 “赼” 字云： １ 音 ｚì， 义为 “行
走困难”； ２ 音 ｃì， 义为 “行不正”⑥。 同书释 “趄” 云： １ ｊū， 行不进貌； ２ ｑｉè， 义

为偏斜、 身斜、 斜靠⑦。 但在晋南方言里， 此二字读作 ｃī ｊｉē ， 意思是腿脚或手不利索，
走路摇晃， 歪歪扭扭， 或者手抖发颤， 不听使唤。 唐人韩愈在 《送李愿归盘谷序》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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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句云： “足将进而赼趄， 口将言而嗫嚅。” 所用 “赼趄” 一词与今日晋南俚语意义

无别。 同时， 我也注意到， 这个词在台湾地区现在也有使用。 如台湾女作家张晓凤在

《晓凤小传》 里说： “我唯一知道的是， 我会跨步而行， 或直奔， 或赼趄， 或彳亍， 或

一步一踬， 或小步观望， 但至终， 我还是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去。”①

２３ “靴革叟鞓 （原注： 素勾反） ”。 “靴” 指皮靴， “鞓” 指皮带。 今日 “靴” 字与

古义同， 但我没听到过把皮带说成 “鞓” 的。 原注是为中间那个字注的音， 方言与此

音同。 含义是将生皮子加工弄软， 方可作为皮料使用。 这个变软的过程就是 “革叟”。
《汉语大字典》 释此字云： “ 《改并四声篇海·革部》： 皮 《川篇》： ‘革叟， 软皮也。’ ”②

所释允当。 这个字当今在方言里仍在使用， 意思也未改变。
２４ “趖利 （原注： 音莎） ”。 《汉语大字典》 释 “趖” 字曰： “ ｓūｏ， 《说文》：

‘趖， 走意， 从走， 坐声’。” 从而给出走义、 走貌、 太阳星辰偏西下移和走疾四种解

释③。 就 “趖” 字读音来说， 稷山方言不读 ｓｕｏ， 恰如写本读作 “莎”。 但口语不说

“趖利”， 而是说成 “利趖”， 意即手脚利索， 行动敏捷。 “趖利” 这种说法是否具有地

域特征， 疑不能定。
２５ “人檀駮 （原注： 上檀， 下补角反） ”。 学者们将后二字校作 “弹驳”， 甚是。

《汉语大词典》 将 “弹驳” 解释为 “弹劾驳斥”、 “犹指摘”④。 方言与第二义相合， 指

一个人爱找茬口， 好指责别人。 民间议论人时常会说： “口外 （那） 人弹驳大的。” 正是

说那人不太省事， 爱挑刺、 好指责。
２６ “心不啴展 （原注： 音摊） ”。 《汉语大字典》 释 “啴” 字云： ｔāｎ， “ 《说文》：

‘啴， 喘息也。 一曰喜也， 从口， 单声。’ ”⑤ “心不啴展” 是方言里常说的一句话， 指

心情不好， 不愉快， 不舒畅。 “展” 有 “平” 义， 如平平展展， 与 “啴” 的 “喜” 义

放在一起是允当的。
２７ “人獗头 （原注： 居靴反） ”。 这是个贬义词， 指人凶猛放肆。 民间在形容某

人身上有几分恶气、 不好惹时会说： “口外 （那） 人是个獗头， 少招惹他。” 意即此人啥

都敢干， 别碰他。
２８ “筯掎物 （原注： 音饥。 又剞， 同上） ”。 “筯” 即今之筷子， 是中国人用木

棍或竹棍做成的取菜和取饭工具。 “掎” 字方言确实音 “饥”， 指取饭菜的动作， 今日

普通话称作 “夹”。 稷山民间劝人吃饭时会说： “你掎上。” “你多掎点菜嘛！” 此语在

餐桌上司空见惯。
附记： 本文造字较多， 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玉平博士的帮助， 谨致谢忱！

３２敦煌本 《字宝》 中的活俚语 （平声）

①
②
③
④
⑤

张晓凤著 《你欠我一个故事》，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２５９ 页。
徐中舒主编 《汉语大字典》， 第 １８０８ 页。
徐中舒主编 《汉语大字典》， 第 １４５４ 页。
罗竹风主编 《汉语大词典》， 第 ４ 册， 第 １５５ 页。
徐中舒主编 《汉语大字典》， 第 ２８７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