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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古文字論「氏」、「視」等字
的上古聲母
張富海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氏」和「視」為中古禪母字，根據禪母的上古來源，其上古聲
母既可能是舌根塞音 ɡ-，又可能是舌尖塞音 d-。李方桂、鄭張尚芳
等根據一些諧聲材料，將「氏」和「視」的上古聲母構擬為舌根塞
音。但從古文字材料中更為豐富且時代明確的諧聲假借以及同源字
的情況來看，「氏」和「視」的上古聲母應為舌尖塞音。

關鍵詞： 古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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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古文字論「氏」、「視」等字的上古聲母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s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2014) proposes an Old Chinese uvular origin for the initial Yí 疑 . Their
system reconstructs wǔ 午 with an uvular initial and wǔ 五 with a glottal nasal,
despite the fact that both of them are homophonous in Middle Chinese. Such
reconstruction was rejected by Ho Dah-an in his 2016 review of the book.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issues surrounding the two xiéshēng 午 and 五 :
First,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a cognate relationship. Second, where is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se two phonetic series as shown in pre-Qin literature.
Third, a discussion on Ho’s misreading of a collation note by Qing scholar
Duàn Yùcái 段玉裁 (1735–1815) on the Shuōwén 說文 .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Baxter-Sagart’s proposition of distinguishing the Old Chinese initials of
the two wǔ 午 and 五 and adding an uvular origin for the initial Yí 疑 are well
f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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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章組聲母中的塞擦音章 tɕ-、昌 tɕ h -、禪 dʑ- 分別主要來源
h

於上古三等韻前的舌尖塞音聲母 t-、t -、d-，但也有少量的舌根音

「容成氏」。又「氏」可假借為「氐」聲之「祗」：上博簡〈孔子詩論〉

來源，如：「支」、「枝」等字，中古聲母是章母 tɕ-，但上古聲母卻

〈 （葛） （覃）〉㝵（得）
簡 16：
「孔 =（孔子）曰： （吾） （以）
氏初之 （詩），民眚（性）古（故）肰（然），見丌（其）𡵂（美），

不是 t-，因為多數从「支」聲的字如「技」、「歧」等的中古聲母是

必谷（欲）反丌（其）本。」陳劍先生讀「氏」為「祗敬」之「祗」，「祗

舌根音 k- 類。這類與舌根音發生關係的中古章組字的上古聲母，

初」猶言「敬始」、「敬本」， 7 可從。又「氏」和「是」兩字在古文

學者有不同的構擬。李方桂構擬為 Kr-（後來被其他學者修正為

字中經常互通。例如：侯馬盟書之「麻夷非是」之「是」讀為「氏」；

1

Kl-），如「枝」讀 *krjiɡ； 鄭張尚芳先生構擬為 Klj- 或 Kj-，如「支」
2

讀 *kje； 白一平 (William H. Baxter) — 沙加爾 (Laurent Sagart) 構

上博簡〈容成氏〉簡 1「〖 尊 〗 膚（盧）是、茖（赫）疋（胥）是、
喬結是、倉頡是、軒緩（轅）是、

擬為 K-（ 前高元音 i、e 前）或加冠音的 t-K-，如「支」讀 *ke，「出」
h

3

（神）戎（農）是、椲丨是、

是之又（有）天下也，皆不受亓（其）子而受

（賢）」，「是」

皆讀為「氏」；上博簡〈仲弓〉簡 2「夫季是，河東之城（盛） （家）

系統比較簡潔，值得採信。

也」，「季是」即「季氏」。以上是「是」讀為「氏」的例子。「氏」

氏，《廣韻》承紙切，中古聲母為禪母 dʑ-；視，《廣韻》承矢

讀為「是」的例子，如：中山王

鼎銘文「隹（唯）俌（傅）㑄（姆）

切，又常利切（即上去兩讀），中古聲母亦為禪母 dʑ-。從其中古聲

氏（是）

母的上古來源看，「氏」和「視」的上古聲母既可能是 d-，也可能是

文「氏（是） （以）遊夕（豫）㱃（飲）飤（食）」等句；清華簡〈命

ɡ-。是 d- 還是 ɡ-，當然需要根據兩字的諧聲假借關係來判斷。

訓〉簡 10「凡氏（是）六者，正（政）之所 （始）」。楚簡中「氏」

从「氏」得聲的「祇」、「蚔」、「軝」、「疧」和「芪」都是中
古羣母字（《廣韻》並巨支切），所以「氏」的上古聲母有可能是
4

ɡ-；李方桂把「氏」的上古音構擬為 *ɡrjiɡx， 鄭張尚芳先生構擬為
5

（從）」、「氏（是） （以）

（寡）人許之」、方壺銘

用作「是」十分常見。「氏」與「是」在古文字資料中如此頻繁互
通，完全可以證明跟中古音一樣 , 兩字的上古音是相同的，而「是」
的上古聲母肯定是 d-，那麼「氏」也應該是 d- 而非 ɡ-。倘若「是」

*ɡjeʔ， 根據的就是這組諧聲。不過，問題並不單純，其他方面的證

讀 *deʔ，而「氏」讀 *ɡeʔ，聲母遠隔，無論如何也解釋不了兩字的

據與這組諧聲有明顯的矛盾。古文字研究者一般認為，「氐」字由

通用關係。假如因為「氏」與「氐」、「是」的密切關係而反過來認

6

「氏」字分化， 此說十分可信，而毫無疑問「氐」字的上古聲母是 t-，

為後者的上古聲幹也是舌根音，這麼做恐怕更不妥當。須知「氐」、

這表明「氏」字的上古聲母是 d- 而非 ɡ-。出土古文字資料中「氐」

「是」分別是脂部和支部中舌尖塞音聲母字的主要諧聲偏旁，如果它

可以假借為「氏」，如上博簡〈容成氏〉簡 53 背「訟城氐」即篇名

們不是舌尖塞音的話，將使脂部和支部極其缺乏舌尖塞音聲母字，
而舌根音聲母的字卻過多，從而帶來類型學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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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腭化的條件，與李方桂之作為三等介音性質不同，有無 -l- 介音要看諧聲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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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t-k ut。 白一平 — 沙加爾的上古音構擬取消了所有的 -j- 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