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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关于“伤”副词用法的研究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伤”有作为副词表示“太，过”的用法，这是学者们一致认可的不争的事实。

刘凯明(1985)中指出：“≪方言≫卷十三：‘爽，过也。’≪广雅․释诂≫卷十

三：‘伤，爽也。’上古音‘爽’，‘伤’同属阳部舌上音书纽字，到了中古才在韵部

声纽上发生变化，‘爽’为养韵生纽字，‘伤’为阳韵书纽字。同时，词义也有了分

工，但是这种分化和分工丝毫不影响‘爽’是‘伤’的上古源头。” 因此，刘先生认

为“伤”有“过也”的意义，可作为副词使用，并指出“伤”副词用法的最早的用例

出自东汉和三国时期的文献典籍，文中列举了东汉，三国和唐宋时期的文献，

但是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资料并没有给出例证。

之后的学者，虽然没有更进一步具体说明“伤”副词用法形成的原因，但也都

认为“伤”的副词用法最早始见于东汉文献，并进一步引用了其他文献的用例。

* 이 논문은 2010학년도 서울여자대학교 인문과학연구소 교내학술연구비의 지원을 받았음
** 서울여자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전임강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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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镜浩(1990)指出“伤”犹“太，过分”之意义，该用法东汉时期已可见，并再

次指出这一用法“源于‘爽’、‘伤’音近义同，因为‘爽’有副词‘过’的意义，因此‘伤’

由此引申虚化为副词。”文中大量引用了中古北魏文献典籍农书≪齐民要术≫1)

中的句子作为例证。

阚绪良(2003)虽然并未进一步指出“伤”副词用法的原因，但可见亦持同样的

看法，文中总结了前面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指出刘凯明先生的文献例证缺少

魏晋南北朝的资料，进而主要引用了≪齐民要术≫中的句子进一步补充，同时

还引证了≪宋书≫、≪隋书≫、≪北史≫中的句子。

汪维辉(2007)在对比中古时期南北方言时引用了≪齐民要术≫中的句子再次

提到“伤”有“失于”，“过”的意义，但并未具体分析，只是指出“伤”作为副词使

用，是北方方言特有的表达。

由上可见，“伤”可表示“太，过”的意义，作为副词使用，这一点是无可争议

的。问题是“伤”作为副词使用的出现年代还值得商榷。学者们指出“伤”的副词

用法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并且在东汉以后继续使用。其中刘凯明先生，蔡镜浩

先生都持这一观点，其他学者对此也认为是不争的事实。学者们所引用的最早

的用例出自东汉王符的≪潜夫论≫，但我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通过对比

其他文献典籍中的例文以及相关注释认为学者们所举的最早的例证中的“伤”并

不是“太，过”的意义，并不是作为副词使用，仍是动词。

另外，学者们还大量引用了≪齐民要术≫的资料进行例证，如蔡镜浩先生在

≪魏晋南北朝语词例释≫中解释“伤”副词用法所引用的例文共有13例，其中8

例都是引自≪齐民要术≫。而我们尽可能全面地查找了各个时代的文献典籍，

并考查了学者们所引用的例证，尤其是学者们常常引用的≪齐民要术≫中“伤”

的使用情况，我们认为不仅仅是学者们对于“伤”副词用法的产生时代有可以商

榷的地方，学者们所引用的≪齐民要术≫中的“伤”作为副词使用的很多例句更

值得探讨。

1) ≪齐民要术≫我们简称为≪要术≫，所据版本为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北京，农业
出版社，1982年1月第1版。为了保证材料的时代的准确性，我们只考察贾思勰所写的正文

和注文部分，不包括前面的<杂说>和后面引用的<食经>和<食次>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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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将尽可能地考查历代文献中“伤”的使用情况，从语法语义上，从结

构对应上，来详细地以重新分析的角度来探讨“伤”作为副词用法的产生，发展

和使用情况，同时我们将着重分析学者们大多引用的≪齐民要术≫中的“伤”的

使用情况，以确实地考察“伤”的副词用法。

Ⅱ. 历代文献中的“伤～”结构

(1) 婴儿常病，伤饱也；贵臣常祸，伤宠也。(王符≪潜夫论․忠贵≫)

这是学者们引证的最早的“伤”作为副词用法的例证，如刘凯明(1985) 中指

出： ‘伤饱’，‘伤宠’即‘过饱’，‘过宠’。‘伤’系副词用法。 蔡镜浩(1990) 中也持同

样的看法。

但是我们认为其实不然，这里的“伤”用于表原因，亦可用于“伤于～”的结

构，此句亦见于≪后汉书≫：

(2) 婴儿常病，伤于饱也。贵臣常祸，伤于宠也。(≪后汉书․王符传≫)

这里的“伤”相当于“为～所伤”，“伤于饱”，“伤于宠”也就是“为饱所伤”，“为

宠所伤”。我们从下面的文献资料(3)，(4)中颜师古的注文可知“伤于寒”就是“中

寒”，“伤”为“中，受”、“为～所伤”之义，表原因，是动词的用法，并不是副

词。

(3) 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馀财叁千人到康居。(≪汉书․匈奴传下≫)

顔师古注曰：“中寒，伤于寒也。道死，死于道上也。”

(4)道病中风，既至，以侍中光禄大夫养病，赏赐甚厚，数年未能起。(≪汉

书․叙传上≫)

顔师古注曰：“中，伤也，为风所伤。”

另外，从句法结构的角度来看，其中“伤”后面的“饱”，“宠”是补充说明原因

的补语成分，“伤”是动词。故而我们认为“伤饱”，“伤宠”中的“伤”也是如此。

从文献资料的情况来看，“伤于～”结构可用于表原因，亦可使用“伤～” 结构

直接接表原因的词语，表“因～而伤，为～而伤”。如:

(5) 往年郡国二十一伤于水灾，禾黍不入。(≪汉书․谷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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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还报曰：“臣过河内，河内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

持节发河内仓粟以振贫民。”(≪汉书․张冯汲郑传≫)

例文(5)中的“伤于水灾”和例文(6)中的“伤水旱”虽然结构不同，但意义是不

相上下的，可见“伤于～”结构可用于表原因，亦可直接使用“伤～”。

事实上，“伤～”结构因为“伤”还有“忧伤，哀伤，悲伤”的意义，所以有表示

“因～而感伤，哀伤，忧伤，悲伤”的意义，而这一用法更为常见，汉代文学家

王逸曾著文≪九思≫，其中有<伤时>篇，这里“伤时”即是指“因时而伤”的意

思。而在唐诗中，“伤～”的结构表示“因～而感伤，哀伤，忧伤，悲伤”的用法

十分常见。如“伤春 、伤乖、 伤离、 伤别”等：

(7) 文帝伤其志，为亲故而不治，赦之。(≪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8) 青枫江色晚，楚客独伤春。(司空曙<送郑明府贬岭南>)

(9) 执事颇勤久，行去亦伤乖。(韦应物<答裴成说归京所献>)

(10) 冬夜伤离在五溪，青鱼雪落脍成虀。(王昌龄<送程六>)

(11)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李白<忆秦娥>)

可见“伤～”作为动词的用法，后面接表示原因的补语的用法自古就非常常

见，只不过当时的“伤～”意义都是作为“因～而感伤，哀伤，忧伤，悲伤”的用

法，而随着这一用法的扩展，“伤”的其他意义也可以接表原因的补语来使用

了。而这正是本文主要讨论的，即“伤～”表示“因～而不适，因～而受损伤”的

意义和用法，这样的用法在医学典籍中常见：

(12) ……麻黄、大青之主伤寒，俗人犹谓不然也，……。(≪抱朴子内篇․

至理≫)

(13) 以春甲乙伤于风者为肝风，以夏丙丁伤于风者为心风，以季夏戊己伤

于邪者为脾风，以秋庚辛中于邪者为肺风，以冬壬癸中于邪者为肾风。(≪素

问․风论≫)

这里“伤”和“中”对照使用，可见两者意义可以互释。另又如：≪素问․刺志

论≫：“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王冰注：“伤，谓触冒

也。”

由上可见，“伤～”表原因的用法东汉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沿用下来。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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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所说的王符≪潜夫论․忠贵≫中的“伤～”并不是副词用法，还是动词接表

原因的补语的用法。因而我们认为“伤～”副词用法的年代并不是始于东汉，而

是要更晚一些。

Ⅲ. ≪齐民要术≫中的“伤”

由于刘凯明先生的文中只引证了东汉，三国和唐宋以后的文献，并指出缺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资料，因此此后的学者在文中都对此加以补证，而每一

位都主要大量引证了北魏农书≪齐民要术≫中出现的“伤～”结构，学者们认为

这些“伤”也是副词用法。

但是我们对此持不完全肯定的看法。我们认为≪齐民要术≫中出现的大量的

“伤～”结构有的是副词用法，但其中很多学者们认为的表“太，过”意义的副词

“伤”其实是“伤～”接表原因的补语用法的承袭。对此我们将从语义、结构两个

方面加以分析。

1. “伤+名词”表原因的用法

我们对≪齐民要术≫进行了穷尽性的统计，我们认为在≪要术≫中很多学者

们所说的“伤”的副词用法有时似是而非，是值得商榷的，应结合“伤”的语义以

及“伤”和其他词语的语义组合情况及其出现频率加以具体辨析。 

在≪要术≫中“伤”一共出现了40次，其中有17次用于表“伤害，损害”的意

义，后面可接受事宾语。如：

(14) 湿耕者，白背速屚楱之，亦无伤；否则大恶也(1/24/9)。2)

(15) 髙而锄者，便伤麻(8/87/12)。

(16) 子母同圏，喜相聚不食，则死伤(58/328/3)。

另外的23次后面所接的成分几乎都可以理解为表示原因，表示“由于后面的

某种原因而引起了某种不适”，尤其是接名词的有2次，表示的是“为～所伤”，

2) 括号中注明的是引用的例句在≪齐民要术≫中的“章数/页数/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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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中，受”的意义，如“伤水，伤火”：

(17) 频饮则伤水而鼻脓(57/313/2)。

(18) 为过伤火，令胶焦(90/551/11)。

其中(17)的“伤水”是指牲口因饮水不节制而致病，≪汉语大词典≫收入。(1

8) 的“伤火”是指煮胶过程中因烧得过了火而使胶变焦。

“伤+名词”表示“因～而受伤，而受到某种损失或带来不良后果”的意义，这

一用法我们从成语“伤弓之鸟”中亦可体会得到，“伤弓之鸟”即表示“受过箭伤的

鸟，因中过箭而受到伤害的鸟”：

(19) 伤弓之鸟，落于虚发。(≪晋书․苻生载记≫)

对于这些“伤”的用法，学者们并无疑义，并未列入副词用法的例证中，可见

“伤+名词”表示原因的用法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而关键的问题是“伤+形容词”的

用法。

2. “伤+形容词”表原因的用法

≪要术≫中“伤”后还可以接形容词的成分，学者们认为这里的“伤”就是副词

的用法，但是我们认为具体情况还应具体分析。很多情况下其中的“伤”还是动

词，后面接的是表示原因的形容词补语成分，在这种结构中，“伤”都可以理解

为“中、受”，“为～所伤”的意义，表示因后面的原因而受到某种损失，故而理

解为“嫌于，失之于”也未为不可。

如“伤寒”2次：

(20) 得暖则作速，伤寒则作迟(45/235/2)。

(21)若冬作，豉少屋冷，穰覆亦不得暖者，乃须于荫屋之中，内微燃烟火，

令早暖，不尔则伤寒矣(72/443/20)。

蔡镜浩，阚绪良先生都认为这些例句中“伤寒”的“伤”是副词用法，但我们认

为从(20)的结构可以看出“得暖”和“伤寒”是对称结构，因此，“得”和“伤”这里都

是“得到，受到”的意思，“伤寒”一词在医药典籍中常见，≪要术≫中当然不是

指病名，是指“受寒，中寒，失之于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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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至于“伤”这种表示“嫌于，失之于”的意义在其他文献中亦可见。 如：

(22)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隋书․地理志中․

谯郡≫)

(23) 所修格令章程，并行于当世，颇伤烦碎，论者以为非简久之法。(≪北

史․苏威传≫)

考察≪要术≫中的句子，类似上面的情况很多。学者们认为下面这些例子中

的“伤”已是副词的意义，但我们认为如果考虑到“伤”后面的形容词成分的语义

更适合解释为补充说明某种原因，此时的“伤”还不能确定为副词的用法，“伤”

都可以理解为“受，嫌于，失之于”的意义。详见以下10例：

“伤热”7次3)：

(24) 为屋卽伤热，热则生疥癣(57/313/10)。

(25) 酘米太多则伤热，不能久(64/366/1)。

(26) 以纸盖口，塼押上，勿泥之，泥则伤热(66/393/8)。

(27)若等不调，宁伤冷，不伤热：冷则穰覆还暖，热则臭败矣(72/441/8)。

(28) 若热汤人手者，卽为失节伤热矣(72/442/12)。

(29)失节伤热，臭烂如泥，猪狗亦不食；其伤冷者，虽还復暖，豉味亦恶：

是以又须留意，冷暖宜适，难于调酒(72/443/15)。

(30)桑落时稍冷，初浸麴，与春同；及下酿，则茹瓮—止取微暖，勿太厚，

太厚则伤热(64/363/11)。

蔡镜浩，阚绪良，汪维辉先生都认为“伤热”就是“太热，过热”的意义，但我

们认为其实不然，尤其是(25)“太多则伤热”和(30)“太厚则伤热”两句，是指“太

多或者太厚就会受热，就会为热所伤，就会失之于热”，可见“伤热”的“伤”理解

为“为～所伤”，“中，受”，或者“嫌于，失之于”的意义更为妥当，而这一意义

的“伤”仍是动词，后接表原因的形容词补语。

鉴于“热”用来表示原因，而“伤冷”等词语出现在与“伤热”相同的段落和语境

中，亦可对应而言，进而“伤冷”也解释为表示原因更为恰切，共有3次：

(31)若等不调，宁伤冷，不伤热：冷则穰覆还暖，热则臭败矣(72/441/8)。

3) ≪汉语大词典≫收入“伤热”，但未举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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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热卧则酪醋，伤冷则难成(57/316/16)。

(32) 凌液尽，还泻着瓮中，然后下黍，不尔则伤冷(64/365/14)。

3. “伤”副词用法的重新分析

汉语中的很多虚词都是由实词语法化而来的，从“伤”的意义使用情况和发展

变化来看，“伤”副词意义和用法的形成亦不例外。“伤”本表“创伤”，进而引申

有“损伤，损害，忧伤，哀伤，悲伤”的意义，并在“伤于+名词/形容词”的结构

中具有“因～而伤”的意义，而鉴于“伤”的多义性，既有“因～而哀伤，忧伤，悲

伤”的意义，又有“为～所伤，因～而有某种不良的后果”的意义。而后者又常常

解释为“中，受”或者“嫌于，失之于”的意义。但随着“于～”的结构渐渐退出了

汉语史的历史舞台，中古时期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伤+名词/形容词”则可

直接表示“因～而伤，为～所伤”，“中，受”或者“嫌于，失之于”的意义，但随

着这种用法的频繁出现和使用，其动词的用法和意义也受到了影响。形容词前

面常常出现副词成分，而“伤”也正因处于副词的语法位置，受到了语义组合位

置的影响，使它的意义也变得模糊和暧昧，经过重新分析，“伤”有了副词“太”

的意义，表程度。最后被重新分析为副词“太，过”的意义和用法。 

我们也承认“伤”的确产生了副词用法，但我们认为这一用法的产生时代并不

是学者们所说的始见于东汉，我们认为这一产生时代应该稍后一些，应该是在

魏晋时期我们才能确凿地提出例证。如下面≪要术≫中的例证“伤熟”2次：

(33)浄扬簸，大釡煮之，申舒如饲牛豆，掐软便止，伤熟则豉烂(72/442/6)。

(34)若初煮豆伤熟者，急手抨净则漉出；若初煮豆微生，则抨净宜小停之(7

2/443/2)。

上面的例文(33)中，前面的“初煮豆伤熟”和后面的“初煮豆微生”恰好是完全

相反的两种情况，可以看出“伤熟”和“微生”意义相反相对，这里“伤”和“微”也

正是意义相反相对的词语，也就是说“伤”恰恰是“微”的反义词“太、过”的意

义。以此可见，“伤”放在形容词“熟”的前面是用为“太、过”的副词意义和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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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副词用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其他文献中以及稍后时期的文献中亦可

见。如:

(35) 出绳墨以伤刻，心好杀而安忍者，虐人也。(≪抱朴子․行品≫)

(36) 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穊，衡器伤大，难可转移，更制浑象，以叁分

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晋书․天文志上․仪象≫)

(37) 曾问舍人裴泽在外议论得失，泽率尔对曰：‘陛下聪明至公，自可远侔

古昔，而有识之士，咸言伤细，帝王之度，颇为未弘。’(≪北史․孝昭帝纪≫)

(38) 柳讶眉伤浅，桃猜粉太轻。(李商隐 <俳谐>)

事实上，在≪要术≫中，像(33)的例文由于意义和结构前后照应的关系，我

们能比较容易地判定其中的“伤”是副词用法。但还有很多句子，结构上并没有

整齐的对应形式，而仅从意义上来看，虽然可以理解为副词，但理解为动词亦

未尝不可，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要术≫中的很多句子是比较难以确切地下结

论的，尽管我们对学者们的看法持保留态度，但考虑到“伤+形容词”词组出现

的频率以及前文所提到的“伤”确实可以理解为副词的意义和用法，我们认为≪

要术≫中以下组合中“伤”理解为副词的用法还比较可以接受。就≪要术≫中的

情况来看，“薄、早、晚、多、苦、醋”这些形容词用为表示原因的用法在语义

上和频率上不如“寒、热、冷”等词易为接受，而我们目前也找不到更好的例证

来否定其中的“伤”副词用法的合理性。因此，我们接受学者们的看法，认为下

面的7次 “伤”也可以考虑是否可以重新分析理解为副词“太”的意义。 

“伤薄”2次：

(40) 初酿此酒者，率多伤薄，何者？

(41) 犹以凡麴之意忖度之，盖用米既少，麴势未尽故也，所以伤薄耳(64/

361/15)。

“伤早，伤晚，伤多，伤苦，伤醋”等：

(42) 伤早黄烂，伤晚黒涩(17/127/10)。

(43) 其酢酪为酵者，酪亦醋；甜酵伤多，酪亦醋(57/316/23)。

(44) 过此以徃则伤苦；日数少者，豉白而用费；唯合熟，自然香美矣(72/

4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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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脔大者，外以过熟伤醋，不成任食；中始可噉；近骨上，生腥不堪食：

常三分收一耳(74/454/6)。 

尽管我们在没有更多例证的情况下同意学者们对上述例句中“伤”副词用法的

意见，但鉴于“伤于～”结构可表原因，仅仅从意义上来看其中的“伤”理解为

“嫌，失之于”的意义亦未为不妥，且可以只用“伤”并省去“于”。故而≪要术≫中

这些模棱两可的句子我们亦可以从“伤～”能否转换为“伤于～”的结构，并解释为

“嫌于，失之于”的角度来进一步加以考证，如果上述的7个句子可以用于“伤

于～”的结构，并可理解为“嫌于，失之于”的意义，则可认为“伤”还不是副词的

用法，但困难的是我们无法确定这些转换结构的可行性，因为缺少≪要术

≫或其他文献的例证，我们考察了同时期的≪世说新语≫、≪水经注≫、≪

洛阳伽蓝记≫以及≪博物志≫等文献典籍，并未见到上述转换结构，但也未见

到“伤”的副词用法。另外，我们还穷尽性地考察了≪齐民要术≫中“太”做副词的

用法，一共出现了16次，无论从使用频率上还是从语义组合上都比“伤”要更确

切。而就我们检索到的资料来看，“伤”的副词用法并不常见，≪要术≫中可以

确切肯定的只有2次。

总之，结合前面的小节中“伤+形容词”的情况，我们对“伤”的副词用法在魏

晋南北潮时期的普遍化尤其是学者们所认为的大部分≪要术≫中的“伤”的副词

用法的例文持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要术≫中21次后面所接的形容词成分的

用法，其中有12次仍都是动词接形容词补语的用法，并不是学者们所说的已

经是副词的用法了，虽然“伤熟”2次可以从结构上找到证据，但其他“伤薄，伤

早，伤晚，伤多，伤苦，伤醋”7次，我们事实上还是心存疑虑，但在没有更好

的证明的情况下我们暂且承认他们可以分析为副词用法。

Ⅳ. 结论

刘凯明先生(1985)曾指出“伤”的副词用法可上推至东汉，下承于唐宋，但中

间的例证少见，而从蔡镜浩先生(1990) 的著述开始，阚绪良，汪维辉等学者

们引用了大量的≪要术≫的例证加以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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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学者们所引用的最早的东汉的例证是不合适

的，其中的“伤饱”，“伤宠”亦作“伤于饱”，“伤于宠”，这里“伤”并不是副词，是动

词，后面的“饱”，“宠”是补充说明原因的补语成分。“伤”相当于“为～所伤”，“伤

饱”，“伤宠”也就是“为饱所伤”，“为宠所伤”。因此我们认为学者们所认为的“伤”

的副词用法最早始见于东汉的说法尚欠说服力，我们认为直到魏晋时期“伤”的

副词用法才逐渐萌芽并发展沿用至后代，并且这一用法并不十分普遍，远不如

老牌副词“太”。

另外，我们认为学者们所引证的≪要术≫中的很多作为副词用法的“伤”还是

动词用法其中的“伤”后面接的是表示原因的形容词补语，这一点从语义组合和

结构对应上可以看出。而对于≪要术≫中其他一些从语义上无法确定且从对应

结构上更无法找到证明来否认“伤”副词用法的句子，我们认为虽可推敲，但还

是尊重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暂且承认其中的“伤”的副词用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伤”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可以作为副词使用表示“太，过”

的意义还值得商榷，而且即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伤”的副词用法也宜于根据

具体的语义组合、结构对应情况及其出现频率加以重新分析再作以确定，尤其

是学者们所引用的≪要术≫中的很多句子是值得认真推敲的，并不都是副词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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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提要】

Many scholars think that at least in the East-han dyn

asty “shang” has produced the use as an adverb, it means

“too” .But we think “shang” has experienced a long period of

transition to have the usage as an adverb meaning “too”. A

nd we also think that it doesn’t completely produce the ad

verb usage even in Wei-jin period. This usage is not comm

on in this transition phenomenon, and even in the same bo

ok. Although most scholars cited <Qi Min Yao Shu>’s sente

nces to proof its usage as an adverb, we researched a lot o

f ancient literatures from different periods and all the sent

ences having “shang” in <qi min yao shu> and we think “sha

ng” can not be used as an adverb until Wei-jin period. In t

his article we hope to give a new thought of “shang” as an

ad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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