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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考工記》看大型語文辭書的異文詞語

立目——以「搏埴」、「摶埴」為例 
 

李亞明、顏陽天、英歡超 

（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浙江出版集團數字傳媒有限

公司） 

摘要 《考工記》是迄今所見中國最早的手工業技術文獻。本文以「搏埴」和「摶

埴」為例，通過與該文獻比覈，貫通詞義和文意，並從文物考古和民族遺風考察拍打

行為在陶器製作過程中的作用，探討大型語文辭書中異文詞語的立目問題。 

 

關鍵字：考工記；語文辭書；異文；立目；搏埴；摶埴 

 

《考工記》是迄今所見中國最早的手工業技術文獻。本文以「搏埴」和「摶埴」

為例，通過與該文獻比核，貫通詞義和文意，探討大型語文辭書中異文詞語的立目問

題，以冀對相關大型語文辭書的修訂略有芹獻。 

先來看一下幾部大型語文辭書中的相關情況。 

《漢語大詞典》：1 

【搏埴】拍擊黏土。指陶工製坯。《周禮·考工記序》：「搏埴之工二。」鄭玄注：

「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 

【摶埴】謂以黏土捏製陶器的坯。《周禮·考工記序》：「摶埴之工二。」鄭玄注：

「摶之言拍也；埴，黏土也。」摶，一本作「搏」。賈公彥疏：「以手拍黏土以爲培乃燒

之。」…… 

《辭海》2： 

摶埴  捏黏土做成陶器的坯子。《考工記序》：「摶埴之工二。」鄭玄注：「摶之言

拍也；埴，黏土也。」按，「摶」一本作「搏」，戴震《考工記圖》謂據釋文，「摶」有

團、博二音，鄭注「摶之言拍」，當從博音，作「搏」。 

《大辭海·語詞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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詁學。電郵：lym640826@aliyun.com 

顏陽天，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外國語學院教師，英國杜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文學碩

士，主要研究方向：語言學。 

英歡超，浙江出版集團數字傳媒有限公司編輯，英國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文學碩

士，主要研究方向：語言學。 

 
1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纂：《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

社），1997年。 
2陳至立主編：《辭海》第六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 
3夏征農、陳至立主編：《大辭海·語詞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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摶埴  tuάn zhí  （釋文同《辭海》） 

《辭源》4： 

【搏埴】拍擊黏土。謂陶工製坯。《周禮·考工記》：「搏埴之工二。」注：「搏之言

拍也；埴，黏土也。」舊注疏本誤作「摶埴」，見清阮元《校勘記》。 

【摶埴】謂以黏土製成陶器之坯。《周禮·考工記》：「摶埴之工二。」一說作

「摶」，誤；應作「搏」。參閱清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孫詒讓《周禮正義》。 

諸大型語文辭書將同一例證的不同異文「搏埴」和「摶（摶）埴」作為兩條詞目

分別列出，釋義亦異。這是否妥帖呢？ 

《考工記》原文在《總敘》：「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

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搏埴之工，陶、瓬。」「搏」字，唐石經作

「摶」，陸德明《經典釋文》同。有清一代，經學和小學諸儒多主「搏」字之說。戴震

《考工記圖》：「鄭注『搏之言拍』，取音聲相邇為訓，拍古音滂各反。《釋名》云：

『拍，搏也，手搏其上也。』又云：『搏，博也，四指廣博，亦似擊之也。』據此，定從

博音。」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摶』作『搏』，

下同。《釋文》曰：『李音團，劉音博。』按，注云『搏之言拍也』，則當從劉昌宗

音博。李軌音團，《釋文》、唐石經作『摶』，誤也。戴震《考工記圖》言之詳

矣。」段玉裁注《說文解字》「 ，拊也」：「《釋名》曰：『 ，搏也，手搏其上

也。』按，許釋『搏』曰『索持』，則古經『搏』訓『拍』者，字之叚借。《考工

記》『搏埴之工』注曰：『搏之言拍也。』云『之言』者，見其義本不同也。」孫詒

讓《周禮正義》：「戴、阮、段說是也。」章太炎《文始》五《魚陽類·陰聲魚部甲》：「

又孳乳為 ，拊也。旁轉支為捭，兩手擊也。捭旁轉脂又為 ，反手擊也。此皆迻以

言人。 在魚部，或以搏為之，《考工記》『搏埴之工』，注：『搏之言 也。』對轉陽孳

乳為瓬，周家搏埴之工也。」5 

今按，戴、阮、段、孫諸儒之說一脈相承，理固明矣。「搏」字甲骨文作 ，從

又、峀（「圃」的初文）聲；金文作 ，從干，尃聲；戰國文字作 （包山楚簡），從

手，尃聲。篆文、隸書、楷書均同戰國文字。從又、從手均為義符，表示手部動作；

從干亦為義符，表示用武器搏鬥。古文字學界一般認為「尃」就是「搏」的初文，因

此，除甲骨文外的「搏」從「尃」聲，在六書中應屬形聲兼會意。太炎先生根據聲韻

通轉規律，以音求義，追本溯源，繫聯漢字變易和孳乳形態，《文始》本組字紐均為唇

音，其間關係，有正紐雙聲者，其中有幫紐雙聲者（ 、捭、瓬），滂紐雙聲者

（ 、搏、 ）；幫滂旁紐雙聲者（ 、捭、瓬←→ 、搏、 ）。韻則有魚部疊韻者

（ 、 、搏） 6；魚支近旁轉者（ ←→捭， ←→捭） 7；魚脂次旁轉者

（ ←→ ， ←→ ）8；支脂次旁轉者（捭←→ ）；魚陽陰陽正對轉者（ ←→

                                                 
4何九盈、王寧、董琨主編：《辭源》第三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5章太炎：《文始》，載《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 337。 
6王力古韻三十部的鐸部，在太炎先生廿三部中歸為魚部。依王力古韻，則「 ←→ 」之間屬

魚鐸陰入對轉。 
7依王力古韻，則「捭←→ 」之間屬支鐸陰入對轉。 
8依王力古韻，則「 ←→ 」之間屬脂鐸陰入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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瓬， ←→瓬）9；支陽陰陽次對轉者（捭←→瓬），脂陽陰陽次對轉者（ ←→

瓬）。《文始·敘例》：「討其類物，比其聲均，音義相讎，謂之變易。」「變易」指意義

不變而字形變化的同詞異字現象。10 本處「 」、「 」、「捭」、「 」為同源變異，其

原始義的核義素（即從同組同源詞中提取出的經驗性的意象特徵）為拍打。《文始·敘

例》：「義自音衍，謂之孳乳。」「孳乳」指在詞的派生推動下，由記錄源詞的字分化出

新字的現象。11 本處「 」的原始義「捭擊」，「 」的原始義「拊」，「捭」的原始

義「兩手擊」，「 」的原始義「反手擊」，與孳乳字「瓬」的引申義「製坯」構成類

義素（即從同類詞中提取的類別特徵）「拍打」。 

「搏埴」集中體現了《考工記》陶器製坯和製紋的拍打行為技術，這與源自新石

器時代的陶器製作情況基本一致。 

2012 年，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早期陶片，被確認為有兩萬年曆

史，這是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 

 

圖 1 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早期陶片和拼接復原圖。 

 

以其下層文化遺址的繩紋陶片為觀察對

象，「從多數繩紋有相互交錯和迭壓現象觀

察，都應是拍印上去的，也有可能就是在木

拍上纏上草、藤之類繩子一個單元一個單元

地拍打上去。」12 遺址表層出土的陶片中蚌

末碎片的排列及傾斜方向基本上與器壁平

行，從中可以推斷當時捏製陶器時使用了一

定的壓力，或者在平整陶器表面時採用了陶

拍和陶墊技術。13 

20 世紀 60 年代出土的廣東翁源青塘

                                                 
9依王力古韻，則「 ←→瓬」之間屬鐸陽入陽對轉。 
10章太炎：《文始》，載《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 337。 
11同前註。 
12彭適凡：《試述南方古代製陶拍印技術的萌芽與印紋陶的產生》，《史前研究》1987年第 2期，

頁 33。 
13[美]大衛·V·希爾：《江西萬年兩處新石器時代洞穴遺址出土陶片的初步分析》，《南方文物》

1992年第 2期，頁 115。 

圖 2 廣東青塘洞穴陶器器表顯示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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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隸英德境內）洞穴陶器器表顯示細繩紋、籃紋、方格紋和劃紋等紋樣。 

考古學家認為，這足以證明：「遠在新石器時代早期，我們的遠古祖先就已經採用

拍印的手法來裝飾陶器器表，只是當時的拍印技術還比較粗劣，拍印的工具還比較簡

陋，當時很可能尚不知道用印模的拍印法，而只會利用木拍等工具，在其上纏上一些

草、藤、麻之類繩子，然後進行拍打。」14  

新石器時代陶器器表裝飾方法有拍印、壓印、刻畫和戳點這四種。拍打作為一種

製陶工藝技術，可使泥坯粘結緊密，使器壁變薄且均勻，使器物變輕且重心趨於居

中，並在陶坯表面形成拍印紋飾。考古學家發現：「從我國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出土的

不同文化的陶器可以看出，拍印紋飾是使用時間最久（貫穿整個新石器時代以至商

周），使用地域最廣（覆蓋中國大部分地區），使用範圍最普遍（在陶器群中佔有較大

比例，具體到一件陶器，則佔去器表的較大面積）的一種紋飾。」15 作為陶器裝飾工

藝，拍印製紋法在整個新石器時代普遍使用。陝西臨潼白家遺址出土的老官臺文化夾

砂陶器顯示成型後均經過拍打、刮磨和上彩等工藝過程。16 經過對黃河上游新石器時

代晚期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雙耳彩陶壺的靜電複印 X 射線照片分析表明，作為製坯成

型工藝的泥條盤築法，「陶坯半乾時都需經過用適當工具分別在外表和內壁進行拍打和

修整，使泥條連接得堅實緊密和不留痕跡。」17 臺灣地區新石器時代的外模成型方

法，也是先用黏土拍打在以編織品作為外模的內部。18 

印紋硬陶作為一種陶器品種，在泥條盤築法製作過程中為了修坯、整形等需要，

在器外壁用刻有幾何形紋飾的拍子與器內壁的裏手內外聯動拍。印文硬陶的紋飾程

式，「是在盤築成器後，一手拿蘑菇等形狀的『抵手』抵住內壁，以防拍打時器壁受力

變形，一手用刻印有花紋的拍子在外壁拍打，使上下泥條緊密粘結，不致分離。因

此，內壁往往留著一個個凹窩，外壁出現

各種花紋。」19 在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

考古發掘出土距今 8000 年前的夏代陶器

中，就有數片拍印紋飾的陶片，這是目前

國內最早的印紋陶標本。其拍印的紋飾有

交叉繩紋、幾何形的方格紋、籃紋等。如

圖： 

這些陶片的紋飾明顯由陶拍拍印而

成，有的複拍痕非常明顯，其中的細方格

紋和方格紋與新石器時代晚期和商周時期

                                                 
14彭適凡：《試述南方古代製陶拍印技術的萌芽與印紋陶的產生》，《史前研究》1987年第 2期，

頁 34。 
15馬雨林：《拍印紋飾與陶器》，《史前研究》1998年刊，頁 317。 
16詳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六隊：《陝西臨潼白家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

古》1984年第 11期。 
17盧嘉錫總主編，李家治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陶瓷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

44。 
18同前註，頁 45。 
19中國矽酸鹽學會主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頁 74。 

圖3 蕭山跨湖橋遺址出土夏代印紋硬陶標本。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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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紋硬陶幾乎是如出一轍。例如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劍川縣海門口遺址出土的新石

器時代晚期陶片和陶器： 

 

圖 4 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劍川縣海門口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晚期陶片和陶器。 

文博學界發現：「拍印花紋特別盛行於商周時期南方印紋陶的硬陶器，這可能是因為硬

陶原料的濕強度不高，不宜於用輪製成型的緣故。」20例如浙江長興出土的商代印紋硬

陶帶流壺和西周回字紋雙獸耳硬陶罐： 

 

圖 5 浙江長興出土商代印紋硬陶帶流壺。    圖 6 西周回字紋雙獸耳硬陶罐。 

與拍打製作陶器成品相應的是拍打製作的工具——陶拍。 

 

圖 7 新石器時代早期磁山遺址陶拍           圖 8 溝灣遺址灰陶拍 

                                                 
20 馮先銘主編：《中國陶瓷》（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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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新石器時代客省莊文化遺址陶拍            圖 10 龍山文化遺址陶拍 

 

 

圖 11 商代臣銘灰陶拍                   圖 12 商代夾砂陶拍 

 

 

圖 13 西周陶拍 

2005 年，福建惠安百崎音樓山新石器遺址編號為 T1125 的探方現場，出土「雙」

字形圖樣 B形石陶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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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福建惠安百崎音樓山新

石器遺址出土石陶拍。 

 

陶拍均為製坯成型時用於拍打陶器坯體表面使之穩固、緻密、規整。21 

西藏察隅縣龍普村怒族（「姆楞」人）手工製陶拍打工序如圖： 

 

 

 

 

 

 

 

 

 

圖 15 西藏察隅縣龍普村怒族

（「姆楞」人）手工製陶拍打工

序之一。 

 

 

 

 

 

 

 

圖 16 西藏察隅縣龍普村怒族

（「姆楞」人）手工製陶拍打工

序之二。 

 

                                                 
21深圳大梅沙新石器時代沙丘遺址也曾出土類似石拍。據今村啟爾研究，史前時期東南亞、大洋洲、南中

國和印度東部，流行用木拍與頂墊配合拍打製作陶器，當今東南亞及南中國一些少數民族還遺存有這種

製陶方法。一說，石拍用於拍打、製作樹皮布。不論何種用途，類義素均為「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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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怒江地區碧江縣的加車寨怒族至今就近取土，經在木槽中浸泡後搗合，取一

團土放在木墊板上，邊手推其旋轉，邊就土捏塑，先捏出外侈的口沿，後用卵石和木

拍擠壓內壁成鼓腹、圈底的陶鍋。22 

 

 

 

 

 

 

 

圖 17 傣族製陶工具——陶

拍。 

雲南新平嘎灑鎮哀牢山下的土鍋寨傣族製陶工序：左手握一塊圓形的鵝卵石，右

手拿一塊木板拍打泥團，並將泥團打成所需要的形狀，陶器上的端口用潮濕的布拋

光，再用刻有木紋的木板拍打陶面，現出花紋，以增加陶器作品的裝飾性和藝術性。 

 

圖 18 黎族製陶拍打工序 

黎族製陶工序之一是，在接口銜接以後，用木拍自下而上或自左而右不斷拍打，

直至陶坯胎壁緻密、均勻。 

以上，我們經過對《考工記·總敘》相關文本詞義和文意的貫通，以及從文物考古

和民族遺風考察拍打行為在陶器製作過程中的作用，映證了戴震、阮元、段玉裁、孫

詒讓、章太炎諸儒對《考工記·總敘》相關文本的判斷和推理。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

幾部大型語文辭書中異文詞語「搏埴」和「摶埴」的立目問題。 

辭書的立目即選詞，是根據特定辭書的性質、宗旨、規模和讀者對象等因素而收

                                                 
22詳見宋澎：《淺談史前陶器的發明與製造》，《史前研究》2004年刊，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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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選定詞目的活動；釋義即解釋和說明。立目是辭書質量保障體係中期保障機製的

重要內容。23 《漢語大詞典》和《辭源》均收錄「搏埴」和「摶埴」，兩部辭書對兩個

詞目的釋義相仿，所舉例證也相同（《周禮·考工記·敘》及鄭注）。同一例證，怎麼就出

現兩種解釋？近乎自相矛盾，莫衷一是，使讀者不知所從。《漢語大詞典》「摶埴」條：

「摶，一本作『搏』。賈公彥疏：『以手拍黏土以爲培乃燒之。』」儘管表明了「摶」存

在不同版本的異文，卻似乎不能確定「摶」究竟是正字還是訛字，於是乾脆就兼收並

蓄，而沒有用分設主詞目和參見詞目的方式來處理。《辭源》在「搏埴」條裏說明「舊

注疏本誤作『摶埴』」，在「摶埴」條裏說明「一說作『摶』，誤；應作『搏』」。既然明

知「摶埴」有誤，不能承載主要資訊，為何又將其作為主詞目來設立呢？《辭海》和

《大辭海·語詞卷》「摶埴」條：「按，『摶』一本作『搏』，戴震《考工記圖》謂據釋

文，『摶』有團、博二音，鄭注「摶之言拍」，當從博音，作『搏』。」既然認同戴震的

「搏埴」說，為何又只設「摶埴」條，而遺漏「搏埴」條呢？ 

順便提及與立目相關的例證問題。誠然，按照大型語文辭書編纂習慣，證明某一

義項、用法或詞形的唯一書證，如無更好的例子可置換，也沒有錯誤，一般不刪；但

語文辭書收錄例證的目的在於確定詞義，證明有關義項確實客觀存在，並避免歧義。

《漢語大詞典》「摶埴」條引鄭玄注「摶之言拍也」；《辭海》和《大辭海·語詞卷》「摶

埴」條均引鄭玄注「摶之言拍也」。孫詒讓《周禮正義》：「凡注云某之言某者，多依聲

為訓……此注搏拍聲相近，若作摶，則與拍聲聲義俱遠，足證其非。」 24「摶」與

「拍」沒有任何音義關係，鄭玄注「摶」的異文明顯有誤。既然有誤，就不應引為例

證。 

期盼相關大型語文辭書在今後的修訂過程中，本著規範而合理的原則，詳細審

覈、辨析書證異文，改正詞目、釋義與書證相互矛盾之處，使其相互適應；對於具有

內在聯繫的兩個或兩個以上詞目合理採用參見的處理方式，並注意區別主條、副條，

以保障辭書內容完整、係統和均衡，避免遺漏和重複，使辭書經得起較長時間的穩定

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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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詳見李亞明：《建立辭書質量保障體係》，《編輯學報》2000年第 12卷第 2期，頁 88。 
24（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汪少華點校，頁 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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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ogongji（考工記） is the earliest artificer’s technological document in China. 

This article discuss the selection of lemma as different text for large-sized language dictionary, 

taking Bozhi（搏埴）and Tuanzhi（摶[抟]埴）in Kaogongji（考工記）for example by 

linking the word and discourse meanings explicitly, and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patting in 

pottery 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iques and cultural relics. 

 

Keywords: Kaogongji（考工記） , Language Dictionary, Different Text, Selection of 

Lemma, Bozhi（搏埴）, Tuanzhi（摶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