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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凤《古今释林》探略 

徐时仪 

摘要：李义凤所编《古今释林》广搜博取汉唐宋儒道释历代典籍，传承参仿《语录解》编排体例，汇

《语录解》《译语类解》《吏学指南》《吏文集览》等所释为一编。从《古今释林》所载诠释不仅可探我国传

统文化在朝鲜的承创脉络，而且亦可探传播方和接受方的理念和观念异同，在研究我国古典文献和汉语词

汇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关键词：《古今释林》 承创脉络 学术价值 

 

传说周灭殷商后，箕子率众到了朝鲜，据史书记载，汉武帝以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

高句丽、新罗诸国都全面吸收汉文化。1276年朝鲜高丽王朝设置了同文馆（后改称司译院），

1393年李成桂建立的李氏王朝又设置了成均馆，讲授儒学。李氏王朝把基本国是定为思想上

“崇儒斥佛”，外交上“事大交邻”，经济上“以农为本”。其中“事大交邻”的核心是“至

诚事大”, 即竭尽全力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据《太祖实录》卷六载，太祖三年(1394)

司译院提调归化汉人契长寿上言：“治国以人才教养为先, 故学校之设乃为政之要也。我国

家世事中国，言语文字不可不习，是以殿下肇国之初特设本院，置禄官及教官教授生徒，俾

习中国言语音训体式，上以尽事大之诚，下以期易俗之效。”其时涌现出李边、金何、金听

(世宗朝), 李兴德、金有礼、申叔舟(世祖朝), 张有德、黄中、金自贞、李昌臣(成宗朝)

等汉学家和汉语译官，推动了汉学教育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如1459年编有会话

课本《老乞大》和《朴通事》。汉学家崔世珍编有《训蒙字会》和《吏文辑览》，退溪李滉

和眉岩柳希春有《语录字义》和《语录解》。1690年慎以行、金敬俊等编《译语类解》，
1
司

译院又刊行有《同文类解》《蒙语类解》《汉清文鉴》等。1789年李义凤则汇集《吏文辑览》

《语录解》《译语类解》等编有《古今释林》。陈寅恪先生曾概括王国维先生所说二重证据

法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

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2
研究我国

古典文献和汉语词汇不仅要与出土实物和传承典籍相参证，而且也要充分利用域外所藏汉

籍文献。域外汉籍文献主要指域外所藏中国古籍（包括域外刻本）以及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

典籍。本文拟就李义凤所编《古今释林》略作考探。 

一、体例与内容 

《古今释林》分内篇和外篇。内篇分为别国方言、历代方言、洛闽语录、道家语录、释

氏语录、传奇语录，外篇分为华汉译语、东韩译语、三学译语、四夷译语、元明吏学、罗丽

吏读，共十二部分，四十卷。 

具体内容如下： 

《别国方言》（卷一～二），据李基文《古今释林》解题：“成都杨雄子云纪，河东

郭璞景纯解，完山李义凤伯祥补。”先分一字类至六字类，每类中再分释天、释地、释亲、

释心、释形、释声、释名、释气、释色、释言、释训、释诂、释知、释品、释动、释事、释

物、释官、释文、释礼、释法、释服、释食、释宫、释器、释戏、释数、释草、释木、释鸟、

释兽、释虫等。如：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白话词汇研究”（13BYY107）。 
1
《译语类解》、《同文类解》、《蒙语类解》等可视为以汉语为词目的多语对照词典。参拙著《汉语语文

辞书发展史》，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6 年版。 
2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 

http://zh.wikipedia.org/zh/%E4%BA%8C%E9%87%8D%E8%AD%89%E6%93%9A%E6%B3%95#_not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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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祖：[纪] 鼻，始也。兽之初生谓之鼻，人之初生谓之首。梁益之间谓鼻为初，或谓

之祖。祖，居也。[解] 鼻祖皆始之别名也，转复训以为居所。代语也。[补]长洲王楙《野

客丛书》曰：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后有耳目之属。今画人亦然，必先画鼻。仆尝疑鼻祖之

意如此，未敢为是，近观《漫录》亦有是言，与仆暗合。 

侅事：[纪]非常曰侅事。[补] 侅音该。《说文》曰：“奇侅，非常也。” 

《历代方言》（卷三～十三）。编排同《别国方言》，先分一字类至六字类，每类中

再分释天、释地、释山等。释文取自历代文集和《尔雅》《说文》《集韵》等。如： 

渴：柳宗元《袁家渴记》楚越方言谓水之反流者谓渴。 

爹：《南史梁始兴王憺传》诏征还朝，人歌曰“始兴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

时复来哺乳我。”荆土方言谓父为爹，故云。韩昌黎《祭女挐文》曰阿爹阿八。吕种玉《言

鲭》曰：“今人呼父为爹。都爷切，古音都我切。” 

化：《公羊桓六年》化我也。注：何氏曰行过无礼谓之化，齐人语也。 

顿：《俗呼录》热饭谓之顿。又积物谓之顿，音敦上声。 

《洛闽语录》（卷十四～十五），据李基文《古今释林》解题：“解出溪门溪训者，

退溪李先生解也。眉训者，眉岩柳希春仁仲解也。春训者，同春宋浚吉明甫追解也。增注者，

完山李义凤伯祥集解”。
3
分一字类至六字类编排，每类中再分释天、释地、释心等。如： 

硬寨：[眉训]坚植意。[增注] 退溪曰硬坚不变通之谓。寨，山居以木围树以自固者，

军行所住亦然。硬寨亦坚定不动之意。又曰寨即栅字。栅，植木为城言坚植也，大意与立定

脚跟做去同。守梦曰：砦寨通用，士迈切。山居以木栅。《庄子》柴栅。《字会》音瘵。按

硬，坚也，强也。寨，助迈切，与砦同。又音塞，安也。 

眼下：犹言当时。[增注] 退溪曰犹言当面当前。 

话头：词头之类，言题目也。[增注] 退溪曰出佛书，如庭前柏树、麻三所、万法归一，

一归何处之类也。盖其徒问於祖师，则以此等无意味说授之，使之专心思索不他适，其心忽

然若开悟焉。 

未委：委犹知也。先生於未知多作未委，近世吏文亦有知委之語。 

劳攘：劳，苦也。攘，夺也。作事而费气力曰劳攘，众人喧争亦曰劳攘，盖不稳便利顺

之意。 

标致：聪俊敏慧之谓。 

不成：指下文而言，不得为如此也。[春训]不成，得也。 

狼当：狼藉同。[春训] 狼字似是浪字，小儿戏顽甚者谓之狼当。[增注] 狼，兽名，性

好躁躝其草，使之杂乱，故曰狼藉。 

等候：等犹待也。[增注]如今俗所谓等待也。 

头影：端绪。 

包笼：作事不果断。
4
 

《洛闽语录》续录（卷十六～十七），题为“完山李义凤伯祥集解”，分一字类至七

字类编排，每类中再分释火、释名、释言等。如： 

涵泳：栗谷曰涵泳者熟读精思谓。 

豆腐：今中国所谓豆腐亦与我国异，恐其名始此。 

筋斗：奇高峯曰即俗所谓根倒之戏。教坊一小儿筋斗绝伦，能缘长竿倒立，盖以身空中

翻倒之戏。幽州宝积禅师告众曰，有人皃得吾真否？众皆写得真呈师，师皆打之。弟子普化

出曰某甲皃得。师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道家亦有万丈崖头翻筋斗之语。 

                         
3
退溪李滉和眉岩柳希春有《语录字义》和《语录解》。 
4
卷十六《洛闽语录》续录亦释有包笼：“包笼，不果断也。” 



3 

 

竿木：退溪曰如今竖立车上作戏之木也。竿木随身，逢场作戏，禅家多用此说。场即优

戏之场，言身有其具则随处作用不能自已也。 

拖泥带水：谓以管商见识杂於孔孟规模，是如取泥带水混合为一。 

泥里洗土块：谓於泥水里洗出土块，也谓不能洁也。 

《道家语录》（卷十八）释道教语汇。题为“完山李义凤伯祥集解”，分一字类至四字

类编排，每类中再分释地、释形、释动等。如： 

大块：《南华经》注曰大块，天地也。 

脱离：《酉阳杂俎》曰道者得隐形术，不试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脱离，后二十年名籍

于地仙。 

雷鸣电激：《黄庭内景》注雷鸣电激为叩齿。 

《释氏语录》（卷十九～二一）释佛教语汇。分一字类至九字类编排，每类中再分释

形、释文、释草、释天等。如： 

花箭：佛书以美女为花箭。 

毘尼：通润曰此云调伏。调练身心，制伏过非。 

华鬘：杨慎《禅林钩玄》曰：华鬘，梵言俱苏，此言华也。梵言摩罗，此言鬘也。西方

多用苏摩罗花行列结之，以为条贯。无间男女以此庄严，或首或身。经中有华鬘、天鬘、宝

鬘并同其事也。 

《传奇语录》（卷二二）释传奇小说难解语，李基文《古今释林》解题：“当与《洛闽

语录》及《华汉译语》互相参考”。分一字类至十四字类编排，每类中再分释形、释声、释

言、释诂等。如： 

了得：犹会得也。 

乖觉：犹知机也。 

跷蹊：殊常也。 

做大：自大也。 

做眼：谓探问也。 

刷子：有钱者之称 

来相脚头：犹窥人也。 

搜根剔齿：言深刻也。 

篱牢犬不入：言女子自守则外人不入也。 

马蹄刀木杓里切菜水泄不漏：言秘密也。 

但得一片桔皮吃，莫忘子洞庭湖：言不忘恩也。 

《华汉译语》（卷二三～二六），李基文《古今释林》解题：“《汉语集览字解》，

出溪门。《译语类解》，舌官金庆门汇集。《译语类解补》，舌官金弘喆续纂。《满清文鉴》，

舌官李湛等较正。”
5
分一字类至六字类编排，每类中再分释天、释地、释亲、释形等。释

文多引自《译语类解》和《译语类解补》，且用朝鲜语，也有一些用汉语。如： 

出月：《译解补》来月。 

婆娘：《字会》贱骂之曰婆娘。 

梅香：《字会》婢也。尊人之婢曰女使。又曰梅香。泛称妮子。 

耍子：《字会》俗谓行房亦曰耍子。 

将就：《集览》解犹容忍扶护之意。 

髠䯲：《译解》阳物。鸟子同。 

油子：胡贡士曰北京人谓之油子为鍊习物情如油之滑也。 

                         
5
《满清文鉴》，即李湛等编《汉清文鉴》，相当于汉语、满语、朝鲜语的对音辞书，十五卷，1776 年据清

代 1772 年刊行的《御制增订清文鉴》(四十六卷四十八册)编成，收录汉语词语一万二千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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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外：《集览》解十者，数之终，十分为数之极而甚，言其太过则曰分外。退溪曰分，

限量也。 

扁担：按余见汉人男子担而不负，用一条木，两头悬物，用肩担之，谓之扁担，重可百

斤。其运水搬柴皆用此法。其行远路者用行李与铺盖卷作一条加诸肩，倦则移左移右，虽千

里之远亦如此。 

贴黄：《文鉴》以黄纸录出奏疏中事件贴于本折年号之下曰贴黄。 

揭帖：《文鉴》各省所奏之事誊送于部院及科道者谓之揭帖。 

开箱：《文鉴》新嫁之女以衣饰结夫家尊卑谓之开箱。 

求福九九摆供：《文鉴》祭祀求福时用小圆饼为九层而每层累九个者。 

《东韩译语》（卷二七～二八），释新罗国语，多引用《鸡林类事》。
6
题为“完山李

义凤伯祥集解”，分一字类至七字类编排，每类中再分释天、释地、释形等。如： 

闪：高丽。《鸡林类事》曰：方言电曰闪。按汉语以电为打闪 ，今我东谓之翻开。 

摆：高丽。《鸡林类事》曰：方言船曰摆。 

众：本朝 。通称僧徒为众。 

噎：高丽。《鸡林类事》曰：方言十曰噎。 

风月主：新罗。东史真兴王取童男，容仅端正者，求善士为徒使以孝悌忠信相勉，号曰

风月主。 

《三学译语》（卷二九～三四），其中卷二九－三三为国语、蒙古语、满州语、日本

语、多言语语汇集，卷三四为蒙语录解、清语录解、倭语口诀和伊吕波间音。据李基文《古

今释林》解题：“《蒙语类解》，舌官李億成釐改。《同文类解》，舌官玄文恒釐正。《倭

语类解》，舌官韩廷脩雠釐”。分一字类至八字类编排，每类中再分释天、释地、释心等。

释文多用朝鲜语，也有一些用汉语。如： 

跳水：清谓泅水。 

阿爷：倭。日本寄语曰：父曰阿爷。 

藏腰：清。按余赴燕，见清人衣服无论奢俭，其色尚黑，皆用长衣掩短袜，以兽尾环其

裾袴，用袷襪上主脚，又以缕飞青布为腰带，缭之腹下，中为单纽，以便开阖，名曰藏腰。 

《四夷译语》（卷三五～三八），据耽罗人高尚英于康熙丁卯谚译《安南传译》。译

字生田功成于乾隆戍申译《暹罗字课》、元周达观著《真腊风土记》、《金国语解》和《辽

国语解》释安南、暹罗、金、辽语汇。题为“完山李义凤伯祥集解”，分一字类至七字类编

排，每类中再分释天、释地、释亲等，每词按四夷方位注明东、西、南、北、西南、东北。

如： 

温：南。《暹罗字课》：煖谓之温。 

遗：北。《文献通考·突厥考》：突厥呼屋为遗。 

楼罗：西。《日知录》曰：《唐书·回纥传》加册可汗为登里喆咄登密施含俱录英义建

功毗伽可汗，含俱录，华言娄罗也。盖聪明才敏之意。
7
《酉阳杂俎》引梁元帝《风人辞》

云：城头网雀，楼罗人著。《南齐书》顾欢论云蹲夷之仪，娄罗之辨。《北史》鲜卑聚语，

王昕曰：楼罗楼罗，实自难解。《鹤林玉露》偻儸，格（俗）言猾也。 

坩贝罗：西南。《南史》西南夷娑利国传有石名坩贝，初采之柔软，及刻削为物暴干之

遂大硬。坩，《梁书》作蚶。 

                         
6
《鸡林类事》，宋孙穆编，三卷，相当于汉朝双语词集。由土风、朝制、方言及附录组成，收录反映高丽

政纲朝制、风土人情、天文地理等朝鲜语词。今存本收有 361 条，分成天文、地理、花木、鸟兽、虫鱼、

器用、人物、身体、衣服、饮食、文史等 18 门类，词目词为汉语，其后为汉语译音对应的朝鲜语词。 
7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四《楼罗》：“含俱录，华言娄罗也，盖聪明才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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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头干：东北。《石林燕语》曰东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辄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谓枝

头干。 

《元明吏学》（卷三九～四○），据李基文《古今释林》解题：“明吴郡徐元瑞郡祥

《吏学指南》，
8
李朝佥枢崔世珍《吏文集览》，完山李义凤伯祥补”。

9
分一字类至八字类

编排，每类中再分释水、释形、释亲等。如： 

裁：《指南》酌量制度曰裁。始於晚唐。 

央：《辑览》遇事请於人曰央，俗语曰央及。 

媳妇：《辑览》汉人谓妻为媳妇。 

快活：《辑览》即快乐也。 

附录《罗丽吏读》（卷四○），分一字类至九字类编排，每类中再分释诂、释刑、释名

等。释文多用朝鲜语，也有一些用汉语。如： 

暧昧：分疏之辞。 

项锁足锁：严囚罪人以防逃躲。 

书末附有《训民正音》。 

二、学术价值 

《古今释林》中的《洛闽语录》所释多出自退溪李滉和眉岩柳希春的《语录字义》和

《语录解》。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上，朱熹以博学多闻的才识，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融

儒、释、道于一体，潜心研究儒家经术，探索道德性命之理，提倡明义理经世务，论学著

述皆以圣贤之道为宗，修己治人为要，集理学之大成，形成了独特而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

把居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朱子学传至朝鲜、日本等国

后，渐发展成为东方文化的主流，在朝鲜和日本都被视为国学。当时一般的朝鲜文人从小

就开始学习儒家经书，阅读古汉语的能力很强，理解儒家经籍和言论没有太大的问题，然

而解释用宋代语言记下的宋人语录还是有很多困难。朱子语录等著作不晚于明代就已传入

朝鲜，10李义凤在《古今释林》小题曾提到，“予于庚午冬年十八，始阅《朱子语类》及《四

书》小注，苦语录难解，有人授以郑抱翁编溪门《语录解》，不啻昏衢之烛。”从《古今释

林》所载引用子书，可见李义凤饱读经史，汉学功底深厚，何以“苦语录难解”？这显然

与唐宋以降汉语文白此消彼长的演变有关。儒家经典多用文言，朱子语录等多用当时的白

话口语，形成文白之别，而身处朝鲜的学人朝夕讽诵儒家经典，自然难以理解随着时代发

展而日新月异的白话口语。诚如宋浚吉在《语录解》跋文中所说：“语录解者，即中国之俚

语。昔有宋诸贤，训诲后学，与书尺往复，率多用之，盖欲人之易晓也。而顾我东，声音

言语，谣俗不同，反有难晓者，此解之所以作也。”由此可见，《语录解》着重解释的是其

时人们颇难理解的俚俗白话口语。 

《语录解》旧本出于李滉门人所录，多为随手而记，郑瀁又作有补充，收释了《朱子文

集》、《朱子语类》、《近思录集注》和《心经附注》等宋明儒家文献中一千零五十个词语，

其中多为唐宋以来的口语词和俗语词，如“合下、伶俐、怎生、头当、照管、巴鼻、家事、

领略、到头、悠悠、作么生、担板汉、不多时、大小大、信得及、信不及、无缝塔、不奈何、

                         
8
元朝重吏,由吏入官是当时的重要仕途。徐元瑞有鉴于此，为使“习吏”的人掌握“律书要旨”，编成《吏

学指南》。 
9
日本前间恭作在昭和 15至 16年（1940－1941）为《吏文辑览》加了日文训读，1975 年更名为《训读吏文》

出版。韩国朴在渊校注整理有《吏文、吏文辑览·校记》，延梨文化社 2001 年版。 
10
据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一册《成宗康靖大王实录》载，成宗七年（1476）“五月乙卯，

谢恩使郑孝常、朴良信回至京师复命”，“仍进《朱子语类大全》二十卷曰：‘此书近来所撰，故进之。’”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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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动、石尤风、朴实头、下梢头、一绰过、做将去、一副当、大拍头、捺生硬”等。显宗

十年（1669）宋浚吉与南二星又加以厘正。《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辞典》称《语录解》为朝

鲜中期最早刊行的中国俗语辞典，
11
以“一字类，二字类……”进行分类，相当于学习宋代

口语的应用型词典。朝鲜学者凭着他们对汉语深透的了解,不经意中记录下了唐宋人特别是

宋儒所用俗语的本义乃至临时意义。宋浚吉在《语录解》跋指出“辞语疑晦之间，或可以此

书解之。而既解其言，又必体之于心，行之于事。然则此解虽微，亦可为摘叶寻根，沿流穷

源之一助”。
12
从其所说可以窥见《语录解》编者“解其言”“体之于心”“行之于事”的

辛勤所获为“摘叶寻根，沿流穷源”研究白话口语俗词和汉语词汇史上的重要价值。如释“打

乖”云：“打乖为怪异，又破乖戾与物和仝也，又为乖癖不同俗，又南人聪明性悟者亦谓乖。”

既训释了不同的词义，又指出其方言义和使用的地域。又如释“方便”云：“多般计较得其

好处谓之方便。”再如释“陪贴”，南二星改刊时特地加注说明“陪字恐是赔字”，反映了 

表“赔偿、偿还”义的“赔”其时写作“陪”。
13
语录解体例大同小异，其中郑瀁所编共收

词 1182条，词目以字数为序排列，分一字类、二字类、三字类、四字类、五字类、六字类

共六类。释义既有全用汉语解释，也有全用韩语解释，又有混用汉韩双语解释。释义方法有

同义词对释的，有下定义的，有举例的等。注音多采用韩语，也有用汉语直音的。对多音字

则注出该字所在语境中的读音。 

李义凤《古今释林》大致传承了《语录解》的编排体例，其《小题》称其获郑瀁《语录

解》后，“又患所解之不广，傍搜《朱文劄疑》、《近思》、《心经释疑》、退栗文集及《字

汇》、《字典》、《礼部韵》等书而增释之”，后又广之以扬子《方言》和汉唐宋儒道释，

续之以汉语及外夷土音，吏读译语杂释中的方言和语录，“仿《尔雅》而广其目”。如卷四

《历代方言》释“措大，士也。《书言故事》：穷措大，眼孔小，与钱十万贯，塞破屋子矣。

《资暇录》：俗谓士流为醋大，言其哨醋而冠四人之首。愚按醋宜作措，言其举措大事也。”

卷四《历代方言》释“心曹，《侯鲭录》曰：愁，忧也。《集韵》音曹。扬雄有《半牢愁》，

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为心曹，当用此愁字，即忧也。”
14
 

《古今释林》中的《元明吏学》参用了徐元瑞的《吏学指南》和崔世珍《吏文集览》。

《吏学指南》编于元大德五年（1301）,全称《习吏幼学指南》，“摘当今吏用之字及古法

之名”，一一予以诠释，使读者一目了然。此书虽是一部吏学的启蒙读物，但其所释“吏用

之字及古法之名”的含义，在相隔六百余年后的今天，有相当一部份已不甚了了，有的甚至

大型辞书也未予确解，所以在研究元明法律以及社会、政治、经济、风俗各个方面都具有特

殊的参考价值。李氏朝鲜太宗4 年(1403 年)设立“应奉司”(文书应奉司), 太宗11 年(1410 

年)改为“承文院”，专掌“事大交邻文书”。
15
这些“事大交邻文书”绝大部分是用汉文写

成的, 它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吏文。朝鲜为了使本国官员熟悉吏治文书的格式体例，曾

从明朝的各种文书以及朝鲜与明朝之间往来的文书中选编有《吏文》一书，作为官员学习的

                         
11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辞典编纂部《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辞典》Vol.14“语录解”条，

熊津出版 1993 年第 873 页。 
12
韩国汉城大学校的奎章阁藏有心斋白斗镛编纂、鹤巢尹昌铉增订的《注解语录总览》两册，其中“语录解”

部分出于十七世纪李退溪门人之手，辑录退溪李晃和眉岩柳希春对《朱子语类》中俗语和口语的解释。 
13
钱大昕《恒言录》卷二指出：“赔，此字不见《玉篇》、《类篇》等书。古人多用‘备’字，或作‘陪’。明

《永乐实录》追赔字皆不从贝旁。……《升庵外集》:‘昔高欢之法:盗私物十备五，盗官物十备三。后周

诏:侵盗仓廩，虽经赦免，征备如法。备，偿补也，音裴，今作赔。音义同。而‘赔’字俗，从‘备’为古。’”

检《字汇》：“赔，俗音裴，作赔补之字。”《正字通》：“赔，俗字，今读若裴。补偿人财物曰赔，本作备。”

谭耀炬《“赔”字究竟始用于何时?》一文根据明梅膺祚《字汇》“赔”字下注：“古无此字”，再参考陈

垣和清钱大昕提供的证据，推测在明代修订《永乐实录》以前“赔”字还没有正式使用，认为“赔”字的

使用应该定在明宣宗宣德年(1426 年)至明世宗嘉靖(1566)年间为宜。《中国语文》2002 年第 3 期。 
14
李义凤《古今释林》，亚细亚文化社 1977 年版第 487 页。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八：“愁，音曹，忧也。

《集韵》：‘扬雄有《伴牢愁》，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为‘心曹’，当用此‘愁’字，即忧也。” 
15
即对华外交文书的汉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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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读本，分四卷。卷一是明代皇帝的宣谕和圣旨，卷二至卷四是奏章、呈文、照会和咨议

等各类吏文。共93篇，其中80篇皆注明具体日期，可以说是研究其时社会和语言使用的同时

资料。明嘉靖18年，崔世珍又对《吏文》中的专名和疑难词语等进行训释，编有《吏文辑览》，

辑录了明代皇帝的宣谕和圣旨以及朝鲜与明朝之间往来的文书，从中亦不仅可考其时朝鲜与

明朝间的交往，而且可见当时口语的使用情况。如洪武五年（1372）四月中书省准来咨： 

差密直司同知洪师范等进贺平蜀表文，礼部随即进奏。观其臣意专切，文理条畅，援

引典故甚是得宜，上意欢欣。又表一通，为请弟子入学。钦奉圣旨：“高丽国王欲令子弟来

如国学读书。我曾闻唐太宗时，高丽国亦尝教子弟来入学。这的是件盛事。又想这子弟每，

远来习学呵，在这里，或住半年，或住一年，或住年半。要回去，交他回去。虽然听从其

便，但为本国远处海东，比至京师，水路经涉海洋，陆路不下一万余里。隔离乡土，为父

母必怀其子，为人子者必思其亲，此人之常情。恁中书省回文书去，交高丽国王与他臣下

每好生熟议。若是那为父母的愿令子弟如学，为子弟的听受父母之命来学者，交高丽国王

好生送将来。省家回的文书，要说行明白。钦此。” 

从文中所记圣旨，大致可见明太祖朱元璋原话的口语色彩。 

又如永乐八年(1410)七月十八日明成祖朱棣对朝鲜陪臣韩尚敬等人说：“吾良哈这厮每，

真个无礼呵!我这里调辽东军马去，你那里也调军马来，把这厮每两下里杀得干净了。抢去

的东西尽数还恁。知道了。”本日朝罢后，朝鲜陪臣又于奉天门钦奉宣谕圣旨：“坌(崔注：

坌，犹钝朴也)高丽，坌高丽，吃他手里着道儿了。恁杀得正好料着。你那里十个人敌他一

个，也杀得干净了。这已后，还这般的无礼呵，不要饶了。”七月二十二日，明成祖再与朝

鲜陪臣说：“恁回家去，和国王说，这野人，他的貌样是人一般，熊狼虎豹心肠，着好军马

绰他一绰(崔注：绰，扫也)，务要杀了。钦此。” 

文中所记圣旨也大致是明成祖朱棣原话的实录，“两下里”、“坌”、“吃他手里着道儿了”，

“恁杀得正好料着”、“不要饶了”、“着好军马绰他一绰”皆纯为当时口语。 

《古今释林》中的《华汉译语》《东韩译语》《三学译语》《四夷译语》参用了《译语

类解》《译语类解补》。《译语类解》，慎以行、金敬俊等编，李氏朝鲜时的司译院于 1690

年（肃宗 年）刊行，相当于词汇注释词典或词典式词汇集，以汉语、朝鲜语对译的形式

编纂，分上下两卷。上卷分天文、时令等 43 门类，下卷分珍宝、蚕桑等 19门类，把具有类

似语义的词汇按语义类型进行分类，共收释词语 4781条，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

条先写汉语词，再用韩文标记单字的汉语音，最后用训民正音标记词的意义。1775年金弘

哲又按其例编有《译语类解补》，补收了 1100 多个词语。 

《古今释林》的《洛闽语录续录》《华汉译语》《东韩译语》《四夷译语》《元明吏学》

中收释的“豆腐、筋斗、箬笠、斗蓬、席帽、毡帽、头面、搭护、紧身、补服、补子、褂子、

马褂、袍子、襖子、背心、荷包、护膝、油子、开箱、风月主、藏腰、枝头干”等名物词可

供考探当时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和习俗。如“扁担”释“汉人男子担而不负”反映了汉朝肩

挑与负戴的不同，“豆腐”释“今中国所谓豆腐亦与我国异”反映了豆腐传到朝鲜已与中国

的豆腐不同，“开箱”释“新嫁之女以衣饰结夫家尊卑”反映了民间的婚俗，“竿木”释“如

今竖立车上作戏之木”反映了表演杂技的娱乐，“枝头干”释“有果如李，每熟，不得辄便

槁”反映了东北的物产，“风月主”释“使以孝悌忠信相勉”反映了新罗的教育措施等。 

《古今释林》的《别国方言》可与今传本比勘，《历代方言》则可谓继杨雄《方言》后

历代典籍所载方言的汇编，具广搜博览爬罗剔抉之功。《历代方言》《洛闽语录》《道家语

录》《释氏语录》《传奇语录》中收释的“硬寨、眼下、劳攘、标致、狼当、头影、了得、

快活、落草、拖泥带水、泥里洗土块”等白话方俗口语词可供考探当时语言的使用状况。如

“躲”是宋代出现的新词，也是“避”义的白话口语词。例如柳永《定风波·林钟商》：“镇

http://baike.so.com/doc/9704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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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随，莫抛躲。也作“趓”。例如朱敦儒《卜算子》：“古涧一枝梅，免被园林锁。路远山

深不怕寒，似共春相趓。”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红娘急趓过，曰：‘死罪！死罪！’”

考《古今释林》卷四十《元明吏学》释“趓避：《辑览》趓，避也。通作躲。”据《元明吏

学》所载，其时“趓”已通作“躲”。又如陶潜《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渔隐丛话》卷三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

故悠然忘情，趣闲而景远。”王国维《人间词话》称此诗为“无我之境也”。考《古今释林》

卷十四《洛闽语录》释“看见：非有心而见也。[春训]偶然看过也。”据《洛闽语录》所载，

“看”“见”组成复合词“看见”有“非有心而见”义，指光线照射在物体上，反射到人的

眼睛里，通过视网膜作用于大脑视觉中心产生一定的视觉形象。陶潜“悠然见南山”中的“见”

也是“非有心而见”的“无我之境”。再如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释“落草”第一义为“指

到山泽之地与官府为敌”，引《宣和遗事》、《五代史平话》、《董西厢》为证，甚确；第

二义释为“草率、随便”，例证为《朱子语类辑略》“看书且要依文看得大概意思了，却去

考究细碎处。如今未曾看得正当底道理出，便落草了，堕在一隅一角上，心都不活动。”此

例载《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例中朱熹意谓看书时偏离正确的途径，未看懂正当的道理，

陷在琐碎处钻牛角尖。龙潜庵所释似尚欠允当。考《古今释林》卷十七《洛闽语录》续录释

“落草：退溪曰堕在荒草中也。安陵曰或云落，刊落也，谓刊草通径也。又曰按大安禅师在

沩山三十年，只看一头水牯牛，若入草路，入草便牵出。疑落草或出此。落草，堕落草莽也。”

据《洛闽语录》所载，“落草”有“堕落草莽”义，即偏离正道而陷入杂草丛生的歧路。《朱

子语类》尚有如下二例，卷四十：“世间也只有这一个方法路径，若才不从此去，少间便落

草，不济事。”意谓偏离了正途。卷五十五：“大抵看文字，不恁地子细分别出来，又却鹘

突；到恁地细碎分别得出来，不曾看得大节目处，又只是在落草处寻。”意谓未看懂关键的

大旨，只是陷在无关紧要的琐碎处找寻。据上引《朱子语类》中的三个例证，可证其词义应

为“偏离正路，陷入歧途”，由此义进而引申有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所释“到山泽之地

与官府为敌”义。 

三、结语 

文化是骨子里的东西，代表民族文化的制高点，而文明间的交流常常是双向的，甚至是

多向度的。
16
李义凤所编《古今释林》广搜博取汉唐宋儒道释历代典籍，汇《语录解》《译

语类解》《吏学指南》《吏文集览》等为一编，据其所释不仅可探我国传统文化在朝鲜的承

创脉络，而且还可探传播方和接受方的理念和观念异同，其中既有内核精神的相融相合，又

有各自不同价值取向的异化而在变异中形成自己的创新，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不同地域

不同阶层间的文化互动，由上文所述亦可略见《古今释林》在研究我国古典文献和汉语词汇

上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An Overview Introduction of Yifeng Li（李义凤）’s GuJin ShiLin（《古今释林》） 

Xu Shiyi 

(Classical Documents Institute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GuJin ShiLin（《古今释林》）was compiled by Yifeng Li（李义凤）, which 

had drawn its materials from among Ha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classic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he arrangement style followed the YuLuJie（《语

录解》）’s  and contained YuLuJie（《语录解》）,YiYuLeiJie（《译语类解》）,LiXueZhiNan

（《吏学指南》）,LiWenJiLan（《吏文集览》） and so on. From the contents recorded 

in GuJin ShiLin（《古今释林》）,we can explore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 on traditional 

                         
16
参拙文《文献研究的价值取向探略》，《中国训诂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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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Korea.We can als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of ideas 

and concepts between the culture exporter and importer. It has great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o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ancient classics and lexicology. 

Keywords: GuJin ShiLin（《古今释林》）, historical connection, academic 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