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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st original Chinese calligraphy was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 then, the Bronze inscription, which also known as the Great Seal script, after that, the Small Seal script, Clerical script and
Regular script appeared consecutively. The character Xia first appeared in the form of bronze inscription in Shang Dynasty. This is the first academic essay that describ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alligraphy and word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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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最早的字体是甲骨文，之后演变为金文，也称大篆，接着依次是小篆、隶书及楷书。“夏”字始见
于商代，以金文呈现。本文首次从字形及字义两个方面，对“夏”字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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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夏”字始现于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由商代至今的三千年过程中，“夏”的字形及字义都发生了
演变。本文首次从字形及字义两个方面，探讨了“夏”字的历史沿革。

2. 金文“夏”
2.1. 商代金文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商代的金文“夏”其形作
“夏”

[1]。在这一时期，其字义为“夏季/炎夏”[1]。

可以分拆为“日”及“页”。

“日”表太阳悬于天上，是象形性构件。而“页”就像一个跪坐之人，并凸显了其头部(头部较大)，
其意为人头，也是象形性构件。“页”可分拆为“首”(

)及“卩”(

)。“首”原义为人头[2]，

是象形性构件。“卩”呈一侧坐的人形，是“人”的变体[3]，也是象形性构件。商代金文“夏”的构件
“页”的字形与甲骨文“页”(

) [4]的差别并不大。最明显的不同体现在头发及头的朝向：甲骨文“页”

其头部有三根头发，目视前方；而商代金文中“夏”的构件“页”则只有两根头发且举头望天。商代金
文“夏”有着与商代其他甲骨文相似的特点，即文字图像化[5]，毕竟商代的文字，仍以甲骨文为主[5]。
最后，可以清晰地看出商代金文“夏”的字形表现了一个人在太阳下，举首望日，受太阳酷晒。稍一推
论则可以得出“夏季/炎夏”的意义，从而得出这一时期的“夏”是会意字。

2.2. 春秋时期金文
1923 年，甘肃天水西南乡出土的“秦公簋”有铭文曰“虩事蛮夏”[6]。其中“夏”字作

[6]，是

春秋秦国秦景公时期的金文[6]。其字形与商代的金文“夏”已颇有不同。春秋时期的秦国金文“夏”可
拆为“页”，“爪”，“止”，相较于商代的金文“夏”，构件“日”消失了，但多了构件“爪”及“止”。
虽然字形不同，但原有的字义“夏季/炎夏”仍然保留；我们可以从成书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
中得到证明[7]；《诗·小雅·四月》有云：“四月维夏，六月徂暑”[8]。即便保留了原有的字义，但字
形的变化仍使“夏”有了其他的字义；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夏”的新字义与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
字》中的解释(“夏中国之人也”[9])是相同的。
春秋时期秦国金文“夏”有左右两“爪”(

和

)，是双手的意思[1]。“爪”体现了中国早期文字

的形体结构的特点即“正写反写无别”[5]。作为构件，其即可写作

，也可写作

。合在一起，在“夏”

字中是“双手的意思”。“爪”这一构件在商代金文“夏”中是没有的。
此外，春秋时期秦国金文“夏”的构件“止”(

和

)也可解释为人的双脚[1]。“止”这一象形

构件在商代金文“夏”中也是没有的。
最后春秋时期秦国金文“夏”的构件“页”则和商代金文“夏”的构件“页”意义是一样的，都是
指人的头部。但它们的字形有一些转变。“页”的构件由原来商代金文的“从首从卩”，演变成春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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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秦国金文的“从𦣻𦣻从人”。笔者认为它们的变化符合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两个特点，即“写实性降低”
[10]及“弧曲线条平直化”[10]。
首先是“写实性降低”，以“页”的构件“𦣻𦣻”(

[11])为例：“𦣻𦣻”与“首”的意思一样，指

头部[12]，都是象形性构件，但“𦣻𦣻”没有头发，而“首”有头发。商代的金文中，“页”的构件“首”
呈人头形状(

)，能看到头发，椭圆形向天仰望的头部，以及圆形的眼睛。此时的“首”写实性很高。

但到了春秋时期的秦国的金文中，“𦣻𦣻”(

)则无法再看见头发，眼睛变成了两条横线，头部为

长方形，有棱有角。笔者认为造成这一演变的原因可能是古人对书写效率的要求，比起圆形类写实性强
的字体，线条化及有棱有角写实性低的字写起来会更简单，效率也更高。
其次是“弧曲线条平直化”，以“页”的构件“人”为例：前文有述，商代的金文构件“卩”是“人”
的变体，其字形像一个侧坐的人体。到了春秋时期，秦国金文中的构件其构件“卩”则作

，不再像

侧坐的人体，而就是人。因此，这时“页”的构件是“人”，其义为人[13]，也是象形性构件。商代的金
文构件“卩”可以看见呈“竖横弯钩”地曲线(

)，显示了人身体的形态。但到了春秋时期的秦国的金

文“人”则只能看见两条呈轻度弯曲较为笔直的线条(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演变的原因也是古人对汉

字简化，效率化的要求。在上古时期，文字是一种人与神交流的工具，神圣而又神秘。但逐渐的，汉字
演变成书写工具[14]；因此，简单、易用的成了导致汉字的简化的原因。线条平直化就是一种简化。
最后，通过将春秋时期秦国的金文“夏”的构件“爪”、“止”、“页”结合起来，可以得出一个
完整的人的形象。在秦公簋的铭文中，“夏”指的是位处夏朝旧地的晋国[15]，加以引申可以解读为“晋
地之人”或是“夏地之人”；中国古人已有“中国”这一概念[16]，“夏”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自然有
“中国”之义[17]，而“夏”亦因此有《说文解字》中“中国之人也”的解释。这一时期的“夏”也是会
意字。

3. 小篆“夏”
《说文解字》有云：“夏中国之人也[9]。”前文有述，《说文解字》为东汉学者许慎所作。故，《说
文解字》中的“夏”
小篆“夏”(

[9]便是小篆“夏”。

)与春秋时期秦国的金文“夏”(

)的字形[6]颇有相似之处。根据《说文解字》，小

篆“夏”从夊从页从𦥑𦥑[9]；因此可以将小篆“夏”分拆为构件“𦥑𦥑”、“夊”及“页”。
首先，小篆“夏”中构件“𦥑𦥑”作

[18]。根据《说文解字》，“𦥑𦥑”的原义为“交叉的双手，

从𠀉𠀉彐[9]。”作为“夏”的构件，由于“像双爪之形”，因此其义为双手([9]，和春秋时期秦国金文构件
“爪”的意义一样，且都是象形性构件。相比起春秋时期秦国金文构件“爪”，“𦥑𦥑”的字形产生了些
许 的 符 合 汉 字 演 变 规 律 的 变 化 。 “ 𦥑𦥑 ” 的 行 款 更 讲 究 匀 称 [ 5 ] 。 春 秋 时 期 秦 国 的 金
文“夏”的构件“爪”(

和

)左右并不匀称，左边小，右边大。而“𦥑𦥑”

则左右一般大小，整齐

方正，左右对称，充分显示了汉字的形体之美。这是早期的字形所没有的。
小篆“夏”中的构件“夊”，其字作

[19]。根据说文解字，“夊，行迟曳夊夊，象人两胫有所躧

也[9]。”引申义为“像是行走迟缓的样子”[20]。“夊”是甲骨文“止”的倒写，原有“像脚掌向下之
形”的意思[19]；但作为小篆“夏”的构件时，它与春秋时期秦国的金文“夏”的构件“止”的意思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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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都可以表示脚掌[19]。“夊”是象形性构件。比起春秋时期秦国的金文“夏”的构件“止”，“夊”
的字形产生了些许符合汉字演变规律的变化。“夊”省去了作为构建时的重复部份[21]。春秋时期秦国的
金文“夏”的构件“止”(
写实。但“夊”

和

)左右各写了一次，像是画画，画出脚掌这一人体构件，较为

则较为抽象，它并没有因为“一双脚掌”的意义而重复写两次。这是汉字发展过程中

简化现象的体现。
最后，小篆“夏”的构件“页”则仍然和春秋时期秦国的构件“页”一样从“𦣻𦣻”从“人”，它的
意义和商代金文以及春秋时期的秦国金文是一样的，都是指人的头部。但它的字形却有一定的变化。笔
者认为它们的变化亦符合汉字发展过程中“弧曲线条平直化”的特点[10]。以“页”的构件“人”为例：
春秋时期秦国金文中可以看见它略微弯曲的线条(
直的线条(

)，显示了人身体的曲线形态。但小篆则只有两条笔

)。形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与前文一样，都是因为古人为了追求字形简化以使书写时能更有效率。

字义方面，汉代的小篆“夏”保留着“夏季”的意思，这也可以从东汉史学家所撰的《汉书》中得
到证明。《汉书·高帝纪上》：有云“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22]。”
最后，通过将小篆“夏”的构件“𦥑𦥑”、“夊”、“页”结合起来，可以得出一个完整的人形，符
合上文《说文解字》“中国之人也，从夊从页从𦥑𦥑”的解释。此外，“夏”为古代汉民族的自称[8]。这
一时期的“夏”也是会意字。

4. 隶书“夏”
隶书起源于战国晚期，直至汉代逐渐成熟[23]。笔者将以东汉灵帝时期的“曹全碑”[24]中的“夏”
(

[24]后人仿其体，写作

)的隶书字形作分析。此时的隶书“夏”可分拆为构件“百”及“夊”。

《说文解字》指出，隶书的出现是由于古人因为“职务繁多，需要提高书写速度而产生”[23]。笔者
同意这种说法，以“夏”为例，与小篆“夏”(
顺手。首先，小篆构件“𦥑𦥑”(
“页”的构件“𦣻𦣻”(
成构件“百”

)比较，隶书“夏”

字体笔画大量简化，笔划愈加

)消失了；其次，小篆构件“页”的构件“人”(

)也消失了。而原本

)本为“百”的异体字[25]，隶书“夏”“去两横为一横”恢复了本字，演变

，减少了笔划。最后，相较原本追求笔划圆转的小篆构件“夊”

，隶书构件“夊”

的笔划则显得方折，规整，写起来更为易转快速[23]。隶书构件“夊”的字体虽有变化，但其义未改，
仍是指人的双脚，为象形性构件。
字义方面，相较于小篆“夏”，隶书“夏”没有改变。仍有“夏季”及“中国之人”的意思。隶书
“夏”的字义“夏季”的理由与上文小篆“夏”相同。这一部份的隶书“夏”为东汉隶书。而《汉书·高
帝纪上》：有云“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22]。”《汉书》作者为东汉班固，因此隶书“夏”有“夏
季”的意思。
此外，隶书构件“百”从一、白。有学者指出，“白”像人面，故其应为象形构件，有人脸的意思
[25]。而“白”上加一横，其意应为“人脸之上”即“人头”，而且“百”本为小篆构件“𦣻𦣻”的原字，
因此隶书构件“百”应与小篆构件“𦣻𦣻”字义一样，都有“人头”之义。
最后，通过将隶书“夏”的构件“百”和“夊”结合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简约“人”的形象(有头有
脚)。在《曹全碑》中，“夏”指“夏阳县”，位处陕西，是夏朝故地，因此应有“夏地”之义[26]，再
加上简约的“人”形，则有“夏人”之义。“夏”为古代汉民族的自称[8]，因此，再加以引申则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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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人”的意思。这一时期的“夏”也是会意字。

5. 楷书“夏”
楷书起源于东汉，发展成熟于隋唐[23]，今华人所写，所读之正规汉字，大都亦为楷书。笔者
将以唐代书法家诸遂良所写的楷书“夏”(

[27])字作分析。从整体字形看，楷书的构件为“𦣻𦣻”及

“夊”，与隶书的差别不大。
王宁教授在《汉字学概要》中指出：楷书结构严谨，相比隶书，有些字体结构笔划稍作简省，以求
书写方便；楷书变隶书的扁方字体为正方，追求刚正典雅，端庄大方[23]。对于这一说法，笔者通过观察
楷书“夏”字的字形极为同意。
首先是字体结构笔划简省方面，隶书“夏”的构件“夊”作

，而楷书则作

。很明显，楷书的

笔划做出了简省，符合王宁教授所说的楷书更追求书写方便的特点。楷书构件“夊”的字体虽有变化，
但并未改其本意，仍是指人的双脚，为象形性构件。
其次，楷书相较隶书变扁方字体为正方，追求刚正典雅，端庄大方，隶书“夏”的构件作
书“夏”的构件则恢复成小篆中“夏”的构件“𦣻𦣻”作

，而楷

。从字形看，“𦣻𦣻”虽较“百”多了一横，

但其字体的确变得更加修长，符合楷书变隶书扁方字体为正方之说。以稍微复杂的“𦣻𦣻”搭配笔划有简
省的“夊”，楷书“夏”的字体变得更为典雅，大方。楷书“夏”的构件变回了与小篆相同的构件“𦣻𦣻”，
其义与上文的诸多字体相同(包括隶书构件“百”)仍是指人的头部，为象形性构件。
最后，通过将楷书“夏”的构件“𦣻𦣻”和“夊”结合起来，仍可以得出一个简约的“人”之形象(有
头有脚)。此外，“夏”为古代汉民族的自称[8]，因此，加以引申则有“夏人”之义，亦可引申为“夏地”，
即“古代中国之地，华夏”之义[28]。这一时期的“夏”也是会意字。

6. 结论
总结全文“夏”这一象形字的演变经过了金文，小篆，隶书，楷书四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字体构件
都有所变化，总体来说，其字体演变符合“降低写实性”，“追求字体简化，书写方便”及“追求字体
端正典雅”三个特点。“夏”的字义也由最初的“夏季/炎夏”慢慢演变成了包含“夏季”，“汉民族的
自称”，“古代中国”及“中国之人”的多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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