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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追”二字的由来

这篇名为《马王堆汉墓帛
书，迟到的解读和颠覆》的文章
中写道：“近日，复旦大学出土
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通过对
更清晰的文物相片的研究发
现，马王堆汉墓一号墓墓主的
名字并非辛追。文字学家通过
对出土印章上字形的分析考
证，认为一号墓墓主应该叫

‘避’，此前是因为发表的照片
不清楚，被误读成了‘辛追’。”

大河报记者通过查阅资
料发现，在1972年至1973年
湖南省博物馆编写发表的《长
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
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
掘详报）》中，对于这枚印章上
模糊不清的第三个字，用了

“□”来代替：“方形，边长2.7
厘米，阴文篆书‘妾辛□’三
字，字长体横排，可能是死者
的名章。”

而在1982年文物出版社
出版的《马王堆汉墓》中，也只
是说这个字似为“追”：“还发现
了一枚印章，刻有‘妾辛[追]’三
字（后一字似为‘追’）。”

而在 2011 年，湖南省博
物馆参与马王堆发掘的考古
学家傅举有编写的《马王堆汉
墓不朽之谜》中，已很明确地
称其为“辛追”：“在一号墓的
随葬品中，发现了一枚边长
2.7厘米的正方形泥质印章，
阴面长体横排阴文篆书‘妾辛
追’三字，这应是墓主的私章，
她的名字叫辛追。”

叫“辛追”还是“避”
网友提出看法

文章一刊发，立刻在网上
引发了热议，截至目前微博话
题#马王堆墓主老太太名字搞
错了#，已累计阅读1.5亿，评
论2.2万条。网友纷纷发表看
法，有的认为学术是严肃谨慎
的，该叫什么就要叫什么；有
的则认为叫了这么多年的“辛
追”，如果改口实在不习惯。
还有部分网友，则运用自身的

知识积累，进行了分析。
网友“思明居士”发文称，

马王堆出土的印章属秦系文
字，只要对比战国中晚期至西
汉初期的印章字体，就大致可
以判定。他在文中称，“辛追”
二字与“避”在当时的字形上，
仅有的区别就在于“辛”和

“辶”之间的部分。在印章上
的这一部分，可以很明显看到
是“三口一竖”，通过对比，“思
明居士”发现，“追”字在战国
秦汉时期，右半部分没有出现
过类似于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印章的形式，相反“避”字中间
部分却是以与出土印章相似
的“三口一竖”的形式出现。

在郑州市古玺印收藏者
焦新帅提供的字源演变图片
中，大河报记者看到，“避”字在
战国《说文》和秦代《睡虎地秦
简》中的字形，确实如网友所
说，与“三口一竖”十分相像。

还有网友从西汉早期印
章的篆刻规律入手，分析认
为，如果是“妾辛追”三个字，
那么印章应将“妾”单独刻在
一边，占据两个字格，剩下两
字，自上而下，填满另外一边，
而不是像马王堆出土的这枚
印章上的一样，一字排开。“其
实印章不应该以字数二字和
三字区分，秦代还有四个字五
个字的私印。”焦新帅说，而对
于三个字的印章如何排列，是
否如网友所说，焦新帅则表示

“这个不固定。”

古文字释读
为何屡有“争议”

其实，对于古文字释读的
争议并不少见，“国之重器
——后母戊方鼎”改名事件就
是个例子。这个原本被大家
叫了数十年的“司母戊”，随着
2011年国家博物馆新馆开业，
被改为“后母戊”而争议不断。

“从古文字的字形上来
讲，隶定(注：用隶书的笔法来
书写古文字的字形，称之为隶
古定。发展到现代人们又把
用当代人的笔法书写古文字

字形称作隶定。)是一个难点，
就是这个字应该是我们现在
的哪个字。有时隶定不出来，
或者说隶定出来了，在我们的
字书上又没有这个字。第二
个难点，就是隶定出了字，但
把这个字放在它所在的语境、
铭文、简牍中，我们应该怎么
样去解读它、解释它。”从事出
土文献研究的郑州大学考古
系副教授田成方在谈到古文
字释读时说。

在田成方看来，古文字释
读之所以有争议，原因有很
多：“像辛追和后母戊这两个
事例，其实是过去与现在在隶
定和认识上的不同意见。”

田成方说，古文字释读是
一个从旧到新不断发展的过
程，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
和广泛运用，古文字释读在最
近几年发展很快。“现在我们
可以通过红外线的拍摄，得到
比之前清晰很多的古文字图
片，而且出土材料的海量增加
也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研究对
象，很多材料都能够与传世文
献相结合，从而提高文字释读
的精确度，过去我们没认出来
的字，认错的字都可以及时纠
正。这都是很普遍的现象。”

“后母戊和辛追这两个事
例，在我看来其实是有本质区
别的。”田成方告诉大河报记
者，“司与后是同源字，它们的
写法在甲骨文里是一样的，从
字形上说，两者隶定都可以，
叫哪个完全是理解的问题；辛
追和避，如何加以隶定，是对
错的问题。。”

有媒体致电湖南省博物
馆询问此事。工作人员称，

“这只是个别专家学者的一家
之言，业界并未认可，湖南省博
物馆也不认可，所以不会改
名”。此外，工作人员表示，已经
致函给相关学者处理此事，但
暂不方便透露具体内容。

虽说，目前官方对于“辛
追”和“避”仍无定论，但大河
报记者了解到，相关研究论
文，将会于近日发表，大河报
将持续关注。

国庆档期中，张译
和吴京主演的电影《攀
登者》刻画了中国初代

“攀登者”的形象，给观
众留下深刻印象，如今
由张译主演，在北京卫
视热播的电视剧《光荣
时代》又让观众看到了
张译演技的多样性，由
他饰演的郑朝阳作为
主角贡献了不少令人
捧腹的笑点，有网友惊
呼《光荣时代》是一部

“披着正剧外衣的喜剧
片”。

10月22日，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采
访了张译，他表示剧中
角色是一名新中国第
一代公安干警，但剧本
把他塑造得特别有生
活气息，如何塑造好这
个角色也是对自己的
一大挑战。对于观众
评价的“可塑性强”，张
译则表示，“我十分珍
惜现在，我喜欢待在剧
组里，有工作对我来
说是幸福的”。

《光荣年代》是
国内首部聚焦于新
中国第一代人民公
安的反特刑侦剧，
讲述了以郑朝阳
为代表的初代人
民 公 安 历 经 万
难，在新中国成
立伊始与数万
国民党潜伏特
务、黑恶势力
等残余势力艰
苦 斗 争 的 故
事。张译曾塑
造过无数深入
人心的经典
影视角色，无
论是电视剧
《士兵突击》
中 善 良 无

私的班长史
今，《我的团长

我的团》中毒舌
贫嘴的小太爷孟

烦了，《鸡毛飞上天》
中象征着义乌精神的
商人陈江河，还是电
影《亲爱的》中丢失

孩子的暴发户父亲韩

德忠，《红海行动》中英
气逼人的蛟龙突击队
队长杨锐，《攀登者》中
为登顶成“痴”的攀登
人曲松林……有观众
如此评价张译：“有一
种演技叫改头换面，有
一种演员叫一人千
面。”

张译评价郑朝阳
这个角色“表面玩世不
恭，内心一团火热”，虽
然爱耍嘴皮，鬼点子不
少，但他绝不在关键时
刻掉链子，始终能够以
专业的态度与热情的
状态认真对待工作，并
用缜密严谨但又灵活
的思维研究细节，勘破
案情。他直言“自己很
喜欢这个人物设定”，

“从人物角色上来说，
有了这种冷热交替的
情绪变化，人物就会变
得好看，就像我们吃东
西喜欢外焦里嫩一
样。”他认为这种不同
能带给他很大的改变
空间，也希望带给观众
惊喜。

2015 年，张译就
凭借电影《亲爱的》获
得第30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最佳男配角奖，
2017年他又因出演都
市商业剧《鸡毛飞上
天》获得第23届上海
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
男主角。今年的国庆
档，张译又成了最大赢
家，电影《攀登者》和
《我和我的祖国》中他
都贡献了极为精彩的
表演。

但比起拿到光鲜
亮丽的荣誉奖项，张译
认为最重要的是“得到
观众的认可，无论是怎
么样的成绩都是观众
给予的”，对于观众提
出的一些中肯评价，他
也会细心留意，争取下
一次表演达到更好的
效果。面对观众的赞
誉，他表示比起个人，
更主要是因为自己“出
演的作品艺术地传达
了重要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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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41期《三联生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个名为“辛追”的女子，
或应该叫“避”，文章一经刊发就引起社交平台热议。那么，到底孰对孰错？为何古文
字释读屡有争议？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为您解析。

楚系简帛 说文小篆 秦系简牍

“马王堆老太太”
不叫“辛追”而叫“避”?
古文字释读屡有争议，专家这样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康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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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网友制作的分析图

“避”字源演变
“妾辛追”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