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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汉语极度副词的考察分析
栗学英
（南京审计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江苏 南京
摘 要
占比例达

）

中古汉语极度副词仍以单音节词为主，“最”、“至”、“极”三者使用频率最高，所
以上。其中“最”、“极”源于“最高位（点）
”义，“至”、“穷”源于“到达（终

点 极限）
”义，“绝”（尽）源于“竭尽”义，它们的虚化轨迹大多经由“达到极点”这一义项
而成为表极度的副词。这些词多为兼职表极度，而“最”在中古时期已经发展为专职的极度副
词，成为中古极度副词的核心成员，因而用例最多，用法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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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副词表示事物的性质状态或动作行为所达到的程

次为

次，其中单音节词

个

次，占

度。我们将程度副词分为五个小类：极度、甚度、微度、

节词（含同义连用） 个

比较度、几近度。其中极度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最”、
“极”，
表示程度达到了顶点，或在同类事物中程度最高。据我们

目数量已经超过了单音词，而单音词的词频比（即该词目
出现频次与总词频的比率）仍是相当高的，占据极度副词

调查，现代汉语中常用的极度副词在中古时期已经基本出

的绝大多数。我们将具体使用情况列表如下：

现并广泛使用，对中古汉语极度副词的考察分析将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认识现代汉语中极度副词的使用情况。

次，占

，双音

，可见双音词词

中古八书极度副词总表

这里说的“中古时期”，是指东汉末至隋这段时期。我
们选取了这一时期的八种语料进行穷尽性调查研究（以下

词目
最

简称“中古八书”），具体是：汉 王充《论衡》，晋 陈寿

至（致）
极
绝

《三国志》（以下简称“三国”），南朝宋 裴松之《三国志》
注（以下简称“裴注”），南朝宋 刘义庆《世说新语》（以

频次 词频比 词目 频次 词频比 词目 频次 词频比
穷
最差

下简称 “世说”），梁 释慧皎 《高僧传》（以下简称 “高
僧”），萧齐 求那毗地译《百喻经》（以下简称 “百喻”），
梁 宝唱等集 《经律异相》（以下简称“经律”），后魏 贾

第一
极大
极甚

极自
最甚

单

双
总

思勰《齐民要术》（以下简称“齐民”）。这八部语料包括
史书、笔记、佛经等，都是中古时期较有代表性的重要语
料，基本上代表了中古汉语整个的发展时期，以上就是大
体按照八部语料的时代顺序排列的。对这八部语料的极度
副词进行详尽的调查，可以大致反映中古汉语极度副词的
基本面貌。

一、极度副词使用的总体情况
我们统计中古八书中极度副词共有词目

个，出现频
图

收稿日期
项目（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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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图表可知，中古时期极度副词使用频次最高的
，是极度副词的主要成员；其中前
前五位总和已达
三位“最”、“极”、“至” 词频比总和高达
，是中古

年

献中的极度副词，还是以“最” 的使用频次为最高，达
例是

。张家合统计中古汉语最类程度副词中“最” 的比
，位居第一
，与我们的结果基本相当。

时期极度副词的核心成员。其他成员使用数量较少，甚至

“极” 也是在战国末期开始用作程度副词的，不过与

只有个别用例。为了反映中古时期极度副词的发展变化过
程，我们将词频比前四位的词在各书中的使用比例绘图如

“最”相比要晚，且用例较少，先秦时期只有个别用例，西
汉时用例逐渐增多，如据吕雅贤统计，
《史记》中“极”共

下（位居第五位的双音词“第一” 只出现于《经律》、《齐
民》，分布不算普遍，故未列；《百喻》中词目较少，为了

例
高达

不影响图表的整体走势，暂不列）：

例为

，所占比例为
，但使用最多的“最”的比例
。张家合统计上古汉语“极” 有
例，使用比
，位居第三

，但与“至”
（

）、
“最”
（

）

相比还显得势单力薄，无法匹敌。到了中古时期，“极”的
发展速度惊人，在我们统计的八部文献中，词频比已达
，与“最”（

）、“至”（

）可谓势均力敌，

三足鼎立；其中《齐民》、《百喻》各有
、
第一，《经律》、《世说》中各有

、
，位居
，位居第二，

其他文献中也均位居第三。可见“极” 的发展态势不可小
觑，语言事实也证明，在近代汉语中“极” 的比例跃居第
一，最终超过了“最”、“至”。根据唐贤清统计数据
图

，

我们计算所得《朱子语类》中“极”的比例达
，
“最”
，“至”
；据刁晏斌统计数据 ，《三朝北盟汇

中古八书极度副词词频比前四位走势图

从上图显示的情况来看，大致可以看出极度副词几个

编》中“极” 占

，“最”

。

主要成员的基本走势。如“至”的逐渐消弱，
“最”的总体
上升，“极” 的攀升迅猛，“绝” 则徘徊于底层。我们联系

“最”、
“极”、
“至”三词的比例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呢？还要从三词的用法谈起。在我们所调查的八书中，
“至”

上古及近代汉语的相关使用情况，着重对中古时期的极度

主要修饰形容词，且大多是单音节形容词，如“至诚”、
“至
德”、“至恶”、“至优”、“至孝”、“至愚”、“至陋” 等，但

副词发展特点进行分析。
核心成员“至”的消弱与“最”、“极” 的增强

“至” 的极度副词用法仅占“至” 出现总量的很小一部分，

这是中古时期极度副词表现出的最大特点。
程度副词“至” 在先秦十分常用，是上古极度副词的
核心成员。如崔立斌统计《孟子》中“至” 有

例，是唯

我们粗略统计，约为
；大多数的“至”用作动词，表
到达义。也就是说，副词“至”只是一个兼类词，而以动
词用法为主；
“至”表极度主要是沿承上古，修饰成分以单

一的极度副词 ；黄珊统计《荀子》中有“致”（通“至”）
例，“至” 例
，二者合占极度副词的
；李杰

音形容词居多，相对固定单一。而“最”、“极” 则表现得
十分活跃，可以修饰形容词、动词及动词性结构，
“最”还

群统计《庄子》、《韩非子》中“至”分别有

可以修饰名词性结构，用法灵活多样，组合能力强，具有
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发展潜力。

例、

远远超过“最” 的用例（分别为 例、 例）
合统计所调查的上古文献中“至” 的比例达

例，

；张家
。

“至”的核心地位一直延续到中古，并在这一时期发生
转变。在我们统计的八部文献中，《论衡》、《三国》、裴注、
《世说》四部“至”的词频比均在

以上，分别为

、

、
、
。而在其它几部文献中，“至” 的使
用频次已经大为减少，从《高僧》的
到《经律》的
，再到《齐民》的

，
《百喻》中则未见副词“至”。

双音副词的产生与同义连文的增多
这是中古时期极度副词的又一显著特点。新生的双音
副词首推“第一”。我们所统计的八部语料中，除《齐民》
例外，《经律》中亦有

例：

（ ） 拟作干菜及酿（草头）菹者，酿（草头） 菹者，
后年正月始作耳，须留第一好菜拟之。（齐民卷三 蔓菁，
①

）
（ ）常以正月、二月预收干牛羊矢煎乳，第一好：草

可见“至”的使用频率呈递减之势，生命力大为减弱。
与“至” 的消弱相应的是，极度副词“最”、“极” 使

既灰汁，柴又喜焦；干粪火软，无此二患。（齐民卷六 养

用频次大为提高。“最” 在战国时期开始虚化为程度副词，
表示极度，西汉时已经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
，逐渐赶

羊， ）
（ ）牛羊脂为第一好，猪脂亦得。
（齐民卷七 涂瓮，

上甚至超过核心副词“至”。如李杰群统计《史记》中副词
“最” 有
例
书》中“最” 有

，大大超过副词“至”（ 例）；《商君
例，而“至” 仅 例（用作动词、形容

词、介词的同形词“至”达

例） 。在我们统计的八部

文献中，
《论衡》、《三国》、裴注、
《百喻》中虽然“最”的
使用频次不是最高，但仅次于“至” 而居于第二位；《高
僧》、《经律》中则已超过“至” 位居第一，其中《经律》
表现尤为突出，
“最”的频次高达
；综合统计八部文

）

（ ）收水法，河水第一好；远河者取极甘井水，小咸
则不佳。（齐民卷七 造神曲并酒， ）
（ ）作鱼酱法：鲤鱼、鲭鱼第一好；鳢鱼亦中。
（齐民
卷八 作酱等法， ）
（ ）脍鱼肉，里长一尺者第一好；大则皮厚肉硬，不
任食，止可作于鲊 鱼耳。（齐民卷八 八和齑，

）

（ ） 四月莼生，茎而未叶，名作 “雉尾莼”，第一肥
美。（齐民卷八 羹臛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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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上胶皮粥膜者，胶中之上，第一黏好。
（齐民卷
九 煮胶， ）
（经律卷
（ ）我是一切众生父母，后来诸梵第一尊重。
一，

②

）

与《冃部》之‘最’音义皆别

不分。
”其实“最”俗作“
”，如《广韵 泰韵》：“最，
“
，音最，
极也。俗作 。
”
《篇海类编 宫室类 宀部》：
极也。
”因“冣”、
“

（ ） 至已问摩偷罗国人：“此国何处有第一端正女
人？”国人答言：
“有一女人，第一端正，名婆娑婆达多。
”
（经律卷十六，
）
（ ）复问商客：
“中国诸王何者最大？”白言：
“舍卫
国王为第一大。
”（经律卷二十七，

）

至乎南北朝，
‘冣’、
‘最’

” 两字在字形上极易混淆，常常导

③

致人们误解 。
关于“最”的本义，似不可考。就我们调查中古八书用
例（不含专名、术语），其中
例来看，“最”一共出现
例用作名词，表示居于首位或上等的人或事，如“为
最”、
“称最”、
“殿最”等，其他

例均为副词，表极度。

例（ ）中“第一大” 与“最大” 前后为文，意义相
同，可见“第一”即相当于“最”。
“第一”在中古时期其他

联系中古字书《广韵》等释义，也可以反映“最”在中古、
近代的使用情况，即以程度副词用法为主。所以我们认为中

文献中多有用例，但大多作谓语，仅《齐民》、
《经律》两书

古时期“最”已经是一个专职的极度副词，其义项单一，用

中部分用例用作副词，且《齐民》 例中有 例修饰“好”，
可见副词“第一”的用法较为单一，不够灵活，可能是口语

法固定，在极度副词中处于核心的地位。
上溯先秦时期，极度副词“最”较早出现于战国末期。

化用词。近代汉语中用例更少，仅个别用例（如张家合统计
，唐贤清则未列 ）。
近代汉语中仅《朱子语类》有 例

。据
如李杰群认为“最”在战国末期才虚化为程度副词
吕雅贤统计，《周易》、《诗经》、《论语》、《左传》、《孟子》

我们认为这可能与“第一”的用法有关，主要用于序数词，

中尚未见“最”字，到了《墨子》、
《荀子》、
《庄子》、
《韩非

副词用法仅是偶尔兼之。
这一时期双音节的副词连用有“极大”、“极甚”、“最

子》等文献中才有少数“最”出现，其中极度副词用法分别
为 例、 例、 例、 例
；从先秦几部文献“最”作

差”、“最甚” 四项

副词与作其他词类的数量比（ ： ）来看，似乎“最”天

例，其中“极大”、“极甚”、“最甚”

同义连文，意义显豁，自不必言；“最差”不常见，仅有
例，实则“最”与“差”同义连用，与“极甚”、“最甚”同
类。“差”表程度之高，刘淇《助字辨略》已发之；又董志
翘、蔡镜浩释“差”：
“表示程度极高，可译作‘很’
、
‘甚’
、
‘最’
”，且收“最差”：“同义复词，犹最”，所举用例见于
《后汉书 贾逵传》：“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
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显贵。
”
中古八书中另有附加式“极自”一词

例：

（ ）佛言：“昔罗阅城中有捕鱼村，时世饥俭人食草
根，以一斗金贸一升米。村有大池，极自饶鱼，人民捕食。
”

生就是一个专职的副词。据魏德胜调查统计，睡虎地秦墓竹
简中“最”作极度副词有 例：
《日书甲》：
“凡宇最邦之高，
贵贫。宇最邦之下，富而癃。宇四旁高，中央下，富。
”又
《语书》：“其画最多者当居曹奏令丞。
”
我们认为“最” 表极度当由名词“上等、首位” 引申
虚化而来。徐锴《说文系传 冃部》：“军功上曰最，下曰
殿。
”《正字通 曰部》：“军功有殿最
又官吏报政上考亦
曰最。
”较早的例证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厩苑律》：
“有里课
之，最者，赐田典日旬。
”又《秦律十八种》：
“卒岁，以正
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酉束脯
殿者，谇田啬夫。
”

（经律卷七，
）
虽然双音节极度副词出现总数和所占比例较少，但反

《史记 绛侯周勃世家》：
“攻槐里、好畤，最。
”裴骃集解引
如淳曰：“于将率之中功为最。
” 由上等、首位，即军功、

映了中古时期汉语极度副词的真实使用情况，这主要是汉

政绩等级最高虚化引申，产生了表示最高程度的副词“最”。

语双音化趋势影响的表现，也可能是佛经文献语言的特点
之一（用例较多集中于《经律》，佛经语言的四字格句式

最高 →
用义素分析法来表示即： （军功 政绩）等级
程度最高 ，中心义素“
（军功 政绩）等级” 隐退，限制

更易产生副词连用）。

性义素“最高” 凸显，副词产生④。

二、极度副词的来源及虚化轨迹
除同义连文及附加式的双音节词之外，中古八书中极
度副词的来源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源于“最高位（点）
” 义：最，极，第一
《说文 冃部》：“最，犯而取也。
” 但“犯取” 义在先
秦、中古并无例证（《汉语大词典》所举仅近代汉语中一
例：明 刘三吾《许国襄简王公神道碑铭》：
“公暨诸将一
禀睿筭，与贼遌，最，遂下之。
”

）。《小尔雅 广诂》：

“最，丛也。
”《玉篇 曰部》：“最，齐也，聚也。
”《集韵 泰
韵》：“最，聚也。
”针对训“最”为积聚义，段玉裁已多次
澄清，如《说文 冃部》“最”字注曰：“冣之字训积，最之
字训犯取，二字义殊而音亦殊。
《颜氏家训》谓‘冣’为古
‘聚’字，《手部》‘撮’字从‘最’为音义，皆可证也。
”
又《说文 冖部》“冣”字注曰：
“
‘冣’与‘聚’音义皆同，

极度副词“极” 的产生与“最” 有共同之处：都是由
名词“最高位 点” 虚化而来的。《说文 木部》：“极，栋
也。
”段玉裁注：
“引申之义，凡至高至远皆谓之极。
”本义
指房屋的正梁、屋脊，即房屋的最高点，后泛指顶点、最
高位，用作动词即“达到顶点或最高程度”，虚化为副词表
程度最高。因而“极” 可用作名词、动词、副词等不同的
词类，均由本义“栋梁、屋脊”辐射引申而来。用义素分
析法来表示即： 房屋

最高点 →

程度最高 。其虚

化轨迹简单明晰。
“极” 作名词在先秦时期出现频率较高，一般多表极
度、顶点，止境、限量，或标准、准则等（如《左传》 ）；
但极度副词用法产生较晚。如吕雅贤统计，《周易》、《诗
经》、《左传》、《孟子》、《墨子》等文献中“极” 字各出现
例、 例、 例、 例、 例，但无一例副词用法
我们认为副词“极” 在战国末期已经产生⑤。如：

。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且夫知不知论极妙之言，而自适一时之利者，是
非埳 井之蛙与？（庄子 秋水）
（ ）洪泉极深，何以填之。（楚辞 天问）

副词“穷”用例较少⑦，我们对中古八书进行调查统计，绝
大多数“穷” 用作形容词表困厄、贫穷，或动词表穷尽等
（另有
义，极度副词“穷”仅有 例，占出现总量的

（ ）孤极知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
（战国策 燕策一）
又如殷国光统计，《吕氏春秋》中表程度至极的副词
“极” 有 例（
“至（致）
” 例，“最” 例） ；黄珊统
“至（致）
”
计，
《荀子》中表程度最高的副词“极”有 例（
例，“最” 例） ；姚振武统计《晏子春秋》中表程
度极高的“极” 有

年

情状副词、范围副词各

例、 例；三种副词用法仅占总

）。即：
量的
（ ）昔唐尧至圣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贤而四国作难，
高后称制而诸吕窃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谋，皆冯世宠，
藉履国权，穷凶极乱，社稷几危。（三国， ）

例（“最” 例） 。总体来看，副词

（ ）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

“极”在上古用例不多，到了中古用例增多，就中古八书我
们粗略统计，极度副词用法约占“极” 出现总量的

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遂得使操穷凶极逆，主后
戮杀，皇子鸩害。（三国， ）

（另有表竭力、极力的情态副词用法占总量的

）。

双音节词“第一” 本指等第次序居于首位，虚化为序
数词“第一”，又虚化为程度副词表极度，用义素分析法表
首位 → （程度） 首位 最高 。
示即： 等第 次序
《汉语大词典》已收此义项，首举《齐民》例
；董志
翘、蔡镜浩亦举《齐民》例及唐宋时期用例

）
於董卓，终於曹操，穷凶极恶，以覆四海 （三国，
（ ）况皓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
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
（三国，
（ ）至於二君，皆位为上将，穷富极贵。
（三国，

。可见“第

一” 表极度是中古时期新产生的用法。
源于“到达（终点 极限）
” 义：至，穷
《说文 至部》：
“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也。
”罗振玉《雪
堂金石文字跋尾》认为，象矢远来降至地之形，不象鸟形。
“至”的本义即到达，动词，可以引申为“到达终点”，名
词“极点”，形容词“达到极点的、最高的”，动词“穷尽”
等。《玉篇 至部》：“至，极也，通也，善也，达也，大也，
到也。
”副词“至”即由“到达终点”直接引申而来。用义
素分析法来表示即： 到达
程度最高 。

（ ）天降丧乱，皇纲失叙，逆臣乘衅，劫夺国柄，始

终点 极限 → 最高点 →

较早的用例如《诗经 豳风 七月》：
“田畯至喜。
”相比

中古八书中共以上

）
）

例，均为“穷～极～”式，且全

部出现于《三国》正文，其他七书未见用例。这五词《汉
语大词典》大多收录
，似为古代成语。其中有用于贬
义的“穷凶极恶”、
“穷淫极侈”，也有褒义的“穷富极贵”，
前类至今沿用，后者已经消失。总之，极度副词“穷” 用
法受限，用例较少，不是中古极度副词的主要成员。
源于“竭尽” 义：绝（尽）
《说文 糸部》：“绝，断丝也。
” 段玉裁注：“绝则穷，
故引申为极，如言绝美、绝妙是也。

许书《水部》 曰

‘荥，绝小水也’，是极至之义也。
”由断丝引申为断绝、竭
尽，“断绝、竭尽”即全部用尽、最大量的缺乏，含有“最
大限度 最高程度” 的义征，虚化后中心义素“没有 缺乏”

其他极度副词，产生时间要早，且用例较多。正如我们前
文所述，“至” 在上古时期是极度副词的核心成员。不过，

隐退，限制性义素“最高程度 最大限度”得到凸显，因而
虚化为副词表极度。用义素分析法表示即： 割断 丝 →

从先秦到中古，
“至”一直以动词“到达”义为主，如《论
语》中“至”凡
例，有
例为到达义 ；我们对中古

切断
供应 →
度最高 。

八书进行粗略统计，极度副词“至” 仅占“至” 出现总量
，绝大多数“至” 仍为动词表 “到达”。所以说，
的
“至”只是一个兼职极度副词，因其动词实义是汉语中的一

没有 缺乏

全部 最大量 →

程

关于极度副词“绝”产生的时代，有不同的意见。《汉
语大词典》“绝”条义项 ：“副词，极，最”，首举《诗 小
雅 正月》：“终踰絶险，曾是不意。
”
《经义述闻》王

个基本词、常用词，副词义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伴

引之按：
“绝之言最也、极也。
”《古代汉语虚词词典》

从

随着“最”、“极” 的虚化使用，副词“至” 便渐趋衰落。
与“至”引申途径类似的还有“穷”。
《说文 穴部》：
“穷，

之。我们认为此处“绝险” 乃形容词用作名词，指极险之
处，“绝险” 当为同义连文，指险要。“绝” 由断丝引申出

极也。
”《广雅 释诂一》：“穷，极也。
”《玉篇 穴部》：“穷，
极也。
”《广韵 东韵》：“穷，穷极也。
”“穷”的本义为“尽、

断绝、隔绝义，用于道路、地形等则有险要、险恶义，如
《孙子兵法 九变》“绝地无留” 贾林曰：“溪谷坎险，前无

完结”，动词，如《书 微子之命》：
“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

通路曰绝。
”“绝险” 连文又如《三国 吴志 陆逊传》：“又

永世无穷。
”孔传：“为时王宾客与时皆美，长世无竟。
”《列
子 汤问》：“飞卫之矢先穷，纪昌遗一矢，既发，飞卫以棘

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
”
又作“险绝”，如《高僧》卷十二：
“岩谷险绝，轨迹莫至，

刺之矢扞之，而无差焉。
”张湛注：“穷，尽也。
”由“完结”

弥负锡独前，猛虎肃兕无扰。
”

可以引申为“到达极点”，名词“终极、终端”，形容词“贫
苦、困窘”等。由“到达极点”虚化为副词即程度最高，还

较为统一的看法是，极度副词“绝” 汉代已经产生。
《助字辨略》“绝” 条“极也，甚也” 首举为《史记》 例，

可以表示情态的极力、彻底或范围的广泛、遍及等。用义素
分析法来表示即： 完结 → 到达
极点 终点 → 程

《词诠》释“绝” 为表态副词，所举亦《史记》等例⑧；吕
雅贤认为极度副词“绝” 先秦未有，《史记》 新见（共

度最高 。

例）

极度副词“穷”也是战国时期产生，例如《墨子 天志
上》：“故天子者，天下之穷贵也，天下之穷富也。
”不过，

词的（
《史记》中共
例） ⑨。从许慎《说文》“绝小水
也” 可以推测，“绝”有极度副词用法不会晚于汉代。

；李杰群也认为“绝”是西汉以后才转变为程度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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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篇 糸部》：
“绝，最也。
”中古时期“绝”表极度当
为其主要用法之一。不过我们调查中古八书，
“绝”的分布
并不均衡：
《论衡》、
《三国》、裴注、
《高僧》中未见用例⑩，
而其他文献情况不同：如《世说》中共有

例，“绝丑”、

“绝难乘”、“绝重（重视）
”、“绝妙”、“绝叹” 等；《齐民》
有 例，“绝强”、“绝冷”、“绝白”、“绝令精细”等，虽然
所占极度副词的比例不多，但口语性强，搭配灵活自由。
我们推测“绝” 表极度，盖当时口语或者带有个人色彩，
汉代产生，中古时期使用并不广泛。
与“绝”类似的还有“尽”。《说文 皿部》：“尽，器中
空也。
” 本义即中空、竭尽，引申为“终了”、“达到极限”
等义。由“达到极限”虚化为表极度的副词，如《论语 八
佾》：“尽美矣，又尽善也。
”《古代汉语虚词词典》收列此
义项：
“副词，用在形容词谓语前，表示谓语所指处于顶端
中古八书
状态，可译为‘十分’、
‘至’、
‘极其’等。
”
中“尽善”凡 例，“尽善美” 例，仍延承上古之“尽善
尽美”，未发现其他搭配形式。考虑到这两例“尽”还可以
理解为动词“达到极限”，尚未完全虚化为副词，且搭配有
限，我们在极度副词中未列“尽”。不过，“尽” 的虚化路

序 》“奏课为最”刘良注：“最，第一也。
”《文选 陆基 文
赋 》“考殿最于锱铢”李善注引《汉书音义》韦昭曰：“第
一为最，极下为殿。
”
⑤ 对副词“极”的产生时代，有不同意见：如吕雅贤认为极度
例） ，李杰群统计《尚
副词“极”始见于《史记》（共
书》中有 例极度副词“极”修饰动词（但未举例）
。
⑥ 《汉语大词典》收“极知”：极其智慧。所举例为《韩非子
说难》：“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
”陈
奇猷集释：“谓所谋之事甚为智慧。
”又“极知”：通晓，深
知。首举唐 张守节《史记正义 谥法解》：“极知鬼神曰灵。
”
⑦ 张家合统计上古极度副词中“穷”凡 例：所举例即《墨子》
两例，又《史记 货殖列传》“地亦穷险”例
。我们认为
“穷险”连文是并列结构，指荒远险要，不是偏正结构。
⑧ 《词诠》“绝”条首例引自《助字辨略》“绝”条“殊也、了
也”：“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絶，莫知其仪礼。
”
此条例证有误，“旷绝”表荒废、断绝，乃同义连文，“绝”
不是极度副词。
⑨ 我们调查统计《史记》中的极度副词“绝”共 例，另有
例“绝远”我们认为是同义连文，“绝”不是副词。
⑩ 《三国》正文中有 例“绝远”， 例“绝险”，裴注中也有
例“绝远”。我们认为“绝”表辽远，而非极度副词。

径与“绝” 类似，均由“竭尽”义虚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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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单音极度副词共五词。除“至” 产生较早外，大
多产生于战国时期（最、极、穷）甚至更晚（绝）。多为兼
职表极度，“最” 在中古时期已经发展为专职的极度副词，
成为中古极度副词的核心成员，用例最多，用法灵活。极
度副词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名词“最高位（点）
”义，
动词“到达（终点 极点）
” 义，动词“竭尽” 义，它们的
虚化轨迹大多经由“达到极点” 这一义项（至、极、穷、
尽），多兼有名词“极点” 义、动词“竭尽”、“穷尽” 义，
或情状副词“极力、竭力”（极、穷、绝）等义。这些义项
都是与极度副词用法相关联的。
注释：
① 括号中所标数字即例证出现的页码。
② 《经律》引例出自《大正新修大藏经》，括号中所标数字依次
是册数、页数、栏数。
③ 关于副词“最”的来源，李杰群认为是源于动词“会聚”义，
战国末期才从动词虚化为程度副词
；《古代汉语虚词词
典》
认为“最”的虚词义由“冣”的“积”义引申而来，
积聚必由低到高、由少到多，故可引申为程度之高或次数、
时间、人事等的总和；张家合采取此说，也认为“最”由
“聚集”义虚化而来
。吕雅贤则认为“最”初为总结、总
括之义，再引申为战功第一，由“最高”、“最有功”虚化为
“极”义
。
④ 中古时期“最”成为专职副词后，原义“上等、首位”反不
为人们所了解，故而常有注“最”者。如《后汉书 崔寔传》
“常为边最”李贤注：“最为第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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