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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词语考释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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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解释疑难词语是汉译佛经语言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有

待考释的词语仍不在少数。考释一个词语不仅要求得确诂，而且应该力图探明其得义之由。“臭处”在
佛经中用作形容词和名词，相当于“臭秽”“
，处”不表义；
“ 目士”是“明目士夫”的简称，指明察秋毫之士；
“学”在安世高译经中有“考虑、思量”的意思，
“学计”和“计学”是同义连文；
“ 左右”可以用作“大小便”的
婉词，它可能得义于“方便”，跟人类的右利现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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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佛经中有一批意义或用法比较特殊的词语，一般不见于中土文献，应该属于译师们的言语
创新。尽管它们大多没有进入全民通语，有的甚至在佛经翻译界也未被普遍接受，但是挖掘和考释
这批词语仍然是必要和有意义的：第一，这是研读佛典的需要；第二，它有助于词汇学和汉语词汇史
的研究。笔者认为，词语考释既属于训诂学，也属于词汇学，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求得确诂，
二是探明得义之由。前者是知其然，后者是知其所以然。现在有了大型电子语料库，工作效率和准
确度已大大提高，但要探明词语得义缘由仍比较困难。对词汇学来说，后者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因为它能为我们提供具有独特价值的材料，反映出在佛经汉译这样一种特定的语用环境中词汇变
化的许多有意思的现象。
本文考释见于早期译经中的 4 个词语，按音序排列。限于篇幅，例句尽量精简，读者欲知其详，
可检索电子版大藏经查看更多的例子。考释结论未必确当，企盼得到海内外方家的指教。
（一）臭处
就是“臭”，
“处”不表义。可作形容词，相当于“臭秽”；也可作名词，相当于“臭气，臭味”或“臭的
东西”。
作形容词时，常用来指身体、尸身、屎尿、屁、脓血、疮口、粪堆、蒜、风、地方等的恶臭，也可用来
指行为、欲望等的丑恶不净。例如：
1. 见蠫婆罗来，身极臭处。（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五，
4 / 227b）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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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以下简称《大正藏》），所引经卷以括号标注在引文后，斜杠前的数字表示卷数，斜杠
① 本文引用佛经均据《大正新修大藏经》
后的数字表示页码，字母表示栏次。
“未经几时，身体尽坏，极为臭秽。”
（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四三，
2 / 785b）
② 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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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不净，
多诸粪秽，
屎尿臭处。
（元魏慧觉等译
《贤愚经》
卷一三，
2. 尔时城边有一汪水，
4 / 443c）
3. 今以重睡因缘所缠，放气出声，大小粗细，臭处蓬勃，都不觉知。（隋蠦那崛多译《佛本行集
经》卷一六，
3 / 728c）
“此 衣 垢 秽，脓 血 臭 处，不 敢 博 贸。”菩 萨 报 曰：
“臭 之 与 香，开 意 见 与，自 当 浣
4. 猎 师 报 曰：
濯。
”
（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九，
4 / 659c）
5. 譬如少所疮病臭处，非人所乐，岂况多乎？（西晋竺法护译《佛说胞胎经》，
11 / 887a）
6. 时诸比丘啖生熟蒜，前食后食无时不啖，亦空啖之，房舍臭处。诸白衣入房闻臭，讥呵言：
“此诸沙门住处，蒜臭犹如庖厨。
”
（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五分律》卷二六，
22 / 176a）
7. 遂到城外冢间，大臭处不净，但闻啼哭声。（吴支谦译《佛说七女经》，
14 / 908b）①
8. 臭处不净行，蠧恚好妄语。（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二七，
2 / 702a）②
作名词时，指“臭气，臭味”或“臭的东西”，例如：
9. 王目未曾见恶，耳未曾闻恶，鼻未曾闻臭处，口未曾食不甘之物，身未曾衣粗恶之衣。（西晋
法立共法炬译《大楼炭经》卷三，
1 / 291c）
10. 不食肉，不饮酒，五辛能熏，悉不食之，是故其身无有臭处。（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
卷一一，
12 / 432c）③
11. 若不还者，我以粪屎不净臭处毁辱天身。（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三，
4 / 214a）
12. 外为革囊，中盛臭处，无一可奇。（吴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
3 / 475b）④
13. 转轮圣王出现世时，此阎浮洲清净平正，无有荆棘及诸稠林、丘墟、坑坎、厕溷、杂秽、臭处、
不净、礓石、瓦砾、沙卤等物，悉皆无有。（隋蠦那崛多等译《起世经》卷二，
1 / 319c）
“臭处”常跟“臭秽”出现在同样的语境中，可见它们是同义词。“臭秽”也可兼作形容词和名词。
辨明此词的含义，对正确解读佛经很有意义。比如后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的《修行本起经》卷
下有这样一例：
“（王敕国中：
）太子当出，平治臭处，无令近道。
”
（3 / 467a）这里的“臭处”很容易理解
成
“臭的地方”，而实际上恐怕应是指“臭的东西”，
“臭处”仍相当于“臭秽”，作名词，观下句“无令近
道”可知。但是也有一些例子词义在两可之间，不易断定。例如：
“ 当此日夜，天降瑞应，有三十二
种：一者地为大动，坵墟皆平；二者道巷自净，臭处更香……”
（ 吴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卷
上，
3 / 473c）将这个“臭处”理解成“臭的地方”和“臭的东西”，似乎都可以。
此词为译经中的常用词，出现频率颇高，在《大正藏》前 40 卷中不下 160 例，而且在最早的东汉
译经中即已多见，如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
《 阿衋佛国经》和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
等，
但罕见于汉魏六朝的中土文献 ⑤。由于用例甚多，故不难通过排比例句、考察上下文和比较同
义词等方法求得其确诂，但它何以会有这样的用法，却不易解释。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七云：
“臭处：上赤救反，恶气也；下昌与反，可恶贱貌，
《 玉篇》又‘息也，
［1］
（ p. 1070）
居也’，谓止也。谓恶气息居止。下又杵恕反，秽恶之所也。
”
此条所释的经文是后秦鸠摩罗

什译《妙法莲华经·譬喻品》，其中出现了两处“臭处”：
“屎尿臭处，不净流溢”
（9 / 13c）；
“ 身常臭处，垢
秽不净”
（9 / 16a）⑥。慧琳的释义实际上包含了三个意思：
（ 1）
“ 恶气可恶贱貌”；
（ 2）
“ 恶气息居止”；
“此阎浮利地，臭秽不净。”
（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佛说长阿含经》卷七，
1 / 43c）
① 可比较：
“行无臭秽，离欲断淫。”
（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五五，
1 / 770c）
② 可比较：
“无有一切不善之名，世界清净，无有臭秽。”
（北凉昙无谶译《悲华经》卷三，
3 / 183c）
③ 可比较：
“外为革囊，中盛臭秽，无一可奇。”
（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二，
3 / 632c）
④ 可比较：
一例：
“ 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
⑤ 目前所知仅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前，六不堪也。”载萧统《文选》，时代要晚于佛经。感谢匿名审稿人提示这个例子。
《妙法莲华经词典》未收此词。
⑥ 辛岛静志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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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秽恶之所”。第三义可姑置勿论，前两义的关键是对“处”字的理解。据慧琳所释，
“ 处”也可作
形容词，意为“可恶贱貌”，读上声。这说明慧琳认为“臭处”是一个形容词，把“处”释作动词不合适。
但
“处”的这个义项在汉语里找不到根据 ①，它的理据也难以说明：
“ 处”读上声是动词，读去声是名
词，这两个意思似乎都无法引申出形容词“可恶贱貌”的用法，所以这一解释值得怀疑。也许慧琳自
己也觉得这个释义缺乏依据，所以他紧接着又引《玉篇》将“处”解释成了动词。这样一来，
“处”的释
义倒是有根据了，但是整个词的词性又变成了动词，放在上下文中讲不通。看来，慧琳对此词的解
释也是举棋不定，只能两说并存。这个问题确实不易解决，笔者的初步看法是：
“臭处”原为名词，意
为“臭的地方”
（即慧琳所说的第三义“秽恶之所”）。如：
“又如净衣，置之香箧，出衣衣香；若置臭处，
衣亦随臭。
”
（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五，4 / 380c）后来“处”的词义虚化，变成了一个不表义的语
素，
“臭处”就成了“臭”的同义词。不过这个解释有一个困难，那就是意为“臭的地方”的偏正式合成
词“臭处”，实际上在唐以前的中土文献中几乎找不到用例，在汉译佛经中也不多见，远不能跟义同
“臭秽”的用法相比。也就是说，事实可能是相当于“臭秽”的“臭处”，比“臭的地方”义的“臭处”出现
得要早，所以此词的得义之由尚待进一步探讨。
（二）目士
“目士”，即“明目士夫”的简称，指明察秋毫之士。此词最初见于安世高译的《五阴譬喻经》，凡
四见，例如：
1. 譬如此大沫聚随水流，目士见之，观视省察，即知非有，虚无不实，速消归尽。（2 / 501a）
又见于东晋竺昙无兰译《佛说水沫所漂经》，共八见，如：
2. 此沫聚，若有目士谛观察之，思惟分别。（2 / 501c）
这样的称呼颇为奇怪，且不见于中土文献，其义难明。在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的《杂阿含经》中有
“明目士夫”一语，共见到十余例，出现的语境跟“目士”相同，两相比较，可知“目士”乃“明目士夫”之
简称。例如：
3. 譬如恒河大水暴起，随流聚沫，明目士夫谛观分别。谛观分别时，无所有：无牢，无实，无有
坚固。（卷一○，
2 / 68c）
“明目士夫”比“目士”当然要明白多了，这也许可以看作佛经翻译“后出转精”的一个例子。
（三）学计（计学）
义为考虑、思量。此词主要见于安世高译的《佛说是法非法经》，凡七见，都出现在同样的语境
中，为省篇幅，只各举一例：
1. 何等为贤者法？贤者学计是：我不必从大姓，能断贪淫，能断蠧恚，能断愚痴 …… 是贤者
法。（1 / 837c - 838a）
2. 贤故 ② 但计学是：我不必从入故，亦不从通经故，能断贪欲，能断蠧恚，能断愚痴。（1 / 838b）
3. 贤者自计：色端正我不必从是，能断贪淫，能断蠧恚，能断愚痴……是贤者法。（1 / 838a）
“自计”与“学计”、
“计学”构成异文，可见“学计”、
“计学”就等于“计”。
《大正藏》前 40 卷中仅见到一例“计学”：
4. 见是谛计学：所淫远舍离。（吴支谦译《佛说义足经》卷上，
4 / 179b。“谛计学”犹言熟思量）
［2］
（ pp. 71 - 73）
方一新先生谓“计”有“思，想，考虑”义
，甚是。从上述引例看，
“学”应有“计，思量”之
、
《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均无此义项。
①《汉语大字典》
疑当为“者”字。
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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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学计”为同义连文，故可倒作“计学”。同经中有这样三例，可以证明安世高确实是把“学”当作
“计”的同义词来用的：
5. 贤者但学：我不必从一食后不取，不 从 是 故，能 断 贪 欲，能 断 蠧 恚，能 断 愚 痴 …… 是 贤 者
法。（1 / 838b）
6. 贤者但学：第一禅者，佛说自知是，受是法谛，不自誉，不自癚，不欺余。是贤者法。（1 / 838c）
7. 比丘，我已说贤者法，亦说非贤者法。比丘当自思惟：贤者法亦当思惟，非贤者法已 ① 思惟。
当行贤者法，舍非贤者法，受贤者法随法。比丘应当学是佛说。（1 / 838c。“学”与上文“思惟”同义）
但此义在汉语中无从证明，有可能是从“知觉、觉悟”② 义引申而来的，这样的引申也许是安世
高的个人创新，但在翻译佛经中看来并没有得到推广，只在支谦译经中偶一用之。
（四）左右
指大小便，委婉说法。
这也是佛经中特有的一个词语，例子不算太多，笔者搜集到的有 8 例，下面略举数例：
1. 三者，经行不得休息三月，除其饭食左右。（旧题后汉支娄迦谶译《般舟三昧经》一卷本，
13 / 417 / 899c；又三卷本，
13 / 418 / 906a；又赵宋知礼述《金光明经文句记》卷三上，
39 / 116a）③
“ 共至厕上。
”其贼报言：
“ 在卿
2. 其长者子少小骄乐，不忍须臾不行左右，欲至舍后，便报贼言：
所至，吾不能行。
”时长者子逼急穷极，谓其贼言：
“无过于子！子横牵吾闭在刑狱，今欲小起，反不相
从乎？……”
（西晋竺法护译《修行道地经》卷三，
15 / 199b）
3. 菩萨出入，进止安详，瞻不忘 ④ 坐卧左右，亦常安详。（西晋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卷四，
8 / 25a）
4. 左右便利，当愿众生，蠲除污秽，无淫怒痴。（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
9 / 431a - b）⑤
以上例句中的“左右”系大小便的委婉说法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它的得义之由是什么？
佛经中关于大小便有种种委婉说法，合称的如“便利”、
“ 大小便利”、
“ 大小便”、
“ 大小行”、
“左
右”等，分称的如“大便”、
“大行”、
“便右”、
“小便”、
“小行”等。称“便”、
“行”都好解释：
“便”取义于方
便，
“行”取义于流通 ⑥。联系“便右”来看，
“ 左右”很可能也是得义于“方便”。“便右”一词，仅见于
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三四，共四见。如：
“ 尔时诸比丘处处大便，为世人所嫌：
‘云何沙门释子似如牛驴，便右无常处？
’”
（22 / 504a）
“ 若欲入聚落，当先便右已而去；入聚落中若大
［3］
（ p. 23）
，是 ⑦。值得注意的
行者，应往丈夫厕上，不得入女人厕。
”
（22 / 504c）朱庆之先生释作“大便”

是，只有“便右”，没有“便左”，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这可能跟人类的右利现象有关。人类以右利为
常，
汉语方言中有称右手为“顺手”、
“ 正手”、
“ 大手”、
“ 好手”的（左手则称“借手”、
“ 反手”、
“ 小手”、
“坏手”等），就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对于右利的人来说，使用右手当然更方便，因此，
“ 右”在汉人的
疑当为“亦”字。
①“已”
“
：学，
觉悟也……学，
篆文学省。
《
”玉篇·子部》
“
：学，
觉也。
《
”白虎通·辟雍》
“
：学之为言觉也，
以觉悟所不知也。
”
②《说文·教部》
西晋竺法护译《贤劫经》卷一有“除其左右饭食”
（14 / 7c），
《佛说德光太子经》有“除其饮食左右”
（3 / 418a）。可比较后秦鸠
③ 按，
摩罗什译《十住毗婆沙论》卷一一：
“是诸弟子以四念处来问难，我常不休息，除饮食便利睡眠。”
（26 / 80b）
“ 饮食便利”连言又
见姚秦昙摩耶舍共昙摩崛多等译《舍利弗阿毗昙论》卷一八（28 / 650a）、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一三（30 / 341c）。
元、明三本和圣语藏本作“视瞻不妄”。
④ 宋、
“左右便利”又见于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五分律》卷二一（22 / 142b）、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佛说长阿含经》卷一
⑤ 按，
三（1 / 85a）。可比较唐义净译《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卷一三：
“不于道路大小便利，令俗所呵。”
（24 / 602a）
“行”是由表示做、从事、施行一类意思的万能动词而转为表“排泄”义的。
⑥ 北京大学张雁博士认为，
与“便右”对应的梵文原语就是“解大便”的意思。谨此向辛岛先生致谢。
⑦ 承辛岛静志先生见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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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意识里就有了“方便、便利”的意蕴。称大便为“便右”，跟叫作“便利”是一样的道理。这样看
来，
“左右”这个双音词中，真正表义的是“右”，
“左”只是连类而及的一个语素，没有实际意义。
当然，从例 4 来看，
“左右”也有可能是“左右便利”的省缩 ①，因为既然“左右便利”与“大小便
利”相同，那么，
“左右”就应该等于“大小”，而不是径指大小便，否则就没有必要加上“便利”②。不
过这一解释也存在困难：一是“左右便利”的用例不仅少于“左右”，而且也晚于“左右”，与其说“左
右”是“左右便利”的省缩，倒不如说“左右便利”是“左右”的扩展形式；二是如上文所说，只有“便
右”
（而不说“右便”），未见“便左”。
总而言之，此词的理据目前还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有待日后继续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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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tations on Four Words in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WANG Wei-hui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China ）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words of special meanings or usage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Buddhist
scriptures，which are not usually seen in Chinese literature，and maybe they were invented by interpreters .
Although a majority of them have not come into the common language，more than that，many of which have not
been widely accepted by the translators of Buddhist scriptures，it is essential and significant to study these
words. Firstly，it is necessary for reading Buddhist scriptures；secondly，it helps the study on lexicolog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lexicon . In the author’s opinion，interpreting of words belongs not only to philology，but
also to lexicology . It is supposed to consist of two aspects：one is making sure the exact meanings of words，
and the other is finding out their evolution . The aim of the first job is to know what it is，and that of the
second is to know why it is . Now we have a large electronic database，which makes the first job efficient and
veraciou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do the second job，which，however，is significant to the lexicology . Because
it can provide us with materials of unique value that reflect many meaningful phenomena，these phenomena
偶尔也有单独用作“解大小便”义的，可资比较。如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七“诫勖部第八”：
“ 昔在世间作人身时，
①“大小”
若妇女身，若丈夫身，四大和合忽尔乖违，病苦所侵缠绵困笃，或卧大小床上，粪尿污秽，宛转其中，不得自在。”可比较后秦
鸠摩罗什译《大智度初品中放光释论》第十四之余（卷八）：
“是时佛手持户排入诸比丘房，见一比丘，病苦无人瞻视，卧大小
便，不能起居。”此例承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邓鸥英老师检示，谨此致谢。
“汉文佛典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向笔者指出这一点。
② 感谢高雄师范大学邱湘云老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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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 the change of words in the context in which Buddhist scriptures a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the four words from early translations of the Sutra，
arranged by alphabet，while giving their origin and motivation . The conclusion of the annotations is as follows：
（1）"Chou chu"
（臭处），used as an adjective and noun in the Sutra，has the same meaning as "chouhui"
（臭
秽），and "chu"
（处）is of no meaning .（2）"Mushi"（目士）is the short form of "mingmu shifu"
（明目士夫），
（学）can be explained as "consider"
referring to the person who is perceptive of the minutest detail .（3）"Xue"
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utra translated by An Shih-kao . " Xue"（ 学）and" ji"（计）used in the words
（学计）and "jixue"
（计学）are synonyms which are set together，and they are equivalent in meaning to
"xueji"
（学）. And（4）"zuoyou"
（左右），the euphemism for "relief of the bowels"，may get this meaning from
"xue"
（方便），and it can be related to people’s thinking that " right" is more convenient . As space is
"fangbian"
limited，we reduced the number of cited examples . If readers want to know further，they can search more
examples from electronic Buddhist scriptures（ Tripitaka）.
Key words：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lexicon； annotation； philology； history of Chinese lexicon；
Medieval Chinese

“本无其字”别解
跟“本无其字”直接关联的是六书中的假借。许慎曰：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后来对于假借的解释
争论较多，在笔者看来，多是由于对许慎定义的不同理解造成的。
通常认为，许慎的“本无其字”是就本字的有无而言，说的是本字原本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假借”主
要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依声托事”的，就应该算是假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完全符合“本无其
字，依声托事”条件的，才能算是假借。由此一来，在“假借”的外延上，就有了大小不同的区分。
认为“依声托事”即假借的人多以为许慎的定义不够周全，他们利用有无的辩证关系，针对许慎的“本无其字”，提出了
“本有其字”的假借。如此一来，在他们眼里，假借字按产生情况的不同分成了两种，也就是段玉裁所说的“一本有其字之假
借，一本无其字之假借也”。现在的语言学教材如王力的《古代汉语》、张静的《新编现代汉语》等，都是持类似的观点。其中
的“本无其字”与“本有其字”相对而言，重点在于本字的有无，说的是联系某一特定音义的那个字的原本字形（即本字）是有
还是缺的问题，而不在假借关系的判定。如果说“依声托事”即假借，并且许慎的“本无其字”也只是就本字的有无而言的，
由于没能涵盖“本有其字”部分，许慎有关假借的定义自然也就失之偏颇，有不周全的嫌疑。问题似乎又并不这么简单，作
为一代宗师的许慎，既然能提出“本无其字”的假借来，难道就单单忽略了“本有其字”的假借？显然不大可能。
认为完全符合“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条件才算假借的，尺度明显要严一些。上述“本有其字”部分因为能够找出本字，
都被排除在外。
上述两种观点虽然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在“本无其字”的理解上，两者都认为“本无其
字”是就本字的有无而言的。在笔者看来，这也是人们对许慎定义的理解出现分歧的最根本所在。
那么，是不是可以打破常态，离开本字的有无去理解许慎的“本无其字”呢？答案是肯定的。“本无其字”可以看作是许
慎在就形论字，联系特定的音义，指出所书之字———“其字”本无，某一音义不该作“其字”，没有“其字”这样的写法，相当于
“本非其字”。原本不能作“其字”而又写成了“其字”，这只能是因为假借。“依声托事”则讲明这种现象的由来。如此一来，
重点就不在本字的有无，而在假借现象的判定了。在不改变许慎定义的情形下做这样的理解，认为“依声托事”即假借，显
然是可行的，也更为可信一些。
对许慎“本无其字”理解的不同，实质上可以归结为认识角度的不同。立足于本字的有无去理解“本无其字”，偏重的是
从意义出发寻求与该意义原本对应之字（即本字），再加上“依声托事”，所表现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因义遵形，未果，
转而借形。这虽然形象地再现了一些假借现象的形成过程，但这种再现显然更多地是从书写的角度而言，而不是从旁观者
评说的角度；并且，重点在于本字的有无，而不是假借关系的判断，相对属于较深层次的东西。
离开本字的有无去理解许慎的“本无其字”，侧重的是意义与所书之字的不对应，加上“依声托事”，所表现的却是另外
一种过程：先是由形义的不对应判明假借现象的存在，随后讲清这种现象的由来。着重从旁观者的角度进行评说，就像是
许老夫子就一种语言现象在一旁谆谆讲解一样，情景甚是亲切。重在假借关系的判定，相对要表面化一些。
在笔者看来，作为六书之一的假借的定义，离开本字的有无去理解许慎的“本无其字”更为合理一些。作为许慎，他首
先想到的应该是告诉人们如何识别假借，而不可能是假借的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包括本字的有无。至于本字的有无问题，
则可以看作是后人对假借现象研究的一种深入补充，两者之间并不背离。
基于上述想法，笔者认为，许慎的“本无其字”的实际指向是所书之字即借字，而非通常所认为的本字，不是就本字的有
无而言的，因此，不同于段玉裁等人的“本无其字”，不能看作是“本有其字”的对立。为了同段玉裁等人的“本无其字”区别
开来，同时也是出于定义本身的实际考虑，作“本非其字”理解应该更为恰当一些，亦可消除歧义。如此一来，
“依声托事”就
成了假借的惟一条件。至于本字的有无，则可以看作是假借现象的一些深层次的东西，而不是成为假借的另一必要条件。
许慎的“本无其字”宜解作“本非其字”，
“依声托事”即假借。至于常用于简化汉字的同音代替也应该算是假借的一种
形式，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谓的“本有其字”的假借，因为这也是在“依声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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