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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汉字的构形理论看字谜的设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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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汉字有独体字和合体字之分，字谜也分为两类：独体字谜和合体字谜。 独体字谜的设
置方式分为三类：一是对合体字拆分得出所要独体字；二是可以将独体字和笔画组合亦或是两个独体字
自由组合得出新的独体字；三是对独体字进行象形描述。 合体字谜的设置方式是从合字、拆字、象形、会
意等角度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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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字谜是汉民族独有的一种语言文化现象，方块
字的特有的笔画、偏旁、部件及其构形规律使得字
谜呈现出极为丰富的面貌。纵观当前学界对汉语字
谜的研究，大都是从汉字修辞角度进行的。 20 世纪
30 年代，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就有“析字”这一辞
格。 80 年代，王希杰《修辞学导论》中，有部分字谜
的例证，但并未深入探讨汉字修辞这一现象。 进入
21 世纪，曹石珠《汉字修辞学》专门讨论了字谜中
的汉字修辞问题， 此后写了多篇论文讨论汉字修
辞。曹石珠，认为汉字修辞可以构成修辞格，并在其
后的另一篇文章《论减笔》中，把“减笔”作为一种辞
訛
格从传统的析字辞格中独立出来， 譹
明确提出“减
笔”是一种汉字修辞格。蔡象丽，以汉字修辞格为基
础，从汉字的表意性和汉语四要素（语法、语义、语
音、修辞）两个方面探讨了字谜产生的形体基础以
訛
及解读途径。 譺
秦剑，从字形修辞、字音修辞、字义
訛
譻
修辞 三个角度对字谜中的汉字修辞的表现形式
做了详尽的论述。 当前，还有一部分关于字谜的研

究论文虽然是从汉字修辞的角度进行的，但已经开
始关注了汉字形体的本身。 张利莹，已经认识到字
訛
谜中汉字形体的拆分不拘于“六书”。 譼
周春林，从
组合、拆解、离合、增加、错位、变行六个角度分析了
訛
析字谜法的类型，譽
进一步关注了字谜中汉字的偏
旁、部件的组合关系。曹乐夫，具体提出字谜中的拆
字分为直接拆字和间接拆字。其直接拆字又可以分
为直接拆成汉字的拆字和直接拆成笔画的拆字，间
接拆字可分为运用比喻构成的拆字和运用描绘构
訛
成的拆字。 譾
然而不论是析字中的拆解、 组合、离
合、错位，还是把字谜中的拆字分为直接拆字和间
接拆字，这些研究都是立足于字谜谜面，探讨谜面
对谜底字的拆分，进而总结出一些规律。众所周知，
一个字谜形成前，谜底字先于谜面产生，这就要求
谜语的设置者对汉字形体有着较好的把握和领会
能力。 基于此点，本文将从现代汉字的构形理论出
发，就汉字本身的笔形、笔画的组合特点以及偏旁、
部件之间的组合关系，立足于汉字形体本身，探讨
字谜的设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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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现代汉字的定义看法不一，笔者同意苏
培成的观点，把现代汉字理解为记录现代汉语的用
字。“现代使用的汉字分为两类：古今通用的字和记
录现代汉语专用的字。现代汉语用字简称为现代汉
訛
字。 ”譹
字谜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有的文字词语
谜都属于广义的字谜。狭义的字谜是谜底为单个汉
字的字谜。本文讨论的对象是狭义的字谜即谜底为
单个汉字的字谜。本文所选用的所有字谜都来自小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字谜 500 则》，该书用合
訛
并、加字、减字等十类方法将字谜进行了分类。 譺
这
是一本小学生读物，字谜所涉及的谜底汉字有着更
广泛的概括性，使我们能对字谜有着更为全面的考
察。 本文暂把《字谜 500 则》中的字谜分为两类：一
是以独体字为谜底字的独体字谜；一是以合体字为
谜底字的合体字谜。
二、对独体字构形的利用

汉字是一套以笔画为构形材料，以偏旁为构字
部件，按一定规则多层级组合起来的装置，组成汉
字的更小单位有笔画、偏旁、部件和记号。现代汉字
分为两大类：独体字和合体字。 由一个末级部件构
成的字是独体字，直接由笔画组成。 由两个或者两
訛
个以上末级部件构成的字是合体字。 譻
两个或者几
个独体字的变体拼合可以形成合体字。 《现代常用
独体字规范》 规定了现代汉字中常用的独体字有
256 个。 先来讨论独体字谜的设置方式。
独体字是以笔画为直接单位构成的汉字，它是
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这就使得独体字谜有着自己
独特的设置方式。
（一）对由这个独体字构成的合体字进行拆分
现代汉字中，很多合体字是由独体字或者独体
字的变形与另外一些部件组合而成的。 如合体字
“吉”便是由两个独体字“士”和“口”组合而成，“坛”
字就是独体字
“土”演变为部首后与“
云”组合而成。
独体字或者由独体字而变形后的部件有着强大的
构字能力，所以要想得出此独体字，可以对由这个
独体字和其他部件相组合的合体字进行拆分。
（1）没心思（田）
（2）早日腾飞（十）
（3）朋友半边不见了（月）
例（1）中
“没心”就是把
“心”去掉的意思，即为：
思—心=田；例（2）中“日腾飞”即为“早”中去“日”：
早—日=十；同样，例（3）中“朋”字去掉半边之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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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月”字。从合体字的构字部件中拆出所想要的独
体字即谜底，这就是独体字谜最普遍运用的设置方
式，并且谜面中一定会出现与这个独体字相组合的
合体字。
（二）将笔画和某个独体字组合或两个独体字的
自由组合
某些汉字本身是独体字增加某一笔画仍是独
体字，如厂加点（丶）为广。有时两个独体字组合后，
仍是独字。 如一和人组合为大。
（4）九点（丸）
（5）二山穿在一起 猜出没有道理（击）
（6）八十八（米）
（7）上下合（卡）
例（4）就是将一个独体字“九”加笔画
“点”（丶）
即为：九+丶=丸；例（5）是两个独体字合而为一，组
合过后仍是独体字，“二”放在“山”的中间即为“
击”
字。 例（6）、（7）组合之后涉及到汉字形体的一些变
化。“
米”字上面的那个
“八”是“八”字形体的稍稍变
化后得到的，也就是所谓的“倒八”。“上下”合成之
后，“上下”的横笔是重合的，得出
“卡”字。
（三）对独体字的象形描述
所谓象形描述是指可以对独体字进行形体相
似性的描述。例如
“一只游鹅”所描述的就特别像汉
字“乙”的形状。 独体字当中有很多象形字，如日、
月。 对这些汉字进行象形描述比较容易。 即使现代
汉字在历史演变中已经失去其象形意味而成为记
号，也是可以对其形体进行象形描述的。例如
“一剑
射入双环心”就是对
“串”字的象形性描述。 象形描
述分为局部象形描述和纯象形描述。局部象形描述
是指象形某些笔画或者局部构件，然后与其他构字
部件相组合。纯象形描述是谜面中重不出现现成的
构字部件。
（8）一箭穿心（必）
（9）口中插针（中）
（10）刀出鞘（力）
（11）雁阵成行（一）
（12）平底盖起三层楼（且）
（13）一弯斜月映三星（心）
例（8）-（10）就是局部象形描述，例（8）的谜底
字是“必”，与“心”字组合的那一撇（丿）用箭来表
述，形象生动。 例（9）
“中”字的那一竖笔用针来形
容，例（10）
“力”字出头的那一笔用“刀出鞘”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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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这些都是对独体字谜的某些笔画的象形描述。 例
“
且”字
（11）—（13）是对独体字纯象形描述。 例（12），
最后一横笔看平地，上面形似三层高楼。 例（13）心字
的弯钩笔像一轮斜月，三点形似三颗星。 字谜之所以
是汉民族所独有的，就是与汉字呈现方块状，由笔画
组成这些特点所决定的。 所以在对独体字谜设置的
时候，会充分考虑独体字的这些特点。
此外还有一部分独体字谜的设置是不符合汉
字构形规律的。
（14）千里相逢（重）
例（14）
“重”在现代汉字分类中是一个独体字，
是不可拆分的一个整体，并不可以将其看成是
“千”
部件与“里”部件的组合，违背了汉字的构形规律，
但在字谜猜字中是允许的， 这是为了字谜的趣味
性。 即便如此，这类独体字谜在字谜的设置中是颇
为少见的，可以将其视为特例而不予讨论。
三、对合体字构形的利用

现代汉字的字形是由笔画组成的，笔画是构成
汉字的最小单位。部件是大于笔画小于字的中间部
分。 合体字必定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末级部件，
而部件组合的基本结构方式有四种： 整体结构、左
右结构、上下结构和包围结构。 这些都使得合体字谜
的设置方式比较复杂。 周春林指出汉字字形灵活多
变，把偏旁、部首、笔画予以组合、拆解、离合、增加、减
訛
损、错位、变性就可以制作出丰富多彩的灯谜。 譹
他只
从宏观的角度谈及部分灯谜对汉字的结构，并未深入
分析汉字的笔画、笔形、部件及其之间的组合关系。接
下来对合体字谜的设置方式进行分类讨论。
（一）合并
1.直接合并
现代汉字中很多合体字是由几个可以独立的
单字拼合而成。直接合并是指将谜语谜面中出现的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汉字进行合并，其中的汉字可以
是独体字也可以是合体字。合成之后的汉字一定是
一个合体字。这里的合并可以由两个及其以上部件
合成；可以是左右合并，也可以是内外、上下合并，
具体合成方式由合成后的合体字的结构决定。 例
（15）-（16）是内外合并：门+市=闹，二+而+一=面。
例（17）-（18）是左右合并：九+鸟=鸠，文+武=斌。 例
（19）-（20）是上下合并的：千+人+日=香，大+小+一+
一=奈。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合成顺序不受汉字的笔顺
规律制约，字谜关注的是最后的成字。
（15）综合门市 无法安静（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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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合二而一（面）
（17）九只鸟（鸠）
（18）文武合一（斌）
（19）一日千里人跃进（香）
（20）大小一一俱全（奈）
2.变形合并
1）部首转换
将部分独体字变成部首之后合并。 一般会用
心、水、手、人、草、点对应其相应的部首忄、氵、扌、
艹、丶，将独体字变形后的部首与另一个汉字合并，
得出新的合体字。 例（21），人（亻）+我=俄；例（22），
手（扌）+包=抱；例（23），心（忄）+真=慎；例（24），
十+二点（丶和丶）=斗；例（25），水（氵）+鱼=渔。
（21）人我不分（俄）
（22）手提包（抱 ）
（23）真心相伴（慎）
（24）十二点（斗）
（25）鱼水相依（渔）
2）同义转换
将谜底字的某些构字部件在谜面中用相同或
者相近意义的字或者相关的话语进行表述。例（26）
“
我”和
“行”是组合不成一个汉字的，而现代汉语中
的
“
我”和古代汉语的“吾”意义相同，可以将谜面中
的“我”置换成其同义字“吾”，即为：吾+行=衙。 例
（27）
“狗”和“
犬”是同意置换，犬+（四个）口=器。 例
（28）
“金”字成塔状即为三金叠加得出“鑫”字。 例
（29）-（30）是同义表述，“横道线”用来表示“一”
（横），从（人+人）+一=丛；例（30）用阳光表示“日”，
用“雨”表示水（氵），氵（水）+门+日（阳光）=涧。 这
里既需要考虑汉字的形体，又得将意义和形体的转
换对应起来。
（26）与我同行（衙）
（27）一只狗四张口（器）
（28）金字塔（鑫）
（29）人人都走横道线（丛）
（30）门里阳光照 门外雨漂漂（涧）
（二）拆解
拆解汉字是对合并的进一步深化，因为就合体
字谜而言，对汉字拆解后是离不开合并的。 对汉字
进行拆解过后，将拆解后的部件进行组合构成新的
合体字。 汉字由笔画和部件构成，部件与部件之间
组合方式有四种，这就使得拆字成为合体字谜设置
的最常用的方式， 上下左右等的部件组合规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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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具有可拆性的前提。
1.直接拆
（31）乘人不备（乖）
（32）挥手告别（军）
（33）断简残编（篇）
（34）巧断奇案（柯）
例（31）
“乘”拆去
“人”字即为乖。例（32）
“
挥”去
掉手即为军。这种拆字只需要将字谜中出现的合体
字的构形部件进行拆分，得出一个新的合体字。 例
（33）-（34）就涉及了先拆后合，例（33）
“简”取一半
可以是“
竹”或是
“
间”，编取一半可以是“丝”（纟）或
者是“扁”，从汉字部件的组合规律看，成字组合只
能是：竹+扁=篇。 例（34）
“
奇”字有部件“大”和
“可”
组合，“
案”由部件“安”和“
木”组合。成字组合即为：
可+木=柯。
2.半字拆
半字拆很好理解，谜面中出现基本字，将基本
字拆出一半，然后相互组合得出新字。 例（35）
“要”
拆出“女”，“
扔”拆出“乃”，组合后是“
奶”字。例（36）
—（37） 同样取两个基本字的一半， 得出相应的新
字。 例（38）是对三个基本字的拆分，“价”拆出单人
（亻），“
出”拆出山，“
售”取上面部件，三者相合得出
汉“催”。 这里对基本字的取留，要由猜谜者自行把
控，取上取下，取左取右受最终能不能合成新字的
制约。
（35）要一半 扔一半（奶）
（36）有粗有细（组）
（37）除去一半 还有一半（途）
（38）半价出售（催）
3.方位拆
方位拆解是指，谜面通常由基本字与方位字组
成，常见的方位词有上、下、左、右、前、后、内、外、
南、北等。 根据方位词暗示的方向找出基本字的构
件（包括偏旁和部首），然后将构件组合成完整的汉
字，就是对谜底字的解构。
（39）优先上岗（仙）
（40）尽量提前（昼）
（41）先挖后补（扑）
（42）幸福的开端（社）
例（39）
“优”字最先开始的部件是单人（亻），
“岗”字取上部为“山”，组合后即为“
仙”。 例（40）取
“尽量”二字前面的部件
“
尺”和“旦”，组合后为
“昼”
字。 例（41）
“挖”字以部件
“
手”（扌）开始，“补”后面
部件是
“卜”，扌+卜=扑。 例（42）
“幸福”的开端即为
“幸”取“土”，“福”取“示”，示+土=社。 这里都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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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构字部件的先后组合。
4.臆断拆
臆断拆是不遵循汉字本身的形体规律，将一个
本身即为独体字的汉字因为制谜的需要而对其进
行无规律拆分。
（43）身残心不残（息）
（44）果断有力（男）
例（43）按照汉字的构形规律，“身”是一个独体
字，是不能进行拆分的，所以“身”字中拆不出“自”
字，但是撇开汉字本身的构形规律，可以把“身”去
掉下半部分得“自”，自+心=息；“果”字也是如此，
例（44）
“果”并非由“
田”和“木”组合而成，然而“
果”
去掉下半部分“木”剩“田”字，“田”与“力”组合得
“
男”。 拆解汉字时，对汉字进行不合乎构形规律的
拆分，这在字谜当中是可以被接受的，字谜本质上
是一种文字游戏，在充分考虑汉字构形的同时也不
可忽视其趣味性。
（三）象形描述
这里的象形描述和独体字谜的象形描述没有
本质区别，只是这里是针对合体字而言，有部件与
部件之间的组合过程。象形法是合体字谜对汉字构
形规律利用比较难的一类。它不仅要求设谜者对汉
字字形有相当的把握，还要求对汉字形体的变形也
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在这部分字谜谜面中绝大部分
是不会出现汉字的构形部件的，只会对汉字构件进
行形象描述。
（45）上面三角形 下面是方形（台）
（46）四个房间四个窗（噩）
（47）天上双雁飞（丛）
例（45）-（47）都是对汉字形体的象形描述。 例
（45）谜面中出现了三角形，这是猜谜者要有一个大
概的汉字形体轮廓可能不是完全吻合的，可以想出
汉字笔画中折笔加点笔，与方形（口）组合后为台
字。 例（46）汉字
“
王”将一个平面分为四个空间，每个
空间有一个窗户（口），组合后为
“
噩”。 可以观察到，
例（47）和例（29）同为对谜底字为
“
丛”字的字谜的设
置，他们的设置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例（29）是汉字部
件的形体组合，例（47）是对汉字的象形性描述。
象形描述中有先拆字再进行象形组合的。
（48）河边一蜻蜓（汗）
（49）草下游来一只鹅（艺）
例（48）中，河的左边是氵，蜻蜓的身体特别像
汉字“干”的形体。 两相组合：氵+干=汗。 例（49）中，
汉字“乙”的形体特别像一只鹅，草（艹）+乙=艺。
象形描述有时还会融合汉字笔画。例（50）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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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笔画描述，然后象形描述。
（50）一点一横长，竖撇像屋墙。三只小燕子，飞
来卧梁上。 （应）
（四）会意描述
会意描述是合体字谜设置中最难的一个类别，
它不仅需要充分合理的设置谜面，还要对谜面意义
进行转换，转换成另一个意义相同的字词，而将这
些字词作为汉字的构字部件组合成谜底字。会意描
述也分两类：一类谜面是陈述性的，一类谜面是问
答性的。 陈述性的如下：
（51）一个礼拜（旨）
（52）十五天（胖）
（53）天天（晦）
例（51）中，一个礼拜是七天即为七日，七日作
为汉字构件组合之后成为
“旨字”。例（52）十五天即
为半（个）月，半+月=胖。 例（53）天天即为每日之
意，“每”部件与“日”部件合成之后即为“晦”。
还有一类是问答性的。
（54）指头触电何感觉（摩）
（55）何物不怕火炼（镇）
（56）七十二小时是多少天（晶）

第 18 卷

例（54）指头触电会手麻，手麻组合为汉字即为
“摩”，例（55）真金不怕火炼，真+金（钅）=镇，例
（56）七十二小时正好是三日（天），三个日字组合后
是
“晶”字。 在这里，谜面问题的答案一般会是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独体字，将这些独体字进行组合即
为谜底字。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把汉字字谜分为独体字谜和合
体字谜两大类进行分析。 从独体字的构形看，字谜
的设置方式为三类：一是对合体字拆分得出所要的
独体字；二是可以将独体字和笔画组合亦或是两个
独体字自由组合得出新的独体字；三是对独体字进
行象形描述。 从合体字的构形看，合体字谜设置方
式比较复杂，可从合字、拆字、象形、会意等角度进
行讨论。字谜的设置方式从汉字形体的基本特征入
手，经过巧妙的拆解、合并、象形描述等，呈现了现
代汉字的特点。 字谜作为一种语言文字游戏，是利
用汉字字形特点进行的。本研究一方面从汉字形体
的角度分析了字谜的设置方式，对汉字形体和字谜
关系有了全面的透视，另一方面也从娱乐性的角度
展现了汉字的无穷魅力。

On the setting form of character puzzles from the angle of structure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LI Yunfeng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are divided into the Duti characters and the Heti characters. The
character puzzles are also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Duti character puzzles and Heti character puzzles.
Duti puzzl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ones that can be split from Heti characters; ones that can be
either grouped of strokes or two Duti characters; ones that can be described through the single character
glyph. Heti character puzzles can be formed through combination, splitting, pictographs, and Hui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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