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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字编辑而言，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为文

章纠错补漏、疏通语句、内容升华，以及做规范

化处理，责无旁贷。然而，仅此而已还不够，文

字编辑还必须从隐性层面对既定语词进行勘误和

正义。

一、 关于“铁树开花”

在汉语里，“铁树开花”是一个使用频率

较高的成语。顾名思义，原本指铁树花开。然

而，其中这个“铁树”当为何物？《现代汉语

词典》：“苏铁原产热带，不常开花，移植北方

后，往往多年才开一次。比喻事情非常罕见或

极难实现。”［1］1297《辞海》：“比喻事情很难有希

望办成。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吴浙间尝有

俗谚云，见事难成，则云须铁树开花。’”［2］《辞

源》：“铁树无开花之理，以譬事不能成。《碧岩

四十则四》：‘垂示休去歇去，铁树开花。’《续传

灯录三一或庵师体禅师》：‘淳熙己亥八月朔出微

疾，⋯⋯逮半夜，书偈辞众曰：“铁树开华，雄鸡

生卵，七十二年，摇篮绳断。”’华，同‘花’。”［3］

三种辞书都将其常用义解释为比喻事情非常难以

实现，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考察“事情非常

难以实现”这一比喻义，以及普遍的观点认为其

中的“铁树”就是“苏铁”，笔者深感“苏铁开

花”难以跟“事情非常难以实现”联系到一块。

那么，“铁树开花”中的“铁树”所指何

物？《现代汉语词典》已经直呼其名；而《辞海》

则避而不提，直接解释比喻义，但从这一“避而

不提”我们可以悟出：要么认为这已是共识——

苏铁，无须赘述（若是这样则须辨正），要么对

此拿不准主意（若是这样则当细考）；《辞源》虽

然释词时没有明确这个“铁树”之所指，但是从

其释语“铁树无开花之理，以譬事不能成”可以

直接推断，此“铁树”不是苏铁——因为事实上

苏铁并非“无开花之理”，除非《辞源》也误以

为“苏铁无开花之理”。从“无开花之理”“譬事

不能成”这一释语，我们有理由推想甚至认为

“铁树开花”中的“铁树” 并非苏铁，而应是“铁

铸成的树”（“铁质树”）。

从语境方面看，在汉语的表达习惯上，有

“铁树开花”出现的语境中，就常常有“枯枝发

芽”“哑巴讲话”“马长角”“公鸡下蛋”“太阳

从西边出来”等描述现实中根本不可能的现象

的词语与之相伴。从“铁树开花”与“枯枝发

芽”“哑巴讲话”“马长角”等同类并举推断，这

个“铁树”不应是苏铁，而是“铁铸成的树”，

因为如果是苏铁，它尽管难开花，但总有开花之

时，不能与“枯枝发芽”“哑巴讲话”“马长角”

之类相持并论。

也许有人认为：铁树是一种热带植物，喜欢

温暖潮湿的气候，不耐寒冷。在南方，如果条件

适合，可以每年都开花；如果把它移植到北方种

植，由于气候低温干燥，生长会非常缓慢，开花

也就变得比较稀少了。由此看来，“铁树开花”

这句成语，一定是一位北方人发明的。［4］这种观

点起码有三点站不住脚：第一，“开花比较稀少”

不等同于“不能开花”，只有“不可能开花”的

“铁树”方能进入该成语和此类语境。第二，“铁

树开花”自古以来就流行于南方，请看王济《君

子堂日询手镜》：“吴浙间尝有俗谚云，见事难成，

则云须铁树开花。”——连《辞海》释词时都把此

作为首例书证，这点足以证明其在南方流行之早。

第三，由于语言的社会性所决定，语言（包括词

语）的形成和使用需要约定俗成，由此来看，虽

然在北方有可能因苏铁开花难得一见而被北方人

借以比喻事情非常罕见或极难实现之类，但是这

种理念对铁树（苏铁）开花司空见惯的南方人而

言，是有悖常识的，决不可能形成俗谚或成语。

从修辞学角度看，修辞手法有一种叫夸张，

例谈编辑为既定语词正义
吴有定

［摘要］文字编辑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必须从隐性层面对既定语词进行勘误和正义。文章以“铁树开花”“排忧解

难”“难于”“夜以继日”“以姓氏笔画为序”等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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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了表达上的需要，故意言过其实，对客观的

人、事物尽力作扩大或缩小的描述。用“铁铸成

的树开花”恰好符合夸张这一手法的特点，即用

“铁树开花”作比喻以夸大事情实现之难上加难

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从词义角度看，对“铁树开花”的释语，无

论是“比喻事情非常罕见或极难实现”（《现代汉

语词典》），抑或是“比喻事情很难有希望办成”

（《辞海》），都契合了“铁树”是“不会开花”的

“铁质树”的诠释。特别是《辞源》的释语：“铁

树无开花之理，以譬事不能成。”前者一语道破

了此“铁树”即“铁质树”，后者恰好佐证了

“铁树”是“不会开花”的。

从构词功能看，用“铁”字作为词素构成的

词，很多是用来形容坚强、精锐、坚固、不可改

变或坚硬不损或相关的意义，如：铁军、铁汉、铁

壁、铁石、铁面、铁公鸡、铁脚板、铁饭碗，等

等。“铁树”之“铁”使用的乃是不可改变之义，

欲使“铁树”改变——开花——难上难、不能成。

综上之见，成语“铁树开花”中的“铁树”

当是“铁铸成的树”。

二、关于“排忧解难”

“排忧解难”这一成语，《现代汉语词典》给

予的释语是：“páiyōu-jiěnàn 排除忧患，解除危

难。”［1］967 其中的“难”被解释为“危难”，相应

读音“nàn”。这一解释值得商榷。首先要厘清这

个“难”的形音义。“难”繁体字作“難”，形声

字，右形左声，音 nán，名词，本义为鸟的一种

（难 1）；后来，其本义丢失而被借用表示不容易的

“难”，形容词，音 nán（难 2）；不知何时又被借

用赋以“灾难、危难、不幸的遭遇”意义，作名

词，音 nàn（难 3）；在使用中，有时表示不容易

的形容词“难”被活用，作名词，以表示其意义

仍与形容词“难”的意义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困

难、难处、难事、阻碍事情进行（或成功）的困

难因素”等，如“千难万险”“排除万难”“避难

就易”“强人所难”“勉为其难”等中的“难”，

活用后“难”的读音不变，仍是 nán（难 4）。对

于这种词类活用现象，张静先生说得好：“从意义

上说，活用的词都是既保留了甲类词的意义，又

临时增加了乙类词的意义⋯⋯活用跟不活用时读

音完全相同，意义基本相同，因而仍算一个词，

不是两个词。从形式上说，活用的词主要是在

句法结构（词组或句子）里表现出来的。”［5］至

此，有关的“难”的音义已了如指掌。在“排忧

解难”这一成语中，“解难”是个动宾结构，“难”

是“解”的宾语，显然是名词，但是，问题又来

了，这个“难”到底是难 3 还是难 4 ？我们不妨从

几个角度来审视。

从语境角度看，“排忧解难”一词经常出现

在一些称赞某某在平时帮助群众解决后顾之忧或

难题（诸如修路架桥、扶贫助困、为孤寡老人或

留守儿童解决临时之需等）之类的语境里，这些

后顾之忧或难题，确实是急需解决，刻不容缓，

但是它不是什么危难、不幸的遭遇，更不是灾

难，因此，一般情况下，“排忧解难”中的“难”

当是难 4，而不是难 3。

从词义和逻辑层面看，较之“困难、难处、

难事”，“危难”“灾难”程度更深更重得多，次

数也相对较少。一个值得媒体赞扬的人理当是经

常性地、一点一滴地、持之以恒地去帮群众排除

忧患、解决困难的，而不是等到群众遭遇“危

难”“灾难”之时，才偶尔前往排解，道理在

于“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

事”。再说灾难的排解一般是非人力可为的，如

天灾就是人力无法抗逆的，从这点看，“排忧解

难”中的“难”也当是难 4，视为难 3 是不太切合

实际的。

从汉语成语的结构特点上看，并列结构的

成语，其中有一类只要第一字与第三字（或第二

字与第四字）词性相同，词义相近，则第二字与

第四字（或第一字与第三字）词性也相同，词义

（所指）也相近或程度相仿，如：精雕细刻、争分

夺秒、敲锣打鼓、甜言蜜语、龙争虎斗、千锤百

炼、心甘情愿、字斟句酌等。这类成语还有一个

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三字或二四字，甚至一三、

二四字可以两两相连重组为双音节词。如精细、

雕刻、谨慎、争夺、分秒、敲打、锣鼓、甜蜜、

言语、龙虎、争斗、千百、锤炼、心情、甘愿、

字句、斟酌，等等。“排忧解难”就属于这一类，

“排”和“解”可以组成“排解”；“忧”和“难”

虽然乍看意义不同，但是所指程度相仿（不算深

重），分别指一般性的忧虑和困难；进一步分析，

“忧”属于精神层面，而“难”则属于客观层面，

“忧”实为某些客观困难所致，由此而推，“排忧”

与“解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异名同实。从

这点看，“排忧解难”的“难”也当是难 4。

从成语的源流层面上看，“排忧解难”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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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溯源远至《战国策·赵策》，但是，其中的

“难”并不能等同于《战国策·赵策》“排患释

难解纷乱”及由此演化而成的“排难解纷”中的

“难”而解为“危难”（难 3）。理由有二：第一，

从结构上看，“排忧解难”并非一字不差地照搬

照套“排患释难解纷乱”（或“排难解纷”）而来，

真正本源于后者的只是“排⋯⋯解⋯⋯”这一结

构，“难”由原来的组合“释难”重组为“解难”，

在此只是形同而义异的再组合而已。第二，“排患

释难解纷乱”的“难”指的不仅是“危难”“灾

难”，而且不是一般危难、灾难，而是攸关国家生

死存亡的“国难”。当然，如果有某位人物确实

在万一之际，为人化解某场危难、灾难，理所当

然，“排忧解难”的“难”就当是难 3 了。

不过，在一般语境下，“排忧解难”的“难”

还是作为难 4 较合情理，较切语意。

三、 关于“难于”

“难于”在文言文里是“比⋯⋯更难” 的意

思，其中的介词“于”置于形容词谓语“难”之

后，作用是介引比较对象，表示比较，可译为

“比⋯⋯（更）”［6］，如李白《蜀道难》：“蜀道之

难，难于上青天。”“难以”在文言文里一般是用

在介词“以”的宾语宽泛无所指而省略的句子

里，构成“难以⋯⋯”的句式，“难以”是“很

难用（凭借、借助）什么来⋯⋯”的意思，可以

根据文意译为“很难⋯⋯”或者“不容易⋯⋯”。

如《左传·隐公四年》：“众叛亲离，难以济矣。”

（人民背叛，亲信离散，很难成功）。可见，“难

以”和“难于”是意义和用法迥然不同的两个

词，可见《现代汉语词典》中“难以→难于→不

容易、不易于”［1］933 的解释失当，应当予以勘正。

四、 关于“夜以继日”

“夜以继日”语出《孟子·离娄下》，这个

成语后却被异化为“日以继夜”，《现代汉语词

典》也认为：“夜以继日，日夜不停。也说日以

继夜。”［1］1521，1099 其实，“夜以继日”原意是“白

天想不好，夜里继续想”，即由于问题未能解决，

而白天已过，只能连夜晚的时间都用上，换言

之，就是用夜晚时间来延续白天时间——以夜继

日。其中的“夜以”是“以夜”的倒装。自古以

来，人们习惯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

规律。“夜以继日”契合白天劳作、夜晚休息的

作息习惯；反之，“日以继夜”——用白天时间来

延续夜晚时间，等于用该劳作的时间去延续休息

时间，既不合常理，更有悖于作者用词的旨意。

因此，正确的用法只能是“夜以继日”，不应认

可“也说日以继夜”之说。

五、 关于“以姓氏笔画为序” 

“以姓氏笔画为序”这个句子，它是一个通

常与 ×× 名单表形影不离的固定句式，一般置

于名单标题后或底下对名单排序作个说明，绝

大多数人对它不但非常熟悉，而且还会经常使

用，殊不知，这是一个病句，其语病就落在“姓

氏”上。关于“姓氏”，《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

释：“表明家族的字。姓和氏本有分别，姓起于女

系，氏起于男系。后来说姓氏，专指姓。”［1］1461

既然“姓氏”是“专指姓”，而事实上，我们所

看到的名单除了按主次尊卑或行政级别或音序排

序之外，其他的一般都按这样的原则：异姓的则

按姓氏的笔画多少和先后，同姓的则按“名字”

了。既然“名”也和“姓”一样作为排序的依据

之一，就理当将“以姓氏笔画为序”中的“姓

氏”改为“姓名”了。

通过以上案例辨析，相关语词的本真水落石

出，语言也随之得以澄清和净化。文字编辑为既

定语词勘误、正义责无旁贷，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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