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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名词犉狌狊狌犾犻狀犻犱的中文译名应当用“虫?”而不是 “!蜓”

顾松竹

中国地质大学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有关有孔虫Ｆｕｓｕｌｉｎｉｄ的中文文献，自１９２０年代李四光

的先驱性工作起（李四光，１９２３；李四光，１９２４；李四光，

１９２７），经过近９０年的积累已经非常丰富。但其中文译名的

使用比较混乱，就笔者所见有：纺锤虫、?蜗、 、虫?等几种。

纺锤虫是日文的译名，且日文中“纺锤”两汉字的发音与

“ｆｕｓｕ”接近；?蜗则是最早的汉语名（李四光，１９２３；李四光，

１９２４），现均少用。至于“虫?”和“ ”二字，自１９２０年代到

１９６０年代，多用前者；而自１９６０年代以后，“ ”逐渐取而代

之。目前，古生物学界和中文专业媒体似乎认为虫?是 已经

废弃的异体字（杨建超等，２００７），所以５０年来出版的中文地

质古生物专著、论文、工具书和教材等主要用 。专著，如盛

金章的系列专著（盛金章，陶南生，１９５９；盛金章，１９６２；盛金

章等，１９８８）；工具书，如《古生物学名词》第二版（万晓樵等，

２００９）和第一版（古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１９９０）、《地质词

典》（地矿部辞典办公室，１９７９）、《英汉地质辞典》（英汉地质

辞典编辑组，１９９３）；教材，如《古生物学》（童金南，殷鸿福，

２００７）等用的是 字；期刊论文方面，《微体古生物学报》、《古

生物学报》、《地质论评》和《地质学报》等最近十几年都是用

字———但也有极个别的例外（如：张遴信，郭敬信，１９８５）。

相比起来，虫?字的使用率并不高，笔者查到的资料中，没有教

材使用虫?字；专业工具书仅有《英俄中古生物学名词》（中国

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１９５６）《英汉石油大字典》（英

汉石油大辞典编辑组，２００１）、其他古生物文献方面仅有《安

徽虫?类化石》（安徽省地质调查队，１９８３）、《常用化石手册》

（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地史教研室，１９８２）等极少数用了虫?

字。

上述Ｆｕｓｕｌｉｎｉｄ的中文译名使用现状表明，现在学界习

惯使用 字。但是， 字却未纳入电脑汉字字库中，古生物

工作者如果想在论文中插入该字、想把自己有关的工作跟别

人分享、想在教学课件中使用该字，拟或想在网络数据库中

通过输入该字查找相关文献都十分困难。这造成了科研人

员和专业媒体的不便。

对研究人员来说，首先，他们需要造字程序的帮助，才可

以在自己的电脑上实现 字的显示与存储，但也只能在他自

己的那台电脑上进行，不能与别人共享。例如，当因教学需

要使用教室内的公用电脑、当建立有关的网页、或者写作论

文投稿时，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其次，中文期刊网络全文

数据库中完全没有 字，对科学研究的效率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例如笔者查询中文文献时常用的“中国期刊网”、“维

普”、以及“万方数据库”中，因为计算机字库无该字，所以不

可能通过“ ”字查询到相应的文献。在一些数据库的开发

者通过拆分，将“ ”显示为“
!＋蜓”，或将“虫?”显示为“虫＋

?”的组合，但很显然这对使用者来说十分不便，更何况很多

时候对这种字库中没有的汉字，数据库开发者可能没有进行

任何的处理，而仅用符号“？”或“□”来代替，更增添了搜索的

不便。

地质专业媒体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目前可以通过安装

补丁程序、使用造字程序的方式、使用专业的出版软件等，使

得在出版单位的内部计算机系统中实现“ ”字的排版和印

刷，但是这种方式无法跨平台交流，例如通过网络的方式进



行数据库应用，这在媒体出版业日益“无纸化”、“网络化”的

今天更显不便。此外由于造字程序和造字水平的限制，使得

出版物中该字的字形很多时候并不美观，看起来就是临时拼

凑的竹字头和蜓字底两个字随便叠置在一起；更常常发现

“ ”字的字体与全文其他字体相去甚远的情况，非常不协

调。综上，学界和媒体习惯使用的“ ”字不能用计算机处

理，造成了科研工作的不便。而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与“ ”完全同义的“虫?”字已经纳入到了最新的计算机汉字

字库中（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６），已经能够被计

算机处理了。于是，古生物学界及整个地质学界现正面临一

个尴尬的选择：如果选用“ ”字，会面临上述的种种困难；而

如果选择“虫?”字，则与学界习惯不一致。在计算机已经成为

科研和教学的基本工具，网络数据库已经成为科学文献的重

要载体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的今天，地质、古生物学界是

应该按照习惯继续使用“ ”字，等待其在将来被纳入到计算

机汉字字库中，还是从现在起就直接开始使用电脑中已经有

的“虫?”字，直接关系到地质、古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效

率以及地质、古生物科学知识的传承。因此，“虫?”和“ ”字

到底选择使用哪一个需要学界关注和讨论。

本文通过对“虫?”和“ ”字的来源历史的考察以及对其

字形字义的辨析发现，“虫?”字发表在先，具备优先权且符合

创字者李四光的原意。同时考虑到“虫?”字已经可以进行计

算机处理的现状，依据“ ”字不可能很快纳入计算机字库国

家标准的判断，从科学名词优先权和现实角度出发，笔者建

议地质、古生物学界和相关的专业媒体应当立刻开始使用

“虫?”字而放弃“ ”字。

１　“虫?”具有优先权，“ ”是晚出现的异体字

李四光１９２３年发表的《?蜗鉴定法》（李四光，１９２３），是

中国最早的虫?类研究文献。李氏在文中认为，日本学者的译

名“纺锤虫”，虽然“自彼国人视之，既得其音，复获其义，可谓

两全”，但是“称之为虫，则无异于指鹿为马”，因而提出用“?

蜗”来翻译Ｆｕｓｕｌｉｎｉｄ，“一则以符原名之义，一则以表其蜗转

之形”。同时，李在该文的脚注中（Ｐ８８）提出，用“蜗”来命名

原生动物不一定正确，有待后来的学者改正。所以，虽然

１９２０年代李的几篇文章中，用的仍然是“?蜗”（如：李四光，

１９２４），但到了１９２７年，李在其巨著《中国北部的虫?科》中就

把“?蜗”改称为“虫?”（李四光，１９２７）———这是虫?字的首次出

现。其后直到１９６０年代，文献中仍多用“虫?”字，例如１９３２

年陈旭的《中国南部的虫?科》（陈旭，１９３４）；１９５６年出版的《英

俄中古生物学名词》（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

１９５６）等。笔者所见文献中最早的“ ”字出现在１９４０年代

中期：郭宗山（１９４４）译介Ｄｕｎｂａｒ关于喀喇昆仑二叠纪虫?科

化石的文章里（Ｄｕｎｂａｒ，１９４０），其标题使用的是“虫?”而正文

中却用了“ ”，此时“虫?”字已出现１７年。虽然现在古生物

学界习惯使用 “ ”，但其实它是“虫?”的晚出同义名。所以，

根据科学名称名从主人及出版在先的原则，既然李氏创造的

是“虫?”，那么该字就具有优先权，Ｆｕｓｕｌｉｎｉｄ的中文名称就应

该用“虫?”。

２　“虫?”更符合汉字造字传统，更能反映李氏原意

从“虫?”字本身的意义来看，它是原生动物“有孔虫”的一

个类群，简单的说是一种“虫”。用虫字旁＋?字边组合而成

的“虫?”字代表一种“?”状的“虫”。这易于理解，也符合汉字

造字的传统和原则。虽然李未公开发表文章说明其创造

“虫?”字的原意，但据李四光的夫人回忆（许淑彬，李林，

１９７８），当时李将“虫”字边置于“?”字之旁，把“?蜗”二字缩

为一字而创造出了“虫?”。另外，李氏最初将之称为“?蜗”的

原意是因为虫?的形态象“?”———即纺锤，所以命名中使用了

“?”字，以此推测，他若新造一字，其字形中一定会体现原来

的“?”意思。所以“?”作为“虫?”字的偏旁，最终使得“虫?”字

可以体现“?状的虫”的含义，更符合李创造该字的原意。

反观目前常用的 字，从其汉字字形结构来看，是竹字

头，蜓字底。竹子头的汉字几乎都与植物特别是竹子相关，

例如竿、箩、箫等字。 字以竹子头的汉字代表一种动物，不

符合汉字形声字的造字传统；从其所表达的意思来看， 容

易让人误解为竹子制作的、发音为ｔíｎｇ、跟蜓（蜻蜓）相关的

一种东西，例如竹蜻蜓，与其实际意义完全无关。所以，“虫?”

字比“ ”字更符合汉字造字传统和习惯，更能表现创字者的

原意。一些非地质、古生物专业的汉字工具书如汉语大字典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１９８８），汉语大词典（罗竹风，１９９１）

等，可能因其编者是语言文字工作者，未受地质、古生物学界

传统习惯的影响，从而独立依据字形和字义分析认为“虫?”字

符合造字传统和字义，最终收录了“虫?”而未收录 。

３　“虫?”字已经可以计算机处理，而“ ”何时或者

能否进入计算机汉字字库仍然不确定

　　２００５年，拓展到７０１９５个汉字的国家标准 ＧＢ１８０３０－

２００５（信息技术中文编码字符集，俗称计算机汉字字库，汉字

字符集等）（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６）发布，其中收

录了“虫?”字。目前，最流行的两种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最新版

本 Ｗｉｎｄｏｗｓ７以及 ＭａｃＯｓＸ都全面支持该标准，例如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７中，安装了微软拼音输入法２０１０版后，可以点击

→ →功能菜单 辅助输入法 Ｕｎｉｃｏｄｅ码输入，通过输入

“虫?”字的 Ｕｎｉｃｏｄｅ码“４５Ｆ４”来输入该字。虽然目前其他常

用中文输入法如微软拼音、谷歌拼音、五笔字型等暂时还不

能输入虫?字（这跟输入法软件使用的汉字字库大小有关）、且

只能显示为宋体、楷体、黑体、微软雅黑等少数几种字体，但

是，“虫?”字进入到计算机的汉字编码字符集中，就已经为开

展“虫?”相关文献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工作铺平了道路。

也许有人建议可以保留“ ”字的地位，待将来字符集国

家标准升级时，再把 字加入其中。但这种方式不确定因素

太多：首先，对于ＧＢ１８０３０－２００５来说，已经收录了７万多个

汉字，基本上已经满足了社会上的大部分需求，新字增加的

数量和速度自然降低，新标准推出的迫切程度必然大大降

低；其次，新国家标准的开发影响广泛而深远，必然需多方征

求意见，所需时间必然很长，不大可能在几年之内就为了一

个 字就马上更改标准；最后，如果增添了 字，字库中就有

两个完全同义却字形不同的字，这与汉字信息化和标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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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趋势和国家法规要求背道而驰，不一定能够得到相关主管

部门的支持。所以期待新国标中增添 字，费时费力，不确

定性很大，更无法满足目前古生物文献数字化的迫切需求。

相反，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用“虫?”字，会极大地加快古生物

文献数字化管理和网络传播的效率，极大地方便地质学古生

物学界的科学研究，极大地方便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中文媒体

的出版工作。

４　结论

为了能够对相关的古生物文献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应

用，古生物学界和媒体是直接使用计算机中的“虫?”字，还是

在一边自己利用造字程序造出并不美观的、无法在别的计算

机上使用的、无法进行网络搜索的 字，一边近乎遥遥无期

地等待新的计算机汉字编码国家标准中添加“ ”字？从上

述的两个字的来源历史的考察及其字形字义的辨析来看，

“虫?”字既具有优先权，又反映字义，更体现创字者原意，无疑

是应该选用的。至于学界习惯使用的 字，则是后出现的异

体字，而且不符合汉字造字习惯，未体现字义，其广泛的使用

并不代表其具有当然的合理性。再加上目前“虫?”字进入国

家标准汉字编码字符集中，已经能够被普通计算机处理，恰

恰切合了学界和出版单位的迫切需求，所以，现在可能是改

变使用 字的习惯的大好时机。

诚然，要彻底解决该问题，需要学界对到底使用“虫?”还

是“ ”字进行充分的讨论后，才能形成最后的决议。笔者期

望通过拙文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讨论。致谢：南京

大学史宇坤博士惠寄资料并对本文提出了宝贵建议，特此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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