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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其意
义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本文试对于“家”字进行历时研究,探究“家”的字义演变过程整理其发展
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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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volu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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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is in consta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like other things in the world. As a written symbol
system to record language, the meaning of character also changes with times.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diachronic study of the character "home",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character's meaning and sort
out its development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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