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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镇豪

甲骨文出土于中国河南省安阳殷墟遗址，属于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

世纪殷商王都内王室及贵族人群的占卜刻辞与记事刻辞，刻辞载体主要是牛肩

胛骨和龟甲，也包括其他动物的骨骼。甲骨文与敦煌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纸质写

本文书、西域汉晋简牍、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被誉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

新发现。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文古典文献遗产，传承着真正的中国基因，可以

据以追索中国上古史的未知，窥探三千年前殷商社会生活场景，增强历史信度，

丰富历史内涵，延伸历史轴线。甲骨文是生生不息汉字和汉语的鼻祖，也是寻绎

中国思想之渊薮、中国精神之缘起、中国信仰之源头、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与品格

之由来、中国艺术美学之发轫的最真实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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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广阔

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郊石佛乡小双桥村与于庄村之间的
台地上，遗址总面积约 600万平方米。在小双桥遗址的诸多考古发
现中，文字资料最为重要，遗址内发现的朱书文字是目前夏商时期发
现的第一批早于殷墟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书写文字，它的发现为
重新认识郑州商城在20世纪 50年代发现牛肋骨上的“甲骨文”的价
值以及商代前期的文明发达程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文字发展早已脱离原始状态

小双桥的文字主要出土于宫殿建筑附近祭祀坑内，依据祭祀坑
中包含物的不同,可初步区分为人牲祭祀坑及牛头坑等多种类型。
有朱书文字的陶缸多出土于牛头坑、牛角坑和其他类型的祭祀坑中，
说明器物上的文字与祭祀活动关系密切。目前发现的文字有朱书陶
文和刻画陶文两类。

朱书陶文。小双桥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保存完好，字迹较清
晰。发掘者宋国定指出，陶文书写使用了朱砂并可能掺入了黏合剂，
质量较高。朱书陶文多书写于陶缸或大口尊上，依据目前发现的文
字内容可分为三类。数目字类：二、三、七等。象形文字或徽记类：朱
书文字中象形文字占有很大比例。如帚、匕、旬、天、东、父（尹）等。
较多的是人体象形字、器物象形字等；徽记类包括族名、方国名等。
祭祀短语类：该类文字数量多，应是用于记录祭祀内容的。但因陶器
破碎，保留的文字多为片段 ，但大多可以与甲骨金文相比较印证和
释读。

刻画陶文。1995年以来的 4次考古发掘中，小双桥遗址出土了
不少刻画陶文，共有 50件。陶文一般是烧后刻于陶器的口沿面、陶
豆底部、缸口沿外侧、盆口沿面、罐腹部等。内容可以分为数字类，如
一、二、三等；象形类如天、目、矢、竹叶形等。一般一器一字，少数有4
个字的。

小双桥陶器上的文字数量不大，但类别丰富，包括数字、象形符
文字、短语等。其文字特征是象形字特点突出，如帚、匕、旬、天、东
等。小双桥出土的陶文和安阳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画文字一致，简化
特点明显，如陶豆上刻画的天字是由朱书的天字简化而来。小双桥
文字构形虽然古朴，但书写得刚劲有力。正如古文字学会会长黄德
宽所说：“小双桥的文字线条简练匀称，结体自然，行笔流畅，考虑到
是用软笔书写，可以推断书写者已相当纯熟地掌握了书写技巧，表明
当时文字发展和书写的整体水平较高，早已脱离原始状态。”

朱书文字为辨识史前文字提供了线索

从字形、笔画、结构及表现手法分析，小双桥遗址发现的文字资
料与甲骨文、金文应是属于同一体系的商代文字，且时代明显早于殷
墟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是中国古代文字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
要阶段。

小双桥遗址文字资料的发现，为二里岗甲骨文的真实性提供了有

力依据。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商城二里岗发掘出土了两片刻着
文字的动物骨骼。其中一片牛肋骨十分引人注目，骨的两端残缺。《郑
州二里岗》发掘报告释读出其上的11个字，“乙丑贞：从受……七月又
モ土羊”。但由于数量少，出土地层单位不明确，该骨辞的年代归属争
议较大。陈梦家等不少学者认为可能为殷墟时期，而参与当时发掘工
作的裴明相认为年代较早，李学勤、郑杰祥等学者则认定该甲骨应属
早商二里岗期。

从考古材料看，郑州商城在相当于小双桥阶段的白家庄期，文化
遗存分布范围有所缩小，遗迹、遗物数量也在减少。而此时小双桥遗
址兴起，即此时“仲丁迁隞”已经完成。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器、青铜
器等与郑州商城一脉相承，器类、器形联系紧密。种种迹象均表明，
郑州商城作为都城废弃后，小双桥遗址开始兴起和繁荣，两者在年代
上前后衔接。小双桥遗址发现的朱书陶文，则为二里岗卜辞的真实
性提供了重要旁证。郑州商城二里岗遗址出土牛肋骨上的卜辞应略
早于小双桥遗址。但小双桥遗址文字资料的出土地层单位明确，年
代也更为接近，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郑州商城二里岗甲骨文缺乏出土
地层的不足，为其真实性提供了有力支撑，“甲骨文”和朱书文字二者
相互印证，将晚商文字大幅度的提前到商代前期。

小双桥遗址的文字中已经出现了简化字，表明商代前期文字已

经为成熟文字时代。以小双桥遗址出土的“天”“东”等字形为例。天，殷墟甲骨文和金文
中的“天”，是一个人（天神）的形象。小双桥早商遗址发现的“天”为人形，曲蹲，身材瘦
长，手臂较短，字形与甲骨文天字相同。东，甲骨文、金文的“东”字，像一个两头束扎的大
口袋。“东”的本义是指口袋中所装之物，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东西”，后来借用为方位名
词，作“东方”讲。小双桥遗址出土“东”，形象为束扎的口袋，腹部略鼓，形体较瘦，束捆
的经线为一条，而纬线还有三条。到了殷墟晚期，“东”字形象中的经线、纬线只剩一条，
同现在的繁体字“东”几乎一致。

此外，小双桥的朱书文字还包括族名、方国名等，但陶
文明显线条简练，可以看出文字形体已经开始简化。郭沫
若先生早在 1959 年就提出，殷人已在进行汉字的简化，汉
字体系的发展在殷墟文化之前必然已走过漫长而成熟的历
程。小双桥陶器上的朱书文字与晚商金文特征一致，郑州
商城牛肋骨刻辞与晚商甲骨文特征一致，二者相互印证。
可以说，在郑州商城和小双桥为代表的商前期，繁体与简化
字已经并行，表明此时已经进入成熟文字阶段。

小双桥遗址的朱书文字为辨识史前文字提供了线索。

史前时期的朱书文字最典型的例子是陶寺文化陶文，有学
者认为是“文邑”或“文尧”二字。陶文是用朱砂写于一件陶
扁壶器物表面。目前出土朱书文字最多的遗址是安阳殷
墟，如后冈、小屯南地、刘家庄南、花园庄东地等都有发现，
朱书文字多以陶器、玉戈、玉柄形器、甲骨为载体，内容多为
记祭祀、天文、狩猎、军事相关。

小双桥遗址的朱书陶文主要发现在祭祀的陶礼器上，
这种在祭器或卜骨上朱书祭祀内容的文化传统在商代前后
相袭。郑州小双桥遗址发现较多的朱书文字，年代介于陶
寺与晚商之间。陶寺发现的陶文显然具备了和商代朱书文
字相同的特征，陶寺文化的朱书陶文不仅是文字而且为商
代祭祀礼器书写文字（祭辞）找到了源头。甲骨文和民族学
研究表明早期文字的使用者当是少数具有沟通神灵资格的
帝王与巫师。因此，冯时指出：“文字在早期社会中其实是
被极少数人垄断的用以沟通人神意旨的工具，它的作用只
是人神意旨表述的载体……早期文字的这种以朱砂填饰或
径以朱砂书写的做法无疑显示了文字本应具有的巫术性
质，涂朱设色不过是借文字实现通神的需要而已。”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的文明，这与汉字
这一重要载体一直没有间断紧密相关。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文字遗存的不断发现，展
示出中国文字并非肇始于殷墟商代晚期遗址发现的金文与甲骨文，而应溯源至新石器时
代。山西陶寺、浙江良渚、山东丁公等遗址的陶器、玉石器上发现的文字资料，表明在龙
山时代我国文字已经产生和发展，并在商代前期具备成熟文字的特征，开始“有册有典”，
走向规范和辉煌！⑩5（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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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寻绎中华文明由来
的汉字鼻祖

甲骨文是世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五
大自源古典文字之一，堪与西亚两河流域发
现的距今 5500年左右的泥版楔形文字、北非
尼罗河口发现的距今 5000年前的古埃及碑
铭体圣书文字及后来衍变出的纸草僧侣草体
文字、公元前 2000 年前后的古印度印章文
字、美洲民族公元初期发明的玛雅文字等交
相辉映。

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学界期盼
已久。早在 2006年 8月在河南安阳“庆祝殷
墟申遗成功及YH127坑发现 79周年国际学
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吁请国家立项，启
动甲骨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0 年 5 月
21日，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正式确定国
家档案局为申报归口管理单位，适时启动申
报程序。同年8月底，在台湾的史语所也主办
了“甲骨文与文化记忆论坛”。国家图书馆则
组织专家学者多次研讨申报甲骨文列入“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以及有关标准制定和实施
办法。随着国家有序提交的全局性安排，在
教育部等相关部委的积极推动下，甲骨文申
报“世界记忆名录”于2016年正式提交，2017
年 10月 30日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审，成
功入选，11 月 27 日收到入选通知与相关证
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
院、南京博物院等 11家甲骨文藏品成功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真正确认
了甲骨文遗产的世界意义和国际地位，肯定
了甲骨文对东亚古典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过
的悠远影响，对甲骨文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
要推进作用，其实也意味着流散海内外各处
所有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都应归属于世界记
忆遗产。

我们已经知道，甲骨文是研究汉字原初
构形与汉语言语法最早形态的重要素材。甲
骨文的单字量约 4000多个，其中约 1300个
见于现代汉语字典，其余2000多个大都为消
逝的人名、地名和祭祀名等，但其词性词义大
都可据文例语境而基本得知。甲骨文语言是
汉语的母语，内部有一个比较规范的表意语
音系统，形声字就已占到40％以上，成为中国
秦汉以后汉藏语系的重要源头。由于甲骨文
的发现，使汉语言学的原初形态和汉语语法
的早期特点已经由很难讲清，变得可资精细
厘析。甲骨文的文辞体式，有比较健全成熟
的一个自成体系的语言、语素、词汇、句法和
语法范畴，与现代汉语语法构成一脉相承，现
代汉语语法的词类，如名词、代词、动词、形容
词、数词、量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
词、疑问词等，在甲骨文中已经基本具备。

探知殷商文化的丰富史料

甲骨文时代属于商王国后期，历时商王
盘庚迁殷至帝辛凡 8世 12王共 273年，出自
3000多年前殷商王朝特殊人群之手，包括商
王、贵妇、王室成员、卜官、贵族、各方巫师、地
方要员等。这些人群以特有的占卜文例形式
（通称甲骨卜辞）或记事文例形式（通称记事
刻辞），在龟甲兽骨上写刻下贯以他们的思维

方式、行为方式、信仰追求的居常生活事象，
记下了真实存在的商王室谱系，记下了大量
的神名、先王先妣名、贵显人物名、诸侯方国
君长名、部落族长名、外交使者名与神话传说
人物等，揭示出王位继承法与婚姻亲属制的
特点，王事与臣属活动的政治景观，重大事件
中的人物思想情感表现，商王与诸侯方国的
关系，官僚机构与职官的职掌，社会生活中权
贵与平民、奴仆的阶级结构，经济产业的管理
者与手工业劳动者的等级关系，不同族群的
宗教意识观念，军事战争中的武官、军队组
织、武器装备和攻防行事，丧葬祭祀中人殉人
祭者的身份、社会地位及其与墓主的关系，使
商代成为有出土古文字记载的信史时代，填
补了史书的缺载。

甲骨文中记下的商王国政治疆域地理架
构以及相应的内外服制度，可资了解当时社
会的阶级分层、政体架构和国家管理形式，最
高统治者是商王，商王之下有一批内服辅政
官员，统领着一个较大的官僚集团，为商王
提供咨询和负责处理具体事务。其中卜官
集团，负责为商王提供宗教祭祀方面的决策
参考，利用神灵力量影响政事裁决。地方族
落或基层地缘组织总数有数百个，由各个宗
族的族长负责最基层的管理。在法律刑罚
方面，有一套墨、劓、刵、刖、椓的“五刑”系
统。商王朝周边方国多达上百个，方国君长
是商王朝外服官构成的主体，有的方国与商
王朝时敌时友，军事征伐的记载甚多。商王
朝的武装力量构成体制，分为王室军队、诸
侯方国军队及“兵农合一”的非常设“族兵”
三大类。

甲骨文中有不少风霜雨雪的气象及水旱
虫灾的记录，还记下了流星雨以及发生于公
元前 1200年前后的 5次日食，是古气候与古
天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还有许多野生动植
物及猎获象群的记录，可资研究黄河中下游
地区自然生态与历史地理环境的变迁。甲骨
文中把一年分为春、秋两季，实行一套适合农
业定居生活的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
合历，平年十二月，闰年十三月，有大小月之
分 ，如 单 月 称“ 小 月 ”（ 山 东 博 物 馆 藏
8.110.17）、“小一月”（《符》1）、“小三月”（《东
北师大》13）、“小五月”（《合集》21637）、“小生
七月”（《合集》7791）等，与今称偶月为小月恰
相反。闰月的安排采用年终或年中置闰，以
调节太阳年与朔望月的关系。有表示一天内
不同时段的“旦”“大食”“昼”“小食”“昃”“市
日”“暮”“昏”“爇”“住”“夙”等“时称”单位
词。由甲骨文并结合殷墟考古发现知道，当
时的粮食作物种类有粟、粱、黍、麦、稻、大豆
等所谓“六谷”。为求农作物丰收，有祭风宁
风、止雨御涝、祈雨焚巫尫御旱灾及宁息蝗灾
等农业祭祀行事。当时社会的宗教分野，主
要分为最上层上帝、中层天地间祖先神和自
然神祇、最下层鬼魅世界三大信仰系统。对
先王先妣的祖先祭尤为隆重，可分特祭、临时
祭、合祭和周祭四类。

甲骨文中还有名类繁多的建筑称名，四
合院宫殿建制合居住、祭祀、行政为一体，宫
室与池苑相辅相成，已开后世宫廷与皇家园
林相系的先河。有称为“右学”“大学”的年轻
子弟就教的学府，是中国传统“学在官府”的
最早源头。甲骨文记有20多种乐器名，10多
种不同祭歌名，不同形式的武舞与文舞名，乐
师“多万”和众多舞臣的专事分工，反映了当
时器乐与音乐、舞蹈的发达状态。还有 50余
种病患记录，如以现代医学分科则分属之内
科、外科、口腔科、传染病科等，有关疾病的治
疗、药物、针灸等数者兼备。甲骨文中还有

“疾人”“乍疫”“疾年其殟”等最早关于瘟疫的
记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疫病的群体性、季节
性和突发性特征，以至发生、传播及危害性已
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又有“御疫”“御众”、殴
驱疫鬼、“宁疾”以求消除疠疫等消极的巫术
行事，也有隔离防疫、禁止谣传、熏燎消毒、药
物医防、饮食保健、洒扫居室、清洁环境卫生

乃至必要的刑罚惩处等理性、积极的防控办
法。在疠疫瘟疾猖獗之际，人们并非束手无
策，而是通过国家行政、社会群防、运动保健
等方式，抵御疫病侵害，形成了许多预防疠疫
传播的社会风尚和习俗，其内容涉及环境学、
营养学、药物学、卫生保健学、心理学、体育学
等方方面面。

甲骨文也为现代书法艺术界提供了舒展
才华的新天地，甲骨文书体造型与行文走
笔具有的高起点、合规度、具变宜的书法要
素，先声正源而导流后世书艺，其刀笔、结
体、章法三大要素，显出早熟性的特色，直
接或间接影响着晚后书学的流变，成为中
国书法艺术的滥觞，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美
学原则和共同心理，即平和稳重的审美观，
强弱均衡、节奏有序的心理意识，对中国社
会和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深远。人们在观赏
文物旧迹，上追殷商神韵之际，立意于艺术
构思，在真、草、篆、隶、行等传统书法艺术
形式上别开生面，创立现代书艺新门类，为
书坛文苑添彩增辉。

甲骨文遗产研究、保护
措施建议

河南是甲骨文的故乡，除安阳外，在郑
州、洛阳等地均有出土，更应有所作为。近百
多年来河南出了许多知名学者，奠定了甲骨
学与殷商文化研究的基石。新时期党和国家
高度重视甲骨等古文字与古文明的探索，国
家有关部门启动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
发展工程”，河南也是置身其间。现在大环境
有这样的机遇，河南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和
优势，应该要研究制定一个全省甲骨文与殷
商文化研究的纲要和配套实施的细则，聚集
全省专业力量，将此做大做强。希望在有关
部门的组织筹划下，落实人、财、物以确保计
划的实施；要有远期规划和近期目标，按部就
班，有序推进。

要重视甲骨文全息性整理研究，“清清家
底”，就河南来说，国家有关单位所藏非考古
发掘品计1500片左右，而民间收藏情况的摸
底调查，不容忽视，可能有上万片以上，需要
政策上的支持和引导。

要重视和扶持权威的、接地气的、有计算
机专业技术支撑的可持续发展的甲骨文大数
据信息处理共享平台的构建，但要节省财力，
避免重复建设。由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
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持运行的长期工程
项目“殷契文渊”，是当今真正公益性服务的
甲骨文大数据平台，已建设多年，在学界有一
定影响，大力扶持必能有更大成就。

要重视“绝学”“冷门”学科考评体制的创
新，有利于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合理使用。甲
骨等古文字研究是慢工出细活的工作，一些
大型的、工程性项目的研究，需要长久专注，
不能追求成果产出“短平快”，否则就很难出
学术精品，也很难培养、吸纳高水平、有奉献
精神的学者。新形势下，要重视解决当前存
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建立正向、合理的有利于
冷门学科发展的学术考评机制。⑩5

（作者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
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
究中心甲骨学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

关注“河南日报理论视点”
看更多精彩内容

甲骨文遗产甲骨文遗产的

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2017 年
11月27日入选通知。（图片由作者提供）

小双桥“天”字。
（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