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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两周军事铭文中的同义动词，有些是从殷商甲骨卜辞中继承和发展而来的，有一部分是两周时期新产生的，这

使得该系统呈现出一些较为复杂的面貌：同义动词的来源千差万别，其抽象程度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是在词义发展引申的过

程中，在某一个语义枝上相同或者相近，有些同义词概念意义反映的是同一个动作行为的不同阶段或者属于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

之间的关系。造词时的深层语义差异、词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变化二者对同义词的发展、演变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此外，

同义词反映的社会价值观念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两周军事铭文中同义动词历时来源问题的考查揭示了史家“春秋笔法”在殷

商时代就有所显现，且《孟子》反映的“伐”的观念最早源于殷商卜辞时代，而“征”的观念则是起源于西周金文时代，其“征”、

“伐”的观念并非同一个时代的产物。 

关键词：周代金文  甲骨卜辞  军事  同义动词  词源语用  社会历史观念 

 

一 两周金文同义词研究现状 

近年学者开始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殷周金文中的同义词进行考察。张桂光先生《金文同义词辨析三则》

（2008）选择三组金文单音同义词“岁—年—祀”、“人—民”、“父—考”，结合出土材料与传世典籍，从词义

的侧重、用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通行时间等方面辨析同义词异同点①。 

武振玉先生在两周金文动词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两周金文中的祈求义动词》（2008）一文中对两

周金文中“祈、乞、匄、降、妥、赐、求、偁、追”等10个含有“祈求”义的动词进行了归纳，分析其出现

的时间先后、宾语语法成分差异以及语源差别
②
。《殷周金文中运动类动词》（2009）把殷周金文中的运动类动

词根据运动的方向性分为表示“由彼及此”，表示“由此及彼”，表示上下方向，含有"循"义及没有明显方向

等五个大类。分析了各词出现的频率，每一大类词出现时间，以及每一大类词的句法特征
③
。《殷周金文中征

战类动词》（2009）依据征战的进程，把殷周金文中的征战类动词分为“兴兵、备战”类，“攻击、追击”类，

“守卫、防御”类，“战果”类四个大类。详细罗列每个大类所包含的动词，分析其频率、句法功能等
④
。《两

周金文“承继”类动词试论》（2010）把两周金文中的“承继”类动词分为表示“接受、承受”义，表示“继

承、踵继”义，表示“遵循、效法”义，表示“秉持、保有”义等四个大类，分析了四大类词句法功能上的

宾语特征
⑤
。《殷周金文中的赐予义动词》（2010）分析了殷周金文中由“赏、赐、贶、釐、馈、赍、贿、赠、

畀、舍、授、稟、遗、降、绥、宾、令、休、惠、匄”等词构成的同义词系统在出现频率、出现时间、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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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用法等方面的明显特点
①
。可见武振玉先生对金文动词的研究具有系统性特征。 

谌于蓝《金文同义词研究》（2002）对金文中的同义词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分析了其语义构成、语法特征

以及同义词之间的差异
②
。杨怀源先生《金文常用词“休”及其赐予义同义词》（2010）解析了金文中“休”

的语义系统，并依据《说文》释义分析了“休”所在的“赐予”同义语义场的构成情况
③
。李发先生《商代校

阅礼初探》（2011）全面的整理了甲骨卜辞中军事活动中的校阅礼制。该文从文字学和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建

旗聚众、检验训练、犒劳军士等活动涉及到的动词作了详细梳理、精准疏证
④
。 

对殷周金文同义词研究目前主流思路是按照语义类别进行分类和断代描写。这样的优点在于可以对每一

个时代的每一类语义所涉及的词类进行详尽的描写和归纳、全面调查探讨,这对学界了解殷周金文乃至上古汉

语中“语义类”的分布、应用情况将大有裨益。其弱点也显而易见。一是强调共时描写而历时现象解释不够，

是对词的来源挖掘深度不够，二是强调从语言学角度对词的语义场意义的归纳，而忽视了对词汇使用过程中

隐含的社会历史意义的考查。三是强调对词的所在的句法环境的描写，而对语义场内部词的差异性、抽象语

义考查不够。四是描写着眼点比较分散，对属于同一性质材料中的用词关注不够。 

鉴于以往研究者把考查视角分散到两周金文所有材料中，缺乏集中的观察点，对语言中动词的研究过多

地集中在平面上的描写和梳理上，本文把考查视点集中到两周军事类铭文上，对该类铭文中的动词研究也不

是局限于全面的描写和归纳，而是以动词同义语义场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这样可以清晰、全面地把握这一

个系统的用词状况和词汇规律。我们研究整理两周时期的军事铭文，整理出了其中的同义动词一共六组：一

是“追、逐”，二是“征、伐”，三是“班、还、归、反”，四是“即、组、征、行、往”，五是“俘、取、获”，

六是“处、戍、次”。这六组同义词各具特点。本文以甲骨卜辞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典籍，探讨另外六组同

义词的其历时来源、语用语法差异、相关同义语义场内部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同义词差异性所反映的

社会历史价值和意义。 

二 追、逐⑤ 

“追”甲骨文字形从“止”从“师”，“逐”甲骨文字形从“止”从“豕”，异体或从“犬”，或从“兔”。

《说文》“追”“逐”互训，都有“追赶”、“追逐”义。二者在甲骨卜辞中的语用对象差异明显。杨树

达先生认为“二字用法划然不紊，盖追必用于人，逐必用于兽”
⑥
。陈梦家

⑦
、姚孝遂

⑧
等先生亦持此种

观点。即“追”的对象是“人”，而“逐”的对象是兽类。“追”甲骨卜辞如：戊午卜，殻贞：雀追亘，

有获？（《合集》6947正）
⑨
贞：犬追亘，有及？（《合集》6946正）贞：呼追寀，及？（《合集》566） 

“逐”甲骨卜辞如：癸丑卜，王其逐豕，获？允获豕。（《合集》10230）贞：翌辛巳王勿往逐兕？弗其

获。（《合集》10401）丙申卜，争贞：王其逐麋，遘？（《合集》10345正）先秦典籍如《公羊传·庄公

十八年》：“夏，追戎于济西。”《左传·隐公十一年》：“公孙閼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辀以走，子都

拔棘以逐之。” 

到了西周军事铭文中，“追”、“逐”用法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追”一方面保持了殷商甲骨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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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追逐”意义，铭文如： 

追搏于世。（多友鼎，《集成》5.2835）
①
 

余命汝驭追于襄，汝以我车宕伐猃狁于高陵。（不其簋，《集成》8.4328）
②
 

冬率有司师氏奔追御戎于琱林。（冬簋，《集成》8.4322） 

王令我羞追于西。（不其簋，《集成》8.4328） 

令汝羞追于齐。（五年师使簋，《集成》8.4217） 

王令敔追御于上洛憖谷。（敔簋，《集成》8.4323） 

另一方面，在非军事铭文中，“追”引申出了“追悼”、“追祭”这一常见意义。铭文如： 

追孝于高祖辛公。（興钟，《集成》1.246） 

其用追孝于其辟君武公。（孟姬旨鼎，《集成》7.4071） 

用追孝于皇祖皇考。（鄀公诚簠，《集成》9.4600） 

用追孝于厥皇考。（伯虎鼎，《集成》7.4073） 

其用追孝于朕皇祖帝考。（叔买簋，《集成》8.4129） 

其用追孝于皇考己伯。（兮仲钟，《集成》1.70） 

而“逐”在金文中出现6例，多作人名，只有一例是动词：“卑复虐逐厥君厥师”（《集成》9.4469，

冉盨）。其意义也由“追逐”引申为“驱逐”、“放逐”义了。其涉及的宾语对象由殷商时代的兽类变成

了人。从殷商甲骨卜辞到西周军事铭文，“追”“逐”意义、用法如此大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源于社会

时代变化和词汇内在意义取向。 

从社会时代变迁看，甲骨卜辞时代，战争与祭祀是国之大事，同时战争也和田猎关系密切，而田猎

与农垦区的开辟密不可分，很多重要的农垦区均由田猎区发展而来。即是说，殷商时代，虽然农业耕

种已经比较发达，但还是一直与田猎经济互为补充。“追”主要反映战争，用于追逐、追赶敌人；而“逐”

主要反映田猎，用于追逐兽类。而到了西周军事铭文时代，战争、祭祀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农耕

文明基本上代替了田猎文化。同时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冶金技术、铜器加工工艺的提升，这一时期刻

铸铜器来记功和追祭先祖成为一种更加盛行的主流文化。金文已经见不到田猎的记载，相关的记载是

田地的分类更加细、耕作方式方法有较大的改进、田地管理更加科学、农作物的品种更加多样、赐予

贵族和有战功将领田地和农民、解决粮食纠纷的现象等等。这也是周王朝以农业耕种为国之根本的反

映，田猎经济基本上退出了主要经济大流。“追”反映的社会文化背景增加了新的要素，而“逐”反映

的社会文化背景则逐渐萎缩、消隐。 

从词汇内在的意义取向看，两个词基本义都是“追逐”，但其深层意义指向却有很大的差别。“追”

的意义指向是“杀”，使对象离开或消失；“逐”的意义指向是“获得”，使对象被带回。“追”的运动线

是单向而无结果的，开放性的；这就给它的词义引申留下了空间。由于“追”一词没有留下动词的结果指向，

所以人们给它引申出了“追回”一义以指明，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了“追回亡灵”以求保佑的“追悼”、“追

孝”，这也使得他适应了新增的文化要素——追祭先祖，这也使得“追”的词义有向着褒义方向发展的可能

性。而“逐”的运动线是双向的，闭合而自足的，也是非常具体的。而“追回”又与“逐”的意义内涵重合

了，又由于其词义系统是闭合自足的，没有太大的引申空间，加之“逐”的对象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逐”

被迫变成开放性的运动，去补充“追”已放弃了的原始义“使对象离开”，而在附加有贬义趋向的感情色彩

                                                        
① 文中《集成》为《殷周金文集成》简称，社科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994年。 
② 为了排版方便，卜辞和铜器铭文的用例尽量采用通用字，对不影响语义的少数地名人名字用形近字代替。 



 

义上与“追”有所区别。“逐”的对象是动物，而当其对象用“人”时，就带有贬义色彩。在金文和先

秦典籍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三 征、伐 

 两周金文中“征”的对象有以下几个：四方、楚荆、南尸、南淮尸、东尸、无需、商等。而“伐”

的对象有以下一些：南淮尸、东尸、南国、东国、商、鄂侯驭方、鬼方、虎方、淖黑、楚伯、荆、楚

荆、宿夷、内国、郐、海眉、商邑、至、西俞、荀、鄂、角、角津，桐、遹、溟、参泉、裕、敏、阴

阳洛、长必等等。可见“征”的对象均是一些范围比较宽泛,大到四方，包括很多小国在内的大区域，

就是最小也是一个方国。而“伐”的对象则可以比较笼统，也可以具体到一个很小的地点。大的范围

用法同“征”，小的地点如：商邑、都、京师、阴阳洛、长必等。在铭文“王征南淮尸，伐角津，伐桐、

遹，寥生从”(寥生盨，《集成》9.4459)“王南征，伐角遹”(鄂侯鼎，《集成》5.2810)中，我们可以

看出“征”和“伐”的对象有着很明显的差异。 

在金文中“征”与其它动词连用的情况仅见两种形式：于征伐、征行。第二例中“征”与“行”

连用，说明其意义不与“伐”接近，而是与“行”义近。而“伐”在金文中与其它动词连用却有 11种

之多：于伐、于征伐、来伐、克伐、内伐、各伐、出伐、敦伐、扑伐、刺伐、搏伐。可见“征”和“伐”

在与其它动词连用上存在着数量上的不平衡。 

两词在金文中意义和用法的差异源于甲骨文。“征”在甲骨文中从方框从“止”，孙诒让认为“征”

有“征行”、“征伐”两义
①
。罗振玉认为“征”与“正”同字，征伐义

②
。王国维认为“正”以“征行”

为本义，而许慎所释是引申义
③
。吴其昌认为卜辞“征”象止向预悬鹄的之方域进行

④
。甲骨文“征”

的字形象人的脚向一个目标前行。它表示一种笼统的位移过程，强调的是“行军”。这就导致“征”偏

向在其前加个方位词，如果与动词连用，则是偏向与位移动词连用。甲骨文如：“癸未卜，黄贞：王旬

亡祸，王来征人方？”(《合集》36496) “贞：乎往征…”(《合集》6728)
⑤
金文中多见“南征”、“东

征”用法。 

“伐”在甲骨文中从“人”从“戈”。张秉权认为象戈头斩人颈之形
⑥
。陈梦家认为卜辞“伐羌十”

即是杀人牲以祭祀
⑦
。郭沫若认为是以戈伐人，戈必及人身

⑧
。李孝定认为卜辞伐某方是征伐某方

⑨
。伍

仕谦认为“伐”都与用兵器杀人有关
⑩
。罗琨认为“伐”字本义专指断人头

11
。“伐”在甲骨文中的字形

是以戈击人。它表示的是一种具体的杀人动作。其对象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群体，这可能导致

它在金文中征伐的范围可大可小。 

                                                        
① 孙诒让《契文举例》[M]，上海：蟫隐庐，1927年，第11页。影印本收于《甲骨文献集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7册。 
②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中）[M]，1915年，第63页。据王国维1915年二月手书永慕园石印本影印收于《甲骨文献集成》，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册。 
③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Z]，台北：史语所，2004年，第498页。 
④ 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诂》[M]，台北：艺文印书馆，1959年，第242—243页。据台北艺文印书馆1959年初版影印，见《甲骨

文献集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册。 
⑤ 文中“…”代表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中的字数不定的残缺；“□”代表甲金文中的字数可定的残缺；“【】”根据上下文

可以补充的内容。 
⑥ 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考释》[M],台北：史语所，1957-1972年，第14—15页。 
⑦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81页。 
⑧ 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M]，第1155片考释。《殷契萃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年。 
⑨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Z]，台北：史语所，2004年，第2661—2662页。 
⑩ 伍仕谦《甲骨文考释六则》[P]，《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1982年，第77-82页。 
11 罗琨《商代人祭及相关问题》[P]，胡厚宣等《甲骨探史录》[C]，三联书店，1982年，第120—126页。 



 

而这一行为本身也就为“伐”的引申发展赋予了丰富的外延空间。它既可与位移动词连用，表示

去杀伐，当引申到一定的抽象地步时，它也可作为上位概念出现，在它的前面使用一些具体的杀伐动

词，形成动词连用的格式。甲骨卜辞如：“己丑卜，殻贞：令戉来，曰，戉探伐工方，十月。”(《合集》

39873)“辛丑卜，殻贞：工方其来，王勿逆伐？”(《合集》6199)“贞：王比□或冊伐召方，受又？

□冊伐召方，受又？”(《合集》33020)“戊巳卜，宾贞：戉其专伐？”(《合集》7603 正)。由于“伐”

的概念义本身不带有方向要素，所以它一般不直接与方位词组合，但可以和位移动词连用。甲骨卜辞

如：“戊巳卜，宾贞：迄步伐工方，受又又?”(《合集》6292)“贞：惟王往伐工方？”(《合集》614)

“庚午贞：乙亥其延伐？”(《合集》32258)“…其敏来伐…”(《合集》3676) 

相较于甲骨卜辞，金文中的“征”、“伐”的语用特征又有所不同，在对象和用法上有所发展。甲

骨卜辞中，对中原的殷王朝和中原王朝周边的外邦方国的战争都可以说“征”，甲骨卜辞如：“癸□王

贞：羌其征沚？”(《合集》20531)“壬□□内贞：卫其来征我于兹宋？”（《合集》6882）“癸丑贞：

王征召方，受又？”(《屯》4103)
①
 “丙辰卜，宾贞：王隹用方征？”(《合集》6657)而到了金文中，

未见外邦、诸候对西周王朝的军事行动称为“征”的。“伐”在甲骨文中主要用于殷商王朝对外邦方国

的征伐，而基本上不见于方国对中原殷商王朝的征伐。究其原因，“伐”一词重在“杀伐”，血腥气味

浓重。作为殷商王朝的档案，当记述外邦方国对自己征战时，当然要回避“伐”一词。这一点与《孟

子·告子下》中说的“伐者，敌国相征”情况有所差异，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孟子》所说“伐”一

词用来记述敌国之间的征伐，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殷商甲骨卜辞记录的“伐”是用来表现血淋淋的

战争杀戮。 

在西周金文中，“征”只用于西周王朝对外邦、诸侯的征伐。如： 

唯王来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小臣俞犀尊，《集成》11.5990） 

师旂众仆不从王征于方。（师旂鼎，《集成》5.2809） 

唯九月鸿叔从王员征楚荆。（鸿叔簋，《集成》7.3950） 

唯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夷。（无其簋，《集成》8.4225） 

西周王朝对外的征伐可称为“伐”，同时外邦对西周王朝的征伐亦可称“伐”，前一种情况如： 

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禹鼎，《集成》5.2833） 

唯王于伐楚伯在炎。（作册矢令簋，《集成》8.4301） 

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明公簋，《集成》7.4029） 

后者金文如： 

淮夷敢伐内国。(录冬卣，《集成》10.5419) 

南淮夷迁殳，内伐溟、昴、参泉、裕、敏、阴阳洛。(敔簋，《集成》8.4323) 

亦唯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禹鼎，《集成》5.2833) 

驭方玁狁广伐西俞。(不其簋，《集成》8.4328) 

用玁狁放兴，广伐京师。(多友鼎，《集成》5.2835) 

在殷商甲金文和西周金文中难觅方国之间和诸侯之间的征战是否用“伐”一词，但到了东周，诸候之

间的征伐均可称“伐”，又多了一层新的含义，《左传·庄公二年》说“凡师有钟鼓曰伐”，突出“伐”

激烈的相互杀戮场面。 

西周金文时代，“征”的正统意义得以凸显，东周铭文如：“以征不义之邦，奋桴振铎。”(昜鼎)也

                                                        
① 文中《屯》为《小屯南地甲骨》简称。参见社科院考古所，《小屯南地甲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说明这一点。这恐怕与《孟子》所说的“征者，上伐下也”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亦即孟子所说的

“征”观念开始和发展于西周金文时代，而并非殷商时期的观念。史家所谓正统的观念、正义战争的

观念反映在语言的用词上。由于需要弥补“征、伐”同义语义场中“征”的发展变化而引起的用法空

位，西周金文中“伐”的用法有殷商时期的单向变为双向，与殷商甲骨卜辞时代“征”的用法一致。 

四 归、班、 还、反 

“归”卜辞或释为“还”
①
。卜辞如：“辛卯卜，争贞：勿令望乘先归，九月。”（《合集》7488）“贞：

令沚馘归？六月。”（《合集》3948）“己亥卜，殻贞：翌庚子王涉归？”（《合集》5231）“贞：勿呼臿归？”

（《合集》4194）《说文·止部》：“归，女嫁也。从止，从妇省。”《易·渐》：“女归，吉。”孔颖达疏：

“女人生有外成之义，以夫为家，故谓嫁曰归也。”《国语·晋语四》：“秦伯归女五人。”韦昭注：“归，

嫁也。”而又有《广雅·释言》：“归，返也。”《诗经·小雅·出车》：“执讯获丑，薄言还归。”从字形

上见，“归”的造词本义为“女出嫁”，卜辞军事刻辞开始所用的“还”义都是其引申义。金文如：“王

隹反，归在成周。”(晋侯苏编钟) 

“班”的本义是以刀分瑞玉，《说文·玨部》：“班，分瑞玉。从玨从刀。”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从分省，会意，分亦声。”《尚书·舜典》：“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由“分瑞玉”引申有“分

开”义。《集韵·删韵》：“班，别也。”《左传·襄公十八年》：“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马之声，齐师

其遁？’”杜预注：“夜遁，马不相见，故鸣。班，别也。”由“分开”引申为军队离开征伐过程中的驻

扎地点，向原驻地返回。《尚书·大禹谟》：“班师振旅。”孔传：“遂还师。”《逸周书·克殷》：“乃命宗

祝崇宾飨，祷之于军，乃班。”孔晁注：“还镐京也。”《世说新语·德行》：“遂班均而还，一郡并获全。”

金文如：王令敔追御于上洛炘谷，至于伊班。(敔簋，《集成》8.4323) 

《说文·辵部》：“还，复也。”又《说文·彳部》“復，往来也。”《尔雅·释言》：“还、复，返也。”

《广雅·释诂二》：“还，归也。”《诗经·小雅·何人斯》：“尔还而入，我心易也；还而不入，否难知

也。”郑玄笺：“还，行反也。”“还”有“后退”义。《玉篇·辵部》：“还，退也。”《仪礼·乡饮酒礼》：

“主人速宾，宾拜辱；主人答拜，还宾拜辱。”郑玄注：“还，犹退。”《汉书·周昌传》：“昌尝燕入奏

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颜师古注：“还，谓却退也。”金文如：唯还自征。(鄂侯鼎，《集成》5.2810) 

 “反”后起区别字为“返”。《说文·辵部》：“返，还也。《商书》曰：‘祖甲返。’”承培元引经证

例：“此引《书》证字也。祖甲无返事，大甲有返事而无其文，此当为‘祖伊返’之伪也。返，今经传

多作反。”《广雅·释诂二》：“返，归也。”《古今韵会举要·阮韵》：“返，还也。通作反。”《孙子·行

军》：“粟马肉食，军无悬缻，不返其舍者，穷寇也。”金文如：王隹反，归在成周。(晋侯苏编钟) 

班、还、反、归这四者的差异主要是：“班”是表示停止行进、战斗而向反方向折回，表示的是回

师的开始。如：“王隹反，归在成周。”(晋侯苏编钟)
②
 “王令敔追御于上洛炘谷，至于伊班。”(敔簋，

《集成》8.4323)指的就是到达伊地之后就停止追击而回来了。其传达的信息是：此次征战到此为止，

告一个段落了。“归”强调的是回来的结果，即已经到达了回来的目的地。如：“王隹反，归在成周。”

(晋侯苏编钟)“公归祀于周庙。”(冉方鼎，《集成》5.2739)“…归，献【于灵公】之所。”(庚壶，《集

成》9733)有少数时候“归”和“还”的意义和用法很接近。如：“唯叔从王南征，唯归。”(唯叔鼎，《集

成》5.2615)“伯懋父北征，唯还。”(吕行壶，《集成》15.9689)但总的说来，“班”强调的是回师的开

                                                        
①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Z]，台北：史语所，2004年，第458页。 
② 晋侯苏编钟为新出土西周铜器，《集成》无收，参见马承源：《晋侯稣编钟》，《上海博物馆集刊》1996年第7期。 



 

始，“还”“反”强调的是回师的过程，“归”强调的是回师的结果。从《说文》释义来看，“还”的意

义应是双向的，指征战的全过程，包括从兴兵到征伐到回来的全部阶段。它传达的信息应是一次征战

完成了。但从实际用例来看，它的意义与“反”没有太大的差别。都重在强调回来的过程。如：“唯还

自征。”(鄂侯鼎，《集成》5.2810)差异就在于两词的用字，“还”用的是一个本字，而“反”用的是一

个假借字。 

五 即、 组、 征 、行 、往 

 “即”甲骨文字形姚孝遂、肖丁先生认为象人就食于簋之形。《说文·卩部》：“即，即食也。”徐

锴《说文系传》：“即，犹就也，就食也。”林义光《文源》：“卩，即人字。即，就也……象人就食之形。”

《易·鼎》：“鼎有食，我仇有疾，不我能即。”高亨今注：“《说文》：‘即，就食也。’此用其本义。”“即”

有“就”义，引申为“依就、从、来犯”
①
。甲骨卜辞如：“贞：方其大即捍。”（《合集》151 正）“庚辰

贞：方来即，使于犬延。”（《合集》32904）《尔雅·释诂下》：“即，尼也。”郭璞注：“尼者，近也。”《诗

经·卫风·氓》：“非来贸丝，来即我谋。”郑玄笺：“即，就也。”《论语·子张》：“君子有三变，望之

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邢昺疏：“就近之则颜色温和。”由“依就”、“近”引申为“到达”义。

用于战争中则是开赴某地、到某地之义
②
。铭文如：唯白屖父以成师即东。(竞卣，《集成》10.5425)  

“组”是“徂”的假借字。武振玉先生认为 也可读作“徂”
③
。西周新产生词。古文字中从“辵”

从“彳”同义，《说文》中“徂”从“辵”“且”声，释义为“往也”。《尔雅·释诂上》：“徂，往也。”

《方言·卷一》：“徂，往也。徂，齐语也。”《尚书·说命下》：“自河徂亳。”《汉书·武五子传》：“朕

命将率，徂征厥罪。”颜师古注：“徂，往也。”由“往”义引申为“至、到”义。《诗经·大雅·云汉》：

“不殄禋祀，自郊徂宫。”王引之《经传释词》：“徂，犹及也，言禋祀之礼，自郊而及于宗庙也。”铭

文如：今余弗暇组。（师袁簋，《集成》8.4313） 

《说文》“征”从“辵”，与从“彳”部为异构。《说文》释“征”为“正行也”。《尔雅·释言》：“征，

行也。”《诗经·小雅·小明》：“我征徂西，至于艽野。”郑玄笺：“征，行也。”《楚辞·离骚》：“济沅

湘以南征兮。”王逸注：“征，行也。”金文如：“王南征，伐角遹。”（鄂侯鼎，《集成》5.2810）“征”

的意义发展接近于“伐”，且可与“伐”“行”等词连用。 

“行”甲骨文字形罗振玉认为象四达之衢
④
，屈万里认为卜辞中有“道路”义

⑤
。《尔雅·释宫》：“行，

道也。”《诗经·豳风·七月》：“女执懿筐，遵彼微行。”毛传：“微行，墙下径也。”《左传·襄公九年》：

“魏绛斩行栗。”杜预注：“行栗，表道树。”《国语·晋语四》：“夙夜征行。”韦昭注：“行，道也。”在

此基础上引申出表示行走的动词义
⑥
，甲骨卜辞如：“辛末卜，行贞，其乎永行，又遘？”(《合集》23671)

“贞：非行，灾，不雉众？”(《合集》26887)“贞：弼用非行，惟恤行用，灾羌方，于之不雉人？”

(《合集》26896)《说文·行部》：“行，人之步趋也。”《释名·释姿容》：“两足进曰行。行，抗也，抗

足而前也。”《墨子·公输》：“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左传·僖公五年》：“虞不腊矣。在此行也，

晋不更举矣。”《国语·周语中》：“是行也，秦师还，晋人败诸崤，获其三帅丙、术、视。”金文如：唯

                                                        
①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第104页。 
② 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M]，台北：史语所，1961年，第323页。 
③ 武振玉《殷周金文中的运动类动词》[P]，《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4）：63。 
④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中）[M]，1915年，第7页。据王国维1915年二月手书永慕园石印本影印收于《甲骨文献集成》，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册。 
⑤ 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M]，台北：史语所，1961年，第90页。 
⑥ 寒峰《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军制数则》[P]，胡厚宣等《甲骨探史录》[C]，三联书店，1982年，第400—404页。 



 

寏南行。（墙盘，《集成》16.10175） 

“往”甲骨文从止王声。于省吾认为表示“往”之“止”表示行动之义
①
。孙海波认为“往”表示

“去往”义
②
。甲骨卜辞如：“辛眔壬王勿往于田，其每。”（《合集》28605）“丙寅卜，王，己巳步往廼

易日。”（《合集》21079）“戊寅卜贞：王弋于丘，往來亡災？王占曰：引吉。唯王二祀彡日。”（《合集》

36734）《说文·彳部》：“往，之也。”《广雅·释诂一》：“往，至也。”《易·系辞下》：“寒往则

暑来，暑往则寒来。”《史记·项羽本纪》：“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金文如：“既死霸壬

寅，王 往东。”（晋侯苏编钟）“往”与“伐”“ ”等词连用。“ ”仅见一例，字形从彳从止，意义

应与“往”近，金文中与“往”连用。如：既死霸壬寅，王 往东。（晋侯苏编钟） 

该组表示行军的同义词来源于一般的行为动词，“即”、“征”、“行”、“往”产生于甲骨卜辞时代，

而“组”产生于两周铜器铭文时代。其语法特征有所差异，“即”、“往”带的是方位词作宾语。如：“唯

白屖父以成师即东。”(竞卣，《集成》10.5425)“既死霸，壬寅，王 往东。”(晋侯苏编钟)“征”不

带方位词作宾语，如果要表示方位则前加方位词作修状语。如：“隹王南征，在□。”（小子生尊，《集

成》11.6001）“王南征，伐角遹。”（鄂侯鼎，《集成》5.2810）“行”“组”是不带宾语的。从语源来看，

“即”源于“就食”，“征”源于“向某个目标前行”，“行”源于“道路”，“往”源于“脚趾”，而“组”

的本字“徂”也与“道路”相关。就行军过程而言，“即”强调靠近某地。“征”和“行”强调向某地

行军的过程。“往”强调出发，《说文》释“往”为“之也”，《说文·之部》：“之，出也。”《礼记·祭

义》：“如语焉而未之然。”俞樾《群经平议》：“此之字乃其本义。未之者，未出也；如语焉而未之者，

如语焉而未出也。”
③
而“徂”则是强调行军的目的地。  

六 俘、取、获 

“孚”在甲骨文中是以手抓人形，是“俘”的古字
④
。甲骨卜辞如：“四日庚申亦有來艱自北。子既

告曰：昔甲辰，方征于有，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征，俘人十又六人。六月在敦。”（《合集》

137 反）《说文·人部》：“俘，军所获也。从人孚声。”《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馘。”

杜预注：“俘，所得囚。”《孔子家语·相鲁》：“裔夷之俘，敢以兵乱之。”王肃注：“俘，军所获虏也。”

李密《陈情表》：“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李善注引贾逵《国语注》：“伐国取人曰俘。”甲骨文多

见的是“俘人”等动词用例。《尔雅·释诂下》：“俘，取也。”邢昺疏引李巡曰：“囚敌曰俘，伐执之曰

取。”《左传·成公十二年》：“俘我王官，剪我羁马。”南朝·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小则俘民略

畜，大则攻城剽邑。”金文如： 

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马…匹，俘车卅辆，俘牛三百五十五牛。（小盂鼎，《集成》5.2839） 

俘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多友鼎，《集成》5.2835） 

俘戎俘人百又十又四人。（冬簋，《集成》8.4322） 

“隻”甲骨文罗振玉认为象捕鸟在手之形
⑤
，孙海波认为甲骨卜辞用“隻”为“获”

⑥
，屈万里认

为“隻”与“获”为古今字
⑦
。《说文·犬部》：“获，猎所获也。”王筠《说文句读》：“《（周礼）夏官·大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54—156页。 
② 孙海波《甲骨文编》[Z]，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270页。 
③ 俞樾《群经平议》[M]，卷二十二，第351页。《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④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99—301页。 
⑤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中）[M]，1915年，第70页。据王国维1915年二月手书永慕园石印本影印收于《甲骨文献集成》，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册。 
⑥ 孙海波《甲骨文编》[Z]，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407页。 
⑦ 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M]，台北：史语所，1961年，第439页。 



 

司马》：‘获者取左耳。’郑（玄）注：‘获，得也。得禽兽者取左耳，当以计功。’案：此获之本义也。”

它应是狩猎时代的产物，由猎获禽兽引申为在战争中俘获俘虐。当它用于战争、狩猎的擒获是时，可

与“征”、“执”、“擒”等连用。甲骨卜辞如：“庚午卜，殻贞：其有获羌？”(《合集》39493)“贞：

旨获羌？”(《合集》39492)“贞：戊不其获羌？”(《合集》39488)“贞：雀弗其获征微？”（《合集》

6986）“甲寅卜□贞：戉其获征土方？”（《合集》6452）“己亥卜，争贞：令弗其获执亘？”（《合集》

6952 正）“…狩获擒鹿五十又六。”（《合集》10308）《诗经·小雅·出车》：“执讯获丑，薄言还归。”《礼

记·檀弓下》：“古之侵伐者，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郑玄注：“获谓係虏之。”金文如： 

获馘四千八百□二馘。（小盂鼎，《集成》5.2839） 

休获厥君驭方。(禹鼎，《集成》5.2833) 

俾克厥敌，获馘百。（冬簋，《集成》8.4322） 

 “取”商承祚认为甲骨文从又从耳
①
，作以手取人耳之形，《说文·又部》：“取，捕取也。从又耳。”

《周礼·夏官·大司马》：“（狩）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获者取左耳。”《诗经·大雅·皇矣》：“执讯连

连，攸馘安安。”毛传：“馘，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曰馘。”《诗经·鲁颂·泮水》：“矫矫虎臣，

在泮献馘”。郑玄笺曰：“馘，所格之左耳。”它是上古战争中杀人取耳的真实写照。甲骨卜辞如：“戊

寅卜，亘贞：取牛，不齿？”（《合集》8803）“…辰卜，古贞：呼取马于臿以三月？”（《合集》8797

正）《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集韵·

韵》：“取，获也。”《诗经·豳风·七月》：“取彼狐狸，为公子裘。”甲骨文中常见取马、取牛等取动物，

这是“取”意义的引申。温少峰、袁庭 栋认为殷王征收牲畜，以供国用，在卜辞中称为“取”
②
。说

明在甲骨文时代“取”的意义已经既可用于战争也可用为一般的行为动词了。 

金文中见到的“获”可用于获人和获馘。“取”仅见于取金的用例。“俘”的对象可是人、马、车、

牛、馘、金、贝、戈、器、胄等，即凡是战争中所有的获取都可以称为“俘”。清·徐灏《说文解字注

笺·人部》：“俘，引伸之，取物亦曰俘。”《尚书·汤誓》：“俘厥宝玉。”孔传：“俘，取也。”由此可见，

“俘”的造字、造词本义已较模糊，其意义和用法已经覆盖了“获”和“取”。后两者的地位逐渐下降，

处于退出“俘获”这个语义场的边缘，把它们承担的意义和用法交给了“俘”。“获”在西周金文中仅

见 5例，“取”1例：“征繁汤员采，取厥吉金。”(晋姜鼎，《集成》2826)，而“俘”有 25例。“俘”与“获”

还有一个意义上的区别是，“获”有着眼于一场战争的高度，隐含了一个能不能战胜对方的话题。而“俘”

站的角度是获取了什么、获取了多少。如：“希侯获巢，俘厥金胄”(希侯鼎，《集成》2457)其中暗含

了一个前提条件是只有获巢才能有所俘。又如：“休获厥君驭方。”(禹鼎，《集成》5.2833)同时其修饰

语用的是“休”，关注的重点是征战获取是不是顺利，即去征战是否会胜利。而“俘”是在战胜对方之

后对战利品的获取，如：“癸未，戎伐荀，衣俘。”(多友鼎，《集成》5.2835) 

七 处 、戍 、次 

 “处”的意义为驻守边防，为西周时产生的新词。其最初动词义为“居住”
③
。《说文·几部》：“处，

止也。”《广雅·释诂二》：“处，凥也。”《墨子·节用中》：“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掘

穴而处焉。”《山海经·南山经》：“顒鸟栖林，鱄鱼处渊。”《淮南子·氾论》：“燕雀处帷幄而兵不休息。”

                                                        
① 商承祚《殷契佚考》[M]，第16页。据1933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影印，见《甲骨文献集成》，成都：四川大

学出版社，2001年，第1册。 
② 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234—235页。 
③ 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22页。 



 

铭文如： 

延令臣谏□□□亚旅处于阺。（臣谏簋，《集成》8.4237） 

余处此南疆。（南疆钲，《集成》1.428）
①
 

“戍”为驻守军事要塞以防备外敌的入侵。“戍”产生于殷商时期，郭沫若先生认为甲骨文字形示

人以戈戍守，人立在戈下
②
。姚孝遂先生认为卜辞“戍”或用作动词，乃戍守之义

③
。李孝定先生也认

为甲骨卜辞之“戍”有“戍守”义
④
。甲骨卜辞如：“贞：勿呼雀戍？”（《合集》3227）“王惟次令五族

戍羌方？”（《合集》28053）“癸巳卜，王其令五族戍臿？伐灾。”（《合集》28054）“甲寅卜，乙王其田

于丰，以戍擒？”（《怀》1444）
⑤
 

“戍”这一意义得到了继承。《说文·戈部》：“戍，守边也。从人持戈。”《诗经·王风·扬之水》：

“不与我戍申。”毛传：“戍，守也。”《史记·陈涉世家》：“发闾左适戍渔阳。”司马贞索隐：“戍者，

屯兵而守也。”铭文如： 

师雍父戍在古师。（禹甗，《集成》3.948） 

司从师雍父戍于古师。（司卣，《集成》10.5411） 

“次”义为在行军打仗过程中的临时驻扎。“次”这个词产生于殷商时期，但是一个名词，意为军

队驻守之地，甲骨卜辞如：“癸未王卜，在惠次贞：旬亡祸？王占曰：吉。在五月甲申祭祖甲劦日萞甲。”

（《合集》35886）“癸…卜，王：旬亡祸？在五月在惠次。”（《合集》36495）“癸丑王卜贞：旬亡祸？

在齐次。”（《合集》36821）“己酉卜贞：王其田无災？在黄次。”（《屯》2182）“次”在西周中才出现

动词用例，这可能是在名词基础上引申出来的动词义。传世文献中“次”使用较为普遍。它可以用作

名词，表示古时用帷幕遮蔽的歇息或更衣的处所。如《仪礼·士冠礼》：“请醴礼宾，宾礼辞，许，宾

就次。”郑玄注：“次，门外更衣处也，为帷幕簟席为之。”作名词时，也特指途中止宿的处所。《易·旅》：

“旅即次。”王弼注：“次者，可以安行旅之地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秣马蓐食，师陈焚次。”

杜预注：“次，舍也。焚舍，示必死。”它可以用作动词，表“驻留、止歇”义。《广雅·释诂四》：“次，

舍也。”王念孙疏证：“为舍止之舍。”《尚书·泰誓中》：“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孔传：“次，止也。”

《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唐·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之七：

“王出三江按五湖，楼船跨海次扬都。”铭文如： 

辰在戊寅，次于淄涶。（叔夷钟，《集成》1.272） 

复造必邦，在止师次。（中甗，《集成》3.949） 

这一组同义词情况比较复杂。“戍”的动词词性和“戍守”的语义均继承于殷商甲骨卜辞，“次”

只是继承了甲骨卜辞时代的“歇息之所”这一语义特征，而表示动词词性的用法始于两周军事铭文时

代。其名词性语义引申过程为：由“用帷幕遮蔽的歇息或更衣的处所”引申为“军队驻守之地”。其动

词性语义引申过程为：由“止歇”引申为“军队驻守”，再引申为“军队在一地驻守两宿以上”。而“处”

一词则完全是两周军事铭文中的新词。它由一般的行为动词义“居住”引申为“军队驻扎”。 

八 同义动词的差异性及其社会意义 

                                                        
① 社科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② 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殷契萃编》1937年初版，1965年科学出版社再版，第148页。据1965年新版影印本见于《甲骨文     

献集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册。 
③ 姚孝遂《甲骨刻辞狩猎考》[P]，《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6页。 
④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Z]，台北：史语所，2004年，第3771页。 
⑤ 文中《怀》为《怀特氏等所藏甲骨文集》简称，参见许进雄《怀特氏等所藏甲骨文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79年。 



 

两周军事铭文中的同义动词，有些是从殷商甲骨卜辞中继承和发展而来的，有一部分是两周时期新产生

的，这就使得这些同义动词在词义来源、用法上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同义词的抽象程度存在差异。如

“征”、“伐”都可以表示“征伐”之义，但是从其实际用例看，“征”的意义更抽象一些，更加偏重“征

伐”过程的“行军”一面；而“伐”的意义则更具体，重在杀伐。及物性质的同义词的宾语对象的性

质亦有不同。“征”的宾语对象在范围上比较大，重在对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一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而

“伐”的宾语对象所涉及的范围则是可大可小。 

同义词的来源不同，它们在词义发展引申的过程中，在某一个语义枝上相同或者相近了。如“即、 

组、 征 、行 、往”一组中，“即”表示靠近餐具去吃饭，引申出“依就”；“组”来自齐地方言词“徂”，

表示“去、往”义；“征”本义就是向目的地前行义；“行”本义为道路，后引申为“行走”；“往”本

义为“行走”。这些词用在军事活动中时，自然引申出“行军”义，构成一个来源复杂的同义系统。有

些同义词反映的概念意义源于同一个动作行为的不同阶段，在上位概念上几者形成同义关系。如“俘、

取、获”一组，《周礼·秋官·朝士》：“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郑玄注：“俘而取

之曰获。”可见三个词在后代的区别所在，“俘”是动作，“取”是结果，而“获”是一个泛称、是一个

上位概念。 

同义词反映社会现象，当社会发生变化时，同义语义场内部的关系也随之作出调整。如“追、逐”

一组。甲骨文时代离造字时代较近，字形义往往直接反映相应的词的概念所指，“逐”字形上从“辵”

从“豕”，也可以从“鹿”、“兔”等，主要反映狩猎的社会文化现实；而“追”字形上从“辵”从“师”，

“师”就是军队，反映社会战争现状。到了金文时代，甲骨文中以字形表意功能逐渐减弱，抽象的趋

势更加明显，“逐”的对象向“追”的对象靠近，挤占了“追”的很小一部分对象空间，“追”在保留

原来的一大部分对象的同时又发展了新的对象空间，这就是它可以用作“追祭”先王的祭祀动词。这

样就造成两词在金文使用频率和数量上的明显差异。 

同义词的内在深层语义对词的演变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性作用。如“逐”的对象是动物，而当其

对象用“人”时，就带有贬义色彩。而“追”的对象是人，当“追”的对象是已逝世的先辈时，就是

追忆、追祭，就带有褒义色彩，这样就造成两个词在金文中的差异。先秦典籍中“追”、“逐”有褒贬

义之分亦可能是由此而来的。甲骨卜辞中“追”意义指向“杀”、“逐”意义指向“获得”。那么“追”

的运动线是单向而开放的，这为其词义引申留下了空间。由于“追”没有结果指向，人们用“回”来

指明动作方向，引申出了“追回亡灵”以求保佑的“追悼”、“追孝”，这也使得“追”的词义有向着褒

义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而“逐”的运动线是双向闭合而自足的。“追回”又与“逐”的意义内涵重合，

其词义系统又闭合自足，引申空间不大，加之“逐”的对象由于狩猎时代的逐渐远去而有了很大的变

化，“逐”被迫开放，去补充“追”已放弃的原始义“使对象离开”，其贬义趋向的感情色彩义又与

“追”有所区别。 

同时，对两周军事铭文中同义动词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历时来源问题进行考查时，我们发现史家

之“春秋笔法”在殷商时代就有所显现。在殷商甲骨卜辞中“伐”的使用就比较具有代表性。“伐”在

甲骨文中主要用于殷商王朝对外邦方国的征伐，而基本上不见于方国对中原殷商王朝的征伐。其原因

就在于“伐”一词是对人的血淋淋的杀戮，还要取其左耳以记功。该词“杀气”太重，过于野蛮。正

如《孟子·告子下》“伐者”为“敌国相征”，至于中原王朝与外邦之间的征伐就不要使用这一类的词

了。另一方面，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征”的观念不符合“春秋笔法”，《孟子》认为“征”为“上

伐下”，而甲骨卜辞中“征”既可以用于殷商中原王朝对外邦方国的战争，也可以用于外邦方国对殷商



 

王朝的战争，没有“上伐下”的观念。而到了西周时期，“征”才完全体现《孟子》“上伐下”的观念。 

清理这一系统不仅有助于词义发展变化的研究，有助于语义场内部诸要素的关系的研究。现有语义场理

论的建构一般比较关注共时层面的语义关系、语用特征以及句法功能，而对相对静止的共时平面之下的历时

的动态沉淀过程则是少有关注。而实际上，对这一沉淀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语义来源差异、用法差异、语用差

异的研究恰恰是我们创建汉语词汇发展史的最重要的基础。传统的汉语词汇学的研究比较关注词汇本体的研

究，即词的音义的考查，词的语义场的考查，而对词汇反映的相关社会历史观念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研究

则是少之又少。事实上，对语言词汇的研究，对词汇发展过程中相关语言文献的梳理是研究传统哲学、逻辑

学的基础，是考查这一语言社团思想意识、历史观念演进的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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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synonyms in the military inscriptions on the bronze wares in the Zhou dynasty derived 

from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in the Shang dynasty. Some new military verbs emerge in the Zhou dynasty, and 

many changes had taken place in the inherited military verbs. These synonyms form a complicate system 

which has different sources and usages. Based on the specific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disclose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levels for the synonyms’ developing and different objects traits for the transitive verbs. This paper 

also found out that some synonyms have different derivation, and their common meanings are one meaning 

branch resulting from their meanings extending. This paper also proved that some synonyms reflects 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stage of an action, or belongs to a group where some verbs are upper seat concepts, and 

some are lower seat concepts. Based on this study, we find out that the inner meaning differences of the 

synonyms and the change of the reflected social culture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developing of the 

synonyms.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proved that the styl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use of subtle and 

guarded language in criticism was early used in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in the Shang dynasty. Some Mencius’s 

thoughts derived from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in the Shang dynasty, and some came from inscriptions on the 

bronze wares in the Zhou dynasty-the Bronze Age, namely, the ideology of “Zheng” and “Fa” did not belong 

to the same period, and it was much early than we considered before. 

Key words: inscriptions on the bronze wares in the Zhou dynasty;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in the Shang 

dynasty; military; verb synonym; etymology and usage; history ide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