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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的“丝”及相关诸字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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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商代甲骨文字记载单字研究分析，对“丝”及相关诸字进行了分类，探究了有代表性的
“丝”“糸”“绝”“幺”“率”等甲骨文字的文献记载，研究发现甲骨文中的“丝”及相关诸字使用量是较
大的; 认为蚕丝文化起源时大多引述到甲骨文中的“蚕”“桑”“丝”“帛”等字，但是目前所见的甲骨文
字材料并没有关于商代丝织的直接记载。因此，要想对商代丝绸产业，甚至是蚕丝文化进行深入探
讨，需依赖于更多考古实物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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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lassifies“silk”and relevant characters and probes into representative documentary records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such as“Si ( 丝) ”，“Mi( 糸) ”，“Jue ( 绝) ”，“Yao ( 幺) ”and“Shuai ( 率) ”through
study and analysi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s recorded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n Shang dynasty． It is found that the
application amount of“silk”and relevant characters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s large; it is believed that most
literatures quoted“Can( 蚕) ”“Sang( 桑) ”“Si( 丝) ”“Bo( 帛) ”and other characters to discuss the origin of silk
culture． However，existing materials concerning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do not have silk-related records in Shang
dynasty． So，to deeply discuss silk industry in Shang dynasty and even silk culture depends on more archaeological
objects uneart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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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蚕丝文化源远流长。著名历史学家夏鼐

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织造丝绸的国

家，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唯一的这样一个

国家［1］。”此话可以从考古实物中得到明证［2］。20
世纪 80 年代于河南青台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有炭化

纺织物，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专家鉴定，这批纺织

物既有麻布和麻绳，又有丝帛和绸罗，C14测定数据为

( 5 370 ± 130) － ( 5 535 ± 170) 年，为新石器时代仰韶

文化中期［3］，应是目前出土所见的最早遗物。商代

的丝织物残品出土较为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是殷墟

妇好墓出土青铜器上面所附的丝织物，在该墓 40 余

件铜器的表面，黏附有丝织物残片，以平纹绢类居多

数，约 20 例。还有单经双纬和双经双纬的平纹变化

组织，以及少量的回形纹绮和纹罗组织的大孔罗，值

得一提的是该罗“是我国年代最早的绞经机织罗标

本”［4］。除丝织实物之外，1953 年在安阳大司空村的

殷代墓葬中发现有玉蚕［5］，1966 年在山东益都苏埠

屯的殷墓中也发现有玉蚕［6］。商代铜器铭文中亦见

“蚕”的纹饰［7］，如图 1 所示。
商代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时代，现今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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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商代铜器铭文中的蚕纹

Fig． 1 Silkworm decorative pattern on copper wares and
inscriptions in Shang dynasty

甲骨文单字有近 3 700 个，其中可识字有 1 370 个［8］。
许多讨论蚕业起源的论著都会引到甲骨文，都会引

述甲骨文已出现“蚕”“桑”“丝”“帛”等字。而这些

引述大多发端于胡厚宣先生《殷代的蚕桑和丝织》中

的相关论述［9］，限于篇幅胡文未对甲骨文中的相关

诸字展开讨论。现在离胡文发表已过去 40 余年，甲

骨学界、古文字学界已产生了很多重要成果，而引用

者基本上都不是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难免辗转

传抄，以讹传讹。
本文拟借助现有学界的成果并结合笔者的研究

心得，对甲骨文中的“丝”及相关诸字进行考察，其他

诸字作另文讨论。文中引书简称:《合》→《甲骨文合

集》，《怀》→《怀特氏收藏甲骨文集》，《掇三》→《殷

契拾掇三编》。

1 相关研究
胡厚宣《殷代的蚕桑和丝织》谓:“现在再从甲骨

文字来看，姑以孙海波重编的《甲骨文编》及岛邦男

《殷虚卜辞综类》为据，甲骨文中有桑、蚕、丝、帛等

字。又有断丝的 ，束丝的束，用丝线钓鱼的 ，用丝

网擒获的 ，以及用丝帛制成的衣、巾、 等类文字很

多……丝字又可分为系、丝、 三体，计从系的字 81，

从丝的字 16，从 的字 3，总共 100 字［9］。”
胡文首 次 集 中 搜 罗 出 甲 骨 文 中 的“桑”“蚕”

“丝”“帛”，以及与丝有关的“ ”“束”“ ”“ ”
“衣”“巾”等字，并将“丝”分为“系、丝、 ”三类，为

探讨商代蚕丝文化面貌及蚕丝文化起源提供了重要

的文献资料。但是，胡文所列甲骨文字主要依据的

是《甲骨文 编》( 1934 ) 和《殷 虚 卜 辞 综 类》( 1967、
1971) ，其实，两书出版之后，又结集整理公布出大量

甲骨图版，如《甲骨文合集》( 1979 － 1982) 、《甲骨文

合集补编》( 1999 ) 等。陆续发掘出土了新的甲骨实

物，现已基本得到了整理和出版，如《小屯南地甲骨》
( 1980)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 2003) 、《小屯殷墟

村中村南甲骨》( 2012 ) 等。在此基础上整理归纳出

新的字形情况，重要成果如《殷墟甲骨刻辞类纂》
( 1988) ［10］、《甲骨文字形表》( 2008 ) ［11］、《新甲骨文

编》( 2009) ［12］、《殷墟甲骨文字词表》( 2012) ［13］、《甲

骨文字编》( 2012 ) ［14］。尽管各家所收字形情况有

异，但一般是后出转精，因此，有必要对胡文所引的

甲骨文字进行重新检讨。

2 甲骨文中与“丝”相关的字
综合各家意见，笔者整理出甲骨文中与“丝”相

关的字 53 个，可分三类:

“丝”及其派生字( 16 个) : ( 丝) ， ( 兹) ，

( ) ， ( ) ， ( ) ， ( ) ， ( ) ， ( 幽) ，

( 乐) ， ( 嚛) ， 、 ( ) ， ( 泺) ， ( ) ， ( )

( ) ， ( ) ;“糸”及其派生字( 34 个) : 糸， ( ) ，

( 从手从糸) ， ( ) ， ( ) ， ( ) ， ( 绝) ，

( ) ， ( 从口从糸) ， ( 从口从断丝) ， ( 紷) ，

( 纯) ， ( 构意不明) ， ( 紤) ， ( ) ， ( 构意不

明) ， ( 构意不明) ， ( 羁) ， ( ) ; ( ) ， ( ) ，

( ) ， ( 奚) ， ( 从爪从反手之 ) ， ( ) ， ( 从

羌从糸，“羌”的异体) ， ( ) ， ( ) ， ( ) ， ( 构

意不明) ，( 孫 － 孙) ， ( 聯 － 联) ， ( ) ， ( ) ，

、( 後 － 后) ; “幺”及其派生字( 3 个) : ( 幺) ，

( 率) ， ( 幼) 。
这批字共 53 个，比起胡文所说 100 个少了近一

半，原因在于胡先生并未将这些字进行归并，因为它

们大多都是异体字，上述所举字形只是其中的代表

字形，其实“丝”的字形就有 2 种写法: 、 ，其异体

还不算多，“ ”有 10 种写法，如: ( 《合》6819 ) 、
( 《合》6771 ) 、 ( 《合》20091 ) 、 ( 《合》4548 ) 、

( 《合》4550 ) 、 ( 《合》3358 ) 、 ( 《合》22274 ) 、

( 《合》4551) 、 ( 《合》20090) 、 ( 《合》8084) 。

另有一些字构件差别很大，但记录的是同一个

词，因此也应归并成一个字，如: ( 《合》24942 ) 、

( 《合》24942) 、 ( 《合》30695) 、 ( 《掇三》779 ) 。而

且笔者所列的 53 个与“丝”有关的字里边有些字可

能还需要归并，如 、 和 所从之 、、古文字中

常常通用，这三字是否应归在一起，因辞例较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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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是很清楚，姑且分列待考。限于篇幅，本文不能

对这 53 字 一 一 讨 论，仅 就 有 代 表 性 的“丝”“糸”
“绝”“幺”“率”进行考察。
2． 1 关于“丝”
“丝”( 絲) 的甲骨文字形像束丝之状。《说文·

絲部》:“絲，蚕所吐也。从二糸。”罗振玉《增订殷虚

书契考释》: “像束丝形，两端则束余之绪也［15］。”甲

骨文中有 3 例，分别是( 文中所出现的“□”均为古文

献中的缺字) :

1) □□〔卜〕，争貞: 令 上丝暨□侯，〔若〕? 二

( 《合》3336 正)

2) □□〔卜〕，争〔貞: 令〕上丝〔暨〕□侯，若? 一

( 《合》3337)

3) 戊子卜， 貞: 王曰余其曰多尹，其□二侯上丝

暨仓侯其□□□□周。( 《合》23560)

辞例 1) 2) 为一组成套卜辞中的第一、二版，所卜

内容相同，均为占问命令“上丝暨□侯”( 去从事某项

工作) 是否顺利。“暨”字形作 ，一般隶定作眔，义

为“及”，连词，高岛谦一［16］、张玉金［17］、喻遂生［18］等

先生都讨论过这个问题。辞例 3) 中的“二侯上丝暨

仓侯”为同位短语，“二侯”即“上丝侯”和“仓侯”，

“上丝”应为人名或地名( 按: 《甲骨文字典》谓“上

丝”为职官名［19］，误) ，商代往往是人地同名的，地因

人名，人因地名，两者往往同一。
《水经注》卷二“河水二”总结有地名的命名规

律，“凡郡，或以列国……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

酒泉 泉 味 如 酒，豫 章 樟 树 生 庭，雁 门 雁 之 所 育 是

也”［20］。说明某地得名由来可能与出产有关。著名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指出，“在原始公社时期，人

们对于其生活的地区，必须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生活

下去。最初，他们必须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捕鱼，什么

地方去打猎，什么地方去采集……到了新石器时代

的晚期，随着畜牧和农业的萌芽……要求他们对自

己所居住的周围环境，更加熟悉更加了解。他们不

但要知道水泽的分布，地势的起伏等，还要清楚气候

的特征及地方种植的可能性; 他们不但要能够辨别

方向，而且还要计算路程……”［21］此处原本反映的

是原始公社时期地理知识的萌芽，但也暗含了原始

时期地名的萌芽和产生的过程。因此，作地名的“上

丝”或许与当地产丝有关系。
2． 2 关于“糸”
“糸”字形作 ，省写作 、。《说文·糸 部》:

“糸，细丝也。像束丝之形。”段玉裁注: “丝( 絲) 者，

蚕所吐也……细丝曰糸。”
“糸”的用例有 5，见:《合》335、《合》15121、《合》

21306 甲、《合》21306 乙、《怀》1519，除《合》21306 甲

乙外，其余均为残辞，辞义莫辨。两例较清晰之辞例

为:

4) 庚辰卜，卣比糸责。( 《合》21306 甲)

5) 庚辰，貞: 卣比糸责，亡( 无) ( 忧) ? 四月。
卣母( 毋) 往，其 ( 有) ( 忧) ? ( 《合》21306 乙)

上述 4) 5) 两条辞例中也许占卜的是同一事件。
“比”，动词，义为“并”“与…一起”。“卣”与“糸”均

为人名，从“卣母往”一辞清晰可见。“责”为求取义，

《说文·贝部》:“责，求也。”两句占问的是“卣与糸一

起去责取某某事物( 一般为祭祀用的牺牲或供品) ，

不会有灾祸吧”，例 5 ) 后一句又问“卣不前往，会有

灾祸吗”。甲骨文未明确见有“糸”之细丝义用例。
2． 3 关于“绝”
“绝”字形作 、、 ，释者甚众，刘钊等《新甲骨

文编》作“绝”［12］，陈年福《殷墟甲骨文字词表》作

“糿”［13］，曹锦炎等《甲骨文字形表》作“ ”［11］，徐中

舒《甲骨文字典》作“绍”［19］。从甲骨文字形来看，从

糸从刀，故隶定作“糿”和“ ”没有本质的不同。但

“糿”为后起字，早见于辽代僧人所著之《龙龛手鉴·

糸部》，为“幼”之俗字。释“绍”则从字形上找不到

紧密的联系，故难以成说。《说文·糸部》: “绍，继

也。从糸，召声。一曰绍，紧纠也。 ，古文绍从卲。”

金文《戎生钟》作
［22］，《酓盘》作 ［23］。

笔者倾向于释“绝”，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说文

·糸部》:“绝，断丝也。从糸，从刀、从卩。”古文作 ，

与甲骨文、金文( 《中山王壶》作 ［23］) 均为从糸从刀

同。《说文》据小篆 解字，其所从之“卩”可能为衍

文。故释“绝”是较为可信的。
“绝”在甲骨文中有 8 例，均作地名，如:

6) 贞: 朕芻于丘绝? ( 《合》152 正)

7) 贞: 奠于丘绝? ( 《合》780)

8) 辛卯〔卜〕，〔在〕绝〔貞: 王〕田( 畋) ，往〔来亡

( 无) 灾〕? ( 《合》36746)

“丘绝”的“绝”为地名。丘，《说文》谓“土之高

也，非人所为也”，指自然形成的土山。由“丘绝”可

知“绝”可能是一个地势较高的土山，由例 8 ) 可知其

属于商王的田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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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关于“幺”
“幺”字形作 。《说文·幺部》:“幺，小也。像子

初生之形。”朱骏声通训定声: “此字当从半糸。糸

者，丝之半; 幺者，糸之半，细小幽隐之谊。玄从此，

会染丝意; 叀从此，会细绳意。许君盖从幼字生训，

然幼会细小意不必子也，据文实无子初生形。”
甲骨文中“幺”有“小”义之例，如:

9) 不雨。乙幺雨少。( 《合》20948)

学界往往误释“幺”字为“午”［11］，为“兹”［24］，其

实郭沫若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释为“幺”: 《说

文》云“幺，古文系。细丝也，读若覛”。幺雨，斯为细

雨，微雨。《诗·信南山》“益之以霢霂”，《尔雅·释

天》“小雨谓之霢霂”。霢霂即幺雨，乃后起之专字。
今俗称之“毛毛雨”［25］。

李孝定也赞成释为“幺”:“许书之幺乃由糸之古

文所孳衍，形体不异而音义已殊，惟幺训‘小也’犹为

糸之本义‘细丝也’一义所引申［26］。”其余有几例，但

均为残辞，意义不明显。
以“幺”为构件的字有: 率( ) 、幼( ) ，直到现

在还是较为常用的字。
2． 5 关于“率”

“率”字形作 。《说文·率部》: “率，捕鸟毕也。
像丝网。上下其竿柄也。”毕( 畢) ，即捕鸟之网。《说

文》据“率”的小篆字形谓“上下其竿柄也”解“率”之

本义，却是不对的，因为甲骨文和金文均未见字之

“上下部分”，其上下部分都是在小篆及其以后才产

生出来的［27］，如图 2 所示。

图 2 “率”的字形演变情况

Fig． 2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Shuai ( 率) ”

卜辞中不见有“捕鸟网”义。姚孝遂先生指出:

《说文》以“率”为“捕鸟毕”。罗振玉谓率但像丝网

形，均不类。商承祚《类编》疑之是对的。“率”为

“ ”之本字，亦作“繂”，作“ ”。《诗·采菽》毛传

“绋，繂也”，《尔雅·释水》则作“绋， 也”，孙炎注:

“大索也。”余灏《说文解字注笺》云:“传注未有训率

为毕者，许说殆非也。戴氏侗曰: ‘率，大索也。上下

两端像所用绞率者，中像率，旁像麻枲之余。又为率

带之率，别作繂、 。’灏按: 戴说是也。《玉藻》曰: 凡

带有率无箴功。郑注率字作繂，是率之本义为索，因

之有率带之名。率、 古今字。以麻枲为之，故从索。
以帛为之谓之 ，则从素，又省为繂也。率有牵引义，

故引申为表率，为率循，为率从，为轻率。则别作 ，

先道也。又作 ，将 也，古通作帅。索有约束义，故

又为约计之称。凡言大率，犹大约也。”卜辞“率”用

作副词者，金祥恒以为“悉皆之意”，其说可从［28］。
姚先生的按语可从。“率”在甲骨文中有近百

例，主要用作副词，意为“悉、皆”，如:

10) 乙酉卜， 贞: 方卫，率 伐? 不? 王 其 正

( 征) ，勿告于祖乙? ( 《合》6345)

11) 丙子卜， 贞: 今来羌率用? ( 《合》248 正)

例 10) 意为乙酉那天占卜，贞人 问: 方防卫，

( 我们) 都去攻打吗? 不去吗? 王要出征，不向祖乙

行告祭礼吗? 例 11 ) 意为丙子那天占卜，贞人 问:

今天送来的羌人都用作祭品吗?

3 结 语
甲骨文中的“丝”及相关诸字使用量是较大的，

从侧面反映至迟在商代，蚕桑丝织已经相当发达。
但从甲骨文的使用情况来看，尚未见到其本义用法。
这主要是因为甲骨文多为卜辞，其内容与占卜有关，

所以见不到直接记载蚕桑丝织的信息也是极为正常

的。因此，在使用这些材料时要明确，甲骨文中有

“丝”“桑”等字，并不意味着它们记载了商代丝织业

的情况，要想对商代丝绸产业，或者对蚕丝文化进行

深入探讨，仍需依赖于更多考古实物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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