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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卜辞 /疋0 地考

刘新民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提  要] 甲骨卜辞中有个地名 / 疋0。通过甲骨文材料、传世文献资料、出土器物综合分析, / 疋0 的地望在陕

西省汉中盆地中东部的城固、洋县一带, 其核心区域在湑水河下游两岸的平原地带。/ 城洋铜器群0 可能是古 / 疋国0

的文化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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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甲骨卜辞中的 / 疋0 地考索

1. /疋0 地

/疋0 在甲骨卜辞中既可以作名词, 也可以

作动词。作名词时, 可以表示地名、族群方

国名。

  ,毌其 〔 〕疋。

( 《合集》① 6974; 师宾间 A)

  ,其 疋。一月

( 《合集》 6976乙; 师宾间 A)

字陈剑释为 /翦0②, /翦灭0 的对象一般

是族群方国。甲骨卜辞中 字后边所跟的一般是

方国名。

  丁丑卜, 宾贞: 疋获羌? 九月。

  贞: 疋不其获羌?

( 《合集》 190正; 宾一)

  t 戌卜, 宾贞: 疋获羌?

( 《合集》 192; 宾一)

  ,疋获羌? ( 《合集》 193; 宾三)

这几条卜辞卜问 /疋0 是否捕获 /羌0 人。

贞: 疋 〔来〕 羌? 用。自成、大丁、

〔大〕甲、大庚、下乙。

( 《合集》 231; 宾三)

  贞: 惠疋来羌? 用。

( 《合集》 232正; 宾三)

  疋来。 ( 《合集》 1303反; 典宾)

这几条卜辞说明 /疋0 把捕获的 /羌0 人贡

献给商王, 用来祭祀神灵。在甲骨卜辞中, /羌0

人常被用来作为祭祀的贡品, 最多时杀三百人。

可以看出 /疋0 与商王之间是一种 / 贡纳0 关

系, /疋0 把 /羌0 人作为 /贡品0 贡纳给商王。

这就进一步说明 /疋0 可能是一个方国。

2. /疋0 与 /羌0、/ 0 的复杂关系

  辛未卜, 惠疋乎比 ?

( 《合集》 39790; 师小字)

这条卜辞大意是卜问 /疋0 是否命令 (部

下) 与 / 0 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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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挞) ① 疋。

( 《合集》 6977; 师宾间 A)

  ,令 (挞) 疋。

( 《合集》 6978; 师宾间 A)

这两条卜辞表明, / 0曾用武力挞伐/疋0。

/ 0在用武力挞伐/疋0的同时, 自己本身也是被

敦伐的对象, 说明 / 0 可能也是一个方国。

例如:

  ,敦 。 ( 《合集》 7029; 师宾间 A)

  弗敦 。 ( 《合集》 40825; 师宾间 A)

/ 0 还征伐、捕获 /羌0 人, 例如:

  庚申卜, 王, 获羌?

( 《合集》 186; 师宾间 A)

  乙丑卜, 获征羌? t 月。

( 《合集》 187; 师宾间 A)

除了 / 0, /疋0 也征伐、捕获 /羌0 人,

例如:

  t 辰卜, 疋获羌?

  t 辰卜, 疋获征②羌?

( 《合集》 191; 宾一)

卜辞中有很多和 /征获0、/获征0 连用的例

子, 其意思就是表示 /征伐﹑捕获0, 例如:

  丁卯卜, 内, 征获不其百?

( 《合集》 7636; 师宾间 A)

  ,征获不其 [百] ?

( 《合集》 7637; 师宾间 A)

  贞: 雀弗其获征微 t 人?

( 《合集》 6986; 宾一)

  贞: 我弗其获征 ,

( 《合集》 6329正; 典宾)

  贞: 弗其获征土方?

( 《合集》 6451正; 典宾)

商代时羌人大的聚居区主要有两块: 一块是

山西南部及河南西北一带, 也就是所谓的 /羌

方0③; 另一块是今甘肃省大部和陕西西部。《后

汉书 #西羌传》: /西羌之本, 出自三苗, 姜姓之

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 徙之三危, 河

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 至乎河首, 绵地

千里。赐支者, 《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

汉徼外蛮夷, 西北 [ 接] 鄯善、车师诸国。0④

/南接蜀、汉, 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0 所指的

区域就是甘肃一带和陕西西部。顾颉刚、刘起釪

认为, 商末武王伐纣时, /羌0 的区域在今甘肃

境及甘肃的西南千里之境⑤。 /甘肃西南千里之

境0, 就是指甘南、武都、天水、以及岷山地区

一带。

  己丑卜, 今出羌有获征? 七月。

( 《合集》 6605; 宾一)

  己丑卜, 今出羌有获征? 七 [月]。

( 《合集》 6606; 宾一)

  ,曰: 其获征羌?

( 《合集》 6608; 典宾)

  ,今出羌, 有获征?

( 《合集》 39901; 典宾)

通过上面几条卜辞和前文所举《合集》 186、

《合集》 187、《合集》 191, 可以看出 /羌0 是被

征伐的对象, / 0和/疋0都曾经征伐过 /羌0, 可

见这里的 /羌0 是一个比较大的族群。这里的

/羌0 不是指山西南部的 /羌方0, 推测, 其当为

陕、甘交界的羌人族群。

通过对卜辞的梳理, 可以发现 / 疋0 曾与

/ 0 有 /比合0 的关系 ( 《合集》 39790; 师小

字) , 而 / 0 又 /挞伐0 过 / 疋0 ( 《合集》

6977、6978; 师宾间 A ) , / 0也/征伐0过/羌0

(《合集》 186、187; 师宾间 A) , /疋0 也曾 /征

伐0 过 /羌0 (《合集》 190正、191; 宾一) , 可

见, /疋0、/ 0、/羌0 之间存在一种较复杂的

关系 (见图 1) , 而且三者产生这些关系的时间

基本上都处于武丁中期。因此可以推测 /疋0、

/ 0、 /羌0 三者地望比较接近。这里的 / 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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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望接近陕西汉中盆地。汉中盆地西部宁强、

略阳一带与甘肃东南部地区接壤, 这一带原来是

羌人活动区域①。/疋0 与 /羌0 地望比较接近,

因此推测 /疋0 的地望大致在汉中盆地中东部。

图 1 疋与羌、 的关系示意图

3. /疋0与/成0

  庚辰卜,令疋于成。

(《合集》4584;师宾间 A)

/于0在这里是/到, ,去0②的意思, /令疋于

成0就是命令/疋0到/成0去。

唐代山南道有成州(辖境约相当于今甘肃省

礼县、西和、成县等地)。饶宗颐认为殷代已有地

曰成,后人沿用其名③。

《元和郡县图志 #山南道三》云: /成州, ,古

西戎地,后为白马氐国。西南自冉駹以什数, 白马

最大,有山曰仇池,地方百顷, 其地险固,白马氐据

焉。0④《括地志辑校 #成州》云: /陇右成州、武州

皆白马氐。0⑤说明成州一带原来是/氐0人所居之

地。《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汉中志》: /武都郡,,

有麻田,氐傁,多羌戎之民。0⑥说明氐人、叟人、羌

人呈现混居局面,也说明三者之间关系很密切,古

人常将其合称为/氐叟0、/氐羌0。商王命令/疋0

到/成0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派/疋0去捕获/氐

羌0之人。

/成0地属于/西汉水0流域, /西汉水0在现代

是嘉陵江的上游,然而在上古本是/汉水0的上游。

《陕西省汉中专区地理志》记载: /汉江上源与嘉陵

江东岸支流相背而行,源头很近,在地质地貌文献

中常有人认为汉江上源为嘉陵江抢夺走了。嘉陵

江的上源原为汉江的上源。0⑦/ 20 世纪 30 年代

初,赵亚曾、黄汲清等认为, 今西汉水及其邻近诸

水本是汉江上游,之所以会成为嘉陵江上游, 是因

为汉江江源一带与邻近的嘉陵江上游流域过去可

能存在河流袭夺现象;后来李承三、周廷儒等就袭

夺问题又提出进一步看法; 50年代, 中国科学院

地理研究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汉江工作队

在汉江流域进行野外地理调查的时候, 工作队的

学者也基本上认同河流袭夺的观点0⑧。周宏伟

通过许多文献资料, 论证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与

公元前 186年的汉初武都大地震事件有着密切的

因果关系,大地震导致河道堵塞后堰塞湖水发生

溢流侵蚀,最终使古汉水上游袭夺古潜水而成为

今嘉陵江上游⑨。

甘肃省成县与陕西省略阳县接壤,周宏伟认

为汉初武都道治位于陕西省略阳县城lu , /成0与

/武都郡0历来大致为/氐羌0之人生活的区域, 与

这一带比较接近且适宜族群方国生存的地方是汉

中盆地中东部的平原地带。汉中平原与/成0在商

代时同属于/汉水0流域, 且有/古汉水0相通,在当

时交通应比较便利。于省吾认为殷代时/舟的应

用范围可能相当广泛0lv。李雪山认为/到商代用

船已有悠久历史。商代以前已有舟船使用的例

证,如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遗址曾出土一支精美

的船浆, ,舟已广泛地应用于商代的军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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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诸方面0①。郭新和认为, /殷商时代的舟船

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样式趋向多样化,有了更为

先进的木板船, ,殷代舟船广泛应用于战争、商

业贸易、渔猎、信息传递及运送矿石原料等诸方

面, 成为当时人们必不可少的一种交通运输工

具0②。汉水两岸的秦岭、巴山森林茂密, 有取之

不尽的造船材料,为舟船的制造提供了客观条件,

汉中平原与/成0之间可以利用舟船比较便利地来

往,二者易产生交往或征战关系。所以也可以大

致推测 /疋0的地望在汉中盆地中东部的平原

一带。

二  / 疋0与/ 湑水0

饶宗颐认为/出商器之汉水支流为湑水, 湑于

殷契作疋0,并举《合集》190正论证/ 疋殆即湑0③。

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呢?

据《秦岭水文地理》: /湑水河是汉江在秦岭南

坡的一条主要支流, 发源于太白山以南的秦岭主

脊 ) ) ) 海拔 2838米的光秃山北侧,,到太白县

黄柏源以后折向南流,,于升仙村进入汉中盆

地,向南流到城固县汉王城以东入汉江。0④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沔水》中的记载如下:

左谷水出西北, 即 水也。北发听山,山

下有穴水, 穴水东南流,历平川,中谓之 乡,

水曰 水。,, 水南历 乡溪, 出山东南

流,径通关势南。, , 水东回南转,又径其

城东,而南入汉水,谓之三水口也。⑤

关于/湑水0名字的由来,《水经注 #沔水》的

记载如下:

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 成固人也。

学道得仙, 入云台山, 合丹服之, 白日升天。

鸡鸣天下, 狗吠云中, 惟以鼠恶, 留之。鼠乃

感激,以月晦日, 吐肠胃更生,故时人谓之唐

鼠也。公房升仙之日, 行未还,不获同阶云

路,约以此川为居,言无繁霜蛟虎之患, 其俗

以为信然。因号为 乡, 故水亦即名焉。⑥

《水经注疏 #沔水》: /郦氏下言刊石立碑,表

述灵异,而叙公房事,则皆杂采他说,盖故以示博,

后人或据碑驳《注》, 殊失郦意。0⑦《水经注 #沔

水》: /百姓为之立庙于其处也, 刊石立碑,表述灵

异。0⑧可见, 唐公房得道成仙的故事并不可信,也

无可靠实据,百姓立庙并刊石立碑的目的只是为

了/表述灵异0。熊会贞认为郦道元/叙公房事0,

是为了/示博0,也就是显示自己知识的渊博。

/穴水东南流, 历平川, 中谓之壻乡, 水曰壻

水0, /因号为壻乡, 故水亦即名焉0。这几句话其

实已经说明, /壻水0流经平川中部的/ 壻乡0, 因

/壻乡0而得名/壻水0, 同时也说明在汉代或汉代

以前即有/壻水0、/壻乡0。

《说文 #疋部》: /疋, 足也。上象腓肠, 下从

止。《弟子职》曰: -问疋何止。. 古文以为《诗 #大

疋》字,亦以为足字, 或曰胥字。一曰疋记也。凡

疋之属皆从疋。0《说文 #肉部》: /胥,蟹醢也。从

肉疋声。0《说文 # 士部》: / 壻, 夫也。从士胥

声。0⑨可见/壻0字/胥0声, /胥0字/疋0声, /胥0是

/疋0的或体(异体字) , /疋0与/胥0、/壻0读音相

通。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胥0、/壻0、/湑0都是

心母鱼部字lu。《汉语大字典 # 水部》/ 湑0同

/壻0lv。通过前文对甲骨卜辞中/ 疋0地的分析,

推测/疋0地的位置大致在汉中盆地中东部的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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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也即今天/湑0水河两岸的城固和洋县一带,

与/壻0水的地址相吻合。因此, 饶宗颐的说法有

一定的可信性。

三  / 疋0与/ 城洋铜器群0

/城洋铜器群0是陕西省汉中盆地城固、洋县

出土的系列青铜器的简称。据赵丛苍统计, 自

1995年至 2004年,两县境内共发现商代青铜器

33批,出土于 19个地点。加上二县零星征集的

青铜器,共为 710件①。这些青铜器, 较集中的出

土地点是湑水河下游的两岸(见图 2)。

曹玮认为: /从城固、洋县出土铜器的数量与

类别来看,这个地域无疑相当于一个古代国家的

规模。对这一点,学者们是持肯定态度的。0②

关于/ 城洋铜器群0的文化性质问题, 曾出现

多种观点,主要有: /巴人遗存说;早期蜀文化遗存

说;巴蜀文化遗存说;羌人遗存说;商代西南夷的

一支说等。0③另外,赵丛苍等学者认为/城洋铜器

群0应为宝山文化的组成部分,宝山文化的主人为

巴人的一支④。这几种说法都还尚待探讨, 暂不

能成为定论。

/城洋铜器群0既有/ 巴0文化的特点, 也有

/蜀0文化的特点,还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这

就说明/ 城洋铜器群0的创造者发挥其主观能动

性,既吸收/巴0文化的养分,也吸收/蜀0文化的养

分,然后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汉中盆地在旧石

器时代(如梁山遗址)和新石器时代(如李家村遗

址、何家湾遗址、龙岗寺遗址)已有人类在此活

动⑤。推测, / 城洋铜器群0的创造者有可能是汉

中盆地土著居民发展起来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族群

方国。

把甲骨卜辞中的/疋0与/城洋铜器群0进行对

照比较,发现/疋0与/城洋铜器群0的时间、地点、

特征都比较相似。甲骨前三期卜辞中都有与/疋0

有关的卜辞, 时间下限至四期偏早阶段(武乙初

年)的历无名间类⑥卜辞只有一条与/疋0有关的

卜辞(《合集》27465) ,之后,再无关于/疋0的卜辞。

这说明,在四期偏早阶段之后, 也就是/武乙0之

后, /疋国0可能已经消失。与其相似的是/城洋铜

器群0在殷墟三期末,四期偏早阶段之后再无新的

器具产生⑦, 这说明该地的国家可能也已经消失。

通过甲骨卜辞可以看出/疋0曾征伐/羌0, /疋0还

曾离开本土到/成0进行征伐活动,另外/疋0也曾

与/ 0之间有武力战争关系。与其相似的是/城

洋铜器群0的 710件青铜器中,兵器占 271 75% ⑧。

兵器数量多说明战争比较频繁, 与/疋0的特征较

相似。因此, 初步推测, /城洋铜器群0可能是古

/疋国0的文化遗物。

卢连城等学者认为/城固商代铜器群绝大部

分应当是当地铸造的, 如此众多造型精美的商代

青铜礼器、兵器、用具的发现, 可以表明当时居住

在汉水流域的方国、部族其文明程度已经达到相

当繁荣、发达的阶段0⑨。可以推知, /疋0人在汉

中平原/湑0水两岸这片平坦肥沃、山青水秀、气候

温润具有/鱼米之乡0lu称号的土地上, 曾经创造

了一个相对繁盛的古代文明小国。

/根据现存资料分析,汉水流域商代遗址延续

时间较长, 从二里冈上层到殷墟三、四期, 其间大

约三百年左右0lv。甲骨卜辞中与/疋0有关的卜

辞,从时间较早的师组到时间较晚的历无名间类

都有,其分布时间与/城洋铜器群0存在的时间基

本相吻合。与/疋0有关的卜辞数量较多的集中在

师组小字类、师宾间类、宾组、出组一类、历组二

类,其对应的时间段集中在武丁中期到祖庚时期,

#12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lu

lv

赵丛苍主编:《城洋青铜器 # 前言》, (北京)科学出

版社, 2006 年, 第 3 页。

曹玮主编:《汉中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第 1 册) , (成

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6年, 第 43 页。

《城洋青铜器》,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第 246

页。

《城洋青铜器》,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第 246

- 247 页。

参见《陕西省志# 文物志》, 1995 年, 第 5、6- 7、16、

16- 17 页。

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 (北京)科学

出版社, 2007 年, 第 246 页。

赵丛苍主编:《城洋青铜器》,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241 页。

赵丛苍主编:《城洋青铜器》,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242 页。

卢连城、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 (北京)文物出版

社, 1988 年, 第 459 页。

聂树人:《陕西自然经济地理概况》, (西安 )陕西人

民出版社, 1955 年, 第 44- 45 页。

卢连城、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 (北京)文物出版

社, 1988 年, 第 459 页。



图 2 城洋青铜器出土地点示意图

注:赵丛苍主编:《城洋青铜器# 前言》,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5页。

时间约 50年左右。这些卜辞尽管多数都是残辞,

但是从只言片语中可以隐约看到其多数都与征

战、捕获(羌或 )、贡纳等活动有关。可以推测,

/疋国0前后存在的时间约为 300 年, 征战活动最

频繁的时期在武丁中期到祖庚时期, 前后累计达

50年左右。

四  余   论

综合分析, 甲骨卜辞中/疋0的地望可能在陕

西省汉中盆地中东部的城固、洋县一带,其核心区

域在/湑0水河下游两岸的平原地带。/ 城洋铜器

群0可能就是古/ 疋国0的文化遗物。由于文献材

料的限制有关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例如

/疋国0大约在/武乙0(前 1147 ) 前 1113 年)①年

间或/武乙0之后突然消失的原因是个很大的谜

团。卢连城等学者认为/城固窖藏青铜器的下限

在殷商晚期,这样多的窖藏青铜器出土表明,当时

一定发生过重大的紧急变故, 造成了较大规模的

部族迁移0②。究竟发生过什么重大紧急变故?

如果发生了部族迁移, 该部族迁移至何处? 该地

域又被哪个新的部族所占有? 这些问题尚待研

究。文中错误、不足之处,敬请学界批评指正!

[后记]对导师喻遂生教授等师友的指点和匿

名审稿专家的指正致以诚挚的谢意, 文中的问题

和不当之处由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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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Location of / Shu0 in Inscriptions on Oracle Bones

Liu Xinmin

( Chinese Language and Document Institute , S outhw es t Univer sity ,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T here is a palce called / Shu0 in the inscript ions on oracle bones. A nalyzed synthetica-l

ly, accor ding to the inscriptions on oracle bones, the ancient documents and the unearthed art ifacts,

/ Shu0 is located in the county of Chenggu and Yangxian in the east- central basin of H anzhong of

Shaanx i province. Its core ar ea is lo cated in the plain area o f dow nst ream sides of the Xushui riv er.

The ancient bronze g roup in the county of Chenggu and Yangxian maybe is the cultural relics of the

ancient local kingdom which is called / Shu0.

Key words: the inscriptions on oracle bones; Shu; Xu river; the ancient bronze group in the coun-

ty of Chenggu and Yangx 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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