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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系统中字符的形成是有先后层次和理据

的，我们将某种文字系统中的字符形成按是否参考

了系统内已有的字符分成两个层次———初造字与新

造字。把没有参考系统中已有符号产生的字符称为

初造字; 参考了系统中已有字符而产生的新字符，称

为新造字。两种字符的形成均有其自身的原理和方

法，这种原理和方法称为造字机制。

初造字按字符的来源有三个方面: 直接仿拟实

物作字符; 吸纳已有图符或刻符作字符; 引进其他文

字系统字符作本文字系统字符。而其造字机制则分

别为仿拟机制、吸纳机制和引进机制。

虽然初造字所采用的造字机制存在仿拟机制、

吸纳机制和引进机制三种可能，但具体到文章讨论

的殷商甲骨文，因该文字系统是自源文字系统的早

期阶段，可能不存在引进其他文字系统字符的情况，

故文章不讨论引进机制。

文章所用甲骨文字符均选自《甲骨文合集》，［1］

文中以方括号注明字符所在片号。

一、殷商甲骨文仿拟机制

仿拟机制是指按照仿拟方式进行造字的方法和

原则，采用仿拟机制造字是在对客观形象进行感知、

储存的基础上，结合主观的认识和情感进行识别，并

用一定的符号形式再现形象的一种造字方式。这种

方式所造的字符能直观地反映所表达的客观事物。
( 一) 仿拟的表现形式

1． 整体仿拟和局部仿拟

( 1) 整体仿拟

［10398］ 兕、［10222］ 象、［19910］兔 、

［10260］ 麑、［21474］ 虎、［10347］ 麋、

［19957］ 鹿、［14353］ 它 ( 蛇) 、［11205］ 犬、

［5588］ 豕、［10076］ 马、［19622］ 虫、［22377］

鸟、［5280］ 燕、［5270］ 鸡、［137 正］ 凤。
( 2) 局部仿拟

［8974］ 牛、［19943］ 羊。
局部仿拟是抓住事物主要区别特征的仿拟，不

用全形也能明确表意。
2． 单体仿拟和聚体仿拟

杜学知《六书之新研究》: “物有聚少成多以见

形者，文字象形，自不能尽象其多数，故列二三以象

之; 许书又字下所谓:‘三之者，手之列多，略不过三

也。’是故三者，表数之多也。然则，凡象形字，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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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体以成一字者，是为聚体象形，盖聚多数单体以为

字，即所谓物有聚少成多以见形者矣。”［2］
杜先生说

的聚体象形就是重复单体以组合象形。我们借用杜

先生的概念，可以把仿拟单个形体创造字符的方法

叫做单体仿拟，把聚合多个单体仿拟造字方法的叫

做聚体仿拟。聚体仿拟是仿拟多个同样的部件来组

合象形，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聚体仿拟字符中的

单体是不能独立成字的，也无法独立完成表意，必须

多个聚合在一起才能成字，以表达完整的意义。
( 1) 单体仿拟

［5932］ 月、［8236］ 日。
( 2) 聚体仿拟

［11503 正］ 晶、［13409］ 雷、［12532］

气、［1263］ 彡。
3． 附加仿拟

附加仿拟是不仅画出所表达事物的形象，还附

加出与之相关的事物的形象。附加的形体在字符造

字时不可或缺，否则会使所造字符表意模糊或不知

所云。

面: ［21427］ ，附加了面部的眼睛。

雨: ［12554］ ，附加了天。

州: ［849］ ，附加了水。

土: ［3298］ ，附加了地面。
附加仿拟是指字形上直接反映的意义大于该字

符实际表达的意义。附加仿拟的部分是为了使表意

更明确，只起补充表意的作用，并不参与实际意义的

表达，附加的形体通常也是该字符所代表事物的依

托物。可见，一般初造字所表达的某些事物只有在

附加依托物的情况下方能成功表意。
( 二) 仿拟机制的特点

1． 仿拟机制所造字符多为记录名物词，反映日

常生活的范围较广

甲骨文中有大量通过直接仿拟所表达对象而产

生的字符，且通过仿拟所造的字符主要是记录名物

词，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即所谓“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近”，既包括人体的各部位如耳、目、手
等，也包括日常使用的器物，如镰刀、容器、舟等;

“远”，既包括动植物如猪、狮、禾等，也包括山川河

流和自然现象，如土、雨、云等。这种方式所产生的

字符反映人的生存环境———自然，也反映当地人生

产生活的必需品。可见，字符的产生是源于生活的，

客观真实的事物为初造字的创造提供了材料，是仿

拟机制得以形成和广泛使用的源泉，使得这部分初

造字直观性很强，易于辨识。
2． 仿拟的具体方式较为多样

甲骨文仿拟初造字的形式较为丰富，有整体仿

拟与局部仿拟、单体仿拟与聚体仿拟、附加仿拟等。
仿拟是对所表达事物形象的再现，这种再现是通过

模仿来实现的，模仿可以是对所表达事物的直接仿

拟，也可以是对该事物既有模型的再仿拟，即对所表

达事物的间接仿拟。
间接仿拟通常是对一些客观不存在的假想之物

的仿拟。可能在表示假想事物的字符产生之前，生

活中已出现了这类虚拟事物的原始艺术模型。这些

艺术模型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字符则可能是对

艺术模型的仿拟，与所表达的虚拟事物之间是间接

的仿拟关系，中介就是这些代表虚拟事物的原始艺

术模型。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 虚拟事物→原

始艺术模型→字符。
如甲骨文中的“龙、凤”，这两种动物在现实生

活中都是不存在的，但表达该动物的字符也并非凭

空臆造。据考古发现，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

“玉龙”和“玉凤”就能很好地为此找到可靠的证据。

(商妇好墓出土玉龙)

甲骨文龙［4655］ 与玉龙的造型相似，龙的形

象早在社会生活使用的工艺品中出现，甲骨文中

“龙”的符号极可能是对社会生活中已有原始艺术

品的仿拟。甲骨文凤［29754］ 与玉凤的形象也极

为相似，特别是头冠部位的特征在仿拟时还有保留。

在该玉器出土之前，该字符最上面的部件是什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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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学术界的争议。这也可见仿拟的初造字与原始

艺术模型之间相似度极高。

(商妇好墓出土玉凤)

虚拟动物的原始艺术品的创作是根据现有某种

动物的形象，经过想象加工改造出来的一种神秘物。
龙的特征似巨蟒，凤似孔雀，各有其现实参照物作为

创作的基础。字符极可能是对代表该动物形象的原

始艺术品的仿拟。
3． 符号体态保留了图画性特征

仿拟带来文字的直观性，文字呈现出图画性特

征。甲骨文中有描摩事物极为细致的字符。甲骨文

如燕［5280］ 、鱼［10472］ 、马［584］ 、首［6037］

等。
4． 仿拟的初造字字符反映出多样的观察角度

甲骨文仿拟的初造字大多能反映出人们日常观

察事物的多角度，从多角度取象使字符更富于生动

和形象性，说明甲骨文还未完全脱离图画特征。
通过仿拟所产生的字符很容易辨识当时造字者

的观察角度，字符清晰地保留了对事物观察的痕迹。
观察角度的不同影响着字符形态，字符的形态也透

射出观察角度的差异。二者是相互关联的。如:

①平视观察事物，包括正面和侧面之形。

仿拟事物正面之形的: ［13463］ 大、［13606］

门、［6485 正］ 鼎。

仿拟事物侧面之形的: ［11205］ 犬、［19957］

鹿、［3301］ 女。

②俯视观察事物: ［3524］ 井、［22097］

田、［14353］ 蛇。

③仰视观察事物: ［137 正］ 月、［8236］

日、［13442 正］ 云。
④综 合 多 种 观 察 角 度，俯 视 和 平 视 相 结 合:

［3417］ 郭，［11450］ 车、［6226］ 爵。
二、殷商甲骨文吸纳机制

吸纳机制是指在某个文字系统中通过对其他可

视的非文字符号的吸纳来创造字符的一种方法。通

过这种方法所产生的字符也被认为是该文字系统中

的初造字。因为它在某个既定的文字系统中是首次

出现，并且没有参照任何已有字符而产生的。
( 一) 采用吸纳机制造的字

甲骨文中表示数字的符号有“一［4249］ 、

二［6057 正］ 、三［1491］ 、四［8236］ 、五

［17076］ 、六［6057 正］ 、七［7151］ 、八

［5932］ ”。
裘锡圭先生认为这些汉字吸收了一部分原始文

化陶器上的记号作为文字符号，“在文字形成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通常是会有少量流行的记号被吸收

成为文字符号的。古汉字里‘×’( 五) 、‘∧’( 六) 、
“十”( 七) 、“\”( 八) 这几个数字的前身，很可能

就是原始社会阶段用来记数的记号。”［3］

他并指出: “已发现的可能跟原始汉字有关的

资料，主要是原始社会时代遗留下来的器物上所刻

划、描画的符号。这些符号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形体比较简单，大都是几何形符号，见于仰

韶、马家窑、龙山和良渚等原始文化的陶器上，偶尔

也见于骨器和石器上。第二类是象具体事物之形的

符号，见于大汶口等原始文化的陶器上。这类符号

似乎不如前一类使用得普遍。”［4］

也有些学者认为这些陶刻符号已然是文字，如

李孝定先生认为史前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陶文，他

先后作了三篇关于“陶文”的文章，先通过对考古发

现的刻划符号作了量的统计，统计显示有字陶片所

占比例很低，再从陶器上刻划符号的位置、刻划的先

后以及所刻器物的类别三方面去对刻划习惯作了推

测，最后从几种陶器上所刻符号与甲骨文作比较，认

为不能因为它没有记录语言和数量较少而不把其视

为文字，他将考古发现的陶文与甲骨文、金文对比，

看出特别是小屯殷墟的符号与甲骨文有很多相似，

认为二者是存在承袭关系的。［5］
但裘锡圭、［6］

汪宁

生、［7］
姚孝遂、［8］

高明
［9］

等几位先生认为史前陶符

没有记录语言，是孤立存在的，且停滞不前，与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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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间隔年代太久远，又缺乏可靠材料，暂时不将其视

为真正的文字比较稳妥。
王元鹿师也认同吸纳陶符的观点，并且认同徐

中舒 先 生 关 于“十 ［1455］ 、廿 ［9399］ 、卅

［13865］ ”等字来源于结绳一说。［10］
这可能将结绳

这种立体表示的抽象符号吸纳进入文字系统变成了

平面的文字符号。
我们认为，不管刻符、陶符还是结绳符号，它们

在没记录语言之前应视为非文字符号，处于早期的

甲骨文吸纳诸如此类的可视符号进入文字系统是存

在极大可能性的。
( 二) 殷商甲骨文吸纳机制的特点

1． 吸纳机制所造的初造字数量相对较少

根据目前相关材料，可能吸纳一般符号作为字

符的主要是较为抽象的记号，象形符号的吸纳也是

极少数的。因为有形可象的符号不是太有必要吸纳

其他符号，仿拟原物比吸纳一般象形符号更能增加

文字之间的区别度。不是所有一般符号都能被吸纳

作为文字符号。
2． 表示意义抽象的词和意义具体的词的初造字

都可能吸纳了其他符号

裘锡圭先生说古汉字可能吸收了两类一般符号

作为文字符号: 一类是形体简单的不象形的几何符

号，另一类是象形的图画符号。
3． 吸纳的非文字符号来源是多方面的

一切在文字出现以前出现的非文字符号都有可

能被吸纳为文字符号。甲骨文有可能吸纳结绳符

号，或其他刻划符号，或某些陶纹符号等。所以说，

甲骨文吸纳的非文字符号来源不是单一的。
被吸收的非文字符号要具备三原则: 普遍性的

原则，需要的原则，表意较为固定的原则。被吸纳的

一般符号通常也要具备一定的特征才能被文字系统

吸收，不是任何符号都能成为文字符号。
三、造字机制对符号体态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这些造字机制到底对初造字的

符号体态有何影响呢? 文字的符号体态尤其值得关

注，因为它是文字产生和发展最直观的体现。“文

字的符号体态，应该说是文字的形式方面。一种文

字的性质，往往主要地由其文字制度决定，然而，符

号体态方面，常常能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出文字制度

的状况。在一定条件下，文字的符号体态还可能反

过来影响一个文字系统的文字制度。”［11］

( 一) 仿拟机制对初造字的影响

初造字的仿拟机制主要是对事物的模仿。既然

是模仿，可能是很真实地再现事物原貌，包括对事物

细节的描摹; 也可能是很粗略地勾勒事物的外在轮

廓及主要区别特征。所以，通过仿拟所产生的字符

始终摆脱不了象形的符号特征。我们将从以下几方

面来讨论仿拟对初造字符号体态的影响。
1． 易与图画混同

王元鹿师认为早期文字与原始图画之间存在模

糊性。［12］
这种模糊性在文字造字之初最为明显，特

别能反映在通过仿拟机制所造的初造字上。
董作宾 先 生 曾 在 其《殷 虚 文 字 中 之“人 猿

图”》［13］
指出四条卜辞中存在图画与文字夹杂的现

象。特别说明了两例有“人猿图”的卜辞。如图:

合 21144(甲编二三四三)

合 35269(甲编二三三六)

董先生解释合 21144 卜辞为:“右图，人猿男性，

头脑特大，目圆，耳有孔，口突出。身与胫白作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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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足如人趾。左手向上，右手垂向后。左图，人猿

似为女性，作侧面坐形。头有眉目，有耳口。身作轮

廓，臀部有尾。左手向上，右手作搔痒式。足作爪

形，不作人趾。”
合 35269 解释为:“如上一版之母猿形。侧面坐

式，有头、耳、眉目、口，头以下上身作轮廓形。有尾，

臀胫皆作线条，手足比作爪形。”
另两例卜辞为:

合 21472 正(甲编二四二二)

合 21028(甲编二三○七)

这两例卜辞都是图画夹杂在文字之间的样式。

董作宾先生认为这是保留了“书画同源”的作风，史

官在契 刻 文 字 之 余，偶 有 兴 趣 时 还 会 刻 些 花 纹。
21472 片上画有三图: 右为大象，腹中有小象，腹下

有小鹿。左为一大虎。21028 片上有作“万不断形”
的花纹。

可见，甲骨文中某些通过仿拟的初造字字符图画

性不同程度地有所保留，甚至有的很难与图画区分开。

有时因为刻写者的兴趣存在书画夹杂的现象。
2． 易产生较多异体

甲骨文有大量是通过直接仿拟表达的对象而获

得的，同一个字也有很多种写法，几乎每个字都有或

体。或体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同一字符的笔

画不固定、字符方向不定。
⑴同一字符的笔画不固定

这种不固定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笔画数不一

定; 二是有些相邻笔画可分写或连写。
①笔画数不定

豆: 、 ，壴: 、 ，京: 、 、 ，

来: 、 ，王: 、 、 ，网: 、 。
②同一笔划可分写或分写的笔画合成一笔

白: ［20078］ 、［20076］ 。
⑵字符书写方向不定

人: ［137 反］ 、［10094 正］ ，［388］ 、

［1079］ 。

豕: ［19883］ 、［6949 正］ ，［19905］ 、

［8211］ 。
3． 易产生同形字

因为现实生活中本有些事物外形相近，通过仿

拟机制产生的某些初造字可能互相同形或形近。

如: 火［7966 正］ 与山［6822］ ，肉［31012］

、口［18617］ 与丁［339］ 。
某些仿拟的字符也可能与吸纳机制产生的某些

字符同形。如甲骨文: 宀［2858］ 与六［137 反］

，气［583 反］ 与三［14］ 。
4． 易趋向简化

文字系统中初造字产生之始，就已出现明显的

简化过程: 较为明显简化的字符主要是直接仿拟实

物的初造字。由于仿拟机制产生的初造字字符都是

与所代表事物之形相像，初造时会遵循原物面貌，字

符通常较为复杂。但一经被大量使用，书写的速度

要求将复杂的象形变成简单的象形，这样就推动和

加速了文字的简化。甲骨文仿拟的初造字都存在明

显简化的趋势。

车: ［11450］ →［11448］ →［11449］

→［11456］ →［11458］ ，简化过程非常明

晰，逐步去掉了车不重要的区别特征如车辕，保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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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区别特征车轮。

虎: ［21474］ →［10217］ →［11018］ →

［21390］ ，去掉了虎耳及身体繁复的花纹，后又去

掉了虎的花纹，甚至还可简化为只保留其头部及身

体的主要特征。
( 二) 吸纳机制对初造字的影响

采用吸纳机制所造的初造字的字符体态取决于

被吸纳符号的外观。
1． 字符形态较为固定

吸纳非文字符号而产生的初造字，异体较少，特

别是相对于采用仿拟机制造的初造字而言。被吸纳

的一般符号本身就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表意较为固

定，二是使用频率较高。这样，导致吸纳为字符后形

态就比较固定，不会出现太多异体。
2． 字符较为抽象化、笔画较为简洁

采用吸纳机制所造的字，实际上是吸纳其他符

号体系中的符号，其符号体态应该由被吸纳的符号

决定。被吸纳的符号又多为抽象符号，所以成为字

符后就更加符号化，笔画较为简洁。
四、结语

殷商甲骨文初造字采用了仿拟机制和吸纳机

制。仿拟机制所造字符多记录名物词，主要通过直

接仿拟和间接仿拟两种方式。运用仿拟机制所造字

往往具有图画性特征，容易产生较多异体，字符形态

不稳定。

吸纳非文字符号作为文字符号实际是非文字符

号的一次质的跨越，由一般符号到成为与语言中某

一语言单位发生联系的文字符号。主要包括一些表

示数词的指事性符号。因其所吸纳的符号多为抽象

符号，故字符形态较为固定并且较为抽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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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Character－form Mechanism of the Original Graphs o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f Shang Dynasty

Bai Xiaoli
Abstract: Each character’s formation has its sequence in a writing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s of whether consult on other existing graphs，

the character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original graphs and new graphs．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the thesis will analyze the character－form mechanism of
the original graphs o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 is a self－forming writing． There are two character－form mechanisms: imitating
mechanism and absorbing mechanism with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Moreover，the effect of the two mechanisms on the form of graphs is different．

Key word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e original graphs; character－formation mechanism; the form of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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