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骨軍事刻辭精細與融合研究的新成果
———讀李發專著《甲骨軍事刻辭整理與研究》①

鄧 飛  唐 燾②

  李發教授《甲骨軍事刻辭整理與研究》一書2018年由中華書局出

版,這是他多年從事甲骨軍事刻辭研究的傑出成果。該書以近600頁

的鴻篇向學界揭示了殷商時期甲骨軍事刻辭的方方面面,體現了軍事

刻辭的重要價值,適應了當前甲骨學研究發展的主流要求。我們讀完

該書,獲益匪淺。該書給我們最深刻的感受和體會就是其“精細”與“融
合”,二者完美結合在一起。我們認爲該書很好地展示了甲骨軍事刻辭

研究向精細化、融合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就此體會我們願與更多的學

界朋友分享。
甲骨軍事刻辭,指刻在龜甲獸骨上的關於一切軍事活動的文辭,包

括對戰爭準備、偵察、進攻、防禦、凱旋等吉凶禍福的占卜記錄。“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甲骨文的主體之一便是對“戎”事的占卜記錄。該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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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的戰爭與方國、軍制與軍禮、軍事組織與軍

事人物、軍事詞彙與句法等面貌,因此,研究這一軍事檔案資料具有重

要意義。在對該書“精細”和“融合”研究特色進行分析之前,我們有必

要先敘述一下其主體内容和主要觀點。

一、該書的主體內容和主要觀點

該書的主體內容可分爲七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甲骨軍事刻辭反

映的商代戰爭”。該書整理出與商有過戰爭關係的周邊方國和地區達

80個。重點討論了“方方”“ 方”“夷方”三個方國,就其與商之間戰爭

的辭例分佈、重大衝突可能延續的時間等進行了詳細考察,同時還討論

了這些方國的地望問題。其中重要觀點有:
商與“方”戰爭持續時間長,從武丁早期一直持續到商代末期。

“方”是一支主要活動在殷之西北或北方的居無定所的遊牧民族,非晉

南方國之一。商與 方之間的戰爭至少持續三年,規模較大,單次戰役

有用兵上萬人的可能。 方可能是活動於殷商西部陝西、甘肅一帶的遊

牧民族。“夷方”的“夷”爲“尸”的借字。甲骨文中的“尸”有兩種用法:
一是“延尸”之“尸”,指祭祀時代表死者接受祭祀的活人;二是借作“夷
方”之“夷”。郭沫若謂“夷”爲山東之島夷與淮夷而言,從征伐路綫與臨

近方國來看,可從。第一至四期商征夷是小規模的,到第五期帝辛十祀

大規模征夷,最後取得勝利。
第二部分是“甲骨軍事刻辭反映的商代軍事人物”。經系統整理,

甲骨軍事刻辭中從事軍事活動的人物包含三類:一是“王”;二是商王臣

屬,其或爲臣服於商的方族首領,或爲商王身邊的近臣,或爲商王的家

族成員,或爲商王派往戍邊的首領;三是商的敵方首領。列表反映了91
位軍事人物的主要事蹟及活動時代,重點討論了雀、 般、沚 、望乘、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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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五位有代表性的軍事人物。其中重要觀點有:
雀主要活動於武丁早中期,主要事蹟是:取 、翦敖、伐 、翦 邑、

翦祭、伐缶、伐亘、敦桑、敦壴、伐 、伐 、伐目、伐或,配合伐基方及“來
射”等。有學者認爲雀可能是文獻記載的重臣傅說,這一說法還有待進

一步證實。
般主要活動於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主要事蹟是:取郭人、派人去

龐地和澫地、取於夫、取於龍、取逸(逃跑的奴隸)、取於朿、伐 方、往 、
失羌、勝任王事等,以伐 方和失羌最爲典型。學界一般認爲 般即《尚
書·君奭》所謂甘盤,目前限於材料,尚難肯定。

沚 是武丁中晚期的重臣,主要事蹟是:伐巴方、土方和 方。伐巴

方持續的時間相對較長,賓一類和典賓類卜辭均見。賓一類卜辭中沚

作爲先頭部隊前往偵察和進攻,典賓類卜辭中則是隨武丁一同討伐

巴方。
望乘主要活動於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主要事蹟是伐下危。伐下

危的戰爭斷斷續續打了一年,至少是從二月到十一月。伐下危與沚 伐

巴方、婦好伐夷方、王伐龍方等有共版關係,表明它們在同一時期。
婦好主要活動於武丁中期和晚期偏早,她的壽命應該不會超過50

歲。婦好的出征事蹟有:伐巴方、伐土方、征夷方;其他事蹟有:徵集一

萬三千人參加戰爭、戰爭前期到龐地徵集眾人等。伐巴方持續了一段

時期,因爲賓一類和典賓類卜辭均有反映。伐巴方規模較大,因爲沚

與婦好共同參與,武丁亦親自出征。
第三部分是“甲骨軍事刻辭反映的商代軍事組織”。甲骨軍事刻辭

包括的軍事組織主要有“師”“族”“旅”三種。該書分別整理三類軍事組

織的相關卜辭,逐一分類排譜,得出了較前人更爲平實可信的結論。其

中重要觀點有:
“師”的性質是常設軍,商王的常設軍可稱“王師”,王自稱“我師”,

商王同姓貴族也有一定規模的常設軍,如“雀師”“ 師”“師”等。該書

指出,“師”是指商代軍事組織的泛稱。“族”的性質是非常設軍,其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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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農時耕種、閑時訓練的族兵。“旅”不是一級軍事編制,也不是常設軍

隊,而是農時勞作、閑時集中訓練、戰時徵集入伍的“民兵”。它屬於某

一家族,作戰時可稱某族。
第四部分是“甲骨軍事刻辭反映的商代軍禮”。軍禮是《周禮》所載

五禮之一,但遺憾的是,《儀禮》所載儀節獨缺軍禮。經前人和該書的努

力研究,可以明確知道商代甲骨軍事刻辭中包含兩個方面的商代軍禮:
一是校閱禮,二是戰爭禮。其中重要觀點有:

校閱禮即通過田獵活動檢閱、選拔、訓練士兵,卜辭載有“立中、立
事(建旗聚眾)”“蒐田(訓練檢驗)”等儀節,蒐田行爲還涉及“蒐田活動

前的告廟禮、遷廟禮、占卜”“蒐田過程中祭天帝山川禮”“蒐田結束後的

獻捷禮、饗燕禮”。戰爭禮包括“祭上帝”“祭土神”“告廟”“命將”“占卜”
“祭隨遷之廟主和社主”“凱旋、返主、獻俘、祭祖禮”等。

第五部分是“甲骨軍事刻辭所用行爲動詞”。動詞作爲句子的中

心,是句法和語義的主要表現者。該書對甲骨軍事刻辭中的軍事動詞

進行了重點考察,整理出與軍事行爲有關的動詞72個,動詞性固定詞

組3個。從三個角度予以考察:一是從字形、詞義角度,意在對前人的

考釋成果做出考辨,提出作者的觀點;二是從詞的群聚角度,意在考察

軍事動詞之間的意義聯繫;三是借用“配價理論”,考察動詞的價數及其

與名詞結構的微妙關係。其中重要觀點有:
“立中”的本義是在空曠地上豎旗或巾幡用以聚眾,或作爲測日影

觀氣象之工具。該書討論的是它的引申義,即竪旗聚眾,集結士卒,從
事校閱或征伐。“立中”本爲短語,後凝固成一個詞,從構詞理據來講,
爲動賓式複合詞。

萑(雚)在卜辭中有四種用法:一是作動詞,讀作“獲”;二是讀作

“灌”,古代祭祀時奠酒獻神的一種儀式;三是讀作“觀”,意爲監視、偵
視;四是同“舊”。萑(雚)作爲軍事動詞,表示監視、偵視義時用其假

借義。
卜辭中“ ”與“正”有區別,區別在於:一是“正”僅用於商征伐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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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大量用於敵方進攻商及其友邦,少量用於商進攻敵方;二是“ ”
有“ 于”“隻 ”的用法,而“正”沒有;三是“ ”的對象可以是商及其友

邦,也可是獵物,而“正”則不用於田獵。可見“ ”與“正”是兩個不同的

字,“ ”的本義不明,表示敵方前來進攻,可能是其引申義。
軍事刻辭中72個動詞的配價情況是:一價動詞13個,占18.06%;

二價動詞57個,占79.17%;三價動詞2個,占2.77%。與現代行爲動

詞的配價情況大致相符,古今差異不大。
第六部分是“甲骨軍事刻辭所用句型”。該書首先以“望乘伐下危”

“沚 伐土方”兩件個案所用句型進行詳細排比,採用表格形式進行逐一

呈現。然後對命辭使用的單句與複句句型進行分別描寫。其中重要觀

點有:
以“望乘伐下危”爲例,句型分析的結論是:運用了單句和複句兩種

形式,複句包含廣泛使用的假設複句和僅見2例的目的複句。含“望乘

伐下危”這一分句的句型可以概括爲:(AV1)+(S)+(AV2)+(V1)+
(OS)+V2+O2+V3+O3。如果句中的AV2 爲“叀”或“勿隹”,其後動

詞的賓語要前置。“望乘伐下危”事件中的句型是:(AV1)+(S)+AV2
+O+V1+(V2)+(O2)。此型亦是前述句型的變式。

單動詞軍事刻辭的句型是:AV+S+AV+V+O+CO。它有18
種變式,其中16種是SVO語序,同漢語的主流語序相同,有2種句型

是SOV,其賓語前置是在“叀”“隹”出現的情況下產生,這兩詞可稱爲

“焦點標記”。
單句中的17種連謂句型,主要是兩個動詞結構構成的連謂式,僅

有1種句型是由三個動詞結構構成,16種句型是SVO語序,1種句型

是由“叀”“隹”作標記的SOV語序。

36種常見兼語句型,兼語後是簡單謂語形式的兼語句16種,前置

兼語後是簡單謂語形式的兼語句4種,前置兼語後仍爲兼語式的兼語

句1種,兼語後是雙賓語的兼語句1種,兼語後爲連謂式的兼語句11
種,前置兼語後爲連謂式的兼語句3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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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句句型主要是一層複句,有並列複句、順承複句、選擇複句、假設

複句、因果複句、目的複句、按斷複句等類型,其中並列複句和假設複句

最爲常見。
第七部分是“甲骨軍事刻辭所涉語義角色”。甲骨軍事刻辭中的語

義角色主要反映在七個方面:施事、受事、與事、原因、對象(目標)、時
間、空間。其中重要觀點有:

施事:發出軍事動作或行爲的主體。施事者作爲戰爭的主體,要麼

是商王,要麼是商王派出的軍事首領,要麼是軍隊,要麼是敵方。施事

者一般在句中作主語,偶爾作賓語。
受事:軍事動作或行爲的承受對象。軍事刻辭中,受事者一般是周

邊邦方。從語義上說,受事者作爲謂語動詞的支配和承受對象,一般作

賓語,但有的受事者形式上卻作了介詞的賓語,構成介賓短語充當謂語

的補語。
與事:發出軍事動作或行爲的參與者。甲骨文中的“與事”語義上

與“施事”功能相近,也是軍事行爲的發出者,但句法上要分析爲標記詞

“比”的賓語。
原因:動作行爲的原因、來源或依據。軍事刻辭本身看不出戰爭行

爲的原因,作者討論的原因並非軍事動詞反映動作行爲的原因,而是與

軍事活動相關的祭祀行爲的原因。
對象(目標):謂語動作和行爲間接涉及的對象或要達到的目標。

根據動詞的“及物性”和“控制度”,可將軍事動詞分成四類,其中第二類

動詞的賓語是動作涉及的物件,第三類動詞的賓語是動作達到的目標。
時間:動作行爲發生或經歷的時間。商代軍事活動頻發生於兩個

時期:一是歲末,即10-12月(閏月有13月與14月);二是歲中,即5-
7月。戰爭時間選用干支也有一定傾向。

空間:動作行爲發生的空間。主要有三類:一是殷都安陽,即戰場

後方———最高指揮者商王所在地,卜辭較少;二是戰爭前綫,大部分是

方國所在地或商之邊邑;三是行軍所經之地或駐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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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該書的“精細”研究

該書給我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其將“精細”與“融合”二者完美結合

起來研究。就其“精細”研究而言,主要體現在語義的精細分類、最新甲

骨綴合語料、排譜理念與微細斷代思想的介入、“精細”的研究方法四個

方面。下面結合具體用例來感受該書中的“精細”研究。

(一)語義精細分類

從1899年至今,甲骨文發現已有120年的歷史。對甲骨文的研究,
從1904年孫詒讓出版的第一本甲骨文研究專著《契文舉例》起,已有

115年的研究歷史。甲骨文的研究已由最初的混沌摸索階段發展到現

在的科學、全面、系統、深入且細緻的階段。到目前爲止,甲骨文研究主

要集中在下列六個方面:第一,著錄整理,包括甲骨綴合、校重;第二,文
字考釋;第三,分期斷代,包括分組分類;第四,卜法、文例研究;第五,語
言、文字研究;第六,相關學科研究,包括殷商史、殷商曆法、殷商地理、
殷商禮制、殷商制度、殷商考古等多學科的研究。甲骨文研究對整個漢

語史研究意義重大,“它提供了大量未經竄改的時地準確的新鮮語料,
將漢語史研究的時代向前延伸了三百多年,使我們能做到在現有條件

下最大限度地追根溯源,可以補充和糾正許多漢語史研究中的成說,也
可以揭示一些先秦漢語中已消失的語言現象,給漢語史研究以重要的

啓示”①。
就甲骨文內容分類研究而言,也由早期的分類粗略狀態逐漸到現

在的精細階段,研究更加細緻、深入。孫詒讓《契文舉例》最早按照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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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的類別進行分類,分爲釋月日、釋貞、釋卜事、釋鬼神、釋人、釋官、
釋地、釋禮八個部分。雖然孫氏主要按照字詞的意義分類,研究也以字

詞考釋爲主,但這一分類形式確立了甲骨文按內容分類的雛形,對以後

甲骨文的分類研究意義重大。其後羅振玉、郭沫若等在編排甲骨著錄

書時也按照內容分類形式進行編排,只是各自的具體分類形式有所

不同。
郭沫若《卜辭通纂》就按照干支、數字、世系、天象、食貨、征伐、畋游

及雜纂八個方面編排,其中的天象、征伐、畋游到現在爲止都是甲骨分

類研究中的重要板塊。其後甲骨內容分類研究更加精細化和深入化,
並在分類的基礎上結合了分期斷代的研究成果,確定了分期分類研究。
所謂分期分類研究,即在前人分期斷代的基礎上將卜辭按照主題分類

進行研究。到目前爲止,甲骨文的分類研究主要涉及軍事、祭祀、田獵、
農業、天象、時間、人物、地理等多個方面。《甲骨軍事刻辭整理與研究》
一書即是甲骨分類研究中軍事研究的一個代表。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軍事是古代社會生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甲骨軍事刻辭作爲我國最早的軍事文獻,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義。
該書即以甲骨刻辭的分期分類爲研究基礎,以甲骨軍事刻辭爲研究對

象,全面、深入且細緻地分析武丁至帝辛時期甲骨軍事刻辭中所包含的

關於商代戰爭、商代軍事人物、商代軍事組織、商代軍禮四個方面的內

容,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給出了更合理的結論。同時在研究商代軍事

具體內容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探索甲骨軍事刻辭中所涉及的語言問題,
分別從詞彙、句型及語義三方面進行論述,對軍事動詞、句型及語義有

了更好的剖析,有利於更好地理解軍事刻辭的意義與內涵。

(二)利用最新甲骨綴合語料

甲骨文發現已有近120年的歷史,甲骨綴合也有百餘年的歷史。
甲骨綴合的這百餘年,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從1917年王國維首次

綴合甲骨到1938年是第一階段;1939年曾毅公出版綴合專書到1977
年是第二階段;1978年《甲骨文合集》出版,標誌着甲骨綴合進入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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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①。蔡哲茂《甲骨綴合集》《甲骨綴合續集》《甲骨綴合彙編》、林宏明

《醉古集》《契合集》、黃天樹《甲骨拼合集》《甲骨拼合續集》《甲骨拼合三

集》《甲骨拼合四集》等甲骨綴合專著的出版,標誌着甲骨綴合已從早期

的初級發軔階段發展到現在的深層次、多角度新階段。
新的綴合成果層出不窮,現階段主要形成了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爲基地的甲骨綴合發表網站,更新迅速,
綴合成果層出不窮。甲骨綴合爲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促
進了甲骨學的發展,開拓了甲骨學研究的新視角,意義重大。

該書善於利用最新甲骨綴合語料。在整理甲骨軍事刻辭材料時,
不僅全面整理已公開出版的甲骨著錄,而且窮盡性地整理與軍事刻辭

相關的最新甲骨綴合成果,力求使甲骨軍事刻辭的語料更全面、更準

確,從而在研究材料的基礎上得出軍事刻辭的相關的準確性、合理性的

結論。該書各個章節的例證說明中都使用了大量綴合材料,使軍事內

容更加完整與豐富。
第二章第二節“商與方方之間的戰爭”師小字類“方來攻商”部分近

40片甲骨材料就有《合集》20408+《合集》20420、《合集》20436+《合集》

20438+《乙編》385等5片綴合材料。又如《拼集》130=《合集》8538+
《合集》5240,兩片甲骨各自零碎,經綴合後內容完整,“貞 方其來王自

鄉”,黃天樹指出是卜問 方來犯,王是否親自迎戰。該書根據綴合後的

材料指出是卜問 方來犯,王是否親自“饗”祭祖宗神靈,祈求授佑。該

書給出了自己的新觀點,對以往研究成果有所補充。另外,該書後整理

有“所引綴合成果出處表”,共使用綴合材料260組,按《合集》著錄號依

次排列,給出綴合出處及書中使用的綴合部分,不僅使讀者一目了然,
也方便統一查閱與甲骨軍事刻辭相關的綴合材料。

(三)排譜理念、微細斷代思想介入

該書在全面整理商代軍事刻辭材料的基礎上,在研究具體問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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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排譜理念與微細斷代思想,使全書條理清晰,邏輯順暢,結論可靠。
該書全書,特別是軍事事實相關研究部分,大量使用分期分類的排

譜理念。商代軍事戰爭、軍事人物、軍事組織中的相關研究基本上均是

按照研究對象在各時期、各組類的具體分佈進行排列,並根據這些排列

進一步分析研究,得出結論。就小範圍的具體事件而言,排譜理念也用

得淋漓盡致。如該書中討論“帝辛十祀伐夷方”事件時,通過對41版

124條卜辭進行整理、繫聯與排譜,歸併成106個具體事件。並根據這

些卜辭中出現的時間及地名進行繫聯,得出了具體的征夷方綫路圖及

相關結論———在伐夷方的過程中,在攸地停留時間最長,後一直在攸地

附近的舊、 、淮、 、萅、 、 、 等地活動,再到攸地的邊邑永,後於正

月丙午到攸,在攸地停留32天。由此可知,攸應是攻打夷方的前綫。
征夷方的行程於十祀九月甲午從大邑商出發,經過九個月,至十一祀五

月癸卯回到田獵區 地,共計250天。
美國學者夏含夷提出了“微細斷代法”,他將六十干支分別編號,甲

子爲1,乙丑爲2……癸亥爲60。“一月甲子”爲“1/1”,“十月癸亥”爲
“10/60”,以此類推。他指出:

爲了比較這些不同月中的參量,我們必須將它們全部換算到

一個相同的月份中去。最方便的辦法是將其全部換算到當年的正

月中。如前所述,陰曆中的月份明顯地是由有三十日的大月和有

二十九日的小月有規律地交替組成,則向一月的轉換可極方便地

表現爲由單月前推若干二個月(即五十九日)的時段。五十九日正

好是六十日一個干支周期減去一日,因此每前推一個時段就要求

在那個參量的首尾各加一日。①

簡單地說“微細斷代法”即是一條卜辭只要有干支和月份作爲標

記,就可以推出該月份所在年的1月1日的參數量(即干支區間),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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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或兩條以上卜辭所推出的1月1日所在干支區間相容,就可以說明

它們所占事件可能發生在同一年,反之,就不會在同一年。該書爲了更

準確地推算某些戰爭具體發生的時間或者某方活動的時間,大量使用

“微細斷代法”,更加準確地推算了某些戰爭的發生時間和持續時間,這
對了解戰爭本身以及戰爭雙方人物的具體活動時間具有重要的參考

價值。
該書爲了明確商與 方戰爭的持續時間,通過繫聯“辛未令伐 方”

“ 方圍我奠翦四邑”等六組事件,並結合這六組事件的卜辭群體中包含

的月份時間與干支時間,再結合“微細斷代法”,得出了六組事件中第

一、二、六組事件發生在一年,第三與四、五組事件發生在兩年,第一、
二、六組事件與第三、四、五事件之間發生的時間不相交,因此兩者發生

的事件不在同一年,最後結合這六組事件整體反映的時間推測出商與

方戰爭時間持續至少三年。而這一推測的結果與干支驗對推斷的商與

方戰爭持續時間吻合,證明了運用“微細斷代法”推測結果的合理性。

(四)“精細”的研究方法

該書使用的一些研究方法也體現出“精細”研究。書中除了使用一

般或傳統的研究方法外,還創建性地使用了一些精細的研究方法,如
“干支驗對法”“地名繫聯法”與“文獻對勘法”結合使用,這些方法對於

解決具體問題作用重大。所謂“干支驗對”,指將含有月份的干支置於

六十甲子表中,假設每月30天,驗對兩個月份的干支之間的相差天數

能否分屬兩個月份。書中討論師小字類方來攻商的時間問題,通過排

列卜辭,逐一分析干支與月份的對應情況,及各卜辭中干支的對應情

況,指出辭例中的干支和月份在二月癸酉與五月壬申之間不能相容,由
此表明方來攻商的行爲不可能發生在一年之內,至少跨了兩個年頭。
“干支驗對法”常與“微細斷代法”結合使用,二者相互驗證,共同保證書

中時間推算的可靠性。
孫詒讓《契文舉例》最早考釋卜辭中所見之地名,其後王國維《殷虛

卜辭中所見地名考》一文結合後世文獻對勘考釋地名。但只憑文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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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不免出錯,其後郭沫若提出了“地名繫聯法”考釋地名。爲了保證考

釋地名的準確性,該書將“地名繫聯法”與“文獻對勘法”二者結合使用。
如書中在討論沚地的具體地望時,主要根據卜辭反映的與沚在地理上

有密切聯繫的土方、 、馬方、或、羌方來推斷。而在確定土方、 、 方、
馬方、或、羌方的具體地望時又主要結合《春秋》《左傳》《墨子》《史記》
《後漢書》等文獻中出現的相關地名來推算。最後得出了“沚其東有商,
東北有土方,北方有羌方,西方有 方,附近有 ,地望在今山西南部”的
結論。

三、該書的“融合”研究

該書不僅注重“精細”研究,也注重“融合”研究。就“融合”研究而

言,主要通過系統論的觀點、學科的融合研究、宏觀與微觀的互鑒、出土

文獻與傳世文獻二重證據及傳統與理論更新有機融合五個方面來

展現。

(一)系統論的觀點

前面簡單論述過120年來甲骨學大致的研究情況。就商代甲骨軍

事刻辭而言,前代學者也有比較豐碩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軍事刻辭

的整理、商代戰爭、商代軍制、商代軍禮、商代軍事人物以及與商代軍事

相關的田獵、方國地理與經濟等方面的研究,主要側重於軍事活動中的

某個方面進行深入研究,傾向性較強。從系統的角度研究甲骨軍事刻

辭的成果較少,《早期奴隸制社會比較研究》中有《商代軍事制度》一章,
論述了商代武裝力量體制、兵種及軍事組織編制、兵農合一的族兵、軍
事訓練等問題①。但篇幅有限,很多問題未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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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山、羅琨《夏商西周軍事史》對甲骨文各時期的重要戰爭進行

了論述①,但主要側重於戰爭,很多問題也未涉及。其後羅琨《商代戰爭

與軍制》一書論述了成湯滅夏的戰爭、商代前期的戰爭、商代後期的戰

爭、商代的軍事制度、商代的軍事裝備與國防、商代的軍禮和軍事思想

等方面的內容②。雖對商代軍事面貌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研究,但也有很

多內容未涉及。總體來說,商代軍事刻辭綜合研究不足,系統性不強。
《甲骨軍事刻辭整理與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與甲骨軍事

相關的內容均納入其中,通過開闊的視野、系統的方法得出了更符合實

際的結論。首先窮盡性地收集與整理了甲骨軍事刻辭4423片,對軍事

刻辭的材料進行了系統整理。其次內容上也進行了系統整合,不再只

是對商代軍事刻辭進行點或綫的描述,而是進行面的整合與研究。該

書主要將軍事刻辭分爲了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是有關軍事事實的研

究,主要從商代戰爭、軍事人物、軍事組織、軍禮四個方面入手,全面、深
入且細緻地剖析商代軍事事實反映的方方面面;二是從軍事語言入手,
分析與軍事刻辭有關的詞彙、句型及語義三個方面,全面、深入且細緻

地剖析商代軍事刻辭語言反映的方方面面。兩方面中又包含各自的小

系統,一環一環相互銜接,共同構成軍事事實與軍事語言兩大系統,最
後將軍事事實與軍事語言二者結合起來,共同構成了系統完整的商代

軍事刻辭的全貌。

(二)學科的融合研究

該書內涵豐富,不僅運用了一般文字學的知識,還運用了語言學、
歷史學、文化學等方面的知識,對甲骨文中的軍事資料進行了細膩的考

量,得出了一些新穎的意見和具有啟發性的推測。
該書第六至八章主要運用語言學知識探索甲骨軍事刻辭中的語言

現象。第六章總結了甲骨刻辭中使用的軍事動詞,並在此基礎上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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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場理論知識將這些軍事動詞根據不同的類聚現象納入關係義場、
同義義場及枝幹義場三個不同的語義場,由此更清楚地了解各軍事動

詞之間的語義關係。最後運用配價理論,根據這些軍事動詞與名詞性

成分的組合情況,分爲一價動詞、二價動詞、三價動詞,並總結甲骨軍事

刻辭中大量動詞爲二價動詞。第七章以“望乘伐下危”與“沚 伐土方”
兩個句型爲例總結了甲骨軍事刻辭中包含的單句句型與複句句型,有
利於更好地掌握軍事刻辭及其相關的句型。第八章是從語義角度入

手,將軍事刻辭分爲施事、受事、與事、原因、對象、時間、空間七個語義

角色,對理解軍事刻辭的語義內涵有重要意義。具體的用例如“呼”與
“令”均有命令的含義,但“呼”的含義更廣,除了一般的命令義,還有呼

召、報告等意義。但二者均可表示一般的命令,且如果涉及重要的軍事

行動,均應有莊重的冊命禮儀。
該書運用了很多歷史學的知識探索甲骨軍事刻辭中包含的歷史事

實。甲骨文是商人的刀筆文字,其本身也是一種歷史資料。就歷史學

的角度來看,該書最主要的是利用了斷代分析法與歷史事實考辨法。
如在研究商與方方的戰爭情況時,將整個商代分爲武丁早期、武丁時

期、武丁中期、武丁晚期、武丁至祖庚期、祖庚至祖甲期、廩康至武乙期、
廩康至文丁期及乙辛期幾個階段,得出商與方方的戰爭從武丁早期一

直持續到商代末期。另外軍事刻辭中反映的商代軍事制度、具體軍事

事件、重要軍事人物等均可以結合歷史學的相關知識進行考證。利用

歷史學的相關知識對研究軍事刻辭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反過來,軍事刻

辭的研究對豐富商代的軍事事實、軍事制度、地理、方國、人物等方面也

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從目前知道的歷史源頭溯清中國軍事發展狀況

及相關知識。
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承載了豐富的文化內涵。甲骨軍事

刻辭中承載了豐富的軍事文化,軍事禮制尤其突出。軍禮是《周禮》所
載的五禮之一,但《儀禮》所載的儀節部分獨缺軍禮。該書從甲骨軍事

刻辭入手,提煉了卜辭中反映的商代軍禮———校閱禮與戰爭禮。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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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閱禮是通過田獵活動檢閱、選拔、訓練士兵的儀節,包括“立中”“立
事”“蒐田”等儀節,其中“蒐田”儀節比較豐富,涉及“蒐田活動前的告廟

禮、遷廟禮、占卜”“蒐田過程中祭天帝山川禮”“蒐田結束後的獻捷禮、
饗燕禮”等具體的儀節。商代戰爭禮,包括“祭上帝”“祭土神”“告廟”
“命將”“占卜”“祭隨遷之廟主和社主”“凱旋、反主、獻俘、祭祖禮”等儀

節。從該書中我們可以了解商代軍禮的具體儀節,也可以填補文獻中

缺失的商代軍禮文化,對於豐富我國早期的軍事文化十分有益。
綜上,該書涉及文字學、語言學、歷史學、文化學等多個學科的知

識,各學科相互融合,相互貫通,共同匯入甲骨軍事刻辭研究,擴展了軍

事刻辭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三)宏觀與微觀的互鑒

該書將宏觀與微觀相結合,二者互鑒,共同爲甲骨軍事刻辭研究

服務。
從宏觀層面來看,就研究材料而言,據不完全統計,目前甲骨數量

達15萬片之多①,該書着眼於目前出版的所有甲骨著錄及綴合成果,從
如此巨大的甲骨數量中整理出軍事刻4423片,做到了材料整理的宏觀

與全面。就研究內容而言,該書研究甲骨軍事刻辭從軍事事實與軍事

語言兩方面出發,軍事事實涉及商代戰爭、軍事人物、軍事組織、軍禮四

個方面,軍事語言涉及詞彙、句型、語義三個方面,系統地研究了軍事刻

辭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僅選取其中小的方面,做到了研究內容的宏觀與

系統。就研究範圍而言,該書以甲骨軍事刻辭爲研究對象,以甲骨學的

相關知識爲本體研究,但是同時涉及文字學、語言學、歷史學、文化學、
考古學等多種學科的研究,做到了研究範圍的宏觀與全面。就研究方

法而言,該書爲了得出更加合理的結論,運用了如材料分析法、傳世文

獻與出土文獻二重證據法、共時與歷時研究法、結構分析法、語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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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多種研究方法,做到了研究方法的宏觀與多樣。
從微觀層面來看,就研究材料而言,該書在眾多甲骨材料中選出了

4432片軍事刻辭。同時對這4432片甲骨材料進行仔細分析,不僅僅關

注了其中刻寫的內容,同時也關注甲骨的形態、字體、鑽鑿等各方面內

容,從而爲進一步的分期分類研究作準備,做到精選材料的細緻與精

確。就研究內容而言,該書除了從宏觀的角度關注整個軍事活動,還注

意到了其中比較細小的問題,如通過甲骨材料中刻寫的干支時間推測

出整個商代軍事活動的主要發生時間;通過一個軍事動詞研究其字形、
詞義、相互關係及句子成分等多個方面的內容以期對其有更好的認識。
以上種種做到了研究內容的微觀與細緻。就研究範圍而言,該書在把

握宏觀層面時也沒有忽略微觀的甲骨學本體的研究。該書的研究對象

是甲骨軍事刻辭,限定是甲骨材料,該書始終遵循這一基點,全書表現

出對甲骨本體研究的熟悉與關注,而沒有出現有些從歷史角度研究甲

骨造成忽視甲骨學本體研究的情況,做到了研究範圍的微觀。就研究

方法而言,該書除了運用一些宏觀、系統的研究方法,還使用了“微細斷

代法”“干支驗對法”“地名繫聯法”“文獻對勘法”等多種微觀的研究方

法,從微細的研究層面出發,分析並解決這些細小問題,做到了研究方

法的微觀與細緻。

(四)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二重證據

1925年,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首次提出“二重證據法”,他說: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

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說明古書之某部分全

爲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

法,惟在今日始得爲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

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①

地下之新材料即出土文獻,紙上之材料即傳世文獻,將二者結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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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相互印證,相互補充,共同考證二種材料之真實性。
甲骨文屬出土文獻,埋藏地下三千餘年,沒有經過時間的流變而改

變它本身的內容,真實性強,是研究商王朝的可靠史料,但是因爲時間

久遠,釋讀存在問題;傳世古籍屬傳世文獻,由人們手筆相傳,流傳至

今,釋讀一般不存在問題,但由於流傳久遠,保留有時代的印記,還原性

欠佳,同時保留下來的商周古籍較少。因此研究商代須將傳世文獻與

出土文獻結合起來,能夠同時保證二者的有效性,保證結論的可靠性。
該書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有機結合,保證了軍事刻辭相關研究

內容的可靠性,同時爲傳世文獻所欠缺的商代軍事活動進行了補充。
如《左傳》《國語》等古籍中均記有“三軍”之制,甲骨刻辭中也保存有“三
”(《合集》3306)之制,由此可見在商代就存在作戰分三隊的陣法。又

如《周禮·夏官·大司馬》明確記載大司馬會在不同時令教習兵士,再
以田獵之事檢驗,主要包含建旗聚眾、排兵佈陣、使用兵器、熟悉軍令、
田蒐檢驗及獻禽祭祀等禮儀,科學縝密,周到細緻。商代甲骨卜辭中保

存有建旗聚眾和訓練檢驗的禮節,分別通過“立中”“立事”與“蒐田”活
動反映。甲骨軍事刻辭中的制度或禮節在傳世文獻中能找到印證,可
以證明前期釋讀與理解的正確性。傳世文獻中的制度或禮節在出土文

獻中得到印證,可以爲其溯源。二者相得益彰。

(五)傳統與理論更新有機融合

甲骨軍事刻辭保留了商代語言的原貌,經過對其軍事行爲動詞的

研究和分析,以及軍事刻辭句法與語義角色的研究,爲商代語言研究及

漢語史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材料。
該書在分析軍事刻辭的句型時使用了傳統的結構主義分析方法,

主要對甲骨軍事刻辭中的命辭進行了結構分析。首先將這些句子分爲

單句句型與複句句型兩種類型,單句句型中又細分爲單動詞句、連謂

句、兼語句三種形式。總結單動詞句有V、AV+V、AV+V+O、S+V、

S+AV+V等18種句型;連謂句有V1+V2、AV+V1+V2、S+AV+
V1+V2、AV+S+AV+V1+V2 等17種句型;兼語句有兼語後是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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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語形式的兼語句(AV1)+(S)+(AV2)+V1+OS+(AV3)+V2+
(O)+(CO)、前置兼語後是簡單謂語形式的兼語句(S)+叀/勿隹+OS
+V1+V2+(O)+(CO)、前置兼語後仍爲兼語式的兼語句叀+OS+
V1+V2+OS+V3+O、兼語後是雙賓語的兼語句V1+OS+V2+O間

+O直、兼語後爲連謂式的兼語句(S)+(AV2)+V1+OS+(AV3)+V2
+(O)+(CO)+V3+(O)+(CO)、前置兼語後爲連謂式的兼語句叀+
OS+V1+V2+(O)+V3+(O)等36種句型,另有特殊兼語句型。複句

句型分爲聯合句型、偏正句型和多層複句,書中對多層複雜句型進行了

層次分析,如《合集》6087反“[曰]:庚其 異;︱(按斷)吉,
 

|||(因果)受又,

‖(並列)其隹壬不吉”,第一層爲按斷關係,第二層爲並列關係,第三層爲

因果關係,層層分析,將句子分析得透徹曉暢。
該書除了運用傳統的結構主義分析方法分析句型外,還運用了配

價理論分析軍事動詞。配價理論意在說明一個動詞能支配多少種不同

性質的名詞性短語的數量。書中按照原子句(基礎句)的規則,同時壓

縮一些軍事刻辭的相關句子,確定了軍事動詞的價數。確定的72個軍

事動詞中,一價動詞13個,二價動詞57個,三價動詞2個。甲骨軍事刻

辭中軍事動詞爲二價動詞的占絕大多數,表明軍事行爲涉及的戰爭雙

方,即動作的施事者與受事者。一價動詞較少,表明動作行爲衹有施事

者,且反映在戰爭過程中即是戰爭準備階段或結束階段。三價動詞爲

“ ”“肈”,爲供給類動詞,帶雙賓語。
另外爲了更好地理解卜辭含義與深層次的內涵,該書還引進了語

義角色分析,即以動詞爲中心考察與它相聯繫的名詞性成分、介賓短語

所表達的意義內涵。書中將軍事刻辭的語義角色分爲七個方面:施事、
受事、與事、原因、對象、時間、空間,分別考察。如從動作行爲發生或經

歷的時間來看,書中列表反映了所有月份時間相關卜辭涉及的軍事活

動,即所有年份中一月至十四月所發生的軍事活動,得出了一年十二個

月(閏月包括十三月、十四月)中各月均有軍事活動,但主要發生在兩個

時期:一是歲末,即十月至十二月(閏月包括十三月、十四月),這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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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最多;二是歲中,即五月至七月。通過深入的語義角色分析,得出了

更深層次的商代軍事活動活躍的時間範圍。
綜上,李發教授《甲骨軍事刻辭整理與研究》一書主要從“精細”與

“融合”兩個方面展現了甲骨軍事刻辭的相關內容,內涵豐富、結論可

靠,閱讀後能直觀了解甲骨軍事刻辭的方方面面,得到不同的收穫。該

書也充分顯示了其扎實的甲骨學、文獻學及語言學功底,顯示了其理論

運用上的創新與獨特見識,顯示了其始終站在學術前沿的優良學風與

堅持不懈的學術態度,這些都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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