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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文字骨刻文的释读方法
刘凤君

摘要：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商代中期的骨刻文，说明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根据田野考古的调查，

结合科学测试结果，可以确定骨刻文距今约3300—4600年，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目前已发现近3000个

字符，其字体造型可分为写实物象型、主干分枝型和中心圆型或近似圆型三大类。释读骨刻文的方法主要

有：考古类比直读图像解形法、历史考据法、指事组合破译法、与甲骨文金文比较顺读法、与彝文比较释读

法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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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骨刻文就常在文物考古工作者手铲下出土，后被许多文物爱好者收藏，2005

年以后通过笔者鉴定研究，被认定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整个过程长达半个多世纪。发现一种古文字

很重要，把它释读出来同样重要。根据骨刻文的字体造型，结合前人的释读经验，笔者认为，骨刻文的释读

主要有考古类比直读图像解形法、历史考据法、指事组合破译法、与甲骨文金文比较顺读法、与彝文比较释

读法五种方法。

一、中国早期文字骨刻文

2005年春天，笔者在济南文物爱好者手中发现一块上面刻着花纹的小骨头，当时笔者认定，这是一件

很重要的文物，上面刻划的应该是中国早期文字。这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2007年，笔者发现和鉴定

了昌乐的一批有刻划符号的骨头，认定这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属东夷文字，是中国早期的图画象

形文字。2008年，笔者据此出版了《昌乐骨刻文》一书④。2009年下半年，在昌乐骨刻文的研究基础上，笔

者将其定名为“骨刻文”。

骨刻文距今约3300—4600年，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主要依据有五点：(1)这些骨头上刻划的字符很

多，应该是一种文字记事现象；(2)这些刻划符号多是人物、动物和植物的图象形符号，“书画同源”在这里

得到了很好解释；(3)这些刻划符号的布局和结构有规律可循，有些偏旁多次重复出现；(4)已经出现成行

刻字，有的几个字，有的十几个字，有的则多达几十个字，辞章已经出现；(5)近几十年，考古工作者多次发

掘出土了带刻划符号的骨头，而学术界普遍认为，龙山文化是有文字的时期。

骨刻文和甲骨文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一是骨刻文产生和使用距今约3300—4600年，甲骨文始起年代

距今约3200年，两者衔接密切。二是在安阳和济南都发现了骨刻文，两者风格有前后继承关系。三是两

者都主要以骨头为载体，甲骨文发展为成熟文字，载体只用龟底甲板和牛肩胛骨。四是骨刻文发展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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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几十字成行的布局大量出现，为甲骨文的章法布局奠定了基础。五是两者字体造型都是在象形和指事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骨刻文后期的字变化较大，字体的图画性逐渐减弱，符号性增强，有的与甲骨文造

型基本相似。笔者已释读的尧、舜、龙、凤、豕、犬、鹿、人、鸟等字，都与甲骨文有一脉相承关系。六是后期

用于宗教祭祀的骨刻文逐渐增多，也出现了在肩胛骨上钻凿、烧灼占卜和刻字记事现象，这种做法和目的

直接为甲骨文所继承。

骨刻文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极大关注，被认为是本世纪初的惊世发现，《大众日报》、《光明日

报》和新华网等均有报道①。2008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刊发了《昌乐骨刻文破译出哪些信息》一文。

文中说：昌乐骨刻文“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000年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古文字出现时间将大大向前推进，甚

至已知的中国文字发展史也有可能发生改变。”2010年2月25日，山东大学举办了“骨刻文座谈会”，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志民教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所长张学海研究员等与会专家认为，骨刻文的发现与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课题，具有国际意义。”②当

然，目前学界也还有一些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这些骨头上的符号，不是人工刻划，而是虫蛀或草根腐蚀

的；有的认为，这些刻划是符号并不是文字，如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宇信就明确指出，昌乐骨刻文是

“骨头上刻一些花，那绝对不是文字”③。等等。目前对骨刻文的认识虽还未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但继续

深入研究和释读骨刻文非常重要。

二、骨刻文的释读方法

从目前所掌握的一千多块刻字骨头和属于骨刻文时期的几件刻字玉石器和刻字陶片来看，骨刻文约

有3000多个字符。其字体造型大体可分为写实物象型、主干分枝型和中心圆型或近似圆型三大类，这为我

们释读骨刻文提供了较科学的依据。

“汉字自古至今因袭发展，几千年来一直延续使用。但是，由于古今异世，汉字无论是字形、字音或字

义，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同字而不同时代的形体，有时差别很大。有的字因时代变迁已失去使用意义，

成了死文字；今天虽又重新发现，但音义俱失，难以辨认。因此，有很多古字必须经过科学的考释才能认

识。”④所以对骨刻文的释读很重要。因为只有把它准确地释读出来，我们才能得知古人所要传递的信息。

根据骨刻文的字体造型，结合前人的释读经验，我们认为，释读骨刻文可采用考古类比直读图像解形法、历

史考据法、指事组合破译法、与甲骨文金文比较顺读法、与彝文比较释读法五种方法。

(一)考古类比直读图像解形法

许多骨刻文的字体造型属于写实型，所以对图像直接释读就可以知道它的意思。临淄皇城龙山文化

广吣．
遗址出土刻字石镞，上面阴线刻的两个图画是象形字，分上下排列：上是“>—i矿(豕)”字，下是

巴?f．漕“弋弋～(犬)，，字。t·豕，，字的造型很生动：嘴巴长长，身躯浑圆，根根鬃毛清晰可辨，腿作行走状，其
尾巴最有特点——短而适度下垂，是一头家庭喂养猪的形象，与河姆渡文化阴线刻陶猪和大汶口文化捏塑

陶猪的造型十分接近。商代甲恩文‘。萝(豕)，，字和周代金文‘。偷(家)，，字的偏旁‘‘豕，，字'彳艮容易看出
是从石镞刻文发展来的，并开始向符号简化，趋向规范统一。《说文解字》解释：“竭其尾，故谓之豕。⋯‘犬”

①卞文超：《刘凤君：解码昌乐骨刻文》，《大众日报》2008年9月5日；赵秋丽、吕善锟：《昌乐骨刻文被破译出哪些信息》，《光明日报》

2008年12月12日；新华网山东频道：《研究早期文字的奠基之作(昌乐骨刻文)面世》，《新华网山东频道》2008年12月16日。

②刘凤君编著：《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125页。

③中国新闻网：“网络时代的汉字文化”视频访谈，2010年10月28日。

④高明著：《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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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造型也很生动。长有利齿的大嘴张得格外传神，身躯修长而又几曲弧线，看上去透视布局不甚准确的

肢腿也显得较有力，向上弯曲的尾巴，把犬修长有力的身躯映衬得特别精神。它虽与大汶口文化陶犬的造

奢
型相差较大，但甲骨文的“气(犬)”字与它很接近。同样，甲骨文的“犬”字缺少石镞刻文图画的逼真，逐
渐变成较为统一的符号象形字。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关于猪和狗的造型艺术被人们津津乐道，而

且两个文化的大墓中经常发现作为墓主人财富象征的猪和狗的下颌骨。如诸城呈子33号墓，属龙山文化

时期，随葬13件猪下颌骨；泅水尹家城龙山文化晚期大墓，随葬20多块狗的下颌骨。认真分析比较我们发

现，临淄皇城龙山文化石镞所刻豕和犬应是一笔远古财富的记录：一方面，这件石镞作为武器，可能是一男

子墓中的随葬品。其上刻画的豕和犬二字，应和其他墓随葬的猪或狗下颌骨一样，是墓主人财富的记录和

象征。另一方面，可能是当时的物质交换凭证或信物，谁持有这件石镞，谁就有一豕一犬的物质财力。

(二)历史考据法

骨刻文虽未见于文献，但《史记》等古文献对这时期的历史人物、事件和经济生产等方面的情况记载较

多。在没有发现骨刻文之前，这些记载只是作为历史传说。现在分析这些记载，特别是《史记》中一些有关

记载，对于考据、释读骨刻文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如寿骨2是一件骨臼，骨臼面上原刻满了字，可惜已残损

毒X I

严重。靠近中间处明显阴刻着两个面对面的人物椤念嫩，图像保存较好。右是一老者，长须胸前，发丝
稀疏，仅存几根长发飘散在空中，显得相当飘逸；身躯略曲前倾，跽坐于地上，双手微举，支肘于腿上，似在

娓娓而谈，神态沉稳又和蔼可亲。左是一体健德厚的中年男子，他头戴平顶大帽，身披宽敝衣物，手持一长

柄农具，大步趋前，颇显大度风姿，似欲受老者指点或教诲。两个人物老壮好和，动静相宜，在众多刻划中

间，如众星捧月般显赫①。从其两字的造型分析，应是“尧”和“舜”的形象字，在我们学过的教科书中都有

—西、，
，，，U ，、■一

两者类似的形象。‘‘，伙、(舜)，，戴一顶平顶大帽，身着宽大草衣，手持农具；“蝣(尧)’’是老态而精神的
样子，最典型的是他几近秃头仅剩数根稀发飘散着。这件骨刻文年代与出土地点都和尧舜有所贴近：第

一，从刻划的风格分析，这件骨刻文属龙山文化中晚期遗物，尧和舜也是这个时代的英雄。第二，舜是东夷

人，出生于今天诸城，距离今天的寿光不足100公里；舜青少年时期主要活动在这一地区。第三，尧晚年各

地访贤，后四岳皆推舜，尧访贤于舜家乡。经多次相会，推心置腹，尧完成了任贤于舜的伟大壮举，也就出

现了尧天舜日的英雄时代。尧访贤于东夷和舜相会并举贤，也就成了脍炙入口的故事。用艺术形象记载

垆
这一伟大壮举，是顺其自然之事。另外，从骨刻文图画“尧”的形象到甲骨文“斤(尧)”字的造型也能充分

说明这一点。甲骨文“尧”字就是一个简化的老年人符号，头部突出，两个大而有神的眼睛，弓背，双手下垂

于膝部，跽坐。很明显，甲骨文“尧”宇是从骨刻文“尧”字发展来的。这幅图画刻划的也可能不是尧

和舜，但也应是当时两个重要人物相会的场面。我们可依此类推，当时记载尧和舜相会的图画文字

也应相类似。

(三)指事组合释读法

用几个或更多指事字符组合在一起，表达一个较完整的意思，达到说一句话的目的，这是骨刻文一个

重要的造字规律，即“指事组合象征性”。骨刻文的指事组合较多，是当时文字语言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

啼
一．

昌骨9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例。它正面下半部有一组很完美的指事组合文字“ V ”：中间是一

惊恐万状的野牛类大动物，身体收缩，前肢抬起，作吼叫状，旁边有一类似鹿的动物正在逃窜，周围有数人

①刘凤君编著：《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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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围追状，各有动态。综合分析，把它们作为一组字来释读可能最接近它原初的意思，这是一次狩猎活动

的具体记载。①这个组合的意思是用一句话还是用一段文字、是用比较简略的语言还是用比较复杂的词语

来表述，可能因人而异。这就是指事组合释读法的灵活性。

(四)与甲骨文金文比较顺读法

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甲骨文主要是继承骨刻文的造字规律和物质媒介以及雕刻技法发展起

来的，特别是象形和指事两书对甲骨文影响更大。甲骨文很多字直接继承了骨刻文的特点和风格，这为我

们释读骨刻文的一部分字提供了直接依据。两者联系更为密切的是象形字，所以我们可利用甲骨文和金

曳．
文来推究、释读骨刻文。我们以龙、凤、鹿三字为例说明这种关系。昌骨1“《旷(龙)”字形象之生动，令
人叹绝。它整体作侧视状，有一个硕大的头，眼睛大睁，头顶长有一粗长弯曲独角。身躯修长有几度弯弧，

砖
尾巴粗长有力，尾端向上翘起。前肢屈伸，爪分五指，坚强而有张力。而商代甲骨文的“(j(龙)”字，则已

变得仅剩概括的头、粗壮的身子和细长的尾巴，渐渐趋于符号化了，但仍能看出它是在骨刻文“龙”形象基

≮茅
础上简化而成。昌骨15“攒馨(凤)’’字，则是在“鸟’’字的基础上拓展装饰而成。其基本特征是身躯修长，

拳
头部高冠殊荣，圆日修颈，长尾华丽，肢爪健壮，一副荣华富贵貌。商代甲骨文中的“。谲(凤)”字，虽也显得

华贵多姿，但已概括成仅有高冠和蓬展的羽毛了，明显是在骨刻文基础上简化成了图像符号。昌骨8

厂话
“笨'：(鹿)”字也很典型，作昂首徐行侧视状。鹿角雄壮华丽，躯干健美修长，动态和谐自然。后边的尾

涉
巴高高翘起，与昂起的头对应。商代甲骨文中的““(鹿)”字就没这么写实，呈正视静态状。其突出的角

仍保留得较完美，但多数躯体已变成一条短粗的弧线，下部不再是四肢运动，而仅剩两条直立的腿。一切

都在简化，美丽而又富有动态的鹿，就演变成了一个形象图案符号。

(五)与彝文比较释读法

前些年有些学者对彝文和甲骨文作过比较，找到了一些字形相同和类同的字，所以提出彝文与甲骨文

同源异流说。近几年有的学者更注重彝文与远古文字的比较释读②。骨刻文的大量发现，已初步证明彝文

与骨刻文的关系非常密切，是我们今后释读骨刻文时应注意的问题。两者的密切关系表现为：一是骨刻文

虽然在关中地区、郑州地区也有发现，但属古东夷地区的山东和内蒙赤峰等地发现较多，而彝文也称“夷

文”。可以推测，彝文和古东夷人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和史书记载龙山文化时期以及稍后一段时期，东

夷人大量迁徙西南地区的情况可互为说明。二是骨刻文的字体造型多类似绘画，笔划或繁杂或简单，多用

曲笔、弧笔和圆笔，也有直笔和折笔。发展到晚期，直笔和折笔逐渐多了起来。根据孔祥卿教授的研究，

“彝文的笔划少直笔，多曲笔和折笔，笔划类型复杂，保持了早期文字‘随体诘诎’的特点”③，骨刻文和彝文

用笔相似之处显而易见。第三，仔细分析、比较骨刻文和彝文可以发现，有些字相同。特别是主于分枝型

骨刻文，它类似于树枝形，如昌骨4。、：骂<，，和彝文。誓(杉树)，，很雷同。在彝文起源中就有树枝起源骨刻文，它类似于树枝形，如昌骨4“哆必”和彝文“斗多(杉树)，，很雷同。在彝文起源中就有树枝起源
一说，说明骨刻文与彝文的关系很密切。

①刘凤君编著：《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第12、39页。

②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③孔祥卿著：《彝文的源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9页。

123

万方数据



▲棠★学拿叙哲学社会科学版

三、结论

骨刻文的释读是一项科学、细致的工作，需要综合多方面的知识。在骨刻文释读方法的运用上，常常

是以某一种方法为主，然后配合其他一种或几种方法共同释读一个字或一个词组，而很少单独运用。另外

还应该注意，释读一块骨头上的文字，不应该看到哪个字像什么就单独释读这个字，应该全面考虑和尽可

能把一组文字进行总体释读和说明。

总之，骨刻文的发现，把长期以来关于东夷西夏高度发展文明的研究和争论引向了深入，也把长期以

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产生时间的争论作了实实在在的诠释。骨刻文的发现证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

不容置疑。

Methods of Deciphering the Earliest Chinese Characters CarVed on Bones

LIU Feng-ju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P．R．China)

Abst豫ct：Numerous bone inscriptions uneaJthed by archaeologlsts and c0儿ected by antiqu撕ans that were in use

between late D￡l’venkou Culture and mid—Shang Dynasty indica上e that bone script(6轧^；e叫en)is one of the earliest

Chinese ch帆cteI_s． Field archaeologicdI investigations and scienti6c testing jointly establish that bone inscription is

3300—4600 years old and senres as a major precursor of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 So far nearly 3，000 characters

haVe been identi矗ed，the style and structure of which could fall into three categories：pictograph，t11lnk branching

stmcture and central round or nedy round．The five methods in deciphering bone inscriptions are direct image in—

te印reting with archaeological analogy，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interpreting associative compounds，compar砒ive

analysis with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nd comparatiVe study with K script．

Key words：G“k伽en(bone inscription)；eady Chinese characters；矗ve methods of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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