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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文所依据材料概说 
 
        本文讨论所依据的金文来自《金文资料库》中收录的 2000 年后发表的金

文。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但是这些年新发表的金文材料不少，而且已经出现

数种金文的汇集性著录。我们在建设《金文资料库》的过程中，对这些著录进

行了对应整理。下面先对这些著录文献的收录情况作一概述。 
一、《近出殷周金文集录》1（以下简称“《集录》”） 
      该书共收器 1258 号2。虽然该书出版于 2002 年，但是收集资料截止于 1999
年 5 月，因此所收集资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二、《殷周金文集成补编》3（以下简称“《补编》”） 
        胡长春《新出殷周青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下篇《殷周金文集成补编》，

收录铭文的时间，上接《殷周金文集成》（1984-1994），下限至 2002 年底

（个别重要铭文除外）。 
1，《补编》编号共 1517 个。根据其凡例，有空号 52 个，实收铭文 1665 器。

377 号正文未出现，其附录《〈殷周金文集成补编〉、〈近出殷周金文集

录〉、〈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所收相同器号码对照表》对应《集

录》316 号，为晋侯苏鼎。 
2，根据调查，《补编》重出 17 号，具体见表一。 

                                                 
1 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 2002 年。 
2 《集录》所收有 24 器已见于《殷周金文集成》（本文简称“集成”），具体如下。括号前卫

《集录》编号，括号内为《集成》编号。0129 （592）、0150 （788）、0175 （1226）、0173 
（1227）、0257 （1787）、0266 （1809）、0287 （2031）、0304 （2253）、0349 （2652）、

0371 （2946）、0372 （2947）、0383 （3018）、0522 （4592）、0621 （5687）、0965 
（ 6511 ）、 0683 （ 6536 ）、 0705 （ 6645 ）、 0706 （ 6786 ）、 0773 （ 7739 ）、 0482 
（10166）、1080 （10775）、1092 （10847）、1206 （11454）、1214 （11548）。另外，还有

一器可能与《集成》所收重复。1957 年岐山县京当公社礼村出土弓鼎 2 件。其中一器字残。

《考古与文物》1984 年 05 期 9 页与 1994 年 03 期 40 頁图十：3 发表的拓片均为字形完整的同

一器拓片。《集录》分别编号为 0195、0196，用的是同一张拓片。《殷周金文集成补编》编号

为 214、215。《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651 备注云：“同出同铭鼎两件，一件未发

表。”《集成》1214 著录一件弓鼎，出土地为陝西郿县礼村。其拓片与此极近，也藏于岐山县

博物馆，可能即是其中的一件。 
3 胡长春《新出殷周青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下篇，线装书局 200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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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序号 补编器号 重出说明 
1 207 210 号重出。207-210 号著录安阳戚家庄 269 号墓出土“爰”字铜鼎。根据原报

告，出土“爰”字铜鼎共三器，出土编号为 39、37、41，著录于《考古学报》

1991 年 3 期 333 页图六：4-6。《中原文物》1986 年 3 期 13 页图六也著录一拓

片，根据说明为 39 号器。此拓与《考古学报》所著录 41 号器拓片相同。具体拓

片与出土编号之对应关系待考。《补编》重出。 

2 214 215 号重出。 
3 252 910 号重出。 
4 285 269 号重出。 
5 409 409 号著录为文物，419 著录为《晋国奇珍》，实为一器重出。 
6 412 400 号重出。 
7 941 重出。拓片已见 132 号，著录已见 930 号。 
8 1096 1098 号重出。 
9 1129 1128 号重出。所收拓片摹本为《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211 页著录之 M252:4 摹

本。对应《汇编》器号误作 1359，误。当为 1358。 
10 1194 1200 号重出。 
11 1213 1220 号重出。 
12 1226 1204 号重出，所录拓片为戈铭兽面文。 
13 1305 1443 号重出。出土地误作河南省。《文物》2001 年 9 期文注一已指出此器曾发表

于《陕西青铜器》。 
14 1318 1323 号重出。 
15 1357 1308 号重出。释文有异。 
16 1452 1468 号重出。洛阳 C1M3352 墓出土剑 2柄，M3352：1 有铭。 
17 1467 1475 号重出。补编 1467、1475 都对应《汇编》1188 号。 
3，《补编》当合并 1 号。277、278 两号，根据原报告，图十五：1,2 分别为

C1M5269:1 之盖内铭和口沿铭。故 277、278 当合为一号。 
4，未发表铭文器 1 号。284 号长子口鼎注“未刊拓片”。所用拓片为 M1:137
尊铭拓片。 
5,《集成》已收器重出 91 号。具体见表二。 
表二 
补编号 集成册 集成号 器名 
18 2 356 邢叔釆鐘 
129 18 12020 康侯車鑾鈴 
141 3 521 微仲鬲 
164 3 752 仲枏父鬲 
165 3 751 仲枏父鬲 
168 3 788 喯甗 
211 3 1227 息鼎 
213 3 1226 息鼎 
222 3 1094 嘅鼎 
226 6 2938 兒簋 
227 6 2939 兒簋 
228 6 2940 兒簋 
229 3 1037 兒鼎 
230 3 1038 兒鼎 
231 3 1039 兒鼎 
239 3 1239 嘦鼎 
253 3 1265 父己方鼎 
270 4 1791 作寶彝方鼎 
301 4 1787 作寶鼎 
303 4 1809 秉父辛鼎 
321 4 2031 王季作鼎彝鼎 
324 4 2008 作父乙亗鼎 
349 4 2255 囫作父辛鼎 

357 4 2253 姳姴父辛鼎 
386 5 2549 許男鼎 
397 5 2676 协伯鼎 
403 5 2577 十七年平陰鼎蓋 
414 5 2652 徐太子鼎 
415 5 2691 戴叔朕鼎 
432 5 2791 伯姜鼎 
451 6 2958 史簋 
456 6 2911 甲簋 
460 6 2946 呌簋 
461 6 2947 呌簋 
464 9 4654 公檾豆 
465 6 3072 子岃簋 
466 6 3228 帚女储簋 
483 6 3288 伯作彝簋 
514 6 3540 伯作乙公簋 
573 16 10166 鮮簋 
602 10 4821 祖辛卣 
607 11 5725 嘷父乙尊 
639 10 5319 巷高卣 
657 12 7070 忎宁觚 
658 12 6734 嘕觚 
662 12 6645 彄觚 
669 12 6536 旅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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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12 6786 彸觚 
688 12 7188 噞喾垝方觚 
707 12 7191 南單冓觚 
708 12 7243 亞帪父己觚 
709 11 6235 塜父乙觶 
712 12 7293 亞呐父丁觚 
715 11 6266 嘜父丁觶 
754 11 5569 亞此犧尊 
770 11 5858 啰季尊 
804 9 4661 卲方豆 
819 9 4592 是叔虎父簠 
845 13 7328 大爵 
875 13 7739 彸爵 
905 14 8971 懓懔父癸爵 
922 13 8158 屰亿爵 
923 13 8121 囗子爵 
968 14 9101 寢魚爵 
988 15 9132 呌斝 
1029 12 6511 紀仲觶 
1047 15 9758 耒罍 
1066 16 10067 拰盤 
1073 16 10092 晨盤 
1076 16 10142 齊叔姬盤 

1114 11 5913 啰伯作井姬用尊 
1126 18 11854 燕侯銅泡 
1131 16 9911 亞舟勺 
1148 18 11791 己錛 
1149 18 11792 己錛 
1152 15 9409 协伯鎣 
1154 18 11842 搫銅泡 
1165 18 11789 子錛 
1171 18 11857 日毛銅泡 
1198 17 10775 搫戈 
1218 17 10847 噼控戈 
1242 17 11042 握之新造戈 
1243 17 11042 握之新造戈 
1351 17 11215 廿七年晉上容大

夫戈 
1416 18 11426 塝矛 
1425 18 11454 少府矛 
1439 18 11548 廿年寺工矛 
1444 17 11151 攻敔王光戈 
1458 18 11600 越王者旨於賜劍 
1507 18 11756 嗵父乙鉞 
1513 18 11808 己刀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补编》实际增收铭文 1555 器。 
6，可能与《集成》重复的器 
        （1）《补编》20 号所著录士父钟，出自《文物》1991 年 5 期 86 页图二、

87 页图三。根据原发表者高至喜先生《西周士父钟的再发现》一文，该器藏于

湖南省博物馆，馆藏号 25047。由原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 1965 年在株洲收

集。具体流传情况不详。高文认为即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所著

录的 3 件士父钟之二。 
     《大系》云士父钟传世共 3 器。 《殷周金文集成》145-148 则著录 4 件士父

钟，皆见于《三代吉金文存》卷一 43-45 页。其中 146 号器行款与此同。钲部

第二、三、四行首字都是宝、才、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云该器旧藏叶

东卿，《殷周金文集成》所用拓片为考古研究所藏拓片，即出自叶东卿。钲部

拓片右侧钤有 印章，右侧钤有 印章。鼓部拓片下方钤有

印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青铜器拓片资料库标注 146 号

器即藏于湖南省博物馆4。 

                                                 
4 
http://ndweb.iis.sinica.edu.tw/rub_public/System/Bronze/Search/detail.jsp?Rubbing_ID=35324&Recor
d_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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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146 拓片 
 

     
                                        高文拓片 
 
        （2）《补编》222 号著录《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图版 6，藏于慕尼

黑国立民间艺术博物馆。可能即《集成》1094 著录德国慕尼黑民俗博物馆之

器。 

            
 《遗珠》拓片                    《集成》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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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5（以下简称“《汇编》”） 
      该书“收录《殷周金文集成》出版后新出土的有铭铜器为主，间亦收录《殷

周金文集成》漏收部分。共收 2005 件器。”“收录期刊、专书部分至 2005 年

止”。 
1，拓片未发表者 55 号6。另有 1229 号器，铭文拓片已见于《随州出土文物精

粹》41 页第 48 器7。 
2，《集成》已收重出器 1 号。 
        《汇编》1524 出自《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以下简称“《铭文选》”）

605 号。《铭文选》云共 2 器。此 2 器皆已见于《殷周金文集成》。 
3，可能已见于《集成》的器 2 号。 
        （1）《汇编》1697 号器拓片出自《楚系青铜器研究》482 页。该器藏于安

徽省博物馆。《集成》所著录安徽省博物馆藏鼎 27 件，无此器。《集成》1250
号器拓片与此拓片完全相同，无现藏数据，拓片出自金石书画（东南日报特种

副刊）71 期第四版左，龙游余氏寒柯堂旧藏。两者当是一器。 

                                 
《集成》1250 拓片            《汇编》1697 号器拓片 
        （2）《集成》11358，名为羕陵公戈，著录于《江汉考古》1983 年 02 期

图版 8.4 右、《金文总集》10.7539。根据《集成》，藏于湖北省武汉市文物商

店。 

                                                 
5 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

2006 年 4 月。 
6 它们是：42（ 42）、70（ 64）、71（ 64）、72（ 65）、73（ 65）、101（ 84）、102（ 84）、 
132（ 100）、143（ 105）、144（ 106）、233（ 160）、234（ 160）、235（ 161）、239
（ 163）、244（ 167）、363（ 249）、387（ 270）、481（ 347）、548（ 411）、598（ 452）、 
689（ 509）、740（ 541）、813（ 598）、833（ 613）、839（ 616）、909（ 661）、912
（ 662）、931（ 676）、942（ 684）、954（ 695）、966（ 704）、976（ 710）、989（ 720）、 
994（ 722）、1024（ 738）、1122（ 797）、1154（ 809）、1173（ 819）、1174（ 819）、

1189（ 832）、1193（ 834）、1290（ 894）、1293（ 895）、1377（ 954）、1385（ 959）、

1396（ 965）、1403（ 970）、1531（ 1051）、1572（ 1077）、1574（ 1078）、1732（ 1176）、 
1864（ 1250）、1926（ 1288）、1931（ 1291）、1982（ 1320）。括号前为《汇编》编号，括

号内为所在页码。 
7 随州市博物馆编《随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 200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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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编》2000 著录羕陵公伺𢉺戈，原著录于《考古与文物》1996 年 04 期

尤仁德文《楚伺睘戈考釋》36 頁图一，37 頁图二。作者云是 1982 年 3 月得到

的拓本，是武汉市文物商店在废品部分拣选所得。 

                 
  集成 11358 拓片                                 《汇编》2000 拓片及摹本 
四、《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8 
        收录了 1999 年 5 月以来近十年间各地出土及发现的殷周金文共 1300 余

件。尚未来得及进行对应等工作。 
五、本文统计所用器铭总数 
        根据现有数据统计，已见于《补编》的 2000 年后器 197 件，其中西周部分

108 件。《汇编》所收 2000 年后器共 587 件，其中西周部分 244 件。两者共收

168 件，西周部分 105 件。 
        除了上述汇编著录已经著录的铭文外，我们也收集了其他发表的铭文。总

计本文探讨所依据的 2000 年后发表的金文共 1017 件，其中西周部分共 443
件。西周部分总字量约 10660 字。         
 
 

二、新发表西周金文中的若干新见字 
 
        上述新发表的西周金文中的新见字不少，其中见于《说文》的如𢾁、袤、

雪、聯、邵、零、湄、㦰、昏等，见于其他字书的如脡、𥜍、𧩦、鷍等。其

中，有些字在其他古文字类型中就已经出现，但未在西周金文中出现过，如
鷍、鶹、昏等。而更多的字则只在西周金文中首次出现，如可以隶定的字：

羌、羙、罉、耤、羫、羹、𩵎、缿、翦、洤、鷂、鷄、齾、龊、缷、缸；尚无

法隶定的字：唡耰羮羳鷁罍罎齻 齼 齿 罕等。当然，要对新见字的数量作一个比

较准确的统计，不是本文所能够胜任的。这里只能讨论其中的几个新见字。 
                                                 
8 刘雨、严志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中华书局 201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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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缳 

见嘼叔盨（汇编41），字形作 。铭文为“用缳楃（稻）栣（勊）需

（糯）宊（粱）”，对于其用法，刘社刚先生读作“盛”9。程燕先生则认为

盛、缳声韵有距离，应排除通假关系。缳字从“有”声，相同文例的陈公子叔

原父甗的“耶”字从“巳”声，“有”、“巳”可以相通，故缳当读为耶，意

为饎10。 
郭沫若曾以为盨是盛羹之器11，于省吾根据“盨”字异体从米或升，证明

盨为盛米之器12。嘼叔盨是盨类器首次出现指明所盛食物的铭文，可知于说不

误。金文中指明所装食物的相同文例还有以下铭文： 
表三 
邿召簠 用實稻宊（梁） 西周晚期 集录0526 
史免簠 用盛寙（稻）剕（粱） 西周晚期 集成4579 
伯公父簠 用成（盛）勊欤（稻）需（糯）

勋（粱） 
西周晚期 集成4628 

弭仲簠 用成（盛）□□栣宊（粱） 西周晚期 集成4627 
叔家父簠 用成（盛）稻俺（粱） 春秋早期 集成4615 
曾伯伲簠 用盛稻粱 春秋早期 集成4632/4631 
叔朕簠 乓（以）兾稻粱 春秋早期 集成4622/4621/4620 
陳公子叔原父甗 

用 （鬻）楃（稻）剕（粱） 
春秋早期 集成947 

        以上例子中，动词盛、实、兾都出现在簠中，耶字则出现在甗中。甗是具

有蒸煮功能的青铜器，不是用来装食物的，因此，耶字的意义应当与盛、实等

字不同。诸家对耶字意义的解释也说明这点。如郭沫若释为“蒸”之古字13。

张亚初读作耷、饎 14。程文也认为饎是气熟的意思，“与甗的功能正相契

合”，但又说“在盨铭中，特指盨的功用”，不合实情。 

耶字从𩰲为意符。金文从“𩰲”的其他一些字都出现在同样具有烹煮功能

的鼎类器中： 

        （1）春秋中期庚兒鼎“用龢（和）用鬻”，字作 （271515）、

（2716）。张頷先生隶定为䰞，认为与徐王堈鼎大体相同，释煮16。董楚平先生

则认为中间所从无“口”或“日”，不是“者”字，似“米”，应当隶定为

“鬻”。《尔雅》：“糜也”。鬻有煮得糜烂之意，与“龢”相应17。张亚初隶

                                                 
9 刘社刚《兽叔盨铭文及相关问题》，《中国文物报》2003 年 9 月 19 日 7 版。 
10 程燕《兽叔盨新释》，《古文字研究》25 辑，中华书局 2004 年。 
11 郭沫若《师克盨铭考释》，《文物》1962 年 6 期。 
12 于省吾《师克盨铭考释书后》，《文物》1962 年 11 期。 
13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 1957 年。 
14 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 2001 年。 
15 如无特别说明，器名后括号内的编号为《殷周金文集成》器铭编号。 
16 张頷、张万钟《庚儿鼎解》，《考古》1963 年 5 期。 
17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261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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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耸，读为菜。张桂光先生已指出其说难通，认为中间当从尞，字当读

“调”18。 

        （2）春秋早期叔夜鼎“用骂（鬻）用骄（享）”，字作 、 ，第一

字唐钰明先生释“煮”，谓所从“兄”是“祝”之初文19。第二字张亚初先生释

“烹”。 

        （3）春秋夫柨申鼎：余台（以）馵（饭）台（以）梨（享）。 、

。第一字各家多释为“煮”，李家浩先生释为“饎”20。第二字或释“𩰱”
21，或释“享”22。 

        （4）春秋早期徐王堈鼎（2675）：“用耹曊”，字形作 。董楚平认为

是耹（羹）字。《铭文选》认为从“采”声，疑是“鬻”的异体字。 
        以上各字诸家所说虽有歧异，但可以看出其所释意义也大都与烹煮义相

关，而不与装盛类意义相关。 
 而簠与盨都是盛食器，其功能相同。因此，缳字意义的解释也应当从这个

角度出发。 
 战国金文的“受”字有表示盛受、容受的意义，与“盛”、“实”的意义

一致。可见表四所列例子。 
表四 

受二益（鎰）六釿 
 战国晚期 信安君鼎 集成2773 受九益（鎰） 
 

战国 永用析抠壺 集成9607 受六櫘□□ 
 

战国 重金扁壺 集成9617 受一驮六棈 
 

战国 陳璋乴 集成9975 受一驮五棈 
 

 兽叔盨的这个缳字很可能就是这个“受”字的通假字。“缳”字从“有”

声，有，上古之部字。受，上古幽部字。之、幽两部字常有通用的现象。如

臼，古音幽韵，以“臼”为声符的“舅”字也是幽韵，而同样以“臼”为声的

                                                 
18 张桂光《金文札记三则》，《古文字研究》27 辑，中华书局 2008 年。 
19唐钰明《铜器铭文释读二题》，《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

1993 年。 
20 李家浩《夫柨申鼎、自余钟與黜子受钟铭文研究》，《俞偉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文

物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21 董莲池《金文考释二篇》，《于省吾教授诞辰 100 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22 唐钰明《铜器铭文释读二题》，《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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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字，则为之韵。而且“舊”字《说文》或体从“休”声作“鵂”，

“休”古音也是幽部字。《老子》常见之、幽两部的通韵。史存直先生有专文

论证之、幽两部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23。 

叔朕簠一般隶定作兾的字，字形作 （4620）、 （4621）、

（4622），《金文编》摹作 。 
 此字之释读约有以下几说：一、释“乳”，如阮元24、吴式芬25、方濬益26

等，刘心源已指出其误。二、释“饱”。刘心源认为字从孚抱子，象𣭀子形，

字即抱、𣭀、包，“盖本怀抱字，用之为‘饱’，省‘食’耳。”27戴家祥先

生直接释为“饱”28。三、释“俘”。郭沫若认为与“盛”必同意。即“𠊻”

若“俘”之异文。右所从乃奇文“人”。《说文》分为二字，以“𠊻”为

“保”之古文。实“孚”之后起字。与“保”为通假。本铭读“保”29。《金

文形义通解》认为郭说可备一说。与盛义近，盛受也，或谓读作“保”，盛受

之则可保有，近是30。四、释“孚”。《铭文选》隶定为 ，认为是“孚”的

繁体，通“覆”，有盖蔽之义31。五、“或表享用之义”32。 
释读为“饱”与文例不合，盖蔽之说也显迂曲。享用之义与其他辞例不

合。郭谓义与“盛”必同意，当是。唯读为“保”亦属曲为之解。此字字形从

“孚”，当是声符。孚、受上古都是幽部字。“乓（以）兾稻粱”与“用盛稻

粱”结构相同，因此，它也可能是“受”的通假字。 

2. 𥜍 

见于爯簋：“用𥜍旂（祈）儧（眉）匒（壽）”，字形作 。吴振武先生

云：“金文首见，音义不详。或可据其右旁读作‘萬’。字亦见于江陵天星观

楚简‘享祭葙𥜍’一语中，滕壬生先生以为是‘鬼神名’。”33 邓佩玲先生释

文读为“万”，解释此句意思为“用以夙夜献祭于文神，祈求长寿万年”34。 

“祈”字表示祈求，金文常见。其基本句式为：用祈眉寿[万年][无疆]。

“万年”一词一般在“眉寿”之后，不与“祈”连在一起。如西周晚期伯侯父
盤（10129）：用丝（祈）侒（眉）匑（壽）萬年用之。连在一起的结构，

“万”字常与“寿”、“年”组成偏正结构。如： 

    西周中期伯百父簋（3920）：用丝（祈）邁（萬）匏（壽）。 
                                                 
23 史存直《古音“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载《汉语音韵学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1997 年 9 月。 
24 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7.4。 
25 吴式芬《攈古錄金文》3.1.6。 
26 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8.5。 
27 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17.21。 
28 戴家祥《金文大字典》卷中，学林出版社 1995 年。 
29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 1957 年。 
30 张世超、孙凌安、金国泰、马如森《金文形义通解》，中文出版社 1995 年。 
31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 1990 年。 
32 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713 页，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33 吴振武《新见西周爯簋铭文释读》，《史学集刊》2006 年 2 期。 
34 邓佩玲《新见爯器铭文小议》，《纪念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长春：200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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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晚期虢季編鐘（二）（集录0087）：用丝（祈）萬匏（壽）。 
    春秋晚期其次句鑃（422）：用丝（祈）萬匏（壽）。 
    春秋三兒簋（4245）：用丝（祈）萬年兹（壽）。 
    春秋邾公吲鐘（102）则只说“年”：用敬卹鮁（盟）祀。旂（祈）年侒
（眉）匏（壽）。 
       因此，这个“𥜍”字不大可能用作万年的“万”字。《集韵·祭韵》以为

“禲”之省。“禲”，根据字书的解释，是死后无人葬祭而为害之鬼35。这个意

义显然不符合铭文的意思。 

        金文表示祈求的词时常成对出现，如： 
  西周中期剞鐘（246）：用兴匏（壽）。匄永令（命） 
  西周中期衛鼎（2733）：用伿匑（壽）匄永福。 
  西周晚期師臾鐘（141）：用恞（祈）屯（純）魚（魯）永令（命）。用匄儧（眉）
鵹（壽）無彊（疆）。 

        更多的时候则连在一起使用，西周晚期的频率更高。如： 

西周早期 
     伯椃簋（4073）：唯用丝（祈）伿（兴）伹（萬）年 
西周中期 
     追簋（4220）：用丝（祈）匄宱（眉）匏（壽）永令（命）。 
西周晚期 
    仲簋蓋（4124）：丝（祈）匄侒（眉）匏（壽）。 
    遟父鐘（103）：乃用丝（祈）匄多宲（福）。 
    殳季良父壺（9713）：用丝（祈）匄儧（眉）匑（壽）。 
    史堢鼎（2762）：用丝（祈）匄儧（眉）匑（壽）永令（命）桦（令）冬
（終）。 
    虢姜簋蓋（4182）：用禪（祈）追孝于皇考叀（惠）中（仲）。丝（祈）匄康匴
屯（純）右（祐）通彔（祿）永令（命）。 
    蔡姞簋（4198）：用丝（祈）匄儧（眉）匑（壽）綽匌（綰）永令（命）。 
    史伯碩父鼎（2777）：用丝（祈）匄百彔（祿）儧（眉）匏（壽）綰綽永令
（命）。 
    梁其鐘（190）：用丝（祈）匄康夗（匴）屯（純）右（祐）。 
膳夫山鼎（2825）：用丝（祈）匄儧（眉）匏（壽）劅（綽）劆（綰）永令（命）霝
（令）冬（終）。 
    頌鼎（2828）：用追孝丝（祈）匄康匴屯（純）右（祐）鳻（通）彔（祿）永令
（命）。 
西周 
     追尸簋（华夏考古2000年3期）：追尸用丝（祈）易儧（眉）匒（壽）永命。 

因此，这个“𥜍”最有可能是跟“祈”同义连用的一个词。具体意义待

考。 

 3．臀 

 龀 字，见西周中期龀 鼎，字形作 、 、 。该鼎著录于《夏商周

青铜器研究》西周上 305、《上海博物馆集刊》2000 年第 8 辑 128 页图三、

《汇编》1446 号、《补编》426 号。陈佩芬先生隶定从□、乇、攴，认为器主

                                                 
35 《玉篇·示部》：“禲，无后鬼也。鬼有所归，乃不为禲。”《集韵·祭韵》：“禲，鬼

灾曰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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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不识，它器未见 36。《补编》隶定同。《汇编》隶定改“乇”为

“止”。 
        该字左所从人形下有脚趾形符号，这是金文中常见的缀加符号。人形各家

释为“尸”。但是此形与金文“尸”字的一般写法明显不同（见图一）。主要

在于人形下部有向右的圆形曲线。 可能即是甲骨文勖瘰字的变化。甲骨文勖
瘰字张秉权、李孝定、李学勤、陈汉平等先生释𡱂37，《甲骨文字诂林》按语释

尻，又谓“尻义亦为𡱂”，即“臀”字初文。 

        下所从释“乇”、释“止”于形皆有未安。金文“屯”字作 ，与此所从

形体一致。因此，下所从应该是个“屯”字。“屯”字常用作声符。屯、臀，

古音都属定母文韵。 
        此字从“臀”之初文，“屯”声，或即“臀”之形声字。《左传》：“辛

酉，晉侯黑臀卒于扈。”“臀”亦用于人名。 

       金文中又有  史密簋（集录 0489）、抰咗史抰壺（9718）、栏芮子仲栏鼎（2517），刘

钊先生释为“𡱒”38，即“臀”字。这些字形都从“𠂤”，声符兼表义。“𠂤”

字古音在端母微韵，与“屯”属阴阳对转。 
图一：《金文编》所收部分“尸”字 

 
4.鷒  

        见四十二年倾鼎：“女（汝）不斁戎，女（汝）鷒 長父，乓（以）追博
戎。”对于这个字的意义，除了李学勤先生疑从“㡀”声，读为蔽障的“蔽”
39之外，学者多认为其意义为辅佐、辅助。但是对于这个字具体应该释读为哪

                                                 
36 陈佩芬《新获两周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 8 辑，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 
37 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一册 65-66 页，中华书局 1996 年 5 月。 
38  刘钊《谈史密簋铭文中的“壄”字》，《考古》1995 年 5 期。 
39  李学勤《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2003 年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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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则一直很分歧。王辉先生疑为牆盘 之誤，讀匡40。周凤五先生释

“夹”41。周晓陆先生释为从光从方，认为或即“旁”字，意为胜利光荣地辅

佐了长父42。田率先生也释为“旁”43。 
        以上各家所释意义虽于铭文十分契合，然于字形似皆有所未安。此字字形

很清晰，上从八，下从人形。 

        下部所从 ，应当是一个指事字，象一正立之人，两臂下一横是表示辅助

的指事符号。西周晚期“大”字或作 井人吶鐘（112）、 揚簋（4295），与此所从

正同。正立人形加指事符号而成的指事字在古文字中很常见。如金文翩
（立）、浾（天）、葋（亦）、蒊（亢）等。 
         “八”在合体字中有作为声符的例子。如𠔯，《说文》：“赋事也。从菐

从八。八，分之也。八亦声。” 汃，《说文》：“西極之水也。从水八聲。”

必，金文作 ，郭沫若认为“柲”本字，“字乃象形，八声”44。保利艺术博

物馆藏𥾈氏羰簋之 字，李零、董珊二先生隶定为𥾈，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

是，它是‘辫’字异体（八、辡音近可通），读为‘卞’”45。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字可能就是为了表示辅助这一意义而专门造的字，字

象人正立而有物辅助之形，从“八”声。文献中的“弼”，《说文》释为“辅

也；重也”，当与此字的音义相关。八，古音帮母职韵，弼，古音并母物韵。

“弼”字《说文》解为从“㐁”声，并收一或体作𢐡，这一或体当是“皕”

声。皕，古音帮母职韵，与“八”的古音正相同。 
 
 

三、新发表西周金文中的若干新见字形 
 

一些形体看上去是新见字，其实只是已见西周金文文字的异体字。如见于

𦵯簋的“𦵯”字，字形作 。李学勤先生认为即邢侯簋之傔字，根据楚简，可

读为“葛”46。这类字形不应当看作是新见字，我们作为新见字形单独讨论。新

见字形的数量也很多，本文只探讨其中的几个。 

      1. 橘/羪 
    羪，见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天马-曲村遗址出土申鼎（TM6242:3）47，铭文

为：申乍（作）羪鼎。羪字作 。胡长春先生未加隶定，但扩注“旅”，并加

                                                 
40 王辉《四十二年倾鼎铭文笺释》，载《周秦文明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8 月。 
41 周凤五《眉县杨家村窖藏<四十二年逑鼎>铭文初探》，《华学》7 期，2004 年。 
42 周晓陆《<徕鼎>读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 4 期。 
43 田率《四十二年鼎与周伐玁狁问题》，《中原文物》2010 年 1 期。 
44 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77 页，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45 《保利藏金》90 页，岭南美术出版社 1999 年。 
46 李学勤《𦵯簋铭文考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 年 1 期；又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47 邹衡《天马-曲村（1980-1989）》491 页图 684，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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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问号48。《汇编》隶定作羪49，可从。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囫之從彝 9 件，

“從”字字形或从彳从二人，或从二人、三人。二人形多作 ，头上有圆点，

与此正同。 
橘，见 1978 年山西闻喜上郭村出土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剃五氏孫矩甗铭

文：“剃五氏孫矩乍（作）其橘甗。” 橘字作 。各家皆释为“旅”50。 
    羪、橘当为一个字。金文中“宀”、“广”作为表义构件可以通用，例子

很多。如《金文编》廣（658 页）、廟（659 页）、㡴（662 页）等字下所收字

形都有从“广”、“宀”两种写法。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天马-曲村遗址出土家

父盘（M6384：5），“家”字写作 ，也从“广”。其他古文字，如战国金

文、玺印文中也常见类似情况51。 
       上述二字释“旅”不确。金文“旅”字无从“宀”的写法。“宀”在金文

中常作为缀加构件，与无此构件的形体构成异体字。如“殷”字，士上器（臣

辰器）作 ，1976 年陕西扶风县庄白窖藏出土的丰卣作 ，皆从“宀”。《金

文编》、《金文形义通解》等都将这两个形体作为“殷”之异体。“簋”字，

西周早期伯喞簋（3488）作剷 。新近发表的吕簋52，其中“王各大室”的

“各”字，也从“宀”作。何琳仪先生在探讨战国文字的增繁无义偏旁时，也

列举了战国文字中缀加“宀”旁的 10 组例子53。 
因此，我们认为这里的“橘”也应当是“从”字的加缀异体字。 

        马薇庼将旅、行、征、從归为器名前的军旅用词一类。认为“從”就是随

行的意思54。杜迺松先生认为“从”表示器物的性质，“铜器中的从器与行器

应具有同样的性质与作用。”从铭文来看，“从（從）”與“行”似乎具有时

代上的互补关系。根据统计，器名前作定语的“从（從）”共 76 例，主要分布

在殷商和西周时期。其中，芮公鼎（2387/2389）《集成》断代为春秋早期，刘

雨先生则断代为西周晚期55。而这种用法的“行”共 96 例，绝大多数在春秋战

国时期。西周时期只有 4例，皆见于西周晚期： 

伯多壺（9613）：□□白（伯）多匕（父？）行壺56。 
虢叔盨（4389）：虢弔（叔）儝（鑄）行盨。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享）。 
巤季鼎（2585）：巤季乍（作）妤氏行鼎57。 

                                                 
48 胡长春《新出殷周青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122 页，310 号器，线装书局 2008 年 10 月。 
49  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696 页，956 号，

艺文印书馆 2006 年。 
50 见《山西出土文物》64，《汇编》707 页 970 号，《中国青铜器全集》8.29，文物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 
51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230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1 月。 
52 见张光裕、黄德宽主编《古文字学论稿》167 頁图二、三，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4 月。 
53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216-217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1 月。 
54 馬薇庼《彝銘中所加于器名上的形容字》，载《中国文字》43 册，1972 年；杜迺松《金文中

的鼎名简释――简释尊彝宗彝宝彝》，《考古与文物》1988 年 4 期。 
55 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中华书局 1989 年。 
56 “行”字或释为“非”，见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 
57 此器《集成》断代为西周晚期，《中国青铜器全集》7.126 定为春秋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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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宮父鬲（文物 2009 年 02 期 24 頁图六:1）：虢宮父乍（作）行鬲。用
從永征。 

曾孟嬴剈簠（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91 页）：曾孟嬴剈自乍（作）行乒
（簠）。 

曾亙嫚鼎（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62-63 页）：曾亙嫚非彔爲爾行器58。 

        2．  
          见晋侯对铺。《汇编》隶定作耺59。陈芳妹先生隶定相同，并认为通作

“糈”或“疏”，推测是以肥美之米而祭祀60。 
        此铭不够清晰，根据摹本，上部二“木”中间的构件似当是“五”。而金

文“楚”字皆从“足（疋）”。因此将此字释作从“楚”在字形上并无充分的

依据。此外，对于这一类器的用途，朱凤瀚先生认为“一般装稻粱黍稷的盛食

器如簋、盨等，皆腹部较深，而此种器型盘底平而腹浅，是否适宜于装黍稷之

类饭食是甚有疑问的。”61与此铺形制相同的鲁大司徒厚氏元簠，器名用字写

作 ，董莲池先生认为“匚”内从“肉”从“甫”，是盛放肉食的器具62。 

铭文“用旨食大 ”中的“旨食”连用，亦见于春秋早期上曾大子鼎

（2750）：“父母嘉寺（持），多用旨食。”不过上曾太子鼎的“旨”所修饰

的“食”是名词。而这里的“食”应该是一个动词，类似的例子可见春秋早期

伯唰魚父簠（4525）：“用魁（倗）旨飤”。杨树达释“旨”为“友”，不

当，但是他认为“用倗友飤”，为“用飤倗友”之倒63，则是正确的。姬鳧母
溫鼎的“用旨丬（尊）氒公氒姊”中的“旨”也同样可以理解为修饰动词“丬
（尊）”。 

，可能是“飽”的异体。从字形上看，下从“食”当为义符，上所从声

符当为“楙”之异写。“楙”字金文从“矛”声，在“懋”字中，“楙”或从

“土”作。“土”字古音透母鱼韵，而“五”字古音疑母鱼韵，两字韵母相

同。张亚初先生则认为这个“土”是牝牡之“牡”64。“牡”字古音明母幽

韵，也与“五”音近。上博楚简中就有幽鱼两部通假的现象65。 
从意义上看，“大饱”与“旨食”连用，也很通顺。金文中也有类似的用

法。西周晚期弭仲簠（4627）最后两行：“者（諸）友鹇 66飤饄（具）冇
                                                 
58 此二器《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断代为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59 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艺文印书馆 2006
年。 
60 陈芳妹《晋侯对铺》，《故宫学术季刊》17 卷 4 期，2000 年。 
61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86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62 董莲池《鲁大司徒厚氏元簠器名用字研究》，“网络时代与中国文字研究国际高级专家研讨

会”论文集，上海：2010 年 9 月 16-19 日。 
63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伯旅鱼父簠跋》，科学出版社 1952 年。 
64 张亚初《古文字分类考释论稿》，《古文字研究》17 辑，中华书局 1989 年。 
65 李存智《上博楚简通假字音韵研究》，万卷楼 2010 年 2 月。 
66 《集成》所收弭仲簠拓片出自《历代彝器款识法帖》，此字形作鹇，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

选》释“饮”、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释“饪”。《奇觚室吉金文述》7.23、《攈古錄

金文》3.1.33、《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7.5 等字形作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弭中簠三

跋》据此释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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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伉叔簋67：“僗（茲）僾（簋）卨（猒）皀，亦兤（壽）人。”《铭

文选》释“皀”为“簋”之初文，讀 𠣿 ， 义 为 飽足。作冊夨令簋
（4300/4301）：“用卿（饗）王逆傦（造）。用廄（卙）寮（僚）人。” 毛
公旅方鼎（2724）：“我用旆（飲）厚眔我友。鴏（卙）侔（其）用俵
（侑）。”《铭文选》解释为“侑劝饱食”。 

弭仲簠铭文又云“用僘（饗）大正，音（歆）王賓，乫具旨飤。”可见其
非祭祀用器。晋侯对铺也应当不是祭祀用器。因此，“旨食大饱”在器用上也

是讲得通的。 

3．  
      见上海博物馆所藏西周晚期应侯盨（13514），铭文为：吵（應）倮（侯）乍

（作）侓（寶） 僾（簋）。“簋”前一字，字形作 、 。陈佩芬先生认为

是“盨”之别名68。我们认为这个字有可能即是“盨”之异体。青铜器铭文中，

盨自名为“簋”者不少。如伯鮮盨（ 4361/4362/4363/4364/）、華季益盨

（ 4412）、魯司徒伯吳盨（ 4415）、滕侯蘇盨（ 4428）、乘父士杉盨

（ 4437）、剞盨（ 4462/4463）、諫盨（集录 0492）、伯敢塾盨（集录

0499/0500 ） 等 。 另 外 ， 尚 有 数 器 连 称 “ 盨 簋 ” ， 如 ： 彔 盨

（4357/4358/4359/4360）、叔唓父盨（4375/4376）、伯庶父盨蓋（4410）、魯

司徒仲齊盨（4440/4441）、魯伯悆盨（4458）等。应侯盨铭文可能即是“盨

簋”连称的形式。从字形上解释为“盨”之异体字也是说得通的。以前见到的

“盨”字都是从“盨”声的形声字。这里是个会意字。“宀”是缀加的符号。

“食”为义符。右中所从为“米”。金文“盨”字从“米”者有十余例。

“米”字所从点省略一二的情况在金文中至为常见。“米”以外的部分是

“皿”旋转方向所致。 “皿”字底座部分多做两竖线，但是偶也有作一竖线

者，如 舟作寶簋（3375）、 飼作釐伯簋（3588）。 

     4．佶（𧪘） 

犅伯卣  、 字，裘锡圭先生释为从言，权声，相当于后世何字待考。

“权”字见于甲骨文，象以手植木，应是“树”之初文69。李学勤先生认为

“差”字金文可从“木”（《金文编》0729号），故隶定作耻，周代金文

“差”字常写作从“口”，“口”、“言”互通，故此字应读“差”70。陈英

杰先生直接释作𧪘71。 

西周晚期邓公簋盖（4055）有字形作 ，与犅伯卣字形相近，其差别在于

一是构件的位置，二是邓公簋盖字“又”下有一点，是“寸”字。构件位置在

古文字中时常变化，而作为构件的“又”、“寸”本无别。因此，两个字形当

                                                 
67 严一萍《金文总集》4.2722，艺文印书馆 1983 年。 
68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下 398，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69 裘锡圭《犅伯卣的形制和铭文》，载《保利藏金（续）》，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1 年。 
70 李学勤《犅伯卣考释》，载《保利藏金（续）》，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1 年。又见《中国古代

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71 陈英杰《读金小札（五则）》，《古文字研究》25 辑，中华书局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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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字之异体。邓公簋盖字郭沫若、于省吾分别隶定作佶、鴗72，未加说明。

《铭文选》则谓义未详。张亚初先生《殷周金文集成引得》隶定从“寸”。徐

锡台先生则释为“诿”73。刘钊先生释为𧪘74。此字所从偏旁“咿”又见于官咿

父簋（4032），咿字作 ，李孝定谓从木从𠂇，隶定作从木从佐75。刘钊先生

释“差”。 
刘释可从。邓公簋盖该字用在“簋”字之前：“用爲中（仲）夫人寎

（尊）鴗（佶）鮿（簋）。”前人对它的意义未作解释。金文从“差”的字经

常读作“佐”。如春秋蔡侯紐鐘（211）：“曣（佐）右（佑）楚王”，字形作

；战国楚王酓伇鼎（2795）：“伌（冶）帀（師）吏鯯（秦）差（佐）苛伎
爲之”，字形作 ；战国中山王方壺（9735）：“乓（以）枞（佐）右氒偯

（闢）”，字形作 ；战国郾客問量（10373）：“少攻差（佐）”，字形作

。战国搸距末（11915）：“用差（佐）商魈（國）”76，字形作 。因

此，邓公簋盖的“佶（𧪘）”字也可以读为“佐”，“佐簋”即佐食之簋。此

铭记述不故之夫人嫁于邓公，而为此夫人所作之用器。 

   5．同（铜） 

         ，见新发表的内史亳同铭文。该器形制即是通常所谓的“觚”。此器

自名为“同”，可见这类器本名应当作“同”，即《尚书·顾命》“同瑁”之

“同”77。这一字形和用法的出现，为“同”字的形义解释提供了新的证据。 
        金文“同”字作罒罏，《说文》解释其结构为从𠔼从口。“从𠔼”之说与

古文字字形不合，已为学者否定。后来一般把这个字解释为从“凡”。如刘心

源认为上所从为“凡”78。林义光认为从凡口，与“咸”同意79。高田忠周认为

凡口为同，意谓众口同和80。杨树达也认为“凡”训最括，故“同”字从凡、

口会意81。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见解。如李孝定先生认为 为“盘”之初文。

“同”字为何取 口为义，盖未易言82。 
        根据内史亳同铭文中的字形和用法，吴镇烽先生的文章认为“同”是酒

器，是“筒”和“筩”的本字。上部所从是一个象形字，象竹筒形，后加意符

                                                 
72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77 页；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326 页，中华书局

1998 年。 
73 徐锡台《应、申、邓、柞等国铜器铭文考释》，载《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355 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74 刘钊《<金文编>附录存疑字考释（十篇）》，《人文杂志》1995 年 2 期。 
75 《金文诂林附录》1785 页，香港中文大学 1975 年。 
76 曹锦炎《鸟虫书通考》193 页，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9 年。 
77 见吴镇烽《内史亳丰同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 年 2 期；王占奎《读金随札――

内史亳同》，《考古与文物》2010 年 2 期。 
78 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一。 
79 林义光《文源》卷十，11 页，1920 年写印本。 
80 高田忠周《古籀篇》四十八，1925 年日本说文楼影音本。 
81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北京中国科学院 1954 年。 
82 李孝定《金文诂林读后记》卷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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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变成“同”。王占奎先生的文章也认为“同”可能来源于竹筒。去掉

“口”，即象竹子。“口”更像圆形，也许可有可无。下面的两点可能代表

“金”或酒滴，但是位置在下而不在左侧，似乎以代表酒滴为上选。 

        在古文字中，有些构件的位置本就不固定，即如“金”字，所从之 虽无

在下的写法，但其位置也并不完全都在左侧。如翏生盨一作 ，一作 ，夨尊

作 。因此，此字所从的两个椭圆点 应当不是酒滴，而是唐兰先生所谓金饼的

象形字，指青铜。在殷晚期或西周早期金文中这个字曾用作赏赐物品。如彭尊

（殷墟新出青铜器）：亞易（賜）彭 （金）。效父簋（3822/3823）：休王易

（賜）效父  （金）三。巷高卣（5319）：王易（賜）巷高  （金）。 

        与“金”作为构件，至少具有同义的关系，可以通用。因此这个字似乎

可以看作是“铜”字的异体字。只不过它在这里表示的意思是酒器，后来表示

金属铜，意义上发生了转移。这种意义的转移在汉语发展史上也是常见的。另

外，原有的金文材料表明，“铜”字的最早出现是在楚王酓伇鼎，大约在战国

晚期，是相当晚的事情83。如果这个字确实是“铜”字，那么“铜”字的出现

时间就要提前很多。 
       因此，“同”字应该是一个会意兼声的字， 在“同”字中也是声符兼表

义。“同”古音定母冬韵。东、冬古音相近，有些音韵学家主张两部当合为一

部84。 
        由内史亳同铭文引发的对“同”字结构和本义的认识进展，也为我们认识

另一个字提供了启发。 
        金文中有一个常见的字，其辞例和字形见表五： 
表五 

單伯壭生鐘 

 

爵堇大令（命） 西周晚期 集成 82 

毛公鼎 

 

斥堇（謹）大命 西周晚期 集成 2841 

彔伯咐簋蓋 

 

自乃且（祖）考又（有）斥于

周邦 
西周中期 集成 4302 

師卬簋 

 

乃且（祖）考又斥于我家 西周晚期 集成 4311 

師克盨 

、  

又（有）斥于周邦 西周晚期 集成 4467 

師克盨蓋 

 

又（有）斥于周邦 西周晚期 集成 4468 

何尊 

 

偀倇（于）公氏有斥倇（于）

天 
西周早期 集成 6014 

                                                 
83 黄盛璋《战国祈室铜位铭文破译与相关问题新探》，《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

集续编》，香港中文大学 1993 年。杜廼松《青铜器铭文中的金属名称考释》，载王昌燧主编

《科技考古論叢》第二輯，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年。

 
84 史存直《古音“东、冬”两部的分合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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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堇大令（命） 

倾鼎乙 

 
有斥于周邦 西周晚期 

 

倾盤 

 

有成于周邦……斥堇（謹）大

令（命） 
西周晚期  

        其字形有三类：一类作斥。第二类师克盨、何尊则上增从 ，明显应该是

“斥”的异体字。第三类何尊则不从双手。其辞例也有两类：有斥于（周邦/我
家）、斥堇大命。 
        对于这个字的解释，前人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

几说： 
       一、释“劳”。 吴式芬、吴大澄等释单伯壭生鐘字为“劳”85。王国维认

为古之有劳者，奉爵以劳之，故从两手奉爵86。唐兰认为上从“凡”，象双手

捧爵形，爵与劳音近，因此也读作“劳”87。 
        二、释“𧯷”、“登”。刘心源释“𧯷 ”，用为“烝”。《尔雅·释

诂》：“烝，进也。”《广雅·释诂一》：“烝，美也。”88不过他在卬簋下

又释作“眷”89。徐同柏释“登”90。 
        三、释“捪”。孙诒让认为从𠬞从𤔿省声，释为“捪”之异文，捪勤，犹

勤勉之意91。杨树达则读“捪”为“勳”92。郭沫若认为象双手捧爵，为“醺”

之初字，假为“勋”93。 
        四、释“𢍏”。强运开释为古𢍏字，假借为劵，《说文》：“劵，劳

也。”94 
        五、释“爵”。高鸿缙认为字从爵从廾， 爵之动词。仍通假读名词之爵。

爵堇大命，即《书·盘庚》之恪谨天命95。李孝定从之96。马承源主编《商周青

铜器铭文选》也取读“恪”之说。 
        六、释“ ”。李学勤先生认为上所从 为“冖”，是声符。“冖”声与

“必”声相通，因此这个字读作“毖”，训劳97。周凤五从之，不过认为双手

举爵形会“畀”意98。 

                                                 
85 吴式芬《攈古錄金文》2.3.78；吴大澄《愙斋集古录》第二册 13-15 页。 
86 王国维《观堂集林·毛公鼎铭考释》，中华书局 1959 年。 
87 唐兰《何尊铭文解释》注 12，《文物》1976 年 1 期。 
88 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2.41。 
89 刘心源《古文审》6.5。 
90 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16.18。 
91 孙诒让《古籀余论》卷二 30 页。 
92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录伯咐簋再跋》，科学出版社 1952 年。 
93 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94 强运开《古籀三补》卷十三第 7 页。 
95 高鸿缙《毛公鼎集释》78-79 页。 
96 《金文诂林附录》1469 页。 
97 李学勤《何尊新释》，《中原文物》1981 年 1 期；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0 年。 
98 周凤五《眉县杨家村窖藏<四十二年逑鼎>铭文初探》，《华学》第 7 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9

        七、董珊先生认为“此字从‘𠬞（拱）’声，读为‘恭勤大命’和‘有功

于周邦’，与后者相似的文例见于乖伯簋‘有壀（功）于周邦’和叔尸鎛‘有

共（功）于桓武灵公之所’等。”99 
       新发表的金文为这一字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证据。从意义上看，倾盤“有成

于周邦”的说法与“有斥于周邦”相同。“成”与“功”同义。《尔雅·释

诂》：“功，成也。”《周礼·夏官·槀人》：“秋献成”，孙诒让正义：

“成谓成功。”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第一·荣辱·其功盛姚远矣》：“成

与功同义。”从读音上看，柞伯鼎铭文“有共于周邦”一句也与“有斥于周

邦”相同。“共”古音群母东韵，“功”古音见母东韵，两字韵同声近。因

此，董珊先生读为“恭”、“功”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斥字所从的 ，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认为不应该是“冖”。“冖”古

文字多作 ，它与 在金文中应该是两个构件。“冟”字金文中大多数从 ，

只有三年师兑簋作 ，伯晨鼎作 ，从 。它们应该是与 同形的变体。

“鼏”字春秋國差挟作 ，所从 也是一样的变体，秦公簋、文公之母弟鐘都

从 可证。 
        其次，唐兰先生说上从“凡”，但是没有说构形理据。唐兰先生曾说过

“凡，卜辞读为同。”100凡，古音並母侵韵。《说文》以“凡”为声符的字有

五个。其古音可分为两组：冬韵的芃鳳風，侵韵的汎軓101。上古音侵、冬两部

关系密切，甚至有学者主张两部应当合并102。因此，所谓“凡”，其实也就是

“同”字所从的构件。裘锡圭先生说“读为‘同’的‘ ’，大概本是筒、桶

一类东西的象形字”103。甲骨文的躇字，下所从也即是这个 。因此，我们有

理由认为，表示酒器的“同（铜）”和表示乐器的“庸”具有同源的关系。 
        因此，斥字所从之 应该与“同”字所从相同，都是会意兼表声的部件。

是酒器，故可与“爵”一起表义。斥字从 、爵，从廾。 、爵都是酒器，象

双手举酒器庆功赐酒。金文常见的“卿（饗）酒”或“卿（饗）醴”就多是完

成某事后的庆祝仪式。金文还有不少赐鬯酒的记载。 

 

                                                 
99 董珊《略论西周单氏家族窖藏青铜器铭文》，《中国历史文物》2003 年 4 期。 
100 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第 5 片考释。 
101 芃，並母冬韵。鳳，並母冬韵。風，帮母冬韵。汎，滂母侵韵。軓，並母侵韵。 
102 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4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103 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豐、鞀》，《中华文史论丛》1980 年 2 期；又

载《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 1992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