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殷商甲骨文的重大价值
（一）殷商甲骨文的发现与重大影响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引起学者关注，到新

中国前后 80多年对安阳殷墟的十多次考古发
掘，甲骨文的发现在全世界不断引起震动。甲骨
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
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称：“国内外
共藏甲骨一十五万四千六百零四片。举成数
而言，我们就可以说，八十多年来殷墟出土
的甲骨文材料约有十五万片。”据不完全统
计，在出土的甲骨 154600片甲骨上共刻有文
字约 50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有 2000个左
右。

2006年，第三十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在立
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表决通过殷墟入选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大会这样评价殷墟：“这里出土的
15万片甲骨上，发现了目前中国文字体系最
早的证据，至今仍为世界上1/4的人口使用。”

2017年 11月 24日，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
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二）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体系
殷商甲骨文其字体结构已基本与后世的

“六书条例”相合，它以象形、会意为主，指
事、形声、转注、假借俱全。早期象形字成分
较多，到商代晚期象形字比例逐渐减少，出现
了大量的形声字，大多数文字已趋向定形，已
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它上承陶文等原始
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篆、楷，是汉字发
展的关键形态，被称为“最早的汉字体系”。
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发展而来。

在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主要是商朝后期
（前14—前11世纪）商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
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一般是占
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商朝王室贵族上
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
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
无不求神问卜，以预知吉凶祸福来决定行止。
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集
中堆存在窖穴之中。

（三）甲骨文汉字体系的重大价值和深远
影响

甲骨文随着中华民族的成长不断演化为现
代汉字体系。汉字是中华民族创造发明、独立
产生发展、在世界上使用寿命最长、目前使用
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字体系。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十分重要的事
情，它标志着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发展成熟程
度。当今世界上，仅有汉字和拼音文字两大文
字体系。汉字这种书写系统是同汉语这种语言
系统相适应而生存发展的，汉字系统和我们中
华民族的思维模式、文化模式在互相适应互相
促进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汉字研究学者认为，方块汉字作为一种信
息载体，是中华文化的缩微系统。绝大部分汉
字具有二元结构的特点，它的意符是信息存储
体，声符是信息识别体，至于象形字、会意
字，几乎可以望文知义。汉字的信息记载量很
大，是线性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汉字也被称
为“东方魔块”。

二、商部族对甲骨文创造的独特贡献
（一）关于甲骨文成长发展历史的探索
既然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体系，那么它成

长定型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期。根据郭沫若的
推断与一般文字发展史的公认规律，甲骨文形
成成熟文字体系之前至少也要有千年的初创发
展历史。

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讨论
汉字起源时就提出：汉字起源的上限难以从实
际上确定下来。现在能够提出的根据，最远的
只有公元前 4000年左右属于仰韶文化的彩陶
纹，以及时间于此相近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陶
器刻符。……至于汉字起源的下限，可以从小
屯殷墟甲骨文往上推测。当图画文字与陶器花
纹中的表意图案演变为记词字符，汉字由零散
的、个别的字符逐渐积累，达到一定的数量

后，再通过人为规范，成为一种文字体系。小
屯殷墟甲骨文已是能够完整记录汉语的文字体
系，这个体系形成的开端应当在夏商之际。商
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那么，汉字
字符开始积累的年代，似可估计为夏初，也就
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

（二）先商部族使用文字的史料记载
在夏代都城二里头的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

有甲骨文等文字；而先商部族发明甲骨文是考
古与传世文献可以相互印证的。《尚书·多
士》记载:“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殷革夏命。”周公说：“你们知道，只有你们殷
的先人才有记载历史的文献，殷更改了夏的大
命。”可见，商部族人们发明甲骨文创制历史
典籍是夏商周时期人们的共识。

（三）甲骨文是先商部族的独特创造
经过许多学者考证研究，甲骨文大多是商

代占卜记录。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
辞”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是钻孔、灼
烧、契刻出来的。

《礼记·表记》说“子曰：夏道尊命，事
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商族人尊神，遇事好占卜以求
神示。从考古发掘的材料看，在占卜之前，他
们先把龟甲或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
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
要问的事情向上天和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
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
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
来。于是，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
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
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
近处，这就是卜辞。对骨甲裂纹用硬物刻画出
更加清晰明显的线条与符号，不断强化认知
后，符号所代表的意思综合演释能力的日趋成
熟化，逐步形成了形象与抽象统一形式的部族
精神图腾和占卜文字——甲骨文。

（四）商丘地区关于早商、先商时期的文
字考古发现

1.早商时期的甲骨文
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商丘地区已发现有商

代早期二里岗上层时期的卜骨与陶文。1976
年冬到 1977 年 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河南一队和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
对商丘柘城县岗王乡孟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发现了丰富的商代早期二里岗上层时期的文化
遗存。遗迹包括 房基、灰坑、冶铸生产遗
存、陶窑、墓葬等。发现卜骨卜甲共 19 片，
包括7片牛肩胛骨、2片兽类长骨、1片鹿肩胛
骨、1片猪肩胛骨、1片羊肩胛骨、1片龟背甲
和6片龟腹甲。卜骨卜甲在灼前先钻，钻痕疏
密不等，排列无规律。钻痕多呈圆形，直径大
的 1.3厘米，小的 0.4厘米，一般为 0.8厘米左
右。绝大部分钻痕用钻类工具钻成，少数用刀
一类工具挖成。其中还发现了陶文：一个像

“五”字，刻于陶纺轮上；另一个刻于残陶罐
上，字体像执壶祭享之状，类似甲骨文的

“配”字。
2.略早于先商初年的陶文刻画符号
刻画符号和图画文字是甲骨文之前的文字

雏形，与甲骨文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考古发现
大多在陶器上，也被称为陶文。王玉哲《中华
远古史》提出：“我们推测陶文出现的年代在
公元前2500年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河南二队在商丘地区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
王油坊上层遗址中发现有陶器刻画符号；遗存
年代据碳十四数据测定约为公元前 2300年左
右，略早于夏代初年和商祖契的生活年代。

“河南永城王油坊上层属造律台类型的陶
器中，曾发现两例刻画符号。一例为一陶碗，
外面刻竖形符号和X形符号；另一列为高领
瓮，肩上刻五个X形符号。”这一发现为推测
商祖契（偰）为甲骨文发明人提供了考古证据
材料。我们可以期待，在商丘及附近地区发掘
先商、早商文化遗址，有可能发现关于文字创
造发明方面的新的资料证据。

综上所述，商族人祭天、敬神以火烧甲骨

占卦，长期在一定范围内保存秘传着“天意神
示”的文字符号，逐步成就了文字创造方面的
伟业。不可否认，商朝以及先商部落族群对汉
字的创造发明有着十分重要的独特贡献。我们
可以说商朝人、商族人是中华文字和文明的卓
越创造者。

三、对契与仓颉的有关文字创制的蠡测
（一）契的几个称谓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

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
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
契。”

1.商族始祖契古代称之为偰
《说文·人部》“偰：高辛氏之子，尧司

徒，殷之先。从人，契声。私列切。”《说文·
大部》“契：大约也。从大。《易》曰:‘后代
圣人易之以书契’。苦计切”契，专指邦国之
间的契约，后来泛指契刻的文件。契与偰两者
之间有内在联系。

2.商族始祖契（偰）又通卨
《康熙字典·人部》偰：“古文卨，先结

切，《说文》高辛氏之子 尧司徒 殷之先也，
通借契”。《康熙字典·丑集下·大部》契：
“《广韵》苦计切，《集韵》《韵会》诘计切，
《正韵》去计切。音栔，约也。《易·系辞》：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又
《正韵》先结切，同卨，高辛氏子舜五臣之
一，商之祖也。《书·舜典》帝曰：契，汝作
司徒。别作偰、卨。”

现代汉语中，偰与栔作为异体字都并入为
契。商务印书馆《新华字典》契（异体栔）读
qì，义项有用刀雕刻、刻的文字、契约、情意
相投。《新华字典》 契：（异体偰，读 xiè）：

“商朝的祖先，传说是舜的臣。”偰字不再单独
使用，其作为专指商族始祖之义项并入了契
字。

3.因玄鸟生商，契又被称颂为玄王
《荀子·成相篇》：“契为司徒，民知孝弟

尊有德。……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
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国语》
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这里玄为神秘
之意，非为黑色。

4.契又被称为阏伯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昔高辛氏有二

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
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
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
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
季世曰唐叔虞。”《左传·襄公九年》载：“陶
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
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
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契与
阏伯称谓出于不同史册，或为司徒，或为火
正，但其所指皆为陶唐氏帝尧之臣、高辛氏帝
喾之子、皆封于商丘、其后商人相土为继承
人，所以学界大多认为契与阏伯是一个人。

（二）契的职责与功劳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天下归舜。而禹、

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
而皆举用，未有分职。于是舜乃至于文祖，谋于
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
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舜曰：“契，
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
宽。”

《尚书·尧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敷
五教，五教在宽。’”

《孟子·滕文公》上称：“（舜）使契为司徒，教
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
叙，朋友有信。”赵岐注：“司徒主人，教以人事，
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妇妇、兄兄、弟弟，
朋友贵信。是契之所教也。”契的职责就是从事
文化教育，进行社会伦理教化，使民众讲礼仪，
社会生活行为有秩序。

（三）契（偰）是甲骨文的重要发明人
1.甲骨文又称“契文”
甲骨文，又称“契文”。研究甲骨文的学者，

早期大多都称甲骨文为“契文”“书契”。如孙诒

让1904年写成出版的《契文举例》，是第一部研
究甲骨文的著作。还有罗振玉出版著作《殷虚书
契前编》（1913年）、商承祚的《殷契佚存》（1933
年）、容庚的《殷契卜辞》（1933年）、叶玉森1933
年著作的《殷虚书契前编集释》、吴其昌1934年
著作的《殷虚书契解诂》等。

“契”的本意就是刻。甲骨文 ，左边象形刀，
右边像纵横交错的刻纹，表示用刀具在龟甲、兽
骨上刻划记号、标志。篆文承续甲骨文字形。篆
文异体字 加“大”（成年人），强调“契”为成年
人的行为。

《说文·大部》：“契，大约也。从大。”《易·系
辞》曰 ：“上古结绳记事，后代圣人易之以书
契。”说契是邦国之间的协约，说明早期的契刻
文字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又引文说，后代圣人发
明了契刻文字，记载重要事项，成典成书，代替
了上古的结绳记事，更加强调了契文发明的重
大意义。显然，契刻文字流传到现在的就是甲骨
文。

2.偰就是创制契刻文字的那个重要人物
契之所以称为“偰”，与他创制契刻文

字 ——甲骨文有关。
《康熙字典·丑集下·大部》：“契，音栔，约

也。《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
书契。《诗·小雅》：契契寤叹，又灼龟具。《诗·大
雅》：爰契我龟：契所以然火而灼之者也。……又
《正韵》先结切，同卨，高辛氏子 舜五臣之一，商
之祖也。《书·舜典》帝曰：契，汝作司徒。别作偰、
卨。”

何光岳《商源流史》称：商族始祖契是发明
刻字记事的著名人物，故称之为契（偰）。

商部族的杰出首领契，创制出甲骨文；因为
甲骨文主要采用契刻的方法写字，所以后人称
他为“偰”——意即偰是创制契刻文字的那个重
要人物。

（四）仓颉墓在商丘虞城并非偶然
古代史籍记载、民间传说仓颉是黄帝史官、

造字鼻祖。[汉]许慎《说文序》记载：“黄帝之史
仓颉，……仓颉之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
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一》称：“易曰‘上
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仓颉造文
字，然后书契始作，则其始也。”

[宋]罗泌《禅通纪》云：“仓帝史皇氏，姓侯
冈，名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龙颜侈侈，四目
灵光……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
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
龙乃潜藏。”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推测：仓颉发明了依类
象形的刻画符号和图画文字，考古学称之为陶
文，为甲骨文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与准备。

全国有多处纪念仓颉的遗迹，有仓颉陵、仓
颉庙、造字台等。在仓颉纪念遗迹中，较早建于
汉代者有四处：河南南乐、虞城、开封和陕西白
水。

商丘的仓颉墓在古王集乡堌堆坡村西北
隅，就在阏伯台东北方向，距离约20公里处。据
《虞城县志》记载，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 177
年），仓颉墓前立碑一通，正书“古仓颉墓”，唐时
扩建，后废。康熙九年（1670年），重修仓颉祠。
1976年被名为虞城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
年被命名为商丘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商丘地区流传着一个古老传说：春秋战国
时期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携弟子巡游时，途
经虞城县仓颉墓地，看到一具裸露的颅骨，抱
在怀中便跪地痛哭。弟子不解，孔子悲痛之余
向弟子解释，他说怀中抱着的这具颅骨上面有
四只眼孔，不是造字鼻祖仓颉，又会是何人。
于是，孔子命弟子挖坑筑墓，将仓颉的尸骨重
新掩埋。

仓颉墓等纪念造字始祖的构筑物在商丘至
少已存在大约两千年以上，这绝非偶然事件；或
许仓颉就是在商丘地区生活并发明早期文字；
或许是仓颉的方法和成果影响了商部族的人
们，启发他们创制了甲骨文。但可以肯定的
是，发明创造文字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精神，在
商丘是受到历代人民尊崇的。

甲骨文创造：殷商部族的重大贡献
□ 赵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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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会鹏） 近日，
宁陵诗人马东旭的作品《我歌颂亘古
之地》 入选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
《2019 中国散文诗年选》。“花城版”
《2019 中国散文诗年选》由王幅明、
陈惠琼两位主编主持编选，全国新华
书店销售。此选本较为全面地呈现了
2019年度中国散文诗创作的面貌，是
国内颇具权威的散文诗年选。

马东旭坚持笔耕多年，诗歌散见
于《人民日报·海外》《诗刊》《青年
文学》《文学报》《星星》《诗歌月
刊》《扬子江》《时代文学》等国内百
余种文学期刊，受邀参加第十四届全
国散文诗笔会。获得过中国散文诗金
奖、第八届中国散文诗天马奖、第三
届中国大河诗歌奖、扬子江年度青年
散文诗人奖、河南省散文诗优秀成果
奖等奖项。

《2019中国散文诗年选》系花城
年选系列之一种。整部书稿分为四
辑，即“大地的璀璨”“碰撞的声
音”“起伏的音界”“网风的馨香”。
选本内容丰富多彩、涵盖面广，皆从
当年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撷取，是中国
年度散文诗盛宴，受到广泛好评。自
2012年始，马东旭的作品连续八年入
选“花城版”《2019 中国散文诗年
选》。

马东旭的作品连续八年
入选《中国散文诗年选》

陌生的从未见过你的脸庞
知道你的伟大却是如此苍凉
生死一世来得如此之快
快得只能想像你化黄鹤飞翔
我用颤抖的双手为你点上烛光
让你看到春花已经开满天堂
你的光荣似浪花流淌在长江
永恒血脉里我们承接了坚强
英雄的名字你本来无意荣享
可今后我们都尊你民族的脊梁
英雄的名字你本来无意荣享
可今后我们都尊你民族的脊梁

——抗疫歌曲《英雄的名字》
《英雄的名字》是今年抗疫民间热门歌曲，一经推出即被

广泛传唱，也成为不少地市迎接抗疫英雄归来的欢迎曲。这首
歌的词作者是从商丘走出的学子刘营超，目前是国网上海市电
力公司副总政工师。

记者作为刘营超的好友，有幸第一时间聆听了这首音乐，
即被歌词的深沉、激扬，歌曲的悲怆、热烈所吸引，传达着爱
和力量。歌曲3月11日在新华社客户端上线，半天时间浏览量
就超过了 150万。迅即被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及各大网站转
载，同时推出童音版、英文版，并很快在英国、美国、澳大利
亚、巴西、意大利、希腊、韩国等国华人圈传唱。

“创作时，仿佛看到无数个英雄。”提起这首歌曲的创作，

刘营超依然很激动。
“一种不由自主的感动促使我写歌词。疫情面前，团结的

中国人，逆行者的美丽身影总是打动我。这场疫情也是一场灾
难，灾难面前悲壮是少不了的，但悲壮中始终会孕育英雄情结，
所以，我要写英雄。”“还有一个因素，我在武汉读书四年，珞珈山
东湖水樱花季无不让我魂牵梦绕，这次武汉‘生病’了，我真
的感同身受，虽不能像医者奔赴抗疫一线，但内心总想为武汉

加油。”
刘营超告诉记者，创作之初他首先想到的是那些最可爱的

医护工作者，特别是为抗疫献身的勇士，因而最初歌名曾谓之
《英雄泪》。但后来他认为英雄的内涵不应有局限性，也包括奋
战在一线而零感染的全体医护人员、警察、社区人员、志愿者等，
所以歌名更改为《英雄的名字》。“我觉得在抗疫中孕育而生的英
雄主义精神也应该是激昂的，会永远被传承的，英雄的名字就像
浪花会时刻涌流在长江，他们的精神激荡在我们血脉里。”

刘营超充满了饱满的英雄情结，2月 29日，歌词一气呵
成。由袁忠宜谱曲，3月 6日制作出作品样本，之后，修改、
打磨、审评，最后于3月11日晚上在新华社首发。袁忠宜是入
党誓词歌《我宣誓》的谱曲者，网红音乐人，对英雄更是敬
仰。“英雄这个字眼，包含着敬重与哀伤，同时更蓄积着力
量。作为音乐创作者，有责任将这种力量汇聚成洪流，感动、
振作更多人，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力量源泉。”他与刘营
超共通的“英雄情结”，最终汇成了《英雄的名字》。

医护人员成为这次抗疫的中坚，有的被感染，有的牺牲在
岗位上，这些一次次让刘营超泪目。历史上黄鹤楼经历数次重
建，即使在最危难的的时刻，依然傲立在那里，它就是武汉的
象征。英雄的武汉人民化身黄鹤向病毒宣战，牺牲的战士化成
黄鹤飞翔。

“英雄的名字你本来无意荣享/可今后我们都尊你民族的脊
梁。”这一句是歌曲的高潮，也被反复唱，它不只是悲壮，更
催人奋进，给人力量。刘营超说，写这两句时自己流泪了。因
为平凡的人一般不会想着会做英雄，这场疫情虽然没有硝烟，
却是吹着冲锋号的战场。在这样的氛围下，平凡的人们也一定
会被感动起来调动起来，会成为义无反顾的战士，自然而然也
就成为英雄。我们这个时代正需要英雄，为新时代努力建功的
真英雄。这点，会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用歌曲传递力量，用创作带来希望，用音乐记录心情。刘
营超再接再厉，与袁忠宜共同策划的新歌《命运共同体》即将
问世。

得知商丘88位援鄂医护人员平安归来，刘营超专门向商丘
的媒体发来祝福，说他们都是英雄，不要忘记他们的名字，感
谢英雄，感恩英雄。

用音乐记录心情
——对话抗疫歌曲《英雄的名字》词作者刘营超

文/图 本报记者 孙克东

歌词作者刘营超

本报讯（季 哲）日前，由商丘
日报报业集团、虞城县委宣传部、虞
城县文联以及虞城县作家协会联合举
办的“大虞春秋”杯征稿大赛正式启
动 。 本 次 大 赛 在 2020 年 度 分 为

“春、夏、秋、冬”以及总决赛共五
次比赛，主要征集与大虞春秋文化园
有关的摄影、诗文、绘画、视频以及
朗诵等文艺作品。本次比赛奖品、奖
金丰厚，内容详见魅力商丘、木兰文
学、大美虞城等微信公众号之发布。

唯一参赛信箱：
Dayuchunqiu2020@163.com

“大虞春秋”杯百万巨奖大赛开启

连日来，汉梁公园郁金香展区迎来众多
游人，热闹非凡。疫情散去，人们怀着愉快
的心情，走出家门，享受难得的自由生活，
体味人间的美好。本报记者 戴文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