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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甲骨卜辞中“翌”之意义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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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代甲骨 《 小屯南地甲骨》 2106、214 及 《 甲骨文合集》 6054、
9615、11215、13878、20656、21579记载有反映当时农耕、天象、狩
猎、战争情况的卜辞，但其中“翌”的意义很特别，用以往的考释成
果无法通读卜辞。本文着眼于甲骨卜辞作为文化镜像的系统性特征，
从时间的语言表达、农业耕作传统、祭祀周期、天文历法等多个子系
统多角度推进，深入研讨该组卜辞中“翌”的意义。我们认为：该组
卜辞中的“翌”源于“翌祀”活动，“翌祀”与黍禾类庄稼的生长收
获周期时间和周期位置重叠，所以可以用前者来转喻后者。“翌”可
以表示“翌祀”周期的大约四个月时间，也可以表示处于“翌祀”周
期中的时日。该研究解释了该组卜辞中“翌”的释义疑惑，并且希望其
体现的语言学价值和文献意义对理解同时期的铜器铭文、祭祀和农耕制
度、补充卜辞中有关时间的文献资料提供积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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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宾先生认同唐兰的释字，并对“翌”表示祭祀的观点进行
NEW INTERPRETATIONS OF YI 翌
1. 引言
了进一步阐发：
IN
A
GROUP
OF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霍尔语分布于四川省阿坝州的壤塘县、金川县，以及甘孜州的
DENG Fei WEN Xu
丹巴县、道孚县、炉霍县、新龙县，使用人口超过六万。霍尔语地域
翌祭之翌……在卜辞中除祀典之外，均假借为翌，谓明日曰翌日。唐兰氏谓“当
Th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分布辽阔，内部分歧巨大，事实上是由几种不能通话的语言构成的语
释羽，象羽翼之形，翼之本字也。”其说是也。今按羽为舞名，所谓翌祭，乃
舞羽而祭。《 周礼·地官 》：“舞师，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
群。与霍尔语群亲属关系最为密切的语言群体是嘉戎语群与拉坞戎语
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帅而舞旱暵之事。”
ABSTRACT
群（又称绰斯甲语群；Jacques
et al.
Ms.）。三者共同构成汉藏语系羌
注云：“羽，析白羽为之，形如帗也。
”又引“郑司农云：
‘皇舞，蒙羽舞。书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of the ancient Shang ’dynasty
of China
或为翌，或为义。’玄谓‘皇，析五彩羽为之，亦如帗。
”可知持羽以舞，古
语支嘉戎语组（Sun
2000a, 2000b）。我们近年深入霍尔地区调查，发
recorded
on XiaoTunnandi
Jiagu
小 屯 南 地 甲 骨 (ZKY 1980)
有其制（Dong
Zuobin 1945:14）
。
现依据沟通度、词汇差异、形态创新等线索，至少可识别出北部（壤
2106, 214, and Jiaguwen Heji 甲骨文合集 (Guo and Hu 1978-1983)
塘县）
、中部（道孚、炉霍、丹巴、金川县）
、西部（新龙县）三种主
王襄
(Wang Xiang 1925:3) 认为该字与“臘”
、“腊”均通，是
6054, 9615,
111215, 13878, 20656, 21579 are
2 of great academic values for
要霍尔语,
内部都有显著的方言区别。
其中尤以中部霍尔语沿着鲜
祭祀之名，或者隶为“昱”
。叶玉森先生(Ye
1933:10)认为卜辞之翼及
studying
the farming, weather,
hunting and
war of 3000 years
水河及大渡河支流格什扎河、东谷河、大金川两岸分布，地域最广，
翼日都是祭祀名。张秉权先生(Zhang
Bingquan
1957:54)认为甲骨文的
ago. However,
the
meanings
of
one
critical
character
yi 翌 in these
人口最多。3 丹巴县东谷上半乡的语言总体上属于中部霍尔语的一部
羽字“亦即后世的翌字，在此是纪时之字，但其意义则不仅为第二日，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is still unclear, and it is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即分，但在词汇、语音、语法上与其他地区有显著的差异，可视为中部
使 是 若 干the
天之
后 ， 还 是 inscriptions
可 以 称 为 翌following
或 翌 日 的 the
”。 existing
吴其昌先
生 (Wu
understand
oracle-bone
research
4
霍尔语的独特方言，过去无人研究。
本文以近年调查的东马村口语
1959:16-21)说自己“综合万余片甲骨，悉索其‘翌’字而观其会通，
achievements
that yi 翌 means ‘one kind of
sacrificing activity’ or ‘the
为基础，介绍上东谷霍尔语（以下简称‘上东谷话’
）里突出的音韵
则‘翌’之一字，其形谊表里，嬗衍变化之源流曲折无不宛委明矣。
second day’.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property of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盖‘翌’字之原始朔义，乃羽翼之形也”
。又说“翌”位祭祀名，还
特征－音位性的弛声发声态（slack
voice）
。
as a cultural image, this paper has studied the meanings of yi 翌 in these
为“祭之明日又祭”
，从此引申，则“
‘翌’之义，又为‘明日’
”。饶
下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扼要介绍上东谷话的语音系统及较突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from such cultural
subsystems as the expressions
宗颐先生(Rao
1959:1090-1091)认为“所谓‘翌’者，实有二义，即定
出的音韵特征，作为全文讨论的背景。第三节描写上东谷话弛声的语
of
time, the tradition
of farming and the sacrifice circle. This paper has
指明日，
及不定指明日之后之任何一日”
。屈万里先生(Qu
1961:5)认为
音性质、音韵地位、
concluded
that yi 翌 及形态功用。
in this group第四节尝试通过霍尔语的方言比较，
of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derived
“按以卜辞觇之，作翌者较作昱者为多，知翌固亦本字，非假借也”
追溯上东谷话弛声的历史来源，及与其他霍尔语低调与擦音送气的对
from
the yi-form (yi si 翌祀) sacrificing activities, indicating an around。
李孝定先生(Li
应关系。第五节总结全文，并揭示上东谷话语料对霍尔语群历史比较
4-month
cycle ofXiaoding
a yi-form 2004:1237)认为“卜辞以此纪时者大多为次
sacrificing activity or the time of the yi-form
日，即许书训明日之昱之假字，少数为再次日，罗氏之说是也”
。于
sacrificing
activity, which has the same cycle and location as the plant
he
与汉藏语语音类型学的重要意义。
省吾先生(Yu
1971:20)认为“昱字之初文，本象刀形，灼然明矣。古籍
禾 growing and harvesting. So yi 翌 in this group of oracle-bone
昱亦作翌，翌从羽乃刀形之讹变也。
”周国正先生(Zhou
1983:255-256)
inscriptions
is a metonymy of the yi-form
sacrificing activities.
These
2. 上东谷话音系概述
认为翌为五种周祭之一，按一定的日程举行。孙海波先生(Sun
Haibo
meanings
of
yi
翌
are
helpful
to
interpret
the
related
oracle
inscriptions
上东谷话没有声调，音节由声母、韵母、与超音段的发声层
1992:167)认为“此亦羽字，象羽翼之形。卜辞借用为翌”
。姚孝遂、
and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same period. They along with
the article
（phonational
tier; Zhu 2015）组成。声母包括单声母与二、三合复声
肖丁先生（Yao
& strong
Xiao 1985:141）认为“翌”表示未来之时间。常玉
are
also
present
in
linguistic
value
and
documentation
significance
母，韵母由单元音与辅音韵尾构成，发声层中不带标的正常声（modal
芝先生（Chang
Yuzhi
for
learning about
the 1987:191-216）认为“翌”可以表示周祭祀的首
ancient
culture of farming and hunting and for
voice）与弛声（slack
voice）对立。
祀。不再一一赘述，总之，诸先生都对“翌”展开过卓有成效的研究。
investigating
the
time
expressions
in v,
thet, tʰ,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声母系统除 p, pʰ, b, m, w, (f),
d, ts, tsʰ, dz,
n, s, z, r, l,and
ɬ, ɮ,
从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来看，
“翌”在甲骨卜辞中的意义有二：一
bronze wares’ inscriptions of the Shang dynasty.
tʃ, tʃʰ, dʒ, ɲ, ʃ, ʒ, j, tʂ, tʂʰ, dʐ, (ʂ), k, kʰ, g, ŋ, x, (ɣ), q, qʰ, χ, ʁ 等 41 个
是表示一种祭祀之名，二是表示将来时间。表示将来时间时主要表示
5
构成的单声母外，还有多种二合与三合的复声母。韵母的主元
辅音
第二日，或者十日内时间，偶尔也会超出十日。
KEYWORDS
a, ɑ, i, u, features
e, ə, o, ɔ,Oracle-Bone
ʌ 九个单元音，没有复元音；辅音韵尾
音系统包括Systematic
Semantics
Inscriptions Yi 翌
（或用）有-m,
-ŋ,cycle
-v, -ɣ, -r, -w 等 7 个。
Offer
sacrifices -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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