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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落户郑州大学

2018 年

12 月 25 日，

教育部语言文

字信息管理司

正式下发函件，

决定联同河南

省教育厅共建

“汉字文明传

承传播与教育

研究中心”，

中心设在郑州

大学。这是教

育部语信司在

河南设立的唯一一个社科科研机构。

此前，经过向教育部提交共建报告、下达反馈意见、专家来校实地考察评议、由省教育

厅提交建设请示等环节，最终教育部语信司确定与省教育厅共建“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

研究中心”。随后双方将适时签订共建协议。

河南是汉字发源地，具有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丰富的古文字资料和以《说文解字》为代表

的悠久的汉字研究历史，还有以《三字经》《千字文》及现代《中华字经》为代表的汉字教

育传统，深厚的中原文化根基造就了华夏文明宏宇。中心的获批，将进一步发挥河南省的汉

字资源优势，服务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中心将以此次获批为契机，从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出发，主动对接国家语言文字

事业发展需求，发挥传承汉字文明、传播汉字文化、教育汉字素养、研究汉字学术、集聚汉

字资源的效益，从而为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为社会汲取传统文化服务，为语文教育提供理论

和方法指导，为学术界提供更多新的成果，努力建设成为“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

‘绝学’‘冷门’学科”的特色研究基地。

【中心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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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视察汉字文明研究中心

2019 年 2 月 20 日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来郑州大学调研一流大学建设，副省

长霍金花，省政府秘书长朱焕然，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研究室主任王作成，省政

府副秘书长尹洪斌，省教育厅厅长郑邦山，省科技厅厅长马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

长刘世伟，校领导牛书成、刘炯天、屈凌波、谷振清、关绍康、韩国河及校内相关单位和学

科负责同志等参加调研。

陈润儿一行来到文学院，听取了李运富教授对汉字文明研究中心的整体介绍，了解了国

家语委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的建设情况。陈润儿对我中心的科研成果与发展规

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与李运富教授进行了亲切交谈。

3. 校长刘炯天院士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调研

2018 年 11 月 7 日下午，河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州大学校长刘炯天莅

临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就中心发展建设情况进行调研。

在中心会议室，刘炯天校长听取了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关于中心人才引进、科研项目申

报、科研成果产出、国际合作交流以及当前平台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等工作汇报。刘校长对

中心成立以来各方面的进展及成效表示肯定，对中心人才引进及平台建设方面遇到的困难表

示关切，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对中心以后的发展提出了希望。

校办马睿，文学院党委书记甘剑锋、常务副院长许志远，及汉字文明研究中心的部分师

生参加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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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心主办“首届跨文化汉字国际研讨会”

2018 年 10 月 19-22 日，首届跨文化汉字国际研讨会在郑州市黄河迎宾馆迎宾会堂隆重

召开并获得圆满成功。来自德国、韩国、加拿大、日本、越南（音序）等国家和台湾地区，

以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音序）等国内知名高校及科研、

文博机构的 150 余名专家学者莅临大会，共襄盛举。其中境外学者近 30 人，是名副其实的

“国际研讨会”。大会由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大学文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海外

汉字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语言文字研究所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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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上午 8点 30 分，大会隆重开幕，开幕式由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

教授主持。李教授首先解题，指出“跨文化”是指超越某种文化而涉及另外的不同文化。“跨

文化汉字研究”是汉字研究的新动向，包括用“跨文化”的眼光和方法来研究汉字，也包括

研究跨文化存在的汉字材料和汉字现象。“跨文化汉字研究”需要国内外同行的互助合作。

随后，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教授代表学校热情致辞。她说，汉字在跨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中原是汉字的故乡，为充分发挥河南的古文字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我校语

言文字学科的学术水平和研究实力，学校于 2016 年 9 月成立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引进以李

运富教授为带头人的创新团队，在国内外学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两年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

在队伍建设、学科建设、项目申报、成果产出、学术活动、国际合作、资料建设等各方面都

取得重大成绩，产生了广泛影响，给学校增添了很多光彩；由汉字文明研究中心承办此次研

讨会，在中原大地黄河之滨召开可谓得天时地利，预祝大会取得丰硕成果。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汉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平教授指出，跨文化汉字研究已经成为汉字

学、汉字史、汉字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分支，李运富教授的《跨文化汉字研究》推

动该研究的理论化、系统化；未来发展应从方法论角度和资料共享角度出发，加强对比分析

研究，整合建设更大更便捷的资源平台，推动合作共赢。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李守奎教授回

顾汉字研究从汉至今两千多年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认为汉字研究应回归理性。汉字在世界广

泛传播，是世界文化现象，因此不仅需要国际视野，还需要国际合作。河南地处中原，汉字

文明研究中心应担当起这样一份责任，此次研讨会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国际大会。致辞的还有

越南社科翰林院汉喃研究院院长阮俊强教授、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学院副院长史克礼教授、

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会长李圭甲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笹原宏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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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于 20 日上午和 21 日上午分三场进行，共有 18 位专家学者先后发言：来自韩

国的李圭甲教授、金炳基教授、安熙珍教授、河永三教授，来自日本的池田证寿教授、笹原

宏之教授、梁晓虹教授、海村惟一教授，来自越南的丁克顺教授，来自加拿大的高岛谦一教

授，来自德国的史克礼教授，来自国内各大高校的黄建新教授、王晓平教授、王立军教授、

王平教授、王贵元教授、李守奎教授、何华珍教授（按报告顺序排列）。他们围绕东亚碑刻

汉字文献、日本古辞书、和制汉字、奈良时代金石文、甲金文、汉字阐释、汉字哲学等主题，

聚焦东亚汉字，呈现汉字域外研究的多元载体及各具特色的存在样态，探寻汉字发展演变机

制及蕴含的文化价值。

根据内容，大会分四组进行了专题讨论，主要包括越南汉字及文献组，日、韩汉字及文

献组，中国碑铭汉字及文献组，古文字及古汉语组等。越南汉字及文献组围绕越南文字词汇

研究、越南文献研究、汉字理论研究、跨文化汉字学术史研究一起切磋新材料、探索新方法、

共创新学问。日、韩汉字及文献组以中、日、韩三国跨文化交流大背景下的汉字汉语现象为

基本主题，讨论内容涉及跨文化视野下的汉语文献和个体汉字，以及学术史、词汇、思想、

政策、艺术等更为广泛的领域。中国碑铭汉字及文献组讨论内容包括碑刻文献整理、碑刻文

献价值、碑刻释文及字词研究等方面，各位专家学者还就碑铭中字形的处理以及文字的发展

演变途径展开了热烈讨论。古文字及古汉语组与会学者就出土与传世文献的文字考释、汉字

理论、词语训释、常用字词演变、文献与历史等诸多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并进行了深入交

流。

闭幕式上，何华珍教授以“新材料、新视野、新学问”为关键词，对大会进行学术总结：

此次会议的特点为站位高、观点新、文献实、高密度、大容量、深交流，会议收到 10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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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围绕东亚碑刻汉字文献、东亚古辞书整理及数据库建设、汉字阐释、汉字哲学等多主

题进行多角度深入讨论，与会学者的不同学术思想在会议过程中碰撞、激荡，会场气氛热烈，

会议成果丰富，达到了预期目标。江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叶剑先生代表下一届承办单位

向在座专家学者发出诚挚邀请，郑州大学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许志远先生代表文学院向与会专

家学者致以谢意。

21 日下午，大会组织召开跨文化汉字研究国际联盟筹建会议，部分与会专家学者代表

各自单位审议讨论了联盟章程，并讨论了具体合作项目等。

此次研讨会是一场学术盛宴，以最新研究成果呈现汉字与异文化的融合与变异情况，为

汉字学研究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汉字的创造力、辐射力和影响

力也在本土文献和域外文献中共同呈现。大会对深化汉字的跨文化研究，推动跨文化汉字研

究国际平台的搭建，东亚汉字资源数据化、信息化发展影响深远。

此次研讨会得到越南社科翰林院汉喃研究院、韩国庆星大学韩国汉字研究所汉字文明研

究事业团、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学院、日本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日本福冈国际

大学惟精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浙江财经大学东亚汉字资源研究中心、中国文字博物馆、洛

阳金石文字博物馆、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等国内外科研、文博机构的大力支持。

此次研讨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搜狐网、大公网、大河报等国内各

大媒体都对盛会进行了详细报道。此次会议在国际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日、韩等海外知名

报刊对会议盛况也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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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运富教授参加 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成立大会

2018 年 11 月 1 日，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中

心主任李运富教授参加大会，并被聘为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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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涵盖了 2 个综合类、109 个专业类和 40

个分教指委，集中了全国高等教育方面最权威的专家，承担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研究、咨询、

指导、评估和服务等工作。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将成为全面振兴本科教育

的精英团队，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稳步发展。

6. 黄锡全教授获批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2018 年 11 月 6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正式公布了“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立项名单”，河南省获批 5 项，其中郑州大学 3 项，黄锡全教授作为首席专家投标

的“甲骨学大辞典”名列其中（项目批准号：18ZDA303）。这是又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落户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甲骨学大辞典”，将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立足中外学者及有

关科研、文博单位对甲骨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及开展的工作，组建精干的核心团队，组织全国

知名甲骨学、古文字学、

考古学专家精心撰稿，旨

在编纂一部高质量、高水

平、能全面反映学术界最

新成果及面貌的专业工

具书，以满足国内外专业

或普通读者的需求，使之

成为了解、研究甲骨文知

识的良师益友。同时，建

立起一个大型的、多功能

的、开放的甲骨学辞书数

据库，构筑古文字学交流

平台，促进甲骨学学科的

建设与发展，服务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

郑州大学汉字文明

研究中心自 2016 年 9 月

成立以来，围绕“中原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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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一流学科建设规划研究方向，在李运富主任的带领及推动下，有效开展各项工作，

取得了重要进展，不断获得国家及省部级项目。今年再次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对于提升郑州大学及汉字文明研究中心的学术影响力意义重大。

7. 中心联合主办 21 世纪汉字汉语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1 月 11-13 日，21 世纪汉字汉语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科技大学隆重召

开。本次会议由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省汉语方言与文化科技融合研究基地、韩国全

北大学 BK21PLUS 韩中文化“和而不同”研究创新人才培养事业团及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

中心联合主办，由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省汉语方言与文化科技融合研究基地承办，

并得到湖南科技大学社科处的大力支持。来自德国、韩国、加拿大、克罗地亚、马来西亚、

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音序）等国家和地区的 10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共襄盛举。

1 月 12 日上午，大会开幕式隆重举行，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奇玉教授主持仪

式，湖南科技大学校长李伯超教授致开幕辞，韩国全北大学金炳基教授、郑州大学汉字文明

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分别致辞，金炳基教授向大会主办方分别赠送了三幅亲手写就的墨

宝，以纪念此次盛典。

开幕式后，举行第一场大会报告，由陕西师范大学赵学清教授、台湾师范大学季旭升教

授共同主持。来自德国的何莫邪教授从《说文解字》的全球地位，解读了《说文解字》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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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语言史上的独特作用，扩大了说文研究的视野，突出汉文化对世界语言学的重要性。李运

富教授对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的训解作出详细解释，从合并省文等角度提出“酒肉臭”

实为“酒败肉臭”的观点，并梳理了后人仿用杜诗而导致“臭”的意义出现歧异的情况；不

仅对“酒肉臭”作出令人信服的达诂，也从源头上厘清了学界争讼“臭”的意义的成因。陕

西师范大学党怀兴教授对汉字假借学说的历史渊源作了详细的梳理，阐述了假借学说的前世

今生。韩国全北大学崔泳准教授对《三国志》今译本的部分词汇作了对比研究，指出该书今

译过程中有争议的问题，力图为今后的注译提供有效的参考。日本福冈国际大学海村惟一教

授、武汉大学赵世举教授、湖南大学陈松长教授分别就文化地理学视域下汉字汉语汉文化的

研究、汉字本质的再认识、本世纪湖南新发现简牍的整理与研究等议题报告了最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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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下午，与会代表分成五个小组，就汉字研究、汉语汉文化及相关研究、汉语

国际教育研究等领域的问题展开广泛讨论。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张素凤教授、何华珍教授、张

青松教授、温敏副教授、何余华博士、牛振博士参加小组讨论，分别就相关议题阐述了个人

观点。张素凤教授、何华珍教授还分别主持了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后进行第二场大会报告，由北京语言大学徐朝东教授、湖南师范大学蔡梦麒教

授主持。台湾师范大学季旭升教授对《老子》的“智慧出，有大伪”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北

京大学杨荣祥教授通过分析 “对象自足动词”，揭示了字形结构—词义结构—句法表现之

间的关系。中山大学陈伟武教授论述了先秦汉语字词与语义的生死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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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郑贤章教授立足汉文佛典，研究其对中国古代语文辞书发展的影响。中国

人民大学朱冠明教授探索了“现在”一词从佛典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的过程。金炳基教授认为

汉字蕴含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处于汉字文化圈的人们要学好汉字，同时还要树立正确的认识

态度，中国和韩国应当共同倾注力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汉字。

大会闭幕式由湖南科技大学徐前师教授主持。小组总结环节，各小组评议人一致认为，

此次大会议题内容丰富，涵盖范围广，讨论充分，气氛热烈，收获颇丰。随后，湖南科技大

学人文学院向韩国全北大学回赠了由本学院周平教授创作的书法作品。最后，李运富教授作

大会总结，李教授认为，此次学术会议办会效率高、规格高、国际化程度高，成果丰硕；他

希望，与会代表日后能够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友谊长存，共同推动汉字汉语汉文化的研究与

传播。此次会议受到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搜狐、湘潭在线、湖南科技大学网、新闻网、三

湘都市报等媒体对会议盛况进行了详细报道。

8. 李运富教授主编“古今字”学术史丛书获 2019 年度国家出版基

金项目立项

2019 年 3 月 6 日，国家

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正

式下发通知，由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申报的《“古今字”

学术史丛书》获批 2019 年度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立项。该

丛书由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

任李运富教授担任主编，共

9 卷 11 册。国家出版基金于

2007 年由国务院批准设立，

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之后的第三

大国家设立基金，用于资助

社会效益显著的重大出版项

目，是一项重要的出版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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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湖南教育电视台一行到访中心商讨甲骨文纪录片拍摄事宜

2019 年 3 月 19 日，湖南教育电视台一行到访中心，共商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电

视纪录片拍摄方

案，该纪录片片长

为 45 分钟，以国

家意识形态为指

导，通过甲骨文

120 周年历史的

梳理反映中华民

族源远流长的历

史文明发展历程，

建立文化自信。

10. 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处杜雷博士一行到访中心

2019 年 3 月 19 日下午，法国驻华大使馆（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文化教育

合作处高等教育与人文社科研究合作专员杜雷博士一行到访中心,杜雷博士一行参观了中心

的科研成果展示、工作间以及藏书室，杜雷博士对中国文字研究，尤其是古文字研究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杜雷博士表示愿意推动法国开设汉语言文字课程的高校与中心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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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温敏副教授获郑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18 年 11 月 25 日，经郑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评定，温敏副教授著作“顺

治本《陈州志》校注”被评定为 2017-2018 年度郑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2. 中心编辑出版《汉字汉语研究》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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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0 日，《汉字汉语研究》第 4 期正式出版，本期共刊发李如龙《汉字双

重性质论纲》，董宪臣《利用类化思路考释碑刻疑难字例说》，陈波先《〈通雅〉对〈说文〉

重文的利用》，陈伟武《〈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前言》，沈培《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儒

子〉校读五则》，李辉《“坐甲”新释》，洪德荣《〈上博（九）·陈公治兵〉兵学字词考

论》，谭生力《说“内”》，郑贤章《〈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同形字考辨》，杨琳《〈金

瓶梅词话〉形误字考辨》， 熊加全《〈新修玉篇〉疑难字拾遗》，冯胜君《说“伐”》，

徐浩《〈伍子胥变文〉“监监”考 》等 13 篇文章，“读者之声”刊发节振湘文章《读〈汉

字汉语研究〉第三期》。

13.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推介中心刊物《汉字汉语研究》

2019 年 2 月 9 日第 2 期《语言文字学》封底刊印《汉字汉语研究》第一、第二、第三

期封面、期刊基本信息等。《语言文字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管，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月刊，每月 9 日刊印，精选有关语言学理论、汉语

文字学、社会语言学、翻译学、语言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计算语言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学等多方面的前沿研究成果。

14. 安阳师范学院刘永革教授一行访问中心

2019 年 3 月 1 日，教育部甲骨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安阳师范学院）主任刘永革教

授一行三人到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访问交流，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及中心部分师生参加了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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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

李运富教授首先介绍中心在人才引进、科研成果产出和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着重介绍了教育部、国家语委重大委托项目“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回顾（纪念图册与研究概

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甲骨学大辞典”的最新进展，以及东亚汉字资源库和 “汉

语字词职用关系历时对应谱”大型数据库的建设规划。刘永革教授介绍了教育部甲骨文信息

处理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情况，“甲骨文献知识服务平台”项目材料收集和数据库建设的进度。

双方就发挥各自优势开展科技合作进行了初步讨论，并就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模式及合作内

容深入交换了意见。座谈结束后，刘教授一行参观了中心科研成果展柜和中心资料室。

15. 中心编辑出版《汉字汉语研究》2019 年第 1 期

2019 年 3 月 20 日，《汉字汉语研究》第 5期（2019 年第 1 期）正式出版，本期共刊发

赵平安《补“屚”--兼说相关诸字》，徐在国《“窈窕淑女”新解》，汪维辉《再论“捉”

的词义及相关问题--答刘钊、张传官先生》，舒绍雄、雷金瑾《用典与墓志文字考释举隅》，

真大成《译经用字与译经词语新释》，王彦坤 《〈路史〉说略》，何茂活《〈汉语大词典·火

部〉书证断句献疑》，马晓稳、李红薇《汉语“大系”考源》，陈前瑞、杨育欣《经历体的

特定性与来源意义研究》，郑继娥 《上古汉语方所介词“在”的对比研究--以〈今文尚书〉、

甲骨、今文为例》，[韩]李圭甲《韩国古代石刻文字考释问题及华严石经文字的复原》，[日]

海村佳惟、[日]海村惟一《日本“自写本”汉字音训研究--以日本国宝岩崎本〈宪法十七条〉

第二条为主》》等 12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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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心特聘吴国升教授、齐航福教授为专职研究人员

吴国升教授

1968 年生，湖南娄底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

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文字学会会员，《贵

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语言文学”栏

目主持。吴国升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

科研工作，涉及汉字学、汉字发展史、词汇学等研

究领域。已出版《春秋文字字形表》（独著）、《

古汉字发展论》（参著，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文库）等著作。在《中国文字研究》《古籍整理

研究学刊》等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30 多篇。

吴国升教授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春秋金文资料的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出土春秋文字材料中汉语字词关系研究”、省社科规划基金

项目“春秋文字研究”3 项，承担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字发展通史”子课题 1项，

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出土春秋文献语料库建设及语词汇编”。荣获省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三等奖一次。

齐航福教授

1975 年生，河南虞城人。曾任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

副社长，现任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学科特聘教授。

兼任许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等。

获河南省百名优秀青年社科理论人才、河南省学术技术

带头人、河南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四个一批”人才、

河南省优秀青年社科专家等称号。

齐航福教授主要从事甲骨学研究，出版《殷墟甲骨

文宾语语序研究》、《宾组卜辞分组分类的初步整理与

研究》、《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刻辞类纂》（合，第一

作者）、《花东子卜辞与殷礼研究》（合，第二作者）等著作 4 部。在《中国语文》《语文

研究》《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中

州学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北方论丛》等核心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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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篇。齐航福教授的《殷墟甲骨文中句式使用的组类差异考察——以“岁”字句为例》（独

著），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获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14）；《殷墟甲骨

文宾语语序研究》（独著），获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15）；《宾组卜辞分组分类

的初步整理与研究》（独著），获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16）。先后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2项，省社科基金项目 2 项，目前在研项目有“殷商祭祖文化研究”（省社科基金

项目）、“殷墟甲骨文疑难辞例疏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项目）。

17. 中心研究人员近期获批科研项目多项

中心成员获批多项科研项目，分别为国家语委 2018 年度重点项目“甲骨文等古汉字在

语文教育中的应用研究与功能开发”，由张素凤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甲骨学

大辞典”，由黄锡全教授主持；教育部、国家语委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重大委托

项目“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回顾（纪念图册与研究概览）”，由李运富教授主持；国家语委

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重点项目“河南所藏甲骨集成”，由张新俊副教授主持；国

家语委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一般项目“楚系金文与简帛用字对比研究”，由刘秋

瑞副教授主持，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修辞构式和语法构式的互动

及其认知和功能解释研究”，由中心在站博士后王志军主持，又何余华和张力也获得河南省

博士后有关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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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心与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

2019 年 3 月 25 日，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与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签署合

作协议。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沈国威教授，

郑州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刘建华处长，以及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师生代表参加了签约仪式。

首先，李运富教授和沈国威教授分别介绍了各自单位的基本情况，双方在推动东亚汉字

资源整理研究工程、学术信息共享和研究人员互访等方面达成共识。随后，刘建华处长简要

介绍了郑州大学近几年的建设和发展情况，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现状；建议双方合作推进跨

文化汉字研究国际联盟筹建工作，并对双方共同举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表示支持；建议汉字

文明研究中心加强对外汉字教学研究，及时把研究成果推广应用到国外汉语教学中去。最后，

李运富教授代表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沈国威教授代表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

签署了合作协议。李运富教授代表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聘请沈国威教授为中心客座研究员。

19. 中心筹办中国文字学会第十届学术年会

中国文字学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在郑州市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文字学

会主办，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和文学院承办，会议日程为 2019 年 10 月 18 日（周五）

报到，19-20 日（周六、日）开会，21 日（周一）离会。会议议题包括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

专题、汉字理论与汉字史、历代汉字与域外汉字、汉字规范化与信息化、汉字学史、少数民

族文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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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号）

先生/女士：

中国文字学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在郑州市举行。现将会议有

关事宜敬告如下：

1. 办会单位：中国文字学会主办，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和文学院承

办。

2. 会议时间：2019 年 10 月 18 日（周五）报到，19-20 日（周六、日）开

会，21 日（周一）离会。

3. 会议地点：郑州华智酒店。

4. 会议议题：①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专题；②汉字理论与汉字史；③历代

汉字与域外汉字；④汉字规范化与信息化；⑤汉字学史；⑥少数民族文字。

5. 会议费用：住宿费、往返路费自理；其他费用由会议承办方负担。

6. 参会论文：拟参会人员请于 2019年 1月 20号前提交回执和论文题目，2019

年 4月底前提交论文或论文提要（请以“作者：论文题目”命名文件）。会议筹备

组组织专家审核论文或提要，2019年 6月底前向通过审核者发出会议正式通知（第

二号）。依据文字学会理事会要求，参会论文必须是未发表的，参会后须优先由学

会刊物《中国文字学报》和《汉字汉语研究》选用，会后超过两个月未接到两刊录

用通知者，方可投其他刊物。所以请接到正式会议通知者参考《中国文字学报》和

《汉字汉语研究》的发稿体例，于 2019 年 8 月底前提交论文定稿。未接到会议正

式通知或接到正式通知后未提交完整论文的，会议不负责接待。

7. 联系方式：会议专用电子邮箱 wzxh10@126.com

（联系人）何余华 13391698372 yuhuahe0702@126.com

何 清 13643800736 hqzzsy@126.com

中国文字学会秘书处

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

mailto:wzxh10@126.com
mailto:yuhuahe0702@126.com
mailto:hqzzs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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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举办学术沙龙（一）

2018 年 10 月 10 日下午，汉字

文明研究中心举办学术沙龙，活动

场所设在中心会议室，由俞绍宏老

师主持，主题为“砖瓦文拓片的辨

认与研读”，苗利娟、温敏、刘秋

瑞、何余华、王凯博等老师以及中

心、文学院部分研究生参加。

活动开始，俞绍宏老师在电脑

投射屏幕上放映出砖瓦文拓片，大

家仔细观察拓片，或将文字摹写纸

上，集思广益，以辨识拓片上的字

形。在学习过程中，不少字很快达

成共识，但也有一些字引起争论。

这些争论有些是因为划痕不确定

是否为笔画，如有一字或释为“祝”

或释为“柷”，有一字多释为“光”，或指出右边还有笔画不清，不是“光”字，还有一字

释“李”还是释“季”不能确定。有些字因系俗体、变体，不易辨识，通过资料室的相关工

具书进行检索、查证后得到确认，如有一字大家不识，或疑为“得”，经查《汉魏六朝隋唐

五代字形表》后知其确为“得”字无疑。还有些字是因为观察角度不对导致无法辨认，如有

一字开始不识，将图片旋转即辨认出是“董”字。

在近两个小时的学习后，大家交流学习心得。温敏老师感慨：“辨认这些字有时候要靠

第一印象，看时间久了就看不出是什么字了。”有同学谈到图片有时放大反而不易辨识。还

有同学谈到，虽然砖瓦文字材料特殊，不少字形草率难识，但通读一些材料后掌握辞例、字

形方面的规律后，不少文字是不难认出的。虽然到最后还有不少字形难以确认，但经过此次

学术交流活动，大家对砖瓦文字资料有了感性认识，将有利于今后的学习、研究工作。

【中心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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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举办学术沙龙（二）

2018 年 11 月 21 日下午，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在中心会议室举办了学术沙龙。本次学术

沙龙由俞绍宏教授主持，张素凤教授主讲，题为《谈隐含义的语用价值》，张青松、温敏、

何余华、王凯博、牛振等老师以及中心部分研究生参加。

张素凤教授首先就隐含义的内涵与外延给出了个人的理解与界定，揭示了隐含义的属性。

随后，张教授详细阐释了通过汉字构意探求隐含义的理论依据与具体方法，以“尽、绝、灭”

“落、降、坠”两组近义词为例，对隐含义的确认作了精彩的示范。最后，张教授通过丰富

的例证，让在座师生深刻体会到隐含义在古诗词赏析中的语用价值：通过揭示诗词中重点词

的隐含义，众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句意象更丰富、主旨更明确，意象与象征义之间的联系更

明晰、更具理据性和逻辑性，人们更容易理解诗人的炼字之妙。

张素凤教授在工作中能够将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长时间深入思考、集中论证艰深的理

论问题，多方面搜集、筛选例证材料，论述问题深入浅出、环环相扣，为在座师生作出了榜

样，让大家受益匪浅。

3. 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举办学术沙龙（三）

2018 年 11 月 28 日下午，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在中心会议室举办了学术沙龙。本次学术

沙龙由俞绍宏教授主持，洪德荣博士主讲，题为《先秦符节的整理与研究》，张素凤、张青

松、苗利娟、温敏、何余华、王凯博等老师以及中心部分研究生参加。

洪德荣博士由符节器物的历史背景谈起，从战国文字考释、器物器型研究、古代制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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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三个维度概述了先秦符节研究的学术意义，从先秦符节形制考述整理、先秦符节著录统整

补苴两个方面阐明了先秦符节研究的主要方向。洪博士梳理了先秦至清代文献中关于符节的

记载，以及近现代学者对于符节的整理与著录情况；在此基础上阐释了节的名义与符的名义，

并对二者进行了比

较，认为符和节具

有形制和意义上的

差异。随后，洪博

士介绍了符节形制

的分期与演变情况，

对齐大夫马节、亡

纵熊符、骑传马节、

王命虎节、王命传

遽虎节、王命命车驲

虎节、王命龙节、鹰节、雁节、辟大夫马节、偏将军虎节、鄂君启车节、新郪虎符、杜虎符

等符节的形制及文字考释发表了个人意见，并将符节分国别进行了汇总。洪德荣博士讲完后，

在座师生对部分符节的文字考释及用途进行了讨论。

4. 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举办学术沙龙（四）

2018 年 12 月 5 日下午，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在中心会议室举办了学术沙龙。本次学术沙

龙由俞绍宏教授主持，苗利娟副教授主讲，主题为“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纪念图册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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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李运富、张素凤、齐航福、张青松、刘风华、温敏、洪德荣、何余华、牛振等老师

以及中心部分研究生参加。

苗利娟副教授首先汇报了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纪念图册编制工作的定位与总体框架，在

座师生就纪念图册的编制思路与内容安排进行了讨论。其后，苗副教授介绍了图片的搜集情

况，并逐一介绍了每部分的详细情况，在座师生就三级标题的拟写、甲骨文例的详略、甲骨

文字的释读、示例文字字形的选择与排布、部分关键单位名称的表述、有学术争议的问题的

表述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李运富教授最后指出，纪念图册编制构思科学、结构合理、层次清楚，基本呈现了甲骨

学发展的概貌。下一步需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对图片、版面要精心设计，内容上要字斟句

酌，并与专业排版人员对接，力争交出一本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精美图册。

5. 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举办学术沙龙（五）

2018 年 12 月 12 日下午，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在中心会议室举办了学术沙龙。本次学术

沙龙由俞绍宏教授主讲，题目为《谈谈“�”“�”的讹混与合流——以楚简考察为基础》，

张素凤、张青松、苗利娟、温敏、何余华、王凯博、牛振等老师以及中心部分研究生参加。

俞绍宏教授首先概括介绍了�、�、亯三字的讹混与合流情况。其后，针对上博简中

的相关字形，综合学者的不同考释意见，比较上博简、传世文献及同时期其他出土文献中的

文例，俞教授认为：“�”字在古文字中常见，为“墉”字古文及“郭”字初文；楚简中的

分“�”及“�”旁被释为“�”及“�”旁，相关字形多破读为“敦”；其实，考辨楚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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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及“�”旁，被释为“�”及“�”旁，则相关释读意见在有的简文中文意难通；

如视为“墉”，据以破读假借，不仅均可以读通简文，且在有的简文中还要优于释“�”说，

楚简中的“�”“�”当不存在讹混问题。

俞绍宏教授讲完后，部分老师从用字习惯、古音等角度对相关字形的释读提出了不同意

见，在座师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6. 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举办学术沙龙（六）

2019 年 3 月 13 日下午，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在中心会议室举办了学术沙龙。本次学术沙

龙由俞绍宏教授主持，张青松教授主讲，主题为“大型字书疑难字考释”，黄锡全、张素凤、

吴国升、温敏、何余华、王凯博、牛振等老师以及中心部分研究生参加。

张青松教授首先结合论文《大型字书疑难字考释七则》，针对《汉语大字典》《字海》

等字书中具体条目，核对引用文献原文，梳理已有考释成果，提出个人考释意见。在论证过

程中，张教授提示大家：考释疑难字须熟悉《说文》、掌握俗字的讹混规律、熟悉考释思路、

广泛查找支撑材料。

之后，张教授结合论文《〈土风录〉疑难俗字考释》，讲解了他对清代文献《土风录》

中几个疑难俗字的考释意见，并且提示大家研究异体俗字须考虑方言音变与古今音变。

张青松教授讲完后，黄锡全教授对个别字的考释结果给出了个人建议，张素凤、俞绍宏、

吴国升等老师也就考释结果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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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高岛谦一教授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讲学

2018 年 10

月 24-25 日，加

拿大哥伦比亚

大学高岛谦一

教授应邀到郑

州大学汉字文

明研究中心讲

学。高岛谦一教

授共作两场报

告，题目分别为

《结合甲骨文

与历史地理学

——谈黄河古

河道的问题》与

《<说文解字>“贞”字释义的历史背景》，这是“跨文化汉字研究高端讲坛”开办以来的第

十五、十六场学术报告。报告由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主持，文学院及汉字文明研究中心的部

分师生参加。

高岛谦一教授(Ken-ichi Takashima)为加拿大温哥华英属(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名誉教授，兼任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研究所客座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客座教授、南开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李方桂

汉语语言学学会理事等。曾任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会长；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顾问；Fellow,

Swedish Collegium of Advanced Stud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Uppsala (2004-05) ；

Visiting Researcher, Senter for Høyere Studier, ved Det Norske Videnskaps-Akademi

(The Norweg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 Oslo (April-July, 2000) 等。长

年从事古汉语、古文字研究，尤潜心于甲骨文和金文研究。

第一场报告，高岛谦一教授指出，谭其骧把《北山经》中注入河水下游的支流，一条一

【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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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摸清楚，加以排比，再结合《汉书・地理志》《水经》和《水经注》时代的情况，跟先秦

的河北水道予以印证，给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图。通过考查商

代甲骨文的实例，《合集》672、《合集》152、《合集》10405 等卜辞内容证明了谭其骧的

结论可信。而且，我们把谭其骧所拟定的水道结合商代甲骨文的实例，可以得出洹河流入当

时的黄河，其距离不达 15 公里的结论。李运富教授总结指出，高岛教授的研究方法很有意

思，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第二场报告，高岛谦一教授首先提出，《说文解字》释“贞”云:“贞卜问也。”人们

不经分析而沿用这个意义去解释甲骨文中的“贞”令人费解。其后，高岛教授从甲骨文中“卜”

的本质、“正”的用法与词义、占卜程序与占卜技术、“正”在几部传世文献中的用法及词

义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讨论。最后认为，在商代，“卜”指在甲骨上灼兆，这个行为的官

僚性强于超越性。而在周朝，“卜”是占卜或预卜未来，其超越性强过官僚性。到了东汉，

“贞”已经不再是“向甲骨的神灵验证命辞”的意思，其词义已经是“通过灼兆而问问题”。

李运富教授总结指出，高岛教授的报告，让我们深受启发。高岛教授讲了三个字，词义

发展的过程梳理得很清楚。高岛教授的学问做得很细，很深入，能够发现大家平时不太注意

的一些东西。高岛教授每推出一个结论，论证都非常严密，不只是从文字出发，而且结合词

汇、语法、历史文化各方面去论证，确实很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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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晓文教授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讲学

2018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北京师范大学

周晓文教授应

邀到郑州大学

汉字文明研究

中心讲学。周教

授的报告题目

为《计算机辅助

汉字整理与研

究》，这是“跨

文化汉字研究

高端讲坛”开办

以来的第十七

场学术报告。报告由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主持，文学院及汉字文明研究中心的 100 余名师生

参加。

周晓文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民俗

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与北师大共建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资料库的古籍版本电脑辅助校勘系统研究”首席专家，新闻出版总

署重大科技工程项目——“中华字库”工程“版刻楷体字书文字整理”技术负责人。周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字学、中文信息处理，代表作有《汉字构形属性历时演变的量化研究》《说

文小篆电脑字库及输入法》《小学文献序跋汇编（十卷本）》《“文字国”多媒体学习软件》

《甲骨文字库》等。

此次讲座，周晓文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汉字数量、计算编码与汉字整理、计算机编码发

展现状等背景知识。其次，周教授对“中华字库”工程的目标和技术难点进行了说明，并以

第 11 包“版刻楷体字书文字整理”项目为例，阐释了“中国历代字书的界定和发展”“古

代字书版本选取”“古代字书分类、数量及分布”“字书整理的方法与流程”等内容。其中，

侧重讲述了“字书整理的方法与流程”的具体操作过程。比如说，在资源调查和获取方面，



29

不仅要制定《字书文献著录细则》、建设书目数据库及管理平台，还要确定版本选取的原则；

在图像扫描加工方面，要经过拆分、拼接、校正、裁剪、统一格式和名称、质检等多道工序；

在电子文本采集方面，利用 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自动识别，辅助人工

录入，将字书全文制成电子文本，为全文检索及建立数据库提供基础；在属性采集数据库加

工方面，以页面属性分析为前提、计算机辅助自动生成数据库策略为方法，通过自动拆分属

性入库，辅助人工编辑，完成数据库建设。周教授认为，字书数字资源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

在资料性挖掘，如序跋、附录、版本集成等；字头字形，如收字、字形差异、首见字书、断

代研究等；字音属性，如音变、音转、演变等；字义属性，如音未详、义未详、音义未详等

疑难字的考释；字际关系，如关系系联，同某、亦作某等；版本学，如校勘学领域的内容挖

掘等；其它如避讳、简繁、引书等。最后，周教授对现在已有的一些计算机辅助专业研究平

台进行了讲解，如字料库管理平台、异体字整理平台、字头比对平台、计算机辅助古籍版本

校勘系统、计算机辅助篆文识别，等等；同时还现场演示了如何利用计算机辅助古籍版本校

勘。

李运富教授总结指出，周老师的报告让我们“不明觉厉”。“中华字库”是一个浩大

的工程，单靠人工来完成识别、录入、校勘等工作是不现实的，如果通过计算机做一些机械

的、重复性的工作，不仅可以大大减轻人工的负担，而且还能集中人力到学术研究上。利用

计算机辅助进行学术研究虽是大势所趋，但这其中还会遇到专业研究和工程技术难以磨合的

问题。不过周老师既懂专业知识，又会电脑技术，可将人工干预和计算机辅助有效地结合，

形成人机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这是值得我们羡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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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竺家宁教授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讲学

2018 年 10 月 26 日下午，台湾政治大学竺家宁教授应邀到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

讲学。竺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论比较汉字学的意义和方法》，这是“跨文化汉字研究高端讲

坛”开办以来的第十八场学术报告。报告由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主持，文学院及汉字文明研

究中心的 100 余名师生参加。

竺家宁教授为台湾政治大学特聘教授。兼任（大陆）诗经学会名誉会员，南京大学汉语

史研究所学术顾问，陕西师大特聘研究员，中国声韵学会监事，中国训诂学会理事，中国文

字学会理事，世

界华语文教育学

会监事，国际中

国语言学会会员，

国际华语教学学

会会员，欧洲汉

语学会会员，新

加坡新跃人文丛

书编委。曾任台

湾中正大学中文

系主任暨中文所

所长，中国声韵

学会理事长，韩

国檀国大学客座教授，美国 IACL 理事，维也纳大学(Universität Wien)汉学系客座教授。

著有《四声等子音系蠡测》等专书二十多部。

此次报告，竺教授首先指出，我们可以把汉字的研究放在宏观的视野下，放在全世界各

种文字系统当中来观察汉字的智慧。接着，竺教授从八个方面进行了阐释：一、人类文字演

化有两个方向，包括西方的从象形到拼音和中国的从象形到形声。二、从认知的角度看，汉

字是一种双管道的认知：目治与耳治。和拼音字仅属耳治不同。因为形声结构中，形符为目

治，望之而知意义的类别。声符为耳治，闻之而知语言的声音。因而我们可以同时由两个管

道掌握该字所蕴含的讯息。三、当今世上的五个主要文字系统中，汉字系统是独一无二的。

除了汉字，其他四系都是拼音文字。四、汉字的模拟在汉字文化圈中相当普遍。除了大家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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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日本、韩国、越南使用汉字之外，我国少数民族也模拟汉字的结构，形成了各自的形声

文字。五、从历史经验上看，汉字发展过程中，面临拼音和形声的三次竞争，拼音方式终被

淘汰出局，这是客观验证的结果。六、形声字的表音功能弱化。今天所使用的形声字，或结

构上声符的位置不定，或声符不易辨认，或同一音有许多不同的声符、同一声符有好几个不

同的发音，等等，使得其表音功能大大被削弱。七、以汉字和西方文字比较为视角，可以有

效改进华语教学与汉字学习。八、视觉符号的阿拉伯数字带给了我们启示：汉字能够不受语

言的牵制，正如同阿拉伯数字“1234”一样，日本人、美国人、中国人念的不同，写的却相

同。事实上，最具国际性的文字应是表意的，而不是表音的。最后，竺教授认为，从比较中，

可以看到汉字的特色，更容易找出汉字研究的新途径，也可为传统汉字学提供一个新的研究

视野和不同的思维。

李运富教授总结指出，竺教授是把汉字放在世界文字这个大的系统中去比较，通过比较，

说明汉字的发展模式；同时在比较中认识汉字的特点。汉字跟别的文字比较是优还是劣，长

期以来存在争议。竺教授从汉字跟汉语相适应的角度来论证汉字不走拼音化的道路，说明汉

字是适应于汉语的。任何一种文字，没有绝对的优劣，如果跟所记录的语言是适合的，就是

好的文字。至于文字是难学还是容易学，这一点我跟竺教授的思想高度一致，汉字跟其他文

字比较的时候，要有一个相同的比较基点，要拿字与字相比，这样一来，汉字倒是笔画更少、

字也更少。但是留学生感觉汉字难学，我觉得原因在于：汉字的字跟词不一致，在汉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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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字异词、同词异字的现象非常普遍，学生很难掌握。所以我提出了“汉字学三平面理论”，

在基础汉字教学、对外汉字教学中，都应该把重点放在职用平面，而不是形体平面。另外，

通过比较来研究汉字，这也是我们所提倡的。在跨文化汉字研究中，就是在不同的文字之间

作比较、把不同文化环境中存在的汉字作比较，这也是比较文字学的一个方面。

4. 陈松长教授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讲学

2018 年 10 月 30 日下午，湖南大学陈松长教授应邀到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讲学。

陈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内容和价值》，这是“跨文化汉字研究高端讲坛”

开办以来的第十九场学术报告。报告由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主持，文学院及汉字文明研究中

心的 100 余名师生参加。

陈松长教授现任湖南大学岳麓学者、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简帛

文献研究中心和湖南大学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西泠印社社员、香港大学饶宗颐

学术馆兼职教授。主要从事楚汉文化、出土简帛文献、玺印书法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现已出

版《马王堆汉墓文物》（合著）《玺印鉴赏》《马王堆帛书艺术》《何绍基种竹日记》（合

编）《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湖南古代玺印》《新中国出土

书迹》（合著）《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编年与研究》《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伍）》（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叁）文字编》（主编）等学术著作 20 余种。

此次讲座，陈松长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来源、材质、保存状况、数量、

形制等基本情况。随后，陈教授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内容：目前已经整理出



33

版了五辑，第一辑收录三种文献：《质日》、《为吏治官及黔首》、《占梦书》，《质日》

记载了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全国之后数年内的事情；《为吏治官及黔首》为秦代宦学教材；

《占梦书》记载梦相、解梦的占语及占梦理论，为目前所知最早的占梦书文献。第二辑收录

《数》书一种，共记录算题 81 例，术文 19 例。第三辑收录《为狱等状四种》，记录奏谳文

书、推荐文书、“谓”类文书及一些案例。第四、第五辑收录《秦律、令》，包括《亡律》、

《田律》、《金布律》、《徭律》、《尉卒律》、《奔警律》、《内史杂律》、《戍律》等

19 种律文与大量秦令。

最后，陈教授阐述了岳麓秦简的价值和意义：岳麓秦简是对已发现秦代简牍的极大补充，

是继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简和2002年湘西里耶秦简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它对秦代历史，

特别是秦代的法律、数学，秦代文献、语言文字以及书体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李运富教授总结指出，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发现了新材

料，才做出了新学问。我们历来认为只有博物馆里才藏有出土文字材料，没想到大学里也藏

有出土文字材料。而大学收藏出土文字材料就始自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今天通过陈教授的讲

解，我们认识到，这批秦简确实是一批珍贵的文字材料：它内容丰富，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研

究秦代的语言文字，而且能帮助我们研究秦代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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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富昌教授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讲学

2018 年 10 月 30 日下午，台湾大学徐富昌教授应邀到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讲学。

徐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藏在出土文献中的古老科学——从清华简<算表>谈起》，这是“跨文

化汉字研究高端讲坛”开办以来的第二十场学术报告。报告由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主持，文

学院及汉字文明研究中心的 100 余名师生参加。

徐富昌教授现任台湾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台大系统文化基金会董事、中国文字学会理事；

曾任中华简牍学会常务监事、中华武侠文学学会监事长、中国训诂学会监事等职。主要专长

为文字学、古文字学、说文学、出土文献、先秦两汉古籍；次要专长为老庄学术、三国学术、

红学、武侠小说及对外汉语教学等。已出版《汉简文字研究》《睡虎地秦简研究》《简帛典

籍异文侧探》《秦简文字编》《武威仪礼汉简文字编》等专著。

此次报

告，徐富昌

教授首先简

要介绍了出

土文献与传

世文献，以

及西方早期

文献中的数

学材料。接

着，徐教授

讲解了清华

大学藏战国

简《算表》的基本情况，着重讲述了《算表》的形制、保存情况与使用方法，阐明了《算表》

作为战国时代二位数字十进位乘法表的实际功能。随后，徐教授介绍了其他出土文献中的九

九术与九九乘法表，包括敦煌《算经》类写本、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中的九九乘法表、里耶

秦简九九乘法表、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岳麓书院藏秦简《数》、北大藏秦简《算数书》

等。最后，徐教授总结了清华简《算表》的价值：清华简《算表》为中国最早的实用算具，

它的计算功能超过以往发现的里耶秦简九九乘法表与张家山汉简九九乘法表等古代乘法表；

它填补了先秦数学文献的空白，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数学文献实物；它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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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进位乘法表，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处于先进地位，是中国数学史乃至世界数学史上的一项重

大发现。徐教授还指出了今后《数》《算数书》类文献值得做的研究方向：1.文献的文本研

究；2.文献所含数学方法的研究；3.文献所含社会经济、生产生活、法律、军事等信息的研

究。

徐富昌教授将讲座内容置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西方早期文献对照的宏观视野下，突

出了清华简《算表》的文献价值与历史意义，在座师生受益匪浅。交流互动环节，在座师生

与徐教授就流沙坠简引发的“而”“如”换用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地讨论。

李运富教授总结指出，徐教授的学术研究既博且通，他在文学、哲学、小学方面皆有建

树，成果丰硕，值得我们学习。“二二而四”“二二如四”中的“而”和“如”最初应为连

词，至于什么时代用“而”、什么时代用“如”取代了“而”，正是我们所提倡的汉字职用

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就是要弄清楚汉语中的某一个词、某一个意义的历时用字变化及其所反

映出的用字规律。

6. 季旭升教授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讲学

2019 年 1 月 10 日上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聊城大学特聘教授季旭升应邀到郑州大学

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讲学。季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谈丵》，这是“跨文化汉字研究高端讲坛”

开办以来的第二十一场学术报告。报告由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主持，文学院和汉字文明研究

中心师生 30 余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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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旭升教授在文

字学、古文字、经

学等研究领域多有

建树，著有《说文

新证》《甲骨文字

根研究》《诗经古

义新证》《诗经吉

礼研究》《清华大

学藏战国竹简（壹）

读本》《上海博物馆

藏战国楚竹书读本》（一）～（四）、（九）等。

此次讲座，季旭升教授首先介绍了《说文解字》中“丵”字的释义及从“丵”的字，梳

理了古代学者囿于《说文解字》而作出的阐释，以及甲骨文出土以来，学者结合出土材料对

“丵”字作出的种种新解。其后，季教授通过对出土文字材料的条分缕析，认为“丵”形的

来源非常复杂，《说文解字》读为“士角切”的“丵”字是其中一个，证明了《说文解字》

的说法有来历、有依据。季教授结合出土材料，严格遵守“形义相符”原则，对近年出土战

国文字中部分从“丵”字的释读给出了中肯的意见，并再次提醒我们审慎对待《说文解字》

的价值。讲座结束后，在座老师与季教授就有关字形的释读进行了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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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沈国威教授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讲学

2019 年 3 月 25 日下午，日本关西大学外语学部教授、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沈

国威应邀到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讲学。沈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汉语词汇体系的近代重

构与日语》，这是

“跨文化汉字研

究高端讲坛”开办

以来的第二十二

场学术报告。报告

由中心主任李运

富教授主持，文学

院和汉字文明研

究中心师生100余

人参加。

沈国威教授

现任日本关西大

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日词汇比较研究、汉语词汇教学法、中日近代词

汇交流史。近 10 年来在“汉字文化圈近代新词的诞生：创造、交流与共享”的框架下审视

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问题，近期尤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成立与国语的形成及其两者之间互

动关系的研究多有探索。已出版《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1994，日文版）《近代中日词汇

交流研究》（2010）《中国语成语ハンドブック》（2014）《汉外词汇教学新探索》（2014）

《环流する东アジアの近代新语译语》（编著，2014）《东アジア言语接触の研究》（编著，

2016）《邝其照字典集成・影印与解题》（编著，2016）《严复与科学》（2017）《现代汉

语词汇义系》（编著，2018）《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2018）等专著。

此次报告，沈国威教授从事物的命名谈起，简要介绍了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随后，沈

教授从国语、文学、科学三个方面切入，探讨汉语的近代化问题。沈教授认为，16 世纪以

来，汉语与近代知识的关系显然要比“文学”涉及的更广泛、更深入；可以说先有国语的科

学，后有国语的文学；同理，科学的国语先于文学的国语。沈教授指出，中国 20 世纪初叶

的语言问题可概括为：“国语的科学，科学的国语”，就是用新的语言形式“国语”讲述新

的知识内容“科学”，而国语本身也须成为科学考究的对象。“言文一致”的本质是如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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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进行科学叙事。初版于 1915 年的国语辞典《辞源》说明：1915 年前后汉语的词汇系统

已经为表达近代知识做好了术语上的准备，但还缺乏大量的二字谓词。在 19、20 世纪之交

汉语词汇体系重构过程中，日语的二字词对汉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沈教授结合他的新著《汉

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对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报告结束

后，在座师生就报告内容与沈教授进行了互动交流。

李运富教授指出，语言发展演变中变化最快的是词汇，词汇变化的成因有很多，外来

文化的进入是其中之一，比如佛教文化的进入、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西学东渐等。清

末民初西学东渐，汉语词汇有了大的发展变化：为记录西方科技术语，二字词被大量使用，

以准确表达意义。今天，沈教授为我们详细讲解了现代汉语二字词的来源，说明现代汉语词

汇体系中科技术语，甚至意识形态方面的词汇有很多借自日本。可以说，日本受中国汉字的

影响大，汉语在词汇方面受日本的影响比较大。

8. 刘钊教授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讲学

2019 年 3 月 28 日下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

心主任刘钊应邀到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讲学。刘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从秦“交仁”等

印看秦文字的一个用字习惯》，这是“跨文化汉字研究高端讲坛”开办以来的第二十三场学

术报告。报告由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主持，文学院和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师生 30 余人参加。

刘钊教授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市领军人才，中国古文

字研究会秘书长，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及方向为中国古典文

献学（侧重古文字与出土简牍帛书），兼及古代汉语和商周考古。已出版《古文字构形学》

等多部专著，发表文章一百余篇。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及省部级奖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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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等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此次报告，刘钊

教授从李家浩先生

《从战国“忠信”印

谈古文字中的异读

现象》一文谈起，对

秦印中的“仁”字和

部分秦汉简中的“仁”

字的读法进行了深

入分析和详细论证，

得出了秦印中的“仁”

字有很多都应读为

“信”或可能读为“信”，秦汉简中也有个别“仁”字应读为“信”的结论。报告结束后，

在座师生与刘教授就报告内容进行了讨论。

李运富教授指出，刘教授今天考释“仁”读为“信”，用到了破读、同音通假、文例

推勘等方法，还利用古文字的用字习惯来进行释读，从文字系统本身进行考证，在考释方法

运用上给我们做了示范，得出的结论也更可靠。黄锡全教授指出，刘教授的治学方法值得我

们学习：1.材料搜集齐全；2.旁征博引，以玺印材料为主，兼及帛书、秦简、北大简等，互

为印证；3.不止说解形体，还有义的关联。刘教授的报告说明：秦文字特点鲜明，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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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福祥教授、洪波教授、杨永龙研究员、徐朝东教授来汉字文明

研究中心讲学

2019 年 3 月 30 日上午，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大学文学院于文学院 203 报

告厅举办了题为“研究生的学术追求”的学术报告，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吴福祥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洪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杨永龙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社科学部汉语教育学院徐朝东教授应邀出席。这是“跨文化汉字研究高端讲坛”开办以

来的第二十四场学术报告。报告由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主持，文学院和汉字文

明研究中心师生 100 余人参加。

首先，吴福祥教授从个人经历和学术生涯讲起，讲述了自己如何一步步走上语言学研究

的道路，选择汉语历史语法、汉语方言语法、南方少数民族语言语法演变作为自己的研究领

域。由此，吴教授总结出四条学术理念：1.做汉语研究，不要有语种的限制，要有学科的意

识。2.要接受系统的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和语义学的基本训练。3.做学问必须大量念书，

尤其是专业领域的经典著作。4.从事语言学研究要关注活的语言，了解自己所接触的方言，

留意身边的语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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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洪波教授概括叙述了个人的求学经历和研究经历，着重讲述了自己为研究上古汉

语而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经历。洪教授还介绍了他近年来上古汉语形态研究的主要研究

成果，阐明了上古汉语去声别义现象和藏文-s 后缀的高度平行性、一致性，论证了少数民

族语言研究对上古汉语研究的重要价值。基于个人经历，洪教授提出：青年学者做语言学研



42

究，要掌握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知识，须具备“小学”的基本功底，要有学术追求，更要有胸

怀天下的大志，树立为人类学术做贡献的正确定位。

继而，杨永龙研究员简介了个人的求学过程，告诫同学们：1.视野要开阔，关注汉语以

外的语言。2.打好基础很重要，为此一要多读书，读经典著作；二要听课，进行系统的基础

训练，不断提升自己。杨

研究员介绍了他目前正

在进行的研究工作，阐述

了语言转用引发的干扰

对汉语语法史研究和语

言演变研究的重要价值。

杨研究员希望更多的同

学坚持下去，从事语言学

研究。

最后，徐朝东教授对

青年学者从事学术研究

提出了四条建议，并对每

条建议作出了必要的说

明：1.青年学者要有丰厚的知识储备，兼修中学、西学、今学、古学，精读必备书籍。2.

要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勤奋、自觉。3.要有谦恭的学习态度，如古人言“登高必自卑”。4.

要具备传承精神，研读

前人成果，中西融会贯

通，“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敢于质疑、敢于

创新。

李运富教授总结

指出：1.当好研究生，

先立鸿鹄之志；2.要努

力，舍得吃苦，打好基

础，读好经典著作；3.

眼界要开阔，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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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知识结构；4.须讲究方法，注重效率；5.要锐意创新，塑造自我，做出自己的学问，

为社会发展做贡献。

本次学术报告给了同学们与著名语言学家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各位专家的讲解为同学们

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期待以后能够参加

更多这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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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锡全教授一行参加“纪念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四十周年国际

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日，中心黄锡全教授、刘风华副教授、洪德荣讲师应邀参加了

“纪念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此会亦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

十二次年会。会议由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主办，由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大学中国古文字

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法国等地约 120 余位专

家学者，齐聚长春南湖宾馆，共襄盛会。

会上，黄锡全教授宣读论文《曾器铭文中之“曾子”称谓问题》，认为曾国国君只称“曾

侯”， “曾伯”、“曾子”不是国君称谓，“曾侯”或称“曾子”者，是其继位前的称谓

或身份，“曾子”之“子”可以理解为名或字前的尊称或美称。闭幕式上，黄教授还应约谈

了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 40 年来的感受。刘风华副教授宣读论文《一种成套卜辞的文例分

析及应用》，揭示了殷墟甲骨中存在的一种成套卜辞，分析了它们的构成、组类分布及这种

成套卜辞在校勘甲骨卜辞、验证甲骨缀合、推勘甲骨文词汇含义等方面的功用。洪德荣讲师

宣读论文《说“陈”》，通过对陈字在古文字中的构形与用字现象，考察其与阵字的字际关

【交流访问】



45

系与历史演变，认为陈、东、重等字之间存在一定的同源及分化关系，并认为阵字分化出现，

应该时代较晚。

本次会议是为纪念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四十周年，特地回到四十年前首次举办之地长

春南湖宾馆召开。会议中除了紧凑热烈的学术讨论，还在会议开幕式上播放了第一届中国古

文字研究会自 1978 年成立以来历届会议的回顾照片剪影，让与会者认识到中国古文字学研

究发展的历程，以及前辈学人的风采；大会还缅怀了已经仙逝的创会理事，感念前辈学者为

研究中国古文字做出的巨大贡献与学术传承。

2. 李运富教授赴鲁东大学访问交流

2018 年 10 月 14 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应邀赴鲁东大学，分别在该校

文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作了两场学术报告。

在鲁东大学国

际教育学院，李

运富教授以《汉

字文明与汉字

海外传播国别

化研究》为题，

围绕“域外汉字

研究”和“汉字

海外传播”，从

“域外汉字传

播概念的界定”

“汉字传播的维度”“跨文化汉字研究的国际联盟”等方面，为在座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

学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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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东大学文学院，李运富教授以《语言文字学研究漫谈》为题，从文字学的学科定位

和研究范围谈起，

系统讲解了形体、

结构、职用“三位

一体”的“汉字学

三平面理论”，重

点介绍了“汉字职

用学”的内涵与研

究范式。李教授还

结合自身的学术研

究经历，向在场的

师生讲授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相关技巧和注意事项。

3. 黄锡全教授出席“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 1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0

月 19-22 日，由

四川大学、中国

先秦史学会和

中国古文字研

究会联合主办

的“纪念徐中舒

先生诞辰 120周

年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成都四

川大学举行。研

讨会旨在深切缅怀徐中舒先生的道德风范，学习其治学精神，探讨有关问题。四川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甘霖，吉林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原理事长、著名古文字学家林沄，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宋镇豪，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国，徐中舒先

生故知好友，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师生等 200 余人出席开幕式。

黄教授应邀出席研讨会，并在大会上报告了他所提交的论文《由清华简<系年>的“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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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说到金文的“蔑廉”》。黄教授认为，清华简《系年》中“飞廉”的廉作 ，与西周金

文“蔑 ”之 形同，本作 、 ，同传抄古文 ，与 同字，就是蓝或篮之古文，

从苷。从艹、从

林、从秝义近互

作。此字非从

“兼”。监、甘、

兼音近假借。金

文“蔑 ”之 ，

较早作 ，所从

之“丄”为义符

土，后减省作

与金文“ （懋）

字所从之 构形相似而实别。“蔑廉”，即勉励廉正、廉洁。黄教授的这一见解受到与会

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认为若此说成立，将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会后部分代表考察参观了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

4. 李运富教授一行参加“第四届许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0 月 27 日至 30 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李运富教授、俞绍宏教授、刘风华副教

授、洪德荣讲师应邀参加了“第四届许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文字学会、中

国训诂学研究会、河南省文字学会、漯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

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加拿大等地约 130 余位专家学者，齐聚漯河迎宾馆，共襄盛会。

会上，李运富教授宣读论文《〈说文解字〉的“字用”思想发微》。文章从《说文》“叙”

和许慎对文字的解说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说文》“叙”对文字功能和本书编撰目的表

述体现了服务经学文献的职用实质；对“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解说揭示了文字

使用职能扩大的基本途径；“古文”“大篆”“小篆”等表面上是字体概念，实际上指的是

文献材料中的不同用字；许慎对时人谬解文字的批评，也是以文字使用为依据的。就《说文》

对文字的解说而言，首重意义，形体分析只是对文献使用意义的印证；解说中常用“古文以

为某”指出古代不同于汉代的用字现象；许慎还用“重文”体例揭示文献中的“异字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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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用“一曰”术语说明“同形异用”现象；并且所有的形义分析大都能引用书例来证明。

所以《说文》不仅是“形书”，同时也有阐释文字职用和字词关系的价值。

俞绍宏教授宣读论文《上博藏楚简九补释四则》，对《陈公治兵》《举治王天下》两篇

简文提出四则补释。刘风华副教授宣读论文《〈殷墟甲骨拾遗〉138 版释读拾遗》，考察了

刻辞走向与字形辨别的释读问题，又考察该版与历组卜辞相关占卜之间的联系，认为该版与

历组卜辞有密切的关系。洪德荣讲师宣读论文《談〈说文〉中的兵学词汇》，以《说文》中

收录的古代兵学的词汇，与兵学典籍、出土文献材料相互佐证，探讨《说文》中所表现的语

言文字、兵学意义与文化价值。

本次会议是 2005 年第一届“许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以来的第四次会议，以“新

时代许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为主题，对于推动《说文》学研究，传承许慎精神、弘扬许慎

文化，提升许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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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素凤教授一行参加“全国第二届近代汉字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4 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张素凤教授、张青松教授、俞绍宏教授、

温敏副教授、刘正印博士、黄莹博士、江惠冰硕士应邀参加了在浙江杭州召开的“全国第二

届近代汉字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浙江财经大学主办，来自全国的近百位学者专家，济济一

堂，共襄盛会。

会上，张素凤教

授作大会报告《从

〈燕说〉看冀东方言

词百年间的衰减与

用字变化》。文章对

《燕说》记载的、未

进入共同语的冀东

方言词及其用字进

行了全面梳理，例析

了部分方言词逐渐

消亡的原因和规律，

并对已死方言词和活方言词的用字情况作考察总结：已死方言词的专用本字随着方言词的消

亡而成为死字，活方言词的专用本字或因方言词的使用频率很低而成为生僻字，或因被其他

字取代而成为死字；非专用本字因另有其他职能而依然常用。

张青松教授《大型字书疑难字考释九则》对《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中的疑难字进

行了考释，并纠正了古代辞书中的一些错误。俞绍宏教授《俄 7—00953〈论语•子路〉补注》

将敦煌写本俄 7—00953《论语•子路》与传本进行比对，比对时力求保留写本的文字特点，

并对其中若干文字加注进行说明。温敏副教授《越南汉喃双语辞书词汇的类型、特点及价值

初探——以〈大南国语〉为中心》对《大南国语》的性质、分目特点、语汇类型、纂集语汇

的模式和基本特点及多方面价值进行了介绍。刘正印博士《中越跨境民族古籍与跨文化汉字

研究——以壮族、瑶族、京族为例》考察了汉字在中越跨境民族地区的传播、发展及影响，

勾勒了汉字在跨文化环境中的传承、变异轨迹，提出跨境民族汉字研究新课题。黄莹博士《〈南

方名物备考〉相关问题研究》对《备考》的收词、体例、注音、释义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会议期间还成立了中国文字学会近代汉字研究会,经中国文字学会会长会议提名，选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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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中国文字学会近代汉字研究会首届理事 12 人，并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了近代汉字研究会

第一届领导机构。本中心何华珍教授当选为近代汉字研究会副会长。

6. 李运富教授、黄锡全教授等参加“纪念清华简入藏暨清华大学出

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1 月 17 日，清华大学隆重召开“纪念清华简入藏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

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要内容有三：一是庆贺清华简入藏清华大学

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二是举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八辑

的正式发布会；三是召开出土文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期为两天。来自海内外高校、考

古文博单位的 120 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汉字文明研究中心李运富教授、黄锡全教授、刘风

华副教授参加了会议。

黄锡全教授在会议上宣读论文《清华简<楚居>“巫 赅其脋以楚”再议》，该文在分析

“ ”字字形结构的基础上，结合清华简《皇门》的今古文对读，提出该字应释为“咸”，

“巫 ”即“巫咸”；该文还梳理了学术界对“赅”字的不同观点，主张该字释为“刻”的

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故此，“巫 赅其脋以楚”的意思是：巫咸用削尖的荆条割裂妣列的腹

体，帮助孩子娩出。刘风华副教授宣读论文《读契札记二则》：近一二年，作者揭示出殷墟

甲骨卜辞中存在一种成组成套的语辞，它在早、晚期卜辞组类中是逐步成熟的；掌握这种语

辞格式，对于卜辞校勘、文字考释、甲骨缀合等皆有效用，本文即其校勘实例。

7. 李运富教授赴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学

2018 年 11 月 21 日下午，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应邀赴郑州轻工业学院，

作题为《汉字原理与汉字教学》的学术报告，郑州轻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部分师生到场聆听。

报告会上，李运富教授阐释了汉字的构形之理、演变之理和现代汉字的教学方法。他通

过丰富的例子系统介绍了汉字据客观事物构形、人为规定符号代指事物、利用已有字符的音



51

义组合造字、变异现有字形产生新的字符等四种构形手段，以及汉字功能改变、功能丧失、

功能隐含等三种演变类型。在此基础上，李教授结合汉语国际教育实践介绍了字理分析法、

联类归纳法、变异溯源法、认同别异法等四种现代汉字教学方法。在提问环节，李教授与现

场师生进行了讨论交流，现场气氛活跃。

李运富教授创新的学术思想、广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学术态度令在场师生受益匪浅。

8. 李运富教授赴太原师范学院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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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23 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应邀赴太原师范学院讲学，太

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部分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了讲座。

11 月 23 日上午，李运富教授作了题为《汉字的三维属性与汉字教学》的学术讲座。李

教授首先指出，从“形音义”三要素出发的汉字教学属于“字典式”教学，缺乏理据性和系

统性，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李教授提出的“汉字学三平面理论”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随

后，李教授详细阐述了“三平面理论”的内容及其在汉字教学中的应用。他强调，老师在教

学过程中应当从形体出发，建立严格的字词对应关系，加强理据教学，避免随意联想。

11 月 23 日下午，李运富教授作了题为《汉语古今字的研究误区及历史还原》的学术讲

座。李教授首先阐述了“古今字”研究的三大误区：用学理研究掩盖学史研究、用现代人的

思想解读古代人、把材料多属等同概念交叉的治学态度。李教授强调,“古今字”是学术史

概念，应在历史语境中理解它的含义和作用，任何脱离历史语境的训诂都是不合实际的。同

时，李教授建议:“做学问要‘小题大做’,一定要学会追根溯源，学会质疑，质疑是研究的

前提。”讲座最后，李教授与在座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就大家教学与学习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作了解答。

9. 洪德荣博士参加“第二届‘商周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青年论坛”

2018 年 11 月 23 日至 11 月 26 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洪德荣博士应邀参加“第二届‘商

周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青年论坛”。此次会议由西南大学主办，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

族学院、商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所承办，来自国内五十余位青年学者，齐聚重庆，共襄盛会。

会上，洪德荣博士宣读论文《先秦符节再探之三：虎节相关问题再探》，论文从战国符

节“辟（嬖）大夫虎节”“弁（偏）将军虎节”二件器物的铭文考释、器形分析、功能用法

等方面入手，对两件器物进行相互比对讨论，并对未来的符节研究做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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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德荣博士并受主办方邀请担任论坛“出土文献与先秦史组”的总结人，对于该组的宣

读论文情况进行总结，认为出土文献研究作为古典学研究重建的一环，学者们将旧的材料重

新整理审视，进一步阐释得更好，成为日后讨论问题的坚实基础，对于新材料做即时的研究

考证，帮助旧材料的释读，解决问题之余也找到新的问题，推动大家探索谜题，追寻真理。

10. 李运富教授参加“新时代中国语言文学的创新与发展”长江学者

论坛

2018 年 12 月 1 日，“新时代中国语言文学的创新与发展”长江学者论坛在北京师范大

学召开，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应邀参加。论坛由大会发言、专题研讨、学术交流三个阶段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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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专题研讨阶段，李运富教授与华学诚教授共同主持第四组讨论，主题为“理论深化与应

用拓展——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新格局”；学术交流阶段，李运富教授与王立军教授共同主

持第五组活动，交流主题为“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中国道路与国际视野”，各位学者与参会师

生讨论热烈，氛围十分融洽。

此次论坛旨在纪念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二十周年，邀请到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讲座教授、青年学者 70 余人，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

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等 36 所高校，涉及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艺学、古代文学、古典

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各二级学科，堪

称近年来中文学科高层次人才最集中、学科领域最齐全的一次论坛。

11. 黄锡全教授出席北科大“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理事会与学

术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 8 日上午，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理事会与学术委员

会第三届第五次会议暨 2018 年度工作会议举行，黄锡全教授作为该中心理事会理事应邀出

席会议。本届中心理事会理事长、北科大党委书记武贵龙教授率领学校有关处室负责人到会

并讲话。

北科大“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第二年由学校聘请有关方面

的著名专家、学者于 12 月组建理事会与学术委员会。该中心是在原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

基础上，整合全校的相关研究力量组建的，目的在于研究古代科学技术与现代学科交叉对文

明发展的作用，更好发挥北科大对社会、经济建设的作用；成立理事会与学术委员会，也是

为 “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的建设打造一个宽阔的平台。学校党委书记兼任中心理事会的

理事长，显示出学校领导集体对科技史学科建设的高度重视。

该中心近些年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在科研与教学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坚持

办好“科学技术史学术论坛”，建设“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网站，组织出版“科学技

术与文明研究丛书”等，扩大了北科大“科学技术史”国家重点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

该中心每年年底召开一次理事会与学术委员会暨当年工作会议，一是由中心主任汇报当

年的主要工作，二是由中心的科研骨干报告当年的新发现与新成果，三是听取各位理事与学

术委员的意见或建议，四是由校党委书记兼理事长作总结。大家汇聚一堂，共同交流、商讨、

切磋，对于加强中心的发展及一流学科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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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运富教授应邀赴合肥、武汉多所高校访问交流

2018 年 12 月 7—9 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应邀赴合肥、武汉多所高校

访问交流。12 月 7 日上午，李运富教授应邀访问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并为

该中心师生作了题为“《说文解字》中的‘形声’”的学术讲座，讲座由该中心徐在国教授

主持，师生数十人到场聆听。12 月 8－9 日，“语言期刊及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

学召开，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汉语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李

运富教授应邀参加。



56

13. 李运富教授赴南京高校访问交流

2018 年 12 月 12 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应邀赴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南

京师范大学访问交流。

12 月 12 日上午，李运富教授赴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为该院师生

作了以“汉字表达的超语符信息”为主题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院长

李建波主持，该院部分师生参加。

12 月 12 日下午，李运富教授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为该院师生作了

题为《并联类语言事实的相关表述及异同辨析》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董

志翘教授主持，该院部分师生参加。

12 月 13 日上午，李运富教授又应邀在南京林业大学讲学，题目是《汉语词汇发展中的

异解另构现象》，该校周阿根教授主持了讲座。

14. 李运富教授赴天津师范大学访问交流

2018年 12月 30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举行 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题论证会，

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应邀出席。此次会议论证李玉平副教授主持的“郑训汇纂

及数据库建设”,以及刘传宾博士主持的国家社科冷门“绝学”专项研究项目“出土简牍编

联与拼缀研究及数据库建设”。两位项目主持人就各自项目的内容、研究框架、已完成的工

作、研究中遇到的困难等问题作了汇报，与会专家肯定了项目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认为

项目最终完成将极大推动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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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运富教授赴周口师范学院访问交流

2019 年 1 月 5-6 日，应周口师范学院公共艺术与职业技能教研部、文学院、科研处邀

请，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赴周口师范学院讲学并指导科研工作。李教授首先做

了题为“汉语言文字的学史研究与学理研究”的学术报告；随后主持了该校王伟教授领衔的

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9 年度重大招标课题“‘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河南语言

文字督导工作改革创新研究”开题报告会，以具体研究实例，指导与会教师开展学术研究工

作。

16. 李运富教授赴中山大学访问交流

2019 年 1 月 8 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应邀赴中山大学访问交流。8 日上

午，李运富教授与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和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的 30 余名师生在中文堂

505 室举行座谈会。会议由陈伟武教授主持。会上，李教授对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的

团队建设、学科规划、学术交流、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等方面进行了简要介绍，并与现场师

生探讨了汉字研究中合作与交流的更多可能性。

8日晚上，李运富教授赴中山大学中文系名师讲坛，为在座师生作了题为《汉字学三平

面理论述要》的讲座，这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名师讲坛第 173 讲。讲座由陈伟武教授主持。中

文系杨泽生、陈斯鹏、田炜、吴吉煌、孙洪伟、李伟大等老师出席了讲座。

17. 李运富教授赴浙江大学访问交流

2019 年 1 月 15 日，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应邀赴浙江大学访问交流。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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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李教授作了题为《谈<说文解字>中的“形声”问题》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方一新教

授主持，王云路教授、汪维辉教授、真大成副教授、史文磊副教授及汉语史研究中心、古籍

所的几十位师生参加。

18. 李运富教授赴陕西师范大学访问交流

2019 年 1 月 18-21 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8 年学术年会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

举行，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应邀出席。此次学术年会包括主旨报告和分组研讨

两个单元。21 日上午，语言学组还专门邀请李运富教授与硕博研究生座谈，就学术研究方

法与创新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19. 何华珍教授应邀到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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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8 日下午何华珍教授应邀到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进行“域外汉籍

与汉字传播研究”的主题讲座，讲座由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黄仁瑄教授主持，三十多名研究

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上，何华珍教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实的材料举证介绍了域外汉籍包含的内容以

及域外俗字的研究方法。何华珍教授以越南汉籍为例重点介绍了越南汉籍中出现的俗字，指

出俗字向外传播时产生的变异情况，包括局部变异与整体变异，显性变异与局部变异等。

最后，何华珍教授再次向同学们强调近代汉字研究是汉语言文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而域外汉字的研究又是近代汉字的重要内容。他希望

同学们能够积极关注近代汉字的研究，并鼓励同学们今后能够在此领域产生兴趣并取得成绩。

讲座赢得了在场老师与同学们的热烈掌声。讲座后，何华珍教授对观众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细

致的解答。

20. 张素凤教授、刘正印博士赴越南参加“第九届汉字与汉字教育国

际研讨会”

2019 年 1 月 19 日至 21 日，“第九届汉字与汉字教育国际研讨会”在越南胡志明市师

范大学成功举办。中心张素凤教授、刘正印博士参加此次研讨会，张素凤教授宣读论文《谈

“落”的隐含义在诗词解析中的应用》并主持其中一场小组讨论，刘正印博士宣读论文《试

论跨文化视阈下的越南汉字研究》。此次会议文稿涉及面广，角度不同，层次不一，观点或

有参差，促进了亚洲各国学者就本土语系的汉字汉语教学及研究进行讨论交流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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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李运富教授应邀赴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访问交流

3 月 16 日上午，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世举主

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新使命与发展

方略研究”开题会在武汉大学文学院隆重举行。李运富教授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应邀出席，并

阐述了子课题研究计划。

3月16日下午，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会议暨发展咨询会在武汉大学

文学院举行，李运富教授应邀出席，与与会专家一起评议了语情中心近年来的工作成绩，并

对语情中心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此前3月15日下午，李运富教授还应邀到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进行学术交流，作了《识古不必执今，求实须要循本--古书误读举例

》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该校黄仁瑄教授主持。

22. 李运富教授参加文献语言学基地与学科建设 2018 年专家咨询

会

2018 年 11 月 16 日，北京语言大学“文献语言学基地与学科建设 2018 年专家咨询会”

在该校教四楼 213 会议室成功召开。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特

邀专家和基地部分研究人员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应邀出

席。

咨询会由两段构成，前一段是基地负责人汇报全年工作，后一段是咨询专家对基地工作

进行评议并出谋划策。在专家评议阶段，李运富教授建议，基地前些年着眼于内部建设是应



61

该的，之后应该考虑与全国其他平台合作，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愿意与文献语言学基

地合作，共同发展一些更有意义的成果。李教授的建议得到了基地负责同志的热情回应。

会前，李运富教授应邀作了题为《读原典，品原味：学史求真示例》的学术讲座，这是

文献语言学系列讲座第五十五讲。李教授从学理研究与学史研究两种不同性质的学术研究谈

起，指出“学史”研究的最高原则是“求真”；所谓“求真”，就是要摆出真实的原论，理

解真实的原意，也就是要“读原典，品原味”。随后，李教授列举了四个问题，从源头追寻

其本来的含义，分别是：1.“文”与“字”；2.“连绵字”与“连语”；3.“连类而及”与

“并言”；4.“古今字”与“分化字”。通过细致深入地剖析与讲解，李教授正本清源，为

在座师生厘清了人们对这些术语长期以来的误解，让在座师生对这些概念有了新的认识。李

教授能够突破学术界长期的误解，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进行学术史研究，诠释了何为治学的正

确态度与方法，让在座师生受益匪浅。

23. 黄锡全教授应邀参加对“2011 协同创新中心”的考察评估工作

2018 年 11 月 20 日，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协同创新中心评估工作的通知》

（教技厅函〔2018〕103 号）要求，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受教育部委托，对协同创新中心开

展建设绩效评估。黄锡全教授应邀作为专家组成员至清华大学参加对“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

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考察评估工作。

“2011 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 年提出，是继“985 工程”“211

工程”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高等教育系统又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举措。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是清华大学向教育部申报的第一个文科协同

创新中心，由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牵头，安徽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吉林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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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合称“九校一院一所”)协同于 2013 年 1 月 5 日成立。中心以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

家李学勤先生与裘锡圭先生任主任。

“2011 计划”自 2012 年启动实施，四年为一个周期。通过认定的中心建设运行满四年

后，教育部、财政部将委托第三方评估。

24. 黄锡全教授出席《甲骨文常用字字典》首发式及座谈会

2019 年 1 月 16 日上午，中心黄锡全教授在安阳出席了由中国文字博物馆、复旦大学出

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和中华书局共同主办的《甲骨文常用字字典》首发式及座谈会。该

书由复旦大

学出土文献

与古文字研

究中心主任

刘钊教授和

中国文字博

物馆原常务

副馆长冯克

坚研究员主

编，2019 年 1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字典所录甲骨文字以甲骨文中已释的常用字为主，按照释字今音的汉语

拼音字母排列，采用笔画、拼音两种检索方式。《甲骨文常用字字典》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委托项目“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字考释研究”子课题“甲骨文已识字、有争议字

和未识字综理表”的部分成果。此字典的编撰，充分考虑到不同阶层的受众和使用者，方便

实用。刘钊、冯克坚二位主编现场为新书签字赠书。吴振武、曹锦炎、黄锡全、王蕴智、李

守奎、刘永革、周忠兵、赵鹏等数位古文字专家，言恭达、李世俊、赵树栋、仇高驰、刘颜

涛、刘培龙等书法家，中华书局顾青、秦淑华、郭时雨，及前来祝贺的陈西峰、章巍、白劲

松等有关方面代表出席首发式及座谈会。首发式及座谈会分别由中国文字博物馆副馆长魏文

萃、李宽生主持。李宽生、刘钊及顾青总编在开幕式上讲话。安阳市政府副秘书长苏保民也

出席了开幕式。座谈会上，黄锡全教授在高度评价此书编辑出版为中国的文化传承做出贡献

的同时，也简要介绍了中心正在承担教育部、国家语委下达的重大委托项目《纪念甲骨文发

现 120 周年》图册及电视片拍摄的计划及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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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李运富教授、黄锡全教授赴清华大学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楚文字综合整理与楚文字学的构建”开题报告会

2019 年 3 月 22 日，中心李运富教授、黄锡全教授赴清华大学参加由李守奎教授

担任首席专家的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楚文字综合整理与楚文字学的构

建”开题报告会。此次开题报告会的评议专家有吉林大学吴振武教授、复旦大学刘钊

教授、浙江大学曹锦炎教授、郑州大学李运富教授和黄锡全教授、清华大学黄德宽教

授和黄天树教授等，吴振武教授担任专家组组长并主持会议。该课题旨在综合整理楚

文字、构建楚文字学、建设楚文字资料数据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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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心成员近期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篇名 作者 期刊名

《大学古代汉语教材应注意吸收新的研究成果》 李运富、牛振 《语言文字学》2019 年第 2 期全

文转载，原载《贵州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

《少数民族汉字族名用字考察》 李运富、牛振 汉字文明研究·文集之二《跨文

化视野与汉字研究》2018 年 10

月

《异时用字的变化与“古今字”研究》 李运富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1 月

《论“落”的隐含义在诗词解析中的应用》 张素凤 《美与时代（下）》2019 年第 1

期

《论度量衡类词意义的同步引申》 王丽、张青松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9 年第 1期

《汉字构意在古诗赏析中的应用价值——以小学

一年级课文〈小池〉为例》

张素凤 《语文建设》2018 年第 28 期

《景祐本〈史记〉〈汉书〉中因一词多字造成的

用字异文研究》

李娟、何余华 《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

版）2018 年第 11 期

《〈太一祝图〉拼合问题再论》 洪德荣 《华夏考古》2018 年第 6期

《十年来古壮字研究简评》 张青松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

年第 5 期

《〈周易〉四笺》 俞绍宏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8 年第 4期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字学研究》 李运富、温敏、

韦良玉

《孔学堂》2018 年第 3期

《古今字考辨丛札》 俞绍宏 《汉字汉语研究》2018 年第 3 期

《〈湖北出土商周文集辑证〉增补版前言》 黄锡全 《出土文献》第 13 辑，中西书局，

2018 年 10 月

《清华简〈越公其事〉补释三则》 王凯博 《出土文献》第 13 辑，中西书局，

2018 年 10 月

【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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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运富教授越南语版《汉字学新论》出版

2018 年 10 月 2 日，越南语版《汉字学新论》正式出版，本书由越南汉喃研究院根据李

运富教授专著《汉字学新论》翻译而成，全书共计 500 页。原书《汉字学新论》于 2012 年

5 月出版，是李运富教授的代表著作之一。全书分为汉字属性、汉字起源、汉字材料、汉字

整理、汉字形体、汉字结构（上）、汉字结构（下）、汉字职能、汉字关系、汉字文化等共

计十章。该书区分了汉字学的“三个平面”，从汉字的“形体、结构、职能”三个维度建立

汉字学系统，将汉字学的各种具体问题放到相应的系统中进行分别讨论，截至目前，该书已

出版韩语版和越南语版。

3. 汉字文明研究·文集之二《跨文化视野与汉字研究》出版

2018 年 10 月，汉字文明研究·文集之二《跨文化视野与汉字研究》出版，本书是首届

“民族地区使用汉字的历史与现状专题研讨会”（2018 年 3 月）的论文集，共收录论文 22

篇。论文内容主要是民族地区汉字文献整理，民族地区汉字使用历史和现状的描写，民族地

区汉字规范，接触文字学及汉字对民族文化、民族文字的影响等；也有西方文字和少数民族

文字的研究，还有少量汉字本体的研究。汉字研究从专注传世文献，到倚重出土材料，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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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域外资料，体

现了研究视野的不

断拓展。少数民族

地区也有不同于汉

语背景的汉字材料

和汉字使用现象，

同样值得重视。跨

文化视野作为汉字

研究的一种尝试，

在这部论文集中有

比较充分的体现。

《跨文化视野与汉

字研究》属于“汉字文明研究”成果系列，由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主编。

4. 汉字文明研究·书系之三《日本汉字资料研究—日本佛经音义》出

版

2018 年 11 月，梁晓虹教授《日本

汉字资料研究--日本佛经音义》正式

出版，全书分为绪论、华严部音义、

般若部音义、法华部音义、净土部音

义、密教部音义、律部、论部佛经音

义、他部佛经音义共八章。该书第一

次较为全面地对日本佛经音义加以梳

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考证论述，

该书基本体例为每章首先论述各部佛

经音义产生的背景，从中国到日本之

历程，其次，在现有日本学者研究的

基础上，对日本史籍目录中所记音义，

加以梳理、考证、论述。每章还专设

一节，对各部佛经音义中之“名篇”加以详细论考，从作者时代、体例内容、版本流传、学



67

术价值四大方面展开。该书为汉字文明研究·书系之三。

5. 李运富教授《汉字汉语论稿续编》出版

2019 年 1 月，李运富教授《汉字汉语论稿续编》出版，本论文集是《汉字汉语论稿》

的续编，主要收编李运富教授 2008 年至 2017 年之间的论文及文稿，也补收了部分 2007 年

之前原来《论稿》未收录而作者认为有一定纪念意义因而希望集中保存的文稿。全文收录的

文章共 80 篇（分两次或多次连载的按 1 篇计）。这 80 篇文章大致按内容安排，分为“学术

史研究”“汉字研究”“词汇语义训诂研究”“语法修辞研究”“综合及其他”五个部分。

有些不太适合全文编入的列出篇题作为附录“存目”，“存目”共 32 篇（分两次或多次连

载的按 1 篇计），大致包括这样几种情况的文章：一是没有找到原刊原文的；二是篇幅太长

的；三是基本内容跟入集的别文重复的；四是非专题性的一般综述，五是没有学术内涵也没

有特别纪念意义的；六是本人非第一作者的；七是用英文在国外发表的。

李运富教授秉承“学史求真，学理求通”的学术理念，在文字学领域提出“汉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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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面理论”、“汉字职用学理论”、“跨文化汉字研究理论”、“汉字教学理论”等，在

词汇语义学领域，提出“语义场词项属性分析框架”、“复合词的来源、词素义分析和词汇

意义生成方式”以及对“典故词”“佛缘词”“成语”“熟语”等概念和源流问题的重新认

识，另外，李运富教授对汉字汉语的学术研究历史也颇有研究，本论文集是李运富教授创建

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后的一项重要成果，作为李运富教授六十岁纪念的结集，本论文

集是李运富教授学术生涯的“顾后”，更是对中心研究方向和建设目标的“瞻前”。

6. 《孔学堂》（中英双语）刊发李运富教授等长文《改革开放四十

年中国文字学研究》

2018 年第 3 期《孔学堂》刊发李运富教授（中英双语）长文《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

字学研究》（<Chinese Philology:Forty Years of Research and a Prospect for the Future>），文

章从汉字材料、整理手段、汉字学理论体系、研究方法、汉字史研究、断代研究等方面对改

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字学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提出未来的汉字学研究在

现有基础上，应该更加注重新材料的开发、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新理论的完善和汉字发展

史的全面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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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李运富教授文章《异时用字的变化与“古

今字”研究》

2019 年 1 月 15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李运富教授文章《异时用字的变化与“古

今字”研究》，文章指出，汉字是自身能表情达意又能记录语言的符号。当汉字记录语言的

时候，字符单位与语符单位并非一对一的固定关系，一个字可以记录不同的词，一个词也可

以用不同的字来记录。这种同字异词和同词异字的现象，既为汉字的使用带来方便，也为文

本的阅读带来困难。特别是异时用字的变化，使得汉字汉语的对应关系错综复杂。异时用字

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语言文字本身的变化有关，也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因素有关。用

字变化可以反映不同时代的用字背景和用字习惯，因此不仅阅读古书需要研究异时用字变化，

描写汉字发展史也需要研究异时用字变化。文章从古代学者的“古今字”观念、现代“古今

字”研究的误区、“古今字”研究的正确方向和学术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论述。（全

文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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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运富教授《大学古代汉语教材应注意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被人

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

2019 年 2 月 9 日第 2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李运富教授文章《大

学古代汉语教材应注意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文章指出，大学古代汉语教材应摒弃固守通行

说法的编写观念，遵循“学史求真、学理求通”的原则，及时吸收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完善

教材内容。该文章原载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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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汉字汉语研究》2018 年第 4 期摘要

汉字双重性质论纲

李如龙

提 要：汉字作为汉语的语素兼有语言的性质是汉字能够长期使用、拒不拼音化

的内部基因。汉字和汉语经过了千年的磨合，使汉语发生了类型的转变：产生了声调，

单音词占优势，放弃形态变化。汉字和汉语的互动决定了汉语发展的路向（双音化、

语法化、连读音变），汉字的贯穿古今、沟通南北还为汉语和中华文化的统一作出贡

献。汉字拼音化运动的百年风云以及如何适应社会的需求继续进行必要的改革尚待研

究。

关键词：汉字；汉语；互动；双重性质

利用类化思路考释碑刻疑难字例说

董宪臣

提 要：类化是汉字系统演进过程中的通例之一，它为疑难字词的考释提供了一

条思路。从类化的角度出发，结合碑刻字例，可将疑难字的考辨方法总结为类比文例、

辨析同形、偏旁分析、追溯形源、明辨典章、审察语境六种。这些方法在考释过程中

常常是综合使用的。

关键词：类化；碑刻；疑难字

《通雅》对《说文》重文的利用

陈波先

提 要：对《说文》重文的利用兴于清代，盛于近现代，但就利用《说文》重文

于小学实践的历史而言，早见于明代方以智的《通雅》。本文拟就《通雅》利用《说

文》重文探求古音相通、疏证文献词义等进行分析论证，以揭示《通雅》利用《说文》

重文的先驱之功及其贡献。



72

关键词：通雅；说文；重文；古音

《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前言

陈伟武

提 要：《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是继《甲骨文字诂林》《金文诂林》等大型

工具书之后，对战国文字考释成果进行系统整理的集成性古文字学著作，它的正式出

版还可为考古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帮助。作为

此书前言，本文将简述战国文字研究的历史、战国文字工具书编纂的成就，对战国文

字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有所议及，并就《集释》的成书始末也稍作交代。

关键词：古文字学；战国文字；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

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校读五则

沈 培

提 要：本文讨论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一篇五处疑难问题，牵涉到字词的

考释、语句的通读、语法的分析、礼制的规则，对理解整篇简文有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字词考释；简文通读；郑国史事

“坐甲”新释

李 辉

提要：《左传·文公十二年》“坐甲”一词历来训释有疑。本文通过对“坐”字

在传世、出土文献中用法的梳理，排除其训释为“持、披”义的可能性；并结合出土

实物和兵书文献，将“坐甲”释为“着甲跪坐于地”的“坐阵”之法，乃是古代一种

临敌备战的队列阵型；同时梳理“坐甲”在后世文献中的用法。

关键词：坐甲；坐阵；左传

《上博（九）‧陈公治兵》兵学字词考论

[台]洪德荣

提 要：本文就《上博（九）‧陈公治兵》简文中诸如“ （弇）行”、“州（周）

亓（其）徒 （卫）”、“滐（遏）城”、“ （鴈）飞”、“ （泥）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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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涉及阵法、战术等作战方面的词语进行了考释，并进一步阐述了该简文在兵学思

想及语言文字学上的价值。

关键词：陈公治兵；兵学；阵法；上博简

说“内”

谭生力

提 要：学界一般认为入像锐端之形；内从宀、入，会入室内之意。从相关古文字资料

来看，内从宀、入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结合入、内同源及相关情况，内从宀、入似有难

解之处。本文认为内字所从宀形部件表示锐端之形“入”的“所入之处”，并非从宀。

关键词：入；内；构形

《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同形字考辨

郑贤章

提要：《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佛经音义类书，该书收录的汉

字非常丰富，一字多形、一形多字等现象普遍，本文选取了书中“傒”、“苹”、“騋”、

“鴪”、“慔”、“迯”、“侄”、“抲”、“溽”、“鏕”、“ ”、“㛒”、

“懆”、“莘”、“婭”、“汦”、“睪”、“苪”、“姟”、“怙”、“憿”、“刊”、

“枆”、“蜟”、“埏”、“柏”、“诰”、“摖”、“渟”、“ ”等 30 条反映

一形多字现象的注释进行辨析，以进一步探讨同形字问题。

关键词：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同形字；考辨

《金瓶梅词话》形误字考辨

杨琳

提 要：传世《金瓶梅词话》的底本主体是听录而来的手写本，字迹潦草，讹误

满纸，而刻版写样者文化水平不高，对草书、俗字多有误识，更增加了《词话》文字

的错谬，致使很多句子不知所云。虽经众多学者反复校释，疑难之处仍然比比皆是。

今摭取学人未能辨识或确认的讹误字加以解证，庶几还原词语，疏通文意，且见熟悉

草书、俗字对解读文献之重要。

关键词：金瓶梅词话 形误字 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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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玉篇》疑难字拾遗

熊加全

提 要：《新修玉篇》是一部大型字书，在中国辞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该书收录

了大量的疑难字，给后人识读造成了不便。本文选取《新修玉篇》所收的 51 个疑难字进行

了考释，以期为相关字的解读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修玉篇；疑难字；考释

说“伐”

冯胜君

提 要：战国时期铜器铭文中“伐”字或应训为“治”，但这种用法的“伐”的

词义来源，一直没有合理的解释。通过考察《诗经·魏风·伐檀》《豳风·伐柯》中

“伐”字词义的演变与转移情况，可以为“伐”字的“治”义找到一个较为可靠的来

源。

关键词：伐；治；伐檀；伐柯

《伍子胥变文》“监监”考

徐浩

提 要：《伍子胥变文》中“监监”一词，当是“婪婪”的记音，意思是奸诈，

而不是明察或巧辩。语音关系上，“监”当是“蓝”的半边读音字，“蓝”又为“婪”

的借音字，变文用“监监”记录“婪婪”的读音。从词义上，“婪婪”有奸诈义，中

古以来文献用例很多。故事情节及用语上，《伍子胥变文》多与《吴越春秋》的相关

记载对应，“监监”对应后者的“多诈”。

关键词：伍子胥变文；监监；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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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汉语研究》2019 年第 1 期摘要

补“屚”

—兼说相关诸字

赵平安

提 要：清华简《邦家处位》屚作 ，印证了许慎训屚为“屋穿水下也”的正确性，

也印证了训屚所从尸为“屋也”的正确性。“尸”表示屋，与屋的形、义有关。屋的本义应

如段玉裁所说为“室之覆”，即屋顶、屋盖，引申表示房屋。《说文》所收籀文屋是在“室”

的基础上加上“室之覆”。籀文省简形成了小篆的屋字。小篆屋字上的“尸”来源于“室之

覆”，与尸体的“尸”属于异源合流的关系。“尸”由于在屋字中作偏旁，因此被赋予了房

屋的含义。从秦简庑字异体看，秦代尸旁已被赋予房屋的意义，因此屚字的产生不会太早，

也不会太晚，应在籀文与古隶之间。

关键词：屚； ；漏 ；屋；字源；’清华简

“窈窕淑女”新解

徐在国

提 要：《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之“窈窕”，当从安大简作“要翟”。汉代

学者就是因为“窈窕”与“要翟”的读音相近，所以将“要翟”转写成了“窈窕”，进而训

释“窈窕”为“幽闲”“深宫”。“窈窕淑女”，安大简作“要翟 女”。“要翟”，读

为“腰嬥”，即细腰，细而长的腰身。“腰嬥淑女”，即身材匀称美好的女子。

关键词：安大简；要翟；窈窕

再论“捉”的词义及相关问题

—答刘钊、张传官先生

汪维辉

提要：文章针对刘钊、张传官《再谈“一沐三捉发”的“捉”》的三个要点展开讨论：

1.“捉”在先秦至六朝的上古和中古汉语阶段，存在两个义项：①握持；②揉捏，挤压。两

者词义不同，不能看作一个义项。2.随文释义是有界限的，不能超出一个词所可能具有的意

义的范围，在“捉发”这个语境中，不能把省略的情节所包含的意思归到“捉”的词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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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捉”本身并没有“拧干”的意思。3.握发见客在特殊的情况下并非失礼。

关键词：捉发；词义；训诂；随文释义；古礼

用典与墓志文字考释举隅

舒韶雄 雷金瑾

提要：墓志的语言很有特点，其志文部分往往有骈文色彩，多对仗，喜用典；铭文部

分句式整齐，要求押韵。探明典故对于准确释读墓志文字、正确理解墓志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破解典故，并结合墓志的语言特征和行文格式，可以帮助我们准确校录和阅读墓志。

关键词：用典；墓志；文字考释

译经用字与译经词语新释

真大成

提要：汉文翻译佛经的用字兼具复杂性和独特性。充分了解、把握译经用字情况，对

正确解释译经词语的含义，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本文立足于辨识译经用字，对某些既有解

释提出新说。

关键词：汉译佛经；用字；新释

《路史》说略

王彦坤

提要：南宋罗泌撰、其子罗苹注之《路史》，历来被视为研究中国史前史及神话学之

重要参考书。该书引用古籍极多，而其中许多已经亡佚，故又具有极高的校勘、辑佚与史料

价值。此外，此书于考察罗泌其人，进而窥探时代思想、文化、学术风貌，于训诂学、修辞

学、辞书建设等，亦颇有研究价值。然而《路史》其书至今未见整理之本面世，其文本、版

本又错误百出，难读难解，完全超出一般人之想象，用之稍有不慎，则极易以讹传讹。

关键词：罗泌；罗苹；路史

《汉语大词典·火部》书证断句献疑

何茂活

提 要：《汉语大词典》所引书证在断句标点方面尚有可商之处。通过对该词典“火部”

部分词条书证的审读核校，发现其在断句标点方面存在截句未当、虚词脱失、句读讹舛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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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未断等四个方面的问题。由此建议截取例句时应“瞻前顾后”，避免造成句子首尾词句的

割裂和冗余，同时加强词句的校勘核订，尤其是疑难词语的形义考察，理清句子内部关系，

确保书证信度和断句标点的准确性，有效提高辞书质量。

关键词：汉语大词典；书证；断句；标点；文字讹误

汉语“大系”考源

马晓稳 李红薇

提要：近现代出版的著作中有不少题名为“大系”的。汉语“大系”一词学界多以为

始于 1935 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其实该词源自日语，由明治时期田口鼎轩所造，

本义为“大的经线”。郭沫若最早将“大系”一词引介到汉语中，《两周金文辞大系》是第

一部以“大系”命名的汉语著作。《汉语大词典》“大系”条所引书证应据此修改。

关键词：大系；汉语大词典；郭沫若

经历体的特定性与来源意义研究

陈前瑞 杨育欣

提要：经历体包含两种用法：一种是表示特定时间的经历，为特定经历用法，如“我

昨天吃过烤鸭”；二是表示非特定时间的经历，为非特定经历用法，如“我以前吃过烤鸭”。

专门用来表示经历意义的经历体形式与这两种意义构成了直对型、偏侧型、倾向型和涵盖型

四种基本对应关系。某种语言中多个经历体形式与这两种意义可以构成更为复杂的匹配关系。

经历体可以源自完结体、结果体、限量体、惯常体四种体貌意义以及趋向意义等五类，五类

来源意义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十类较为具体的词汇意义。

关键词：完成体；经历体；类型学；语法化；特定性

上古汉语方所介词“在”的对比研究

—以《今文尚书》、甲骨文和金文为例

郑继娥

提要：根据“在”字词组与谓语中心语动词的相对位置，《今文尚书》、甲骨文、金

文中介词“在”表方所的辞例，可分“在+宾+VP”“VP+在+宾”“在+宾+NP”三类进行定

量对比分析。通过对比“在”字的宾语、所修饰和补充的谓语中心语成分以及定语中心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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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可知，“在”字方所结构的语法功能、位置是相同的，但“在”字的宾语在甲骨文献中最

具体；句中谓语中心动词语义各有特点，据此可以看出上古汉语“在”方所结构的传承和发

展变化。

关键词：方所介词；在；今文尚书；甲骨文；金文

韩国古代石刻文考释及华严石经文字的复原

李圭甲

提要：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中国隋唐前后是异体字大量生成因而字样学兴盛的时期。

本研究介绍了当时韩国使用的汉字资料，对其在汉字字形研究方面的价值进行了初步研究，

并以华严石经残片为例，探讨了石刻资料复原的步骤和方法。

关键词：韩国；石刻；异体字；华严石经

日本“自写本”汉字音训研究

—以日本国宝岩崎本《宪法十七条》第二条为主

[日]海村佳惟 [日]海村惟一

提要：平安中期自写本《宪法十七条》（国宝岩崎本）是同类文献中最古的抄本，字

体呈现和式化汉字楷书体即“楷书体日本汉字”的特征，保存了同类诸本中最古的音训。以

小学馆本《日本书纪》、岩波本《日本书纪》、岩波本《宪法十七条》为佐证，以角川本《新

字源》、大修馆本《新汉语林》等为参考，研究《宪法十七条》第二条汉字之音训，可以明

确日本上代汉字音训在现代日语中的承传状况，正本清源，厘定日本汉字音训之源。本研究

成果在《日藏唐代汉字抄本字形表》（第四至第九期）日本汉字音训库和日语索引里有所反

映。

关键词：自抄本；宪法十七条；日本汉字；音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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