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甲骨文、金文论著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刘源 北京 100732）

说明：
（一）收录论著范围。凡该年度出版专著、考古报告、论文集，及发表论文、考
古简报、消息等均在收录之列。亦就个人所见，收入部分博硕士论文。
（二）收录地域范围。以大陆论著为主，尽可能收入海外论著。
（三）分类原则。考古报告、青铜器（金文）著录书、文字编均收入专著类，考
古简报、消息均收入论文类。
（四）排序原则。大类以专著、论文、博硕士论文为序。每一类中，以著者姓氏
拼音为序，但考古报告、简报、消息一般列在最前。
（五）外文专著只列译名。
（六）论文集名称不单独列出并收入专著类，但各论文集所收论文尽可能收入论
文一类中。

一、专著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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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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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石旌介商墓》，科学出版社。
曹玮主编：《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全三册），巴蜀书社。
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全十册），巴蜀书社。
陈絜：《商周金文》（20 世纪中国文物考古与研究丛书），文物出版社。
胡澱咸：《甲骨文金文释林》，安徽人民出版社。
黄天树：《黄天树古文字论集》，学苑出版社。
〔美〕李峰：
《西周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剑桥大学出版
社。
李宗焜：《当甲骨遇上考古：导览 127 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
〔美〕罗泰：
《孔子时代的中国社会（公元前 1000 至前 250 年）》
（又译《宗
子维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COTSEN 考古研究所。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三种》，中华书局。
濮茅左、顾伟良译，〔日〕岛邦男著：《殷墟卜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韩〕朴仁顺：《殷商甲骨文形义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镇豪、刘源：
《甲骨学殷商史研究》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福建人民出版社。
王辉：《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
《商周甲骨文》（20 世纪中国文物考古与研究丛书），文物
王宇信、徐义华：
出版社。
王蕴智：《字学论集》，河南美术出版社。
魏慈德：《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研究》，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吴良宝：《先秦货币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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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凤先：《商末周祭祀谱合历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徐中舒：《川大史学·徐中舒卷》，四川大学出版社。
杨郁彦：《甲骨文合集分组分类总表》，艺文印书馆 2005 年 10 月版。
姚萱：《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北京线装书局。
詹鄞鑫：《华夏考——詹鄞鑫文字训诂论集》，中华书局。
张经：《西周土地关系研究》，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张懋镕：《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
张晓明：《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研究》，齐鲁书社。
赵诚：《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上、下），书海出版社。
赵丛苍：《城洋青铜器》，科学出版社。
郑振峰：《甲骨文字构形系统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
《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
北，艺文印书馆。
32. 朱歧祥：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校释》
，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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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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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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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二、论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周原考古队：
《2003 年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调查报告》，
《古代文明》第 5 卷，
文物出版社。
《扶风出土 19 件珍贵青铜器》，《西安晚报》10 月 17 日三版。
《扶风又现西周青铜器窖藏》，《西安晚报》11 月 10 日三版。
《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考古又有重大发现》，
《光明日报》2006 年 4 月 30 日。
（记者 杨永林）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
墓地》，《考古》7 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
墓发掘简报》，《文物》8 期。
考古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 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
告》，《考古学报》2006 年第 3 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周研究室、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
《陕西韩城市梁带村
周墓发掘座谈纪要》，《考古与文物》2 期。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瀍河东岸西周墓的发掘》，《文物》3 期。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旬邑县博物馆：《陕西旬邑县下魏洛村西周早期墓
，《文物》8 期。
发掘简报》
《浙江绍兴市发现一件春秋铭文铜甬钟》，《考古》7 期。

12. 艾兰：
《浅析
13.
14.
15.
16.
17.

公盨》，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李学勤教授伉俪七十

寿庆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蔡运章：《周原新获甲骨卜筮文字略论》，《史海侦迹——庆祝孟世凯先生七
十岁文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蔡哲茂：《〈龟甲兽骨文字〉新缀一则》，http://www.xianqin.org。
蔡哲茂：《〈甲骨续存〉新缀一则》，http://www.xianqin.org。
蔡哲茂：《〈殷契拾掇〉初编与二编缀合表》，http://www.xianqin.org。
蔡哲茂：《〈殷契拾掇〉三编新缀》（凡七则），http://www.xianq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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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22.
23.

蔡哲茂：《〈殷契拾掇〉三编与旧著录对照表》，http://www.xianqin.org。
蔡哲茂：《〈殷契遗珠〉新缀》，http://www.xianqin.org。
蔡哲茂：《读郭若愚〈殷契拾掇〉三编》，《新史学》17 卷 3 期。
蔡哲茂：《花东卜辞“白屯”释义》，http://www.xianqin.org。
蔡哲茂：《花东卜辞“不鼄”释义》，http://www.xianqin.org。
蔡哲茂：《甲骨新缀十则》，《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书局。

24. 蔡哲茂：《论殷卜辞中的“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字为成汤之“成”──兼论“

”为

咸字说》，《史语所集刊》第 77 本 1 分。
蔡哲茂：《殷卜辞“肩凡有疾”考》，《屈万里先生百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曹定云：
《1991 年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的发现与整理》，王建生、朱歧祥主编
《花园庄东地甲骨论丛》
，台北县板桥市，圣环图书有限股份公司。
曹定云：《山东临朐泉头村周代铜器铭文研究——兼论“齐侯子行”非“齐
侯”》，《史海侦迹——庆祝孟世凯先生七十岁文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曹定云：
《殷人“女巳”姓辩——兼论文献“子”姓来由及相关问题》，王建
生、朱歧祥主编《花园庄东地甲骨论丛》，台北县板桥市，圣环图书有限股
份公司。
曹定云：
《殷墟花东 H3 卜辞的“王”是小乙——从卜辞中的人名“丁”谈起》，
《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书局。
曹玮：《西周时期的禘祭与祫祭》，《考古学研究（六）》，科学出版社。
常金仓：《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的两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 期。
常耀华：
《〈甲骨续存补编〉与版本学》，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李学
勤教授伉俪七十寿庆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常耀华：《花东 H3 卜辞中的“子”——花园庄东地卜辞人物通考之一》，王
建生、朱歧祥主编《花园庄东地甲骨论丛》，台北县板桥市，圣环图书有限
股份公司。
常耀华：《子组卜辞人物研究（下）》，《中国文字》新 31 期。
常玉芝：《商人的四方神崇拜》，《考古学研究（六）》，科学出版社。
晁福林：《说殷卜辞中的“虹”——殷商社会观念之一例》，《殷都学刊》1
期。
陈光宇：
《商代多伯多臣与肉食者》，王建生、朱歧祥主编《花园庄东地甲骨
论丛》，台北县板桥市，圣环图书有限股份公司。
陈剑：《关于“宅阳四铃”等“布权”的一点意见》，《古文字研究》26 辑，
中华书局。

39. 陈剑：
《甲骨文旧释“眢”和“
40.
41.
42.
43.
44.
45.

”“

”的两个字及金文“

”字新释》，
《出土

文献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剑：《晋侯墓铜器小识》，《中国历史文物》6 期。
陈剑：《释造》，《出土文献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年福：《甲骨文“何”、“此”用为代词考论》，《中国语文》5 期。
陈年福：《殷墟甲骨文词汇概述》，《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 期。
陈佩芬：《说子龙鼎》，《中国历史文物》5 期。
陈青荣：《厥子尊与厥史探》，《管子学刊》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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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陈仕益：《郭沫若两周金文韵读补论》，《郭沫若学刊》2 期。
47. 陈絜：《说“敢”》，《史海侦迹——庆祝孟世凯先生七十岁文集》，香港，新
世纪出版社。
48. 陈旭、徐昭峰：
《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释文漏字原因探究》，
《中原文物》
3 期。
49. 陈英杰：《两周金文之“追、享、鄉、孝”正义》，《北方论丛》1 期。
50. 陈英杰：《商代铜器铭文作器对象的考察》，《考古与文物》6 期。
51. 陈昭容：《两周婚姻关系中的“媵”与“媵器——青铜器铭文中的性别、身
分与角色研究之二》，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七本第二分。
52. 〔日〕成家彻郎：
《甲骨文中的巴与蜀》，段渝主编《巴蜀文化研究》第三辑，
巴蜀书社。
53. 程邦雄：《孙诒让的甲骨文考释与〈说文〉中之古文》，《语言研究》4 期。
54. 程鹏万：《释东周金文中的“成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3 期。
55. 董珊：《晋侯墓出土楚公逆钟铭文新探》，《中国历史文物》6 期。
56. 董珊：《论春平侯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研究（六）》，科学出版社。
57. 董珊：《试论周公庙龟甲卜辞及其相关问题》，《古代文明》第 5 卷，文物出
版社。
，《考古》6 期。
58. 董珊：《向寿戈考》
59. 董珊：《珍秦斋藏秦伯丧戈、矛考释》，《故宫博物院院刊》6 期。
60. 杜迺松：《全国铜器鉴定所见伪器伪铭研究——兼论鉴定的几个理论问题》，
《故宫博物院院刊》1 期。
61. 范常喜：
《从〈殷虚书契补释〉看柯昌济早期的甲骨文研究》，
《图书馆杂志》
6 期。
62. 方建军：《甲骨文、金文所见乐器助祭试探》，《黄钟》2 期。
63. 方稚松：《甲骨缀合十组》，《北方论丛》3 期。
64. 冯时：《坂方鼎、荣仲方鼎及相关问题》，《考古》8 期。
65. 冯时：《陕西岐山周公庙出土甲骨文的初步研究》，《古代文明》第 5 卷，文
物出版社。
66. 冯时：《西周金文月相与宣王纪年》，《考古学研究（六）》，科学出版社。
67. 冯时：《殷代纪时制度研究》，《考古学集刊》16，科学出版社。
68. 冯时：《陈梦家先生的年代学与〈尚书〉研究》，《汉字文化》4 期。
69. 冯时：《新版〈殷周金文集成〉评述》，《书品》。
70. 高兵：《从金文看西周的媵婚制度》，《海南师范学院学报》5 期。
71. 葛英会：《谈岐山周公庙甲骨》，《古代文明》第 5 卷，文物出版社。
72. 郭静云：
《甲骨文中神字的雏型及其用义》
，
《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书局。
73. 郭伟川：《宗周钟（周王
74.
75.
76.
77.
78.
79.

钟）新考》，《华学》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

郭旭东：《甲骨文求年、受年卜辞》，《农业考古》1 期。
郭旭东：《论甲骨卜辞中的“稻”字》，《中原文物》6 期。
韩江苏：《释甲骨文中的“紤”字》，《殷都学刊》2 期。
郝本性：《雄奇神秘子龙鼎》，《中国历史文物》5 期。
何景成：《关于〈荣仲方鼎〉的一点看法》，《中国历史文物》6 期。
何景成：
《族氏铭文资料所体现的西周王朝对殷遗民的政策》，
《古文字研究》
26 辑，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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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何琳仪、焦智勤：《八年阳城令戈考》，《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书局。
81. 何琳仪：《逢逢渊渊释训》，《安徽大学学报》4 期。
82. 何琳仪：《说丽》，王建生、朱歧祥主编《花园庄东地甲骨论丛》，台北县板
桥市，圣环图书有限股份公司。
83. 何琳仪：《说麗》，《殷都学刊》1 期。
84. 何树环：
《金文“叀”字别解》，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文字的俗写现象
与多元性：通俗雅正，九五经典：第十七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台北县板桥市，圣环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85. 侯毅：《首都师范大学收藏的两件西周青铜器》，《文物》12 期。
86. 胡长春：《倏戒鼎新释》，《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书局。
87. 胡云凤：
《论释读甲骨文的方法——以甲骨语法为例》，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
主编《文字的俗写现象与多元性：通俗雅正，九五经典：第十七届中国文字
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县板桥市，圣环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88. 胡云凤：《由同文例解决几版甲骨释读的问题》，《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
书局。
89. 黄爱梅：《士山盘铭补义》，《中国历史文物》6 期。
90. 黄天树：
《重论关于非王卜辞的一些问题》，王建生、朱歧祥主编《花园庄东
地甲骨论丛》，台北县板桥市，圣环图书有限股份公司。
91. 黄天树《简论“花东子类”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书局。
92. 黄锡全：《记新见塞公屈颡戈》，《考古学研究（六）》，科学出版社。
93. 黄锡全：《介绍新见“上范厨”勺》，《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书局。
94. 慧超：《论甲骨占卜的发展历程及卜骨特点》，《华夏考古》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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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吴长青：《寿县李三孤堆楚器的研究与探索》，《故宫博物院院刊》6 期。
220.吴良宝：《战国金文考释两篇》，《中国历史文物》2 期。
221.吴振武：《试释西周

簋铭文中的“馨”字》，《文物》11 期。

222.吴振武：
《说徐王粮鼎铭文中的“鱼”字》
，
《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书局。
223.吴振武：《新见西周爯鼎铭文释读》，《史学集刊》2 期。
224.吴镇烽、师小群：《三年大将吏弩机考》，《文物》4 期。
225.吴镇烽：《崇源国际澳门秋季拍卖会青铜器鉴赏》，《收藏界》12 期。
226.吴镇烽：《高祖、亚祖、王父考》，《考古》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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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吴镇烽：《

器铭文考释》，《考古与文物》6 期。

228.吴镇烽：《谈子龙鼎》，《中国历史文物》5 期。
229.武家璧：《从卜辞“观籍”看殷历的建正问题》，《华学》第八辑。
230.武振玉：
《两周金文中否定副词“毋”的特殊用法》，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
期。
231.夏含夷：《从

簋看周穆王在位年数及年代问题》，《中国历史文物》3 期。

232.夏之民：
《西周铜器分期研究中的历象方法》，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
李学勤教授伉俪七十寿庆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233.谢瑞阶：《董作宾先生研究甲骨文的一份石印资料》，《河南文史资料》3 期。
234.谢湘筠：《殷墟第十五发掘所得甲骨新缀十一例》，http://www.xianqin.org。
235.谢湘筠：《殷墟第十五次发掘所得甲骨新缀九组》，http://www.xianqin.org。
236.徐宝贵：
《“帝于北方曰伏”等卜辞的释读法》，
《华学》第八辑，紫禁城出版
社。
237.徐宝贵：《甲骨文“彖”字考释》，《考古》5 期。
238.徐宝贵：《“孺”字考释》，《考古与文物》5 期。
239.徐宝贵：《甲骨文考释两篇》，《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书局。
240.徐宝贵：《殷商文字研究两篇》，《出土文献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复旦大
学出版社。
241.徐凤先：《西周晚期四要素俱全的高王年金文历日的相容性研究》，《华学》
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
242.徐富昌：
《从甲骨文看汉字构形方式之演变》，王建生、朱歧祥主编《花园庄
东地甲骨论丛》，台北县板桥市，圣环图书有限股份公司。
243.徐心希：《试论商周神权政治的构建与整合——兼论商周时期的日神与天神
崇拜》，《殷都学刊》1 期。
244.徐义华：
《试论花园庄东地甲骨的子》，王宇信主编《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
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45.许兆昌：《“樂”字本义及早期樂与藥的关系》，《史学月刊》11 期。
246.严志斌：《商代金文句法研究》，《殷都学刊》1 期。
247.严志斌：《商代金文中的妇名问题》，《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书局。
248.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字形时代性的考察》，《华学》第八辑。
249.杨莉：
《凤雏 H11 之 1、82、84、112 四版卜辞通释与周原卜辞的族属问题》，
《古代文明》第 5 卷，文物出版社。
250.杨升南：《商代的水上交通工具》，《殷都学刊》4 期。
251.杨升南：
《商代的长族——兼说鹿邑“长子口”大墓的墓主》，
《中原文物》5
期。
252.杨晓国：
《卜辞古字新识四则》，
《史海侦迹——庆祝孟世凯先生七十岁文集》，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253.杨泽生：
《甲骨文“丿”读为“奇”申论》，
《华学》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
254.姚志豪：
《说“奠俎”》，王建生、朱歧祥主编《花园庄东地甲骨论丛》，台北
县板桥市，圣环图书有限股份公司。
255.姚志豪：
《谈祭祀卜辞的“又、彳、歲、伐”》
，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文
字的俗写现象与多元性：通俗雅正，九五经典：第十七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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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县板桥市，圣环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56.叶玉英：《语音与文字分化研究》，《中国文字》新 31 期。
257.叶正渤：《厉王纪年铜器铭文及相关问题研究》，《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
书局。
258.俞绍宏：《二则金文考》，《江汉考古》4 期。
259.喻遂生：
《花园庄东地甲骨的语料价值》，王建生、朱歧祥主编《花园庄东地
甲骨论丛》，台北县板桥市，圣环图书有限股份公司。
260.袁俊杰：《作册般铜鼋所记史事的性质》，《华夏考古》4 期。
261.岳洪彬、岳占伟、何毓灵：
《小屯宫殿宗庙区布局初探》，
《三代考古（二）》，
科学出版社。
262.岳占伟、刘煜：《殷墟铸铜遗址综述》，《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
263.张昌平：《“择其吉金”金文辞例与楚文化因素的形成与传播》，《中原文物》
4 期。
264.张光裕：《新见金文词汇两则》，《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书局。
265.张桂光：
《卜事三题》，
《出土文献语言研究》第一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66.张桂光：
《花园庄东地卜甲刻辞行款略说》，王建生、朱歧祥主编《花园庄东
地甲骨论丛》，台北县板桥市，圣环图书有限股份公司。
267.张懋镕：《逨盘与西周王年》，《齐鲁学刊》6 期。
“鲁侯熙铜器”献疑》，《收藏》7 期。
268.张懋镕：《
269.张懋镕：《金文字形书体与二十世纪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古文字研究》
26 辑，中华书局。
270.张懋镕：《商周青铜角探研》，《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李学勤教授伉
俪七十寿庆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271.张懋镕：《一部令人惊异的好书》（评《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
《文博》6 期。
272.张世超：《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字迹与相关问题》，《古文字研究》26 辑，中
华书局。
273.张晓明、马廷新：《春秋战国齐金文字体研究》，《管子学刊》2 期。
274.张永山：《

簋作器者的年代》，《中国历史文物》3 期。

275.张永山：《试论金文所见宗周的军事防御体系》，《考古学研究（六）》。
276.张永山：《也谈花东卜辞中的“丁”》，《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书局。
277.张玉金：《关于殷墟甲骨文中有无被动句式的问题》，《殷都学刊》3 期。
278.张玉金：《论甲骨文“不”“弗”的使用与动词配价的关系》，《史语所集刊》
第 77 本 2 分。
279.张玉金：
《论甲骨文中“不”和“弗”的根本区别》，王建生、朱歧祥主编《花
园庄东地甲骨论丛》，台北县板桥市，圣环图书有限股份公司。
280.张玉金：
《西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厥”的用法》，
《出土文献语言研究》
第一辑。
281.张玉金：《殷墟甲骨文“吉”字研究》，《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书局。
282.张振林，《“则

隹”解》，《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书局。

283.张振谦：《三年大将吏弩机补释》，《文物》11 期。
284.赵诚：《读〈殷虚书契考释三种〉》，《书品》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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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赵诚：
《花园庄东地甲骨意义探索》，王建生、朱歧祥主编《花园庄东地甲骨
论丛》，台北县板桥市，圣环图书有限股份公司。
286.赵林：《论商代家族的亲属结构关系》，《中国史研究》2 期。
287.赵鹏：《西周金文量词析论》，《北方论丛》2 期。
288.赵平安：
《邿子中

的名称和邿国的姓氏问题》，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 期。

289.赵平安：《山东泰安龙门口新出青铜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 期。
290.赵平安：《绍兴新出两件越王戈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李学
勤教授伉俪七十寿庆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291.赵伟：《甲骨文中的

字和

字》，《平顶山学院学报》4 期。

292.郑春兰：《从甲骨文看〈说文〉或体》，《语言研究》2 期。
293.郑杰祥：《二里岗甲骨卜辞的发现及其意义》，《史海侦迹——庆祝孟世凯先
生七十岁文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294.郑宪仁：
《〈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与〈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隶定相异处举要—
—以乐器为例》，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文字的俗写现象与多元性：通
俗雅正，九五经典：第十七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县
板桥市，圣环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95.周宝宏：
《

公盨“天命禹尃土隓山叡川”解》
，
《出土文献语言研究》第一

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96.周忠兵：《甲骨缀合一则》，http://www.xianqin.org。
297.周忠兵：《历组卜辞新缀》，http://www.xianqin.org。
298.周忠兵：《历组卜辞新缀三十例》，《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书局。
299.朱凤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历史研究》1 期。
300.朱凤瀚：《子龙鼎的年代与铭文之内涵，《中国历史文物》5 期。
301.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南征》，《文物》5 期。
302.朱刚焄：《西周青铜器金文复音词构词法》，《殷都学刊》2 期。
303.朱光华：《洹北商城与小屯殷墟》，《考古与文物》2 期。
304.朱力伟：《先秦古兵杂谈》，《古文字研究》26 辑，中华书局。
305.朱其智《西周金文研究札记两则》，《语言研究》4 期。
306.朱歧祥：《甲骨文辨伪一例》，《出土文献语言研究》第一辑，广东高等教育
出版社。
307.朱歧祥：
《句意重于行款——论通读花园庄东地甲骨的技巧》，
《古文字研究》
26 辑，中华书局。
308.朱歧祥：《论花园庄东地甲骨的对贞句型》，《中国文字》新 31 期。
309.朱歧祥：
《殷墟花东甲骨文刮削考》，王建生、朱歧祥主编《花园庄东地甲骨
论丛》，台北县板桥市，圣环图书有限股份公司。

三、博、硕士论文（部分）
1.
2.

邓统湘：《〈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句型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导师喻
遂生）。
韩江苏：《殷墟花东 H3 卜辞主人“子”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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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师晁福林）。
蒋玉斌：《殷墟子卜辞的整理与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导师林沄）。
李静：《〈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字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导师喻遂
生）。

5.

林贤东：《商代巫觋研究》（郑州大学硕士论文，导师李民）。

6.

刘海琴：《殷墟甲骨祭祀卜辞中“伐”之词性考》（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导师詹鄞鑫）。

7.

吕源：
《殷墟甲骨文建筑词汇初步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导师黄天
树）。

8.

孟琳：《〈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词汇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导师喻遂
生）。

9. 王长丰：《商周金文族徽整理与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导师王蕴智）。
10. 王华：
《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攻治技术研究》
（山东大学硕士论文，导师
方辉）。
11. 王建军：
《殷墟卜辞字形特征及类型划分》
（郑州大学硕士论文，导师王蕴智）。
12. 武振玉：《两周金文词类研究（虚词篇）》（吉林大学古籍所博士论文，导师
吴振武）。
13. 辛迪：《两周戎狄考》（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导师朱凤瀚）。
14. 徐义华：
《商代政治制度研究》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导师宋镇豪）。
15. 严志斌：
《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导师刘一
曼）。
16. 〔韩〕元镐永：
《甲骨文祭祀动词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导师臧克
和）。
17. 曾小鹏：《〈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词类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导师喻
遂生）。
18. 赵鹏：
《殷墟甲骨文中的人名及其对于断代的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导师黄天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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