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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牛部字文化考察 

 

董佳敏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说文解字》共收录牛部字 45个，对比其他家畜类，收字较多，因此其形体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语

言的意义，而语言中的词语又是对客观自然的最直接反映，因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丰富多彩的牛文化。本

文主要采用分类法、比较法、列举法等分析方法，以《说文解字》中的牛部字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牛部字

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简介《说文解字》牛部字的字形及部件分类，

了解牛部字的基本知识。第二部分是分类并列举《说文解字》中的牛部字字义，简单对牛部字的意义进行

分析考证，从而探究牛部字与先民社会心理、农耕生产关系、古代祭祀文化、传统道德文化之间的联系。

第三部分列举古今字典中牛部字的收录及编排情况，将《说文解字》中的牛部字 与《现代汉语词典》及《汉

语大字典》里保留下来的牛部字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探究古今字典中牛部字的差异所体现的文化内涵。第

四部分结语展现汉字与文化密不可分的联系，完成对《说文》牛部字的系统研究。 

关键词：牛部字；文化内涵；古今对比；汉字与文化 

中图分类号： H02    文献标识码：A 

 

一、《说文解字》牛部字简介及分类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作者许慎(约 58--约 147

年)，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漯河市召陵区人)，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在《说

文解字》中，许慎按照部首编排汉字，通过汉字形体解释字义。书中共收录 9353 个汉字，

开创了 540个部首。其中，《说文解字》共收录 45个牛部字，对比其他家畜类，收字较多，

这与当时牛在日常生活中与人息息相关的重要作用有关。牛部字的释义涵盖了牛的名称、性

别、年龄、形体、毛色、体态、性情、种类、动作与行为、社会影响等等方面。本文在整理

分析牛部字释义的基础上，将 45个牛部字分为以下八类：
1
 

（一）牛的名称类（3 个） 

牛：“大牲也。”牛的总称，牛是驯养家畜中最大的动物，即凡牛之属皆从牛。 

犀：“犀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顶，似豕。”  

㹌：“畜牷也。从牛産声。”意为牲畜。 

（二）牛的性别齿龄类（9个） 

牡：“畜父也。从牛土声。”本义为雄性的鸟兽。 

犅：“特牛也。从牛冈声。”本义为公牛。 

特：“朴特，牛父也。从牛寺声。”本义为公牛。 

牝：“畜母也。从牛匕声。”本义为雌性的鸟兽。 

犊：“牛子也。从牛，渎省声。”意为小牛。 

㸬：“二岁牛。从牛巿声。”意为两岁的牛。 

犙：“三岁牛。从牛参声。”意为三岁的牛。 

牭：“四岁牛。从牛从四，四亦声。”意为四岁的牛。 

犗：“騬牛也。从牛害声。”騬牛，意为被阉割了的牛。 

（三）牛的形体颜色类（12个） 

                                                        
1
 《说文解字》，出自中华书局 1978 年影印版许慎《说文解字 (附检字) 》28-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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牻：“白黑杂毛牛。”从牛尨声。意为毛色为黑白夹杂的牛。 

㹁：“牻牛也。从牛京声。”《春秋传》曰：“牻㹁。”意为毛色黑白夹杂的牛。 

犡：“牛白 也。从牛厉声。”意为脊背毛色为白色的牛。 

 ：“黄牛虎文。从牛余声。”读若涂。意为毛色为黄色的牛。 

犖：“驳牛也。从牛，劳省声。”《说文·马部》：“马色不纯”。意为毛色复杂的牛。 

㸹：“牛白 也。从牛寽声。”意为脊背毛色为白色的牛。 

 ：“牛驳如星。从牛平声。”意为毛色斑驳如星的牛。 

犥：“牛黄白色。从牛麃声。”意为毛色为黄白色的牛。 

犉：“黄牛黑唇也。从牛 声。”意为黑嘴唇的牛。 

牷：“牛纯色。从牛全声。”牛纯色。意为毛色单一的牛。 

㹊：“白牛也。从牛隺声。”意为毛色为白色的牛。 

㹔：“牛长 也。从牛畺声。”意为脊背长的牛。 

（四）牛的体态类（8 个） 

牟：“牛鸣也。”意为牛发出叫声。  

犨：“牛息声。从牛雔声。”意为牛喘息的声音，同时也指牛发出叫声。 

犓：“以刍茎养牛也。从牛、刍，刍亦声。”意为用草料喂养牛。 

 ：《易》曰：“ 牛乘马。”从牛 声。意为用鞍装马。 

 ：“耕也。从牛黎声。”意为用牛耕作。 

㹃：“两壁耕也。从牛非声。”意指两头牛相向耕作，还有一层含义是重新耕作一遍，

再种植作物。 

 ：“牛踶 也。从牛衞声。”意指牛践踏。 

 ：“牛徐行也。从牛 声。”读若滔。意为牛慢慢地走。 

（五）与牛相关的事物类（6个） 

牿：“牛马牢也。从牛告声。”意思是关养牛马的棚。 

牼：“牛厀下骨也。从牛巠声。”本义为牛胫骨。 

牢：“闲养牛马圈也。从牛，冬省。”本义是关养牛马的棚。 

牽：“引前也。”本义是拉，挽。 

 ：“牛舌病也。从牛今声。”意指牛舌头上的一种病症。 

㹗：“牛羊无子也。从牛 声。”意为牛羊不生子。 

（六）牛的性情类（3 个） 

牴：“触也。”指牛脾气很倔，用角抵触。 

㹛：“牛柔谨也。”从牛夒声。意为牛的脾气柔驯。 

㹂：“牛很不从引也。从牛从臤，臤亦声。”意指牛不服从牵引。 

（七）牛的祭祀用途类（2个） 

牲：“牛完全。从牛生声。”意为用来祭祀的完整的牛。 

牺：“宗庙之牲也。从牛羲声。”宗庙祭祀用牛通常为毛色为纯色的公牛。 

（八）牛的社会影响类（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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牣：“牣，满也。从牛刃声。”意指满，充满。 

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 ，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本义为天地万物。 

二、《说文解字》牛部字的文化内涵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亘古不息,汉字作为中华民族的通用文字，在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

发展变化的同时,也蕴涵了古代社会深刻的文化内涵。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起着记录语

言和书写历史的重要作用，汉字的产生往往与社会生产与生活息息相关。通过分析《说文》

牛部字的字义及形体，深入探寻牛部字所体现的文化内涵，追寻古代先民的光辉遗迹。 

（一）牛部字与先民社会心理 

《说文解字》中的一些牛部字表现出先民朴素的社会文化心理。以下从先民对牲畜劳动

力的需求及对牲畜毛色的偏好出发，揭示先民朴素的、未经加工的社会心理，探究牛部字所

体现的文化内涵。 

1、先民对牲畜劳动力的需求 

从《说文》中部分牛部字可以看出先民们对牲畜劳动路的需求，这些词通常表示牛性别、

齿龄、身体部位、脾性等。例如，“牝、牡”二字用以表示动物的雌雄，与此同时，又新造

了“犅、特”二字来专指“公牛”。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区分牡牛和牝牛。牡牛肌肉结实，具

有很强的劳动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一般认为强于牝牛。除此之外，先民们同样非常重视牲

畜的齿龄大小，用以判定牲畜年龄大小。犊，指牛子，意为小牛。㸬，犙，牭分别为两岁、

三岁、四岁的牛。先民们还创造了民谣《牛齿龄歌》：“牛无生辰辨年龄,可从门齿看分明。

黄牛六岁齐了口,水牛较黄迟一龄。齐口以前如何辨?乳齿发生与脱换:乳齿门牙为四对,生下

已有一两双,一周长成六颗牙,三周乳齿全长满。一岁半后始换牙,乳齿脱下恒齿生。恒齿出

生到齐口,恒对加一是实龄。齐口以后如何辨?要看门齿磨蚀面,磨蚀主要看牙心,参考牙班与

齿龈。”
2
齿龄不同，牛的生长发育情况不同，生产力也自然不同。一般认为，“牭”以上

的牛方能具有合适的生产力，能够胜任繁重的劳役。通过查看牛的齿龄来区分牛的大小，同

时作为古代相牛术的重要参考点。此外，牛的性情与牛的生产力也有密切关系。牴，指脾气

很倔的牛。㹛，指脾气柔驯的牛。㹂，指不服从牵引的牛。一般说来，人们更愿意驯养脾气

温顺的牛，即㹛。这样的牛愿意服从人的指挥，能够更多地将力量用到耕作劳动中，自然能

提高生产力。脾气很倔，不服从牵引的牛，即牴、㹂，则很小可能将力气全部用到劳作上来。

《齐民要术》中提到“易牵则易使，难牵则难使。” 

2、先民对牲畜毛色的偏好 

我们普遍认为，一种语言中某类事物的专有名字出现越多，越表明这个事物和人类关系

较为密切。《说文》中共收录牛部字 45 个，其中直接表示牛毛色的字多达十余个，分别是

“牻、㹁、犡、 、犖、犥、犉、犖、牷、㹊、㸹”，在牛部字总数中占比 24.44％，占

比最大。先民们对于牲畜的毛色十分的看重，甚至区分十分细致。在《说文解字》表示牛的

毛皮颜色的 11字中，有７字 “ 、犖、犥、犉、牷、 、犡”直接与黄色有关，有 2字

“牻、㸹”杂色牛在牛的分类中也归属于“黄牛”。《说文·牛部》：“犉，黄牛黑唇也。”

《诗经·小雅· 无羊》：“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由此可见，在所有牛种类中，黑唇

黄牛的数量居多。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很早就将黄色定义为正统颜色。例如《易经·坤

卦》曰：“天玄而地黄。”这句话反映到牛身上，就是把黄牛看作牛的正统颜色。此外，牛

                                                        
2
 出自民谣，引用自中国兽医杂志 1997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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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祭品的牲畜，在颜色方面的要求也就更加的严格，普遍来说，只有颜色纯正的牲畜才

能作为祭祀所用的祭品，例如“牻”这种毛色不纯的杂色牛则不能为祭祀所用。这体现了在

古代祭祀活动中，先民普遍的偏好和具有社会性的偏好行为。 

（二）牛部字与农耕生产关系 

张舜徽《约注》中提到，“数犹事也，民以食为重，牛资农耕，事之大者，故引牛而耕，

乃天地间万事万物根本。”
3
意指，牛是万物中的大物，天地间的事数，兴起于牵牛而耕，

所以物从牛。牛被看作“大物”，并不是仅仅指牛的形体， 还包括牛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

和作用。牛在农耕生产中成为人们最得力的助手，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以下从牛部字反映的

古代农业及古代畜牧业中探究牛部字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1、牛部字反映的古代农业耕作情况 

原始社会从渔猎生活开始，经过漫长的适应、发展、不断提高生产力，最终进化到农业社会。

从《说文》部分牛部字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㹃：两壁耕也。从牛非声，意

指两头牛相向耕。看到这句话，我们不难想象出古代先民们的劳动日常，而牛作为耕作时最

得力的助手，也在各大文学作品及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段注》：“两边耕，谓一田中两

牛耕，一从东往，一从西来。”这表明了牛在农业中的重大作用，同时体现了牛与人类密切

的生产关系。“㹃”字还有一层含义是指重新耕地一遍，再种植作物，目的是使耕种的农作

物更好地生长。早在古代，人们已经掌握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方法，这说明，先民通过驯养牛，

并让牛为己所用，应用于农业生产中，通过牛耕地、播种，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这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牛的出现与古代农耕技术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2、牛部字反映的古代畜牧业 

上文我们提到，在所有牲畜中，牛是最先被先民驯养的家畜。牛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劳

动生产率，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的发展，畜牧业也自然而然也得到了萌生发展。这些现象从

《说文》中部分牛部字可以得到印证，例如：牢、牽、牿、 、犓、㹗等字均体现了对牛

的驯养和管理。牢，闲养牛马圈也，指驯养牛的方式圈养。牽：引而前也，指管理牛的方式

是牵引。牿，牛马牢也，也是指圈养牛。 ，牛舌病也，指牛的舌头发生病变，需要医治，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在古代就已经萌生了兽医和兽医学的发展。犓，以刍茎养牛也，也

是指管理牛的方式。㹗：牛羊无子也。先民们常常通过阉割牛的方式，使牛失去生育功能，

如此一来，能够更好地让牛长的更加肥美，以便日常使用和食用。以上几个字体现了先民对

牛的驯服、圈养和管理，表明了在古代就已经产生了通过驯养等方式演变而成的畜牧业。养

殖规模变大，养殖范围变广，自然而然产生了原始的畜牧业。原始畜牧业慢慢发展起来之后，

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产生了人类生产方式的第一次大分工。 

（三）牛部字与古代祭祀文化 

从《说文》中对牛部字精细的分类，和“牺、牲”二字可以看出祭祀在古代文化中占有

很大的比重。《说文》中提到祭祀用牛要选用 “牢”饲养长大的纯色的“牷、牺”。在古

代，祭祀文化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先民们也十分重视祭祀所用的祭品。《左传·成公十三年》

中写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由此可见，祭祀在古代生活生产中的神圣地位。此外，

甲骨文中也有大量卜辞记录了敬神、求神和祭拜祖先的内容。先民在进行祭祀时通常需要敬

                                                        
3 《说文解字约注》，引自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张舜徽《说文解

字约注》上册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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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食物，而其中以肉食最为重要，这种肉食被称为“牺、牲”，通常指马、牛、羊、鸡、犬、

豕等，后世一般称之为“六畜”，而牛是主要的一种祭品。《礼记·王制》中记载：“天子

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这句话体现了牛在祭祀中特殊地位。《礼记·王制》记载：

“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犬豕。”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牛的神圣地位，一般

说来，人们不得随意宰杀、食用牛，除非是有重大的祭祀需要。汉代也用法律禁止了杀牛这

一行为，“法禁杀牛，犯之者诛”。这体现了牛的神圣地位，反映了牛与人类之间密切而特

殊的关系。这是因为，我国古代处于农耕社会，牛所具有的属性使牛享有极高的地位，人们

普遍对牛有着尊重、敬畏的心理。在古代，祭祀是一件庄重而肃穆的事情，祭祀活动必须按

照特定的程序和仪式进行，而且祭祀所用的祭品要经过严格筛选才能确定下来。古代祭祀用

牛一般选用的是躯体完整、毛色纯一的雄性牛。当用作牺牲的“牛”被选定之后，这样的牛

就会受到特殊的礼遇。《高士传》中庄周提到：“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

文绣,以入大庙”。祭祀所用的“牛”，不仅要为其供给精美的草料，还要为它披上华丽的

服饰，以此来表明祭祀用牛与其他普通牛的不同之处。祭祀用牛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国君见

到它也要表示敬意。由上文所述可见，古人对祭祀用牛是极其讲究的。在牺牲类动物中，古

人认为牛是大物，是财富的象征，用牛祭祀即是用最好的物品奉献给向神灵和先祖，以此来

打动神灵和祖先，从而获得福佑。到了今天，我们认为这种祭祀活动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包含了先民们朴素的信仰观，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含有封建迷信的因素。 

（四）牛部字与传统道德文化 

牛在古代是非常具有灵性的动物，人们对牛的崇拜可以追溯到 4000年前大禹治水时期。

相传大禹治水时期，先民们选择将铸铁牛投入水中，以镇水患。到了封建社会，在较大的祭

祀仪式中，人们普遍都会选择牛作为祭品，以表庄重肃穆。《周礼·地官·牧人》中记载：

“凡祭祀，共其牺牲。”《说文》解释：“牺，宗庙之牲也。”由此可见，牛在传统祭祀活

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说文》中的“物”、“特”二字探究人们

对牛的普遍崇拜和牛在先民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说文》中对物的解释为，“物，万物也，

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在《说文解字约注》中，张舜徽这样写道：

“数犹事也，民以食为重，牛资农耕，事之大者，故引牛而耕，乃天地间万事万物根本。”

牛是天地间的大物，牛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体现了牛在先民社会中崇高的地位。此外，早在

古代，为了保证牛的生长，已出现了阉割牛，即騬牛。与此同时，还存在一种牛，即“特”，

《说文》中解释为牛父，即公牛。此类牛因体形较大，品性优良，可用于繁衍优良的后代而

免于阉割。“特”字演变到今天，使用最多的含义为特别，特殊。特的本义公牛与特的引申

义特别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公牛不仅在体型上显示了与一般牛的特别之处，在数量上的稀少

更使其显得特别。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传统封建社会，先民们对牛存在普遍的崇拜意

识，人们养牛用牛尊敬牛，体现了了先民们对牛身上勤劳品质的崇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牛

与传统道德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说文》牛部字古今差异及文化内涵分析 

（一）古今字典中牛部字收录情况及对比 

由于各种原因，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新字，部分汉字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

走向消亡。本节通过对权威工具书《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的牛部字进行

分析，探究牛部字的发展历程，从形体、释义到文化内涵进行对比分析。 

1、《汉语大字典》牛部字的收录情况 

（1）牛的名称类（2个）：牛、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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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牛的性别齿龄类（8个）：牡、犅、特、牝、犊、犙、牭、犗 

（3）牛的形体颜色类（7个）：牻、犡、犖、犥、犉、牵、牷 

（4）牛的体态类（5个）：牟、犨、犓、 、  

（5）与牛相关的事物类（4 个）：牿、牼、牢、牽 

（6）牛的性情类（2个）：牴、㹛 

（7）牛的祭祀用途类（2个）：牲、牺 

（8）牛的社会影响（2个）：牣、物 

2、《现代汉语词典》牛部字的收录情况 

（1）牛的名称类（2个）：牛、犀 

（2）牛的性别齿龄类（4个）：牡、特、牝、犊 

（3）牛的形体颜色类（2个）：牻、犖 

（4）牛的体态类（2个）：牟、犨 

（5）与牛相关的事物类（3 个）：牿、牼、牢 

（6）牛的性情类（1个）：牴 

（7）牛的祭祀用途类（2个）：牲、牺 

（8）牛的社会影响类（2个）：牣、物 

3、古今字典中牛部字收录情况对比分析 

《说文》中牛部字共有 45个，《汉语大字典》中保留了《说文》中牛部字的 32个，约

占《说文》中牛部字的 71%，经过时间的推移，到了《现代汉语词典》中则只收录了 18个，

也就是说保留下来的牛部字只约占 40%，未被收录的字约占 60%。通过列出《说文》及《汉

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中牛部字的收录情况，我们不难看出，《说文》牛部字随着

社会的不断发展，时间的不断推移，其中很大一部分字在当前社会已经消亡了，绝大部分牛

部字在现代社会已不被使用。以时间距离现代最近的《现代汉语词典》为例，《现代汉语词

典》仅保存了《说文》牛部字中的 18个，剩下未保存的有 27个字，主要有以下几类： 

（1）牛的名称类（1个）：㹌 

（2）牛的性别年龄类（5个）：犅、㸬、犙、牭、犗 

（3）牛的形体颜色类（11个）：牻、㹁、犡、 、犥、犉、 、牷、㹊、㹔、㸹 

（4）与牛相关的动作类（6 个）：犓、 、 、㹃、 、  

（5）牛的性情类（2个）：㹛、㹂 

通过观察未被保留的 27 个字，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未被收录的字多为形体复杂、

笔画繁杂的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牛已经渐渐淡出普通大众的视野，部

分牛部字在当今社会已不再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并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渐渐走向消亡。 

（二）《说文》牛部字发展情况分析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交际水平提高，交际也变得更加广泛，为了适应更加现代

的交际变化，用以记录言行、书写历史的汉字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通过观察《现代

汉语词典》中保留下来的 18 个牛部字，我们大致可以得出汉字的以下几种变化： 

（1）字形字义都保留下来的。这一类型的牛部字共有 12个，在保留下来的牛部字中所

占比重最大，约占 66.6%。“牛”在三本字典中释义均为哺乳动物，字形也完全一样。“犀”

在三本字典中释义与字形也完全相同，均为哺乳动物，犀牛，释义与今天我们普遍认为的释

义也保持一致。“牡”和“牝”，分别意为雄性、雌性的兽类在三本字典中的形态、释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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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相似。除此之外，还有 “牝”、“犊”、“犖”、“牲”、“牴”、“犊”、“ 牿”、

“牺”等字，释义与字形都基本一致。 

（2）字形释义保留，并增加新释义。这一类型的牛部字共有 3个，约占 16.6%。“牢”，

本义是圈养牛的场所，参考《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牢”字的解释，主要有两个含义：①养

牲畜的圈，②古代祭祀用的牲畜，③监狱。④牢固, 经久。除了保留“养牲畜的圈”这一本

义之外，又增添了三个新释义。“物”，《说文》中的释义为：“万物也。”。在今天《现

代汉语词典》中对“物”的解释为：①东西，事物。②指自己以外的人或跟自己相对的环境。

③内容，实质。除了保留事物这一释义外，又增添了两个新的释义。“牵”，本义是指牵引，

在今天的释义是①拉，②牵涉，除了保留牵引、拉这一释义外，又增添了一个新的释义。但

在日常生活中，这 3个字的常用义已经和牛没有什么关系了，一般人们很少会想到它们的本

义和牛有关。 

（3）字形保留，释义改变。这一类型的牛部字共有 3 个，约占 16.6%。牟，在《现代

汉语字典》中有两个义项：“①牟取。②姓。”这两种释义与其本义“牛鸣”已经没有关系。

而“牛鸣”这个义项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了另一个字来代替，即“哞”字，可能因为“牟”

经常用做“牟利”的意思，为了区分，就为本义“牛鸣”重新造了“哞”， 用“哞”来表

示牛叫的声音，拟声词。“牟”与“哞”是一对古今字。而“牟”字在现代的含义通常为“牟

取”。“牟”的本义被遗忘。除了“牟”字以外，还有“特”字和“荦”字。“特”，本义

是牛父，指公牛。而演变到今天，特一般说来有三种含义，①特殊，②特地，③特务。这三

种含义与“特”的本义“牛父”已经毫无联系。“荦”，本义是指毛色不纯的牛，今义一般

指①明显，②分明，和它的本义“毛色不纯的牛”也没有直接联系。这些字在现代语境中已

经完全脱离了与牛的关系。 

（三）对比古今字典中牛部字的差异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1）牛在人类社会中地位的更迭 

考察许慎在《说文》中对牛部字的释义，许慎对 “牛”的解释为 ：“大牲也”，牛在

当时社会中属于体型较大的家畜。在许慎的思想中，牛在所有家畜中处于最高的地位。许慎

对“物”的解释为：“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许慎认为牛是万物中的大

物，天地间所有事件均起源于牵牛耕地。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牛在当时的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都具有极高的地位。这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农业

生产方式、交通运输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及对鬼神认识的变

化，祭祀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所以牛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远不如古

代社会。《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牛部字数量大大减少就是一个明证。《说文》中关于牛形体

颜色的描述，仅仅用来表示牛毛色的就有“牻”、“㹁”、“犡”、“ ”、“犖”、“㸹”、

“ ”、“犥”、“犉”、“牷”、“㹊”11个字，而发展到现代，在《现代汉语词典》

中，用于记录牛毛色的字仅有“牻”、“犖”两个字。这一点充分说明牛在古代与人们的生

活密切相关，以至于人们都对牛做出如此细致的区分；而到了现代，牛越来越边缘化，甚至

有的年轻人连牛都不认识，更遑论其他了。《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牛的解释为：“哺乳动物，

趾端有蹄，头上长一对角。”该释义仅仅对牛做出了基本解释，而不再包含着对牛的升华。

而在日常生活中，牛也仅仅作为一种牲畜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

代的发展，对比古代封建社会，牛的地位已大大降低。 

（2）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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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说文》中关于牛形体颜色的描述，仅仅用来表示牛毛色的就有“牻”、“㹁”、

“犡”、“ ”、“犖”、“㸹”、“ ”、“犥”、“犉”、“牷”、“㹊”11个字，

这说明古人对牛非常熟悉了解，也说明古人对思维非常简单直观，遇到不同毛色的牛就取一

个不同的名字。这 11 个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仅保留了“牻”、“犖”2 个字。与此相

类似的还有“牢”字，在古代专指用来祭祀的牛，作为祭品的其他动物也有专门的名称，而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牢”就概括表示一切经过特殊圈养用于祭祀的家畜。“牡”、“牝”

由古代专指牛的雌雄演变为概括表示所有家畜性别。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古

代人们的思维是直观的，形象的，具体的，人们将观察到的事物，用文字直接记录下来，并

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归纳和分析，因此在《说文》中出现了许多字形不同而意义相近甚至相同

的字。如“牡”、“犅”、“特”均用来表示公牛，而发展到现代，在《现代汉语词典》里

用“牡”字来表示公牛，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牡”字的常用义也渐渐与其本义相差甚远，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此类牛通常直接称公牛。又如“ ”、“犥”、“犉”三字在《说

文》中均是指毛色为黄色的牛，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这些字已不被收录，人们通常称此

类牛为黄牛。通过以上示例，我们不难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实践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事物的认识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并懂得对事物进行概括性总结，这体现了人类思维方式的

发展是由具体到抽象。 

四、结语 

全文通过对《说文》45 个牛部字的列举分析，展现了牛部字与先民社会之间密切的联

系。一方面，从牛部字的意义体系方面来说，通过分析牛部字，我们不难看出牛在古代社会

的重要地位。牛部字所体现的先民社会心理，古代农耕生产，古代祭祀文化，以及牛字本身

所蕴含的古代传统道德文化，都使牛部字的意义体系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从牛部字发展演

变方向来说，对比《说文》牛部字与《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牛部字，我们

可以了解到汉字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古今牛部字的差异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总体上来看，牛部

字的文化内涵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更迭，这个趋势是社会不断进步、人类思维能力不断发展的

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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