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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般
兵
器是
怎
么
来的
？
先秦时期十八般兵器的浓缩版是矛、戟、弓、剑、戈
“五兵”
综合各版内容来看，这是个异常
丰富的武器体系。 可以按攻击距离分
成短柄、长柄、投掷、远射等多种，也
可以按伤害方式分成砍杀类、 穿刺
类、打击类等，实在当得起“琳琅满
目”这四个字。
在史料典籍中，十八般兵器的概
念应该是明代提出的， 除了 《水浒
传》， 明朝博物学家谢肇淛的 《五杂
俎》出现了“十八般武艺”，抗倭名将
唐顺之也在《武编》中提到“武艺一十
有八”。 不过历史上，这些兵器是陆续
出现的，而且并不全用于实战。 总体
来说，外形越朴实无华的，实用性越
强，出现得也越早；越繁复华丽的，实
用性越差，出现得越晚。
最早出现的兵器很可能是弓箭。
《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等典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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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黄帝的后代“挥”从天上的星辰中
得到启发，发明了弓矢，被任命为“弓
正”的官职，又称“弓长”，这就是中国
第一大姓“
张”的由来。“
夷”这个字也
是由“大”“弓”组成，看起来像一个人
背着一张弓，《说文解字》称它“从大，
从弓。 东方之人也”。 先秦典籍用这个
字称呼那些活跃于东南地区的部落，
很可能是他们的弓箭让中原王朝的
军队吃了不少苦头。
考古发现也验证了这一点。 1963
年，考古人员在山西朔县的峙峪遗址发
现了一批石镞（箭头），来自距今 28900
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出土年代最早的
弓则来自 8000 年前，出土于浙江跨湖
桥遗址，此弓长 121 厘米，弓身采用桑
木边材制作，表面还涂有生漆。
弓箭之所以能最早出现，估计是源

于它的高性价比。 它先用于狩猎，远射
的能力保证了使用者的人身安全，不至
于被凶猛的猎物伤到。而且在还没有金
属的上古时代，人们只要用木材就可以
制成弓身箭杆，再加上兽筋绳索制成的
弓弦、骨或石制成的箭镞、羽毛制成的
尾羽，一副弓箭就出炉了，即便是发展
到先秦时期，也不过是把骨石箭镞换成
铜铁箭镞，变化基本不大。
先秦时期， 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
出现， 一大批我们熟悉的兵器随之诞
生， 也出现了十八般兵器的浓缩
版——
—
“
五兵”。“五兵”同样有好几种
说法，颜师古认为是矛、戟、弓、剑、戈，
范宁认为是矛、戟、钺、盾、弓矢，郑玄最
麻烦，他把“五兵”分为战车用和步卒
用两套，
“
车之五兵”是戈、殳、戟、酋矛、
夷矛，步卒的
“
五兵”是弓矢取代夷矛。

尽
管
戈
有
着
极高
的
知
名
度但
各
版
本
的十
八
般
兵
器里
都
没
有
它
但凡接触过古典小说
的读者， 都听过十八般兵
器的说法， 但具体是哪十
八种， 则说法不一，《大保
镖》 中讲的版本只是其中
之一，另一个版本来自《水
浒传》：史进每日求王教头
点拨十八般武艺， 一一从
头教起。 哪十八般武艺？ 矛
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
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杈。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戈。 单看与
它相关的成语就知道了，金戈铁马，大
动干戈，枕戈待旦，同室操戈，反戈一
击……能直接成为军事、战争的代称，
再没有第二种兵器能够享受这样的待
遇了。戈的主要用法是啄，术语是
“
舂”。
《鲁周公世家》记载，鲁国和狄国打仗，
俘获长狄乔如，一个叫
“
富父终甥”的大
臣
“
舂其喉以戈，杀之”。 而且戈的头部
三面开刃，正反都可以啄砍，往回拉可
以勾住对手，甚至直推都能伤人。
商周时期，这种兵器得以大行其
道。 主流观点认为，它的盛行与车战
的方式相关。 战车上负责搏杀的是
“车左”，他不仅可以居高临下，挥戈
屠戮对方的步卒，还可以在“车错毂”
的间隙与敌方车左交手，挥动戈勾住
敌人，再努力将其拉下战车。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戈与车战的
关系并没有那样紧密，考古发现的戈
柄普遍不超过 1.6 米， 对比后面要提
到的矛，很难想象这样的长度能在车
战中够到对方。 再说戈早在殷商时期
就出现了， 那时步卒仍是绝对主力，

最常见的形象也是左手持盾 （又名
干）、右手执戈，
“干戈”由此而来。
尽管戈有着极高的知名度， 但各
版本的十八般兵器里都没有戈， 它从
秦汉时期开始没落， 到明代早沦为非
主流了。 戈的没落有多种原因，但有一
点不容忽视：它看起来攻击手段多样，
可每种手段的杀伤力都不够， 论刺不
如矛，论啄不如戟，论砍不如斧，士兵
的拼杀动作又是越简单越好——
—一来
降低训练成本， 二来听命令不容易出
错， 三来紧密的作战队形根本不容许
随便乱动，否则很可能误伤战友。 种种
因素之下，戈的外形不断简化，先是去
掉一边的锋刃变成戟， 后来横出来的
那一部分也不要了，直接变成矛。
矛的外形和用法众所周知，历经
千年都没有大改变，只有长度随时代
变化。 它在先秦分为酋矛、夷矛两种。
郑玄解释称，“酋”通“遒”，后者有迫
近的意思，指短矛，“夷”则有长的意
思。 汉魏时期马战取代车战，又出现
了矟（shuò），“矛长丈八曰矟，马上
所持”。 有人考证约合 4.15 米， 由于

“矟”与“蛇”读音相近，还被讹为“丈
八蛇矛”。 再往后的唐代，矛的长度又
开始缩短，材质也由铜变为铁，既节
省金属也更实用，枪由此出现了。
另一种主力兵器——
—刀，早在商
代就已出现，但都是短刀，推测为刑
具和礼器， 周代更多是作为工具，比
如书刀（刀笔吏）、厨刀（人为刀俎我
为鱼肉）， 西汉时期才步入一线兵器
的阵容，只是外表并不是人们熟悉的
那种“大砍刀”造型，反而更像剑：长
度达一米左右，一边开刃，另一边有
厚脊，尖端形成钝角，末端是一个铁
环， 乍看上去就像一把长长的钥匙，
这种刀被称为环首刀。 当时骑兵取代
车兵，铁兵器取代铜兵器，韧度大大
提升，骑兵终于可以在冲锋时痛快地
当头劈下，杀敌效率提高了许多。
到了唐代，长柄的陌刀也开始出
现，重达五十斤，身强力壮的步兵挥
舞起来甚至能砍得人马俱碎，显然这
才是青龙偃月刀的前身。 宋代工匠们
又给直挺的刀身加上了弧度， 称为
“手刀”，“大刀片”总算出现了。

十八般兵器中大部分都上不了战场甚至还有很多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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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现名称：北京链镇文化发展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 注册号：1101062351267）经
91110112688386051F ， 经股东 有限公司） 不慎将单位开户 10105MA003Q3R4T）经股东 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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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马 成员：潘永斌、周小元，清算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25 万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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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创硕投资咨 询有限公 北京华业振兴科 技有限公 福州慧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辛顿智谷科技有限公司
司（注册号：11010501251 司（注册号：110108013816 北京分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6282）经股东决定，拟向 公 125）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 代码：911101053181601008） 91110108MA01APA63Q） 经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经总公司决定，拟向公司登记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清算组成员：李沁怡，清算 算组成员：王乃华，清算组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
组负责人：李沁怡，请债 权 负责人：王乃华，请债 权债 员：林福忠，清算组负责人：林 梁登，清算组负责人：梁登，请
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 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福忠，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 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债务，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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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北京喀斯喀特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中瀚教育培训学校 （统一代码 北京京北传奇文化传媒有限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1101060513958236）， 于 2018 年 5 月 4 日
91110101579061370Y 经股
91110108MA006WEM6T）经
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 经理事会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关申请注销，清算组由宋爽、 成立清算组负责注销前清算工作，请债权债务 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
韩雪（2 人组成），负责人：韩 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小组书面 谢伟峰，清算组负责人：谢伟
雪。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 申请债权债务。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 峰，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芳城园一区 17 楼 A 座 103， 电话：58075750。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联系人：马金芳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声明 奇 点 蜂 网 信 息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声明 张智胜遗 失 北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名城通联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北京)有限 北京福兴美特家 具有限公司 北京福特斯电气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公司（注册号：1101080184 （注 册 号 ：110111013802163）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7KJX18）经股 11861）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 91110106064865636E）经 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正本；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员：黄站凤、张赐胤、孟爱莲，清 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韦
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
刘赫、曹玉美，清算组负责人： 本，税号：1101083272280 算组负责人：孟爱莲，请债权债 芳，清算组负责人：韦芳，请债
刘赫，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 74；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本， 代码：32722807-4，特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此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债务，特此公告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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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泓英视文化传媒有限
京嘉程添 富 汽 北京盛传程文化传媒有限公
公司（注册号：1101050163
司 （ 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21846）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 91110108318105988P）经 股
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 的机 动车销 售 统一 发 票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记，清算组成员：王红英、 郭（第三联，报税联），发票代 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朱
迪，清算组负责人：王红英， 码:111001722011， 发 票 国栋，清算组负责人：朱国栋，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号 码 ：00474958， 金 额 ：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938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北京上地万佳来宾馆有限
公司 （ 注册号：11010801
1903046） 经股东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清算组成员：张晓莉，
清算组负责人： 张晓莉，请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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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特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3344382778D）经股东
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
3000 万人民币减少至 1200 万
元人民币， 请债权债务人于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请求。 特此公告

中扶京建建筑工程 (北京)有 北京茂程企业管理顾问有限 农机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
码 ：91110106567470230R） 9111010533977067X7）经 股 12MA003P3HXW）经股东会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 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谷新
员：杨卫平、杨卫民，清算组负 张秀玲、上海登程企业管理顾 雨、北京科讯农通科技有限责
责人：杨卫琴，请债权债务人 问有限公司， 清算组负责人： 任公司，清算组负责人：谷新
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 张秀玲，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雨，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此公告

广告

打击类兵器的历史也很悠久，鞭
锏的前世就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的
“殳”，它类似棍或杖，青铜殳首有棱
无刃，可以套在竹木柄上。 由于宋代
士兵铠甲都有逐渐厚重的趋势，枪矛
刀剑越发难以造成伤害，鞭锏这两样
兵器相继加入十八般兵器的阵营。
锤也早以“椎”的形式出现，只是
在先秦时代，除了窃符救赵、博浪飞
椎等行刺的场合，并未成为军队广泛
配备的制式兵器。 直到南北朝，游牧
民族南下才促使锤得以普及， 契丹、
女真等异族最喜欢这种兵器，称其为
骨朵。 它一来势大力沉，二来不需要
多高的锻冶技术，要是工艺稍微讲究
点，能给骨朵加上刺，杀伤力又可以
上一档次，这就是“蒺藜骨朵”，即狼
牙棒，足以让本就处于下风的宋军更
无还手之力，只能发出“你有狼牙棒，
我有天灵盖”之类浸透血泪的自嘲。
不过，当时的锤远没有京剧连环
画中那么大，锤头只有一点，仿佛权
杖一般。 这种兵器的重心太靠前，抡
出去就很难收回来，所以人们在保证
杀伤力的前提下，会最大限度减少其

重量和长度。
除了以上这些大规模配备于军
队中的兵器，十八般兵器中的其他成
员在战场上运用都不普遍，基本可以
分三类：
第一类是生活中的工具演变而
来，比如斧（伐木）、叉（渔猎）、耙（农
耕）、棍棒，其实前面提到的弓箭、刀
也是这样，不过人家最后凭实用性成
功蜕变，只留下这些不好使的兄弟继
续混迹于民间，其中《水浒传》中的棍
棒最有代表性。 宋代推行禁武政策，
禁止民间私藏各种兵器，棍棒就成了
那些不安分的
“社会人”的最爱。 这种
兵器如果练得好，打起架来完全可以
造成骨折、 内脏损伤等严重后果，木
材又得来全不费工夫，官府根本禁不
住，只能干瞪眼。 于是《水浒传》中就
有了史进月下舞棒、 林冲棒打洪教
头、武松带哨棒上景阳冈等好戏。
第二类是仪仗兵器。 这其中首推
钺，它和斧很像，只是钺身更宽阔、外
形更华丽， 先秦时期用于斩首等刑
罚，因此象征着君王的威仪。 武王伐
纣就是左持黄钺、右秉白旄（白色牦

牛尾，其实是当时的旗帜），发表主题
为“各部族精诚协作，推翻帝辛腐朽
统治”的重要讲话——
—《牧誓》。
还有的兵器是之前用于实战，退
役后成为仪仗兵器。戈的近亲——
—戟，
就是这样， 它在先秦和汉代都有大规
模使用，外形只是一个简单的
“
卜”形，
汉代逐渐成为骑兵的武器， 也改为铁
制，横出来的
“
援”变为向上翘。后来它
也因用法复杂被淘汰，逐渐演变成《三
国演义》里那种花里胡哨的样子，主要
用作仪仗。情况类似的还有锤，它到了
仪仗里成了
“
金瓜”。
第三类就是真正的冷门兵器，比
“
吴钩”其实是一
如钩。 典籍中常见的
种弯身的剑，这里不多讨论。 评书里
钩的前身，可能是汉代一种很流行的
奇门兵器“钩镶”， 一般配合刀剑使
用， 既能像盾牌一样格挡对手兵器，
也可以用弯钩把对方兵器牵引开，还
可以用尖刺进攻。 同样，过于复杂的
用法，导致它只能昙花一现。 它后来
又在武侠小说中借尸还魂， 演变为
《书剑恩仇录》 中陈家洛的独门兵器
“剑盾”。
“剑盾珠索”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