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周时期最大的
军队建制是“师”

在人类最初发展的历史上，战争是一件无可避免
的事情。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围捕野兽的行为，其
实也是一种战争，而不同部落群体的冲突，更是战争。

在这种原始的战争中，军队和百姓并没有明显的
界限。平时劳作，大家都是部落群体的成员；战事一
起，每个部落成员都是战士。在这样的原始战争中，
也就谈不上军队的建制问题了。

中国最早出现的国家是史料记载中的夏朝。不
过，夏朝是否有常设的军队，那时的军队编制是什么
样，史料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中国最早关于军队建
制的明确记载，是到了商朝的武丁时期，武丁是商朝
的第二十三任君主，是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事情了。

根据甲骨文中的记载，在武丁时期，商王室军队
已有用“右中左”为名而编制起来的三个师。“师”的指
挥官称为“师氏”或“师长”。关于一个“师”里有多少
战士，史学家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比较主流的看法是
一万人，或者是三千人。

在甲骨文的记载中，商王朝的军队还有“旅”的说法，
不过，“师”与“旅”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也并不清楚。

据说，在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中，周武王的军
队总计近5万人，而商王室则出动了6个“师”的王室
正规军，还有其他一些诸侯国的军队。

顺便说一下，在商代的军队中，除了步兵以外，“战
车”是军队中的王牌精锐，商代的一辆战车由两匹马或
四匹马牵引，车上有三个人和三套兵器。车上三人称为
甲士，左右二人为战斗员，居中一人为驾车的驭手。

关于西周军队的建制，《周礼·夏官·小司徒》中有
“军、师、旅、卒、两伍”的说法。不过据学者考据，所谓
“军”，是驻扎的意思，通指军队，并不是一级建制。西周
时期军队的最大建制单位，应该同商代一样仍然是“师”。

西周的野战部队是宗周六师和成周八师。而每
师的组成人员，应该也和商代的“师”差不多。有权组
建军队的诸侯国军队，也以“师”为最大建制单位。

在西周后期，车兵代替步兵成为了军队的主力兵
种，战车数量激增，车战逐渐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据
记载，商末武王伐纣时，率领的军队里有战车三百辆，而
到西周后期，一次用兵使用的战车可达三千辆之多。

为了便于作战和管理，西周军队中战车与步卒一
般实行合同组编，以战车和甲士为主体，每车配备一
定数量的步兵，组成军队最基本的单位“乘”。而一

“乘”里到底有多少名兵士？对此学者们的观点也各
不相同，比较主流的一种看法是，一“乘”里大约有三
十个兵士左右。

从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来看，公元前4000年至
公元前6世纪，古埃及、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赫梯、
亚述、印度等早期奴隶制国家，军队的构成主要是步
兵，分为弓箭手、长矛兵、短箭兵、投石兵等，有的有战
车兵、骑兵，有的还组建了海上舰队。公元前6世纪中
叶至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在古希腊、古罗马等国家，
最富有的奴隶主编为骑兵，占有较多土地的奴隶主编
为重装步兵，没有财产者编为轻装步兵。一般编为十
人队、百人队，采取密集的方阵作战，最大方阵达万
人。

和平前言
○ 陈敬黎

献给祖国七十华诞
湖北长篇小说重点选题

“这也太少哒嘛！那贱货我是花五十块大洋买的，还养
了几年哒，就是光喝水也不止喝这点钱嘛！”酒糟鼻听见李德
兰出的价与他开的价相去甚远，再也坐不住了，苦笑着站起
身来，连连摆头。他说养了那贱货几年是假话，是想多加茶
饭钱。

李德兰晓得罗氏说漏了嘴，也暗暗埋怨自个没叮嘱她不
能说是买妾接后，再硬挺怕酒糟鼻耍横不卖。便借凳子下
马，收了恶相，对陈长泰说：“好吧！不多说哒！看在你两老
表的情面上，我再加十块现洋，以后大家做亲戚走动。”

“要得哒！要得哒！一个贱人值这么多钱也要得哒！”陈
长泰连忙转脸劝老表说：“这还是于太太大人大事，家大业大
出得起价，其他人家根本不要，你再拖回去当猪喂哒嘛！”

“那就听你的哒，四十块就四十块哒。”酒糟鼻也晓得再
熬不起起价了，他明晓得，买一个下人任何人都不会出几十
块现洋，但他没得根据说于家是买回去生娃，传宗接代，只好
认栽，毕竟这也不是笔小钱。再说这个女人他也没花一文
钱，是在赌场上一碗赌来的。

“不多说了，做大生意的人就要一口清，不七七八八。我
去办汇票,马上送过来。”李德兰很干脆，见目的达到了，连忙
转身出门。

“呃呃呃，于太太，我这茶钱，你还得打发几个吧！”陈长
泰连忙抬手挡住李德兰，不阴不阳地笑着说。

“你这老东西，我可以从进门到现在，没喝你家一滴水，
你要是说我不该到你在家里来，那我马上走。”李德兰晓得他
说的是在罗氏那边的茶饭钱，便封住他的口说：“我跟罗大妈
两姊妹的账么样算，不关你的事哒嘛！你把她甩在老屋不闻
不问，还不是我几个老姊妹照应。”

“要得哒！要得哒！”陈长泰听见李德兰说远了，怕她把
话扯开了，他在里屋的小女人听了不乐意，连忙打起笑脸说：

“你快去办正经事，我跟你开个玩笑。”
李德兰晓得他想在她手里捞几个意外之财，故意用他不

平心对大房的话来打他的嘴，见他松了口，哈哈一笑说：“你
这里的茶水钱我都算在这四十块现洋之内了，没亏你嘛！”

“要得！要得！你快去办正经事哒！不说哒！”陈长泰晓
得竹杠敲不响，便装着开玩笑，把李德兰送出门，扶她上了
轿，看着她的轿闪上了街才回头，对酒糟鼻苦苦一笑，摆了摆
头说：“你从来没见过吧？这就是恩施城里最有名的女角色，
无论哪个男人落到她手上都翻不起浪哒！”

“认哒！认哒！”酒糟鼻也苦笑着连连点头，坐到茶桌前
端起茶蛊呷了一口茶，想了想抬头对陈长泰说：“这茶钱我给
你两块现洋。”

“哈哈哈！”陈长泰打了三个哈哈，不轻不重地说：“两块
少了一点，不是我从中劝和，那女人肯定不会加码，你最多卖
得三十块。这样吧！我也不说多。”陈长泰伸出右手的五个
手指，对酒糟鼻，摇了摇说：“五块！”

酒糟鼻暗暗叫苦，在心里说好黑，一蛊茶卖五块现洋。
但是这个地方是陈长泰的家，他是坐山虎，酒糟鼻只能自认
倒霉。明晓得这个老表做一辈子生意手段黑，没想到黑到他
这个亲老表的头上来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五块就五块。”酒糟鼻点头答应了，
心却被刀割着痛。他是打算把那个女人弄出来卖个好价钱
的，没想到大失所望。

李德兰坐着轿一路闪到大十街老万年钱庄，从自己的账
上开出四十块现洋银票，塞进贴身口袋里，叫轿夫把她抬回
了陈长泰住处，要酒糟鼻写了龙三菊的卖身契。因为她从小
在账房进出，认得字，算得账，写得约纸，陈长泰怕酒糟鼻玩
字眼惹怒这位不好惹的李大妈，弄丢了已经快到手的五块现
洋，便自己主动磨墨执笔，写了两份契约，并签上自己的名字
做证人，问买方、卖方看后有无异议，需不需要修改。酒糟鼻
有些厌烦地说卖一个下人不必费神。陈长泰请双方签字画
押，按了手指印，叫李德兰把银票交在他手上，把约纸叠好递
给她，笑着恭喜她心想事成。

李德兰晓得她说的是阴阳话，晓得她花这么多钱买一个
婢女回去，肯定不是当丫环使唤。现在那个女人的卖身契捏
在她手上，心稳了，她恶声恶气地叫他把银票捏紧，便不再理
他，出门上了轿，叫轿夫把她抬到了陈恒裕茶庄，从内衣口袋
摸出两块现洋，塞在罗氏手上，说是三菊的茶水钱，请她照顾
好三菊，她天黑了叫轿夫来把三菊抬回去。她没责怪罗氏说
漏了嘴，差一点让她多出一大笔钱。

罗氏接了钱，笑哈哈地答应了，叫老大姐放心，说她会照
顾好二太太，先给她弄只鸡蒸起。

李德兰听到罗氏要给三菊蒸鸡汤吃，正中下怀，又连忙
掏出几枚铜壳塞在她手上，叫她选只上色乌鸡，赶快蒸。她
边说边出了门。

（长篇小说连载之十二）

军、师、团建制的由来

近现代世界军队的建制模式，可以说是在拿破仑
时期开始奠定的。

18世纪初，欧洲军队陆军全部装备了带刺刀的燧
发枪，骑兵装备了马枪，炮兵成为独立的兵种。生产力
的发展，使建立人数众多的军队成为可能，改变了长期
以来欧洲军队以团、旅为最高编制单位的状况。18世
纪末19世纪初，拿破仑一世改革陆军编制，建立了由步
兵、骑兵、炮兵组成的诸兵种合成师和军。陆军、海军
正式成为两个独立的军种。

从1805年起被称为“大军”的拿破仑军队所包含的
范围极其广泛，它由处于核心地位的法国军队和由拿
破仑直接或间接指挥的外国军队组成。在1805年至
1808年之间，“大军”通常由9至12个军团组成，每支军
团有1.5万至3万名士兵。

拿破仑的军队构成主要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
兵和辎重部队；军队编制上新设立了军这一单位，主要
包括军团（方面军）、军、师、旅、半旅团或常备团、营和
连。各国陆军中步兵是主要兵种，占总兵力的69%-

84%；骑兵仍是重要兵种，占总兵力的7%-13%；炮兵
是不断发展的兵种，占总兵力的8%-17%；工兵作为一
个新的专业兵种开始出现。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为取代旧式军队，挽救
其垂危的封建统治，开始试练新式陆军。清廷派胡燏
棻到天津附近的小站，采用德国操法训练，号“定武
军”，史称小站练兵。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
命袁世凯接替胡燏棻主管编练新军事宜。袁世凯接收

“定武军”后，便改称为“新建陆军”，简称新军。
1904年，清政府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基础，正式

划定新军制。其编制分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8等。
新军制1军可设2镇（师）。镇以下设协（旅）、标（团）、
营、队（连）、排、棚（班）。分别由军统（或称总统）、统制、
协统、标统（或称统带）、管带（副营职称帮带或督队官）、
队官（或称哨官）、排长、正目（副职称副目）率领。镇为战
略单位，相当于后来的师。平时编制以2镇为1军，战时
按情况而定，或以3镇为1军，或数军为1大军，或只派1
镇分往1路，不受军的节制，兵丁器械可酌量增加。以镇
为单位综合步、马、炮、工程及辎重五个兵种。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在军队体制编制方面，陆军是主要军种，其中步兵
是主要兵种，另有骑、炮、工、辎重、通信等兵种。宣布
废除清末新军镇、协、标、营、队、排、棚的编制序列，改
为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编制序列。军为最高
编制单位，军辖2师，师辖2旅，旅辖2团，团辖3营。每
师辖炮兵1团，骑兵1团，工兵、辎重兵、卫队各1营。

（本报综合）

说到军队，我们都很熟悉军、师、团、

营、连、排、班的建制，我们小时候玩的军

棋里大概就是这样的。可你知道这样的

军队建制是怎么来的吗？古代的军队建

制又是个什么样？

春秋时代是我国的舟师（水军）创造时期。公元前
549年，楚国康王用“舟师伐吴”，是迄今所见的最早记载。

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征战的需要，军队规模逐渐扩
大。战国“七雄”中的秦、楚、赵三国军队人数均达100
万人。商周时期“车战”的地位逐渐降低，步兵受到重
视，成为主要作战形式。以赵国的“胡服骑射”为标志，
骑兵逐渐成为一个兵种。楚、吴、越、齐、秦等国均建立
舟师，有的拥有战船万艘以上。

各诸侯国军队的编制不尽相同，“军”作为最大的
建制单位开始出现，如晋国实行“军、师、旅、卒、两、伍”
六级编制，齐国军队实行以5人为伍、50人为小戎、200
人为卒、2000人为旅、万人为军的五级编制。

汉朝军事组织制度又有发展。兵种的变化是车兵
逐渐被淘汰，骑兵得到大规模发展。编制序列为部
（1000人）、曲（200人）、屯（100人）、队（50人）、什（10
人）、伍（5人），“部”是作战部队的基本建制单位，长官
称“校尉”。

在中国兵器史上，明朝进入了一个冷兵器与火器
混合使用的新发展时期。火药和火器已经得到大规模
的广泛使用，出现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用火器装备起来
的作战部队——“神机营”。随着火器的推广，历史上

早已废弃的车战形式，又重新得到朝野的重视，具有了
新的作战功能。从而开创了步、骑、火器、车等多兵种
协同作战的新局面。但因火器尚未解决速发速射等技
术问题，没有构成有效的杀伤范围，不能有效抵御骑兵
的冲杀，故而在明朝军队的装备和作战中，冷兵器仍然
是主要的形式。

清朝前期，八旗和绿营是国家的正规军队，称经制
兵。八旗是中央军，平时以十余万驻守京师，称京营八
旗，又称禁旅八旗，或劲旅八旗，而以十余万分驻全国
各战略要地，称驻防八旗。绿营是各省的地方正规军，
全国共有六十万左右。发生较大规模战争时，八旗，尤
其是禁旅八旗，就作为全国范围内的战略机动部队投
入战斗，绿营则作为地方主力部队使用。

清太祖努尔哈赤首创满洲八旗，清太宗皇太极又
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以正黄、镶黄、正白、镶白、
正蓝、镶蓝、正红、镶红八种不同色彩的旗帜为标志。
军队构成主要是步兵、骑兵，有部分火器兵和水师。八
旗兵按旗（固山）、参领（甲喇）、佐领（牛录）序列编制。
前期每旗7500人，每甲喇1500人，每牛录300人。绿
营兵编制序列为镇、协、营、汛等，编制员额不等，每镇
人数多时可达1.8万人，少者仅有1900人。

明朝出现专门用火器装备的“神机营”

辛亥革命后确立中国现代军队建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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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交通事故案件，受害人受伤或死亡
得不到及时赔付，导致家庭困难，申请道路交
通事故社会救助，经初步审核，符合救助条
件，现向社会公示，如情况不符，请书面举报，
收件地址：咸宁市咸安区温泉马柏大道297
号，联系电话：13789923009胡先生，公示期
限六日。

1、2010年08月21日20时10分，吴明
国(男，驾驶证号:42120219760403715X,湖
北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杨堡村六组)无证
驾驶无牌两轮摩托车从担山往双溪方向行
驶，行驶至双溪大路方路口时，将前方行人万
乾金撞成重伤。发生事故后，吴明国将万乾
金送至医院抢救，于2010年8月23号逃逸。
2018年被抓获归案。因损失较大，赔偿不能
到位，请求道路交通事故救助。

2、2018年10月7日15时许，李志祥驾
驶鄂A2LH52客车载罗华菊等四人从崇阳往
咸安方向行驶，行驶至横路线25KM+900M
处，李志祥驾驶的车辆驶入左侧车道，与刘咸

驾驶的鄂L1G586货车相撞，造成罗华菊及
另一乘坐人当场死亡，李志祥等人受伤的重
大事故。经公安交警认定，李志祥负责事故
全部责任。因事故损失重大，李志祥无力承
担赔偿，申请道路交通事故救助。

3、2017年12月25日，阮士湖驾驶无牌
摩托车由石桥沿S506省道往常收方向行驶，
行驶至S356省道92KM+580M处，将路边
行人黄海廷撞倒，造成黄海廷经医院抢救无
效死亡。经公安交警认定，当事人阮士湖负
事故全部责任。阮士湖家庭困难，车辆无保
险，无力赔付导致黄海廷家庭陷入困难，申请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

4、2016 年 11 月 29 日，夏友根驾驶鄂
L0822J 号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在 107 国道
咸安区八斗角丫字路口处，与金冬冬驾驶
的无牌摩托车发生相撞，造成金冬冬当场
死亡。经公安交警认定，当事人夏友根、
金冬冬负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金冬冬
是家庭主要劳动力，父母体弱多病，无劳

动能力，生活困难。特申请道路交通事故
救助。

5、2019年1月9日7时，当事人王孝珍
驾驶无号牌“大阳”普通两轮摩托车从咸安区
双溪桥镇方向沿S317省道往横沟桥方向行
驶，在S317省道咸安区横沟桥镇“何腰”前，
驶入道路中间路坑摔倒，造成王孝珍受伤经
医院抢救无效于2019年1月21日死亡。王
孝珍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其死亡导致家庭
困难。特申请道路交通事故救助。

6、2018年6月14日上午10时，蒋大文
驾驶一辆车牌号为鄂LR7256两轮摩托车行
驶至永安怀德路中心摔倒致肝脏破裂，后经
过医院治疗，鉴定为十级伤残。因蒋大文是
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受伤导致家庭非常困
难，特申请道路交通事故救助。

7、2019年2月22日06时许，王移珍驾
驶“新雷”两轮电动车从马桥镇樊塘村出发
沿钱英路往东外环行驶，行驶至马桥镇肖
桥村梅李巷8号门前时，掉入路边水沟造成

王移珍当场死亡、其家属多次到咸安区交
警大队反映家庭困难，申请道路交通事故
救助。

8、2017年 11月15日22时15分许，向
唯驾驶京AR0299中型箱式货车在咸安区迎
宾大道路段与对向逆向行驶由黄骏松驾驶的
五羊牌电动三轮摩托车发生碰撞，导致黄骏
松严重受伤后经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
效死亡。经公安交警认定，当事人黄骏松负
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当事人向唯负此次事
故的次要责任。因黄骏松家庭特别图难，共
子尚且年幼，其妻余晚霞无职业、没有经济来
源，特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9、2017年8月14日22时5分许、汪铁刚
驾驶鄂L42G91号面包车由温泉往崇阳方向
行驶至208省道36KM处追尾撞上前方同向
王建军驾驶的郭 L44563 号低速运输车尾
部、造成面包车上乘员黄清华抢救无效死
亡、车上驾驶人及其他乘员四人受伤的重大
交通事故，经查低速运输车及面包车均无保

险，农用车驾驶人无承担能力，黄清华家庭
困难，无力太平间尸体停放费用。申请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

10、2017年11月08日16时15分许，贺
金和（男、44岁）驾驶鄂L15236号重型货车
在武咸快速路甘鲁村段左转与对向直行的李
志炜驾驶的界L3W721号小型普通客车相
撞、造成小型普通客车上乘员袁观晏当场死
亡，另一乘员李细景及驾驶人李志炜受伤的
重大交通事故，因贺金和驾驶的车辆无保险，
贺金和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关押，无承担能力
赔偿，且受害人家庭困难。特申请道路交通
事故救助。

11、2018年4月21日，严纪其驾驶无牌
正三轮摩托车在咸安区‘武商量贩’转弯处与
黄银芝骑的自行车相撞后逃逸。后经公安机
关抓获。交警认定，严纪其负此次事故的全
部责任；黄银芝在此次事故无责任。严纪其
无力赔付，导致受害方家庭生活困难，申请道
路交通事故救助。

咸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中心救助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