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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清华简《筮法》篇中的“虚”、“昭穆”、“肴”等字句提出了不同于初刊释文的解释，对卦位图、人身图的绘制

理据做了详细分析。认为“肴”的概念含有混淆之义，不能等同于《周易》中的“爻”，二者有着极大的区别。卦位图中坎、离

的位置之所以与《说卦》所载后天八卦图相反，是因为《筮法》兼顾了两卦卦名用字的意义和两卦的阴阳属性。由于《筮法》

以艮为水，故其卦位图较后天八卦图更加符合五行相生之序。文章还指出，《筮法》以坎为火在《说卦》中可以找到文字依

据，人身图所暗含的卦图竟与《说卦》后天八卦图相同。以上事实说明，在战国时代，《筮法》与《周易》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

的关系，两者是相互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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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to the Shifa on the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WANG Hua-ping
( Institute of Chinese Documents，Southwest University，Beibei 400715，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different explanations about the terms xu 虚，zhaomu 昭穆 and xiao 肴 from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m in

the originally published edition of the Shifa on the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It also analyzes in detail the princi-

ples and basis for the drawing of the Guawei ( trigram-position) Diagram and Ｒenshen ( Human Body) Figure． The term xiao肴 means

confusion，much different from the meaning of yao 爻 ( lines) in the Zhou Changes． The reason why the positions of Kan［椾］and

Li［楀］ are opposite to their positions described in the Shuogua ( Discussion of the Trigrams) is that the Shifa takes both the mean-

ings of the two characters and their yin or yang attributions into account． Since the Shifa views Gen［楁］as water，the sequence of

the trigrams in the diagram is more congruent with the producing cycle of the Five Agents than that described in the Shuogua． In addi-

tion，the evidence for that Kan［椾］ is associated with fire in the Shifa can be found in the Shuogua and the trigram diagram hidden

in the Human Body Figure is identical to the Later Heaven Eight Trigram Sequence in the Shuogua．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 475-221 B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hifa and the Zhouyi are complex and there exists mutual in-

fluences betwee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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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简《筮法》是新近刊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
竹简》第四辑中的一篇①，是一篇重要的数术文
献，详细记载了占卜的原理，对研究数字卦和《周
易》的早期发展意义重大。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
究与保护中心已经对《筮法》做了质量上乘的整
理，给出的释文和注释为学界的研究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不过，《筮法》的内容前所未见，整理的
难度很大，整理者的注释因此难免会有所疏忽。

笔者在研读过程中，就对简文的个别字句产生了
不同的理解，现在写出来，希望对研究《筮法》会
有所裨益。

一、关于一些字句的解释

对于《筮法》篇提到的一些此前未见的术语
或解卦方法，整理组给出的注释中虽已有详细的
说明，但个别地方仍有商讨的空间，下面尝试略做
补充。

1．释“虚”

在第一节“死生”中提到了“虚”，全文如下
( 为录入方便，将竖排改成横排，卦象自上而下排
列改成自左往右，每两个三爻卦之间仍空一格，释
文用宽式) :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六 一六一 六虚，其病哭死。

一六六 一一一
一六一 六六一 五虚同一虚，死。

释文后所附【注释】云: “此处前一卦例，合观
左右，六爻之位均有阳爻，故云‘六虚’。后一卦
例，则其两上卦的中间一爻没有阳爻，故云‘五
虚’。左下卦惟有一阳爻，故为‘同一虚’。左下
卦在判断卦象时有特殊地位，下文尚有多例。”左
下卦确有特殊地位，但对“虚”的解释有点含混。

从两个占例来看，前一个称“六虚”的原因是很明
显的，难的是解释后一个。后一个占例中，右边两
个三爻卦，共六个位置，阳爻占了四个; 左边两个
三爻卦，阳爻占了三个，有两个与右边的位置相
同。左右两边综合看，阳爻占了五个位置，故称
“五虚”，只有一个位置，即上卦的中爻，被阴爻占

据，故称“一虚”。因此，所谓“虚”是指左或右边
两组卦中，某个位置被筮数占据。从这两个占例
看，《筮法》虽不用六爻卦，在背后却隐含有六爻
卦的理念。

2．释“上去二，下去一”

第十二节“男女”中的占例:

六六六 一六六
一一六 一六一 凡男，上去二，下去一，

中男乃男，女乃女。

所谓“上去二，下去一”，【注释】云: “本卦例
于右方上卦去其自上二爻，下卦去其自下一爻，左
方卦操作相同，结果其中间都是‘六一六’即坎
卦，为中男，是为得男之象。”所释甚是。此例所
用即是《周易》中的“互卦”，这个占例再次证明
《筮法》虽不用六爻卦，其实却隐含有六爻卦的理
念，它与《周易》的关系极其密切。

以上两则所引《筮法》的占例表明，此篇简册
虽然只用八纯卦，未用六十四别卦，但它的一些理
念却受到了六十四别卦体系的影响。而在同批简
中，还有记载六十四别卦卦名的《别卦》一篇，这
更证明《筮法》与《周易》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前
人们讨论数字卦，聚讼于《周易》是否渊源自数字
卦的问题，现在看来，对于数字卦也应以发展变化
的眼光考察，在春秋战国时期，它与《周易》恐怕
是互相激荡，互相影响的。

3．释“月朝”、“月夕”

第三节中的占例: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一一六 凡享，月朝纯牝，乃飨。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六六 月夕纯牡，乃亦飨。

简文何以言“月朝”、“月夕”? 很不好解释。
【注释】说: “前一卦例左下( 引者注: 在引文中处
右下方) 是巽，阴爻居其三爻第一爻位，故云‘月
朝’;后一卦例左下乃艮，阳爻在第三爻位，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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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
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肆) ，上海: 中西书局，2013 年 12 月。下引
《筮法》文字均据此书，因引用较多，为行文简省计，故不再出注。



‘月夕’。”但看第十四节的占例，与【注释】所言似
有矛盾( 分隔竖线为引者所加，表示每两行数字
为一个占例) :

九一一 九一一
九一一 九六六

九一一 九一一
九一一 八六六

九一一 九一一
八六一 八六六

九一一 九一一
九六六 八六六

凡贞丈夫，月夕乾之萃，乃纯吉，亡春夏
秋冬。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一一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一六一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六一一

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 九六六

凡贞女子，月朝坤之萃，乃吉，亡春夏秋
冬。

第一组占例中，各占例左下方( 引者注: 在引
文中处右下方) 的卦分别是艮和坤，但占辞均以
“月夕乾之萃”概之。第二组占例中，各占例左下
方的卦分别是巽、离、兑、艮，但占辞均以“月朝坤
之萃”概之。所以，“月朝”、“月夕”未必是根据左
下方卦象做出的断辞，而可能只是指占卜的时间。

再者，在第二十二节中，简文说: “凡乾，月夕吉;

坤，月朝吉。”是以乾、坤之吉凶与占筮时是否处
在月朝、月夕关系密切，而不是四位中左下方的卦
象。

另外，第三节将巽、艮置于左下方配乾、坤两

卦，第十四节乾组、坤组中的第一个占例亦是如
此，这应是特意安排的。因为在一月之中，乾、坤
两卦如第二十二节所述，先运行至巽，再到艮，然
后回归本处，如此周而往复。

4．释“昭穆”

第八节“见”的第二个占例:

一六六 一一一
一六一 六六六 凡见大人，昭穆，见。

【注释】云: “此卦例，下乾、坤男女相对，上
艮、离亦以少男、中女相对。‘昭穆’在宗法指两
个世代，与此卦象相合。”所释易生误解。此例下
为乾、坤，是父母卦，上为艮、离是子女卦，其上下
卦象正像“昭穆”一词所指的两个世代，故说“昭
穆”。又第九节“咎”中的占例:

一一六 一一一
一六一 六六六 凡咎，见术日、妻夫、昭

穆、上毁，亡咎。

其中“妻夫”如【注释】所说，是指卦例中的下
卦分别为乾、坤，即“男女相对”。因此，同例中的
“昭穆”系指上卦中的巽、离为子女卦，下卦的乾、

坤为父母卦，父母、子女分居上下，故说“昭穆”。
5．释“肴”
简文第二十九节概述八、五、九、四的爻象。

首句云“凡肴象”，末尾又云“凡肴”如何如何，整
节自始至终未言及一、六的象征寓意。从其行文
来看，所谓“肴”似乎是专指四、五、八、九这四个
数字。“肴”在《筮法》中应有混淆之义，如第二十
六节“祟”中说: “乾祟:纯、五，灭宗。九乃山。肴
( 淆) 乃父之不葬死。暮纯乃室中，乃父。”所谓
“纯”，是指得到的乾卦由“一”组成，“肴( 淆) ”则
指由两个或三个不同的数字组成。因此，这里的
“肴( 淆) ”当有混淆的含义。当用这个字统称四、

五、八、九四个筮数时，其实暗指这四个筮数不同
于一、六，是混淆于一、六之中的。这与一、六出现
概率较高也是相关的。整理者认为第二十九节中
的“肴”当读作“爻”，读音方面当然没有疑义，但
从《周易》的角度看，应该是误用了“爻”的概念。

因为在《周易》中，“爻”的概念与《筮法》中
的“肴”明显不同。《系辞》云: “八卦成列，象在其

37周易研究·2014 年第 3 期



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爻也者，效此者
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爻也者，效天
下之动者也”。因此，《周易》中的“爻”是指阴、阳
二爻。事实上，《周易》也仅此二爻。不过，从《左
传》、《国语》两书所载《周易》用例来看，春秋时极
有可能没有“爻题”，当然也可能没有“爻”的提
法。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蔡墨引卦爻辞:
“《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 其同人
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
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
战于野’。”①在其他用易的场合，通常用“某卦之
某卦”的句式表示起卦结果，都不用“爻”，或爻
题。在帛书《系辞》、《衷》等篇目中，也提到了
“爻”，但均写作“肴”字，与清华简《筮法》的用字
相同。因此，或许可以推测《系辞》所用“爻”的概
念来源于《周易》以外的占卜体系，经吸收之后，
又做了创造性的阐发。

6．释“灭宗”

在第二十六节“祟”中，关于“乾祟”，简文云
“纯、五，灭宗”。【注释】云“灭宗”指“已绝灭的
宗族”，不妥。此节文字所指的“祟”均是某位鬼
神，因此，宗恐怕不指宗族，而是指宗主，或嫡长
子，所谓“灭宗”疑指已死的宗主或嫡长子。

7．关于“祟”节末尾的几句话
在第二十六节的末尾有这么三句话:

夫天之道，男胜女，众胜寡。
【注释】云“此语附抄于此”，意思是这三句话

本不属此节。从“祟”的内容看，是概述占得某卦
是遇何种鬼神作祟。既云“祟”，当然就有禳解之
法，“夫天之道，男胜女，众胜寡”就是概说禳解之
法的，它们应该就是此节的一部分，不是附抄于此
的内容。

二、《筮法》中的卦图及相关占例

除了记录占例，清华简《筮法》篇还绘有卦
图，并在一些占例中用卦图分析卦象。不过，它所
用的卦图与《周易》中的卦图存在一些区别，深入
分析这些区别，可以发现《筮法》的卦图自有其独

到的理据。
1．筮数与四季的匹配
在第二节中，记录了如下四个占例:

一一一 六六六
一一六 八一一 春见八，乃亦得。

六六一 一一六
六一一 一六五 夏见五，乃亦得。

六一六 一六一
六一一 九一六 秋见九，乃亦得。

一六六 六一一
一六一 一一四 冬见四，乃亦得。

我们知道，在《月令》中，春数为八，夏数为
七，秋数为九，冬数为六。《筮法》以春见八、夏见
五、秋见九、冬见四为得，恐与《月令》之思想有关
联，只是因《周易》、《筮法》之筮数不同，故二者又
有区别。《月令》以六、七、八、九配四季，当与“三
易”关系最大，因为后者所用筮数就是六、七、八、
九。虽然《筮法》也有这四个筮数②，但除此之外
还有四和五。六个数字当然无法与四季整齐相
配，所以《筮法》选择将六、七排除在外，只以四、

五、八、九与四季相配。在《筮法》中，六、七( 写作
一) 主要代表阴、阳，而阴、阳二气流行于四时万
物之间，所以只用四、五、八、九对应四季仍是可以
理解的。

另外，【注释】指出“卦例右侧乾坤、震巽、坎
离、艮兑两两相对，合于《说卦》第三章”，这是很
有意义的。《说卦》第三章是: “天地定位，山泽通
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
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此以乾坤、艮兑、震
巽、坎离为序。帛书《衷》篇则云: “天地定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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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1502
－ 1503 页。

从字形上看，《筮法》用到的数字有一、四、五、六、八、九，
但它在安排这六个数字与地支的对应关系时，将“一”安放在
“七”的位置上，所以“一”极有可能是代表“七”的。( 参见马楠
《清华简〈筮法〉二题》，载《深圳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 且如
果将“一”换为“七”，那么，《筮法》中数字与地支的对应，正好就
是传世文献《太玄》、《五行大义》中数字与地支的对应，更进一步
证明了《筮法》中的筮数“一”当即筮数“七”。( 参李尚信《论清
华简〈筮法〉的筮数系统及其相关问题》，载《周易研究》2013 年第
6 期)



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榑，八卦相错，数往者
顺，知来者逆，故《易》达数也。”①是以乾坤、艮
兑、坎离、震巽为序。三者相较，竹简的顺序是父
母之后依次为长、中、少，帛书在父母之后依次为
少、中、长，《说卦》则在父母之后依次为少、长、

中，最不整齐。
2．另一种“后天八卦图”

在第二十四节中有卦位图:

此图与《周易》中的后天八卦图相比，只是颠
倒了坎、离两卦的位置。简文说明了何以坎居南，

离居北: “奚故谓之劳? 司树，是故谓之劳”、“奚
故谓之罗，司藏，是故谓之罗。”劳即坎卦，罗即离
卦。② 但依《说卦》，坎为水，离为火，震、巽为木，

乾、兑为金，坤、艮为土，以往易学家认为在《说
卦》所述的后天八卦图中，八卦之次序是按五行
相生之次排列的，土( 坤) →金( 兑、乾) →水( 坎)

→木( 震、巽) →火 ( 离) ，在这个相生序列中，艮
( 土) 的位置不好解释。尚秉和先生认为: “兑、乾
金生坎水，水润艮土，而生震、巽之木。”③虽能自
圆其说，但终觉牵强。今若依《筮法》排列，恰可
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在第十一节中有如下一个占
例:

六一一 一六六
一一六 六一六 金木相见在上，阴。水

火相见在下，风。

简文说“金木相见”在上，是指上面两个卦一
为巽( 木) ，一为兑 ( 金) ; 说“水火相见在下”，是
指下面两个卦一为坎( 火) ，一为艮( 水) 。也就是
说，在《筮法》的理论体系里，不仅离为水，而且艮
也为水。如再结合《说卦》的理论，则可发现《筮
法》之“卦位图”比后天八卦图更加符合五行相生
之序，即是:土( 坤) →金( 兑、乾) →水( 离、艮) →
木( 震、巽) →火( 坎) 。

竹简以坎为火，其实在《说卦》中亦有其据，

比如《说卦》云坎“为血卦，为赤”，而南方为赤
( 《筮法》亦云“南方也，火也，赤色也”) ，故以坎
居南方为火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再者，坎为阳卦，

火为阳，是以坎为火较之坎为水更切近阴阳五行
的思想。但是，《说卦》以坎为水、离为火，确有源
自经文的理据，并非全是释经者的阐发。如既济、

未济、井、大有、明夷等卦，卦名就体现出坎为水，

或离为火。而以坎、离二卦的爻辞看，坎为水是很
明显的，离为火也有一定道理:

习坎: 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六三: 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
用。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上六: 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

凶。

其初、三、四、五、上诸爻显然以坎为坑、穴象，

而坑、穴均可蓄水，所以坎有水象。再看离卦:

离: 利贞，亨;畜牝牛吉。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六二:黄离，元吉。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
嗟，凶。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六五: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醜，无

咎。

四、五、上三爻皆有分离、离别之象，与火象似
无关系。只第三爻以日为象，所以将离对应火，也
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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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的分析说明，清华简《筮法》与《周易》于
坎、离二卦卦象的颠倒关系，不宜以正误视之。两
者的差别似乎是由安排卦象时的不同视角造成。
《筮法》的安排重在四正卦的阴阳与其卦象的对
应，坎为火，与其为阳卦相应;离为水，与其为阴卦
相应。排定四正卦之后，再严格按照五行相生的
次序置入四隅卦，因此，艮必须为水。《说卦》的
安排则首先是从经文中抽绎出来，再以阴阳相对
的理念整理之。

3．释人字图中“离”卦的位置
在第二十四节中，有一个“人身图”:

整理者引《说卦》第九章“乾为首，坤为腹，震
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认为与人字图相比，“基本相合，惟离在腹下方为
异”。其实，从图中看，有异者还有坤卦的位置。
因为在图中坤卦应在胸的位置①，离则居腹的位
置。《说卦》第 11 章说离卦卦象: “离为火，为日，

为电，为中女，为甲胄，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
……”。孔颖达《正义》云: “取其怀阴气也。”②所
以，以离为腹，是与其以离为水相符的，因为离为
阴卦，水亦为阴。再者，以离卦为腹，也与《筮法》
卦名用“罗”字，有收藏之义相契合。

有趣的是，《筮法》对坎、离二卦的安排虽与
《说卦》所述后天八卦不同，但终究可以在《说卦》
中找到蛛丝马迹。这一方面与《说卦》的材料来
源有关系，因为它所罗列的一些卦象本就来自不
同的系统，所以其中会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另
一方面又与卦象的生成过程有关，因为卦象毕竟
是因应卜筮而生，诸多卦象不成于一时一地，难以
形成一个逻辑上严丝合缝的体系。

另外，人身图与《说卦》中的后天八卦有可能

存在联系。因为在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
中曾发现过以人身配十二地支的图，在这样的图
中，总是选择身体某个部位为起点，依十二支顺
序，逐次对应身体各部位，如下面两个图③:

这两个图的起点虽然不同，但从子到亥，都是
依次环绕在人身之外。照此思路，《筮法》“人身
图”中的八卦也应体现出某种卦序。不过，由于
要兼顾到卦象，所以“人身图”不仅在胸腹部留
白，还将坎、艮、震三卦重复了一次。如果从头部
的乾卦起，自上而下，依次是坎、艮、震;到足部时，

则依次往上，是巽、离、坤、兑。乾、坎、艮、震、巽、

离、坤、兑，这样的卦序与后天八卦图中的卦序是
完全相符的。如果这个推测不误的话，则可看出
《筮法》另有一个隐藏着的“后天八卦图”，此图与
《说卦》中的完全相同。

《筮法》中的“后天八卦”等与传统易学不完
全相同，这一方面说明《周易》卦图、《说卦》等篇
章所记象数理论均有其深远的渊源，另一方面说
明一些象数理论在战国中期仍然处在初步发展的
阶段，故此当时有异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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