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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水金關漢簡中的涉醫資料

丁媛①

  摘 要:1973年在肩水金關遺址發掘出土了一萬餘枚漢代簡牘。2011年

至2016年上海中西書局陸續出版了《肩水金關漢簡》五卷,其中有一些零星的

涉醫資料。本文從病症、藥方、醫事制度、其他四個方面對涉及醫療的簡牘進行

初步整理研究。

關鍵詞:肩水金關;涉醫;病症;藥方

肩水金關是漢代張掖郡所轄的一處關城,是出入河西走廊的一個要塞。

1973年在肩水金關遺址發掘出土了一萬餘枚漢代簡牘。2011年至2016年上

海中西書局陸續出版了《肩水金關漢簡》五卷,其中有一些零星的涉醫資料,本
文對此進行初步整理研究。

1病症

1.1傷寒、傷汗

馬不任豊病傷寒積五日苦(73EJT23:1010A)
傷寒頭亖支不舉即日加心腹支滿不能飲食(73EJF3:339+609+

601)
出錢十二月廿六日和傷汗(73EJT24: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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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丁媛,上海中醫藥大學科技人文研究院 助理研究員 上海 201203。



風、寒、暑、濕、燥、火,在正常的情況下稱爲“六氣”,是自然界六種

不同的氣候變化,正常的“六氣”不易使人致病。當氣候變化異常,“六
氣”發生太過或不及,或非其時而有其氣,或變化過於急驟,同時人體正

氣不足的時候,“六氣”會成爲病邪,稱爲“六淫”。在簡帛文獻中雖未提

出“六淫”這一概念,但當時已明確自然界的氣候變化是導致疾病的重

要原因。張家山漢簡《引書》簡103:“人之所以得病者,必於暑濕風寒雨

露,奏(腠)理啓闔,食 (飲)不和,起居不能與寒暑相 (應),故得病

焉。”①河西地區冬季氣候嚴寒,邊塞物資貧乏,故“傷寒”這一病名屢見

於居延、敦煌、武威等西北漢簡。《難經·五十八難》:“傷寒有五:有中

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②《難經》中的“傷
寒”有廣義(外感病)和狹義(感受寒邪的外感病)之分,出土簡帛文獻的

“傷寒”當指狹義。
“傷汗”在居延漢簡(44·23、46·9A、257·6A、265·43、EPT4·101、

EPT59·2、EPT59·49A、EPW88)多 次 出 現③。額 濟 納 漢 簡

99ES16ST1:15A中也有“傷汗”④。陳直先生認爲是“傷寒之別寫”⑤。
雖然“寒”和“汗”在文字音韻上是可以相通,但我們想從醫理的角度作

另一種推論。東漢張仲景《傷寒論》中的太陽病有“太陽傷寒”(又稱“太
陽表實證”)和“太陽中風”(又稱“太陽表虛證”)兩種不同病證,兩者都

有太陽病共同症狀(脈浮、頭項強痛、惡寒),其不同之處是前者無汗,後
者有汗。雖然張仲景的六經辯證體系在目前出土簡帛醫學文獻尚未出

現,但仍有參考價值。同是外感風寒,卻因個人體質的強弱,表現出不

同的症狀。“傷汗”也有可能傷寒出汗的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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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

出版社,2006年,頁185。
凌耀星《難經校注》,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年,頁103。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隧》,文物出版社,1990年。本文居延漢簡釋文皆參考此二

書,下文不再一一標注。
孫家洲《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正》,文物出版社,2007年,頁7。
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313。



1.2溫病、病溫

疾狂失鄉瘧瘚積 麻溫病(72ECC:6A)
麻溫病(72ECC:19)

甲寅病溫四支不舉未(73EJT29:115A)
“溫病”也有多種定義,在《素問》中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既是外感

急性熱病的總稱,又特指春季發生的熱性病。在《難經·五十八難》中
又屬於“傷寒”病五種疾患之一。肩水金關漢簡中“溫病”只是與其他病

症並舉,對於“溫病”本身無太多描述。其他簡帛文獻中涉及溫病的有:
馬王堆漢代帛畫《導引圖》36“引溫病”①;周家臺秦簡311“溫病不汗者,
以淳(醇)酒漬布, (飲)之”②;老官山漢簡《六十病方》“卅九、治溫病

發。以水半斗,煮米一升,米毚孰,捉以巾取汁,毀雞卵一漬汁中孰撓,
復炊孰,適寒溫,盡 之,厚衣臥汗出至足”③。我們推測簡帛文獻中的

“溫病”應是外感熱病,可能有無汗或汗出不暢的症狀,治以汗法(又稱

解表法,用於治療外感表證),通過導引、飲酒、蓋厚衣等令汗出。“病
溫”和“疾溫”(居延漢簡7·31)當與“溫病”同。

1.3傷暑

隧 長 孫 □ 自 言 買 牛 一 頭 黑 特 齒 四 歲 病 傷 暑 不 能 食 飲 眾

□(73EJT24:29)
“傷暑”,指感受“六淫”中的暑邪,即中暑熱所致的病證。《素問·刺

志論》:“氣虛身熱,得之傷暑。”④“傷暑”不見於其他簡帛文獻,此處是牛

中暑熱。

1.4中風

中風手不□(72EJC: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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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中華書局,2014年,頁16。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01年,頁126。
趙懷舟等《四川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六十病方>題名簡研究》,“出土醫學文獻研究國際

研討會”,上海中醫藥大學,2016年。
《黃帝內經·素問》,人民衛生出版社,2012年,頁191。



中醫學認爲風邪是重要的致病因素,《素問》有“風論”專篇,並指出

“風者百病之長”①。風病在老官山漢簡中是一大類疾病,王一童認爲老

官山醫簡諸“風”總屬外風,多指由觸冒外風引發,具有風邪善於變動的

特徵,且易於化生其他疾病②。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9正:“今月五日

初,卒爲耶(邪)風所中,頭身□□ ”③簡文不完整,推測是外感風邪,可
能有頭身疼痛之類的症狀。本簡“中風”即外感風邪。

1.5鼻疾

鼻寒跕足數臥起據犀之炊鼻以四毒各一桯·肫鼻溫腹不滿□□跕

足數臥起自□抻陛犀之灌淳酒二□薑桂烏

□半升烏喙□毒各一刀刲并並和以灌之…… (73EJT21:24)
之央毋予鼻疾(73EJT24:976)

73EJT21:24的第一行上端略殘,“薑”字和“桂”字右下方有短橫

綫,第一個“跕”字、“烏”字以及“據”字的左側都加有“△”符號;第二行

左側撕裂,無法得知是否有加“△”符號。第一行“桯”字下有“·”,第二

行的相同位置,即“灌之”二字下也似有“·”,作“ ”。“·”可能是

兩首藥方的間隔符號。第一首較簡短;第二首文字較多,但第二行文字

右半殘損;第三首文字殘缺更甚,無法辨識。從現存文字看,前兩首疑

是治療鼻疾的藥方,病證的性質似有寒、溫之別。其他簡帛醫學文獻出

現的鼻部疾患有“鼻肍(鼽)”(《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46)④、鼻“息肉”
(武威醫簡69)、“鼻不利”(武威醫簡70)等⑤,大多未分寒溫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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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黃帝內經·素問》,人民衛生出版社,2012年,頁162。
王一童《老官山醫簡諸“瘕”、諸“癉”、諸“風”病名考釋研究》,成都中醫藥大學碩士學位論

文,2016年,頁38。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年,

頁76。
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伍)》,中華書局,2014年,頁197。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文物出版社,1975年。本文武威醫簡釋

文皆參考此書,下文不再一一標注。



1.6目疾

□英毋予目疾令視□(73EJT26:119)
“目疾”,指眼睛的疾患。

1.7脛雍、癕種、頸種

即日病脛雍(73EJT9:76)
今大□一疾□癕種□□羊一疾頸種(73EJD:28A)
“雍”讀爲“癰”。武威醫簡87:“治人卒雍方:冶赤石脂以寒水和塗

雍上,以 爲故,良。”《神農本草經》載:“赤石脂,……主養心氣,下利赤

白,小便利及癰、疽、瘡、痔。”①此處“雍”顯然讀作“癰”。《戰國策·趙策

四》有所謂“桑雍者”,鮑彪注:“雍、癰同。桑中有蠹,則外碨磈,如人之

癰。”②“脛雍”,即小腿部的癰。“癕種”,即癰腫。《說文·肉部》“腫,癰
也”,段注:“凡膨脹粗大者謂之雍腫。《生民》毛傳:‘種,雍腫也。’”③《釋
名·釋疾病》:“癕,壅也,氣壅否結裹而潰也。”畢沅曰:“顏師古注《急就

章》云:‘癰之言壅也,氣壅否結裹腫而潰也。’似本此文。此裹字疑裏字

之誤,又脫腫字。”④中醫學認爲癰腫是由氣血受邪毒所困而壅塞不通,
引起局部腫脹。類似的記載也見於居延漢簡“病左右脛雍”(居延漢簡

272·35),“病攣右脛雍種”(居延新簡EPT53·14)。“頸種”,即頸部腫

大,引發的疾病有瘤、癭或瘰疬等。

1.8四節不舉、四支不舉

炅四節不舉(73EJT37:1575)
甲寅病溫四支不舉未(73EJT29:115A)
傷寒頭亖支不舉即日加心腹支滿不能飲食(73EJF3:339+609+

601)
節,骨節。“四節不舉”,與“四支不舉”同,都是指四肢活動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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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馬繼興《神農本草經輯注》,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年,頁168。
《戰國策·趙策四》“客見趙王曰”章
《說文解字注·肉部》。
《釋名疏證補·釋疾病》。



不能抬舉。“四節不舉”也見於居延漢簡4·4A、5·18+255·22、

EPF22·280。

1.9支滿、丈滿

兩脅下支滿少氣溫欬水□得□□□(73EJT37:942A)
傷寒頭亖支不舉即日加心腹支滿不能飲食(73EJF3:339+609+

601)
加匈脅丈滿心腹不耐飲食□(73EJT23:711)
劉嬌先生認爲漢簡“支滿”之“支”有“支撑”之義,引申可指淤塞腫

脹的病癓,並指出無論是從漢簡帛醫書所反映的用字習慣來看,還是從

“支滿”病名的含義來看,漢簡“支滿”之“支”都不當釋爲“丈”①。“心腹

支滿”“匈脅支滿”是指胸部、脅肋部、腹部有阻塞脹滿的不適感。

1.10不耐飲食、飲食不耐、不能食飲、不能飲食

加匈脅丈滿心腹不耐飲食□(73EJT23:711)
老人有遺言甚可悲栽髪齒隨洛飲食不耐(73EJD:26A)
病傷暑不能食飲(73EJT24:29)
傷寒頭亖支不舉即日加心腹支滿不能飲食(73EJF3:339+609+

601)
不耐,即不能。《玉篇·而部》:“耐,能也。”②“不耐飲食”“飲食不

耐”“不能食飲”“不能飲食”,皆指食慾減退,甚則不進飲食。

1.11寒炅

□疾心腹寒炅未能(73EJT1:168)
裘錫圭先生指出“炅”是“熱”的異體字,簡文“寒炅”即《素問》屢見

之“寒熱”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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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劉嬌《漢簡病名“支滿”補證———兼說<韓詩外傳>“十二發”》,《醫療社會史研究》(第二

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頁270-271。
《玉篇·而部》。
裘錫圭《居延漢簡中所見的疾病名稱和醫藥情況》,《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復

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8。



1.12少氣

兩脅下支滿少氣溫欬水□得□□□(73EJT37:942A)
此簡左側撕裂,“少氣”一詞尚能辨識,指呼吸微弱短促,言語無力。

“欬”字作“ ”,整理者徑釋爲“欬”字似有不妥,也有可能是“飲”“歐”
等字。

1.13其他

疾狂失鄉瘧瘚積 麻溫病(72ECC:6A)
麻溫病(72ECC:19)
“狂”,指精神狂躁不安。敦煌漢簡2098有“趨走病狂”①。“鄉”,讀

爲“響”。失響,即失音。銀雀山漢簡《兵令》“如鄉之應聲”中“鄉”即讀

爲“響”②。《急就篇》“疝瘕癲疾狂失響”,顏師古注:“響者,失音不能言

也。”③“瘧”,即瘧疾,是我國最古老的傳染病之一,病域廣泛。“瘚”,氣
上逆,又作“厥”、“欮”。《說文》:“瘚,屰氣也。”④《素問·方盛衰論》:“氣
多少逆皆爲厥。”⑤“積”,體內結塊,固定不移,痛有定處。《難經·五十

五難》:“積者陰氣也,其始發有常處,其痛不離其部,上下有所終始,左
右有所窮處。”⑥“ ”,即“痛”。居延新簡EPT4·101、EPT51·233A、

EPT51·535中的“痛”亦作“ ”。“麻”釋作“麻木”或“麻子”皆是晚起

義⑦。漢簡中從“广”與從“疒”可互換,例如73EJT11:23上一個“疾”作

“ ”,下一個“疾”作“ ”。又如“病”字,73EJT6:146作“ ”,

73EJT28:16作“ ”。此處“麻”疑讀爲“痳”。《玉篇·疒部》:“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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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漢簡》(下冊),中華書局,1991年,頁301。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149。
史游《急就篇》(叢書集成初編本1052冊),中華書局,1985年,頁268。
《說文·疒部》
《黃帝內經·素問》,人民衛生出版社,2012年,頁382。
凌耀星《難經校注》,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年,頁96。
王力《王力古漢語字典》,中華書局,2000年,頁1760-1761。



便難也。”①《說文·疒部》:“痳,疝病。”②沈濤《說文古本考》云:“《一切

經音義》卷二十引‘作小便病也’,蓋故本如是。痳之與疝,病不相同。
本部訓疝爲腹痛,《釋名·釋疾病》:‘疝,詵詵然上入而痛也。’‘痳,懔
也,小便難,懔懔然也。’是淋、疝爲二病,古今皆然,不得訓痳爲疝。今

本之誤顯然。”③

2藥方

治寒氣丸蜀椒四分乾薑二分(73EJT30:193)
此簡是肩水金關漢簡中唯一存有方名的藥方,可惜僅存兩味藥

物,蜀椒和乾薑皆是味辛,性溫,具有溫中之功效,其藥性與方名相符。
此方名不見於其他醫學簡帛文獻,出土簡帛醫方中也無蜀椒和乾薑同

用的方劑,有與之功效相近者,方名多以“傷寒”命名。例如,居延漢簡

89·20有“傷寒四物”方,藥物有烏喙、細辛、术、桂;武威醫簡6-7“治
傷寒遂風方”藥物有附子、蜀椒、澤瀉、烏喙、細辛、术。秦漢乃至唐宋

的醫方也沒有以“寒氣”命名。1972年甘肅武威張義公社下西溝峴發

現的西夏醫方中有一首被翻譯成漢文的方劑:“治寒氣方,花椒皮,於
翌晨空腹時,(取)新冷水,服二十一粒,面東……”④蜀椒和花椒屬同

物異名,蜀椒以產地名,花椒以果形名。武威醫簡17-18“治百病膏藥

方”的主要藥物是蜀椒和附子,方末強調“心寒氣脅下恿,吞五丸,日三

吞”。武威醫簡19有“寒氣在胃莞”。《諸病源候論》卷十三“七氣候”
有:“寒氣則嘔吐、惡心。”⑤我們推測以“傷寒”命名的方劑主要是治療

外感風寒病證,而以“寒氣”命名的方劑可能是治療裏寒證(即內在臟

腑的寒性病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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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玉篇·疒部》。
《說文·疒部》。
《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第22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48。
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310。
丁光迪《諸病源候論校注》,人民衛生出版社,2013年,頁266。



地黃七分 术□分  乾□四分

黃葵六分 人參六分 石□三分 ·凡十物白□一升橐脂一升

…… (73EJF2:47A)
此藥方無方名,木牘左側殘損,僅存兩行,每行各有三味藥物,由

“凡十物”可知原方應有十味藥物,故左側當另有一行,列四味藥。僅存

的六味藥物中,又有兩味藥的第二個字均無法辨識,故整理者僅釋讀出

四味藥物。其中第二行“黃”字下一字圖版作“ ”,整理者釋作“葵”

字,有誤。“ ”字形似漢代的“芩”字。現將漢代簡帛中“芩”“葵”兩
字,以及肩水金關漢簡中“癸”字的部分圖版羅列如下:

芩 葵 癸

武威醫簡15

武威醫簡46

武威醫簡82甲

武威醫簡83甲

武威醫簡91甲

敦煌漢簡563A

五十二病方304/290+298

居延新簡EPT44·8A

五十二病方109

五十二病方166/153

五十二病方181/168

五十二病方184/171

五十二病方186/173

(73EJT2:29A)

(73EJT3:80A)

(73EJT10:315A)

(73EJT21:19)

(73EJT23:79A)

(73EJT24:508A)

(73EJT24:528)

  比對圖版之後,我們發現肩水金關漢簡73EJF2:47A的“ ”顯然

更接近漢簡“芩”字。“黃芩”是漢時常用的藥物,武威醫簡和馬王堆帛

書《五十二病方》中屢次出現。“黃葵”未見於任何出土醫學簡帛文獻,
在傳世古醫籍中出現的時代也較晚,最早記載見於唐代的《食療本草》。
此處當是“黃芩”。

此外,第一行“乾”字下一字殘泐過甚,整理者闕釋。“乾□”,西北漢

·9·肩水金關漢簡中的涉醫資料



簡中有“乾薑”(肩水金關73EJT30:193)、“乾桑”(居延EPT40·191B)等。
第二行“石”字下一字漫漶不清,整理者闕釋。“石□”,西北漢簡中有“石
脂”(武威82)、“石膏”(武威52、額濟納2000ES14SF1:5)①。第二行下半

部分載有“凡十物白□一升橐脂一升”,當屬方藥製作說明。其中“橐脂”,
疑爲駱駝脂。《漢書·百官公卿表》:“又牧橐、昆蹏令丞皆屬焉。”應劭曰:
“橐,橐佗。”師古曰:“牧橐,言牧養橐佗也。”②《集韻·鐸韻》:“馲 驝,馲

駞,畜名。或作 、驝,通作橐。”③“白”字下一字整理者闕釋,作“ ”。本

方“白□”與“橐脂”應是藥物輔料,“白密(蜜)”是較爲常見的輔料,武威醫

簡中就有三處(4、79、83甲)。居延漢簡89·23中“密”字作“ ”,與

“ ”字形相近,且“白密(蜜)”也較符合藥理。
黃一升白蜀一升□□
□後飯二三日長□   (73EJT23:704)
此牘首尾皆殘,僅餘兩味藥物。前一味藥名僅存“黃”字,考西北漢簡

中藥名最後一字爲“黃”的藥物有“大黃”(居延EPT9·7A、敦煌2001
等)④、“地黃”(肩水金關73EJF2:47A)、“熟地黃”(居延EPT40·191B)、
“雄黃”(武威86甲)等。“白蜀”,不詳。本方指明在“飯後”服藥,葛洪云:
“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服養生之藥,以食後服之。”⑤馬王堆帛書《養生

方》就多處標明“後飯”。另外,對腸胃有刺激性作用的藥物,如礦物類藥,
也宜飯後服以減輕胃腸部的不適。

□三分桂四分伏令卑解半夏(72EJC:116B)
此牘上端殘去,無方名,存有四味藥名。伏令,即茯苓。卑解,即萆

薢。本方的藥物組成不見於其他出土簡帛方劑。
鼻寒跕足數臥起據犀之炊鼻以四毒各一桯·肫鼻溫腹不滿□□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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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孫家洲《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正》,文物出版社,2007年,頁272。
《漢書·百官公卿表》。
《集韻·鐸韻》。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漢簡》(下冊),中華書局,1991年,頁297。
丹波康賴著、沈澍農等校注《醫心方校釋》,學苑出版社,2001年,頁96。



足數臥起自□抻陛犀之灌淳酒二□薑桂烏

□半斤烏喙□毒各一刀刲並和以灌之…… (73EJT21:24)
上文已提及此牘,可能是兩首治療鼻部疾病的藥方。“炊”,讀爲

“吹”。《五十二病方》262行“炊”亦讀爲“吹”①。《荀子·仲尼》“可炊而

傹也”楊倞注“炊與吹同”②。第一首藥方的給藥方式是吹鼻法,又稱

鼻法,將藥物研成粉末,吹入或自行吸入鼻腔內。第二首藥方文字殘損

較多,給藥方式可能是灌鼻法。武威醫簡70-71有一首灌鼻方:“即鼻不

利,藥用利廬一本,亭磨二分,付子一分,早莢一分,皆並父且,合和,以
醇 漬卒時,去宰,以汁灌其鼻中。”兩者皆使用酒劑。“薑”字上一字闕

釋,圖版作“ ”,疑爲“參”字。居延漢簡補編L39B有“人參二分”,

“參”字圖版作“ ”③,兩者字形有些近似。“半”字上一字殘泐太多,整

理闕釋。“毒”字上一字,由於第二行撕裂僅存右半作“ ”。西北漢簡

中第二字爲“毒”的藥物只有“狼毒”,武威醫簡87“狼”字作“ ”。兩

者右旁字形並不相似,故“□毒”這一藥名存疑。第一首藥方沒有具體

藥名,僅提及是“四毒”,可能是四味有毒藥物。本牘第二首藥方和武威

醫簡70-71中的烏喙、藜蘆、皂莢皆是有毒藥物。
半斗   出十五蜚廉半升

出笥一合 出十五地膚半升(73EJH1:16B)4·251
此牘應是購買藥材的記錄。“蜚廉”,《神農本草經》作“蜚蠊”,森立

之先生指出“蠊”是“廉”之俗字,《醫心方》《太平御覽》作“蜚廉”④。“地
膚”,《神農本草經》作“地膚子”,森立之先生指出“《本草和名》無‘子’
字,《和名鈔》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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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伍)》,中華書局,2014年,頁264。
《荀子集解·仲尼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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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1998年,頁210。
森立之《本草經考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頁497。
森立之《本草經考注》,頁147。



3醫事制度

□二人病二人積三人凡解 除八人□(73EJT23:132)

省卒九人 其一人養 一人病 定作七人(73EJT25:241)
其一人養 一人病(73EJT29:95)
其八人牧 二人病(73EJF3:264)
卒二人其一人□三月壬辰病一(72EJC:254)
以上簡牘主要是記錄吏卒勞作情況,統計勞作人數,包括“病”(即患

病者)、“省卒”(即臨時抽調的士兵)、“養”(即炊事員)、“定作”(即實際勞作

者)等人數。居延漢簡中稱此類簡牘爲“日作簿”(EPT51·115)、“日迹簿”
(45·24、EPT48·1)、“月迹簿”(EPT51·116)。

肩水候官受候隧長氐池安樂里公乘解定國年廿六 病(73EJT6:

146)
卒王臨二月壬寅病

執胡隧長田□二月乙丑病 卒□惲炅

賦藥各五齊    (73EJT23:765)
馬不任豊病傷寒積五日苦(73EJT23:1010A)
董乃始 四月病 印 丿(73EJT26:232)
甘露二年三月庚寅朔丙辰東部候長

廣宗敢言之迺甲寅病溫四支不舉未(73EJT29:115A)
戍卒昭武宜衆里上造王武年廿三 病 卩(73EJT37:1153)
書言騂北亭長馬適強病不能視事以病□(73EJD:288)
患病請假除了統計人數之外,還要上報“病卒名籍”(居延EPT5

6·210)、“病書”(肩水金關73EJT33:57),病假結束銷假還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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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及病視事書”(肩水金關73EJT9:25),可見當時有著較爲規範的病

假制度。
甘露三年四月甲寅朔丙辰平樂隧長明敢言之

□□病卒爰書一編敢言之       (73EJT28:16)
九月戊子張掖肩水都尉弘

□□籍死診爰書會□  (73EJT34:3A)
“病卒爰書”和“死診爰書”是記載與案件相關的吏卒患病或死亡的

一種司法文書。

□擊刺傷宗右手左脾右掖下各一所亡時廣宗安所居不(73EJT26:

95)
口吟身皆完毋兵刃枚索箠杖處病死(73EJF3:383)
上兩例簡文當是法醫檢驗屍體的司法文書。簡73EJT26:95首尾

皆殘,現存文字主要是對死者傷情的描述。簡73EJF3:383雖然完整,
但缺少上文。裘錫圭先生指出“口吟”即“嘴閉”之意①。死者嘴閉,無肢

體損傷,排除了其他非正常死亡原因,最後認定是病死。
醫診治敢言之(73EJT37:252)
以食詔醫所乘張掖傳馬一匹現三日食(73EJT10:88)
西北戍邊軍隊中,候官治下的都尉府是有醫生的。居延漢簡49·31

+49·13有“府醫”(即都尉府的醫生),居延漢簡157·28記“臨木候長”
寫給“官醫張卿”的信。裘錫圭先生認爲官醫當是候官治所的醫生,一般

的隧不可能有專職的醫生,候長所治之隧是否有醫,有待研究②。由簡

73EJT10:88可知,除了都尉府的醫生外,還曾“詔醫”。中央政府就派遣

過“大醫令”(居延18·5)處理醫藥事務。“大”讀爲“太”,“大醫令”即“太
醫令”。漢時“太醫令”爲“太常”和“少府”的署官,是負責宮廷人員、皇親

國戚以及百官診治疾病的主管官員。《漢書·百官公卿表》:“奉常……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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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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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12年,頁121。
裘錫圭《居延漢簡中所見的疾病名稱和醫藥情況》,《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復旦

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2。



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
“少府……署官有尚書、符節、太醫……”①

4其他

戍卒市藥右平郡(73EJF3:44)

□常樂爲官市藥長(73EJT26:126)
此二簡記有戍卒採購藥材的情況,居延漢簡286·11記有一隧長

爲買藥去開出入關符:“臨之 長威爲部市藥,詣官封符,八月戊戌平

旦入。”
河平五年正月已酉朔壬戌橐他守塞尉勵以私印行事移肩水

金關莫當戍卒閻被自言家父龐護戍肩水候官爲人所傷今遣被持藥

視護書到

出內如律令 (73EJD:42)
此簡記戍卒閻被因父受傷,拿藥救父,需出入關,可見軍隊裹藥物

可能是集中存儲。
今毋餘藥臼(73EJT4:61)
藥橐三各三枚直五十(73EJT25:93)
藥橐二枚(73EJF3:174B+197B)
藥橐五(73EJD:47)
“藥臼”,搗藥器具。“藥橐”,裝藥的袋子。
欲發□四□□□□之此藥已□十箴欬良已識

□□□□久五椎下兩束 (73EJT5:70)
此牘部分字跡漫漶,其中“箴”“久”疑是鍼灸。居延漢簡也有鍼灸的

記載:“久脛,刺廿鍼”(159·9A),“久背□□二所”(49·31+49·13)。
“鍼”,武威醫簡也作“箴”。《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而用度箴石湯火所

施”顏注:“箴,所以刺病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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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漢書·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漢書·藝文志·方技略》。



道病病所(73EJT9:225B)

□罷軍迺丙子從省來道疾(73EJT28:113)
其四人行道疾死(73EJT30:67)
“道病”“道疾”,即行道時患病。古時交通不便,常需長途跋涉,途

中不免罹患疾病或舊疾復發,又旅途困頓,缺醫少藥,嚴重者可致死亡。
傳世典籍中也有相關記載,例如《前漢紀·孝元皇帝》:“顯徙居故鄉濟

南,憂懣不食,道病死。”①《前漢紀·孝宣皇帝》:“褒道病死。”②

君思以今年二月中暴病頭□□(73EJF3:456A)
“暴病”,指疾病突然暴發且病情較重。居延漢簡103·14有“暴

病死”。
乘故隧昌念毋錢衣寒昆弟不肯來相視恐冬寒凍死等死不所歸死

(73EJT23:237A)
中渡河溺亡所持符(73EJC:369A)
戍卒死因除了上文提及的疾病、外傷等,還因物資缺乏在嚴寒的冬

季凍死,也有因不習水性而溺亡。
弟幼弱不勝願=乞胲骨歸養父病(73EJT23:692)
適隧長安世敢言之東部候長陳卿治所僅移疾(73EJT23:771)
古人常以疾病作爲請求辭職的委婉說法。“乞胲骨”,即“乞骸骨”

(古文字“骨”旁與“肉”旁可互換),是古代官吏自請退職的委婉說法。
《漢書·趙充國傳》:“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③
“移疾”,或作“移病”,上書稱病請辭。《漢書·公孫傳》:“使匈奴,還報,
不合意,上 怒,以 爲 不 能,弘 乃 移 病 免 歸。”顏 注:“移 病,謂 移 書 言

病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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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前漢紀》卷23,《四部叢刊初編·史部》第91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縮印本。
《前漢紀》卷20,《四部叢刊初編·史部》第90冊。
《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181號木牘藥方研究

張顯成 杜鋒①

  摘 要:《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中的181號木牘是一方劑,具有重要研究

價值。整理者釋文多有不確,其“明”當釋“眀(明)”、“方”後一字當釋“風”、“芡”

當釋“芩”、“薑”當釋“ (薑)”、“八”當釋“一<二>”、“治”當釋“冶”。標點和對文

意的理解也多有誤,該方的藥物配伍記載是完整的,爲十二味,並非“十八味”;

該方名稱當爲“治百病通眀(明)丸方”;“合和”的意義不是“調製”而是“混合”。

該方是主治男子虛勞羸乏、腎氣不足,當是後世“腎瀝湯(散)”的原始方。

  關鍵詞:尚德街;簡牘;藥方

一、整理報告的有關內容

嶽麓書社於2016年月12月出版了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的《長
沙尚德街東漢簡牘》,該書刊發了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在長

沙市尚德街古井中考古發掘的300餘枚木質簡牘,全書分爲上下兩編,
上編是《長沙尚德街出土簡牘古井發掘報告》,下編是《長沙尚德街出土

東漢簡牘及釋文》。下編分爲三部分:一是“彩色圖版”,二是“黑白圖

版”,以上均在每一枚簡牘圖旁附上隸定文字;三是“長沙尚德街東漢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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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顯成,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教授 重慶400715。杜鋒,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

究所博士後 重慶400715。



牘釋文”,不光有隸定文字,還有標點注釋。以上每一部分均按J359(3
枚簡)、J436(22枚簡)、J437(3枚簡)、J446(16枚簡)、J453(2枚簡)、

J465(2枚簡)、J531(32枚簡)、J482(174枚簡)、J575(3枚簡)順序,逐一

介紹9口古井中出土的簡牘。J482出土簡牘最爲豐富,整理者將J482
出土簡牘依次分爲“公文”“雜文書”“私信”“習字”“殘簡”幾類,其中“雜

文書”下又依次分爲“雜賬”“名刺”“藥方”三小類。

我們通檢全書簡牘,發現這批簡中可確定的涉醫簡至少有兩枚,其

中一枚標本編號(即整理號)爲181,出土編號爲2011CSCJ482?:20-3
的木牘(單面書寫,長25.2、寬4、厚0.6釐米),內容相對完整,整理者歸

之於“雜文書”下的“藥方”,且其所謂“藥方”下僅收此一方①。此方因內

容相對完整,在中醫藥史上具有較大研究價值,故本文專門對此方進行

研究(以下多簡稱“181號木牘藥方”)。下面先將這枚木牘藥方的整理

者釋文予以過錄②:

治百病通,明丸方,用甘草八分,弓窮四分,當歸三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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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藥方,即醫方。
同一口井(J482)出土的另一枚標本編號爲228,出土編號爲2011CSCJ482?:29-3的木

牘,整理者釋文如下:

  
六兩。肉松容六……。

  
此簡分三行書寫,其彩色圖版、黑白圖版和釋文分別見於該書P129、P182和P233。整理者

歸此牘於“雜文書”的“雜賬”中,不當,因爲此簡雖然殘,但從殘存的文字“六兩肉松容六”來看,
應當是一方劑,即整理者所說的“藥方”,故應當與標本編號爲181,出土編號爲2011CSCJ482?
:20-3的木牘同歸於“藥方”一類。再者,從整個出土簡帛醫書來看,像這樣的殘存藥方甚多。
此牘爲單純賬簿的可能性甚小,已發現的簡帛中單純記錄藥物的賬簿太少,典型的僅有《武威醫

簡》中的91簡(雙面書寫),簡文如下:

牛膝半斤,直(值)五十;卑□半斤,直(值)廿 五;朱(茱)臾(萸)二升半,廿五;方(防)風半

斤,百;慈(磁)石一斤半,百卅;席( )虫(蟲)半升,廿五;小椒一升半,五十;山朱(茱)臾(萸)二
升半,直(值)五十;黃芩一斤,直(值)七十;黃連半斤,直(值)百;□□二斤,直(值)廿七。子威

取。河菆半斤,直(值)七十五;續斷一斤,百。子威取。□□□取藥,凡直(值)九 百廿七。



乾地黃三分,黃芡三分,桂二分,前胡三分,五末二分,乾薑

四分,玄參三分,伏令二分。凡十八物,皆治,合和丸以白蜜。

此牘分三行書寫,其彩色圖版、黑白圖版和釋文分別見於該書

P133、P186和P236。此牘圖版及圖牘所附隸文見本文後《附圖》。

二、藥方字詞校釋

以上我們簡要介紹了181號木牘藥方的整理者釋文,下面對這枚

木牘的整理者隸文可商之處分條進行校釋。

1.第1行第5字,釋文當作“眀(明)”。

該字圖版作 (可摹作 ),左从“目”,實是“眀”字,故釋文當作

“眀(明)”。《說文·朙部》:“朙,照也。从月从囧,凡朙之屬皆从朙。

明,古文从日。”《玉篇·木部》:“眀,視也。”秦漢簡帛中左從“目”的“眀”

俯拾皆是,故《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朙”下所載篆隸文字大都作

“眀”①。“眀”實爲“朙”之隸變,牘文此字釋作“眀”合乎漢人的書寫習

慣,故釋文當作“眀(明)”。

2.第1行末尾“方”字及其後的殘損之字,當釋爲“風□【分】”。

“方”字後有三字,第一字左半尚存,作 (可摹作 ),當爲

“風”。似比較《武威醫簡》的“風”: (簡6)、 (簡43)、 (簡

66)。可知牘文的此殘字就是“風”字。即第一行末尾當爲“方風×分”,

釋文當爲“方 風□【分】”。方風,即“防風”。

3.第2行第七字“芡”,當隸作“芩”。

此字圖版爲 (可摹作 ),艸頭下面是“今”,不是“欠”,屬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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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頁463。



代“今”字的通行寫法,如《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290的“(黃)

芩”作 ,再如《武威醫簡》82甲的“(黃)芩”作 、91甲的“(黃)芩”

作 ,下面的“今”與本牘完全相同,只是《武威醫簡》上面的艸頭簡寫

作了屮而已①。
實際上,我們從《說文》的“今”字和其他出土漢代文獻也可知簡文

當釋“芩”,“今”字《說文·亼部》作 ,《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

69作 ,《華山廟碑》作 ,只不過牘文寫得有些草化罷了②。

4.第2行末尾一字,當釋“ (薑)”爲好。

第2行末尾一字整理者釋“薑”字,此字右邊小有殘損,牘文作

(可摹作 ),實際上是“ ”,屬“薑”的俗寫字。漢代醫簡中“薑”多省

寫艸下的一橫或二橫,而分別作“ ”“ ”,前者如 (《武威醫簡》79),後

者如 (《武威醫簡》52)。故牘文寫作“ ”是合乎漢代書寫習慣的,所
以,牘文此字釋“ (薑)”爲好。

5.第3行整理者所釋的“八”字,很可能是“一”字。

第3行第13字,整理者釋爲“八”。此字圖版作 (可摹作

)。仔細查看圖版,可知此字中間漫滅,漫滅處呈上下一條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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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武威醫簡》的“芩”也有上面的艸頭沒有簡寫的,如83甲的“(黃)芩”寫作 ,此“芩”字
下面的“今”的寫法已經開始向後來的寫法發展,但右下的一筆仍舊明顯是存古寫法。有必要說

明的是,形旁“艸”“屮”可義近通用。
此點以下將還有述。



狀,而同牘的“八”字(第1行第11字)作 (可摹作 ),雖右

筆殘,但左筆爲撇很明顯,其字形與整理者所釋的第3行的“八”字不

類。統觀此字,很可能是“一”字,是木牘的抄寫者將“二”字誤抄成了

“一”的結果。該方正好是“十二”味藥,這也是抄寫者將“二”字誤抄成

了“一”的旁證①。故釋文當作“一<二>”爲妥。

6.第3行整理者所釋的“治”當隸爲“冶”。

第3行整理者所釋的“治”,圖版作 (可摹作 ),明顯是

“冶”字,而不是“治”,左从“冫”,不是从“氵”。牘文第1行首字爲“治”,

圖版作 (可摹作 ),左邊的“氵”旁與此字“冶”也大不相同。
且簡帛藥方中談到藥物製作時,凡表示“粉碎(藥物)”時,均用“冶”,不
會用“治”,此早已是常識。再者,簡帛藥方中談完藥物的製作粉碎後,
接着便大都是說應將所粉碎的藥物混合起來,“冶”後文字多爲“合和”,
其句式多爲“冶+合和”,如《武威醫簡》的以下方劑:

治久欬上氣,喉中如百蟲(蟲)鳴狀,卅歲以上方:茈(柴)胡、桔梗、
蜀椒各二分,桂、烏喙、 (薑)各一分,凡六物,冶,合和,丸以白密(蜜),
大如嬰(櫻)桃,晝夜含三丸,消咽其汁,甚良。(3-5)

治 (雁) (聲)□□□言方:朮、方(防)風、細辛、 (薑)、桂、付

(附)子、蜀椒、桔梗,凡八物,各二兩,并冶,合和,以方寸匕先餔飯米麻

(糜)飲藥耳。(8-9)
治金創止恿(痛)令創中溫方:曾青一分,長石二分,凡二物,皆冶,

合和,溫酒飲一刀【圭】,日三,創立不恿(痛)。(13)
治心腹大積上下行如蟲(蟲)狀大恿(痛)方:班(斑) (蝥)十枚,地

膽一枚,桂一寸,凡三物,皆并冶,合和,使病者宿毋食,旦飲藥一刀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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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點以下將還有述。



以肊美(滿)閉塞十日壹飲藥,如有徵,當出。(44-45)
本牘正是如此,其行文格式與上舉諸例完全相合,故此字及其上下

文釋文當爲:“凡十一<二>物,皆冶,合和,丸以白蜜。”①

三、藥方意義辨正

1.藥方的藥物配伍記載是完整的,爲十二味。

整理者釋文對該牘的殘損狀況說明道:“右下角殘損。”②這是正

確的。

但整理者在上編《長沙尚德街出土簡牘古井發掘報告》的頁83-84
專門談到此藥方,在列出隸文後又說:

木牘上記載了十二味中藥名,除了“方”殘損不識,“黃芡”沒有找到

相應記載外,其他名稱均見於傳世文獻,殊堪注目。根據牘文記載,該

藥方本應由十八味中藥,加以白蜜製成丸,由於簡牘殘損,衹剩下十二

味,甚爲可惜。

如果我們仔細看看該牘內容就知道整理者的以上兩說是矛盾的。

該方已述說完藥物配伍,並還接着講了加工製作,只是脫了接下來的藥

物服用方法的文字。既然僅有“右下角殘損”,已述說完藥物配伍,並還

接着講了加工製作,只是脫了接下來的藥物服用方法的文字,怎麽可能

“該藥方本應由十八味中藥,加以白蜜製成丸,由於簡牘殘損,衹剩下十

二味”呢?

關於該牘僅“右下角殘損”,其餘不殘這一點,我們還可從482號井

(J482)出土簡牘情況來證明。181號木牘長25.2釐米。482號井共出

土木牘174枚,經對《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一書的《附表二尚德街東漢

簡牘統計表》進行統計和逐一核對木牘圖版可知,長度在22釐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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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學者將“皆冶,合和,丸以白蜜”標點爲“皆冶,合,和丸以白蜜”,不當。
見該書釋文頁236。



的木牘共34枚。其中最長者爲整理號091出土編號2011CSCJ482?:

2-6木牘,長25.85釐米(該牘左側殘,但不影響長度);其餘長度大都在

於23釐米左右至24釐米左右(並且其長度不會因簡牘殘損而受影響)。

這說明,這34枚木牘的長度屬於秦漢時期常規簡的長度①。也就是說,

482號井沒有比常規簡更長的簡,這自然證明該牘屬常規簡,僅“右下角

殘損”,其餘是不殘的。

退一萬步說,如果該牘下端殘斷,則該牘的原長度就應在38.4釐米

左右。理由是:現該牘第一行24字(將“方”後殘的3字計在內)、第二行

22字,平均每行23字。若果真是“十八味中藥”,則其餘6味藥當有24
字左右(以藥名2字用藥量2字爲計),“殘斷”在第一、二行(不可能“殘

斷”在第三行),每行當“殘斷”12字地位的長度。181號木牘長25.2釐

米,平均一字佔約1.1釐米的地位,每行“殘斷”12字地位的長度就應是

13.2釐米,那所謂的原牘長度就應是38.4釐米(現有長度25.2釐米+
“殘斷”掉的長度13.2釐米)。如上所述,縱觀整個482號井出土的簡

牘,均是常規簡的長度,絕不會有長達38釐米的。所以,該牘的原長就

是現有的長度25.2釐米,該牘僅右下角殘損。

總之,無論是從查驗該牘的圖版照片來看,還是從482號井出土的

整個簡牘長度來看,均可知整理者的兩說是矛盾的,該牘僅右下角殘

損,僅殘了“風□【分】”三字,該藥方不會是“十八味”中藥,整理者隸文

的“凡十八物”,應該釋作“凡十一<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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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簡牘的長短尺寸的規律為:表示內容意義重大者用長簡,表示內容意義較輕者用短簡,
表示意義一般者用中等長度簡,中等長度簡為常規簡。以簡帛時代當時的尺度為計,戰國楚

簡的常規簡為2尺,秦漢時代的常規簡為1尺。戰國、秦、西漢、新莽的1尺約合今23.1釐

米,東漢的1尺約合今23.75釐米,三國、西晉的1尺約合今24.2釐米,東晉的1尺約合今

24.5釐米(參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第三章“簡帛制度”之第二節“形制與名稱”之“二、竹
木簡的形制”,中華書局,2004年版)。再者,這34枚木牘有的略大於東漢1尺,有的略小於

東漢1尺,這是正常的,並不能說它們不是東漢的常規簡。



2.首句當標點爲“治百病通眀(明)丸方”。
整理者釋文首句“治百病通,明丸方”標點不當,如是標點,文意無

法理解,表意晦澀不通,當標點爲“治百病通眀(明)丸方”。
所謂“治百病”,並非指可以治療百種(各種)疾病,而只是渲染此方

效果好。這類表達方式(嚴格地說是修辭方式)在漢代是常見的,僅以

《武威醫簡》爲例,就有如下方劑名冠以“(治)百病”:
治百病膏藥方:蜀椒一升,付(附)子廿果(顆),皆父( )【且(咀)】。

豬肪三斤,煎之,五沸,浚去宰(滓)。有病者取大如羊矢,溫酒飲之,日

三、四。與<其>宰(滓)搗之,丸大如赤豆,心寒氣脇下恿(痛),吞五丸,
日三吞。(17-18)

右治百病方。(78)
百病膏藥方:蜀椒四升,弓(芎)窮(藭)一升,白茝一升,付(附)子卅

果(顆),凡 四 物,父 ( )且 (咀),漬 以 淳 醯 三 升,漬□□□三 斤,先

□□□□枚 煎藥□□□□□□浚去宰(滓)。(89甲-89乙)

後世傳世古醫書中亦常見醫方冠以 “(治)百病”爲名者,僅以《千金

要方》爲例,如卷三“婦人方中”之“虛損第一”:
治產後虛冷七傷,時寒熱,體痛乏力,補腎,並治百病五石湯:紫石

英、鍾乳、白石英、赤石脂、石膏、茯苓、白术、桂心、芎藭、甘草各二兩,薤

白六兩,人參、當歸各三兩,生薑八兩,大棗二十枚。右十五味,五石並

爲末,諸藥各 咀,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六合,去滓,分六服。若中

風,加葛根、獨活各二兩,下痢加龍骨一兩。
又同書卷七“風毒腳氣”之“膏第五”:
神明白膏治百病,中風惡氣及頭面諸病,青盲風目,爛眦管翳,耳聾

鼻塞、齲齒,齒根挺痛,及癰痔瘡癬疥等悉主之方:吳茱萸、蜀椒、芎藭、
白术、白芷、前胡各一升(崔氏作白前),附子三十枚,桂心、當歸、細辛各

二兩。右十味, 咀,淳苦酒於銅器中淹浸諸藥,一宿以成。煎豬膏十

斤,炭火上煎三沸,三上三下,白芷色黃爲候。病在腹內,溫酒服如彈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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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日三。目痛取如黍米納兩眦中,以目向風,無風可以扇扇之。諸

瘡痔齲齒 耳 鼻 百 病 主 之,皆 以 膏 敷。病 在 皮 膚,炙 手 摩 病 上,日 三。
(《肘後》九味無桂心)

後世傳世古醫書中還多見醫方冠以 “(治)萬病”爲名者,如《千金翼

方》卷二十一即名以“萬病”,收載了諸多冠以“(主治)萬病”“(主)一切

病”的醫方,如“大排風散”“主一切冷等萬病方”,“鹽曲”“主一切風冷氣

等萬病方”,“天真百畏丸”“治一切癘病方”等。此類醫方的主治標榜可

與該木牘藥方對比齊觀。

以上是藥方名“治百病”的意義,下面說藥方名“通明”的意義。

所謂“通明”,就是“使(身體氣血)通暢而強狀”。

通,有“通達、通暢、通徹、沒有阻塞”意,也可用作動詞,指“開通、疏
通”。《說文·辵部》:“通,達也。”《國語·晉語二》:“道遠難通,望大難

走。”韋昭注:“通,至也。”《孫子·地形》:“地形有‘通’者,有‘掛’者,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以上是形容詞義,以下是動詞義。《禮
記·月令》:“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就人身體而言,“通”自然是指氣血

通徹、通暢。

明,有“強盛、旺盛”義。《左傳·哀公十六年》:“與不仁人争明,無
不勝。”王引之 《經義述聞·左傳下》:“明,猶彊(強)也。”《淮南子·說

林》:“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高誘注:“明,猶
盛也。”

故所謂“通明”,就是“使(身體氣血)通徹而強狀”。①

3.“合和”義當爲“混合”。

整理者在“合和”下注曰:“調製。”不確。“合和”在醫書中多見(例
見上“二”之“6”所舉諸例),意爲“摻合、混雜”。這是一個同義複合詞,
“合”即合併、混合、混雜;“和”今音huò,其義也是摻合、混合、混雜。有

·42·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七輯)

①後世以“通明”命名的方劑不少,但所指不同,此下文將有述。



必要強調的是,簡文“合和”後以點斷爲善。整理者釋文“合和丸以白

蜜”最好改爲“合和,丸以白蜜”。

4.藥方釋文重校。

綜上,《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181號木牘藥方釋文當如下:

治百病通眀(明)丸方:用甘草八分,弓(芎)窮(藭)四分,當歸三分,

方(防)風□【分】,乾地黃三分,黃芩三分,桂二分,前胡三分,五末(味)

二分,乾 (薑)四分,玄參三分,伏(茯)令(苓)二分。凡十一<二>物,皆

冶,合和,丸以白蜜。

縱觀此方的藥物配伍,當是主治男子虛勞羸乏、腎氣不足之方。①

四、藥方當是後世“腎瀝湯(散)”的原始方

181號木牘藥方“治百病通眀(明)丸”當與後世所謂“腎瀝湯(散)”

有關,且應是後世“腎瀝湯(散)”的原始方,後者應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加

減而來的。以下是後世《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腎瀝湯(散)”例:
《千金要方》卷十九“補腎”所載“腎瀝湯”:

治虛勞損羸乏、咳逆短氣、四肢煩疼、腰背相引痛、耳嗚、面黧黯、骨

間熱、小便赤黃、心悸、目眩、諸虛乏腎瀝湯方:羊腎一具;桂心一兩;人

參、澤瀉、甘草、五味子、防風、芎藭、黃耆、地骨皮、當歸,各二兩;茯苓、

玄參、芍藥、生薑,各四兩;磁石五兩。
《千金翼方》卷十五“補五臟”所載“腎瀝散”:

主五勞男子百病方②:防風;黃芩;山茱萸;白蘞;厚朴,炙;芍藥;薯

蕷;麥門冬,去心;天雄,炮,去皮;甘草,炙,各五分。獨活;菊花;秦艽;

細辛;白术;枳實,炙;柏子仁,各一兩。當歸;芎藭;菟絲子;蓯蓉;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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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下文有申說,請詳見。
此“腎瀝散”方劑又言“主五勞男子百病方”,所謂“主五勞男子百病方”是言其功效。古醫

方中多有此類方名爲“××湯(散、丸)”而正文中又言“××××方”的表述。



各七分。石斛;乾薑;人參;各二兩。鐘乳,研;蜀椒,汗,去目閉口者;附

子,炮,去皮;白石英,各一兩。烏頭三分,炮,去皮。羊腎一具。黃耆二

兩半。
以上兩方中的下畫線者,是181號木牘藥方“治百病通眀(明)丸

方”中有的藥物。將以上兩方與“治百病通眀(明)丸方”對比可知,上述

的方藥組成中,已包括了“治百病通眀(明)丸方”中除“前胡”一藥以外

的所有藥物。且二者所述的主治(前者爲“治百病通眀(明)”,後者分別

爲 “治虛勞損羸乏、咳逆短氣、四肢煩疼、腰背相引痛、耳鳴、面黧黯、骨
間熱、小便赤黃、心悸、目眩、諸虛乏”與“主五勞男子百病”),皆相類似,
字面上均表示其主治廣而有效。細審藥方功效,均是主虛勞羸乏,腎氣

不足,且醫治對象爲成年男性。後世古方中以“腎瀝”命名的方劑頗多,
各方的配伍雖小有不同,但主治是基本相同的,方旨都是主虛勞羸乏,
腎氣不足,醫治對象爲男性患者,此可從本文後《附表<千金要方><千金

翼方><外臺秘要>所見唐以前(包括初唐)“腎瀝湯(散)”相關醫方》中諸

醫方得到證明。無論是上引“腎瀝湯(散)”還是文後《附表》所列諸“腎
瀝湯(散)”中的方藥組成,均是“治百病通眀(明)丸方”的加減方。換言

之,可推定後世的“腎瀝湯(散)”實是早期的“治百病通眀(明)丸方”爲
底方增損而成的。

夏德安曾論及上古巫術技藝多爲後世小傳統所承緒,而且損益無

多①。考慮到文化“大傳統”“小傳統”的整體性和傳承性,作爲實用技術

的數術和方技,例如治療所涉之經驗方的傳承和散佈,正如李建民所

言,是具有嚴格的授受方式和傳佈系統的②。當然,此類經驗方在流傳

過程中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增損變化,簡文的“治百病通眀(明)丸方”
與其後增損而成的“腎瀝湯(散)”正體現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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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夏德安《同自然哲學和神秘技術有關的戰國秦漢寫本》,夏含夷主編《中國古文字學導

論》,中西書局,2013年,頁216-243。
李建民《生命史學———從醫療史看中國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19-165。



上文曾說,後世“腎瀝湯(散)”未包括“治百病通眀(明)丸”的“前
胡”一藥。不過,此藥的主治功用與“治百病通眀(明)丸”和諸“腎瀝湯

(散)”方的方旨是相合的。“前胡”不見於《神農本草經》,而陶弘景輯漢

魏名醫藥論而成的《名醫別錄》,並載“前胡”入“中品”,明其功效爲“推
陳致新,明目,益精”。又《千金要方》卷十九“補腎”之“腎瀝散”同篇載

有“前胡建中湯”,此方即以“前胡”爲主藥,主治“大勞虛劣,寒熱嘔逆,
下焦虛熱,小便赤痛,客熱上熏,頭痛目疼,骨肉痛,口乾”,可知181號

木牘藥方“治百病通眀(明)丸方”中的“前胡”自然是取其“補腎益精”之
效。“治百病通眀(明)丸方”和後世諸“腎瀝湯(散)”方皆治男子腎虛的

相關疾病,可推測木牘主人當爲好方技甚至就是好房中之成年男子①。
《千金要方》卷十九“補腎”中的“心悸目眩,諸虛乏,腎瀝湯方”後,

並載有《胡洽方》《廣濟方》《經心錄》《近效方》諸古方書中對於此方的加

減運用。同卷的“增損腎瀝湯”方後亦載有《小品方》《崔氏方》所論相關

方劑的運用。“腎瀝湯”見於《外臺秘要》卷十六引《刪繁方》、卷十七引

《廣濟方》、卷三十一引《近效方》等,可知,以“腎瀝”命名的“湯”“散”之
劑淵源有自,其在早期方書中已多見載錄。其後《太平聖惠方》《聖濟總

錄》《普濟方》《遵生八箋》及《醫略六書》等晚近方書中也多見收錄,自然

是對前代方書的承續。
後世“腎瀝湯(散)”之“腎瀝”,與181號木牘藥方“治百病通眀(明)

丸”之“通明”的取義是相似的,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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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另,上述同一口井所出標本編號爲228出土編號爲2011CSCJ482?:29-3的藥方似也可

說明該木牘主人當爲好方技甚至就是好房中之成年男子。該簡尚有殘文“ 六兩。肉松容六

”,其中,“肉松容”即今之“肉蓯蓉”,此藥屬補腎要藥。《神農本草經》載“肉蓯蓉”之主治爲:
“五勞七傷,補中,除莖中寒熱痛,養五腑,強陰,益精氣,多子,婦人症瘕。久服輕身。”故很早人

們就意識到此藥爲補腎臟、益精氣之要藥。由此可推測,此方亦屬補腎益精之劑。再,《千金要

方》卷十九“補腎”載“蓯蓉丸”,其主治爲“補虛益氣,治五臟虛勞損傷陰痹,陰下濕癢或生瘡,莖
中痛,小便餘瀝,四肢噓吸,陽氣絕,陽脈傷”。本文後《附表》所列“補腎”方劑“腎瀝湯(散)”中亦

用“肉蓯蓉”一藥。均說明“肉蓯蓉”爲補腎要藥。這些都可說明木牘主人當爲好方技甚至就是

好房中之成年男子。



瀝,《說文·水部》:“漉也,从水、歷聲。一曰,水下滴瀝也。”可知,
“瀝”有“滴瀝”之義。滴瀝,本指水流不暢,斷斷續續流滴,亦即漏瀝,喻
指人體氣血,自然是指身體氣血不通暢。“腎瀝”,自然是指腎氣不通

暢,即腎氣不足虛勞羸乏。“腎瀝湯(散)”方,自然是治療腎氣不通暢、
腎氣不足、虛勞羸乏之方,即該方所主爲使腎氣通暢,腎氣通暢則腎功

能正常而身體健康。
《千金要方》卷十九“腎臟”之“腎臟脈論第一”云:“羽音人者,主腎

聲也。腎聲呻,其音瑟,其志恐,其經足少陰。厥逆太陽則榮衛不通,陰
陽翻祚,陽氣內伏,陰氣外升,升則寒,寒則虛,虛則厲風所傷,語音賽吃

不轉,偏枯,腳偏跛蹇,若在左則左腎傷,右則右腎傷。其偏枯風體,從
鼻而分半邊至腳,緩弱不遂,口亦欹,語聲混濁,便利仰人,耳偏聾塞,腰
背相引,甚則不可治,腎瀝湯主之。”清代張璐《千金方衍義》卷十九“腎
臟方”之“補腎第八”在“腎瀝湯”“增損腎瀝湯”下釋“腎瀝”云:

腎瀝者,腎中氣痹,不化水道,漏瀝不通,多由醉飽房勞,酒濕流著

髓藏。或精泄後風氣入犯胞中,遂成肥痹之患,甚則結塊阻塞廷孔之

端,溺時艱苦萬狀。或坐熱湯中借暖氣以通氣化,或蹲踞而溺,松其約

束以通其竅,始得澀化而出。
腎主水,故稱水臟。因不化氣,導致水道不利而滴瀝澀痛,則須溫

腎、化氣、行水。由張璐所釋“腎瀝”可知,“腎瀝者,腎中氣痹,不化水

道,漏瀝不通”,亦即腎氣不通暢、腎氣不足。治療腎瀝,就是使腎氣通

暢,腎氣通暢則腎功能正常而身體健康。如上所述,181號木牘藥方命

名爲“治百病通眀(明)丸”,“通明”之名即是取義於“使(身體氣血)通徹

而強狀”。所以,後世“腎瀝湯(散)”之“腎瀝”,與181號木牘藥方“治百

病通眀(明)丸”之“通明”的取義實際上是相似的。
關於“通明”後來改稱“腎瀝”的推測。早期方藥名的“通明”後來改

稱“腎瀝”,應該是“通明”的意義“使(身體氣血)通徹而強狀”太廣泛,此
方是治療腎氣不暢(腎瀝),爲使此方的主治表述更清楚,主治的範圍指

向更明確,故後來就改稱“通明”爲“腎瀝”。後來的加減方多爲湯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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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劑,故早期的“治百病通明丸”遂改名爲“腎瀝湯(散)”。這樣的推測

應該是合乎藥方名稱演變規律的。
總的來說,“治百病通眀(明)丸方”很可能是後世“腎瀝湯(散)”的

原始方,後者應是基於前者增損加減而成的,二者有着緊密的聯繫。
最後有必要指出的是,《千金要方》卷十九“補腎”亦載有“通明丸”,

然其方藥組成與尚德街木牘藥方“治百病通眀(明)丸”不類,其功效爲

明目消翳,即爲眼科方劑①。也就是說,這裏的“明”指眼睛、視力,“通
明”指使眼力好、視力好。此後,以“通明”爲名的各型眼科方劑亦見於

《聖濟總錄》卷一〇五、一〇九、一一三,《普濟方》卷二九六、《太平聖惠

方》卷三十三、《古今醫鑒》卷十四,以及《證治準繩》“類方”卷七等,這些

眼科方劑,均與早期181號木牘藥方“治百病通眀(明)丸”之“通明”的
取義迥異,即二者的得名之由是完全不同的②。

後記:本文初稿曾在“第二屆出土醫學文獻研討會”(西南大學,

2017年5月5-7日)上宣讀。初稿於3月上旬寫成,旋即得知復旦大學

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網2017年2月23日刊發有甫曰《尚德街簡牘

“治百病通明丸方”校正》一文(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

web/show/2986。後刊發於2017年9月的《出土文獻研究》第十六輯,
發表的程少軒《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研究二題》一文的“二、治百病通明

丸方”,內容與甫文基本相同),方上網拜讀。甫文論述較略,篇幅僅近

千字,共談了以下六個問題:
一、“‘通明丸’應該連讀。”
二、“‘方’下一字尚存殘筆,仍可辨出是‘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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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認爲,眼科疾病有不少與腎臟有關,故此眼科方劑《千金要方》置於卷十九“補腎”
之列。

還有必要順便指出的是,《秘傳眼科龍木論》卷一亦載眼科方劑“通明散”,此書署印度“龍
木”著,亦即“龍樹菩薩”著。醫籍中治療眼科疾病的以“通明”爲名的諸“通明丸(散)”,皆出自中

土,與印度眼醫無涉,故所謂“龍木”著實爲託名。



三、“‘黃芡’之名罕見於醫書,頗疑當改釋為‘黃芩’。”
四、“末句 ‘治’顯為‘冶’之誤釋”;“‘合’訓為‘合併(藥物)’,當與後

文斷開”。
五、“原釋文第2行末‘乾薑’與第3行首‘四分’連讀。該藥方用藥

為‘十八物’,現存十二味,殘去六味,估算可得前兩行每行殘去十四字

左右,因此‘乾薑’與‘四分’必不能連讀。”“原釋文文末‘白蜜’後句斷。
按古藥方慣例,當仍有介紹服用方式的文字,因此藥方並未終結。”

六、“藥方釋文當校讀如下:
治百病通明丸方:用甘草八分、弓(芎)窮(藭)四分、當歸三分、方

(防)風

乾地黃三分、黃芩三分、桂二分、前胡三分、五未(味)二分、乾薑

四分、玄參三分、伏(茯)令(苓)二分。凡十八物,皆冶,合,和丸以

白蜜

該藥方所配伍之藥物,有補氣、補血、解毒、祛寒等多重藥性,功能

較全面,所以說能‘治百病’。若能有幸補齊剩餘藥物,或許仍有實用

價值。”
甫文以上一、二、三所論及四之“末句 ‘治’顯為‘冶’之誤釋”是正確

的。四之“‘合’訓為‘合併(藥物)’,當與後文斷開”之說不當;五、六之

說也不當。

2017年10月2日

再,本文投稿於《出土文獻綜合研究》(第七輯)後,時過半年,看見

《中醫文獻雜誌》2018年2期(2018年4月25日出版)上刊有周祖亮、方
懿林《尚德街簡牘醫方及其方藥演變探析》一文(此文的初稿在“第二届

出土醫學文獻研討會”[西南大學,2017年5月5-7日]上宣讀過),發現

該文有關原整理者釋文“十八”當釋“十二<一>”這一至關重要的觀點源

自拙文,然未交待,甚憾。

2018年7月3日本文校稿時隨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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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181號木牘相關圖版及原整理者釋文

彩色圖版及整理者釋文 黑白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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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中所見唐以前(包括初

唐)
“腎瀝湯(散)”相關醫方

腎瀝湯

相關方劑
藥物組成 主治功效 醫方出處 備註

道人深

師增損

腎瀝湯

黃 耆、甘 草、芍

藥、麥 門 冬、人

參、肉蓯蓉、乾地

黃、赤石脂、地骨

白 皮、茯 神、當

歸、遠 志、磁 石、

枳 實、防 風、龍

骨,各 一 兩;桂

心、芎 藭,各 二

兩;生薑四兩;五

味子 三 合;半 夏

一升;白 羊 腎 一

具;大棗三十枚。

治風虛勞損挾毒,

腳弱疼痹或不隨,

下焦虛冷,胸中微

有客熱,心虛驚悸

不得眠,食少失氣

味,日 夜 數 過 心

煩,迫不得臥,小

便 不 利,又 時 復

下。湘東王至江

州,王在嶺南病悉

如此,極困篤,余

作此湯令服,即得

力,病似此者,服

無不瘥,隨宜增損

之方。

《千金要方》

卷七“風 毒

腳氣”之“湯

液第二”

《胡洽方》無黃耆、肉蓯蓉、赤

石脂、地骨皮、磁石、枳實、防

風、龍骨、半夏,有黃芩,爲十

五味。

腎瀝湯

羊腎 一 具;磁 石

五 兩;玄 參、茯

苓、芍 藥,各 四

兩;芎 藭、桂 心、

當 歸、人 參、防

風、甘 草、五 味

子、黃 耆,各 三

兩;地骨皮二升,

切;生薑八兩。

治腎寒虛爲厲風

所傷,語音謇吃,

不轉偏枯,胻腳偏

跛 蹇,緩 弱 不 能

動,口喎,言音混

濁,便利仰人,耳

偏 聾 塞,腰 背 相

引,腎瀝湯,依源

增損隨病用藥方。

《千金要方》

卷八“諸風”

之“賊 風 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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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腎瀝湯

相關方劑
藥物組成 主治功效 醫方出處 備註

腎瀝湯

羊腎 一 具;桂 心

一 兩;人 參、澤

瀉、甘 草、五 味

子、防 風、芎 藭、

黃耆、地骨皮、當

歸,各 二 兩;茯

苓、玄 參、芍 藥、

生薑,各四兩;磁

石五兩。

治虛勞損羸乏,咳

逆 短 氣,四 肢 煩

疼,腰背相引痛,

耳鳴,面黧黯,骨

間熱,小便赤黃,

心悸,目眩,諸虛

乏,腎瀝湯方。

《千金要方》

卷十 九“腎

臟”之“補腎

第八”

《廣濟方》“治虛勞百病”者,
無人參、甘草、芎藭、當歸、芍
藥、生薑、玄參,有蓯蓉三兩,
牛膝、五加皮各二兩。
《胡洽》“治大虛傷損,夢寤驚

悸,上氣肩息,腎中風濕,小
腹裹急引腰脊,四肢常苦寒

冷,大小便澀利無常,或赤或

白,足微腫,或昏僻善忘”者,
無澤瀉、防風、黃耆、玄參、磁
石、地骨皮,有黃芩一兩,麥
門冬、乾地黃、遠志各三兩,
大棗二十枚。
《崔氏》“治腎臟虛勞所傷,補
益”者,無芎藭、玄參、磁石、
地骨皮,有黃芩、遠志各二

兩,乾地黃三兩,麥門冬四

兩,大棗二十枚。“治五勞六

極,八風十二痹,補諸不足”
者,無澤瀉、甘草、五味子、防
風、芍藥、生薑、玄參、地骨

皮,有附子、牡丹皮各一兩,
乾地黃一兩半,牡荊子、菖
蒲、果螵蛸各二兩。
《經心錄》“治腎氣不足,耳無

所聞”者,無澤瀉、甘草、五味

子、防風、黃耆、芍藥、生薑、
玄參、地骨皮,有附子、牡丹

皮、牡荊子各一兩,乾地黃三

兩,大棗十五枚,名羊腎湯。
《近效方》“除風下氣,強腰

腳,明耳目,除痰飲,理榮衛,
永不染時疾諸風著”者,無當

歸、芍藥、磁石,有獨活、牛膝

各一兩半,麥門冬二兩,丹參

五兩,爲煮散,都分二十四

貼,每貼入生薑一分,杏仁十

四枚,水三升煮取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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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腎瀝湯

相關方劑
藥物組成 主治功效 醫方出處 備註

腎瀝湯

羖羊腎一具,切,

去脂,以 水 一 斗

六升煮取一斗三

升;大棗二十枚;

桑白 皮 六 兩;黃

耆、五 味 子、蓯

蓉、防 風、秦 艽、

澤瀉、巴戟天、人

參、桂 心、署 預、

丹 參、遠 志、茯

苓、細辛、牛膝各

三兩;石斛、生薑

各五兩;杜仲、磁

石各八兩。

同上 《千金要方》

卷十 九“腎

臟”之“補腎

第八”

此方原書緊接上一方後,原

書稱“又方”。

增損腎

瀝湯

羊腎一具;人參、

石斛、麥門冬、澤

瀉、乾地黃、栝蔞

根、地骨皮,各四

兩;遠 志、生 薑、

甘 草、當 歸、桂

心、五味子;桑白

皮,一作桑寄生;

茯苓,各二兩;大

棗三十枚。

治大虛不足,小便

數,噓吸,焦燆引

飲,膀胱滿急。每

年三伏中常服此

三劑,於方中商量

用之。

《千金要方》

卷十 九“腎

臟”之“補腎

第八”

《小品方》無石斛、栝蔞、地

骨、桑皮、茯苓,有芎藭、黃

連、龍骨各二兩,螵蛸二十

枚。又“治腎氣不足,消渴引

飲,小便過多,腰背疼痛”者,

無石斛、栝蔞、地骨、桑白皮、

甘草,有芎藭二兩,黃芩、芍

藥各一兩,桑螵蛸二十枚,雞

膍胵裏黃皮一兩。《崔氏》

“治臟損虛勞,李子豫增損”

者,無石斛、栝蔞、地骨、桑白

皮,有黃耆、黃芩、芍藥、防風

各二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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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腎瀝湯

相關方劑
藥物組成 主治功效 醫方出處 備註

腎瀝散

羖羊 腎 一 具,陰

乾;茯苓一兩半;

五味子、甘草、巴

戟天、桂心、石龍

芮、牛 膝、山 茱

萸、防 風、乾 薑、

細辛 各 一 兩;人

參、石 斛、丹 參、

蓯蓉、鍾乳粉、附

子、菟 絲 子 各 五

分;乾地黃二兩。

治虛勞百病方。 《千金要方》

卷十 九“腎

臟”之“補腎

第八”

腎瀝散

羊腎一具,陰乾;

厚朴、五味子、女

萎、細 辛、芍 藥、

石 斛、白 蘞、茯

苓、乾 漆、礬 石、

龍 膽、桂 心、芎

藭、蓯 蓉、蜀 椒、

白术、牡荊子、菊

花、續 斷、遠 志、

人參、黃耆、巴戟

天、澤 瀉、萆 薢、

石龍芮、黃芩、山

茱萸 各 一 兩;乾

薑、附 子、防 風、

昌蒲、牛 膝 各 一

兩半;桔 梗 二 兩

半;署預、秦艽各

二兩。

治男子五勞七傷,

八風十二痹,無有

冬夏,悲憂憔悴,

凡 是 病 皆 須 服

之方。

《千金要方》

卷十 九“腎

臟”之“補腎

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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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腎瀝湯

相關方劑
藥物組成 主治功效 醫方出處 備註

腎瀝散

石龍芮、續斷、桔

梗、乾 薑、山 茱

萸、昌蒲、茯苓各

二 兩;蜀 椒、芍

藥、人 參、龍 膽、

女 萎、厚 朴、細

辛、巴 戟 天、萆

薢、附 子、石 斛、

黃 耆、芎 藭、白

斂、烏 頭、天 雄、

桂心、肉 蓯 蓉 各

一兩半;秦艽、五

味 子、白 術、礬

石、牡 荊 子、菊

花、牛膝各一兩;

遠志 二 兩 半;羊

腎一具,陰乾;署

預一 兩 半;乾 漆

三兩。

同上 此方原書緊接上一方後,原

書稱“又方”。

此方較上一方無澤瀉、黃芩、

防風,有烏頭、天雄各一兩

半,餘並同。

增損腎

瀝湯

羊腎一具;遠志、

人參、澤瀉、乾地

黃、桂 心、當 歸、

茯 苓、龍 骨、黃

芩、甘草、芎藭各

二兩;五 味 子 五

合;生薑六兩;大

棗二 十 枚;麥 門

冬一升。

治 腎 氣 不 足,消

渴,小 便 多,腰

痛方。

《千金要方》

卷二十一之

“消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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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腎瀝湯

相關方劑
藥物組成 主治功效 醫方出處 備註

腎瀝散

防風;黃芩;山茱

萸;白 蘞;厚 朴,
炙;芍 藥;薯 蕷;
麥門冬,去心;天
雄,炮,去 皮;甘
草,炙,各 五 分。
獨 活;菊 花;秦

艽;細 辛;白 术;
枳 實,炙;柏 子

仁,各 一 兩。當

歸;芎 藭;菟 絲

子;蓯 蓉;桂 心,
各 七 分。石 斛;
乾薑;人參,各二

兩。鍾乳,研;蜀
椒,汗,去目閉口

者;附 子,炮,去
皮;白石英,各一

兩。烏頭,三分,
炮,去 皮。羊 腎

一 具。 黃 耆 二

兩半。

主 五 勞 男 子 百

病方。

《千金翼方》

卷十 五“補

益”之“補五

臟第四”

腎瀝湯

羊腎 一 具,去 脂

膜,切;遠 志 二

兩,去心;人參二

兩;澤瀉二兩;乾
地黃 二 兩;桂 心

二兩;當歸二兩;
龍骨 二 兩;甘 草

二兩,炙;麥門冬

一升,去心;五味

子五 合;茯 苓 一

兩;芎藭二兩;黃
芩一 兩;生 薑 六

兩;大棗二十枚,
去核。

療腎氣不足,虛損

消渴,小便數,腰

痛,宜 服 腎 瀝

湯方。

《外臺秘要》

卷十 一“消

中消渴腎消

方八首”

《集驗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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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腎瀝湯

相關方劑
藥物組成 主治功效 醫方出處 備註

腎瀝湯

羊腎 一 具,豬 腎

亦 得。芍 藥;麥

門冬,去心;乾地

黃;當 歸,各 三

兩。乾 薑 四 兩;

五味 子 二 合;人

參;茯 苓;甘 草,

炙;芎 藭;遠 志,

去 心,各 二 兩。

黃芩一兩。桂心

六兩。大棗二十

枚,擘。

《刪 繁》:骨 極 虛

寒,主腎病則面腫

垢黑,腰脊痛不能

久立,屈伸不利,

夢寤驚悸,上氣,

少 腹 裏 急,痛 引

腰,腰脊四肢常苦

寒 冷,大 小 便 或

白,腎瀝湯。

《外臺秘要》

卷十 六“腎

極 虛 方 七

首”

引《刪繁方》

崔氏腎

瀝湯

豬腎 一 具,去 脂

膜;附 子 四 分,

炮;芎藭四分;牡

丹四 分;桂 心 四

分;茯苓八分;乾

地黃 六 分;人 參

四分;桑 螵 蛸 八

分,炙;磁 石 八

分,研如粉;牡荊

子八 分;當 歸 四

分;黃耆八分;昌

蒲八分。

療五勞、六極、八

風、十二痹,補諸

不足方。

《外臺秘要》

第十 七“五

勞六極七傷

方一十首”

引《崔 氏 方》,同 《古 今 錄

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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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腎瀝湯

相關方劑
藥物組成 主治功效 醫方出處 備註

崔氏腎

瀝湯

羊腎一具,切;黃

耆二 兩;乾 薑 四

分;當歸二兩;甘

草二兩,炙;黃芩

二兩;遠志二兩,

去心;五 味 子 二

合;芍藥三兩;澤

瀉二 兩;人 參 二

兩;茯苓二兩;大

棗二十枚,擘;桂

心二 兩;防 風 二

兩;麥門冬四兩,

去 心;乾 地 黃

三兩。

療腎臟虛勞所傷

補益方。

《外臺秘要》

卷十 七“虛

勞補益方九

首”

引《崔氏方》,李子豫增損。

《小品》

增損腎

瀝湯

腎一 具,豬 羊 並

得;遠志二兩;麥

門冬一升,去心;

人參 二 兩;五 味

子二 合;澤 瀉 二

兩;乾地黃二兩;

茯苓 一 兩;桂 心

二兩;當歸二兩;

芎藭 二 兩;黃 芩

一兩;芍藥一兩;

生薑 三 兩;棗 二

十枚;螵 蛸 二 十

枚,炙;雞膍胵裏

黃皮一兩。

療腎氣不足,消渴

引飲,小便過多,

腰背疼痛方。

《外臺秘要》

卷十 七“腎

氣不 足 方”

六首

引《小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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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腎瀝湯

相關方劑
藥物組成 主治功效 醫方出處 備註

加減腎

瀝湯

腎一 具,豬 羊 並

得;遠志二兩;麥

門冬一升,去心;

人參 二 兩;大 棗

四十 枚;芎 藭 二

兩;五味子二兩;

當歸 二 兩;澤 瀉

二兩;桂心四兩;

乾薑 三 兩;乾 地

黃三 兩;黃 連 二

兩;桑 螵 蛸 二 十

枚;龍骨二兩;甘

草三兩,炙。

療大虛內不足,小

便數,噓噏焦熇引

水 漿,膀 胱 引

急方。

《外臺秘要》

卷十 七“腎

氣不 足 方”

六首

腎瀝湯

羊腎一具,去脂,

切八 片;茯 苓 三

兩;五味子二兩;

肉蓯 蓉 三 兩;牛

膝二 兩;防 風 二

兩;黃耆二兩;澤

瀉二 兩;五 加 皮

二兩;地 骨 皮 二

兩;磁石六兩;桂

心二兩。

《廣 濟》療 虛 勞

百病。

《外臺秘要》

卷十 七“虛

勞百病方五

首”

引《廣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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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腎瀝湯

相關方劑
藥物組成 主治功效 醫方出處 備註

《近效》

腎瀝湯

黃 耆、芎 藭、茯

苓、五 味 子、防

風、澤 瀉、獨 活、

玄 參、人 參、牛

膝,各 六 兩。麥

門冬,去心;地骨

皮,各 八 兩。桂

心二兩。甘草三

兩,炙。 丹 參,

五兩。

《近效》腎瀝湯,煮

散,主除風下氣,

強腰腳,明耳目,

除痰飲,理營衛,

永不染時氣,諸風

疾方。

《外臺秘要》

卷 三 十 一

“古 今 諸 家

散方六首”

引《近效方》

腎瀝湯

羊腎 一 具,去 脂

膜,切。五 味 子

三 兩;當 歸;甘

草,炙;芎 藭;遠

志,去 心;芍 藥;

麥門冬,去心;茯

苓,各 二 兩。乾

地黃;生薑,各四

兩,切;黃 芩;桂

心,各 一 兩。大

棗二十枚,擘。

療散發後,虛熱羸

乏,或腳疼腰痛,

本是虛勞人並挾

風 氣,宜 腎 瀝

湯方。

《外臺秘要》

卷 三 十 八

“石 發 痰 結

大小腹留壅

老小虛羸方

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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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簡帛經脈類文獻的命名

李海峰

  摘 要:迄今出土的幾批經脈類文獻的命名相對比較混亂,也存在一些爭

議。筆者根據這些經脈文獻的主體內容相近、體例相似,都敘述了經脈的脈名、

循行路線、所主病症,都含有判斷生死的診斷學內容,張家山漢簡《脈書》有明確

的題名簡,且史書記載存在著《脈書》的流傳體系,認爲它們應該統一命名爲《脈

書》,然後根據其出土地址和書寫載體的不同加上附註以示區別。

關鍵詞:簡帛;經脈類文獻;命名

迄今為止出土的簡帛經脈類文獻主要有三批:馬王堆漢墓簡帛(包

括《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乙本《脈法》《陰陽脈死

候》)、張家山漢簡(《脈書》)、老官山醫簡(包括《十二脈(附相脈之過)》

《別脈》《刺數》)。

1974年,馬王堆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以下簡稱《足臂》)《陰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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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峰,上海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 副教授 上海201203。
本文的寫作得到國家社科重大項目資助,項目編號:12&ZD115;上海中醫藥大學預算内項

目資助,項目編號:2015YSN63;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簡帛醫書与早期傳世醫書對比

研究”(17YJAZH039)。



一脈灸經》(甲本、乙本,以下簡稱《陰陽》甲、乙)出土後,學者們當時一

致認為它們是已經發現的最早的經脈學說文獻,帛書整理小組根據兩

者均記載了十一條脈的循行、主病和灸法,參照《七錄》《隋書·經籍志》

舊例,命名為《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乙)①。但當時

已有不同意見。如唐蘭主張《足臂》《陰陽》為一篇,名為《經温經脈》②。

之後,李鼎名之為帛書《經脈書篇》第一種、第二種③;或有學者命之為

《足臂十一温》(甲種)與《足臂十一脈》(乙種)④、《足臂脈》與《陰陽

脈》⑤、《十一脈甲》與《十一脈乙》⑦;或將二者統稱為帛書《經脈》⑥、《足
臂陰陽脈》的兩種文本⑦、《脈灸經》的二個底本⑧等。彭堅根據兩書敘

述的主要是十一脈循行的徑路和主病,不是灸法,二者的內容量不大,

不足以稱“經”,認為“灸經”之說不妥,當命名為《足臂十一脈》與《陰陽

十一脈》⑨。然而,馬王堆簡帛出土這40多年來,大多數學者在論文和

著作中依然選擇使用《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的名稱。如

周一謀等(1988)、馬繼興(1992)、魏啟鵬等(1992)、韓健平(1999)、裘錫

圭(2014)等的著作中均使用此名稱。

2013年老官山醫簡出土後,其中經脈類文獻的命名也經過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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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一五十二病方》,文物出版社,1979年,頁141-
178。

唐蘭《馬王堆帛書<却谷食氣篇>考》,《文物》1975年第6期。
李鼎《從馬王堆漢墓醫書看早期的經絡學說》,《浙江中醫學院學報》1978年第5期。
郭兵權《從馬王堆漢墓醫帛談經絡及“是動”、“所生”病候》,《山東中醫學院學報》1980年

第4期。
何宗禹《馬王堆醫書中有關經絡問題的研究》,《中國針灸》1982年第5期。
王雪苔《中國針灸源流考》,《中醫雜誌》1979年第8期。
彭堅《馬王堆醫書學術研究一瞥———上篇·帛書經脈四種》,《湖南中醫學院學報》1990

年第3期。
劉澄中《大陸經脈史學研究的新檢討》,《新史學》2000年第11卷第2期

梁繁榮,王毅《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四川科學技術出版

社,2016年,頁232。



變化。2013年公佈時命名為《經脈書》《脈死候》《脈數》①。2014年整理

者將《脈數》改名為《歸脈數》②。梁繁榮(2016)將這幾種文獻命名為《十
二脈(附相脈之過)》《別脈》《刺數》③。李海峰(2016)認為《經脈書》《脈
死候》當合稱為《脈書》④。柳長華(2017)又將之命名為《脈書·下經》
《刾數》,把原命名為《敝昔醫論》的部分命名為《脈書·上經》⑤。

從上面的論述可知,簡帛經脈類文獻的命名實際處於比較混亂的

情況。通過對這三批經脈類文獻,尤其是對經脈循行路線和病症、脈死

候等內容的比較,可以發現它們在體例上存在一定的內在一致性,在內

容上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可以認為它們屬於同一種文獻的不同傳本,因
此它們的命名應該相對統一。

一、各書體例和內容的相似性

首先,從各書的結構和體例看,存在一定的內在一致性。各書內容

的主體都是經脈循行路線和相應病症。這一部分內容,基本都按照脈

名、循行路線、病症的次序敘述。其中《足臂》每條經脈文末多了治療的

內容,《陰陽》⑥則多出是動病和病症數。另外,在《足臂》《陰陽》某些經

脈條文的後面附有關於預後診斷的內容,《十二經脈》中似也存在這樣

的片段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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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成都考古研究所《成都“老官山”漢墓》,《中國文物報》2013年12月20日第4版。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考古》2014年第

7期。
梁繁榮,王毅《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四川科學技術出

版社,2016年,頁57。
李海峰,張如青《老官山漢簡<經脈書>初探》,《中醫文獻雜誌》2016年第6期。
柳長華,顧漫,周琦等《四川成都天回漢墓醫簡的命名與學術源流考》,《文物》2017年第

12期。
《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乙本及《脈書》相應內容僅存在文字上的差異,沒有寫作體例上

的差異。
梁繁榮、王毅《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四川科學技術

出版社,2016年,頁232。



其次,張家山漢簡《脈書》的內容,相當於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
《脈法》和《陰陽脈死候》三種,因此可以認為二者實際是一種書①。老官

山醫簡中既有經脈循行和主病的內容,也有相脈之法和三陰三陽脈死

候,故梁繁榮等將其合為《十二脈(附相脈之過)》一部,稱為《十二脈(附
相脈之過)》②。從其已發表的內容看,與《脈書》應是同一種書。由此,
可以認為馬王堆、張家山、老官山實際出土了《脈書》的三種傳本。

最後,《足臂》可能也是《脈書》的一種版本。一方面因爲《足臂》與
《陰陽》在經脈循行路線、所主病症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相關性。《足
臂》《陰陽》中敘述的三陰三陽經脈分布基本一致,各經脈循行路線在主

體上是一致的,僅在具體循行部位和支脈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將《足
臂》“其病”與《陰陽》“所産病”記載的病症數目用spearman相關系數進

行比較,可以發現它們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rs=0.951,P<0.05)。比較

《足臂》“其病”與《陰陽》“所産病”中重疊的病症,發現其數目佔《足臂》
中病症總數33%,佔《陰陽》中病症總數35%。

另一方面因爲《足臂》中包含了一定的《陰陽脈死候》和“相脈”的內

容。足厥陰脈“其病”之後云:扁(偏)有此五病者,有(又)煩心,死。三

陰之病亂,【不】過十日死。揗 (脈)如三人參舂,不過三日死。溫<
(脈)>絕如食頃,不過三日死。煩心,有(又)腹張(脹),死。不得臥,有
(又)煩心,死。唐(溏)叚(瘕)恆出,死。三陰病雜以陽病,可治。陽病

北(背)如流湯,死。陽病折骨絕 (筋)而無陰病,不死。這段文字上方

沒有“●”,貌似屬於足厥陰脈的內容。如周一謀等③就認爲這段是說明

如果厥陰病候皆具,又加上這些病症,就可判別死生,說明了古人已經

認識到足厥陰脈在疾病診斷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書寫時它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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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山漢墓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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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其內容多數與足厥陰脈無關,又疑似錯簡。如山田慶兒①認爲:
《陰陽脈死候》的前半部分,特別是“凡三陽”句的“其病”以下部分與“凡
三陰”句的“陰病”以下的部分,恐怕曾經是《陰陽》的一部分,前者和後

者分別附記在足陽脈與足陰脈中的某一條。《足臂》的編者,將原來混

雜在若干脈的記述中的、“決死生”的段落整合在一塊,附記在足厥陰脈

的後面。《陰陽》的編者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他們抽出了記述一般性原

則的兩條,與原本就是屬於兩部《灸經》獨立的文獻中的五死的記述相

結合,整合成了《陰陽脈死候》。趙爭等②則認爲:《足臂》中足厥陰脈後

文字是將原分屬各脈的內容抽出集中而來,這不僅是出於整齊文本的

需要,更反映了對待經脈死候的一般化趨勢。《陰陽》足厥陰脈病候僅

列四病卻述有五病的矛盾,及足太陰脈的死症病候均受了這種經脈一

般化趨勢的影響。《足臂》的脈死候被統一抽出後仍附於足厥陰脈之

後,而獨立成篇的老官山醫簡《脈死候》中,脈死候內容並未關聯於任何

經脈內容,其已脫離經脈內容而獨立成篇了,這無疑與脈死候內容的一

般化趨勢相吻合。山田氏和趙爭氏的觀點都提示了“扁(偏)有此五病

者”段與前面的足厥陰脈內容沒有關聯。

茲將之與《陰陽》(甲)厥陰脈後的內容相比較:“【……爲五=病=
(五病。五病)】有而心煩,死,勿治 (殹)。有陽眽(脈)與之俱病,可治

(殹)。”③可以發現後者的內容基本包括於前者中。其中,《陰陽》
“【(五病)】有而心煩,死,勿治 (殹)”句與《足臂》“扁(偏)有此五病者,

有(又)煩心,死”句文字相近,應該意思相同。兩句中都見有“五病”,所
指應該相同。《陰陽》中的這個“五病”,首見於張家山漢簡《脈書》,馬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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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陰陽》(乙)作“……【爲五】=病=(五病。五病)有〖而〗煩心,死,勿治也;有陽

(脈)牙(與)〖之〗俱病,可治也。”《脈書》作“五病有而心煩死,勿治殹;有陽【脈】與之俱病,可治

也。”與《陰陽》(甲)文字基本相同。以下凡三書文字基本相同者,僅舉《陰陽》(甲)例。



興、裘錫圭等據此補入《陰陽》(甲)中。諸校釋中都未解釋其含義。《足
臂》中的“五病”校釋者多數認爲指足厥陰脈“其病”所列的脞瘦、多溺、
嗜飲、足跗腫、疾畀等五種病①②③。一般認爲《陰陽》“所產病”的內容與

《足臂》“其病”相近,二者之間可能存在較多的關聯④。這個認識在足厥

陰脈遇見了例外。《足臂》中足厥陰脈“其病”的五種病並未見於《陰陽》
厥陰脈的“所産病”。這樣,《陰陽》中的“五病”就不能用《足臂》中的“五
病”來解釋。這與前述二者意思應該相同的認識是矛盾的。結合前述

山田氏與趙爭氏認為“扁(偏)有此五病者”段與前面的足厥陰脈內容沒

有關聯的觀點,可以認為諸校釋對《足臂》中“五病”的解釋有誤。慮及

《足臂》中“扁(偏)有此五病者”段另起一行的寫法,可以推斷這個“五
病”並非指厥陰脈的病候,而當另有所指,這一段內容或是錯簡至此。

至於《陰陽》厥陰脈“所產病”中出現的第一個“五病”,整理小組補

作“□□”,周一謀、魏啟鵬等俱補爲“四者”⑤⑥。馬繼興⑦“據《素問·脈

解》足厥陰病候:‘厥陰……所謂 、癃、疝、膚脹……’,則所缺之病似爲

‘膚脹’二字,今錄以待續攷。”高大倫⑧“據後文之統計共七十七病,本處

若爲四病,則少一病,故當作‘五病’,而《甲本》與本書均奪一病。”裘錫

圭等⑨據帛書乙本及張家山簡本《脈書》補作“五病”,並指出“此處稱‘所
産病’數爲五病,但所列舉僅四病,或有脫漏。”從高氏、裘氏之說可知,
這第一個“五病”是統計上文厥陰脈“所産病”數目的結果,與其後的第

二個“五病”並無必然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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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足臂》足厥陰脈後的這一段內容可能是從何處而來呢? 緊接

著“扁(偏)有此五病者”句後的“三陰之病亂,【不】過十日死”句給出了

提示。在《陰陽脈死候》中有類似的敘述:“凡三陰,地氣殹,死眽(脈)
殹。陰病而亂,則【不】過十日而死,三陰, (腐)臧(臟)煉(爛)腸而主

殺。”《脈書》中的敘述亦是相似:“凡三陰,坨(地)氣殹,死脈殹,腐臧

(臟)闌(爛)腸而主 (殺),陰病而亂,則不過十日而死。”《陰陽脈死候》
與《脈書》中的內容基本一致,僅在敘述順序上有所變動,都較《足臂》多
出三陰屬地氣,腐臟爛腸而主殺的內容。

與之相似,《足臂》“陽病折骨絕 (筋)而無陰病,不死”。也見於《陰
陽脈死候》,作“凡三陽,天氣殹,其病唯折骨列(裂)膚,不死”。《脈書》
中此句之簡缺損嚴重,但整理者①和高大倫②都補爲:“凡三陽,天氣殹,
其病唯折骨裂□一死。”裘錫圭等③已經指出《陰陽脈死候》和《脈書》原
釋文的錯誤,認爲二書中這一部分的論述與《足臂》中的論述相合。由

此提示了《足臂》足厥陰脈後的陰陽病死候與《陰陽脈死候》有關。
《陰陽脈死候》在三陽三陰死之後敘述了五死,其文末寫道:“五者

扁(偏)有,則不沽<活>矣。”這與《足臂》“扁(偏)有此五病者,有(又)煩
心,死”句式相近。可以推測《足臂》中的“五病”及《陰陽》中的第二個

“五病”可能是指“五死”之病。在“扁(偏)有此五病者,有(又)煩心,死”
句前可能有奪文。

老官山醫簡《十二經脈》中論述相脈之過:“相脉之過,左手直(置)
【果】(踝)五寸而案之,右手直(置)果(踝)而單(彈)之。應手如叁舂,
死;不至如食間,死。它脉盈,此獨【虚,則主病】。”其中“應手如叁舂,
死;不至如食間,死”句和原標題爲《脈死候》的簡文中“脈絕如食[頃],
不過二日則死”句,與《足臂》足厥陰脈後文字“揗 (脈)如三人參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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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三日死。溫< (脈)>絕如食頃,不過三日死”相似。因爲“應手如叁

舂”句不見於《陰陽》《脈書》論“相脈之道”的文字中,這句話是否老官山

漢簡整理者在整理時誤置於此了呢? 如果簡文順序不誤,就可以說,
《足臂》中同樣還包含了“相脈之過”的部分內容。

《足臂》足厥陰脈後文字“煩心,有(又)腹張(脹),死。不得臥,有
(又)煩心,死。唐(溏)叚(瘕)恆出,死”,與《陰陽十一脈灸經》(甲)鉅陰

脈所產病內容相似:“獨心煩,死;心 (痛)與復(腹)張(脹),死;不能

食,不○臥①,强吹(欠),三者同則死;唐(溏)泄,死;【水與】閉同則死,爲
十病。”《足臂》僅論及三種死候,《陰陽》變作五種死候。其中“煩心,有
(又)腹張(脹),死”化爲“獨心煩,死;心 (痛)與復(腹)張(脹),死”兩
種死候。“不得臥,有(又)煩心,死”變化成爲“不能食,不○臥,强吹

(欠),三者同則死”。“唐(溏)叚(瘕)恆出,死”也略有變化,成爲“唐
(溏)泄,死”。新增加了“【水與】閉同則死”。至於《足臂》中“三陰病雜

以陽病,可治”一句仍然保留在《陰陽》足厥陰脈文末。關於這兩段文

字,山田慶兒發現《陰陽》的論述都比《足臂》嚴密和詳細,由此認爲《足
臂》比《陰陽》在將記述的內容推向一般化上走得更遠。“陽病北(背)如
流湯,死”句在《陰陽》中未見相應內容。

總之,《足臂》足厥陰脈“其病”後的文字與《陰陽脈死候》、“相脈”都
有著密切聯繫。從這個角度說,《足臂》也可以看作是《脈書》的一種

傳本。

二、關於命名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扁鵲:“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

診脈為名耳。”司馬遷評曰:“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可見在扁鵲

之時,診脈已經成為經脈理論重要的用途之一。《史記·扁鵲倉公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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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載了淳于意從公乘陽慶處得授的醫書有:“《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這裏明確

出現了《脈書》的名稱。在敘述公乘陽慶的學術淵源時云:“慶有古先道

遺傳黃帝扁鵲《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這一方

面提示了《脈書》的主要用途是診脈知病,決人死生,定可治。另一方面

說明當時流行的《脈書》至少有黃帝、扁鵲兩派,《脈書上下經》可能已經

把二者的內容都包括在內了。《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淳于意在述及

其傳授學生的醫書時,卻並未談到《脈書》,而是改爲《上下經脈》①。《上
下經脈》應該就是《脈書上下經》,被淳於意更改了書名。或許正是因爲

經過了淳于意的整理,《經脈》之名漸顯,而《脈書》之名漸隱,由此在《內
經》成書時將相關內容收入書中而以《經脈》冠篇名。

《後漢書·郭玉傳》記載:“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

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

而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
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側之術。”雖然從

涪翁自著《針經》《診脈法》看,很難發現其學術與《脈書》的關係,但從其

學術淵源看,《診脈法》可能也屬於《脈書》類的作品,不過具有更鮮明的

診斷學的特色。
《隋書·經籍志》中明顯與經脈有關的書籍主要有三類:一類爲《脈

經》類,包括題爲《脈經》的書籍7種,及名稱中含有“脈經”字樣的書籍5
種(包括《黃帝流注脈經》一卷、《華佗觀形察色並三部脈經》一卷、《脈經

決》二卷徐氏新撰、《脈經鈔》二卷許建吳撰、《脈經略》一卷)。一類在書

名中不含“脈經”二字(包括《脈生死要訣》二卷、《三部四時五藏辨診色

決事脈》一卷)。另外,經脈的內容還被包括於某些《明堂》類書籍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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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記·扁鵲倉公列傳》:“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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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流注》六卷、《黃帝十二經脈明堂五藏人圖》一卷。由多種書籍都

命名為《脈經》,其作者卷數卻不相同,提示了當時對診脈類著作存在著

同名異書的命名傳統,也提示了這些書籍可能存在共同的學術源頭,可

能是同一學術傳統中不同流派的著作。由於隋時《黃帝內經》已經成

書,《脈書》的大部分內容已經被整理並入《內經》之中①,從目錄傳世的

《脈經》內容看,其雖然也收錄了經脈相關的內容,但更偏向於脈診的內

容。這與之前《診脈書》的學術偏向是一致的,體現出了這門學問專門

化和精細化的趨勢。

《隋書·經籍志》中對《脈經》類著作的記載說明當時對主題相近的

著作存在同名異書的命名傳統。其實這一傳統在《漢書·藝文志》中已

見端倪。《漢志》醫經類中載有七書,分別為《黃帝內經》《扁鵲內經》《白

氏內經》三種《內經》,《黃帝外經》《扁鵲外經》《白氏外經》三種《外經》,

以及《旁篇》。從《漢志》的記載已可見到當時對醫經類著作的命名即已

存在同名異書的情況,相近主題的著作命以相同書名,並前加著者以為

區分。在《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說“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脈

書》”,提示了黃帝與扁鵲的經脈類著作都稱為《脈書》,亦是前加著者以

為區分。這樣的命名傳統可以啓發我們,對出土經脈類文獻的命名當

循其舊例,對主題相近者,用同一書名來命名。

張家山漢簡《脈書》包括三部分內容,第一部分以身體部位爲綱敘

述疾病名;第二部分敘述經脈循行路線和所主病症,是其主體,相當於

《陰陽》;第三部分敘述診脈預後,相當於《脈法》《陰陽脈死候》。其主要

旨趣與公乘陽慶所傳《脈書》相仿。張家山漢簡《脈書》有題名簡,其書

名非後人所加,其書名與《史記》中相重,應該不是偶然現象。它應是未

經淳于意更改書名前的《脈書》傳本之一,可以稱爲《脈書》(張家山漢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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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陰陽》《脈法》《陰陽脈死候》相當於《脈書》的部分內容,其內容雖

然未及《脈書》全備,但也應當視爲《脈書》的一種,可以將其合爲一書。

且馬王堆帛書出土時,《陰陽》(甲)《脈法》《陰陽脈死候》抄寫於一張單

頁上,說明當時的抄寫者可能也是將其作爲一種書籍來處理的,故可將

其稱爲《脈書》(馬王堆帛書本甲)。在馬王堆出土帛書中,《足臂》單獨

書於一頁,從前述可知《足臂》與《脈書》有著密切聯繫,其可以作爲《脈
書》的另一種傳本,稱爲《脈書》(馬王堆帛書本乙)。老官山醫簡《十二

經脈(附相脈之道)》尚未完整公佈,但從其內容看,應可稱爲《脈書》(老
官山漢簡本)。至於馬王堆帛書《陰陽》(乙本),由於其與《却穀食氣》
《導引圖》同書於一頁,故吳志超等①認為三者實際是一卷前文後圖的帛

書,可以合稱為《導引食氣》。沈壽②進一步提出“古人把《陰陽十一脈灸

經》書寫在《導引圖》前段,其目的就是為了指導導引、行氣、按摩等自我

療法”。並認為經絡學說不只是針灸科獨用的學說,它對導引同樣具有

重要的指導意義。從這個角度說,《陰陽》(乙本)實際上是《導引食氣》

的一部分,與《脈書》無關。

同一書因爲傳本不同而分爲幾岐,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老子》等
著作中,對彼今以一名以概之,此則因世無單行本流傳,而一書冠以多

名,就顯得有些混亂了。“脈書”是有史可察,且有明確物證的漢代經脈

類著作的名稱,《脈書》的傳承體系在史書中也有記載,用《脈書》統一命

名相關的經脈類出土文獻,並附以出土地址和書寫載體以示區別,可能

是對這類文獻較爲合適的命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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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超、沈壽《<却穀食氣篇>初探》,《北京體育學院學報》1981年第3期。
沈壽《西漢帛畫<導引圖>結合<陰陽十一脈灸經>綜探》,《成都體育學院學報》1983年

第4期。



漢簡帛醫書字詞考釋四則

劉春語①

  摘 要:本文在整理研讀前人時賢研究漢簡帛醫書成果的基礎上,主要考

察、討論了《張家山漢簡·脈書》簡53“ ”,《馬王堆帛書·十問》簡83“卵”,《馬

王堆帛書·十問》簡82“ ”、“寫”,《馬王堆帛書·十問》簡8“ ”等學界說法不

一、無有定論的幾個字詞。得出如下結論:“ ”字,應隸定爲“ ”,讀爲“滔”,釋

爲“(血液像水流一樣)流動不止”;“卵”字應釋爲“雄雞卵”,今稱之“公雞睾丸”;

“ ”字應讀爲“飫”,釋爲“飲食”;“寫”字應讀如本字,釋爲“放置、傳食”;“ ”

字,應隸定爲“ ”,讀爲“剺( 、棃)”,釋爲“皮膚皴裂”。

  關鍵詞:《張家山漢簡·脈書》;《馬王堆帛書·十問》;考辨

漢簡帛醫書內容繁雜,種類繁多,不少篇章深奧難懂,加之載體殘

損嚴重,圖版無法復原,雖學界研究考釋工作一直在進行,但至今仍存

在大量的疑難字詞、語句尚未得到徹底解讀。筆者在做漢簡帛醫書整

理工作及研讀前人時賢研究成果時,發現前賢時彥對1983年12月湖北

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的竹簡古醫書《脈書》簡53“ ”字及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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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的古醫書《馬王堆帛書·十

問》簡83的“卵”字,簡82的“ ”字、“寫”字,簡8的“ ”字字形隸定及

釋義等問題說法不一,無有定論,故筆者不揣淺陋,謹對這幾處有爭議

字詞進行再考察、討論,提出商榷意見,以就正於方家。

1.《張家山漢簡·脈書》53:夫乘車食肉者,春秋必 ,不 則脈闌

(爛)而肉死。脈盈而洫之,虛而實之,諍(静)則侍(待)之53。

“ ”字,張家山漢墓整理小組疑爲“瀉”字之譌①,周祖亮等先生持

相同觀點②;高大倫先生疑爲“泗”字之別構,“泗”讀爲“瀉”,一聲之

轉③;孟蓬生先生疑爲“渴”字異構……是將“渴”字左上部省去,另加

“介”爲聲符④;何有祖先生認爲此字右下部从“臼”,與《遣策》10號簡

“稻”所从形同,右上部的“爪”形則略異……郭店《性自命出》44號簡

“ ”字作 ,其下部从“舀”,其“爪”形與我們討論的字上部“爪”形正同。

據此將此字釋作“滔”。並言“春秋必滔,不滔則脈闌(爛)而肉死”,當指

乘車食肉者,(若有足够的運動就)活得比較長。否則,就會因爲缺乏運

動而出現“脈闌(爛)而肉死”的慘况⑤。

謹按:我們認爲,上述諸家對此字隸定與釋義皆不確。此字兩處皆

應隸定爲“ ”字,讀爲“滔”,釋爲“(血液像水流一樣)流動不止”。理由

如下:首先,核查原圖版,此字兩處圖版分別作 、 ,第二處圖版字形

已經漫漶不清,第一處相對比較清晰,細審之,此字爲一左右結構字,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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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

出版社,2006年。
周祖亮、方懿林《簡帛醫藥文獻校釋》,學苑出版社,2014年。
高大倫《張家山漢簡<脈書>校釋》,成都出版社,1992年。
孟蓬生《張家山漢簡字義劄記》,《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年第5期。
何有祖《張家山漢簡釋文與注釋商補》,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2007年,何有祖又發文《張家山漢簡<脈書>、<算數書>劄記》,此文中也有對此字詞的考釋,其觀

點與《張家山漢簡釋文與注釋商補》所闡釋的觀點大致相同,此文不再重復轉錄,詳見何有祖《張
家山漢簡<脈書>、<算數書>劄記》,《江漢考古》2007年第1期。



部从“氵”,毫無疑義,右部爲上下結構,對比《張家山漢簡·遣策》簡10
“稻”字圖版,其右下部如何有祖所言,字形相同。右上部非“爫”,而是

“六”字,《張家山漢簡·脈書》簡55“六”字圖版作 ,與此寫法相同,故

此字應該隸定爲“ ”。“ ”疑爲“滔”之異構字。滔,《說文·水部》:“水
漫漫大皃。从水,舀聲。”此處引申指(身體裏面的血液像流水一樣)流
動不止。“夫乘車食肉者,春秋必 (滔),不 (滔)則脈闌(爛)而肉死”

是說那些出門就乘車,飲食則大魚大肉的上層貴族們,一年四季都要保

持身體裏面的血液像流水一樣流動不止,如果血液不流動了,就會出現

筋脈腐爛,肌肉壞死的情況。此句之前《脈書》簡52-53有“夫留(流)水
不腐,户貙(樞)不橐(蠧),以其勭(動)。勭(動)者實四支(肢)而虛五52

臧(臟),五臧(臟)虛則玉體利矣”。內容講述的是水只有流動才不會變

成腐壞的臭水,門軸只有經常轉動才不會被蟲蛀蝕,這都是因爲“動”的
緣故,動起來四肢才會結實,五臟才會空靈,五臟空靈,身體才能健康。

此段用流水和户貙的譬喻說明“動”的重要性,“夫乘車食肉者,春秋必

(滔),不 (滔)則脈闌(爛)而肉死。”正是承襲這段譬喻而來,釋“滔”

爲“(血液像流水一樣)流動不止”,正契合了此段文意。

2.《馬王堆帛書·十問》82-84:威王曰:“善。 (然)有不如子言者,

夫春 (沃)寫(瀉)人<入>82﹛人<入>﹜以韭者,何其不與酒而恆與卵

邪?”文執(摯)合(答)曰:“亦可。夫雞者,陽獸也83,發眀(明)聲蔥(聰),

信(伸)頭羽張者也。復陰 (三月),與韭俱勶(徹),故道者食之」。”
“卵”字的釋讀,學界主要有以下觀點: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認

爲《鹽鐵論·散不足》有韭卵,是當時在市場上出售的食物①;周一謀、蕭
佐桃兩先生認爲當指韭卵,並據《鹽鐵論·散不足》推斷韭卵可能是用

韭汁浸泡或醃製過的禽蛋之類②;馬繼興先生認爲“卵”字指雞卵,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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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文物出版,1985年。
周一謀、蕭佐桃《馬王堆醫書考注》,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



可能是指“韭卵”,所謂韭卵,是在漢代前後的一種商品食物,並據桓寬

氏的《鹽鐵論·散不足》一書在追溯食品業發展時的記述推測此處“卵”

可能是現仍保留下來民間菜肴之一的雞蛋炒韭菜①;周祖亮、方懿林兩

先生則認爲此處“卵”當指雞蛋②。

謹按:核查原圖版,此字隸定爲“卵”沒有問題。“卵”字,學界基本

上都認爲指“韭卵”,至於“韭卵”的具體所指,上述諸家觀點可歸爲三

類:一是用韭汁浸泡或醃製過的禽蛋之類;二是雞蛋炒韭菜;三是雞蛋。

我們認爲以上諸家所言皆非。此處的“卵”應是“雄雞卵”,今稱之“公雞

睾丸”。理由如下:要弄清此處“卵”字具體所指,首先必須解決此字所

在上下文文意。此字所在段落屬於《馬王堆帛書·十問》當中第九問。

爲考釋需要,茲錄有關原文如下:
·文執(摯)見齊威 王 (威王,威王)問道焉,曰:“ (寡)人聞子夫

(大夫)之博於道也, (寡)人巳(已)74宗廟之祠,不叚(暇)其聽,欲聞道

之要者」,二」、三言而止」。”文執(摯)合(答)曰:“臣75爲道三百編,而臥最

爲首。”威王曰:“子澤(繹)之,臥時食何氏(是)有?”文執(摯)合(答)

曰:76“淳酒毒韭。”威王曰:“子之長韭何邪?」”文執(摯)合(答)曰:“后

(稷)半(播)鞣(耰),草千歲77者唯韭,故因而命之。亓(其)受天氣也蚤

(早),亓(其)受地氣也葆」,故辟聶(懾) 胠(怯)者78,食之恆張;目不蔡

(察)者,食之恆眀(明)」;耳不聞者,食之恆蔥(聰);春 (三月)食79之,

苛(疴)疾不昌」,筋骨益強,此胃(謂)百草之王。”威王曰:“善」。子之長

酒何邪?”80文執(摯)合(答)曰:“酒者,五穀之精氣也,亓(其)人<入>中

散溜(流)」,亓(其)人<入>理也勶(徹)而周,不胥81臥而九(究)理,故以

爲百藥 (由)。”威王曰:“善。 (然)有不如子言者,夫春 (沃)寫(瀉)

人<入>82﹛人<入>﹜以韭者,何其不與酒而恆與卵邪?”文執(摯)合(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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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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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亦可。夫雞者,陽獸也83,發眀(明)聲蔥(聰),信(伸)頭羽張者也。
復陰 (三月),與韭俱勶(徹),故道者食之」。”

這一問主要通過文摯與齊威王的對話,闡述了美酒、韭菜與養生之

間的關係。文摯告訴齊威王睡覺前應該服用美酒搭配韭菜,因爲美酒

是五穀之精氣,韭菜是一種永生的百草之王,服用這兩種東西,強身健

體,益壽延年。這時齊威王就產生了一個疑問,“威王曰:‘善。 (然)有
不如子言者,夫春 (沃)寫(瀉)人<入>﹛人<入>﹜以韭者,何其不與酒

而恆與卵邪?’”這句話意思是:“齊威王說:‘你所說的(睡覺前服用美酒

和韭菜強身健體,益壽延年)很有道理,但是,也有一種和你所說的不一

樣的情況,就是在春季宴飲中將韭菜放置於食器中傳送供人食用時,爲
什麼搭配的不是美酒而經常是卵呢?’”“文執(摯)合(答)曰:亦可。夫

雞者,陽獸也,發眀(明)聲蔥(聰),信(伸)頭羽張者也。復陰 (三月),
與韭俱勶(徹),故道者食之。”這句話意思是:“文摯回答說:這(韭菜搭

配‘卵’)也是可以的,因爲公雞屬於陽性動物,鳴啼司晨,催人早醒,開
啟視聽,伸頭展翅高聲打鳴,極其雄壯。陰氣旺盛的冬季三個月,和韭

菜一樣具有通徹陽氣的作用,所以懂得養生之道的人服食它們。”現在

我們分析文摯回答的“亦可”的含義,指的應該是“韭菜不搭配美酒而搭

配‘卵’一起服食”也可以(強身健體)。然後接下來論述的就是理由:因
爲公雞也是陽性的,和韭菜一樣(韭菜別名“起陽草”、“壯陽草”)具有通

徹陽氣的作用。那麼問題來了,如果此處如上述諸家所言將“卵”解釋

爲“雞蛋”,文意上顯然不通:“雞蛋”是母雞產的,爲什麼解釋韭菜搭配

“卵”也可以的原因時不說“母雞”如何如何而要講“公雞”是壯陽的動

物? 顯然這裏的“卵”字不該釋爲“雞蛋”。從文意上分析,此處“卵”字
字義和公雞有關而又不是公雞本身。公雞身上和韭菜具有同樣壯陽功

效又稱之爲“卵”的應該是公雞的睾丸。查閱古醫籍,“卵”字有指雄性

動物睾丸的記載。如《神農本草經》下品有豚卵一藥,《本草綱目》卷五

十釋爲“牡豬外腎”,“牡豬外腎”也就是公豬的睾丸。民間補腎壯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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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方爲韭菜雞睾湯:“韭菜45克(洗淨切段),雄雞睾丸65克,生薑絲

30克,酒、食用植物油適量,鹽少許。炒熟當菜佐餐。每晚1次。可根

據身體狀況,連用7~15天。如無雞睾丸可用羊睾丸代替,分量略減。”
《馬王堆帛書·十問》第二問黃帝問於大成的對話當中,大成也曾言

“……鳴雄有精,誠能服此,玉 (策)復生”,“鳴雄”指的是“公雞”,“鳴雄

有精”指的是“公雞的睾丸”,大成這句話的意思是“……服用公雞的睾

丸可以讓性機能恢復”。根據《十問》的內容性質屬於房中養生文獻,再
結合文意,配合傳世醫書的相關記載,我們認爲此處的“卵”絕非“韭
卵”,而是“公雞的睾丸”。《鹽鐵論》中是有“韭卵”的記載,但此處原文

“韭”與“卵”只是恰好出現在同一句話當中,意義與“韭卵”並無關聯,諸
家將二者連綴在一起並認爲此處“卵”和《鹽鐵論》中的“韭卵”爲一物,

謬矣。

3.《馬王堆帛書·十問》8-9:民何失而 (顏)色鹿<麄> (貍-
黎)」,黑而蒼? 民何得而奏(腠)理靡曼8,鮮白有光?

“黑”前一字,其字形隸定,學界主要有以下觀點: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隸定爲“ ”①,周一謀、蕭佐桃②、馬繼興③、魯兆麟、黃作陣④、

魏啓鵬、胡翔驊⑤、周祖亮、方懿林⑥等先生從之;《發掘報告》隸定爲

“ ”⑦;集成本隸定爲“ ”⑧。
“ ”字的釋讀,學界主要有以下觀點: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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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文物出版,1985年。
周一謀、蕭佐桃《馬王堆醫書考注》,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
魯兆麟主校、黃作陣點校《馬王堆醫書》,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年。
魏啓鵬、胡翔驊《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貳)》,成都出版社,1992年。
周祖亮、方懿林《簡帛醫藥文獻校釋》,學苑出版社,2014年。
指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

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爲行文方便,此處簡稱《發掘報告》。
指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馬王堆漢墓簡

帛集成》,中華書局,2014年。爲行文方便,此處簡稱“集成本”。



爲黎,並言《論語·雍也》皇疏:“犁音貍。”可爲旁證。黎,黑,字或作

黧①。周一謀、蕭佐桃②、馬繼興③、魯兆麟、黃作陣④、周祖亮、方懿林⑤

等先生從之;魏啓鵬、胡翔驊兩先生⑥讀爲剺、 、棃。認爲麄貍與麄棤、

麤皵義同。

謹按:核查原圖版,此字作 ,我們摹寫後爲 ,細審之,此字爲一

左右結構字,左部上方爲“ ”,下方爲“壬”,右部爲“里”,整字應隸定爲

“ ”,集成本隸定正確,餘家皆失。此字諸家皆釋作“貍”,可信。“貍”,

僅從音理上分析,上述諸家讀爲“黎(黧)”或“剺( 、棃)”都有道理,然將

兩種觀點放回原文,發現讀“貍”爲“黎(黧)”,不妥。原文言“ (顏)色
鹿<麄> (貍-黎),黑而蒼”,“鹿”諸家皆認爲是“麄”的訛字,可從。
“麄”即“粗”的異體字。將“ (貍-黎)”釋爲“黑,黑而黃”,放回原文此

處,即爲“顏色又粗糙又黑,又黑又滄桑”,後面有一個專門表示“黑色”

的顏色詞“黑”,前面何必又多餘用一個書寫繁瑣的“ ”字表示“黑色”?

如此釋義,文意上重復,故此說不可取。我們同意第二種觀點,認爲此

處“貍”應讀爲“剺( 、棃)”,釋爲“皮膚皴裂”。“麄貍”即“麄棤”、“麤
皵”。此釋音理可通,放回原文文意通透。

4.《馬王堆帛書·十問》82-83:威王曰:“善。 (然)有不如子言者,

夫春 (沃)寫(瀉)人<入>82﹛人<入>﹜以韭者,何其不與酒而恆與

卵邪?”
“ ”字的釋讀,學界觀點如下:周一謀、蕭佐桃兩先生認爲當作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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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文物出版,1985年。
周一謀、蕭佐桃《馬王堆醫書考注》,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
魯兆麟主校、黃作陣點校《馬王堆醫書》,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年。
周祖亮、方懿林《簡帛醫藥文獻校釋》,學苑出版社,2014年。
魏啓鵬、胡翔驊《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貳)》,成都出版社,1992年。



(yù俞),指飲食①。馬繼興先生認爲是“沃”的形近訛字。沃字義爲

沫②。魏啓鵬、胡翔驊兩先生認爲沃讀爲飫,本作 ,春飫指春季中的祭

祀和宴饗,韭爲常用之物③,周祖亮、方懿林兩先生亦持此觀點④。集成

本讀爲沃,釋爲澆灌⑤。
“寫”字的釋讀,學界觀點如下:周一謀、蕭佐桃等先生認爲同瀉,意

即春天因飲食不適而引起腹瀉者,當加食辛温之韭以安臓腑,⑥馬繼興

先生亦持此觀點⑦;魏啓鵬、胡翔驊⑧、周祖亮、方懿林等先生讀爲本字,

釋爲放置、傳食⑨;集成本讀爲瀉,釋爲傾倒。

謹按:“春”後二字,諸家皆隸定爲“ 寫”,核查原圖版,此二字隸定

沒有問題。

單純從音理上來看,上述諸家將“ ”字讀爲“沃”或“飫”,“寫”讀
爲“瀉”或讀如本字都講得通。但結合《馬王堆帛書·十問》的房中類

養生文獻的內容性質來看,我們認爲此處的“ ”字應讀爲“飫”,釋爲

“飲食”;“寫”字應讀如本字,釋爲“放置、傳食”。理由如下:首先此二

字所在段落屬於《馬王堆帛書·十問》當中第九問。這一問主要通過

文摯與齊威王的對話,闡述了美酒、韭菜與養生之間的關係。文摯告

訴齊威王睡覺前應該服用美酒搭配韭菜,因爲美酒是五穀之精氣,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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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謀、蕭佐桃《馬王堆醫書考注》,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
魏啓鵬、胡翔驊《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貳)》,成都出版社,1992年。
周祖亮、方懿林《簡帛醫藥文獻校釋》,學苑出版社,2014年。
指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馬王堆漢墓簡

帛集成》,中華書局,2014年。爲行文方便,此處簡稱集成本。
周一謀、蕭佐桃《馬王堆醫書考注》,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
魏啓鵬、胡翔驊《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貳)》,成都出版社,1992年。
周祖亮、方懿林《簡帛醫藥文獻校釋》,學苑出版社,2014年。
指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馬王堆漢墓簡

帛集成》,中華書局,2014年。爲行文方便,此處簡稱集成本。



菜是一種永生的百草之王,服用這兩種東西,強身健體,益壽延年。這

時齊威王就產生了一個疑問,“威王曰:‘善。 (然)有不如子言者,夫
春 (沃)寫(瀉)人<入>﹛人<入>﹜以韭者,何其不與酒而恆與卵

邪?’”若此處誠如上諸家將“沃瀉”釋爲“飲食不適引起腹瀉”,將“夫
春沃瀉人入以韭”釋爲“春天因飲食不適引起腹瀉,加韭以安臟腑”,那
麼問題就來了:雖傳世醫書確有記載韭菜有止腹瀉的功效,但韭菜主

要功效還是補腎壯陽而不是止瀉,況更重要的原因是止瀉絕不會用到

公雞的睾丸。韭菜壯陽之功效從其別名也能夠看出來,侯寧極《藥譜》

稱“韭菜”爲“起陽草”,王禎《農書》稱“韭菜”爲“長生韭”,《本草述》稱
“韭菜”爲“壯陽草”,所以第九問當中文摯一直強調要睡前服用韭菜和

美酒來強身健體,補益陽氣,此問齊威王的疑問是爲什麼有一種情況

不是韭菜配合美酒而是韭菜配合公雞的睾丸? 文摯的回答是這樣的:
“文執(摯)合(答)曰:亦可。夫雞者,陽獸也,發眀(明)聲蔥(聰),信
(伸)頭羽張者也。復陰 (三月),與韭俱勶(徹),故道者食之。”文摯

和齊威王的對話始終圍繞的都是強身健體,補益陽氣,突然說“春天因

飲食不適引起腹瀉,加韭以安臟腑”,與文章主旨相差甚遠。我們認爲

“ ”讀爲“飫”,釋爲“飲食”,《玉篇·食部》:“飫,食也。”“寫”讀如本

字,釋爲“放置、傳食”,《禮記·曲禮上》:“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鄭玄注:“寫者,傳己器乃食之也。”那麼實際上齊威王說的這種情況應

該是“在春季宴飲中將韭菜放置於食器中傳送供人食用時,爲什麼韭

菜搭配的不是美酒而經常是公雞的睾丸呢?”查閱古書可知,在古代春

季的祭祀和宴饗中,韭是常用之物。《毛詩·豳風·七月》就有記載: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禮記·王制》亦云:“庶人春薦韭,韭以

卵。”《馬王堆帛書·十問》(簡77-80)也言“草千歲者唯韭……春

(三月)食之,苛(疴)疾不昌,筋骨益強。”此外《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

六轉引《神農黃帝食禁》亦云:“二月、三月宜食韭,大益人心。”唐代大

詩人杜甫也有詩句言“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可見春季服食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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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是非常常見的現象。至於原因,《證類本草》有闡述:“韭,春食

則香,夏食則臭,多食則昏神。”如此釋讀,才契合簡文養生的主旨和文

意。綜上,我們認爲“ ”字讀爲“飫”,釋爲“飲食”;“寫”字讀如本字,

釋爲“放置、傳食”。此處簡文釋文應作“ (飫)寫”。

以上爲筆者的研究、考辨,以供方家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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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官山178簡考辨①

沈澍農②

  摘 要:老官山178簡爲《六十病方》之第四十二方,成都中醫藥大學整理

組(以下簡稱“整理組”)提供的條文錄寫和相應的題名簡324簡録寫,並發表了

對178簡部分病名的研究,筆者在他們論文的基礎上再作進一步探討。

  關鍵詞:老官山漢墓;《六十病方》;病名;178簡

《六十病方》是成都老官山出土醫藥簡中的重要部分。其中的178
簡為《六十病方》之第四十二方,2017年5月,在重慶西南大學舉辦的第

二屆出土涉醫文獻研討會上,成都中醫藥大學整理組(以下簡稱“整理

組”)發表了《老官山漢墓醫簡<六十病方>幾種疑難病名試釋》一文,文

中提供的該條錄文為:“卌二 治心腹為病也,如大伏蠟敫(筆者按:原

字左上為“曰”作“ ”)蛕動,如蚖、蜇、蜴(筆者按:原件作‘蝪’)者,此皆

在腸中,及承瘕、諸它(蟲)瘕之動,如鼠蜂竄成蟲者。”在相應的題名簡

(相當於目錄)324簡中,本簡之題為“治大伏蠟 蛕卌二”。178簡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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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寫作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資助,項目編號:12&ZD115。
沈澍農,南京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 教授 南京 210023。



相對清楚,但存在多處難解之點。整理組上述文中討論了178簡的部

分病名,筆者在他們論文的基礎上再作進一步探討。

爲方便辨考,先列整理組文中公佈的相關字形如下:

178簡局部//324簡局部

一、大伏蜡

“大伏蜡”,題名簡和正文簡相同。此處“蜡”,整理組提出:古讀音

如“去”,同“蛆( )”。《說文解字》引《周禮》“蜡氏掌除骴”爲例證,段玉

裁引鄭玄注“鄭曰:蜡,骨肉臭腐,蠅蟲所蜡也。蜡讀如狙司之狙。”言明

其音義。段玉裁進一步闡釋各字形的關係:“蠅生子爲蛆。蛆者俗字,

者正字,蜡者古字。已成爲蛆,乳生之曰 、曰蜡。……此當依《廣韻》七

慮切。”

今考,原文說的是心腹之病,且後文並列之蟲形體都較大而有明顯

特點,而蛆體形較小且形體無明顯特點,中醫言及寄生蟲或癥瘕類疾病

時,也沒有見到將“蛆”計入其中的。順便還要指出的是,雖然上述考注

引據《說文》與段注,但理解上卻有偏差。當代多種字典釋“蜡”的本義

為“蠅的幼蟲”,即指“蠅所生之子”,並誤。仔細體味《說文》原釋“蜡,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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蛆也”與段注之“乳生之曰 、曰蜡”,以及所引鄭玄注之“蠅蟲所蜡”(所

字結構,“所”連接的應是動詞),其所說的“蜡(蛆)”都是指“蠅生子”這

樣的動作,並非指“蠅所生之子”這樣的名詞。又如《齊民要術》卷八《臘

脯第七十五》:“作浥魚法……夏須甕盛泥封,勿令蠅蛆。”(所見多種《齊

民要術》作“蛆”,段注引作“ ”),此句“蛆( )”亦顯然是動詞產子之義,

因而“蜡”(蛆、 )的初義並不指“蠅的幼蟲”,不能簡單地用《說文》與段

注釋義作為“蛆”的後起義的理據。

從所在條文看,應是並列幾種蟲名,用以比擬心腹或腸中癥瘕病之

病形,尤其應和此後的蟲類相近。

古人喜歡用蟲形比擬癥瘕之形。《本草綱目》卷四十二“蚘(蛔)蟲”

條言:“凡一切癥瘕,久皆成蟲。紫庭真人云:九蟲之中,六蟲傳變為勞

瘵,而胃、蚘、寸白三蟲不傳。其蟲傳變,或如嬰兒,如鬼形,如蛤蟆,如

守宮,如蜈蚣,如螻蟻,如蛇如鱉,如蝟如鼠,如蝠如蝦,如豬肝,如血汁,

如亂髮亂絲等狀。”《諸病源候論》卷十八亦有《九蟲候》(其說可能源自

《集驗方》)所言九蟲則分別為:伏蟲、蚘蟲、白蟲、肉蟲、肺蟲、胃蟲、弱

蟲、赤蟲、蟯蟲。其部分條文曰:“九蟲者:一曰伏蟲,長四分;二曰蚘蟲,

長一尺;三曰白蟲,長一寸……伏蟲,群蟲之主也;蚘蟲,貫心則殺人;白

蟲相生,子孫轉大,長至四五尺,亦能殺人……”(《千金要方》卷十八《九

蟲第七》、《外臺秘要》卷第二十六《九蟲方》等亦轉引本條。)

在這兩個條文中,出現了兩個與“伏”有關的蟲名。一是“蝠”,蝙

蝠,亦名伏翼。但“翼”與“蜡”形、義無關,音亦不太近,因而是“伏翼”的

可能性似乎不大;另一是“伏蟲”,“伏蟲”真實所指雖然已經失傳,但被

號為“群蟲之祖”,則當有古老的淵源。故古老的六十病方中出現其別

稱的可能性較大。如果是這樣,則“蜡”在此應是“蛆蟲”的引申義,泛指

蟲類,因而“伏蜡”就是指伏蟲。因為詞義的應用並不一定是完全基於

定義來用的,所以,不嚴格使用時,就可能用於更寬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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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笈七簽》八十二卷有下三屍方:“貫眾五分(主伏蟲),白藜蘆十

二分(主長蟲,欲得雄者),蜀漆三分(主白蟲),蕪荑五分(主肉蟲),石蠶

五分(主蜣蟲),厚樸三分(主肺蟲),狼牙子四分(主胃蟲),雷丸六分(主

赤蟲),僵蠶四分(主膈蟲)。右九味物,熬令黃,合搗篩之,煉蜜丸如梧

桐子大。以粉漿服五丸,日三服之。漸加至十丸。十二日癥聚下,六十

日百病癒。”其中排在第一的亦是“伏蟲”。

此外,《素問·氣厥論》:“小腸移熱於大腸,為虙瘕,為沈。”“虙”同
“伏”,“虙瘕”似乎也可能和“大伏蜡”有些關聯。

不過,“大伏蜡”這個短語或許存在著其他解讀的可能性,如果將來

其他古代醫簡中出現新的線索,我們或有可能得到更明晰的認識。

二、 ( )蛕

,見於178簡,題名簡(324簡)中則作 。

整理組謂:“兩者是否爲同一字的異體? 此字在《漢語大字典》未

見,與其形近者爲‘敫’和‘蜴’,前者謂色白,後者爲‘蜥蜴’……”又說:

“ 疑爲“蜴”字。或爲類‘蜥蜴’的一種蟲,並與後文“如蚖、蜇、蜴者”相

呼應。……“昘”和“昜”形體非常近似,若加上偏旁“蟲”則分別成了“

”和“蜴”,所以懷疑此處的“ ”或者就是由“蜴”的書寫形體衍繹而來。

整理組考慮324簡的 與“蜴”相近,因而以此立說;但對178簡的

則放下不言,這是不妥當的,二字形應連帶考慮。且後文又出現

“蜴”,則此字不當再爲“蜴”。今考:兩簡中字雖不同,但按常理來說應

是同一字的不同寫法。由這兩個字形綜合考慮,筆者推想正字當爲

“蟲”旁“敫”聲,即“ ”字,只是抄寫者在抄寫題名簡和正文時分別省寫

了右偏旁和左偏旁,又把其中的構字部件“白”寫成了“日”。“敫”聲之

字中的“白”寫作“日”,雖不屬常見,但卻是有的。著名東漢石碑《郙閣

頌》中的“激”即寫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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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郙閣頌》(清拓)中的“激”(居中一字)和另一拓片單字

又如“竅”字,因爲上下部分的筆畫相疊,古人的隸書和楷書則常見

字中的“白”寫作“日”。馬王堆漢墓帛書“竅”字即如此。

“敫”同“交”音,故“ ”就是“蛟”。與原簡後一字“蛕(同蛔)”相連,

就是“蛟蛕”。《靈樞·厥病第二十四》:“腸中有蟲瘕及蛟蛕,皆不可取

以小鍼。心腸痛憹,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喜渴,涎出

者,是蛟蛕也。”正以“蛟蛕”連文。蛟蛔者,一般認爲即是蛔蟲。楊上善

《太素》注云:“心痛甚取輸無益者,乃是腸中有蟲瘕蛟蛕。腸中長蟲也,

音交。可以手按,用大針刺之,不可用小針。……蟲食而聚,猶若腫聚

也。食已而散,故休止也。又聚擾於胃,故熱渴涎出也。若蛟相交,所

以蛕稱蛟也。”(抄本中“蛟”“交”都似“蛂”“叐”,但據文義,當是“蛟”

“交”二字。)張介賓注:“蛟即蛕,屬蛕蚘也。”《諸病源候論》卷十九《癥瘕

門》有《蛟龍病候》:“蛟龍病者,云三月八月蛟龍子生在芹菜上,人食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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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不幸隨食入人腹,變成蛟龍,其病之狀,發則如癲。”此“蛟龍”者,當

即指蛔蟲。雖然古字書中無“蛟”訓“蛔”之說,但中醫古籍中此義卻是

確實存在的。

三、蜇蝪

整理組認爲:178簡截圖末尾的“蝪”( )當是“蜴”字,此字中的

“易”筆變爲“昜”。若去掉“昜”日字下的長橫,實際就成了324簡截圖

第四字的模樣“ ”,唯一不同的是178簡“蝪”字第六筆寫得很誇張,不
僅長,而且還拐大彎(筆者按:當指此字右下方突出的橫折鉤,所說第六

筆,似指構字部件“易”部分的第六筆),與其相當的324簡“ ”字的此

筆則簡約而質樸,或因異體字的筆畫簡省。

今按:整理組將“蝪”辨作“蜴”,是正確的。古人書寫“易”聲與“昜”

聲之字每易相混。如以下兩字都是“錫”:

以下是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賜”:

同理,則“蜴”可以寫如“蝪”。

但是,前文已析,324簡的“ ”字其實是“ ”,爲“蛟”的異變。整理

組將其與“蜴”字相牽連,是錯誤的。

又,文中“蜇”字無義。“蜇”作名詞爲海蜇,作動詞爲蜇刺,都與寄

生蟲無關。古人手寫字木旁手旁常不細分,從上下文看,此中“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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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蜤”,亦即“蜥”字,蓋古人手書時木旁手旁易生互混,幾無分別;原文中

其下為“蜴”,二字相連而為“蜥蜴”。前引《本草綱目》“蛔蟲”中言九蟲

有“如守宮”一語,守宮,亦為蜥蜴之類。

而178簡中“蜥蜴”前的“蚖”,經傳中又作“螈”,亦與蜥蜴同類。
《方言·釋魚》:“蠑螈、晰易,守宫也。”《説文·蟲部》:“榮蚖,它醫,以注

鳴者。”段玉裁注:“《釋魚》:‘蠑螈,蜥易也。’《小雅·節南山》傳曰:‘蜴,

螈也。’蜴當作易。螈當作蚖。榮蚖或單 蚖。《史記》‘龍漦化爲玄蚖,

以入王后宮’是也。”(按:所引毛詩傳出《小雅·正月》“哀今之人,胡爲

虺蜴”句下,段注有誤)原件以“蚖”與“蜥蜴”連言,“蚖”字之義理清楚,

就更可確定簡文“蜇蜴”當爲“蜥蜴”。

四、承瘕

“承瘕”之“承”,整理組先前曾在所發表的相關文章中寫爲“拯”,非
是;此次文章中寫作“承”,正確。“承”原簡字形(見梁繁榮等《揭秘敝昔

遺書與漆人》一書第293頁)與漢《曹全碑》中的寫法相似,可證。

“承瘕”在老官山《六十病方》中還見於266簡題名簡:“治心腹承瘕

四”和117簡病方簡:“治心腹承瘕、字餘,病少腹痛,此皆有積,案之應

手,方(妨)食,及暴血在心腹,及氣暴上,腹盈放(妨)息者。”(筆者按:
“病”字宜屬上)老官山《諸病》中亦有數見。王一童碩士論文《老官山醫

簡諸瘕諸癉諸風病名考釋研究》中稱承瘕似與“賁豚”病相似,但未分析

病名含義。整理組則提出兩個看法:第一,“承”通“丞”,《廣雅》:“丞,沒
也。”故承瘕爲“病情沉重之瘕”;第二,“承”通“贈”,與“癥”疊韻通假,故
將“承瘕”作爲“癥瘕”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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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爲,整理組第一個意見轉訓扞格,不大可取;第二個意見有

合理性,但還需要作一些補充。

承、徵(癥的聲符)同屬蒸韻,例得通假,不必由“贈”轉證;在後世中

醫古籍中與“瘕”連詞且與“承”音近者也只有“癥”。但僅據此就說“承”

通“癥”還是不能完整地認識原文。

考“癥”字,在傳世古籍中首先見於《史記·扁鵲傳》:“扁鵲以其言

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馬王堆醫書、

武威漢代醫簡等多種簡帛醫書中沒有出現“癥”字,《素問》《靈樞》《難
經》中也沒有出現“癥”字。其後,東漢末至晉則有了不少用例。特別是

《神農本草經》有多味藥物有治“癥(癥瘕)”的記載,如曾青、太一禹餘

糧、卷柏、肉蓯蓉、蒺藜子、龍骨、殷孽、麻黃、丹參、苦參、桑根白皮、紫
薇、海藻、龜甲、鱉甲等。再如《金匱要略·瘧病脈證》:“師曰:此結爲癥

瘕,名曰瘧母。急治之,宜鱉甲煎丸。”王叔和《脈經》:“左手脈橫,癥在

左;右手脈橫,癥在右。”又《抱朴子·用刑》:“夫癥瘕不除,而不修越人

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主要爲隋唐時期文獻的敦煌卷子醫書中,
“癥”字出現也較多。但奇怪的是,傳世字書中,“癥”字到宋代才出現。
《廣韻》:“癥,腹病。”《玉篇》:“癥,腹結病也。”雖然字書收字會有滯後

性,但相差應不會太多。因此,至少《扁鵲傳》中的“癥”字是頗爲可疑

的,可能出於後人的改動。甚至,東漢與晉醫書中的“癥”字的運用也是

可疑的。若“癥”與“承”並不共時,自然也就無法通假。

雖然《諸病源候論·癥候》以釋名方式釋云:“癥者……言其形狀可

徴驗也。”但這很可能出於後人的演繹,“癥”字原始之義爲何,是否從

“徵”得聲得義,恐怕都不能如此肯定。老官山《六十病方》記作“承”,或
許是癥病的舊名,但“癥”病未必得義於“徵”,原義或已失傳而無考。從

老官山用例的詞語關係看,“承瘕”爲“瘕”的一種,而非如後世“癥瘕”對
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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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它瘕

它瘕,整理組記作“它(蟲)瘕”。

按,《說文》:“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

故相問無它乎。凡它之屬皆从它。蛇,它或從虫。”整理組記作“它(蟲)

瘕”或即源於此。但是,《說文》之“虫”並非“蟲”的簡化字,而是“虺”的
古字,因而不能據《說文》之釋義將“它瘕”理解爲“蟲瘕”。

其實,《說文》說得明白,“它”“或从虫”,是“蛇”的古字。故“它瘕”

即是“蛇瘕”。《諸病源候論》卷十九《蛇瘕候》有云:“人有食蛇不消,因
腹內生蛇瘕也;亦有蛇之精液誤入飲食之內,亦令病之。其狀常若飢而

食則不下,喉噎塞,食至胸內即吐出。其病在腹,摸揣亦有蛇狀,謂蛇瘕

也。”《證類本草》卷二十二引《神農本草經》:“白頸蚯蚓,味咸寒,生平

土,治蛇瘕,去三蟲,伏屍鬼注蠱毒,殺長蟲,仍自化作水。”據此描述,所
謂它瘕,較似食道蛔蟲之疾。《三國志·華佗傳》載,有人“嗜食而不得

下”,華佗囑服三升“蒜齏大酢”(加了蒜泥的陳醋),後“立吐虵(蛇)一
枚”,正是此疾。

綜合筆者以上考證,題名簡324簡當校讀爲:“治大伏蜡(伏蟲?)

(正文簡作“ ”,合為“ ”,同“蛟”)蛕(蛔)卌二”;正文簡178簡當校讀

爲:“卌二 治心腹爲病也,如大伏蜡(翼)、 (即敫,題名簡作“ ”,合

爲“ ”,同“蛟”)蛕(蛔)動,如蚖、蜇(蜥)蜴者,此皆在腸中;及承(癥)瘕、

諸它(蛇)瘕之動,如鼠蜂竄成蟲者……(其下可能是“此皆在х中”)”當
然,以上看法都是基於整理組提供的條文與局部圖片立論的。若見簡

文原圖,或可有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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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問·標本病傳論》中的時稱及相關問題討論

王化平①

  摘 要:《標本病傳論》中有一段論述到心、肺、肝諸臟病傳及其他部位和病

情變化的文字,王冰、馬蒔、張志聰在解釋時都用到五行思想。經梳理之後,發

現馬蒔對王注理解有誤,且《標本病傳論》是用十六時制,它在闡述病人死亡時

間雖然用到了五行思想,但並不成熟,故而無法全部用五行思想解釋。之所以

出現這種情況,應與十六時制與十二地支、五行很難匹配相關。從睡虎地秦簡、

放馬灘秦簡《日書》看,時稱與地支、五行的匹配是不穩定的,往往因占卜方法不

同而發生變化。《標本病傳論》所用五行思想與這種情況非常接近,這說明它的

成篇年代當在秦漢之前。

  關鍵詞:素問;時稱;標本病傳論;時制

在《素問·標本病傳論》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欬,三日脅支痛,五日閉塞不通,身

痛體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肺病喘欬,三日而脅支滿痛,
一日身重體痛,五日而脹。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肝病頭目

眩,脅支滿,三日體重身痛,五日而脹,三日腰脊少腹痛,脛痠。三日不

已,死。冬日入,夏早食。脾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二日少腹腰脊痛,
脛痠,三日背 筋痛,小便閉。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腎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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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腰脊痛, 痠,三日背 筋痛,小便閉,三日腹脹,三日兩脇支痛。三日

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胃病脹滿,五日少腹腰脊痛, 痠,三日背

筋痛,小便閉,五日身體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後,夏日昳。膀胱病

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 痠,一日腹脹,一日身體痛。二日不已,
死。冬雞鳴,夏下晡。諸病以次是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間

一藏止,及至三四藏者,乃可刺也。①

這段文字的大部分重見於《靈樞·病傳篇》②,文中關於病情在四季

不同時間內的變化當與五行生克相關,馬蒔認為:
蓋夜半為水,而冬之夜半,其水尤甚,以水來剋火,故死。日中為

火,而夏之日中其火尤甚,以心火已絕,火不能持,故亦死。
蓋冬之日入在申,申雖屬金,金衰不能扶也。夏之日中在寅,木旺

火將生,肺氣已絕,不能待火之生也。
蓋冬之日入在申,以金旺木衰也。夏之早食在卯,以木旺氣反絕也。
蓋冬之人定在亥,以土不勝水也。夏之晏食在寅,以木來剋土也。
蓋冬之大明在寅末,木旺水衰也。夏之晏晡以向昏,土能剋水也。
蓋冬之夜半在子,土不勝水也。夏之日昳在未,土正衰也。
蓋冬之雞鳴在丑,土剋水也。夏之下晡在申,金衰不能生水也。
馬蒔是用五行生剋來解釋的,看似很有道理。但就《標本病傳論》

的這部分內容看,它在形式上雖然比較整齊,但在內部邏輯上卻是變

移不定的(至少目前還很難理清),前後并不一致。因此,馬蒔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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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黃帝素問·標本病傳論》(第一冊),《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點校本)卷三十,人民衛

生出版社,1988年,頁578-580。以下所引王冰、馬蒔的注釋均出自此本,為簡省計,不再出注。
引王冰的文字同時參考了《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黃帝內經》(其中《素問》是據顧從德影宋

刻二十四卷本影印),人民衛生出版社,2013年,頁131。引馬蒔的文字同時參考了《黃帝內經素

問注證發微》,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年,頁408-411。
不過,《病傳篇》闡述各病相傳之次時,不述部位,而述器官,如“病先發於心,一日而之肺,

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這些都是以五行相克為次的。火克金,故一日而至肺。金克木,故繼

而至肝。木克土,故繼而至脾。當然,心、肺、肝、脾、腎、胃、膀胱的五行是有重複的,故凡五行重

複者,病亦相繼而傳,如“病先發於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腎,三日而之膂膀胱”就是。參見《黃
帝靈樞經·病傳篇》(第二冊),《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點校本)卷六十,頁279-282。



左支右絀,一會兒是五行相剋,一會兒是其他說辭,牽強之跡再明顯

不過。

一、《標本病傳論》所依據的時制

馬蒔的解釋大體源自王冰,并從五行生剋的角度做了更加明確的

闡述。不過,在個別地方,兩人又存在不同。比如“冬人定,夏晏食”下,
王冰曰:“人定謂申後二十五刻,晏食謂寅後二十五刻。”馬蒔則云:“蓋
冬之人定在亥……夏之晏食在寅……”唐代一刻六十份,一個時辰是八

刻二十分,因此,王冰說人定是申後二十五刻,確實如馬蒔所理解的,人
定就是亥時。但晏食謂寅後二十五刻,則當指巳時,而非寅時。不過,
王冰的解釋又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在“冬夜半後,夏日昳”下注云:
“夜半後,謂子後八刻丑正時也。日昳,謂午後八刻未正時也。”按此,他
是以一個時辰為八刻的方法,將百刻與十二時辰匹配起來。事實上,這
種方案并不能將百刻與十二辰完全匹配。自漢以降,人們一直試圖將

箭刻與十二時辰對應,并屢次更改刻制,但每次都是實行不久後又回到

百刻制。隋代時,張胄玄將一刻劃為六十份,設一個時辰是八刻二十

分,大體將百刻與十二時辰對應起來。這種方法比較合理,因此被廣泛

採用①。王冰是唐代人,而且他說“人定謂申後二十五刻”,必然是以“申
後二十五刻”為亥時,所以他是採取一時辰對應八刻二十分的做法。不

過,從上文的分析看,他未必貫徹始終。當然,也有可能是王注在傳刻

過程中出現了訛誤。
不管怎樣,王、馬兩人都是從五行思想的角度解釋,在大方向上雖

然可信,但若仔細推敲的話,卻又有與五行思想不合的地方。
上引《標本病傳論》文中出現的時稱有:夜半、夜半後、雞鳴、大晨、

日出、早食、晏食、日中、日昳、下晡、日入、晏晡、人定,共13個。將這些

時稱與王冰、馬蒔註釋時利用的對應關係列成表的話,應該如下:

·47·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七輯)

①華同旭《中國漏刻》,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頁79-80。



夜半 夜半後 雞鳴 大晨 日出 早食 晏食 日中 日昳 下晡 日入 晏晡 人定

子 子 丑 寅 寅 卯 巳 午 未 申 申 戌 亥

  這個表說明王冰、馬蒔都意識到《標本病傳論》用的不是十二時制,
且時稱應超過12個,所出才出現兩個時稱對應同一個地支的情況。此

外,上表中未見辰、酉兩個時辰。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看看學

界從秦漢簡牘中整理出來的十六時制。李天虹將學界整理的十六時制

分為四種,可以列表如下①:

陳夢家、曾憲能、張德芳 尚民杰 宋會群、李振宏 黃琳

平旦 平旦(雞後鳴) 平旦 平旦

日出 日出 日出 日出

蚤食 蚤食 蚤食 蚤食

食時 食時 食時 食時

東中 東中 日中(東中、日中、西中) 日中(東中、西中)

日中 日中 餔時 餔時

西中 西中 下餔 下餔

餔時 餔時 日入 日入

下餔 下餔 昏時 昏時

日入 日入 夜食 夜食

昏時 昏時 人定 人定

夜食 夜食 夜少半 夜少半

人定 人定(夜少半) 夜半 夜半

夜半(夜少半、夜半、夜大半) 夜半 夜大半 夜大半(雞前鳴)

雞鳴(雞前鳴、雞中鳴、雞後鳴)夜過半(雞前鳴) 雞鳴(雞前鳴、雞中鳴、雞後鳴) 雞鳴(雞中鳴)

晨時 雞鳴(雞中鳴) 晨時 晨時(雞後鳴)

  雖然各家意見有分歧,但仍有許多共同點,這些共同點對認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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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天虹《秦漢時分紀時制綜論》,《考古學報》2012年第3期。本文中的表是據李天虹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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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病傳論》中的時稱和時制是有幫助的。這些共同點是:

1.在雞鳴、日出之間是有時稱的,尚氏的方案中是平旦,另三種方案

則是晨時、平旦。在《標本病傳論》的時稱名詞中,有“大晨”,可能就相

當於晨時。因此,將它排在雞鳴、日出之間應該不錯。

2.四種方案中都有平旦。平旦這個時稱不僅在十六時制中有,在十

二時制中同樣有。因此,可以推測《標本病傳論》所依據的時制中也應

有平旦,只不過沒有寫出來而已。

3.在四種方案中,都有蚤食、食時;餔時、下餔。這兩組其實是成對

的,食時是相對於蚤食而言,下餔是相對於餔時而言。在《標本病傳論》
中,出現了早食、晏食、下晡、晏晡。前兩者肯定應該連排在一起,後兩

者之間則應有其他時稱。有下晡,自然有晡時,只不過《標本病傳論》沒
有提及。晏晡則可能相當於各家方案中的夜食。在《論衡》及《左傳》宣
公十二年、昭公五年杜預注提到的十二時制中,都有“晡時”,排在日昳

之後,與排在日中之前的“食時”是兩個不同的時稱。

4.在四種方案中,夜食之後緊接著就是人定。如果《標本病傳論》確
實是用十六時制的話,在晏晡之後也當緊接人定,兩者之間不會再有時

稱。如果是用十二時制的話,則晏晡似乎不當在日入之後。因為在十

二時制中,餔時之後是日入、黃昏、人定。以此看,《標本病傳論》是用十

六時制,“晏”有遲、晚的意思,“晏晡”或指入夜之後飲食。

5.在以上四種方案中,日入和夜食之間都有昏時。
從以上分析看,《標本病傳論》中的13個時稱并無重疊,而且在13

個時稱之外,還可能有平旦、晡時、昏時、夜少半。李零先生說《素問》十
六時制是:夜半、夜半後、雞鳴、大晨、平旦、日出、早食、晏食、日中、日
昳、下餔、日入(日夕)、黃昏、晏餔、人定、合夜①。其中“合夜”出自《金匱

真言論》,所用時制未必與《標本病傳論》相同。在十六時制中,夜有三

分的情況,《標本病傳論》中既然有夜半、夜半後,則所用時制或許含有

夜少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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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按以上分析的話,時稱就有了17個,而從文獻資料看,古代

并無“十七時制”①。因此,人定當與夜少半相合併,如此就是十六時制。
十六時制與五行很不好對應,馬蒔、王冰等所說的對應方案顯然是

以十二地支為橋樑。上文重新整理出來的《標本病傳論》所用十六時

制,應該可與十二時制形成一定的對應關係,進而與十二地支、五行產

生對應。

《標本病

傳論》

十六時

夜半

夜半後
雞鳴

平旦

大晨
日出 早食 晏食 日中 日昳

晡時

下晡
日入

昏時

晏晡

人定

(夜

少半)

《論衡》

十二時

夜半

子

雞鳴

丑

平旦

寅

日出

卯

食時

辰

暮時

巳

日中

午

日昳

未

餔時

申

日入

酉

黃昏

戌

人定

亥

  按上表的排列,十六時制與十二地支的對應就與王冰、馬蒔的解釋

有不同了。不過,將此對應關係用於解釋上引《標本病傳論》文字的話,
仍有一些不好解釋的地方。肺為金,“肺病喘欬”一條下為什麽會有“夏
日出”? 脾為土,“脾病身痛體重”下為什麽會有“夏晏食”呢? 對於肺

病,張志聰說:“肺病喘欬者,先發於肺也。夫冬氣收藏,夏氣浮長。日

出氣始生,日入氣收引。肺主氣,故終於氣之出入。”《繫辭》曰‘日月運

行,一寒一暑’,止言冬夏者,重陰陽寒暑之氣也。”②如此解釋看似可通,
但無法說清《標本病傳論》這段文字在各條下都說冬、夏。以陰陽之氣

來分析固然是一種思路,但無法做到貫通。所以,張志聰在解釋“心病

先心痛”等就不是用五行思想,而是陰陽思想。

二、秦簡《日書》中的相關材料

既然《標本病傳論》是用五行思想闡述疾病變化,那為什麽又不能

·77·《素問·標本病傳論》中的時稱及相關問題討論

①

②

另一種可能,即《標本病傳論》是用十八時制。十八時制首先由陳夢家提出,目前看來,存
在許多問題,似不可信。參見李天虹《秦漢時分紀時制綜論》。

張志聰《黃帝內經素問集注》卷七,《張志聰醫學全書》,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年,頁

243。



完全用五行思想來解釋呢? 這應與十六時制與十二地支、五行之對應

關係的發展相關。在目前發現的《日書》資料中,有一些資料可以反映

出時稱與地支對應時的情況,比如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有《十二時

篇》,明確記載了十二時與地支的對應關係:
[雞鳴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辰,暮食巳,日中午,日失未,下市

申,舂日酉,牛羊入戌,黃昏夜,人定[子]①。
以此看,十二時與十二地支的對應就是非常整齊的。但事實并非

如此簡單,因為到目前為止,仍不能證明十二時制是戰國時代日常生活

中最普通使用的一種時制。事實上,在占卜時,古人時常使用其他

時制。
睡虎地秦簡《日書·禹須臾篇》也涉及到時稱與五行的對應關係。

《禹須臾篇》與納音學說有關,饒宗頤先生將篇中諸要素的關係列表

如下②:

五行 晨 時刻 喜數 五音 忌

金 辛亥—庚辰 暮市(夕) 九 商 丁卯不可能以船行

水 癸亥—壬辰 日中 五 羽 六壬不可以船行

木 己亥—戊辰 市日(餔) 七 角 六庚不可以行

火 丙寅—己未 暮食 三 徵

土 戊申—辛未 早(旦) 二 宮

  《禹須臾篇》認為:“戊己丙丁庚辛旦行,有二喜。甲乙壬癸丙丁日

中行,有五喜。庚辛戊己壬癸餔時行,有七喜。壬癸庚辛甲乙夕行,有
九喜。己酉從遠行人,有三嘉。”其中所列天干都是可與五行對應的,因
此,旦、日中、餔、夕四個時稱也各與五行相匹配,否則無法說“喜數”。
既然與“喜數”有關,則各時稱的五行不當與“戊己丙丁庚辛”等所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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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字前本是一個訛字,劉樂賢以為是“日失”之誤,可從。參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

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365。又,“黃昏夜”應當作“黃昏亥”。
饒宗頤《秦簡中的五行說與納音說》,《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簡帛學》,人民大學出

版社,頁70-87。



之五行相剋,而應是相生,或相同。但通過梳理《禹須臾篇》中的時稱,
可以推測“暮市”就是“夕”,也即“牛羊入”,與戌,也就是土相對應。“市
日”則是日昳,與未,也是與土對應。土生金,木又剋土,顯然九喜與七

喜所使用的邏輯是不同的。日中為午,為火。旦為寅,為木。因此,二
喜、五喜下的五行是相剋的關係。三喜條中,暮食對應巳,也是火,此則

與“晨”所對應的五行相同。五行思想在《日書》中的應用非常廣泛,《禹
須臾篇》很顯然用到了五行,但它在闡述“喜數”時,卻并非全然符合五

行思想。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性,即《禹須臾篇》所用五行思想是今人

未知的部分,并不是生剋、三合、扶抑等內容。
由於存在多種時制,而且不同的占卜體系所要處理的核心要素又

有不同。因此,圍繞著核心要素會產生出不同的對應關係。比如天水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有下面兩章:
平旦九,徵,□;日出八,□,□;蚤(早)食七,栩(羽),火;莫(暮)食

六,角,火;東中五,土;日中五,宮,土;西中九,徵,土;夙市八,商,金;莫

(暮)中七,栩(羽),金;夕市六,角,水;日入□;昏時九,徴,□。
安(晏)食、大辰八,蚤(早)食、□□七,人鄭(定)、中鳴六,夜半、後

鳴五,日出、日失(蛈)八,食時、市日七,過中、夕時六,日中、[日]入五,

□□、□□□,莫食、[前]鳴七。①

這兩章文字雖然都未提到地支,但都提到了數字。而數字與地支、
五行的對應關係在放馬灘秦簡《日書》中也有:

子九,水;丑八,金;寅七,火;卯六,木;辰五,水;巳四,金;午九,火;
[未八,木];申七,水;酉六,金;戌五,火;亥四,木。②

數字有十個,地支有十二個,為了使兩者對應,不得不作一些調整。
這樣的調整在時制與數字的對應關係上同樣存在。

依孫占宇的整理,上引第一章簡文中存在訛誤,更正後應是:平旦

九徵火,日出八商金,蚤食七栩水,莫食六角木,東中五宮土,日中五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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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孫占宇《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頁194-195。
孫占宇《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頁191,簡文中本有衍文,已經刪除。



土,西中九徵火,□市八商金,□□七栩水,夕市六角木,日入五宮土,昏
時九徵火①。用到的數字有九、八、七、六、五,共五個,其中五出現三次,
九出現三次,其他八、七、六各出現兩次,加起來共十二次。事實上,數
字不止有九、八、七、六、五,還有一、二、三、四。因此,為了使時制與數

字對應,也不能不作一些改變。在這樣的安排中,十二時與五行的對應

就大不同於睡虎地秦簡《日書·十二時篇》了。
第二章簡文是以兩個時稱對應一個數字,用到的數字有八、七、六、

五,這段文字中,每個數字都應出現三次,也就是說,一個數字要對應六

個時稱,依此類推,採用的就應該是二十四時制。這種方案與第一種方

案不同,它不僅只選取四個數字,而且增加時稱,以使時稱和數字、地支

形成倍數關係。
以上情況說明時稱與數字、五行都不好對應,但時間又是占卜預測

中非常重要的要素,因此,為了取得對應關係,必須巧妙安排,從不同的

角度去嘗試。由於角度不同,嘗試出來的方案自然會發生矛盾。若按

上引放馬灘《日書》第一章,平旦與九、火對應,這就與“子九水”一章的

安排明顯不同。而按第二章的安排,則時制就無法與五行完全對應,因
為它們只與四個數字對應,每個數字只能對應五行中的一個。這些矛

盾似乎說明戰國晚期時,五行、數字、地支、時制之間還沒有成熟穩固的

對應關係,為了占卜方便,人們常常設計出不同的對應方案。這些方案

因出發點不同,相互間存在許多矛盾、不一致的地方。
放馬灘秦簡《日書·生男女》記載了一種十六時制,與上述十二、二

十四時制均不同。在同一批簡冊中多種時制同時出現,說明在時稱與

數字等要素的對應上,確實存在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對時制作調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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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孫占宇《放馬灘日書整理與研究》,西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頁70。孫占宇又疑

昏時當對應五、宮、土。十二地支配五行時,丑、辰、未、戌四支對應土,其它八支則以兩支為一組

對應五行之一。依照這個邏輯,確實當為昏時五宮土。



成了備選方案之一①。《標本病傳論》中的時稱與地支、五行沒有整齊對

應,正說明在它成篇之時,在日常生活中廣泛使用的十六時制與十二地

支、五行的對應關係仍未成熟。從這個角度來看,《標本病傳論》的成書

年代或許與放馬灘秦簡《日書》的年代比較接近,不至於晚到西漢末期。
本文開頭所引《標本病傳論》的文字與秦漢簡牘《日書》中的一些疾

病占卜可以對比閱讀,例如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有《十二支占卜》篇,
它詳細說明了在不同的時間內患病後,病情的變化情況:

子以東吉,北得,西聞言兇,朝啟夕閉,朝兆不得,晝夕得。以入,見

疾。以有疾,辰少(小)翏(瘳),午大翏(瘳),死生在申,黑肉從北方來,
把者黑色,外鬼父葉(世)為姓(眚),高王父譴適(謫),豕……

這樣的文字共十二節,劉樂賢先生將篇中關於疾病變化的內容列

為如下表格:

得病日 小瘳 大瘳 死生在

子 辰 午 申

丑 卯 巳

寅 午 申 子

卯 未 申 亥

辰 酉 戌 子

巳 申 亥 寅

午 丑 辰 寅

未 子 卯 寅

申 子 辰

酉 戌 子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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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學界利用秦漢簡牘材料整理時制和時稱,雖然提出多種方案,但總存在一些很難疏通的

地方。其中原因恐怕與研究材料中很多是數術、占卜性質相關。在占卜中,為了使時稱與數字、
五行、地支等對應,就對時稱做一些調整,把某些時稱細分,或合併,這就造成所用時稱、時制與

日常生活所用不相符。而研究者在利用這些材料時,雖然感覺到性質有不同,但無條件加以細

緻切分,故而只能將各種不同性質的材料混合使用,最終造成諸多矛盾。



續表

得病日 小瘳 大瘳 死生在

亥 巳 酉 子

  從這樣的排列中,既看不出它與五行的關係,也看不出存在某種順

序,與敦煌遺書《發病書》的排列有序完全不同①。而在睡虎地秦簡《日
書》甲種的《病篇》中,情形則相反。此篇不按地支記時,而是用天干記

時,內容與《十二支占卜篇》非常相似:
甲乙有疾,父母為祟,得之於肉,從東方來,裏以桼(漆)器。戊己

病,庚有[間],辛酢。若不[酢],煩居東方,歲在東方,青色死。
像這樣的文字共五節,顯然是以五行思想為組織原則的。因為按

天干與五行的對應關係,十天干正可分為五組。至於不同時間患疾後,
疾病的變化趨勢,則與五行生剋相關②。

事實上,從睡虎地秦簡《日書》看,地支與五行的匹配對應在戰國時

代已經存在③。但是,為什麽《十二支占卜篇》沒有利用五行思想,《標本

病傳論》所用五行思想又相當混亂呢? 這恐怕應與它們的成篇時間相

關。在它們成篇時,地支與五行、時制與五行都未有穩固的對應匹配,
故此在占卜時較為隨意,令今人很難看出清晰的邏輯依據。

其實,在《素問·藏氣法時論》中,時制與五行的對應似乎要簡潔得

多。此篇說到五臟之病時,認為:
病在肝,愈於夏。夏不愈,甚於秋。秋不死,持於冬,起於春。禁當

風。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於庚辛。庚辛不死,持於壬癸,起

於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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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373。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121。
睡虎地秦簡《日書》并未明確闡述五行與地支的對應關係,不過,從《日書》乙種的《五行

篇》看,地支與五行的匹配在戰國晚期已經非常成熟,并有了後世所說的“三合局”。而從《臽日

敫日篇》看,這種關係也應該是存在的,參看饒宗頤《秦簡中的五行說與納音說》,《饒宗頤二十世

紀學術文集·簡帛學》,頁70-87。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346-349。劉道超《秦簡日

書五行觀念研究》,《周易研究》2007年第4期。



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
禁溫食熱衣。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死,持

於甲乙,起於丙丁。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

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於甲乙。甲乙不

死,持於丙丁,起於戊己。脾病者,日昳慧,日出甚,下晡靜。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於夏。夏不死,持於長夏,起於秋。禁

寒飲食寒衣。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丙丁不死,持

於戊己,起於庚辛。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
病在腎,愈在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

禁犯焠熱食溫灸衣。腎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於戊己。戊己不

死,持於庚辛,起於壬癸。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
這幾段敘述五臟之病的文字,完全依據五行生剋關係展開,其中關

於五臟之病在不同時稱的情況,同樣是依據五行生剋關係,且絕無例

外。《藏氣法時論》雖然描述了五臟之病在不同時間的“慧”、“甚”、
“靜”,但其邏輯卻要比只描述死之時的《標本病傳論》要直接明瞭。前

者用到了平旦、日出、日中、日昳、下晡、夜半,共6個時稱,後者則用到

了13個時稱。出現這種反差首先是因為《標本病傳論》將時稱與四季

組合在一起,所以它每描述一種病的“死”就要用兩個時稱。其次是因

為《藏氣法時論》描述五臟之病時所用時稱多有重複,比如夜半、下晡、
平旦、日中等,都不止出現一次。

在《藏氣法時論》的開篇是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
何如而從? 何如而逆? 得失之意,願聞其事。”繼而是歧伯對曰:“五行

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間甚

之時,死生之期也。”因此,此篇對五臟之病的描述全然吻合五行學說,
應該是在五行學說的影響之下,經過刻意整飭的結果。而《標本病傳

論》則不是如此,它雖然受到了五行學說的影響,但并沒有經過刻意的

整飭,它對五臟之病的描寫當與撰述之時的醫學經驗有著更為密切的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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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古代新疆醫學的輝煌
———基於新疆出土涉醫文書

王興伊①

  摘 要:探究古代新疆醫學的輝煌,從《隋書·經籍志》載醫學典籍256部,

唯有3部冠以西域地名,另外從新疆出土醫藥文書,尤其胡語醫學文書更能證

明,特舉3部胡語文書,梵語《鮑威爾寫本》、回鶻語《雜病醫療百方》、于闐語梵

語雙語《耆婆書》,以說明。

  關鍵詞:古代新疆醫學;鮑威爾寫本;雜病醫療百方;耆婆書

新疆自西漢至清朝光緒十年(1884)一直稱西域②,屬於中華大家庭

的一員,同時它又是陸路絲綢之路的重要門戶和段落,季羨林指出:“新
疆在全世界上是唯一的一個世界四大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全世界再

沒一個這樣的地方。”③這裏的四大文化體系指中國、印度、希臘、伊斯

蘭,因此其文化的多元性,是其他省份所不具有的。其中帶有西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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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興伊,上海中醫藥大學科技人文研究院 教授 上海201203。
榮新江《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3。解釋“西域”:“‘西

域’一詞,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西域,一般即指天山以南,昆侖山以北,葱嶺(帕米爾高原)
以東,玉門以西的地域;廣義的西域,則指當時中原王朝西部邊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狹義

的西域外,還包括南亞、西亞,甚至北非和歐洲地區。可見,狹義的西域是‘新疆’的核心部分,而
廣義的西域所指,大多數也在新疆的地理範圍內。所以,在中國學術界,往往就把‘西域’和‘新
疆’等同起來,我們這裏所說的新疆,更多是指狹義的西域。”

季羨林《佛教與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212。



的音樂、舞蹈、美玉、飲食、瓜果、調味品、馬匹等都給中原帶來過前所未

有的影響,甚至生活方式、科學技術等,尤其不應忽視的是醫學的影響。
《隋書·經籍志》載醫學典籍256部,唯有3部冠以地名,即:《西域諸仙

所說藥方》二十三卷、《西域波羅仙人方》三卷、《西域名醫所集要方》四
卷。可知西域的醫學文化至少在南北朝至隋代這段時期是繁盛的,否
則不可能輸入中原這麼多精選醫方典籍。對此,范行準在1936年就注

意到,在《中國醫學雜誌》上發表了《胡方考》一文。他指出:“今胡方考

所探究之範疇,固在章氏所指出之胡的範圍內①,而獨偏於西域者,以我

國文化,受西來之影響甚深。今以醫學一端而論,所受影響,實超過其

他藝術之上。”並進一步闡述:“胡方在西漢時代,已有傳入,惟當時所傳

者,僅係法術方面之咒術,且此咒術屬於匈奴者。蓋西漢時代,雖已與

西域交通,但在交通史上無匈奴之早,此可稱為胡方傳入中國之醞釀

期。自魏晉迄隋唐為胡方傅入中國之全盛期;唐後迄宋,為胡方傳入中

國之消化期。”②

早在二十世紀初,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德國勒柯克、瑞典

的斯文赫定、日本的橘瑞超等歐洲及日本探險家進入我國西北地方,在
新疆、甘肅等地掘得大量古代佛教及社會歷史文書,掀起全世界專家學

者研究的高潮,其中以敦煌藏經洞出土文書較多且價值較高,尤為注

目,對敦煌文書的研究也迅速形成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學。但在一

百餘年後的今天,敦煌學的研究工作已日臻詳盡,“絕大多數流散海外

的敦煌文書資料已正式刊佈,不論在國際交流與合作方面,還是在調查

內容、方法及研究者主體方面,敦煌學研究都面臨著新的轉型與發展機

遇。”③對於敦煌學如何轉型,眾多專家學者都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與看

法,如王素指出應進一步加強對敦煌學文書的調查與公佈,並對敦煌學

的學術史作系統清理。程喜霖、趙和平等也都認為應進一步加強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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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別錄·中華民國解》:“胡,本東胡。久之而稱為匈奴者,亦謂之胡;
久之而稱西域者,亦謂之胡。”《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54。

范行準《胡方考》,《中華醫學雜誌》1936年第12期。
明成滿《轉型期的敦煌學———繼承與發展》,《國際學術動態》2007年第2期。



學的基礎研究與方法學等方面的研究。而有的學者如關尾史郎則提出

要從吐魯番文書與敦煌文書的關係出發,重新探討敦煌文書,或吐魯番

文書的史料價值①。或從更廣闊的視角出發,我們也都可以看出,對於

將吐魯番文書與敦煌文書作比較與整合研究,已成為近年來敦煌學縱

深研究的方向之一。這主要也是因為以往敦煌研究的專家學者對吐魯

番等其他地區出土的文書重視不夠所引起的。幸運的是目前專家學者

們正慢慢轉變觀點,開始重視以吐魯番為代表的新疆出土文書②,許多

大家如唐長孺、榮新江、陳國燦等,近年也都在基於吐魯番出土文書的

基礎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對於出土涉醫文書的研究,也如對其他出土文書一樣,研究視野正

慢慢從敦煌出土涉醫文書擴展到吐魯番等新疆出土涉醫文書,如近年

來北京大學陳明在新疆出土涉醫文書的研究上就有了很大的收穫。但

儘管如此,與敦煌出土醫藥文書相比,對新疆出土涉醫文書的研究還遠

遠不夠的,存在諸如研究過於零散,難成系統;鮮有醫學專家參與,未能

與醫學臨床結合起來等不足之處,亟待更多專家學者的進一步研究③。
我們依據馬繼興、陳明、榮新江研究成果的線索,以及檢索近年新疆出

土文書相關研究成果,主要從《俄藏敦煌文獻》《英藏敦煌文獻》《法藏敦

煌西域文獻》《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大谷文書集成》《日本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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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素《敦煌學當前工作漫議》,《百年敦煌學術史研究:歷史、現狀與未來(筆談)》2008年。
程喜霖《試論敦煌學理論與研究方法》、趙和平《對未來我國敦煌研究的一些看法》、關尾史郎《從
吐魯番文書看敦煌文物及其地域情況》,《敦煌學百年:歷史現狀與發展趨勢》,2009年。

新疆出土文書雖然包括了吐魯番、尼雅、樓蘭、和田、庫車等古絲綢之路交通樞紐地的出

土文書,然而因吐魯番的特殊氣候地理環境,是中國最乾燥、最酷熱的地方,成為墓葬文物和文

書的天然儲存庫;同時其出土文書早在清末光緒年間(1875-1908)新疆布政使王樹枏《新疆訪古

錄》載:清末,吐魯番縣同知曾炳璜搜集古文書,雇人發掘古墓,“得寫經殘卷甚眾”。另外程喜霖

在《吐魯番唐代軍事文書研究》一書統計,出土的吐魯番文書有:流落俄國181件(號)、英國176
件(號),德國約22544件(號)、日本12269件(號)。中國收藏不菲,僅旅順博物館15000號、《吐
魯番出土文書》1萬號(碎片)(經整理綴合為1766件)、《新出吐魯番文書》82件(程喜霖《吐魯番

唐代軍事文書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11)。吐魯番文書最早、最多,故而國際上是

以吐魯番文書為新疆出土文書的代表,與敦煌文書並列,稱之為“敦煌吐魯番文書”。
于業禮《新疆出土醫藥文書研究概述》,《中醫文獻雜誌》2014年第3期。



美術館藏吐魯番出土文書》《樓蘭尼雅出土文書》《吐魯番出土文書》等
典籍中輯錄出新疆出土涉醫文書,完成一部《新疆出土涉醫文書輯校》
專著。從中發現古代新疆醫學的輝煌無處不在。與敦煌文書相比,新
疆地區出土胡語醫藥文書不僅在數量上、語言種類上都更為豐富。數

量約100餘件,語言種類計有梵語、于闐語、龜茲語、粟特語、犍陀羅語、
敘利亞語、回鶻語、藏語等八種①。下面特舉隅3種胡語文書以說明之。

1.梵語《鮑威爾寫本》

《鮑威爾寫本》是書寫於樺皮上的一件梵語文書,也是新疆地區發掘

最早、影響最大的文書之一。1890年英軍中尉鮑威爾在庫車附近購得,故
名。現收藏於牛津大學的包德利圖書館。這個寫本現存有7個殘卷,其
中前3卷是醫藥文書。發現之初,即有著名的梵文學者霍恩雷翻譯、轉
寫,並公諸於世②。20世紀80年代,桑德爾(LoreSander)根據文字書寫

風格等考證出該文書寫於6世紀初或者中期,為當今學界所公認③。但很

遺憾的是該寫本一直未能為國內學者所重視,直到近年來,才有陳明翻譯

的漢文本及研究成果行世④。本人考證了它與中國傳統醫學的關係,並發

現其中的“達子香葉散”即為藏醫的“杜鵑大臣散”⑤。
《鮑威爾寫本》卷一,5葉,132頌,包括38個藥方。首先講大蒜,大

蒜的起源故事、大蒜性質、大蒜節日儀式、大蒜與其他藥物的配方及其

功效等,共計43頌。44-51頌講消化能力。52-54頌講獲取良好記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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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陳明《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2。

HoernleA·F·R,TheBowerManuscript[M].Calcutta.1893-1912.reprintedNewDelhi.
Delhi;AdityaPrakashan,1987。

LoreSander,“OriginandDateoftheBowerManuscript,aNew Approach”Investigating
IndianArt:ProceedingsofaSymposiumontheDevelopmentofEarlyBuddhismandHinduIconogra-
phy,heldattheMuseumofIndianArtinMay1986(=VeroffentlichungendesMuseumsfurIndische
Kunst,editedM.YaldizandW.Lobo,viii),1988,pp.313-323.incl.6.figs。

陳明漢譯本《鮑威爾寫本》,附於《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後,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年。
王興伊《新疆出土梵文醫方集<鮑威爾寫本>與中國傳統醫學的關係》,《中華醫史雜誌》2015

年第3期。



方法。55-59頌講有關制藥學。60-67頌講各種藥方。68-86頌講各種

眼病的療法。87-105頌講膏藥貼敷法。106-120頌講眼藥水及頭髮病

變的療法。121-132頌講咳嗽及其他病症的療法。
《鮑威爾寫本》卷二,32葉,1119頌,包括392個藥方,名《精髓集》。

其內容相對完整,分十六大章。一開始就說它是古代諸位大仙創造出

的最好的藥方,以《精髓集》為名的手冊,對患病男女有益,也受醫生喜

愛,更受大家歡迎。第一章講“達子香葉散”、“苦藥散”、“石墨根散”等
散劑藥方。第二章講“甘露食酥”、“大苦酥”、“‘牛五浄’酥”等各種藥用

酥。第三章講“心葉黃花稔油”、“甘露油”、“蘿蔔油”等藥用油劑。第四

章講治療各種雜病的雜藥方,有治療麻瘋病、惡臭腹瀉、大出血、痢疾、
打嗝、熱病、心臓病、頭痛、牙痛、耳病、各種皮膚病、白色皮膚病、淋症、
鼻衄、炎症、嘔吐、丹毒、黃疸等病症的藥方。第五章講雙馬童的阿輸幹

陀灌腸劑、萬帶蘭灌腸劑、木棉灌腸劑等灌腸劑。第六章講“‘長胡椒漸

增’長年方”、龍葵方等長年方。第七章講毗盧粥、善妙粥等藥粥方。第

八章講各種春藥方。第九章講各種洗眼劑。第十章講各種烏髮方。第

十一章講訶黎勒的藥理。第十二章講五靈脂的藥理。第十三章講白花

丹的藥理。第十四章講各種童子方。至此卷二整個篇章結束,但前10
頌還講到第十五章涉及懷孕婦女。第十六章關於“生孩子”而高興的婦

女。因此該卷殘缺了十五、十六這兩章。
《鮑威爾寫本》卷三,4葉,72頌,14個藥方。內容較為混亂,講了油

劑、散劑、糖漿劑、酥劑、塗抹劑、丸劑等劑型藥。
故《鮑威爾寫本》醫學部分共計1323頌,444個藥方。內容分別涉

及內、外、婦兒、骨傷、五官、男性等科的病症,包括了散劑、油劑、酥藥、
丸劑、糖漿劑、酒劑、膏藥、含漱劑、湯劑、栓劑、灌腸劑、洗眼劑、烏髮劑、
藥粥等劑型,並且深入探討了大蒜、訶子、五靈脂、白花丹的藥理及應用

等,可知《鮑威爾寫本》醫學部分當為一部醫方選集。

2.回鶻語《雜病醫療百方》

德國西域探險考察隊第一次在新疆考察,始於1902年10月,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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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學家葛籣威德爾帶領,在吐魯番高昌故城遺址發現了十餘件隋唐後

期的回鶻文醫學文書殘卷。其中有一本較完整的寫卷,內容是醫治各

種疾病的藥方,通稱為《雜病醫療百方》,現存於德國柏林,編號為

TID120。存21葉,每葉書回鶻語9-11行不等,高14cm 、寛18cm,共
201行。1930年土耳其學者熱合買提最早研究並刊佈全文①。1981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陳宗振又摘譯成漢文並取名為《回鶻文

醫書》,後發表於《中華醫史雜誌》②上;1984年洪武娌對此寫卷進行了

研究,取名為《古回鶻醫雜病治療手冊的醫史價值》並發表了相應文

章③;1996年鄧浩、楊富學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將此寫卷定名為《雜病醫

療百方》,並全文譯成漢文④,下簡稱《醫方》;2003年楊富學又進一步將

其轉寫、疏證、翻譯為漢文⑤,以此為漢文版的《醫方》。
此《醫方》首尾兩葉比較殘破,其餘各葉基本完好,但中間有些詞意

義不清。《醫方》中涉及的病症有60余種,諸如胸悶、氣喘、高燒、墮胎、
難產、夜盲、白癜風、口眼歪斜、瘧疾等病症,分別屬於內科、外科、婦科、
兒科、傷科、五官科、牙科、神經科、皮膚科等9個臨床科別。《醫方》中
涉及的動物藥、植物藥、礦物藥及加工藥等共計100餘味。動物藥,如
公山羊肉、狗奶、人膽、豬膽、兔腦髓等50多味;植物藥,如狼毒、長辣

椒、杏皮、大蒜、茴香等40餘味。礦物藥,如岩鹽、硇砂、紅鹽等9味。加

工類藥,如葡萄酒、葡萄醋、麥酒、糖、醋等5味。《醫方》中涉及的藥方

82個,可以歸為內治法、外治法、滴入法、塞入法、吹入法、熏法、吸入法、
含嗽法8種治法。《醫方》的回鶻民族特色十分明顯,如用動物藥乳酪、
酸牛奶、羊肝、麝香、蜂蜜等;植物藥石榴籽、阿魏、長胡椒、胡椒、大茴

香、胡桐淚、葡萄藤等;礦物藥岩鹽、硇砂等;加工類藥,如葡萄酒、醋、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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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G.R.Rachmati,ZurHeikundederUiguren,SitzungsberichtederPreussischenAkademie
derWissenschaftenPhil,-hist.Klasse,Berlin,1930,pp.451-473;1932,pp.401-498。

陳宗振《回鶻文醫書摘譯》,《中華醫史雜誌》1984年第4期。
洪武娌《古回鶻醫雜病治療手冊的醫史價值》,《中華醫史雜誌》1984年第4期。
鄧浩、楊富學《吐魯番本回鶻文雜病醫療百方譯釋》,《段文傑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頁356-372。
楊富學《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頁524-552。



萄醋等,在當代顧永壽編輯的《維吾爾醫常用複方製劑手冊》中都可找

到蹤跡,因此可謂與現代維吾爾醫的用藥特色基本一致。

3.于闐語梵語雙語《耆婆書》寫本

《耆婆書》于闐文梵文雙語寫本出自敦煌藏經洞,為斯坦因所獲,
藏於英國倫敦的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為于闐文與梵文的雙語寫本,梵
文作為其原語,而于闐文是其譯本。雖然出自敦煌藏經洞,亦當為于

闐人抄於于闐或者在敦煌的于闐人聚居處,代表于闐文化。貝利教授

因其開篇提到印度名醫耆婆,故命名為《耆婆書》。為貝葉本,73葉,
每葉11.75×31cm,正背面書,每面5行。開始完整,尾部殘缺。其抄

寫年代不清楚,恩默瑞克教授研究認為當早於西元1000年,而其成書

當晚於《醫理精華》。性質也同《醫理精華》一樣,是一部醫方選集,一
些醫方來自其他的印度醫典。其圖版由貝利1938年刊於《于闐文獻

選刊》①,並於1945年在其《于闐語文獻集》第一集②中將《耆婆書》于
闐文 梵 文 雙 語 寫 本 的 雙 語 均 轉 寫 為 拉 丁 文。另 外 柯 若 夫(Sten
Konow)也在其《一部于闐文醫藥文獻:印度事務部圖書館Ch.ii003號

寫卷》③書中,也將《耆婆書》轉寫為拉丁文,同時將于闐文本翻譯成英

文,將全文分為92條,陳明據此英文譯本,並參考貝利教授1980年的

轉寫(校訂)本,全文翻譯成漢文,附錄在《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

域醫學》的後面④,是為《耆婆書》漢文譯本。對《耆婆書》的研究,國外

主要有霍恩雷、貝利、恩默瑞克;國內主要有季羨林、榮新江、陳明等專

家學者。具體內容可參考陳明於2001年發表在《中國科技史料》第1
期(77-90頁)“敦煌出土的梵文于闐文雙語醫典《耆婆書》”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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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BaileyH.W.CodicesKhotanenses:IndianOfficeLibraryCh.ii002,Ch.ii003,Ch.00274
[M].Copenhagen,1938。

BaileyH.W.KhotanenseTexts1[M].Cambridge,1945.136-195。

StenKonow.AMedicalTextinKhotanense,Ch.ii003ofIndiaOfficeLibrary[M].With
TranslationandVocabulary,(AvhandlingerUtgittavDetNorskeVidenskapsAkademiiOslo,

IIHist.-FilosKlasse,1940,No.4),Oslo1KommisjonHosJacobDybwad,1941。
陳明《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311-334。



《病方及其他》校讀三則①

楊豔輝②

  摘 要:周家臺秦簡《病方及其他》反映了古代醫巫同行的歷史現象,材料

非常珍貴。通過對其圖版與整理小組釋文的仔細校核,本文補正其釋文三則。

一則是338-339簡的“房 ”當讀“房糜”,為芬芳的碎米粒。第二則是321-322

簡的“酉□”當補釋為“醯”,為酢酒。第三則是377簡的“椆”當通“缶周”,為一種

甕器。

  關鍵詞:《病方及其他》;釋文;校勘

1993年,湖北沙市區關沮鄉清河村周家臺30號秦墓出土了簡牘共

計383枚,簡牘內容分為《曆譜》、《日書》、《病方及其他》三類,湖北省荊

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整理的《關沮秦漢墓簡牘》③一書公佈了包括

周家臺30號秦墓簡牘在內的全部照片,並附有釋文和注釋。其中《病
方及其他》部分主要包括病方及祝由方,既有治病之醫方,又多含有古

代巫術成分,反映了古代醫巫同行的歷史現象,材料非常珍貴。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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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的寫作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5YJCZH203)和重慶市教育

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項目(項目編號:15SKG062)的資助。
楊豔輝,重慶郵電大學國際學院 副教授 重慶 400065。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01年。



《病方及其他》材料的過程中,我們參考一些相關研究,對其釋文的隸

定、訓釋、句讀等盡可能地一一查核推敲,總的說來,整理小組對周家臺

秦簡《病方及其他》的隸定和釋讀力求保持簡之原貌,但難免也會有忽

疏或失誤之處。下面我們對《病方及其他》整理小組釋文存在的一些尚

可商榷之處略陳拙見,以供參考。(每則先出示整理小組釋文,然後以

按語形式予以補正,需補正的文字在所引整理小組釋文中以底線

標示。)

一   

338-339簡釋文:操杯米之池,東鄉(向),禹【步三】步,投米,祝曰:
“皋! 敢告曲池,某癰某波(破)。禹步 房 ,令某癰 (數)①去。”

按:據簡文內容可知,上引方為去癰禁咒方,即以禹步投米祝由的

方式去除癰症。房 ,整理小組未加注釋,意義未明。如不加細解,“房
”對簡文文意理解無大礙,然細細讀來,終難落實於字詞。

王貴元先生曾撰文補正上引簡文的釋讀,認為“房”通“芳”,“ ”為
“麓”字異體,又假借為“祿”,“房 ”即“芳祿”,與《九店楚簡》中的“芳
糧”義同②。我們認為“房”通“芳”有一定道理,但“ ”輾轉假借為“祿”,
理據不足,仍可商榷。

從簡文文意來看,“ 房 ”應是上引簡文前半部分所提到的“投米”
的具體化,“ ”與“投”動作一致,為“揚撒、投擲”之意③。同理,“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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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整理小組注:“ ”即“數”,《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裴駰《集解》
引徐廣曰:“數,速也。”張守節《正義》:“數音朔,速也。”《漢書》作“淹速”。

王貴元《周家臺秦墓簡牘釋讀補正》,《考古》2009年第2期,頁70-74。該文認為,《龍龕

手鏡·木部》有“ ”,為“麓”字異體,“麓”與“祿”古音同,故“漉”字又作“淥”、“簏”字又作“箓”。
“麓”在此假借為“祿”。《周禮·春官·天府》載:“若祭天之司民祿”,鄭玄注:“祿之言穀也。”《禮
記·王制》載:“王者之制祿爵”,鄭玄注:“所受食”,孔穎達疏:“祿者,穀也。”《呂氏春秋·懷寵》
載:“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其長老而敬之,皆益其祿。”高誘注:“祿,食。”《九店楚簡》祝禱辭中有

“芳糧”,如:“君昔受某之聶幣、芳糧。”“房”通“芳”,“房 ”即“芳祿”,與“芳糧”義同。
同上。《集韻·文韻》:“ ,拭也。”此義與上引簡文句義不符。王貴元先生考證,“ ”義

同“濆”,義為揚撒。



亦當與“米”意義相同或相近。《龍龕手鏡·木部》確有“ ”字,或作

“ ”,為“麓”之俗寫①。然從其意義上來考察,則相差甚遠。《說文·林

部》:“麓,守山林吏也。一曰林屬於山為麓。”《玉篇·林部》:“麓,山足

也。”《集韻·沁韻》:“ ,承樽按。”顯然,“ ”輾轉假借為“祿”太過

牽強。
原簡圖版作“ ”,當隸定為“ ”。我們認為,“ ”就是“糜”的省寫

異體字,意為米、麥的碎粒。文字在書寫過程中常依簡化原則將正字的

某些構字部件省略或去掉而成其俗寫異體字,形體上與正字有差異,但
其意義和用法與正字無異。如“痛”字,在張家山漢簡《引書》中多次以

“甬”形出現,省掉了“疒”旁,凡6見②。從字形上看,上引簡文中的“ ”
是在書寫“糜”時為圖方便省寫了“广”而成,為“糜”的省寫異體字。《廣
雅·釋器》:“糜,糏也。”王念孫疏證:“糏,通作屑。糏之言屑屑也。《玉
篇》:‘糏,碎米也’。《廣韻》云:‘麥破也。’”又,“糜之言靡細也。米麥屑

謂之糜,猶玉屑謂之爢。”糜,即為米、麥的碎粒。借鑒王先生訓“房”為
“芳”一說,“房 ”即“芳糜”,為芬芳的碎米粒。

如此訓釋,“ 房 ”既與簡文前半部的“投米”十分吻合,也文從字

順了。依整理小組體例,釋文當作“房(芳) (糜)”。

二   

321-322簡釋文:人所恒炊(吹)者,上橐莫以丸礜,大如扁(蝙)蝠矢

而乾之。即發,以酉□四分升一 (飲)之。男子 (飲)二七,女子欲

<飲>七。
按:據簡文內容可知,上引方為治療哮喘病方,是將“橐莫”和“礜”

兩藥冶如蝙蝠屎大小陰乾,然後用液體“酉□”化開入飲。酉□,此字原簡圖

版作“ ”,右半殘缺,左半為“酉”,整理小組依原簡字形釋,其所指未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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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遼]釋·行均編《龍龕手鏡》(影印本),中華書局,1985年,頁386。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

物出版社,2006年。分別見第26簡、50簡、51簡、52簡(2次)、72簡,字形皆作“ ”。



《病方及其他》中多以醇酒引藥服用,據辭例,皆明確“以淳(醇)酒績

布”、“置醇酒中”、“卒(淬)之醇酒”①,卻未見獨稱其為“醇”之用例,故
“酉□”不當為“醇”。

我們認為,“酉□”字从“酉”,從簡文內容來看,也應該是一種酒或與

酒相關的液體。結合上引此簡的用藥“橐莫”和“礜石”考察,我們發現

馬王堆帛書中亦有兩藥同用之方。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60行:
“(狂犬嚙人方)一,狂犬傷人,冶礜與槖莫(吾),【醯】②半咅(杯),飲之。
女子同藥。如 ”上引《病方及其他》簡和《五十二病方》簡所治病不同,
但其藥方用藥卻一致,一個內服方,一個外用方。因礜石是大毒之藥,
《病方及其他》321~322簡為內服方,故其用藥標準和劑量有更確切的

描述。
上引《五十二病方》60行原簡中“醯”字亦殘,僅存“酉”旁。馬繼興

先生補釋“醯”字時,認為“醯”雖有酢酒和醋兩種解釋,此醫方中“醯”當
為酢酒,係古代一種酸味的酒,《齊民要術》又稱苦酒者③。而魏啟鵬先

生則認為“醯”是醋④。我們認為馬先生觀點可信。從出土的醫藥材料

看,礜石用藥時皆以酢酒入引,如《五十二病方》347行:“一,取慶(蜣)良
(螂)一斗,去其甲足,以烏豙(喙)五果(顆),礜大如李,並以酨□斗煮

之,汔,以傅之。”酨,即酢酒。《漢書·食貨志下》:“除米曲本賈,計其利

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酨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顏師古注:
“酨,酢漿也。”

另外,《病方及其他》中各方多以酒服藥⑤,未見以醋服藥例,據此,
上引此簡中的“酉□”應補釋為“醯”,即酢酒,釋文亦隨作“[醯]”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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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分別參見《病方及其他》第311、313、323簡釋文。
醯,原簡皆僅殘存“酉”旁,係補出之字。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頁382-383。
魏啟鵬、胡翔驊《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壹)》,成都出版社,1992年,頁61。
如《病方及其他》第311簡“以醇酒漬布”、第312簡“入酒若鬻”、第313簡“置醇酒中”、第

320簡“以酒噴”、第323簡“卒之醇酒中”等。
因《病方及其他》與《五十二病方》的釋文體例不同,補出的釋文所用符號未能統一,《病方

及其他》加[ ]標示,《五十二病方》加【】標示。



三   

377簡釋文:“並命和之。即取守室<宮>二七,置椆中,而食以丹,各
盡其複(腹),□”

按:據簡文內容可知,上引簡文為制守宮砂方,是將守宮(蜥蜴)放
在“椆”裏養起來,每天餵食丹(朱砂),(待養到一定時候)再將守宮(蜥
蜴)腹部碾碎。椆,整理小組注:“椆,字右側不清,當為容器名。”細核原

簡圖版,此字為“ ”形,甚為清晰。我們認為,依字形隸定此字為“椆”,
確也,但結合歷代字書及文獻用例來看,“椆”並非容器名。《說文·木

部》:“椆,木也。”《山海經·中山經》:“又東三十里,曰虎首之山 ,多苴椆

椐。”《廣韻·尤韻》:“椆,木名,不凋。”《集韻·尤韻》:“椆,木名,寒而不

凋。”然從簡文文意來看,上引此簡中的“椆”確實應該是一種容器。
我們認為,上引《病方及其他》337簡中的“椆”通為“缶周”,是一種甕

器,理由如下:
首先,從音理上來說,“椆”為定母幽部,“缶周”為章母幽部,定、章同

為舌音,屬同韻通假。
第二,從意義上來看,“缶周”是容器名。《玉篇·缶部》:“缶周,器成

也。”《龍龕手鏡·缶部》:“缶周,器也。”《篇海類編·器用編·缶部》:“缶周,
器成。”而且傳世文獻中有關“守宮砂”的記載不少,養蜥蜴的容器亦多

為“甕”。如晉代張華《博物志》卷四:“蜥蜴或名蝘蜓。以器養之,食以

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①,冶 萬杵,點女人支體,終年不滅。唯房室

事則滅,故號守宮。”②《太平御覽》引漢代劉安《淮南萬畢術》載:“守宮飾

女臂,有文章。取守宮新舍陰陽者各一,藏之甕中,陰乾百日,以飾女

臂,則生文章,與男子合陰陽,輒滅去。”南朝梁名醫陶宏景《名醫別錄》
云:“守宮喜緣籬壁間,以朱飼之,滿三斤,殺乾末以塗女人身,有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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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今度量衡換算,西漢時的1斤合為今天的258.24克(秦時期也一樣)。那麽“七斤”合
今為1807.68克,約為今天的3.615斤。

[晉]張華著、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中華書局,1980年,頁51。



事,便脫;不爾,如赤志,故名守宮。”出土簡帛中亦有與此簡描述一致的

簡文,見於馬王堆漢墓帛書《養生方》61行:“取守宮置新廱(甕)中,而置

丹廱(甕)中,令守宮食之。須死,即冶,□畫女子臂若身。節(即)與【男
子】戲,即不明。”此簡描述的也是“將守宮(蜥蜴)置於甕中餵養,於甕中

放置供守宮(蜥蜴)吃的丹砂”的“守宮砂”的製作方法及功用。
準此,上引《病方及其他》337簡中的“椆”通“缶周”,為一種甕器,釋文

亦應隨釋“椆(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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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書《五十二病方》“以布捉取出其汁”斷句略辨

姚海燕①

  摘 要:對帛書《五十二病方》中“以布捉取出其汁”一句的斷句進行辨析,

認爲《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斷作“以布捉,取出其汁”誤,原《馬王堆漢墓帛

書》斷作“以布捉取,出其汁”是;書中他處“捉取”連文者,亦當以“取”字屬上句

爲當。

  關鍵詞:帛書;《五十二病方》;捉取

帛書《五十二病方》作爲我國現知最早最完整的古代醫方書,由於

其在中國醫學史及文化史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故自1973年長

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以來,即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並引發持續的研究熱

潮,成果頻出。2014年6月以裘錫圭先生領銜主持編寫的《長沙馬王堆

漢墓簡帛集成》(後簡稱《集成》)出版,這無疑是繼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

陸續出版的一系列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整理研究的成果之後,提
供給學界的又一份全新的學術大餐。其中經過重新釋讀的《五十二病

方》自然也是後出轉精,爲研究者提供了一種更佳的研究版本,然細細

讀來,也發現其中有個別以不誤爲誤,即錯誤糾正前人結論之處。今試

舉一例,以就正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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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五十二病方》“諸傷”條第12則有“以布捉取出其汁”(18/

18行)①句,《集成》以“取”字屬下句,斷作“以布捉,取出其汁”。據其所

引原注(按:指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整理的《馬王堆漢墓帛書·五

十二病方》)文“以布捉取,用布包盛藥物,加壓濾汁”②可知,原注此句以

“取”字屬上句,斷作“以布捉取,出其汁”。二者究竟孰是? 竊以爲原注

是。理由如下:
一、“捉取”連用,即動詞“取”置於動詞“捉”後以共同構成一聯合動

詞詞組(“取”似有補充說明前一動詞動作結果的意味)的用法在古籍中

極爲普遍,如:
《貞觀政要·慎言語》:“隋煬帝初幸甘泉宮,泉石稱意,而怪無螢

火。敕云:捉取多少,於宮中照夜。”③

宋·朱勝非《紺珠集》卷三《詩賦常有生氣》:“宋袁嘏少有文才,常
謂人曰:我詩賦常有生氣,須急捉取,不爾便飛去。”④

葛洪《神仙傳》卷四《孫博》:“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

出,卿但諦伺捉取之。”⑤

呂岩《七言》詩:“星辰聚 入離鄉,日月盈虧助藥王。……入室用

機擒捉取,一丸丹點體純陽。”⑥

宋·楊萬里《誠齋集·舟過城門村清曉雨止日出》詩:“五日銀絲織

一籠,金烏捉取送籠中。知誰放在扶桑樹,只怪滿溪煙浪紅。”⑦
《抱朴子·仙藥》:“行山中,見小人乗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

取服之即仙矣。”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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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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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伍)》,中華書局,2014年,頁218。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伍)》,中華書局,2014年,頁218。
《四庫全書》(第40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81。
《四庫全書》(第87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32。
《四庫全書》(第105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74。
《全唐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099。
《四庫全書》(第116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74。
梅全喜等《<抱朴子內編><肘後備急方>今譯》,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年,頁101。



《肘後備急方·治寒熱諸症方第十六》:“捉取瘧鬼,送與河官,急急

如律令。”①
《普濟方·治產難數日不出極困欲絶者秘方》:“取雌烏雞,令走二

時許,捉取,刺左翅下取血,又刺血門取血,以醇酒一小盞和血,內真丹

末方寸匕,攪勿令凝,服之,投杯即活,不下亦佳。”②
《古今醫統大全》卷之九十七《取蟾酥法》:“長夏時捉取癩大蝦蟆,

用蛤蜊殼未離帶者,合蟆眉上用力一撚,則酥出於殼內,收在油明紙上,
乾收貯用。”③

《急救廣生集·奇症·發症飲油》:“一方,病發症者,欲得飲油,用
油一升,入香澤煎之,盛置病人頭邊,令氣入口鼻,勿與飲之。疲極眠

睡,蟲當從口出,急以石灰粉手捉取,抽盡即是發也,初出如不流水中濃

菜形。”④

本《集成·五十二病方》317/307行亦有:“足(捉)取汁而煎,令類

膠,即冶厚柎,和,傅。”⑤

此外,“取”也可以置於 “捕”、“拾”、“撈”、“擒”、“擒捉”等動詞或聯

合動詞詞組後組成“捕取”、“拾取”、“撈取”、“擒取”、“擒捉取”等聯合動

詞詞組,古籍中文例甚多,此不贅舉。即《集成·五十二病方》中此類詞

就有“浚取”、“靡(磨)取”、“抉取”、“剡取”等,如:
傷而頸(痙)者,以水財煮李實,疾沸而抒,浚取其汁,寒和,以 (飲)

病者, (飲)以【□爲】」34/34故。
參(三) (沸),止,浚取【汁】。175/162
以水一斗煮葵穜(種)一斗,浚取其汁,以其汁煮膠一廷(梃)半,爲

汁一參,而 181/168
浚取其汁,以 (蜜)和,令毚(纔)甘,寒溫適,【□】」18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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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全喜等《<抱朴子內編><肘後備急方>今譯》,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年,頁249。
朱橚等《普濟方》,人民衛生出版社,1959年,頁1054。
《古今醫統大全》,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年,頁1297。
程鵬程《急救廣生集》,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8年,頁79。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伍)》,中華書局,2014年,頁271。



(飲)之。
取景天長尺、大圍束一,分以爲三,以淳酒半斗,三 煮之,孰(熟),

浚取其汁,【歠】189/176之。
熬蠶穜(種)令黃,靡(磨)取蠶穜(種),冶,亦靡(磨)白魚、長228/

215足。
以柞 柱若,以虎蚤(爪)抉取若,刀而割若,葦而刖若。今【□】若不

去,苦涶(唾)□若。……380/370
【□】 根,乾之,剡取皮□□采根 471/461【□】十斗……
而“捉”“取”二詞連用而不連讀者似未見其例。
二、“出XX”句式,即動詞“出”後加名詞構成動賓結構,以表示經由

一個由內而外的動作使得某物(具體的或抽象的)得以呈現出來的用法

在古籍中至爲常見,如:
《史記·伍子胥列傳》卷六十六:“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

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然後已。”①

《史記·扁鵲列傳》:“(長桑君)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

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②

《後漢書·趙壹傳》:“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

瘢痕。”③

《三國志·魏書·鄧哀王沖傳》:“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

重,訪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④

《三國志·華佗傳》:“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⑤

《晉書·楚隱王瑋傳》:“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

書劉頌曰……”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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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頁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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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曄《後漢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頁1597。
盧弼《三國志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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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1429。



《舊唐書·馬燧傳》:“燧誓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勝,盡出

其私財以頒將士。”①
《中藏經·論治中風偏枯之法第三十九》:“吐謂出其涎也,瀉謂通

其塞也,補謂益其不足也,發謂發其汗也。”②

三、《集成》以“本篇44行:‘以布足(捉)之,取其汁’”[1]223句爲據,欲
證此句“以布捉取,出其汁”中“取”字亦當屬下,不當。

此句“以布捉取,出其汁”與本篇44行“以布足(捉)之,取其汁”句,
兩句義雖無別,而句式實不相同。本篇44行句“足(捉)”後因帶有賓語

“之”,“取”自當屬下,並作爲謂語統領其賓語“其汁”。而在“以布捉取,
出其汁”句中,動詞“捉”後無賓語,且“其汁”前已有動詞謂語 “出”以領

之,故此處仍當以“捉取”連用,即以“取”字屬上句爲宜。
另,依上述辭例,《五十二病方》“諸傷”條第13則“即以布捉,【取

□□□□□□□□】19/19浘之”③句中之“取”字,似亦應以之屬上句

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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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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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出土西夏文醫方文書載第三方新探

張如青 于業禮 劉景雲①

  摘 要:出土於甘肅武威的西夏文醫方文書G21.004[20487]已經過較多學

者的研究,但在翻譯上仍有一些值得探討的地方,如該文書第三方主治“寒氣”

而非“傷寒”,藥用“開口花椒”,而非“花椒皮”等。另外,前輩學者多認爲該方反

映了西夏社會濃重的巫醫色彩,但經過考證可知,該方當是從中原地區醫學文

獻中直接翻譯而來。其來源可能與《類編》中的“脾疼單方”和《聖濟總録》中的

“椒面粥”有密切的關係。

  關鍵詞:出土文獻;西夏文;醫方;面東

一、引言

1972年,甘肅武威下西溝峴出土的一批西夏文文書中,有一件醫方

文書。最早於《考古》雜誌(1974年第3期)公布圖版②,後《中國藏西夏

文獻》收録,編號G21.004[20487]③。從已公布的材料可知,該文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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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如青、于業禮,上海中醫藥大學 上海 201203。劉景雲,香港志蓮禪院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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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第16册),甘肅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年,頁258。



20釐米,寬11.7釐米,前後缺,下部殘損。存文字8行,行22字,楷書。
先後對該件文書進行研究的有王靜如(1974)、史金波(1974)、黄振

華(1974)、陳炳應(1985)、吕科(1995)、肖屏(2010)、梁松濤(2015)①等

先生,研究的重點集中於文書内容的翻譯、醫方性質的判定及西夏醫學

與巫術的密切關係等方面。如王靜如先生認爲這件文書所載的醫方偏

驗方性質,而史金波、黄振華兩位先生作了否定。陳炳應先生判定出這

件文書共載有三首醫方,内容均是治療“傷寒”或“寒氣”,並指出這三首

醫方“遵循祖國醫學傳統,但又不見於古今醫書,似是偏方,同時它又保

存了黨項人較爲原始的巫醫色彩,是研究西夏醫藥學的重要資料”。肖

屏先生與陳先生觀點基本一致。梁松濤先生則認爲這三首醫方和服法

與中原醫學醫理、用藥一致,反映的是漢族較爲先進的科學技術對少數

民族地區的深刻影響。其中陳炳應、肖屏、梁松濤等先生都提到這三首

醫方體現了西夏社會中濃重的巫醫色彩。
從前人的研究可知,G21.004[20487]文書殘存的内容共包括三首

醫方,每方以“○”符號隔開,第一方爲“厚羅新麻湯”,主治“寒病”,劑型

爲湯劑;第二方無方名,主治“百種寒病”,劑型爲丸劑;第三方亦無方

名,主治“寒氣”。前人所論雖已甚詳,但仍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醫

方主治、藥物名稱翻譯、醫方所反映的巫醫現象等仍需進一步討論。今

就該文書三首醫方中的第三方,於前人所論未備或不妥之處作進一步

的研究和探討,以求教於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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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雜誌》2010年第2期,頁27-28。梁松濤《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醫藥文獻整理與研究》,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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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21.004[20487]文書第三方譯文討論

G21.004[20487]文書第三方位於該文書的第7行後半部分和第8

行,内容殘缺不全,殘存内容包括該方的主治、用藥及服用方法等。西

夏文原文轉録如下:

(上略)

7

8
(下缺)

上文提及對G21.004[20487]文書進行研究的學者除史金波和吕科

兩位先生外,都對該方進行了漢文翻譯,爲便於説明,今將諸先生譯文

列表如下:

王靜如(1974) 黄振華(1974) 陳炳應(1985) 肖屏(2010) 梁松濤(2015)

第7行 ○制寒熱,制…… ○療冷氣治□ ○治寒氣方, ○治寒氣方 ○治寒氣□

第8行

辣 頭 唇 (藥 名)

…… 來 年 空 肚

時,以新冷水中,

服二十一滴,面

(向)東……

椒,忌(?)口,於

次晨空服時每服

二十一粒,新汲

水送下,面□□。

花椒皮,於翌晨

空腹時,(取)新

冷水,服二十一

粒,面東……

花椒皮,於翌

晨 空 腹 時,

(取)新冷水,

服二十一粒,

面東……

花 椒 皮,於

翌日清晨空

腹 時,新 汲

水 中,服 二

十 一 粒。面

東□。

  史先生雖未對該文書進行全文翻譯,但也就翻譯問題提出了一些

看法,如史金波指出第8行1、2兩字應譯爲“椒”,王靜如先生將第8行

前三字連在一起,譯爲“辣頭唇”不妥;又指出第8行第5-9五個字,應意

譯爲“翌晨空腹時”。

結合諸位先生的譯文以及文章中的相關論述,今從以下兩個方面

作一些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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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治“寒氣”還是“傷寒”?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對G21.004[20487]文書第三方表示主治的

“ ”兩字,除王靜如先生譯爲“寒熱”,黄振華先生譯爲“冷氣”外,餘

均譯爲“寒氣”。

據“西夏造字法”, 仿漢字“冷”,偏旁 謂“冫(仌)”, 爲“令”,合

而爲“冷”。《説文》:“冷,寒也。从仌,令聲。” 仿漢字“氣”。偏旁 謂

“氣”; 謂“米”,其中 謂“十”, 謂上下“八”。擬音“達”(同19A3),與
“氣”古音通,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卷五:“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

澄三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床無別也;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

又,此處 、 二字互爲異體,西夏符號 、 同。《説文》:“寒,凍也。

从人在宀下,以茻薦覆之,下有仌。” 擬音“達”、 擬音“吐”(同17B2),

均與寒凍之“凍”音相通。西夏聯用,是爲寒冷、寒凍之“寒病”。

諸家譯文一致,本無需再行探討,但在文章論述中,前人却將此“寒

氣”與“傷寒”混同,值得一辨。

“ ”兩字作爲主治病名,在G21.004[20487]文書中出現了三次,

分別位於第4行9、10兩字,第5行10、11兩字,第7行17、18兩字,在

討論前兩處時,史金波先生謂:“此藥方第4行9、10兩字同第5行10、

11兩字相同,第1字‘寒、冷’意,第2字‘病、患’意,《考釋》譯爲‘冷病’

實則譯爲‘傷寒’最爲合適。我國中醫所謂‘傷寒’,非專指由傷寒菌引

起之傷寒,而是多種外感病的統稱。”陳炳應先生也認爲:“考慮到我國

古代醫藥書上習慣用‘傷寒’一名代表與熱病温病相對的一切外感風寒

症,其病理皆依據張仲景的《傷寒論》;又同一個西夏遺址中發現的漢文

文書中有‘傷寒’一詞,所以,從譯名上説,在此譯爲治‘傷寒’方較爲好

些。”相似的論述也見於肖屏、吕科、梁松濤等先生的文章中。

諸位先生都提到説“傷寒”是一切外感病的統稱,這是“傷寒”一詞廣

義上的概念。但説成是“一切外感病的統稱”仍不盡凖確,如《素問·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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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①所以一般認爲廣義上的“傷寒”是

一切“外感熱病”的統稱。《難經·五十八難》載:“傷寒有五:有中風,有

傷寒,有濕温,有熱病,有温病。”是“傷寒”又有狹義上的概念。狹義上

的“傷寒”自然不是指現代醫學認爲的由傷寒桿菌引起的傷寒病,而是

專指太陽表證之一,感受風寒之邪,表現出發熱、惡寒、身痛等症狀的一

類疾病。但不管是廣義還是狹義上的概念,“傷寒”作爲病名,所表現出

的症狀中都有“熱”,即有“發熱”的症狀。

而“寒”爲中醫致病因素中的“六淫”之一,《素問·至真要大論》謂:

“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宋代陳無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外

所因論》:“夫六淫者,寒暑燥濕風熱是也。”②感受六淫之一的“寒”邪所

引起的“寒病”,與“傷寒”却不能等同。首先,《孟子·公孫丑下》:“有寒

疾,不可以風。”《論衡·寒温》:“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是“寒”之作爲病

名早已有記載。其次,如《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敘中寒論》:“夫寒者,乃

天地殺厲之氣,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髒爲腎,故寒喜中腎。腎中

之,多使攣急疼痛,昏不知人,挾風則眩暈,兼濕則腫疼。治之唯宜温

劑,不可吐下,皆逆也。”③陳無擇又在其下一節《五臟中寒證》中詳細羅

列了五臟中寒的具體表現,除“肝中寒”會出現“翕翕發熱”的症狀外,餘

四髒中寒均無發熱症狀,是與“傷寒”一般都會出現發熱的症狀有很大

的區別。所以G21.004[20487]所載三首醫方的主治均是“寒氣”或“冷

病”,不能解釋爲“傷寒”,更不能直接譯爲“傷寒”。

第二,該方藥物名稱的翻譯仍非確論。

G21.004[20487]第三方用藥只有一味“ ”,王靜如先生翻譯爲

“辣頭唇”,史金波、黄振華兩位先生翻譯爲“椒”,陳炳應先生、肖屏、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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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濤意譯爲“花椒皮”。按 “椒”,直音“拶吳”。 (頭首),實際同西

夏 (花),右偏旁 同 ,西夏草體亦同,左右 同左右 ,即謂仿漢

字“化”; 謂“艸”,合而爲“花”。古音“吳”、“花”同。西夏 ,釋作“果”、

“子”(珠141-144),直音“麻”,實在仿漢字“化”。《書·堯典》:“鳥獸孳

尾。”孔傳:“乳化曰孳。”孔穎達疏:“胚孕爲化。”《吕氏春秋·過理》:“紂

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高誘注:“化,育也。”此即西夏

(化)訓作“果”、“子”的由來。直音“麻”,與“化”只是輕重唇音之別。依

據西夏詞法修飾詞居主詞後, 就是“吳拶”,音同“花椒”,西夏略作

“椒”。《急就篇》第二十三章:“烏喙附子椒芫華。”顏師古注:“椒,謂秦

椒及蜀椒也。”即所謂“花椒”。

又,《爾雅·釋木》:“檓,大椒。”郭璞注:“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

檓。”“吳”、“檓”一聲之轉。且“椒”之聲符“叔”與蹙鼻之“蹙”聲符“戚”

相當。

“ ”後的兩字“ ”,據“西夏造字法”, 仿漢字“口”,《説文》:

“口,人所以言食也。形象。”偏旁 謂“口”, 謂“人”,會意“人口”。古

代凡人口統計,均以“口”稱“人”,《孟子·梁惠王上》:“百畝之田,勿奪

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漢書·昭帝紀》:“毋收四年、五年口

賦。”顏師古注引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

十三。’”故西夏直音“烈”(珠183),與“人”陰陽對轉。又 仿漢字“開”,

《説文》:“開,張也,从門,从幵。”偏旁 謂左右“户”,即“門”字’; 謂

“幵”,《説文》:“幵,平也。” 之擬音“迎”(同23B4),與“幵”一聲之轉,漢

字从石、幵之“研”,讀音近同“迎”。

“ ”四字合在一起,其凖確的翻譯應是“開口花椒”。花椒成

熟,一般都呈開口,故稱。作爲藥物名稱,花椒未以獨立條目見載於歷

代本草著作,但從本草的記載來看,至少在宋代,“花椒”之名已經開始

使用了。如《證類本草》卷十二“杜仲”條下引《聖惠方》“治卒患腰腳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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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方”中就已有“花椒”一藥。又《本草綱目》卷三十二“蜀椒”條下附方

中引《普濟方》治“頭上白秃”方,即用“花椒末”入藥,是李時珍認爲“花

椒”即蜀椒。蜀椒,味辛、温,“主邪氣咳逆,温中,逐骨節,皮膚死肌,寒

濕痹痛,下氣。久服之,頭不白,輕身增年”。(《神農本草經》)這也與上

文引陳無擇稱治寒“唯宜温劑”相符合。

“開口花椒”之名多見於清末民國的醫生用藥中,這也與在用藥時,

需要“去閉口者”有關。如《證類本草》卷十四“蜀椒”條下載:“多食令人

乏氣,口閉者殺人。”所以一般在炮炙時,蜀椒(花椒)都要“去閉口者”。

如《雷公炮炙論》卷下:“凡使,須去目及閉口者不用。”《本草發揮》卷三

引張元素云:“凡須用炒去汗及合口者。”《本草品彙精要》卷十八:“去

莖、目及閉口者,焙出汗用。”等等。

從上文的列表中,可知西夏文“ ”翻譯成“花椒皮”始自陳炳應先

生,如陳先生稱:“據中醫説,花椒入藥用皮不用籽,西夏文用‘椒口沿’

三字,可能就是這個意思,故我意譯爲‘花椒皮’。”考歷代本草著作,無
“花椒皮”之名,其他醫學著作中,亦只見清代黄庭鏡《目經大成》卷三

“昭容膏”下有“或加川花椒皮、雲連末、樟腦、薄荷葉各一錢,仍妙”的記

載①。但在《眼科易簡補編》的引文中又只作“花椒”,無“皮”字②。至於

“花椒用皮不用籽”的説法,不知陳先生所據爲何,但《雷公炮炙論》在論

述蜀椒(花椒)的炮炙時稱:“其椒子先須酒拌,令濕,蒸從巳至午,放冷

密蓋,除向下火,四畔無氣後取出。”是椒子不僅不去除,反而可炮炙入

藥。又《全生指迷方》有“椒仁丸”,入藥用“椒仁”。《瘍科選粹》更有“椒

子散”,以一味川椒子入藥。故“ ”譯文作“花椒皮”不妥,當翻譯成

“開口花椒”。

至於杜建録及梁松濤先生認爲該方用花椒皮“是既容易找到,又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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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方便的大眾化醫方”①,更甚至有學者進一步認爲當時西夏人用“花椒

皮”是節省藥材,降低成本,使廢棄之物發揮醫療作用等説,實在是失之

考證、妄爲臆測的推衍之説了。

綜上,G21.004[20487]文書第三方的主治是由六淫之一的“寒”邪

引起的“寒”病,用藥“開口花椒”一味。凖確翻譯爲:“治寒氣方:開口花

椒,翌晨空腹時,上,新汲水中,服二十一粒,面東……”

三、“面東”與中原地區醫方中的巫術色彩

陳炳應先生指出:“在一般的人民群眾中,則仍多是巫、醫不分。西

夏文醫方最後二字很清晰,義爲‘面東’,即服藥時要面向東方。這顯然

是將漢族醫藥學與黨項的巫師治病糅合在一起了。”肖屏先生在論述

G21.004[20487]文書第三方時也稱:“這無疑浸透着一種迷信思想,説

明西夏人在有醫治寒氣偏方的情況下,還沒有擺脱‘巫醫’色彩的影

響。”梁松濤先生亦在“ ”的注釋中稱:“西夏醫學較唐宋來説較爲落

後,黨項醫學有較原始的巫醫色彩。此處 (面東),即服藥時面向東

方,西夏人常用巫術占卜來祛病消災,‘病者不用醫藥,召巫者送鬼,西

夏語以巫爲廝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

上述三位先生憑藉第三方末殘存的“ (面東)”兩字得出如此結

論,其他西夏研究的學者也都在此基礎上將該方視爲西夏社會中濃重

巫醫色彩的證據,其實是犯了一個錯誤。因爲這種記述在服藥時面向

某個方位的内容,最早是見於中原地區醫學的醫方中,該方應該是直接

從中原地區的醫方翻譯而來,不能作爲反映西夏社會中存在濃重巫醫

色彩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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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五十二病方》中就有較多“東鄉(向)”的記載,如“以日出時,

今頹( )者屋霤下東鄉(向),令人操築西鄉(向),祝曰:“今日庚,某頹

( )亢;今日已。某頹( )巳(已)。”①等等。王化平先生認爲這樣做的

目的是爲了借助東方的陽氣,如稱:“日出時太陽在東方,太陽爲陽。因

此,面向東方無非是想借助太陽之陽氣,而日出正是陽氣上升之時,自

然也益於補益陽氣。”②這在《黄帝内經》中也能找到證明,如《素問·陰

陽應象大論》:“歧伯曰:東方,陽也。陽者,其精並於上,並於上則上明

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③王氏之説或者還值得考證,但

對於G21.004[20487]第三方治療“寒氣”一類的疾病時,借東方之陽以

補益陽氣,應正是其“面東”的目的所在。

相似的醫方在中原地區還有許多,如《外臺秘要》卷一引范汪方“療

傷寒白膏”,其用藥方法中需“作東向露灶”;又“療傷寒雪煎方”,其用藥

方法中需“漬麻黄於東向灶釜中三宿”等等。其他還有,如《聖濟總録》

卷一百一十·眼目門中“清涼包子方”條下:“黄連一分,爲末。上一味,

用新水一碗,面東撲取倒流水,將黄連末勻摻在碗内。”《楊氏家藏方》卷

三“常山剉散”條下:“上件 咀。每服一錢半,用好酒二盞,煎至一盞,露

一宿,至發日五更初,面東服。”《蘇沈良方》“服威靈仙法”中的“五更初,

面東細嚼一帖,候津液滿口咽下”。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通過梳理文

獻,我們也不難發現在中原地區的醫方中,其所含的巫術成分,一般與

“面東”同時出現的還有“清晨”“水”兩個因素,或兼具“清晨”“水”中的

一個因素。上舉《聖濟總録》中的例子即是如此,其他還有,如《備急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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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要方》卷二十七“道林養性第二”:“夜夢惡不須説,旦以水面東方噀

之。”①《古今醫統大全》卷九十三“通神丸”下:“患者發日,天初明時,面

東,念藥王藥上菩薩,新汲水吞下一丸,立效。”②

G21.004[20487]第三方中兼具“清晨”“新汲水”“面東”三個因素,

完全符合中原地區醫方中巫術色彩所呈現的規律,很明顯是由漢文直

接翻譯而來,不能作爲反映西夏社會中濃重巫醫色彩的證據。

四、“二十一粒”與G21.004[20487]文書第三方的來源

上文已判斷知G21.004[20487]文書第三方的來源是中原地區醫

學,相似的内容不可能不在中原地區醫學文獻中留下痕跡,且該方用花

椒二十一粒,使用劑量爲“七”的倍數,也與中原地區醫方中所蘊含的巫

術成分有關。

在出土簡帛醫藥文獻中,就大量存在藥物用量爲“七”或“七”的倍

數的内容。如周家臺秦簡中治療痿病的醫方:“治 (痿)病:以羊矢(屎)

三斗,烏頭二七,牛脂大如手,而三温煮之,洗其□(324),已 (痿)病亟

甚(325)。”③其中烏頭的用量即爲“二七”。再如馬王堆《五十二病方》中

治療“ ”疾的醫方中,用“蠃牛二七”;治療“穨”疾的醫方中,用“衣白魚

一七”“長足二七”;治療“牝痔”的醫方中,用“鮒(鯽)魚如手者七”等等。

傳世文獻記載的醫方中,藥物使用劑量爲“七”或“七”的倍數的記載更

是不勝枚舉。爲何會出現這種情況? 廖育群先生認爲是受印度醫學影

響的結果④。但除了醫學外,數字“七”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其他方方面面

也都有着獨特的意義,有學者認爲是與中國古代學者對宇宙天體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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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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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年,頁789。
徐春甫《古今醫統大全》(下),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年,頁704。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01年,頁129。
廖育群《醫者意也:認識中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89。



節律和人體生命節律有關,應該是更爲凖確的①。

從G21.004[20487]文書第三方的使用劑量入手,也可以得知在中

原地區醫學文獻中,至少有兩首醫方與此方有着密切的關係。

一是《類編朱氏集驗方》中的“脾疼單方”。如:“張忠順盛夏調官都

城,苦熱,食冰雪過多,又飲木瓜漿,積冷於中,遂感脾疼之疾。藥不釋

口,殊無退證,累歲日齋道人。適一道人曰:我受官人供,固非所惜,但

取漢椒二十一粒,浸於漿水盆中一宿,漉出還以漿水吞之,若是而已。

張如所戒,明日椒才下腹,即脱然,更不復作。”②蜀又稱“蜀漢”,故“蜀

椒”又名“漢椒”,是相對於“秦椒”而言。該方與G21.004[20487]文書第

三方相比,兩者除用藥相同外,主治亦基本相同,很可能有著共同的源

流關係。另外,該段文字被後世如宋代張杲《醫説》、日本鐮倉時代梶原

性全《覆載萬安方》、明代江瓘《名醫類案》等多種醫學著作引用,可見其

流傳甚廣,傳播到西夏地區被翻譯成西夏文的可能也是十分大的。

另外,載於《聖濟總録》卷一百八十九的“椒面粥”與上引《類編朱氏

集驗方》“脾疼單方”亦十分相似。如稱:“治久患冷氣,心腹結痛,嘔吐

不能下食。蜀椒(去目及閉口者)一分(炒出汗水,浸一宿,焙乾末之),

白麵三兩。上二味,將椒末於麵内拌匀,於豉汁中煮令熟,空腹食。”蜀

椒性烈有毒,《類編朱氏集驗方》方中取浸漿水中一宿,是爲了緩和蜀椒

的毒性,《聖濟總録》中用麵包裹,一者是劑型需要,還有就是爲了緩和

藥性。並於豉汁中煮,也是取豉汁解毒的功效。雖然《聖濟總録》該方

與《類編朱氏集驗方》“脾疼單方”、G21.004[20487]文書第三方不盡相

同,但主治、用藥均一致,仍可考慮三者之間存在一定的源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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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觀點源於劉道超(《神秘數字“七”再發微》,《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頁57-
60),得到如呂亞虎(《戰國秦漢簡帛文獻所見巫術研究》,科學出版社,2010年,頁383-386)等學

者的支持。
朱佐編集《類編朱氏集驗醫方》,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年,頁54。



二是明代高濂《遵生八箋·十二月事宜》引《七簽》:“除夜取椒二十一

粒,勿與人言,投於井中,以絶瘟疫。”①該方又見於清代《救荒良方·預辟

疫法》和《文堂集驗方·預辟疫法》,用藥雖和G21.004[20487]文書第三方

相似,但主治及用法已相差較大。這可能是與醫方在流傳過程中發生了

較多演變有關,從内容上來看,《遵生八箋》該方也於其中融入了道教文

化,演變成爲了道教方。

除此以外,其他用“蜀椒二十一粒”或“椒二十一粒”爲主要藥物的

醫方還有不少,但主治功用大多已發生了較大變化,如用於灸法中、用

於作藥物麻醉等,與 G21.004[20487]文書第三方差别較大,不一一

舉例。

五、小結

通過以上探討可以得知,出土於甘肅武威下西溝峴的西夏文醫方

文書(G21.004[20487])中第三方的凖確翻譯爲:“治寒氣方:開口花椒,

翌晨空腹時,上,新汲水中,服二十一粒,面東……”並可由此明確該方

主治爲“寒氣”(或“冷疾”),而非傷寒;用藥爲“開口花椒”,而非花椒皮。

該方用藥劑量爲“二十一粒”,與服用方法上的“面東”等體現了該

方所包含的巫術成分,但該方當是從中原地區醫方直接翻譯過來,與
《類編朱氏集驗方》所載“脾疼單方”和《聖濟總録》中的“椒麵粥”有着

共同的源流關係。其所包含的巫術成分也與中原地區醫方中所含有

的巫術成分一脈相承,不能作反映西夏地區“巫醫不分”社會風氣的

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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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濂《遵生八箋》,甘肅文化出版社,2004年,頁173。



馬王堆簡書《十問》中的食韭養生法

張葦航①

  摘 要:馬王堆出土的簡書《十問》為房中術的重要典籍,其中“齊威王問文

摯”一篇所提出的食韭養生法可作為食養法的濫觴。本文以最新整理的《長沙

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為藍本,對該篇的相關內容進行整理和闡釋,詳細地分析

了韭的功效、用途、配食等內容,並進一步探討韭用於食療養生的歷史背景和社

會心理,同時從文理和醫理等角度對“夫春 寫入以韭者”等有疑義之處進行了

辨析。

  關鍵詞:馬王堆出土的醫書;《十問》;韭;養生

《十問》是馬王堆出土的十五部簡帛醫書之一②。它書寫在竹簡上,
出土時與《合陰陽》合為一卷,《十問》在內,《合陰陽》在外。竹簡長約23
釐米,約漢尺1尺。簡書《十問》《合陰陽》《天下至道談》(竹簡)《雜禁

方》(木簡)與帛書《養生方》屬於古醫書“房中”類。此類醫書在後世基

本散佚,因此,出土文獻為我們今日瞭解和研究當時的醫學狀況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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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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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葦航,上海中醫藥大學科技人文研究院 副教授 上海 201203。
據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中華書局,2014年)的整理,馬王堆出土醫書

包括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乙本)》《脈法》《陰陽脈死候》《五十二病方》
《去穀食氣》《導引圖》《養生方》《房內記》《療射工毒方》《胎產書》,以及簡書《十問》《合陰陽》《雜
禁方》《天下至道談》。其中將原整理者所名《雜療方》根據內容分為兩篇,即《房內記》與《療射工

毒方》。



寶貴的資料。
《十問》分別為黃帝問天師、黃帝問大成、黃帝問曹熬、黃帝問容成、

堯問舜、王子喬父問彭祖、帝盤庚問耇老、禹問師癸、齊威王問文摯、秦
昭王問王期,主要採用問答的形式,對房事養生的原則和方法等進行了

論述,可以看出其與《漢書·藝文志》所記錄的“房中八家”①有重要的淵

源關係。
《十問》所敘述的房事養生內容,主要包括三大類:一是具體的房中

術方法,如“九至毋星”;二是吐納導引之法,如“食神氣”“治氣”;三是配

合飲食與睡眠,如“助以柏實”“ 走獸泉英”“ 湩”“淳酒毒韭”“食松柏”
“臥”等等。其中,第九問“文執(摯)見齊威王”一篇集中闡釋了睡眠和

飲食對於調補人體的重要意義,且其所用的物品和方法與其它篇章相

比,更為切合實際、簡單易行,方術和房中術的色彩較少,可以看作後世

食養之方的濫觴。該條對韭的這種菜蔬的推崇,既是來自日常生活的

經驗,又是取象比類的典型例證。

一、原文釋讀

與《十問》中出現的天師、容成、彭祖等人物相比,文摯在歷史上是

直接以名醫的角色出現的。其事跡首見述於《呂氏春秋·至忠》②,言其

以情志療法治癒齊王之痏,並已有神化傾向。該篇簡書中,齊威王如同

一個沒有耐心的現代人,直截了當地向文摯要求以“二、三言”說明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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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漢書·藝文志》所列“房中八家”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堯
舜陰道》二十三卷、《湯盤庚陰道》二十卷、《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天一陰道》二十四卷、《黃
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呂氏春秋·至忠》言齊王由宋延文摯為己治痏,文摯以激怒齊王之法治癒王疾,但終被

齊王生烹。《列子·仲尼篇》亦記文摯與龍叔交往事。其釋文云:“文摯,六國時人,嘗醫齊威王。
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也,曾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癒。”按齊文公呂赤公元前815至前804年

在位,齊威王田因齊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在位。以簡書《十問》為證,文摯當為戰國時名醫,
與齊威王同時。《呂氏春秋》載以鼎烹文摯時,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

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論衡·道虛篇》已駁斥此事之虛妄,認為“世見文摯

為道人也,則為虛生不死之語矣”。



之道。文摯說他著有“三百編”養生修道之作,並強調睡眠為最重要的

因素。而齊威王進一步追問的是“臥時食何氏(是)有”,即他感興趣的

是如何飲食調補,從而引出文摯對韭及所配食之物的論述。
相關原文如下(無争議之字全用通行字體,阿位伯數字爲行號):
文執(摯)見齊威=王=(威王,威王)問道焉,曰:“寡人聞子夫=

(大夫)之博於道也,寡人巳(已)74宗廟之祠,不叚(暇)其聽,欲聞道之要

者,二、三言而止。”文執(摯)合(答)曰:“臣75為道三百編,而臥最為首。”
威王曰:“子澤(繹)之,臥時食何氏(是)有?”文執(摯)合(答)曰76:“淳酒

毒韭。”威王曰:“子之長韭何邪?”文執(摯)合(答)曰:“后 (稷)半(播)
鞣(耰),草千歲77者唯韭,故因而命之。亓(其)受天氣也蚤(早),亓(其)
受地氣也葆,故辟聶(懾) 胠(怯)者78,食之恒張;目不蔡(察)者,食之

恒眀(明);耳不聞者,食之恒蔥(聰);春三月食79之,苛(屙)疾不昌,筋骨

益強,此胃(謂)百草之王。”威王曰:“善。子之長酒何邪80?”文執(摯)合

(答)曰:“酒者,五穀之精氣也,亓(其)人<入>中散溜(流),亓(其)人

<入>理也勶(徹)而周,不胥81臥而九(究)理,故以為百藥繇(由)。”威王

曰:“善。然有不如子言者,夫春 (沃)寫(瀉)人<入>82{人<入>}以韭

者,何其不與酒而恒與卵邪?”文執(摯)合(答)曰:“亦可。夫雞者,陽獸

也83,發眀(明)聲蔥(聰),信(伸)頭羽張者也。復陰三月,與韭俱勶

(徹),故道者食之。”威王84曰:“善。……”……①

二、“韭”之功效

文摯最為推崇的補養之品為“淳酒毒韭”。“淳酒”即質地濃厚、未
添加水的酒;“毒韭”為味道濃厚辛烈的韭菜。關於“毒”的意義,有不同

的看法,如周一謀等引《說文》“毒,厚也”之義,釋“毒”為草生蕃茂而厚,
認為因韭菜叢生,故曰“毒韭”②;魯兆麟等從之③。魏啟鵬等釋“毒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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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中華書局,2014年,頁148-149。
周一謀、蕭佐桃《馬王堆醫書考注》,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頁391。
魯兆麟主校,黃作陣點校《馬王堆醫書》,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年,頁44。



為厚腴的韭菜①,此“厚腴”既可指韭生繁盛貌,又可指滋味厚腴,意義兩

可。馬繼興改“毒”為“宿”,釋為“久”“留”,認為可與後文“草千歲者唯

韭”呼應,且韭為無毒之物②。該說法似乎不確。筆者以為,此處“毒”釋
“厚”義,指滋味濃烈而言,“毒韭”正與“淳酒”對應。無論食物、藥物,氣
味辛烈者皆可稱“毒”,如鄭玄注《周禮·天官·醫師》,“毒藥,藥之辛苦

者”。“淳酒”“毒韭”皆為厚味之品,從養生之理上看,有填補滋養之效。
文摯對韭的推崇主要從其生長現象和功效兩方面而言。首先,韭

的栽種歷史非常悠久,是中原大地原產並較早進入園藝培植的蔬菜之

一。從《詩經》可見,先秦時瓜、薑、瓠、蔥、韭、葵、葑、菲等都已被人工

栽培或保護③。從本篇來看,韭的培植史可追溯至后稷時代,即農耕

之始。當時后稷教民播種時,已發現可存活“千歲”的草唯有韭菜,因
而命名為“韭”,有長久之義。字本象形,如葉出地上之形。《說文·韭

部》釋為“一穜而久者”。韭菜初春時即生,最早承受天之陽氣;韭菜一

種永生,根長留地下,可保持吸收地之陰氣。因此,下文所述的韭菜的

功效,亦主要是由它的生長現象推導而來。如氣虛所致的驚悸膽怯之

人,食用後可補益精神、舒張心志;視力和聽覺減退之人,食用後可明

目、聰耳。尤其在春三月食之,可以預防疾病、強健筋骨,故將韭菜稱

為“百草之王”。
雖然韭菜四季皆可成活,一年數次收割,但從其生長規律看,被認

為是對應於初春的時令蔬菜。因此,韭被納入五行學說的範疇,通過其

性味與搭配,構建出禮儀中的完美秩序。在《禮記·曲禮下》中,韭被稱

為“豐本”,讓人產生一種豐饒的想象。《王制》《內則》等篇所定的祭祀

規則中,可以看出韭是春祭時必不可少的物品,如“春薦韭”,“膾春用

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等等。春季用韭祭祀和食用取其新鮮,
其它季節韭可被製成“韭菹”,即醯醬醃漬之韭菜,同樣也供祭祀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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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啟鵬、胡翔驊《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貳)》,成都出版社,1992年,頁123。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頁952-953。
趙榮光主編,俞為潔著《中國食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63。



用。《周禮·天官·醢人》有“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韭菹”在《儀禮》各
篇中更是多次出現(如《聘禮》《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
等),可見其是從君王公侯直至百姓庶人所可共同享用的日常食物。

漢代初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通過陰陽五行學說進一步加強了

天地人及萬物之間的聯繫。據卷十五《四祭》所稱:“古者歲四祭……春

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蒸……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

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卷十六《祭義》又言:“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

……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 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

薦之,乃敢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差不多同一時代,《靈樞·五味》
在五行的指導下,歸納出五穀、五果、五畜、五菜的性味,如“五菜:葵甘,
韭酸,藿鹹,薤苦,蔥辛”。但又因五行的強行配合產生了不一致之處,
如“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而“禁辛”;又“肝色青,宜食甘,糠米飯、
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等。從實際情

況看,新鮮的韭菜味多辛烈,可稱“毒韭”,而製成韭菹後味多偏酸,因此

絕不能一概而論。
由於韭的的廣泛培植和普遍食用,因此在漢以前它並不被認為是

一種藥物。《史記》與《漢書》的《貨殖列傳》皆言:“若千畝卮茜,千畦薑

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不僅強調了韭的經濟價值,而且顯示出韭是

日常飲食不可缺少的部分。《四月民令》中有“上辛掃除韭畦中枯葉”之
語。《爾雅·釋草》僅釋“蒮,山韭”,即野生韭菜為蒮。專門的醫藥書

《神農本草經》未見載錄,但又將“烏韭”作為“垣衣”的異名①;《黃帝內

經》中又多次將“韭葉”的寬度作為判別距離的量詞用來確定針灸部位

(如《靈樞·熱病》《靈樞·繆刺論》);《五十二病方·牡痔》亦有相似用

法,用“厚如韭葉”形容在病位敷藥的厚度。可見韭在當時的確是非常

日常的食品,不用作更多的解釋,甚至於可作為衡量它物的比擬標準。
直至《名醫名錄》,藥物收錄品種增多,韭也被納入“中品”,與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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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甘蔗、薤等各種果蔬並列。其記載:“韭,味辛,酸,溫,無毒。歸心,
安五藏,除胃中熱,利病人,可久食。子,主治夢泄精,溺白。根,主養

髮。”①將韭葉、韭子、韭根分別入藥。其“歸心,安五藏”的功效,可與文

摯以之治“辟聶(懾) 胠(怯)”對應;“可久食”表示韭為食養之品。同時

明確韭菜子可壯陽固精,當與其性更甘溫有關;其根主養髮,當因其割

後易生,有取象比類之義。唐以後,韭的功效又得到了拓展,尤其是加

入了溫補壯陽的內容,如《本草拾遺》稱其為“草鐘乳”,侯寧極《藥譜》稱
其為“起陽草”等②。李時珍總結,韭“生則辛而散血,熟則甘而補中。入

足厥陰經,乃肝之菜也”(《本草綱目·菜部》第二十六卷《韭》),並認為

與《素問》“心病宜食韭”、《食鑒本草》“歸腎”等說法並不矛盾,因三臟存

在母子關係,心乃肝之子,腎乃肝之母,實則瀉其子,虛則補其母③。與

足厥陰經的關係,也強調了韭對人體的生殖功能的促進。
但是韭的養生功效在後世也受到質疑。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

食治》記載了多食辛味之品的副作用,即“多食辛,令人慍心”,其原因為

“辛入胃也,其氣走於上焦,上焦者,受使諸氣而營諸陽者也,薑韭之氣

熏至榮衛,榮衛不時受之,卻溜於心下,故慍慍痛也”④。又引黃帝云:
“霜韭凍不可生食,動宿飲,飲盛必吐水。五月勿食韭,損人滋味,令人

乏氣力。二月三月宜食韭,大益人心”⑤。李時珍《本草綱目》引陶弘景

曰:“此菜殊辛臭,雖煮食之,便出猶熏灼,不如蔥、薤熟即無氣,最是養

生所忌。”與《別錄》之言似有牴牾。再引寇宗奭曰:“春食則香,夏食則

臭,多食則能昏神暗目,酒後尤忌。”又言:“道家目為五葷之一,謂其能

昏人神而動虛陽也。”⑥與《十問》中韭能安神、聰耳、明目有所矛盾。又

引孟詵說明食韭之忌,“熱病後十日食之,即發困。五月多食,乏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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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陶弘景集,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頁201。
江蘇新醫學院編《中藥大辭典》(下),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年,頁1646。
[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下冊),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頁1576-1577。
[唐]孫思邈著,李景榮等校釋《備急千金要方校釋》,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年,頁555。
[唐]孫思邈著,李景榮等校釋《備急千金要方校釋》,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年,頁561。
[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下冊),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頁1576-1577。



冬月多食,動宿飲,吐水。不可與蜜及牛肉同食。”①總之,韭味辛烈,一
方面因人之喜惡而會產生較大差異,另一方面五味不可偏嗜,過食必產

生不適。最重要的是,食韭與季節關係密切,春季二、三月最宜,因韭春

季復生,飽受地氣之養,滋味鮮美,其氣味辛、酸,正得春氣而發,可助人

體生發之氣。而夏季食韭,氣動過度易散失,造成乏力;冬季本宜封藏,
食韭容易引動體內宿邪。寇宗奭以孔子“不時不食”來說明之,又有“過
清明勿吃”的說法。

韭從先秦兩漢時期的日常蔬菜,一方面展現出藥用價值,另一方面

從禮儀發展為民俗習慣。晉代開始有食春盤的習俗,稱為“五辛盤”,多
在立春日食用,言有避疾健身的作用。“五辛”為五種辛味的應季蔬菜,
如晉周處《風土記》“五辛盤”注為大蒜、小蒜、韭菜、蕓薹、胡荽,《傷寒

論》中“五辛”後世認為指韭、薤、蒜、蕓薹、胡荽;蘇頌所謂五辛為韭、薤、
蔥、蒜、薑(見《《本草綱目·菜部》第二十六卷《韭》》),《本草綱目》中又

稱“五辛菜,乃元日、立春,以蔥、蒜、韭、蓼、蒿、芥辛嫩之菜,雜和食之,
取迎新之意,謂之五辛盤”(《菜部》第二十六卷《五辛菜》)②。韭是春盤

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唐代時以五辛菜配以春餅同食,該食用法逐漸演

化成後世的春卷。從《十問》中的“春三月食之(韭)”,至今日韭仍作為

迎春的節令食品,並疊加了更多的醫藥功效與民俗含義,可見傳統文化

的延續與豐富。

三、“韭”之配食

1.以酒配韭

《十問》中,文摯強調養生以“淳酒”配“毒韭”食用。“酒”是人類最早

發明的飲品,在所有文化的早期,皆被賦予重要的藥用價值。《周禮·天

官·酒正》有“五齊三酒”之分,為祭祀時必須之品。中國傳統的酒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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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釀造,因此文摯稱其為“五穀之精氣”。《漢書·食貨志》明確說:
“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黃帝內經素問》有《湯液醪醴論》,言:“為五

穀湯液及醪醴……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此得

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時,故能至堅也。”又闡述了酒的

特性,“酒者,熟穀之液也,其氣悍以清,故後穀而入,先穀而液出焉”
(《靈樞·營衛生會》)。酒性剽悍滑利,飲用後能通肌膚腠理、入血脈而

行週身,與《十問》中“人<入>中散溜(流),亓(其)人<入>理也勶(徹)而
周”相合,因此不一定待到睡眠時就可推動藥效達到全身,所以酒為“百
藥繇(由)”,“繇,隨從也”(《說文·系部》),言各種藥物可隨酒遍及全

身。傳統藥學認為,酒性溫熱,味苦甘辛具備,主行藥勢①(《名醫別錄·
中品·酒》)。醫書中以酒作為湯液溶媒者不勝枚舉。如《五十二病方》
中用酒有40餘處,《養生方》中有9處,《房內記》中有1處。《黃帝內經》

13方中,除“湯液醪醴”外,又有“左角髮酒”“馬膏膏法”以酒配藥。《傷
寒論》中炙甘草湯、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皆用酒入湯劑煎藥,取通

行血脈之助。此處,以酒配韭,取辛溫相使之義。

2.以卵/雞配韭

《十問》中,齊威王以春祭中用物實例,向文摯詢問“何其不與酒而

恒與卵”以配韭。文摯的回答是皆可,卻未直接回答“卵”的功效,而是

直接敘述了雞的特性,即“雞者,陽獸也,發眀(明)聲蔥(聰),信(伸)頭
羽張者也”,有明顯的相似律及同類感應的思維方式。雞鳴響亮,預告

天明,又有昂頭展翅的形態特點,故與陽、與上、與發散等相關。在陰消

陽復的春三月,與韭一樣可以通行陽氣,因此修煉養生之道者亦可服

之。雞與韭在生命力頑強的意象上是如此相似,以至於漢末流民運動

時傳唱出“小民髮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畏,後來不

必可輕”的歌謠(《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六《菜茹部一》引《正論》),從而

將雞與韭聯繫得更為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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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倒推而言,卵為雞胎,混沌初化,生發之性更強。馬王堆帛書

《養生方》中,有“【麥】卵”一條,“有恆以旦毀雞卵入酒中,前 (飲)。明

(飲)二,明 (飲)三;有(又)更 (飲)一,明 (飲)二,明 (飲)三,如
此【盡】卌二卵,令人強益色美。”①除雞卵外,雀卵也是房事養生的常用

之品。《十問》中第二問“黃帝問於大成”即有“春 (爵-雀)員(圓)駘,
興坡(彼)鳴=雄=(鳴雄,鳴雄)有精,誠能服此,玉筴(策)復生”,稱為

“起死食鳥精之道”②,即是服用雀卵和雄雞可促進陰莖勃起。《養生方》
中又有以春季牡鳥卵汁拌和菟絲子末為丸,以及用春日鳥卵打破投入

糵米粉中拌和為丸,稱“食之多善”等等③。可見野生雀卵與雞卵相比,
有更為明確的強壯作用,如《名醫別錄·中品》載“雀卵,味酸,溫,無毒。
主下氣,男子陰痿不起,強之令熱,多精有子”④。

春季正是獲卵之時,故在祭祀時以韭卵相配極為常見。如《禮記·
王制》記載庶人之祀,“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

魚,黍以豚,稻以鴈。”《毛詩正義·小雅·魚麗》疏有“春薦韭卵”之說。
“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春秋公羊傳·桓公八年》注),春季的

韭卵為時令之品,不需過多成本,無田地的大夫和庶人都可以用以祭祀

成禮,正所謂“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春秋 梁傳·成公十

七年》)。《國語·楚語下》“四時之生”原注“生,嘉穀韭卵之屬”亦是指

時令的祭品。
漢代祭祀亦承前制。《四月民令》言:“二月祠大社之日,薦韭卵於

祖禰”(輯自《初學記》三,《御覽》十九)。劉向《說苑》卷十九言:“春祭曰

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
薦稻鴈。”漢代承平日久,商品經濟逐漸發達,韭卵也逐漸從自備的祭品

成為市集上可隨時購得的食品。桓寬在《鹽鐵論·散不足》中指責世風

奢靡:“古者不粥飪,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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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中華書局,2014年,頁41。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中華書局,2014年,頁141。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中華書局,2014年,頁42。
[梁]陶弘景集,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頁184。



今熟食遍列,殽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 馬朘,煎魚

切肝,羊淹雞寒,挏馬酪酒,蹇捕胃脯,胹羔豆賜,鷇膹鴈羹,臭鮑甘瓠,
熟粱貊炙。”人們追求時鮮之品,因此韭卵雖可購得,但仍應屬春季的節

令食物。且與其它食物對照來看,韭、卵當非並列關係,而是二物合製

成的一種食品,以卵為主,以韭為輔。
關於雞與卵的性味,本草書中有不同之處。《神農本草經·上品》

載:“丹雄雞,味甘,微溫。主治女子崩中漏下,赤白沃,補虛,溫中,止
血,通神,殺毒,辟不祥……”“雞子,除熱火瘡,癇痙,可作虎魄神物”①,
可見其性味甘平甚至微涼。《名醫別錄·上品》有丹雄雞、白雄雞、烏雄

雞、黑雌雞、黃雌雞、卵白、卵中白皮等分類,但丹雄雞的性味記為“微
寒”,白、烏雄雞“微溫”,黃雌雞“味酸甘,平”②。《備急千金要方·食治》
又說“丹雄雞肉,味甘微溫”,“黃雌雞肉,味酸咸平”③等等。可見這類常

用的食養藥物性味隨各時代各醫家的不同經驗而有別,並無定論。《十
問》中以卵或雞配韭,也並非有嚴格的性味相使,而僅與季節及禮儀習

俗等因素相關而已。
有意思的是,清末醫家張錫純在《醫學衷中參西錄·醫論》中,以新

入中國的西醫理論對雞子黃的功效進行了解釋,稱“化學家謂其含有副

腎髓質,即善滋真陰”④,可謂二千年之後對《十問》用雞卵進行房中養生

的一註腳。

四、“夫春貝夭(沃)寫(瀉)人(入){人(入)}以韭者”辨

《十問》第九問中,在文摯向齊王闡述以酒配卵後,齊王曾表示異

議,說:“然有不如子言者,夫春貝夭(沃)寫(瀉)人(入){人(入)}以韭者,
何其不與酒而恒與卵邪?”關於“夫春貝夭(沃)寫(瀉)人(入){人(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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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孫星衍、孫馮翼輯《神農本草經》,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年,頁47。
[梁]陶弘景集,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頁79-80。
[唐]孫思邈著,李景榮等校釋《備急千金要方校釋》,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年,頁569。
[清]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下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444。



韭者”,注釋者至今仍有不同看法。原帛書整理小組認為,此句疑讀為

“夫春沃瀉人入以韭者”。在此基礎上,以往的研究者主要有三種意見:

①周一謀等釋寫前一字為“飫”,指飲食,將此句理解為:春天因飲

食不適而引起腹瀉者,當加食辛溫之韭以安臟腑①。魯兆麟等從之②。

②馬繼興認為,寫前一字為“沃”的訛字,字義為“沫”,引《素問·五

常政大論》“其動漂泄沃湧”及《至真要大論》“腹滿痛溏泄,傳為赤沃”,
“少腹痛,下沃赤白”等語句,說明該處的“沃瀉”是水瀉的一種,以大便

伴有泡沫狀水液為特徵。因此,此句係指凡是在春天患有沃瀉的人讓

他服用韭菜治療③。

③魏啟鵬等亦釋寫前一字為“飫”,本作“ ”,春飫指春季中的祭祀

和宴饗,韭為常用之物。引《毛詩·豳風·七月》“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韭”以及《禮記·王制》“庶人春薦韭……韭以卵”為證。寫,指放置、傳
食。引《禮記·曲禮上》“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為證,《注》曰:“寫
者,傳己器中乃食之也。”指出此句意為,在春季宴饗中將韭菜放置食器

中,傳送予人享用④。
新出版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對該句文字進行了進一步釋

讀,認為此處當作“夫春沃瀉入以韭者”。兩“人<入>”字分別為簡82末

字和簡83首字,後一人<入>字當係重抄。“貝夭寫”,仍從原注讀為“沃
瀉”。並釋:沃,澆灌;瀉,傾倒;入,投入⑤。

新釋文的釋讀可從,但對於“夫春貝夭寫入以韭者”仍沒有作明晰的

解釋。可能從醫理來看,春季本為腹瀉和痢疾多發季節,韭性辛溫,有
理中行氣的功效。雖然在歷代本草所記載的韭的功用主治中,治療泄

瀉並不是其主要功效,但仍有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記載的韭可“止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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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謀、蕭佐桃《馬王堆醫書考注》,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頁392。
魯兆麟主校,黃作陣點校《馬王堆醫書》,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年,頁44。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頁958-959。
魏啟鵬、胡翔驊《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貳)》,成都出版社,1992年,頁124。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中華書局,2014年,頁149-150。



(白)膿、腹冷痛”①,《醫心方》卷十一引《龍門方》治赤白痢方“煮韭,空腹

頓服一碗,不過再,驗”②等醫書為證。因此很難斷然否認韭菜和雞蛋不

能治療春季發作的腹瀉證。
但筆者認為,結合上下文和字詞本身的用法看,將“貝夭寫”或“寫”釋

為腹瀉的依據不足,而魏啟鵬等釋為宴饗傳食則較為符合該處語境。
理由如下:

①提出“夫春貝夭寫入以韭者”的人是齊威王而並非醫者文摯。第九

問開篇即言,“寡人已宗廟之祠,不暇其聽”,說明威王剛登王位,事務繁

忙,匆匆問道。此時很可能正是春季進行宗廟祭祀之後,因此文摯提出

應季又不是那麼珍貴難得的韭菜作為養生的輔佐食物告知威王。從當

時的語境和思維的發展來看,威王自然而然會想到有關祭祀宴饗的禮

儀問題上。祭祀為家國之大事,有著嚴格的儀式順序和物品搭配,韭卵

相配便是春季祭祀的固定形式,威王因而提出“不與酒而恒與卵”的問

題順理成章,“恒”字也強調韭卵作為固定配搭的儀式性。威王的思維

旁涉到飲食不當引發腹瀉該如何治療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十問》明
確為房中術的書籍,所論述內容多為保養身體、提高性交技巧等,與具

體疾病的治療關係不大。且春季腹瀉從醫理來看,首先當辨清大便性

質及病因,比如屬於一般腹瀉還是赤白痢疾等,不能一概以固定的韭卵

治療。因此,將“貝夭寫”釋為腹瀉明顯不妥。

②此條的“貝夭”可讀為“飫”。《說文·食部》寫作“ ”,釋為“燕食

也”。《毛詩·小雅·常棣》有“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

孺”句。《國語·周語中》“王公立飫”,《周語下》“夫禮之立成者為飫,昭
明大節而已”;《魯語下》“繹不盡飫則退”,韋昭注:“立曰飫,坐曰宴。”段
玉裁認為,“飫”有已飽足而無事之食和站立之禮等不同含義。此處

“飫”可指進行祭祀等大事中站著舉行的飫禮。君將餘食下傳,即《禮
記·曲禮上》記載的“禦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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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下冊),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頁1576。
[日]丹波康賴撰,高文柱等校注《醫心方》,華夏出版社,1996年,頁247。



曰:“溉謂陶梓之器,不溉謂萑竹之器也。寫者,傳己器中乃食之也。”
《正義》曰:“‘器之溉者不寫’者,溉,滌也。寫謂倒傳之也。若所賜食之

器可滌溉者,不畏汙則不須倒寫,仍於器中食之。食訖,乃澡絜以還君

也。‘其餘皆寫’者,‘其餘’謂不可滌溉之器也。若不倒寫,久則浸汙其

器,又不可澡絜,則壞尊者物也,故皆倒寫之。”“寫”為下傳食物時,將食

物傾倒在自己食器中的動作,從禮節常識判斷,此時下傳的食物為固體

而並非液體。由此可初步推測,春祭時所用的韭卵可能為新鮮韭菜伴

以煮熟的雞卵,而非混合熬成的菹醬湯羹一類。並非沒有賜酒,但酒與

韭不會一起下傳。

③先秦兩漢醫書中,極少用“寫”或“瀉”字表示腹瀉這一病症。
“瀉”字的出現比較晚,《說文》中還未有“瀉”字,其本字為“寫”,本義為

置物,段玉裁“謂去此注彼也”。又有傾倒之義,如漢代劉熙《釋名·釋

疾病》中,釋“吐”為“瀉也”,而腹瀉為“泄利,言其出漏泄而利也”①,二者

有上下的明顯不同。《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有“瀉氣”一詞,瀉為去、除
的意思,非指腹瀉;同時,用“泄”“泄注”表示腹瀉。《黃帝內經》中,“瀉”
字單出時,皆指治法,即去除邪氣之義,與“補”相對,如《素問·五常政

大論》所言“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補之瀉之”等。而在表示症狀時,皆用

“泄”字,如注泄(泄注)、濡泄、溏泄、洞泄、飧泄等;《靈樞·癰疽》有“泄
瀉”一詞,但其義指膿血排出,與腹瀉無關;《素問·至真要大論》雖有

“便瀉”一詞,但為孤證,且作為“七篇大論”之一,有後世成書之疑。此

外,還有鶩溏、腸澼、赤沃等詞,後二者皆指痢疾而言。《難經》中有“五
泄”“大瘕泄”等,亦皆用“泄”字。出土文獻中,亦多遵循“泄”指病症、
“寫”為動作及治法的規律。如《十問》第六問“王子巧父問於彭祖”:“陰
精屚(漏)泄”;《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大(太)陰脈“唐(溏)泄,死”;乙
本:巨陰脈“唐(溏)泄,死”等。《十問》第四問“黃帝問於容成”:“精盈必

寫(瀉),精出必補。補寫(瀉)之時,於臥為之”等等。總之,漢唐時指腹

瀉時多用“下利”或“泄”的寫法,直至宋代以後才統稱為“泄瀉”;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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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東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王先謙補《釋名疏證補》,中華書局,2008年,頁275-276。



或“瀉”多指排除邪氣而言,如《傷寒雜病論》中的瀉心湯、瀉肺湯等。
由此可見,“夫春貝夭寫入以韭者”的“貝夭寫”或“寫”指腹瀉的理由難

以成立,當作祭祀飫饗時傾倒傳食的行為。以韭或韭卵治療春季腹瀉

的例證並不能成立。
綜上所述,《十問》“齊威王問文摯”篇在房中術的背景下,對食韭養

生的原理與方法進行了論述。其對韭、酒、雞、卵等功效與配合的描述

既來自生活實踐,同時又摻雜著取象比類和物質感應的思維方式。追

溯這一過程,亦可看出傳統醫藥學在發展中的層累效應,以及曾經的歷

史背景產生的重要影響。只有充分認識到這一歷程的複雜性和多樣

性,並利用多方面材料對文獻進行解讀,才能在正確認知文本的基礎

上,重新構建傳統醫學乃至傳統社會生活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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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王堆帛書《陰陽脈死候》成書問題考論①

趙 爭②

  摘 要:文獻證據不支持帛書《陰陽脈死候》成書參考了帛書《陰陽十一脈

灸經》的意見,帛書《陰陽脈死候》當參考了類似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的內容。

帛書《陰陽脈死候》將原本分屬特定經脈的內容纂集成書,這是其主要的成書方

式,這種情形也反映了對待經脈死候的一般化趨勢。

  關鍵詞:帛書《陰陽脈死候》;成書;經脈死候;一般化趨勢

學界有關帛書《陰陽脈死候》的成書問題討論不多,除了關注其與

《靈樞·經脈篇》的關係外③,似僅有日本學者山田慶兒對《陰陽脈死候》
的成書問題進行了較為細緻深入的分析和討論④。山田氏有關帛書《陰
陽脈死候》成書問題的討論是與其有關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與《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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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本文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基於出土文獻的古書成書及古書體例研究”
(2016ELS002)、上海市教委高原學科建設計劃(上海大學中國史)資助。

趙爭,上海大學歷史系 講師 上海 200444。
金仕榮、姚純發《馬王堆帛書<脈法><陰陽脈死候>考疑》,《中醫藥學刊》2005年第2期。

劉嬌《從相關出土文獻看<黃帝內經·靈樞·經脈篇>的成篇情況》,《古籍研究》卷上,2008年,
頁95-101。又見劉嬌《言公與剿說———從出土簡帛古籍看西漢以前古籍中相同或類似內容重複

出現現象》,線裝書局,2012年,頁417-419。
山田慶兒著,廖育群、李建民編譯《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140-148。



十一脈灸經》成書的意見密切相關的①。為便於討論,現將帛書相關內

容抄錄如下②:
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足厥陰脈相關內容:

1其病,病脞瘦,多溺,嗜飲,足跗腫,疾痹。

2諸病此物者,灸厥陰脈。

3皆有此五病者,又煩心,死。

4三陰之病亂,不過十日死。

5揗脈如三人參舂,不過三日死。脈絕如食頃,不過三日死。

6煩心,又腹脹,死。不得臥,又煩心,死。溏泄恒出,死。

7三陰病雜以陽病,可治。

8陽病背如流湯,死。

9陽病折骨絕筋而無陰病,不死。

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足太陰脈所產病內容:

Ⅰ其所【產病】:□□,心煩,死;

Ⅱ心痛與複(腹)張(脹),死;不能食,不能臥,強吹(欠),三者同則

死;唐(溏)泄,死;

Ⅲ【水與】閉同則死,為十病。

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足厥陰脈所產病內容:

Ⅳ其所產病:熱中,癃, ,偏疝,□□有而心煩,死,勿治殹。

Ⅴ有陽脈與之俱病,可治殹。

帛書《陰陽脈死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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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有甲乙兩種文本。此外,張家山漢簡《脈書》中也有《陰陽十一脈

灸經》,姑稱為《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
以下抄錄內容及編號方案一依山田慶兒,參山田慶兒《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頁140-141、

143、146-147。



  A凡三陽,天氣也。其病唯折骨裂膚,一死。

  B凡三陰,地氣也,死脈也。陰病而亂,則不過十日死。

  C 三陰腐髒爛腸而主殺。□□五死。唇反人盈,則肉先死。
齦齊齒長,則骨先死。面黑,目瞏勢衺,則氣先死。汗出如絲,傅而不

流,則血先死。舌陷卵卷,則筋先死。

  D五者徧有,則不活矣。

一、山田慶兒有關帛書《陰陽脈死候》成書的意見

有關帛書《陰陽脈死候》的成書,山田氏認為A、B兩條分別對應第

9和第4條文①;A的“其病”以下部分與B的“陰病”以下部分,當原屬

《足臂十一脈灸經》,兩者最初當分別附記在足陽脈與足陰脈中的某一

條;《足臂十一脈灸經》的編者將原本混雜在若干脈的記述中的、“決死

生”的段落整合在一起,附記在足厥陰脈②之後,而《陰陽十一脈灸經》的
編者與此不同,其抽出了記述一般性原則的A、B兩條內容,與原本獨立

的“五死”內容結合而成《陰陽脈死候》③。也就是說,山田氏認為A、B
兩條內容原本屬於《陰陽十一脈灸經》,後被抽出與“五死”內容整合成

《陰陽脈死候》。
山田氏有關《陰陽脈死候》成書的這一意見與其對《足臂十一脈灸

經》與《陰陽十一脈灸經》成書問題的判斷有關。通過分析以上所列《足
臂十一脈灸經》足厥陰脈的記述,山田氏認為第3、6、8條內容性質接

近,均為針對某條具體經脈的論述,且原本均附記於相應的經脈;第4、

5、7、9條內容性質近似,均為較為一般性的敘述。《足臂十一脈灸經》的
編者在足脈最後添寫一般性記述之時,將原本針對各具體經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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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山田氏對A、B與第9和第4條的對應情形進行了說明,尤其是對第9條“不死”與A“一
死”之間的矛盾情形進行了較詳細的討論,然據最新的釋文,A的“一死”為誤釋,當作“不死”,參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

集成(伍)》,中華書局,2014年,頁209。
山田氏書作“足泰陰脈”,當誤。
山田慶兒有關討論參山田慶兒《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頁147-148。



也整合進來,從而形成《足臂十一脈灸經》足厥陰脈之後部分如今的文

本面貌①。
再通過對比以上所列《足臂十一脈灸經》與《陰陽十一脈灸經》的相

關內容,山田氏認為《陰陽十一脈灸經》第Ⅰ和第Ⅱ被整合形成了《足臂

十一脈灸經》第6條,《陰陽十一脈灸經》第Ⅴ附於特定經脈的記述被一

般化為《足臂十一脈灸經》第7條,這些在《陰陽十一脈灸經》中分屬特

定經脈的內容在《足臂十一脈灸經》中被分離出來而形成了獨立的段

落,這反映了在將記述內容一般化上,《足臂十一脈灸經》比《陰陽十一

脈灸經》走得更遠②。基於以上分析,山田氏的意見可以總結為,《陰陽

十一脈灸經》原本也擁有與上列《足臂十一脈灸經》足厥陰脈後大體相

似的內容,只是二書編者的處理方法不同:《足臂十一脈灸經》被集中整

合為一段內容附於足厥陰脈之後,而《陰陽十一脈灸經》將一般性敘述

的A、B兩條內容抽出,與“五死”內容整合為《陰陽脈死候》。

  二、《陰陽脈死候》與《足臂十一脈灸經》及《陰陽十

一脈灸經》關係問題辨正

  山田氏有關《陰陽脈死候》成書問題的分析無疑極具啟發性,令人

印象深刻。其認為《足臂十一脈灸經》足厥陰脈後所附內容本各有來源

而後被整合為一段的意見大致不誤,然其中有可進一步申論之處。
《足臂十一脈灸經》足厥陰脈後多出部分中,第3條內容中的“此五

病者”,無疑是針對足厥陰脈的病候而言,此條內容當是針對足厥陰脈

所補充的死症病候。第4和第5條內容均涉及死症及其表徵以及對死

亡時間的預測,其中前者是有關死症與發病情形的關係,後者為脈診脈

象與死症的關係;此處描述死症與發病情形的關係時,明確指出病發範

圍為“三陰”之病,這裏的“三陰”無疑當指足部三條陰脈而言,因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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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山田慶兒《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頁141-143。
山田慶兒《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頁144。



臂十一脈灸經》的臂部陰脈僅有二條;脈診脈象與死症關係的論述未言

明死症脈象所屬為陰脈還是陽脈,不過從多出部分所處位置在足部各

脈之後的情況來看,此處所指很可能為足脈,再考慮到多出部分整體上

所反映出來的陰脈為重的傾向,則此處的死症脈象很可能也是針對足

部三陰脈而言的。第6條內容是有關三種死症的描述,其所述的三種

死症病候中,前二種均有心煩之疾,然而從其描述方式來看,心煩之疾

在這二種死候中的地位似有不同:“煩心,又腹脹,死”當以煩心為主,若
同時出現腹脹,則不活,“不得臥,又煩心,死”當以不得臥為主,若再出

現煩心之症則不活;若這二條死症病候同屬一條脈則殊為重複,故以上

二種不同死症的情況當是針對不同脈的病候所做的補充①,其各自的性

質與第3條對足厥陰脈的補充類似,若此推論不誤,則第6條內容中的

“溏泄恒出,死”也當是對另外一條脈的病候所作的補充。以上第7、8、9
條內容為陰病、陽病的發病情形與死症的關係,此條內容明顯反映了陰

脈及陰病更為緊要以及對陰脈及陰病的重視,然而其中也出現了陽病

的死症,並且第8、9條內容無疑是以陽病為主要描述對象,故而這三條

內容與第4、5條的側重點有所差異。
從整體上看,以上所列《足臂十一脈灸經》足厥陰脈內容處於足部

六脈之後、臂部五脈之前,也就是說,多出部分在足脈之後而非《足臂十

一脈灸經》篇末,這當可說明這些內容原來均附屬足脈。具體而言,第3
條內容作為足厥陰脈的補充,目前位於足厥陰脈之後的情形當與其原

初位置相同;同理,第6條中的三句當分別附屬於相應的脈;第4、5兩條

內容最有可能原本即附於足厥陰脈之後,與目前的位置當相差不大;第

7、8、9條內容的位置原本很可能附於足部三陽脈之後。這種推論更為

合理的理由還在於:對以上內容原初位置的判斷,符合從前至後的整編

順序。若據山田氏的意見,將附於各脈之後的第3、6、8條與一般性記

述的第4、5、7、9條整合為目前的面貌,則需在《足臂十一脈灸經》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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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若據目前《足臂十一脈灸經》的內容來看,足少陰脈病候中有“煩心”之症,多出部分中的

“煩心,又腹脹,死”或為足少陰脈的補充。



後跳躍選取,這無疑不合常理。
有關《足臂十一脈灸經》與《陰陽十一脈灸經》的關係,實際情形可

能恰與山田氏的分析相反:並非《足臂十一脈灸經》整合了《陰陽十一脈

灸經》的內容,而是《陰陽十一脈灸經》受了《足臂十一脈灸經》(或某種

類似文本)①的影響。
首先,《陰陽十一脈灸經》足厥陰脈“所生病”記述了“熱中、癃、 、偏

疝”四種病候,而其後的病候統計卻為五病②。若將《陰陽十一脈灸經》
足厥陰脈“所產病”與《足臂十一脈灸經》相關內容對照或可發現這種矛

盾情形出現的原因:《陰陽十一脈灸經》足厥陰脈“所產病”明為四病而

統計為五病,並且此後的“五病有而心煩死”的內容與《足臂十一脈灸

經》足厥陰脈後多出內容中的“有此五病者,又煩心,死”句又如此近似,
兩廂比較,這種情況很明顯是因為《陰陽十一脈灸經》足厥陰脈“所產

病”內容受到了《足臂十一脈灸經》(或某種類似文本)的影響。
其次,《陰陽十一脈灸經》內容Ⅱ與《足臂十一脈灸經》第6條非常

近似。由上文分析可知,《足臂十一脈灸經》第6條內容中的三種死症,
原本當分屬不同的經脈,並非針對同一條脈的死症病候。然而在《陰陽

十一脈灸經》中,這些死症病候均被當做足太陰脈的病候,這說明《陰陽

十一脈灸經》的編者已經不清楚這些死症原本分屬不同經脈的情形。
在《陰陽十一脈灸經》三條陰脈中,只有足太陰脈“是動病”中有“走心”、
“腹脹”的症狀,這應當是《陰陽十一脈灸經》編者將內容Ⅱ編入足太陰

脈的主要原因吧。
再次,《陰陽十一脈灸經》本身的成書過程也有助於說明其與《足臂

十一脈灸經》的關係。《陰陽十一脈灸經》至少呈現出三個文本層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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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處不能確定影響《陰陽十一脈灸經》的即為《足臂十一脈灸經》的原因在於,《陰陽十一

脈灸經》與《足臂十一脈灸經》的相應內容並不全然吻合,其間還存在一些差別,古書流傳的複雜

性要求我們在討論文本內容時,要充分考慮到其中的可能性,為可能的文本情形留出空間,相關

討論參李銳:《從出土文獻談古書形成過程中的“族本”》,收入謝維揚、趙爭編《出土文獻與古書

成書問題研究———“古史史料學研究的新視野研討會”論文集》,中西書局,2015年,頁107-120。
《陰陽十一脈灸經》甲、乙本均有殘缺,《陰陽十一脈灸經》丙本作“五病”。



是脈名及脈的循行路線內容,二是各脈“是動病”內容,三是各脈“所產

病”內容。相應地,這些內容至少經歷了二次編輯從而形成了《陰陽十

一脈灸經》文本的主體部分。我們姑且將僅有各脈循行加“是動病”內
容的《陰陽十一脈灸經》文本稱為《陰陽十一脈灸經》原始文本,將原始

文本再加上“所產病”內容的《陰陽十一脈灸經》文本稱為《陰陽十一脈

灸經》主體文本①。通過上文分析可知,足太陰脈與足厥陰脈的“所產

病”內容無疑受到了《足臂十一脈灸經》(或某種類似文本)的影響而被

改編為目前的形式,這種改編當發生在《陰陽十一脈灸經》主體文本形

成之後,因為只有如此,改編內容才會涉及“所產病”,若對沒有“所產

病”內容的《陰陽十一脈灸經》原始文本進行改編,則改編部分當涉及

“是動病”。此外,《陰陽十一脈灸經》足少陰脈後多出的“少陰之脈,久
則強食產肉”一段內容涉及灸法及治法,縱觀《陰陽十一脈灸經》全篇,
僅有此處言及治法,並且此段內容位於所產病數目統計之後,因此當為

後來補入。若以上推論不誤,則《陰陽十一脈灸經》主體文本形成之後,
原足太陰脈與足厥陰脈的“所產病”內容被進行了改編,足少陰脈後附

入了有關治法的內容,從而形成了我們看到的《陰陽十一脈灸經》今本

面貌。統觀《陰陽十一脈灸經》可以發現,其全篇大致遵循統一的敘述

格式:脈名之後先敘述脈的循行路線,然後以“是動則病”開頭敘述“是
動病”,以“是某某脈主治”結尾,然後以“其所產病”開頭敘述“所產病”,
末尾有所產病數目統計,其中僅足部三陰脈在內容形式上與此不諧,而
《足臂十一脈灸經》足部三陰脈各脈之後原本當分別附記了死症病候從

而顯得較為獨特,因此《陰陽十一脈灸經》足部三陰脈的獨特形式受到

《足臂十一脈灸經》(或某種類似文本)影響的可能性較大。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上文所列《陰陽十一脈灸經》與《足臂十一脈灸

經》的內容並非如山田氏所分析的那樣是後者整合了前者,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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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關《陰陽十一脈灸經》成書過程的分析請參趙爭:《古書成書與古書年代學問題探

研———以出土古脈書<足臂十一脈灸經>和<陰陽十一脈灸經>為中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6
年第1期,頁9-10。



實際上當為《陰陽十一脈灸經》參考了《足臂十一脈灸經》(或某種類似

文本)的內容,並且《陰陽十一脈灸經》的成書過程也決定了除足太陰脈

與足厥陰脈的相關內容外,《陰陽十一脈灸經》並無與《足臂十一脈灸

經》足厥陰脈後近似的其他內容,故而《陰陽脈死候》也不會是源自《陰
陽十一脈灸經》的內容與“五死”部分整合而成的。

三、“決死生”內容的一般化與《陰陽脈死候》成書

通過上文分析可知,《陰陽脈死候》A、B兩條並非源於《陰陽十一脈

灸經》,且從內容上看,《陰陽脈死候》A、B與《足臂十一脈灸經》的相關

內容非常接近,這可能有兩種情形:或《陰陽脈死候》受到《足臂十一脈

灸經》(或類似文本)的影響,或相反,《足臂十一脈灸經》吸收了《陰陽脈

死候》(或類似文本)的內容。實際情況很可能為第一種,原因如下:
首先,來看《陰陽脈死候》A、B條內容中的“三陰三陽”。對於《陰陽

脈死候》的“三陰三陽”,一般意見均以人體三陰脈和三陽脈作解①,概認

為《陰陽脈死候》“三陰三陽”對應於後世經典十二脈學說的手足三陰脈

和三陽脈。然而這種解釋與《陰陽脈死候》“三陰三陽”的實際情形並不

一致,最顯著的矛盾之處在於:與《陰陽脈死候》合抄的《足臂十一脈灸

經》與《陰陽十一脈灸經》均僅有十一脈,其中足脈六臂脈五,六陽脈五

陰脈,與手足三陰三陽的十二脈說並不一致。這種情形當有以下二種

可能:一是《陰陽脈死候》的“三陰三陽”確屬於某種十二脈系統,二是

《陰陽脈死候》的“三陰三陽”並不對應十二脈說,也不能以十二脈說來

解釋。從《陰陽脈死候》所在帛書篇目安排以及各篇內容上看,帛書兩

部《十一脈灸經》後接著抄寫《脈法》與《陰陽脈死候》的情形無疑反映了

兩部《十一脈灸經》是較為流行的經脈學說,另一幅帛書上《卻穀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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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略如周一謀、蕭佐桃《馬王堆醫書考注》,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頁47。馬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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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書校釋(壹)》,成都出版社,1992年,頁41。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伍)》,頁

209。



與《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合抄也印證了“十一脈”說較為流行的情形,
湖北張家山漢簡《脈書》的內容安排更說明了這種“十一脈”說的流行程

度,因此,將《陰陽脈死候》與《足臂十一脈灸經》和《陰陽十一脈灸經》合
抄也正反映了帛書編者的編纂意圖和原則。因此,目前看來,《陰陽脈

死候》的“三陰三陽”不太可能屬於某種十二脈系統,其當與《陰陽十一

脈灸經》所代表的“十一脈”說密切相關。
《陰陽脈死候》“三陰三陽”關聯“十一脈”說而並非“十二脈”系統,

那麼其“三陰三陽”無疑當對應足部經脈。實際上,《陰陽脈死候》“三陰

三陽”原本即是針對足脈而言。《陰陽脈死候》內容A和B與《足臂十一

脈灸經》第9和4條關係密切,由上文相關分析可知,《足臂十一脈灸經》
足厥陰脈後附記內容原本均是針對足脈而言的,《足臂十一脈灸經》第9
和4條同樣如此,因此,《陰陽脈死候》內容A和B中的“三陽”、“三陰”
也當指足三陽脈和足三陰脈,只是其未加足部標稱。這種足脈不加足

部標稱的做法較為常見,如《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五
十二病方》及《史記·扁鵲倉公列傳》①,這反映了較為早期的經脈命名

情形,這種情形當與足脈首先採用三陰三陽的命名原則有關②。
其次,再來看成都老官山漢墓的《脈死候》內容。目前公佈的兩條

老官山漢墓《脈死候》的釋文如下:
脈絕如食[頃],不過二日則死,煩心與腹倀(脹)具則死,其脈、輸、

郤,皆不盛曰死。
[一曰]刑(型)死,二曰氣死,三曰心死,四曰志死,五曰神死③。
很明顯,“脈絕如食[頃],不過二日則死,煩心與腹倀(脹)具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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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臂十一脈灸經》足太陽脈論治法句“諸病此物者,皆灸太陽脈”,即無足部標稱,同樣的

情形還出現在《足臂十一脈灸經》足少陽脈、足陽明脈和足厥陰脈中。《陰陽》足部經脈皆不加足

部標稱。此外,《五十二病方》中治療 病時有灸太陰、太陽之說(《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
第五冊》頁257),也無足部標稱。《史記·扁鵲倉公傳》中這種情形多見,如《史記·第九冊》,中
華書局,1982年第2版,頁2797、2800、2801、2802、2803等。

黃龍祥《中國針灸學術史大綱》,華夏出版社,2001年,頁289-291。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考古》2014年第

7期,頁62。



與上文所列《足臂十一脈灸經》第5和6條內容相近,根據上文對《足臂

十一脈灸經》相關內容的分析,則老官山《脈死候》的這條內容原本當屬

於某條具體的經脈。老官山《脈死候》同樣將原本分屬特定經脈的內容

抽出集中抄寫並單獨成篇,從而使其脫離了具體的經脈內容而具有了

更為一般化的意義。這與帛書《陰陽脈死候》的做法如出一轍,這無疑

是一種具有代表性的做法,反映了對待經脈死候的一般化趨勢①,這種

情形無疑使“決死生”成為了一種專門的技術領域,並且使其具有了某

種普遍性的意義。馬王堆帛書《陰陽脈死候》對“三陰三陽”的論述,分
別以天地之氣與之對應,並以此作為其“決死生”的依據和原理,這無疑

也是強化這一論述普遍性的做法,各家多以後世經典十二脈說解釋《陰
陽脈死候》“三陰三陽”的原因也當在於此吧。

綜上所述,《陰陽脈死候》的A、B兩條與《足臂十一脈灸經》相關部

分不僅在內容上較為接近,且《陰陽脈死候》當參考了《足臂十一脈灸

經》(或某種類似文本)的內容。

四、小 結

有關帛書《陰陽脈死候》成書參考了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的意見

當不符合實際情形,帛書《陰陽脈死候》與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或類

似文本)關係密切,前者當參考了後者的內容。
帛書《陰陽脈死候》(及老官山漢簡《經脈書》)將原本分屬特定經脈

的內容纂集成書,這是其主要的成書方式。通過這種方法,原本分屬特

定經脈的內容脫離具體的經脈語境從而具有了較為一般化的意義,這
種做法反映了對待經脈死候的一般化趨勢,這也使“決死生”成為專門

的技術領域並具有了普遍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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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官山漢墓醫簡中的脈學內容初探①

趙懷舟 盧海燕 王小蕓 和中浚 周興蘭②

  摘 要:老官山漢墓M3:121出土竹簡736支,相關學者將其分作8部醫書

和1部律令。初步考察,上述8部老官山漢墓醫簡中,至少5部與中醫“脈學”

有所關聯。本文參考業已公開的相關文獻,試對《敝昔醫論》、《脈死候》、《經脈

書》、《歸脈數》及《五色脈臟論》等5部醫書中的“脈學”內容略作描述,期望為相

關“脈學”理論的進一步研究做一些文獻學方面的鋪墊。老官山漢墓 M3:137
尚出土有《醫馬書》竹簡184支,其中10簡與脈相涉,本文暫不對此進行討論。

  關鍵詞:老官山;漢墓醫簡;脈學

傳統中醫脈學有狹義和廣義之別,狹義的脈學僅指“脈診之學”,廣
義的脈學則是“經脈醫學”。《淮南子·泰族訓》第二十卷曰:“所以貴扁

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擪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③所謂“擪
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似乎是狹義的“診脈之學”,但近年來的考古新

發現提示扁鵲所開創的脈學,當指廣義的“經脈醫學”。“經脈醫學”除
強調診脈之法、相脈之道而外,更重視經脈循行主病和刺灸石犮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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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寫作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4BZS005)、四川省科技廳科技支撐計劃

項目(項目編號:2014SZ0175)之資助。
趙懷舟,山西省中醫藥研究院圖書館 醫師 太原 030012;盧海燕、王小蕓單位同第一

作者。和中浚、周興蘭,成都中醫藥大學。
[西漢]劉安等編著,高誘注《淮南子·泰族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224。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發掘的老官山漢墓,出土醫書多部,其中脈

學內容較為突出。謝濤等人撰文指出:“竹簡 M3:121,共計736支(含
殘簡)。依據擺放位置、竹簡長度、叠壓次序、簡文內容和書法風格等,
大致可分為八部醫書和一部律令(《尺簡》)。其中除《五色脈臟論》(簡
稱)之外,其餘都沒有書名。根據簡文內容擬將七部無題名醫書初步定

名為《敝昔醫論》《脈死候》《六十病方》《病源論》《諸病症候》《經脈書》
《歸脈數》等,另一部法律文書根據長度暫名為《尺簡》。”①從相關文獻命

名的外在特徵考察,上述醫書中與“脈學”相關的著作最多,分別是《五
色脈臟論》《脈死候》《經脈書》《歸脈數》4種。司馬遷在《史記·扁鵲倉

公列傳》中說:“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②武家璧先生2014年7月

6日在簡帛網中撰文指出:“老官山漢簡‘敝昔’是鷩 的省寫,通於鶣

鵲,就是傳世文獻記載中的扁鵲。”③是故《敝昔醫論》亦當與脈學相涉。
換言之,僅從出土書籍的種類上來說,老官山漢墓醫書的半數以上均與

傳統中醫之脈學直接相關。下面結合相關文獻,對老官山漢墓醫簡中

的脈學內容略作歸納。

1.《敝昔醫論》中的脈學內容:

《敝昔醫論》共57簡(簡號1~55),李繼明等更名《敝昔診法》,定為

55簡。筆者案,本文所稱諸書之簡數、簡號者,皆指成都文物考古研究

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發表於《考古》2014年第7期“成都市天回鎮老官

山漢墓”一文表1所示之簡數與簡號;本文所稱李繼明(或簡稱“李氏”
“李書”)者,皆指李繼明任執行主編的《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④一書所

載之相關文字信息。李氏指出:“《敝昔診法》……以診斷為主,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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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濤、武家璧、索德浩、劉祥宇《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考古》2014年第7期。
〔日〕宮川浩也、小曾戶洋、真柳誠《<扁鵲倉公傳>幻雲注之翻字與研究》,北里研究所東洋

醫學綜合研究所醫史學研究部,1996年,頁186。
武家璧《成都老官山漢墓醫簡“敝昔”為扁鵲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

article.php?id=2045,2014-07-06。
梁繁榮、王毅、李繼明《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四川科學

技術出版社,2016年。



括望診、脈診及五臟病狀。”
此篇內容,業已公開且與脈學相關的條文主要有:
第2簡:“黑色之甬(通)天為 ”
第6簡:“白色之甬(通)天為 ”
第16簡:“倉乘倉可治而久。”
第21簡:“脾至如鳥之豆,如水之深,病出於脾,內閉五藏,

骨月(肉)不相□。”
第22簡:“金之甬(通)天氣,為天府。·客色爲□。”
第29簡:“敝昔(鷩 )曰:白乘白病自已,所胃(謂)白乘白

者 ”
第30簡:“腎臂(辟)臂(辟)如單(彈)石者,病出於腎。其骨

侵侵流。……”
第31簡:“敝昔(鷩 )曰:心病之正,亟微亟精,以觀死生可

□□”
第32簡:“敝昔(鷩 )曰:人有九徼(竅)、五藏、十二節,皆

鼂(朝)於氣 ”
第33簡:“腎甬(通)天為冬。”
第34簡:“□再員(損)離亶,參員(損)曰爭,爭者奪血 ”
第35簡:“肝甬(通)天為春。”
第40簡:“……故曰:脈再至曰平,叁至曰離經,四 ”
第42簡:“肺甬(通)天為秋。”
第48簡:“敝昔(鷩 )曰:所胃(謂)五色者,脈之青白相乘者,脈□

……”
第49簡:“·赤乘黑,不治以冬死。·唇反人盈月(肉)已死,甲及”
第50簡:“五色甬(通)天,脈之出入與五色相應也。猶 (響)之應

聲也,猶亰(影)[之]寫刑(形)也。”
第51簡:“凡脈與五色變,內乘外者死,外乘內者可以毒……”
第52簡:“赤乘倉曰消渴也,可治。面黑紫 ”
第53簡:“知死生之期,謹精莞脈之與眾□其人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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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指出:“《敝昔醫論》……中有論述人與自然相通的基本理論問

題……這正好說明原書作者運用人與自然相通的原理來說明色脈的變

化與外界相應。”“老官山《敝昔診法》……尤其強調脈診的重要性,認為

脈診對判斷死生有巨大作用。”值得留意的是,所謂“唇反人盈”等語,亦
見於《靈樞·經脈篇》,其文曰:“肌肉軟,則舌萎人中滿;人中滿則唇反;
唇反者,肉先死。”①是故,《敝昔醫論》一篇確與傳統中醫脈學內容相涉。

在《敝昔醫論》中並未見到《難經》“獨取寸口”之說,從武家璧老師

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第32簡的摹本,這顯然是一枚殘簡。筆者懷疑

“氣”下所殘之字是“口”字。有學者②考證“氣口”一詞在《靈樞》中出現

10次,在《素問》中出現4次。《素問·五藏別論篇第十一》曰:“氣口何

以獨為五藏主? ……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
變見於氣口”③;《素問·經脈別論篇第二十一》曰:“脈氣流經,經氣歸於

肺,肺朝百脈……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④似乎都在講述同一

個道理。如果《敝昔醫論》中“鼂(朝)於氣[口]”說可以成立,則可視為

《難經》第一難“獨取寸口”說的源頭。

2.《脈死候》中的脈學內容:

《脈死候》共51簡(簡號56~105),李繼明等更名《診治論》,定為46
簡⑤(若將《病源論》中4支內容、體例及行文方式與之接近的竹簡納入,
則為50簡)。武家璧先生言:“《脈死候》與馬王堆帛書《陰陽脈死候》相
似。”考之於所謂原始簡號,老官山623-596-587-577-530諸簡確與馬王

堆帛書《脈法》、《陰陽脈死候》之行文相似。然上述諸簡係《考古》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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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樞·經脈第十》卷五,日本內經醫學會影印明刊無名氏本(內藤湖南舊藏),2009年,
頁26。

馬寧、楊傳華《<內經>氣口、脈口、寸口與人迎考證》,《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2011年第4
期。

《素問·五藏別論篇第十一》卷三,日本內經醫學會影印明顧氏翻宋本,2009年,頁30。
《素問·經脈別論篇第二十一》卷七,日本內經醫學會影印明顧氏翻宋本,2009年,頁51。
《診治論》46簡:此說見《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第62頁,同書第90頁說:“老官山《診治

論》含56~105,331,337號簡,加上原《病源論》中的4支,共57枚。”



年第7期所定《經脈書》的內容,並非《脈死候》的內容,這種差異產生的

原因尚待研究。
此篇內容,業已公開且與脈學相關的條文主要有:
第72簡:“□□□脈絕如食[頃],不過二日則死,煩心與腹倀(脹)

具則死①□□”
第76簡:“ [一曰]刑(形)死,二曰氣死,三曰心死,四曰志死,五

曰神死。”
第83簡:“□□夏犮夾□、石(砭)大(太)陰,則秋不肩北(背)痛;秋

犮其輸、石(砭)大(太)陽,則……”
第87簡:“陰陽之脈,擇盛者而石(砭)之。其輸,擇急者而犮之。”
第89簡:“臥風者其脈赤白,其遇風寒不樂,□臥則汗出。如此者,

陰陽之脈,擇”
第90簡:“盛者而石(砭)之。其脈不盛,美食而浴(?)之。先其汗

出出汗。”
第101簡:“死嬰脈不盛□□□□□不□而□□以之。”
第103簡:“不盛,犮其夾營而毋暴也。”
誠如李氏書中所言:“總體而言,雖然本書內容相對繁雜,殘簡較多

而難以很好連綴,但不外是論述了疾病診斷與石犮療法兩方面的內容,
故宜定名為《診治論》。”李書明確指出,《診治論》中有脈診的內容,其書

第72簡和第101簡均是根據脈象推測疾病發展、判斷預後的內容。此

外,從已經公開的少數條文觀察,不但出現了“太陰”、“太陽”、“陰陽之

脈”等經脈名稱,而且在決定石、犮二法的使用時是“憑脈施治”的。筆

者認為,所謂“不盛者”、“盛者”、“急者”均是刻畫脈輸運行狀態的專有

詞彙。所謂“憑脈施治”即便在《六十病方》中也罕有涉及,所以《脈死

候》(或稱《診治論》)中的脈學內容亦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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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脈書》中的脈學內容:

由於《經脈書》與《諸病症候》最初是堆放在一起的,所以《考古》

2014年第7期將二書統一計數,共約268支簡(簡號361~628),李繼明

等更名《十二脈(附相脈之過)》與《別脈》,定為52簡。李氏指出:“內容

有十二經脈循行及所主病,間別脈,相脈法等三個方面。原命名為《經
脈書》,雖包含了這部分簡書的主要內容,但過於籠統,不能突出老官山

醫簡的學術特色。應根據書寫風格、內容及體例將原《經脈書》析為兩

部,明確命名為《十二脈(附相脈之過)》和《別脈》。”李書在重新命名這

部分醫簡之後,進行了細緻的內容闡釋。其文約略如下:
《十二脈(附相脈之過)》包含十二脈循行及其所主病和一篇《相脈

之過》。其中,經脈循行及所主病與同時代的《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

十一脈灸經》《脈書》大體一致。在十二脈之後,還有5支簡論述經脈診

斷,可連綴成篇,為具體描述判斷“有過之脈”的方法和三陰、三陽脈死

候。另有9支簡在書寫風格、論述體例與所載內容上均不同於十二正

經,其行文方式為:經脈的名稱、循行、病症和灸法。上述9簡,每支簡

均以“間別”2字開頭,其循行、病症又不同於十二經,末尾以灸其脈結

束。這部分內容可定名為《別脈》。關於別脈,李書特別指出:“別脈循

行簡短,部位具體,但別脈循行的起止點部位因醫簡字跡漫漶,無法全

部辨識,據能識讀的文字來看,起止點均不在四肢趾端,或起於頸部止

於面部,或起於尻止於上齒。循行用語多用‘出’‘上’‘奏’等字,較《十
二脈》古樸,甚至較《足臂》更古。”①

此篇內容,業已公開且與脈學相關的條文主要有:
第382簡:“間別辟(臂)陰脈,出 脥 鼻 心,脥 痛,心 痛,久(灸)辟

(臂)陰。”
第412簡:“間別大(太)陰脈出□繚婢(髀),出深貪,齊(臍)上痛,

奏於心,痛、山(疝)、□ (癃)、遺弱(溺),久(灸)大(太)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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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7簡:“所以論有過之脈也。其餘必謹察視當脈出。”
第596簡:“脈滑,此獨莈則主病。它脈靜,此獨動則主病。脈固有

動者,骭少陰,辟(臂)大(太)陰、少陰,氏主動,動疾則病。此”
第623簡:“相脈之過,左手直(置)[果](踝)五寸而案之,右手直

(置)果(踝)而單(彈)之,應手如三舂,死;不至如食間,死。它脈盈此獨

[虛,則主病。它]”
武家璧先生指出:“老官山醫簡中的《經脈書》與馬王堆帛書《足臂

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和張家山漢簡《脈書》的內容相似或相

同,主要記載經脈循行路線及所主病,應該同屬扁鵲學派的脈療法,大
概與淳于意所授的上、下《經脈》相類似。”①上述評論是平正公允的。

應當說,老官山漢墓醫簡中《經脈書》(或者稱《十二脈(附相脈之

過)》和《別脈》)中,所記載的脈學內容理論價值最大。所謂十二脈循行

及其所主病是傳統脈學理論的核心;與《黃帝內經·三部九候論》中“以
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之診法佚文,能
夠相互呼應、完美契合條文的再次出現,進一步證實了在踝部上方探脈

診斷法的淵源甚古;間別脈9簡:363間別贊脈、364間別月(肉)理脈、

367間別□□、382間別辟(臂)陰脈、383間別辟(臂)陽脈、412間別大

(太)陰脈、419間別少陰脈、428間別齒脈、539間別大(太)陽脈,傳世醫

書未見,學術意義重大。

4.《歸脈數》中的脈學內容:
《歸脈數》共41簡(簡號629~670),李繼明等更名《刺數》,定為45

簡。武家璧先生指出:“老官山醫簡中的《敝昔醫論》《五色脈診》《脈死

候》《歸脈數》等則是早期脈診法文獻的一次集中發現,除《脈死候》與馬

王堆帛書《陰陽脈死候》相似外,其他均為首次發現。其中《敝昔醫論》
《五色脈診》大抵與淳于意所授《五診》相類似。而《歸脈數》記載各種疾

病歸屬於何種脈絡的經穴數,體現了‘疾病歸脈’的原則,開啟了後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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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六經辨證’的先河。”①這段文字,闡釋了這部醫簡著作的最初命名原

則。從武家璧先生的表述可以判斷,這部分內容與所謂“脈學”似是有

一定內在聯繫的。然而《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一書指出:“這部分簡的

字體、文字排列、行文體例等均十分規範一致……都是首列病名或症

狀,次述治療部位,最後言針刺量,故屬針刺方法專書,即後世所謂的針

刺方。”從《刺數》的新命名來審度,其與“脈學”的聯繫要相對弱一些。
此篇內容,業已公開且與脈學相關的條文主要有:
第646簡:“單(癉),兩辟(臂)大(太)陰、兩胻陽明各五。”
第657簡:“聾,兩辟(臂)少陽各五。”
第670簡:“刺數必見病者狀,并視病所,乃可□□,病多相類,而非

其名眾害,察初病而葴之,病可俞也,不害。”

5.《五色脈臟論》中的脈學內容:

《五色脈臟論》共66簡(簡號671~736),李繼明等用其全稱《逆順

五色脈藏驗精神》,亦定為66簡。李氏明確指出:“這部書的內容較龐

雜,與《診治論》書寫風格不同,但內容互有交叉,這部分簡的書體隸化

程度似更低,提示書寫年代更早。”
此篇內容,業已公開且與脈學相關的條文主要有:
第681簡:“逆順五色脈藏驗精神”
第683簡:“人一息脈二動曰平。人一息脈三動曰參擅,參擅者

奪精。”
第684簡:“人一息脈四動四(曰)澶,澶者奪血。·人一息脈一動

曰少氣。”
第686簡:“人一息脈六動曰重,重者死。·人三息脈一動曰靜,靜

者奪血。”
第687簡:“人再息脈一動曰離澶,離澶奪□;□□脈一動曰絕不

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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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8簡:“人四息脈一動曰 (憮), (憮)者死。·人一息脈五動

曰暴,暴者奪精死。”
第713簡:“……故曰:青乘青曰氣在荕(筋),若亡其外曰傷肝;黑

[乘黑曰氣在骨,若亡其外曰傷]”
第714簡:“腎;白乘白曰在皮,亡外曰傷肺;黃乘黃自(曰)在月

(肉),亡外曰傷肶(脾);赤乘赤曰在脈[亡外曰傷心]。”
應當承認,《逆順五色脈藏驗精神》是老官山漢墓醫簡中包含“脈

學”內容最為豐富的一部書了。即便通過簡單的羅列,也可以發現上述

內容與今本《難經》有一定程度的雷同之處。舉例而言,《難經·十四

難》曰:“脈有損至,何謂也? 然:至之脈,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
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絕,此死之脈。何謂損? 一呼一至

曰離經。二呼一至曰奪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絕。此謂損

之脈也。……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損。人雖能行,猶當著床。所

以然者,血氣皆不足故也。再呼一至,呼吸再至,名曰無魂。無魂者,當
死也。人雖能行,名曰行尸。”云云。雖然《五色脈臟論》與今本《難經》
的具體行文並不完全一致,但用呼息定動(至)數,用平、澶、重、暴、離
澶、離經、奪精、奪血、命絕、無魂以定病勢的論理方法却如出一輒。

據報道,老官山漢墓 M3:137尚有竹簡184支,整簡長約30.5、寬

0.6、厚0.1厘米。沒有書名,內容主要為治療馬病的獸醫書(包括少量

相馬術),擬定名為《醫馬書》。據李書考證:“《醫馬書》中約有8(10)支
竹簡亦載述經脈內容,但其殘缺較多,從可識別的內容來看,其體例與

上述《十二脈》《別脈》不一致,待深入考證。”①上述10簡分別是:008、

050、051、052、063、066、112、113、114、128等。
本文僅就已公開的文獻,約略歸納老官山漢墓醫簡中關於“脈學”

部分的文字分佈。至於老官山漢墓醫簡經脈脈診理論的詳細探討,如
相關脈學諸簡的價值、特點及其與《內經》《難經》學術淵源關係的討論,

·641·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七輯)

①梁繁榮、王毅、李繼明《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四川科學

技術出版社,2016年,頁233。



則需參考邱科的碩士學位論文《老官山漢墓經穴髹漆人像六陰經循行

特點研究》①,及梁繁榮、曾芳、周興蘭等《成都老官山出土經穴髹漆人像

初探》②;李海峰、張如青《老官山漢簡<經脈書>初探》③;任玉蘭、梁繁

榮、李繼明等《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醫簡<刺數>內容與價值初探》④;劉
小梅、李繼明《老官山漢墓醫簡中的色診內容初探》⑤;劉小梅、李繼明

《老官山漢墓醫簡中脈診理論學術思想初探》⑥等文章。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得到成都中醫藥大學博士研究生王一童的指點

修正,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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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先秦文獻中的語氣詞“哉”

羅祥義①

  摘 要:文章討論了出土先秦文獻中語氣詞“哉”的書寫形式、句法特點及

功能。語氣詞“哉”的書寫形式共有六種,是兩組繁簡程度不同的異體字。“哉”

主要附加於VP、AP性質的謂語上。“哉”字無主語句和主謂倒置句用例豐富。

“哉”可用於感嘆句、祈使句、反問句和詢問句等句類中。“哉”表達的是感嘆語

氣,所表語氣是單一的,加重或減緩語勢屬於“哉”的語用功能。“哉”可以與一

個以上不同語氣類型的語氣詞連用,連用時它總是出現在語言語序的最末端,

仍然表達其本來的語氣。

  關鍵詞:書寫形式;句法特點;功能

出土先秦文獻中,語氣詞“哉”共有102例,較少見於西周、春秋文

獻,多分佈於戰國文獻。在戰國文獻中,“哉”只見於楚文獻,未見於秦

文獻。關於出土先秦文獻語氣詞“哉”的研究,前人已取得豐碩的成果,
如:李達良、張振林、陳永正、管燮初、張玉金等諸位先生②。他們在對出

土先秦文獻虛詞(或語氣詞)進行研究時,都對語氣詞“哉”進行了深入

地探討,有各自獨到的見解。本文從書寫形式、句法特點及功能三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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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進行考察,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探討出土先秦文獻語

氣詞“哉”的相關問題。

一、書寫形式

出土先秦文獻中,語氣詞{哉}的書寫形式共有六種:
表1 語氣詞{哉}各書寫形式的隸定與原片對照表

① 哉 才 ( )②

《清華簡(五)·

厚父》3
《禹鼎》 《陳侯因 錞》

《信陽》

1-074

《上博簡(二)·

民之父母》8

《清華簡(三)·

說命中》3

  根據字形,可將上列書寫形式分成兩組:一、“”“哉”“ ”“ ”,此
組除“”以外,字形結構為“从X、聲”;二、“才”“ ( )”,此組除“才”
以外,字形結構為“从X、才聲”③。這兩組字之間的聯繫是語音:“哉”
“ ”“ ”从“”得聲,“”又从“才”得聲,它們有一個相同的聲符“才”。

(一)“”“哉”“ ”“ ”

“”“哉”“ ”“ ”為一組繁簡程度不同的異體字。
關於“哉”字,《說文·口部》:“哉,言之閒也。从口、聲。祖才

切。”段玉裁認為,“言之閒”是句中文字之間、前後兩句話之間,哉用於

其中為停頓,用在句首訓為始④。《玉篇·口部》:“哉,祖才切,語助。”
“哉”最早見於西周金文中,戰國金文、簡帛文獻中也略有所見,大量出

現於傳世古籍中。從意義上看,“哉”以“”為聲,加“口”表示與人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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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有的學者隸定為“ ”,从戈、才聲,這是嚴格的隸定方式。

《清華簡》中整理者隸定為“ ”和“ ”的字,其實都作一個字形“ ”,从茲,才聲。

李學勤先生認為,“ ”字所从之“茲”、“才”二字語音非常接近,“茲”古音精母之部,“才”
古音從母之部,可以認為“茲”、“才”共同起着標音(聲符)的作用(見李學勤《說“茲”與“才”》,《古
文字研究》第24輯,中華書局,2002年,頁170-171)。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57。



有關,當是一個專門表示語氣詞的字。語音上,“哉”上古屬精母、之部,
擬音[ʦə],到中古仍為“祖才切”(《廣韻》),屬精紐、咍韻,開口一等,擬
音[ʦɒi]①,主要元音舌位變後而低,韻尾多了一個高元音[i],說明其讀

音正逐漸嚮現代讀音演變。既然先秦時期“哉”字是專門用來記錄感歎

語氣詞“哉”的,那麼由此可認為,先秦時期語言中語氣詞“哉”的讀音當

與[ʦə]很接近。
“”又作“ ”②,當為這幾種書寫形式中最古老的字。《說文·戈

部》:“ ,傷也,从戈、才聲。祖才切。”段注:“傷者,刃也。此篆與烖、菑
音同而義相近。謂受刃也。”《玉篇·戈部》中對此字的釋義與《說文》一

樣。此字《説文》小篆作“ ”,其最早見於甲骨文中,作“ ”(H28610)或

“”(H28065)③,此字以“才”為聲、以“戈”為義,與軍事相關。其在甲骨

文中常作“災禍”講,主要指的是“兵災”,例如:“翌日壬,王其畋瀼,無
,擒,引吉。”(H28497)由此可知,此字是有實在意義的,而其在戰國楚

簡中用作語氣詞,當為語音相同或相近而假借。
“ ”字,《說文》未見,此字僅見於《陳侯因 錞》一篇銘文中,寫法特

殊。從字形看,其從邑、聲。金文中用為語氣詞,為語音相同或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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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上列兩例擬音見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199。

或者可以說“ ”是“”的前身,由於字形的發展,變成了“”。“”在甲骨文中作“ ”

(H28536),在西周金文中作“ ”(《叔走雚父卣》),在戰國楚簡中作“ ”(《清華簡(伍)·厚》

3);“才”在甲骨文中作“ ”(H27320),在商代晚期金文中作“ ”(《宰甫卣》),在戰國晚期金文

中作“ ”(《新郪虎符》),在戰國楚簡中作“ ”(《清華簡(伍)·厚》4)。從字形上我們可以發

現,“才”中間的部分由“空心三角形”漸漸變成了“實心點”,最後變成了“+”形。因此,“ ”形發

展成為了“”形。

甲骨文裏作“ ”形的字,現在學者一般隸定作“ ”,此字陳劍先生釋讀作“翦”,為翦滅之

意(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線裝書局,2007年,頁99-106)。但這裹的“ ”字並非作動詞講

的“ ”字,應該是“”字。張政烺認為甲骨文中有一些與“ ”字同形的字,其實是“ ”字之異

體,仍然是作災禍講的“”,此字上部的“才”字,由於漏刻或殘掉了一筆橫畫,故而與“ ”混同

(見張政烺《釋“ ”》,《古文字研究》第6輯,中華書局,2005年,頁133-140)。



而假借。
“ ”字《說文》也未見,此字僅見4例於《信陽楚簡》中,分別為:簡1-

08、簡1-014、簡1-025、簡1-047。劉雨說:“從文義上看,這幾條簡文都

應當在‘ ’字後斷句,亦當為表示語氣的句末虛字,我們認為就是‘哉’

字……為我們十分珍貴地保存了戰國時期‘哉’字作‘ ’的形體。”①此

字在戰國楚簡中用作語氣詞,也為語音相同或相近而假借。

(二)“才”“ ( )”

“才”“ ( )”也為一組繁簡程度不同的異體字。

戰國簡帛文獻中,“才”是語氣詞“哉”用例最多的書寫形式。《說

文·才部》:“才,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昨哉

切。”《說文》對此字的解釋不可盡信,未見“才”用如“艸木之初”的辭例。

此字甲骨文中作“ ”(H27320),構形不明,在甲骨文中多用作介詞、動

詞、連詞等,例如:“壬子卜,即貞,祭其 奏其才父丁,七月。”(H23256)

又如:“癸亥卜,才向貞。”(H36851)在金文中“才”的用法也與甲骨文中

相似,例如:“隹(唯)王元年三月既生霸庚申,弔(叔)氏才大廟,弔(叔)

氏令史 。”(《逆鐘》,《集成》00060)金文中“才”用作語氣詞極少見,大量

見於 戰 國 楚 簡,傳 世 古 籍 中 未 見。才,上 古 音 屬 從 母、之 部,擬 音

[ʣə]②;與“哉”疊韻,精母與從母乃同一聲系,皆為舌尖前音,不過清濁

之別。由此看來,“才”用為語氣詞為語音相同或相近而假借。

“ ”字,《說文》所無。此字最早見於金文,作“ ”(《中山王 壺》,

《集成》09735)形,多見於戰國楚簡中,作“ ”(《清華簡(壹)·祭公之顧

命》8),此字從茲、才聲,故《清華簡》原整理者也將其隸定作“ ”。此字

在戰國楚簡中用為語氣詞,也為語音相同或相近而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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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頁132。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200。



二、句法特點

(一)“哉”所附著的謂語及其構成

出土先秦文獻中,“哉”主要附於動詞性(VP)和形容詞性(AP)謂
語上。

“哉”附於VP上共有71例,佔總用例(96)①的73.96%。例如:
(1)王曰:“於(嗚) (呼),丁,戒才(哉)!”(《清華簡(伍)·封許之

命》7)
(2)於(烏)虖(乎),念之 (哉),後人其庸庸之,母(毋)忘尒(爾)邦。

(《中山王 鼎銘》,《集成》02840)
“哉”附於AP上共有25例,佔總用例(96)的26.04%。如:
(1)方惟曰:“善才(哉)! 君天王之言也。”(《清華簡(伍)·湯處於

湯丘》9-10)
(2) (氣) (信)神才(哉)! (《上博簡(三)·亙先》4)
出土先秦文獻中,“哉”所附著的謂語及其構成情況如下:

表2 句末語氣詞“哉”所附著的謂語及其構成統計表

西周金文 春秋金文 戰國金文 戰國楚簡 戰國楚帛書 總計

VP 5 1 7 57 1 71

AP 3 2 3 17 0 25
總計 8 3 10 74 1 96

  VP主要分佈於《清華簡》,共32例,佔總用例(57)的56.14%;AP
主要分佈於《上博簡》,共10例,佔總用例(17)的58.82%。這種分佈狀

態,與《清華簡》中多祈使,《上博簡》中多感嘆有關,由此看來,VP與祈

使句關係更密切,AP更加容易出現在感嘆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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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除去《上博簡》中用於句中的2例和語氣詞連用的2例,以及《信陽楚簡》中語氣詞連用

的1例和簡1-074由於殘損而無法判斷的1例,剩下的96例是單用的“哉”附於謂語上的有

效用例。



(二)“哉”字無主語句及主謂倒置句

1.“哉”字無主語句

有時候,以“哉”煞尾的句子往往沒有出現主語,此情況共有31例,
佔總用例(96)的32.29%。例如:

(1)烏虖(乎)哀哉! 用天降大喪於下或(國),亦唯噩(鄂)侯駿(馭)
方率南淮尸(夷)、東尸(夷),廣伐南或(國)、東或(國),至於歷內。(《禹

鼎》,集成02833)
(2)智(知)天之畏(威)(哉)! (問)民之若否,隹(惟)天乃永保

(夏)邑。(《清華簡(伍)·厚父》3)
“哉”字無主語句都是感嘆句和祈使句,未見問句。“哉”字無主語

句為感嘆句的情況,共有14例,佔總用例(31)的45.16%(見上舉諸

例);為祈使句的情況共有17例,佔總用例(31)的54.84%,例如:
(1)彭祖曰:“休才(哉)! 乃 (將)多昏(問)因由,乃不 (失)

(度)。”(《上博簡(三)·彭祖》1)
(2)於(嗚) (呼)! 苟戈(敬)才(哉)! (《清華簡(壹)·皇門》12)
出土先秦文獻中,“哉”字無主語句的分佈情況如下:

表3 “哉”字無主語句的用例統計表

西周金文 春秋金文 戰國金文 戰國楚簡 戰國楚帛書 總計

“哉”字無主語句 2 3 4 22 0 31

  “哉”字無主語句的用例很豐富,說明“哉”字句較偏好於無主語的

表達方式,這種句式的產生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省略主語。朱德熙先生指出:“省略指的是結構上必不可少

的成分在一定的語法條件下沒有出現。”①這主要出現在連續對白及獨

白性語體中,大多為記言或議論性文體,多分佈在《清華簡》和《上博簡》
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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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德熙《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220。



(1)湯才(在)啻門, (問)於少(小)臣:“古之先帝亦又(有)良言青

(情)至於今虎(乎)?”少(小)臣 (答)曰:“又(有)才(哉)!”(《清華簡

(伍)·湯在啻門》1-2)
(2)王曰:“於(嗚)虎(呼)! 公,女(汝)念 (哉)! 愻(遜)惜(措)乃

心, (盡) (付)畀余一人。”公 (懋)拜=(拜手)旨頁=(稽首),曰:“允

(哉)!”(《清華簡(壹)·祭公之顧命》8)
在連續的對白性語體中,對話的雙方往往圍繞某個話題展開討論,

有問有答。有時候,問話者一開始就已經將話題的焦點說出,這個焦點

大多成為回話的主語,在回答時,回答者為了語言的簡練,直接將主語

省略,沒有再復述一遍。當然,這並不影響對話雙方對話題的理解。如

上舉第1例,湯已經在問話中將“古之先帝”(主語)說出,小臣在回答時

只需說出“有”或“無”即可。
第二,本身無主語。此情況主要出現在獨白性語體中,大多也為記

言或議論性文體,多分佈於金文,少數見於楚簡。例如:
(1)曰:於虖敬哉! 余義楚之良臣, 之字(慈)父,余 兒得吉金鎛

鋁,台(以)鑄 (龢)鐘,台(以)追孝 (先)且(祖),樂我父兄, (飲)飤

(食)謌(歌) (舞),孫孫用之,後民是語(娛)。(《僕兒鐘》,集成00183)
(2) 食,卲(昭)告大川有 ,曰:於(嗚)唬(虖) (哀)哉! 少(小)

臣成 暮生畢孤 (《新蔡》甲三:23、57)
金文中常出現“嗚呼哀哉”或“嗚呼敬哉”等語,大都無主語。這多

半與金文文體性質有關:商代多自名體,記事體較少;西周大多為記事

體,少數為記言體;春秋戰國又復返為多自名體,少數為記事體或記言

體;整個先秦銘文中,議論體謹見中山王 鼎、壺兩篇①。上舉第1例為

一篇記言體銘文,多歌功頌德之語,記載了“僕兒”自述其功德,並希望

後世子孫傳揚。銘文記錄“僕兒”的話,是獨白形式。其中,“於虖敬哉”
一句的受話對象為後世子孫,可不加主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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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裘燮君《先秦早期不同文體文獻在語氣詞運用上的差異》,《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頁62-66。



2.“哉”字主謂倒置句

有主語的“哉”字句,根據主語、謂語位置的先後,可分“主語+謂語

哉”和“謂語哉+主語”兩種形式。一般而言,前者是正常的語序結構,
後者是正常形式的變體,稱作“主謂倒置句”或“主謂易位句”①。出土先

秦文獻中,“哉”字主謂倒置句共有15例,佔有主語總用例(65)的23.
08%。例如:

(1)湯曰:“善才(哉)! 子之員(云)也。”(《清華簡(伍)·湯處於湯

丘》10)
(2)成孫弋曰:“忄矣(噫)! 善才(哉),言 (乎)!”(《郭店簡·魯穆公

問子思》4)
“哉”字主謂倒置句與“哉”字無主語句一樣,都是感嘆句和祈使句,

未見問句。感嘆句共有11例(見上舉諸例),佔總用例(15)的73.33%;
祈使句共有4例,佔總用例(15)的26.67%,例如:

(1)敬 (哉)君子! 恪 (哉)母(毋) (荒),畏天之 (降)載(災),
卹邦之不爿貝(臧)。(《清華簡(叄)·芮良夫毖》6)

(2)王曰:“欽之(哉),厚父! 隹(惟)寺(時)余經念乃高且(祖)克

(憲)皇天之政工(功)。”(《清華簡(伍)·厚父》7)
出土先秦文獻中,“哉”字主謂倒置句分佈情況如下:

表4 “謂哉+主”用例統計表

西周金文 春秋金文 戰國金文 戰國楚簡 戰國楚帛書 總計

謂哉+主 0 0 1 14 0 15

  “哉”字主謂倒置句多見於戰國楚簡,西周、春秋金文均無。戰國楚

簡中,又主要集中在《上博簡》和《清華簡》,各有5例和8例。
此句式的用例分佈較為集中,受時代和地域方言的影響應該很

小,文獻語體風格當為主要因素,因為這種句式常常出現在簡短緊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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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主謂倒置句”或“主謂易位句”的概念與張伯江、方梅先生所說的“主位後置句”(見張伯

江、方梅《漢語功能語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29)的概念是不等同的,前者外延

窄,後者外延寬,前者應是後者的其中一種。



的對白語體裏①。經統計,此句式有13例出現在對白中,佔總用例的

86.67%。金文主要為獨白性質的記言或記事語體,幾乎沒有見到此

句式。而《上博簡》和《清華簡》中有較多簡短緊湊的對白,故而此句式

用例豐富。
另外,這種句式的謂語由AP充當的共10例,佔總用例的66.67%;

由VP充當的共5例,佔總用例的33.33%。由此可推斷,謂語的性質也

是影響“哉”字主謂倒置句的產生和使用的一個重要因素②。

(三)“哉”的句類分佈

出土先秦文獻中,“哉”主要出現於感嘆句、祈使句、反問句和詢問

句中。
“哉”用於感嘆句共有48例,佔總用例(96)的50%。例如:
(1)曰:“烏乎(呼)哀哉,剌弔(叔)剌夫人,萬世用之。”(《鄭臧公之

孫鼎》,集成NA1237)
(2)女(若)夫政(正) (刑)與悳(德), (以)事上天,此是才(哉)!

(《上博簡(二)·魯邦大旱》3)
“哉”用於祈使句共有34例,佔總用例(96)的35.41%。例如:
(1)“烏(嗚)虖(呼)! 爾有唯小子亡戠(識),視于公氏,有爵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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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張伯江、方梅對“主位後置式”有段表述:“在簡短緊湊的對話語體(conversation)裏,要
求說話人在最短的時間裏,把最重要的信息明確傳達給對方……重要的信息成為說話人急

於說出來的內容,而次要的信息就放到了不顯要的位置上。這樣就出現了後置主位的現

象。”(張伯江,方梅《漢語功能語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29)說明“主位後置

式”主要出現在簡短對話語體裏。華建光在對傳世戰國文獻中的“謂語哉+主語”句式進行

清理後,認為該句式的分佈大體上與文獻的語體對應:長篇獨白構成的議論體以及長篇對白

文體的用例不多;短篇對話構成的文體用例明顯很高。(華建光《戰國傳世文獻語氣詞研

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年,頁82。)我們認為,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一樣,“主謂倒置

式”的產生與使用,也應該與文獻語體風格的關係最密切,常常出現在簡短的對話語體裏。
我們認為,謂語性質、語氣詞(語氣)、句式三者之間有一定微妙的聯繫:形容詞性成分本

身就帶有一種感嘆(贊歎)等情感因素,當句子謂語由形容詞性成分構成時,該句子與感嘆語氣

詞“哉”結合就顯得很自然。有時,為強調和突出某種情感,人們往往會使用其他手段來加以強

化,如使用“主謂倒置式”(句式手段),使謂語成為語句最突出的部分呈現在聽話人面前,從而起

到增強情感的作用。



徹令茍(敬)亯(享)(哉)。”(《 尊》,集成06014)
(2)公曰:“天子,三公,余隹(惟)弗迄(起)縢(朕)疾,女(汝)亓(其)

敬 (哉)。”(《清華簡(壹)·祭公之顧命》20)
“哉”用於反問句共有12例,占總用例(96)的12.5%。此反問句可

為是非問,也可為特指問。“哉”用於是非問句中有3例,占總用例(96)
的3.13%;用於特指問句中有9例,占總用例(96)的9.38%。例如:

(1)(以)此前 (後)之猷,不能以牧民而反志,下之相 (擠)也,幾

(豈)不右(佑)才(哉)? (《上博簡(七)·吳命》5)按,此句為是非問。
(2) (莊)公[曰]:“今天下之君子既可 (知)已, (孰)能并(併)兼

人才(哉)?”(《上博簡(四)·曹沫之陳》4)按,此句為特指問。
“哉”用於詢問句僅見2例,占總用例(96)的2.08%,例如:
(1)[哀公曰:“庶民以我不知以說之事鬼也,女(如)]之可(何)才

(哉)?”(《上博簡(二)·魯邦大旱》2)①

(2)湯或(又) (問)於少(小)臣:“又(有) (夏)之悳(德)可(何)若

才(哉)?”(《清華簡(伍)·湯處於湯丘》12)
“哉”用於詢問句句末,不表示疑問,而是將感嘆語氣與詢問語氣結

合,表達問話人一種由疑而歎的複雜感情。如上舉第1例,哀公覺得人

民不理解他,誤會他不懂用“說”祭來侍奉鬼神,以保民間風調雨順。所

以,哀公在向孔子詢問該怎麼辦時,用了感嘆語氣詞“哉”,顯示出哀公

無奈而嘆的複雜情緒。但整句話的詢問語氣不是由“哉”決定,而是由

疑問結構“如之何”來體現。
出土先秦文獻中,“哉”的句類分佈情況如下:

表5 句末語氣詞“哉”句類統計表

西周金文 春秋金文 戰國金文 戰國楚簡 戰國楚帛書 總計

感嘆句 4 2 6 36 0 48
祈使句 4 1 4 24 1 34

·751·出土先秦文獻中的語氣詞“哉”

①見張玉金《出土先秦文獻虛詞發展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245。



續表

反問
是非問 0 0 0 3 0 3
特指問 0 0 0 9 0 9

詢問句 0 0 0 2 0 2
總計 8 3 10 74 1 96

  各句類的分佈有一定的特點:感嘆句多出現於《上博簡》(佔感嘆句

總用例的55.56%)和反問句(佔反問句總用例的91.67%)。祈使句多

出現於《清華簡》(佔祈使句總用例的95.83%)。這或許可以從《上博

簡》和《清華簡》的文體性質來解釋:《上博簡》語言多對白,主要為記言、
記事和議論文體,表達方式夾敘夾議,語言偏口語,故多有感嘆、疑問等

語氣。《清華簡》語言也多對白,主要為記言和議論文體,語言表達因襲

守舊、華麗雕琢,風格與金文相近,故多訓誡、命令、祈求等。

三、功能

(一)關於“哉”的多功能說

不少前賢認為“哉”可表多種語氣,具有多功能性。如王力先生:
“‘哉’字的主要用途有二:一是表示反問,一是表示感嘆。”①向熹先生認

為“哉”主要表示感嘆語氣,也表示疑問、反問等語氣②。易孟醇先生認

為“哉”可表示疑問、反詰語氣,且略帶感嘆的意味,還可表示祈使語

氣③。李明曉先生認為戰國楚簡中的“哉”可表示疑問語氣(含反問)和
感嘆語氣④。陳迎娣認為秦簡中的“哉”表示疑問、感嘆語氣⑤。對於上

述觀點,我們持質疑的態度。
“哉”的功能情況,可通過其與各句類之間的相互選擇關係來考察。

郭錫良先生指出:“語言中語氣的表達方式是豐富的,包括詞形變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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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力《古代漢語》(第1冊),中華書局,1999年,頁281。
向熹《簡明漢語史》(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119。
易孟醇《先秦語法》,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584-594。
李明曉《戰國楚簡語法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46。
陳迎娣《秦簡語氣詞研究》,《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2014年第5期,頁91-93。



氣詞、詞彙形式、句式和語調等,語氣詞只是其中之一。”①有的句子用語

氣詞和其它手段一起表達語氣,有的則只用語氣詞。那麼,在用語氣詞

來表達語氣時,什麼句子用什麼語氣詞,關鍵就在於句子語氣和語氣詞

所表語氣之間的相符程度了。
出土先秦文獻中,“哉”可以出現在感嘆句、祈使句、詢問句和反問

句中。在同樣使用語氣詞來表達語氣的情況下,感嘆句、祈使句、詢問

句和反問句不一定都用“哉”來表達,也可以是其它語氣詞。我們將

“哉”與各句類之間的相互選擇率進行統計,則可以觀察出一些現象:
第一,“哉”與感嘆句的相互選擇率。出土先秦文獻中,帶有語氣詞

的感嘆句共87例②,所帶的語氣詞有“也”(26)“矣”(10)“夫”(2)“哉”
等。其中,“哉”與感嘆句的搭配共49例,佔感嘆句總用例(107)的56.
32%,佔“哉”總用例(98)的50%。經計算,得出各語氣詞與句類之間相

互選擇率如下③:

在同樣用語氣詞表達語氣的情況下,感嘆句傾向於與“哉”的搭配

選擇,而“哉”也傾向於與感嘆句的搭配選擇,兩者的互選率明顯高於其

它。這一事實雖然不能直接說明語氣詞“哉”具有表感嘆語氣的屬性,
但至少有力地證明了語氣詞“哉”與感嘆句的語氣類型是同一性質的。

第二,“哉”與祈使句的相互選擇率。出土先秦文獻中,帶有語氣詞

的祈使句共有76例,所帶語氣詞包括“也”(16)“殹”(16)“焉”(5)“兮”
(4)“哉”等。其中,“哉”與祈使句的組合共有35例,佔祈使句總用例

(76)的46%,佔語氣詞“哉”總用例(98)的35.71%。經計算,得到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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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郭錫良《先秦語氣詞新探(壹)》,《古漢語研究》1988年第1期,頁49-55。
此僅限於語氣詞單用的情況,以下三個論述均同。
箭頭從右至左,意為某語氣詞用於某句類中的用例數量,佔該語氣詞總用例數量的比重。

箭頭從左至右,意為帶語氣詞的某句類以某語氣詞為句末語氣詞的用例數量,佔帶語氣詞的某

句類的總用例數量的比重。



氣詞與句類之間相互選擇率如下:

在選擇用語氣詞來表達語氣的情況下,祈使句最傾向於選擇“哉”。
但是,“哉”在選擇句類時,最偏好的不是祈使句而是感嘆句。也就是

說,“哉”對於祈使句來說是最佳選擇,但祈使句對於“哉”來說並不是最

佳選擇,它們之間的相互選擇關係處於不平衡狀態。由此可初步推斷,
祈使句與“哉”在語氣性質上存在一定的差異。

第三,“哉”與詢問句的相互選擇率。出土先秦文獻中,帶有語氣詞

的詢問句共有251例,所帶語氣詞包括“也”(3)“殹”(59)“抑/執”(58)
“乎”(102)“與”(17)“哉”等。其中,“哉”與詢問句的組合共有2例,佔
詢問句總用例(251)的0.8%,佔“哉”總用例(98)的2.04%。經計算,得
到各語氣詞與句類之間相互選擇率如下:

在選擇用語氣詞來表達語氣的情況下,詢問句傾向於選擇“乎”而
不是“哉”。反過來,在對句類進行選擇時,“哉”傾向於選擇感嘆句而不

是詢問句。這可以說明,詢問句與“哉”在語氣性質上定有較為明顯的

差異。
第四,“哉”與反問句的相互選擇率。出土先秦文獻中,帶有語氣詞

的反問句共76例,所帶語氣詞有“也”(5)“乎”(68)“與”(3)“哉”等。其

中,“哉”與反問句的組合共12例,佔反問句總用例(76)的15.79%,佔
語氣詞“哉”總用例(98)的12.24%。經計算,得出各語氣詞與句類之間

相互選擇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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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例情況一樣,在選擇用語氣詞來表達語氣的情況下,反問句傾

向於選擇“乎”而不是“哉”。反過來,在對句類進行選擇時,“哉”傾向於

選擇感嘆句而不是反問句。由此可推斷,反問句與“哉”在語氣性質上

有一定程度的不同。
綜上,我們認為,在某一歷史階段的文獻材料中,假如句類A與語

氣詞a之間的搭配率明顯高於句類A與語氣詞b(及c、d等)、語氣詞a
與句類B(及C、D等)的話,那麼說明句類A與語氣詞a之間在語氣性

質上存在着高度的吻合,這種吻合就是判定語氣詞功能類型的基礎條

件。經過對“哉”和各句類之間的相互選擇傾向性進行比較後,可以明

確地否定幾種情況:一、“哉”主要表達祈使語氣;二、“哉”主要表達詢問

語氣;三、“哉”主要表達反問語氣。唯一可以肯定的情況是:“哉”主要

表達感嘆語氣。

(二)“哉”用於祈使句、疑問句中時的功能

表達語氣是語氣詞最基本、最主要的功能,對它進行研究,就必須

把語氣詞放到具體語言中進行考察,從具體語言中去探尋其功能的

本質。
第一,“哉”用於祈使句中時,例如:

A:王曰:“於(嗚) (呼)! 丁,戒哉!”(《清華簡(伍)·封》7)
此例為大王對呂丁告誡。句中訓誡語氣非常明顯,但祈使語氣是

由“主語+謂語動詞”形式體現出來的,而語氣詞“哉”仍然表達感嘆

語氣。
張玉金先生利用“語氣層次分析法”①,將祈使句中祈使語氣和“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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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語氣層次分析法”見楊永龍《先秦漢語語氣詞同現的結構層次》,《古漢語研究》2000年

第4期,頁23-29。



所表的感嘆語氣的層次展現出來,他認為可有兩種分析方式①:

A:敬之哉 [M](M代表語調要素)B:敬之[Æ]哉 (Æ為零形式的

語氣要素) 
                    
      
A種分析中感嘆語氣在內層,祈使語氣處於外層,整個句子的語氣

詞重點落到祈使語氣上,句子的句類為祈使句;B種分析中,感嘆語氣在

外層,祈使語氣在內層,整個句子的語氣詞重點落到感嘆語氣上,句子

的句類為感嘆句。無論何種分析最合理,都不能改變祈使語氣與感嘆

語氣處在不同層面的事實,“哉”仍然表達的是感嘆語氣。我們認為這

種分析可信。
第二,“哉”用於詢問句中時,例如:

A:湯或(又) (問)於少(小)臣:“又(有) (夏)之悳(德)可(何)若

才(哉)?”(《清華簡(伍)·湯丘》12)
結合此例的上下文語境,可知這篇文章為“湯”和“小臣”的對話,對

話裏顯示出了君主的勤恤、親民、德政等優良作風,此句“湯”向“小臣”
問到夏禹時候的政德,夏禹勤政愛民的德行,正是自己所嚮往的德政風

貌,因此由衷一歎。此句為詢問句無疑,因為接下來“小臣”還向“湯”回
答了自己對“有夏之德”的瞭解。此句的詢問語氣由疑問組合“何若”和
全句語調來實現,“哉”仍然表達其感嘆語氣,整個句子有疑問和感嘆的

雙重語氣。
第三,“哉”用於反問句中時,例如:

A: (莊)公[曰]:“今天下之君子既可 (知)已, (孰)能并(併)兼

人才(哉)?”(《上博簡(四)·曹》4)
此例大致語境是:曹沫向魯莊公進諫要戒奢,不然就會危及國家社

稷,而莊公卻認為當今社會沒有誰有能力吞併他人,覺得曹沫的擔憂多

餘了。魯莊公用反問的形式,表現出其對曹沫所諫的不屑。句子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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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玉金《出土戰國文獻虛詞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620。



問語氣由疑問詞“孰”和貫穿全句的語調來承載,“哉”則表達出魯莊公

由於不耐煩而發出的感嘆。
總之,在詢問句和反問句中,語氣詞“哉”常常配合疑問詞“何以”

“何必”“何若”“孰”“誰”等,以及副詞或助動詞“豈”“敢”“豈敢”等來表

達。這時“整個句子的語氣重點落在最後一個語氣詞‘哉’上,其句類為

感嘆句,整句是用感嘆句式來表示反問語氣”①。

(三)關於“哉”的加重語勢功能說

“哉”的主要功能是加重語勢,此觀點由華建光先生在其論著《戰國

傳世文獻語氣詞研究》中提出。他說:“‘哉’的統一功能即說者用於加

重語勢的手段,或是加重的陳述(即感嘆),或是加重的祈使(即命令、警
戒)。正是因為是加重的陳述,情感比較激烈急切,所以‘哉’字陳述句

才明顯偏好主語後置句式。”②此可備一說,但我們不贊同它,理由有:
第一,古漢語中會發生主謂倒置的不僅只有“哉”字句。例如:

A: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 (《公羊傳·莊公十二年》)

B:甚矣,子之好學也! (《莊子·漁父》)
類似的例子還很多,若據華建光的推論,我們也可以認為語氣詞

“矣”具有加重語勢功能、可表達激烈的情感?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其

實,在對話中,當說話者急切地說出需要強調的重點時,確實是帶有比

平常話語更激烈的情感。但這種情感程度的加重,並不完全是由語氣

詞“哉”或“矣”來承擔,而主要靠句式。也就是說“哉”字主謂倒置式,不
能決定“哉”僅具有加重語勢的作用。只能說“哉”或許具有加重語勢的

功能,所以才會常被用在主謂倒置句裏。
第二,從功能性質上看,“哉”的加重語勢功能不應該是其主要功

能。因為“加重語勢”不是語氣表達的全部或主要內容,“語勢”只是廣

義“語氣”中的一種,而語氣詞最重要、最專門的功能是表達狹義“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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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張玉金《出土戰國文獻虛詞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621。
華建光《戰國傳世文獻語氣詞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年,頁135。



的①。另外,齊滬揚將語氣分為功能語氣和意志語氣兩類:前者包括陳

述語氣、疑問語氣、祈使語氣、感嘆語氣;後者包括可能語氣、能願語氣、
允許語氣、料悟語氣。他認為語氣詞是功能語氣的形式標誌,意志語氣

的形式標誌是助動詞和語氣副詞②。很明顯,“加重語勢”不屬於功能語

氣表達,所以認為“哉”的主要功能是“加重語勢”,這是非常值得商

榷的。
那麼,語氣詞“哉”到底有沒有加重語勢的功能呢? 我們認為是有

的,但不是其主要功能,也並非所有句類都能適用。
第一,“哉”的表達語氣功能與加重語勢功能不是同一層面上的概

念,前者是“哉”的本質屬性,後者應屬“哉”的語用功能,後者是從前者

派生出來的③。“哉”本身具有的感嘆語氣,就帶有強烈、激昂的情感,這
種情感往往帶來的是語音、語速上較重程度的表達,而這種表達方式當

屬於語用範疇。古漢語中,除了“哉”以外,語氣詞“也”也具有加強語氣

的語用功能,張小峰先生說:“祈使句或感嘆句中,如果去掉句末的

‘也’,語氣類型並不會發生改變,變化的只是口氣的強弱,‘也’只是強

化了作者的態度和感情。”④

第二,“哉”的“加重語勢”功能不是所有句類都適用⑤。試比較以下

句子:

A:放下武器!  A':放下武器啊!  A″:放下武器X!

B:戒之! B':戒之哉! B″:戒之X! (X代表任意

語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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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廣義和狹義“語氣”的內容請參看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361。
齊滬揚《語氣詞與語氣詞系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0-21。
我們認為,“哉”加強語勢的作用,是從其表示感嘆語氣的功能中體現出來的。感嘆句本

身是一種語氣較為強烈、情感較為濃厚的句子,“哉”作為感嘆句的表現形式之一,是感嘆句賦予

了它加重語勢的能力。
張小峰《先秦漢語語氣詞“也”的語用功能分析》,《古漢語研究》2008年第1期,頁36-40。
比如在對話裏使用祈使句時,若沒有語氣詞,句子會顯得很突兀,使令語氣更重、更強烈,

似乎意味着所說的事情沒有商量的餘地,帶有命令的口吻。



假設現代漢語與古代漢語的語氣差別不大,上列豎排是現代漢語

與古代漢語語氣程度的比較;橫排是用不用語氣詞或不同語氣詞之間

語氣程度的比較。比較的結果是:豎排語氣程度:A=B;A'=B';A″=
B″。橫排語氣程度:A>A'>A″;B>B'>B″。祈使句本身就帶有強烈、
急切的口氣,加上了語氣詞反而使得其語氣更加舒緩,古漢語中常見的

“戒之哉”“敬之哉”“欽之哉”等語句更帶有耐心勸導的意味,口氣並不

是很強烈。由此可知,“哉”的加重語勢功能在祈使句中不能適用。
綜上,可把“哉”的功能分成兩個層面看:一、“哉”承載着人們的一

種情緒,故具有感歎等情感屬性;二、“哉”是語言的一部分,故具有表達

這種情感的功能。“哉”的情感本身帶着激烈、高昂的氣勢,所以在表達

時,“哉”能夠調節感嘆語氣力度,表達不同情感。“哉”的兩種功能關係

如下圖所示:
本質功能    派生功能  

哉← 表達感嘆語氣→ 加重或舒緩語氣→
(四)“哉”與其它語氣詞連用時的功能

出土先秦文獻中,“哉”與其它語氣詞連用共見3例:
(1) (寡)人之不劋也,幾(豈)不二子之 (憂)也才(哉)? (《上博

簡(五)·競公瘧》8-9)
(2)胃(謂)姑(苦) (成) (家)父曰:“為此殜(世)也從事,可(何)

(以)女(如)是丌(其)疾與(歟)才(哉)?”(《上博簡(五)·姑成家父》6)
(3) (乎) (哉),不智也! 夫周公曰 (《信陽》1-014)
由上舉諸例可知,“哉”可與表陳述、疑問的語氣詞連用,連用時總

是出現在句子語言語序的最末端;另外,句子語氣詞(語氣)的排列層次

呈現出明顯的特徵,即表陳述、疑問的語氣詞(陳述、疑問語氣)處於內

層,表感嘆的“哉”(感嘆語氣)處於外層。
關於語氣詞“哉”連用時的功能,現以上舉例(1)來說明。此例為反

問句,而“也”與“哉”都不是表達疑問語氣的語氣詞,那麼此句的疑問語

氣是怎樣來表達的呢? 我們可利用“語氣層次分析法”,將“哉”連用時

的語氣表達情況作一次分析:

·561·出土先秦文獻中的語氣詞“哉”



豈不二子之憂也哉 [M](M代表語調要素)
此例中,語氣詞“哉”處於句子語氣層次的外層,與語調要素“M”的

聯繫最緊密,表達感嘆語氣;“也”處於句子語氣層次的內層,與“不二子

之憂”的關係最密切,表達對這一事實的論斷。郭錫良先生指出:“語氣

詞連用,每個語氣詞仍然保留各自所表示的語氣,組成一種複雜的語

氣,不過語氣的重點一般是落在後一個語氣詞上。”①此時,句子的語氣

重點落在外層的“哉”上,整個句子以感嘆語氣為主。但是,由於疑問詞

“豈”的存在,該句子其實是以反問的形式來表達感嘆,同時又帶有疑問

語氣。反問句是無疑而問,對所問之事是確定無疑的,是在向聽話方強

調這一不容爭辯的事實,所以帶有一定感嘆的語氣。

四、結語

經過上述討論,我們得到的結論有以下幾點:
第一,語氣詞“哉”的書寫形式共有6種,它們是兩組繁簡程度不同

的異體字,從中可看到這些文字在發展的各個階段所呈現出來的字形

狀態。這些文字用來記錄語氣詞“哉”,契機主要是語音的相同或相近。
第二,語氣詞“哉”的句法表現很豐富,其可以附加於VP和AP性

質的謂語上,其中以VP最多。語氣詞“哉”常出現於無主語句和主謂倒

置句中,前者與文體風格、表達方法相關;後者與語氣詞“哉”本身性質

及語氣表達功能相關。“哉”主要出現於感嘆句、祈使句、反問句和詢問

句等句類中,其中以感嘆句的用例最豐富。
第三,“哉”語氣表達功能具有單一性,它是專門表達感嘆語氣的語

氣詞。“哉”的“加重語勢”功能不適用於所有句類,且不是其唯一功能,
它應屬於語用層面的功能。“哉”可與表陳述、疑問的語氣詞連用,仍然

只表達感嘆語氣。它總是出現在句子語言語序的最末端,故感嘆語氣

處於句子語氣層次的最外層,此時句子的語氣層次為:陳述語氣>疑問

語氣>感嘆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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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錫良《先秦語氣詞新探(壹)》,《古漢語研究》1988年第1期,頁49-55。



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否定副詞“不”

張玉金①

  摘 要: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否定副詞“不”,絕大多數都是表示一般否定的,

有時也表示已然否定和判斷否定。“不”後的謂詞性成分可以是一個單中心謂

語,也可以是複雜謂語。“不”的否定範圍主要在它的後面。在它的否定範圍裏

存在著一個否定中心,這有兩種,一種是非對比性的,一種是對比性的。“不”的

否定作用也有兩種:一種是否定了謂語動詞所表示的動作,也否定了整個命題;

另一種是否定了否定範圍內的某些成分,並沒有否定整個命題。

  關鍵詞:出土戰國文獻;否定副詞;不

以往,研究傳世文獻中否定副詞“不”的論著比較多,而研究出土

戰國文獻中否定副詞“不”的論著卻很少。出土戰國文獻具有保持語

言原貌、沒被後人篡改的優點,研究這種文獻中的“不”,能夠使我們看

清楚戰國時代語言中“不”的真實面貌,因此研究這一問題是很有意

義的。
在現有的出土戰國文獻中,“不”共出現2401次,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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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玉金,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教授 廣州 510006。



表1 出土戰國文獻中“不”出現頻率表①

文獻

戰國

金文

戰國簡牘

楚簡 秦簡

戰國

帛書

戰國

玉石文字
總計

次數 38 1330 994 28 11 2401

  出現在殘辭以及不能釋讀的文辭中的“不”共有56次。作為一個

詞素出現在複合詞中的“不”有8次,如“不穀(5)”“不敏(1)”“不更(1)”
“不周門(1)”。從2401次中,減去“56+8”次,共有2337次,這是作為否

定副詞而其所在的文句又是能夠通讀的“不”的出現次數。
本文即以這2337個“不”作為研究對象。

一、“不”的義項

出土戰國文獻中的“不”,絕大多數都是表示一般否定的,仍可譯為

“不”。例如:
(1)乙智(知)盜羊,而不智(知)其羊數。(《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2)令市者見其入,不從令者貲一甲。(《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有些“不”則是表示已然否定的,可以譯為“沒”。這種“不”在出土

戰國文獻中共有9次,佔總數(2337)的0.39%。例如:
(3)甲告乙盜牛若賊傷人,今乙不盜牛、不傷人,問甲可(何)論?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4)問不殺人,甲言不審。(《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5)甲號寇,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問當論不當? (《睡

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6)見書而投者不得,燔書,勿發。(《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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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所引出土戰國文獻用簡稱,如《睡虎地秦墓竹簡》簡稱為《睡虎地秦簡》、《上海博物館藏戰

國楚竹書》簡稱為《上博楚簡》、《郭店楚墓竹簡》簡稱為《郭店楚簡》、《新蔡葛陵楚墓》簡稱為《新
蔡楚簡》、《殷周金文集成》簡稱為《集成》、《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簡稱為《近出》,等等。著錄書分

冊的,在書名簡稱後標冊數,如《上博楚簡五》。在書名簡稱和篇名之間用·號,如《睡虎地秦

簡·法律答問》、《上博楚簡五·競建內之》。金文先標“器名+銘”,如《中山王 方壺銘》,然後

標出處,如《集成》15·9735,《集成》這種簡稱之後是卷數和器的編號。



“不”表示已然否定,在甲骨文中比較常見,例如“[甲]申貞:王步?
甲王不步。”(《屯南》2224)“貞:王不祼,示左? /貞:示弗左,王不祼?”
(《合集》10613)跟甲骨文比較起來,在出土戰國文獻中表已然否定的

“不”數量明顯減少了。
有些“不”是表示判斷否定的,出現在名詞性謂語之前,可譯為“不

是”。這種“不”在出土戰國文獻中共出現5次,佔總次數(2337)的

0.21%。例如:
(7)幾(豈)不二子之 (憂)也才(哉)? (《上博楚簡五·競建內之》)
(8)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這種表示判斷否定的“不”,可以跟“乃/則”構成“不……乃……”、

“不……則……”這樣的固定格式,是“不是……就是……”的意思。
“不”和“乃/則”之後都是名詞性詞語。例如:

(9)丙亡,為間者不寡夫乃寡婦。(《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
(10)賜某大畐(福),不錢則布,不 (繭)則絮。(《睡虎地秦簡·日

書乙種》)
這種表示判斷否定的“不”在甲骨文中見不到,是後來才出現的。
把表示已然否定的“不”和表示判斷否定的“不”加起來,只佔總數

的0.6%。這就是說,占總數99.4%的“不”都是表示一般否定的。

二、單中心謂語前的“不”

按著其後謂詞性成分的不同,可以把“不”分成兩大類。其一,“不”
後的謂詞性成分只有一個中心;其二,“不”後的謂詞性成分有兩個或兩

個以上的中心。第二種“不”即指出現在謂詞性聯合短語、連謂短語、兼
語短語之前的“不”。這種“不”出現的次數是:

聯合短語前有70次;連謂短語前有53次,兼語短語前有8次,總計

131次。
從總數2337次中減去131次,即是2206次,這即是出現在單中心

謂詞性成分前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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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後謂詞語中心詞的省略

“不”後的謂詞語中心,一般都是出現的,但有時候承前省略。最常

見的是在正反問句中,“不”後的謂詞語中心承前省略,這時“不”與前面

的謂詞語同在一個小句之中。例如:
(11)相與鬥,交傷,皆論不殹? 交論。(《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12)聞號寇者不殹? (《睡虎地秦簡·封診式》)
(13)乃解索,視口鼻渭(喟)然不殹? (《睡虎地秦簡·封診式》)
(14)甲號寇,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問當論不當?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15)工盜以出,臧(贜)不盈一錢,其曹人當治(笞)不當? 不當治

(笞)。(《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16)妻賸(媵)臣妾、衣服當收不當? 不當收。(《睡虎地秦簡·法

律答問》)
上引各例,“不”後被省去的謂語中心都可以補出。如例(11)“不”

後應是“論”,例(12)應是“聞”,例(13)應是“喟然”,例(14)應是“論”,例
(15)應是“笞”,例(16)應是“收”。

下引各例不是正反問句。不過“不”後的謂語中心也承前省去了,
例如:

(17)工擇幹,幹可用而久以為不可用,貲二甲。工久幹曰不可用

……貲工曰不可者二甲。(《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
(18)甲告乙盜牛若賊傷人,今乙不盜牛、不傷人,問甲可(何)論?

端為,為誣人;不端,為告不審。(《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19)欲行之不能,欲迲(去)之而不可。(《上博楚簡五·君子為禮》)
(20)為邦而不以豊(禮),猷(猶)人之亡所適也。(《郭店楚簡·尊

德義》)
例(17)“不可”後省掉的是“用”。例(18)“不端”後省掉的是“為”。

例(19)“不能”、“不可”後省略的分別是“行”和“去”。例(20)“不以禮”
後省略的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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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不”後謂語中心省略的例子共有48個,佔總次數的2%。我

們分析這種“不”的用法時,是把它後面被省掉的謂語中心補出來的。

(二)“不”字句的謂語中心詞

單中心謂語前的“不”,其後的謂語中心詞可以分為6類,即名詞、
謂詞性代詞、形容詞、不及物動詞、及物動詞、助動詞。

“不”可以否定名詞語,這有兩種情況,一是“不+名詞語”作判斷句

謂語,“不”是“不是”的意思,如上引例(7)至例(10)。另一種是“不”出
現在定中短語之前,“不+定中短語”作描寫句謂語。這種“不”很少見,
只有7次。例如:

(21)衣不 (鮮) (美),飤不童(重)昧(味),朝不車逆,穜(舂)不
(毇)米, (宰)不折骨。(《上博楚簡二·容成氏》)毇:細。

“不”可以否定謂詞性代詞。這種謂詞性代詞只有“然(7)”“如何(1)”。
例如:

(22)不肰(然),君子 (以)臣殳(賢)爯(稱),害(曷)又(有)弗貝
寸(得)?

(《上博楚簡四·曹沫之陣》)
(23)丁卯,不正,不然,必有疵於前。(《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
(24)其問如言不然? (《睡虎地秦簡·封診式》)
(25) (將)大車之囂也,則 (以)為不可女(如)可(何)也。(《上博

楚簡一·詩序》)
“不”還可以否定形容詞或以形容詞為中心語的短語。這種“不”比

較常見。例如:
(26)鼠襄戶,見之,入月一日二日吉,三日不吉,四日五日吉,六日

不吉,七日八日吉,九日恐。(《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襄:上。
(27)豊(禮)之於 (尸) (廟)也,不腈(精)為腈(精),不 (媺)為

(媺)。義反之,腈(精)為不腈, 為不 。(《上博楚簡六·天子建州

甲》)
(28) (刑)正(政)不 (緩),惪 (教)不 (倦)。(《上博楚簡

三·中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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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亓 (去)之不速,亓 (就)之不尃(迫),亓 (啟)節不疾,此
(戰)之幾(忌)。(《上博楚簡四·曹沫之陣》)

(30)大臣之不 (親)也,則忠敬不足,而貝富(富)貴已 (過)。邦家

之不寍(寧)也,[則大臣不治,而褻臣托也]。(《上博楚簡一·緇衣》)
(31)不 (聰)不明,不聖不智,不智不 (仁),不 (仁)不安,不安

不樂,不樂亡惪(德)。《郭店楚簡·五行》)
“不”所否定的形容詞有兩種,一種是性質形容詞,另一種是狀態形

容詞。前一種常見,後一種少見。
“不”後的性質形容詞,多數是單音節的,少數是複音節的。單音節

性質形容詞很多,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表示人和物的品德、性質特徵的。如:忠(2)、強(3)、嚘

(氣逆)(1)、剛(1)、柔(1)、安(5)、瞀(昏亂)(1)、殆(危險)(1)、幸(3)、
平(3)、弟(1)、吉(66)、善(13)、實(1)、安(2)、祥(14)、武(2)、寧(1)、
熟(1)、榖(善)(6)、窮(1)、僂(恭敬)(1)、孝(5)、審(18)、仁(15)、勞(4)、
中(公平)(2)、智(8)、廉(正直)(1)、義(13)、壽(2)、衷(善)(2)、媺
(美)(4)、惑(8)、狡(狡猾)(1)、倦(3)、亂(12)、慎(14)、固(1)、約(節
儉)(1)、壯(1)、敏(4)、恒(1)、和(8)、篤(2)、謙(1)、堅(4)、工(1)、
聰(4)、明(3)、懈(3)、果(果決)(3)、聖(4)、厭(滿足)(1)、恭(3)、
敬(4)、惠(1)、康(康樂)(1)、惡(1)、貴(1)、弱(1)、芳(1)、苦(粗
惡)(1)、肖(1)、苦(順善)(1)。

第二類是表示人物事的形態、數量特徵的。如:厚(3)、異(1)、深(1)、
淺(1)、簡(3)、絿(急)(1)、長(3)、輕(1)、敝(1)、壹(一致)(1)、汲(急切)(1)、
久(1)、遠(7)、靖(靜)(1)、完(4)、全(6)、足(15)、陽(1)、精(9)、方(2)、
圓(1)、齊(1)、致(緊密)(1)、直(8)、重(1)、備(31)、謹(嚴)(1)、莊(1)、
陰(2)、耀(2)、殘(4)、滑、涸(1)、頗(偏頗)(2)、緩(1)、空(1)、彰(明
顯)(1)、嚴(1)、寬(1)、著(3)、再(長久)(1)。

第三類是表示對行為和事態的評價的。如治(1)、適(適當)(1)、
利(1)、正(14)、當(適宜)(3)、急(1)、便(3)、順(6)、難(4)、報(急速)(1)、
多(1)、速(1)、迫(1)、疾(4)、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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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音節形容詞很少見,都是合成詞聯合式的。如廉潔(1)、鮮美(1)。
“不”後的狀態形容詞有兩種,一種是疊音詞,如:惙惙(1)、忡忡(1);

另一種是附加式,帶詞尾的,如:喟然(3)。
“不”還可以否定不及物動詞以及以不及物動詞為中心語的短語。

例如:
(32)天不雨。(《上博楚簡二·魯邦大旱》)
(33)大主死;不死,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34)又(有)耳不 (聞),又(有)口不鳴,又(有)目不見,又(有)足不

趣(趨)。(《上博楚簡五·融師有成氏》)
(35) (禍)不降自天,亦不出自地。(《上博楚簡六·用曰》)
(36)十二月辰。凡此日不可以遠行,不吉。(《睡虎地秦簡·日書

甲種》)
(37)己丑之日,(以)君不 (懌)之古(故), (就)禱霝(靈)君子

一 。(《新蔡楚簡》·乙一:28)
名詞活用為不及物動詞,或者兼作不及物動詞,這時也可以用“不”

否定。例如:
(38)昔周室之邦魯,東西七百,南北五百,非山非澤,亡又(有)不

民。(《上博楚簡四·曹沫之陣》)民:作民。
(39) (荊)為不道。(《上博楚簡七·吳命》)道:合乎道。
(40)亡勿(物)不勿(物), (皆)至安焉。(《郭店楚簡·語叢一》)

物:屬於物。
(41)不曲方(防)以迲(去)人。(《上博楚簡五·弟子問》)防:築隄。
(42)丌(其)返(反),夫不夫,婦不婦,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

臣,緍(昏)所 (由) (作)也。(《郭店楚簡·六德》)夫:如夫。其餘

類此。
(43)凡春三月己丑不可東,夏三月戊辰不可南,秋三月己未不可

西,冬三月戊戌不可北。(《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不”後的不及物動詞,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不及物動作動詞,如:通(1)、唯(1)、諾(1)、進(3)、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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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逞強)(2)、出(21)、入(6)、行(27)、發(出發)(7)、返(3)、復(3)、垣
(築牆)(4)、歸(2)、來(16)、東(東行)(1)、南(南行)(1)、西(西行)(1)、
北(北行)(1)、巫(作巫)(1)、跡(查跡)(1)、嚏(1)、別(分離)(2)、和(合
謀)(1)、包(隨往)(2)、川(涉川)(1)、遷(1)、徙(3)、迻(遷徙)(1)、
(築牆)(1)、證(作證)(3)、廷(出廷)(1)、齋(1)、字(起字)(6)、逃(1)、
降(2)、步(1)、鳴(2)、趨(快步走)(1)、防(築隄)(1)、奔(1)、民(做
民)(1)、武(進行武備)(1)、伍(編為伍)(1)、斂(收斂)(2)、逗(停
留)(1)、詣(到)(1)、信(守信用)(1)、留(2)、立(2)、處(2)、到(1)、
至(9)。

第二類是不及物狀態動詞,如:浸(潛移默化)(1)、黨(偏私)(1)、遍
(遍及)(1)、夫(如夫)(1)、婦(如婦)(1)、父(如父)(1)、子(如子)(1)、君(如
君)(1)、臣(如臣)(1)、偏(偏黨)(1)、過(有錯)(1)、肆(放縱)(2)、形
(形成)(7)、既(盡)(1)、脫(2)、窮(窮盡)(2)、道(合乎道)(3)、屈(窮、
盡)(1)、實(如實)(1)、死(24)、汗(出汗)(1)、成(25)、合(19)、勝(5)、
害(有害)(2)、盡(6)、間(癒)(1)、辜(有罪)(6)、 (癃)(1)、果(4)、字
(生子)(1)、霽(1)、病(2)、鬱(瘀血)(1)、老(退休、免老)(1)、雨(落
雨)(3)、同(4)、 (續)(2)、瘥(5)、瘳(1)、喪(1)、沒(2)、遂(1)、隕(1)、
敦(敦勉)(1)、寢(1)、愆(有過失)(3)、患(有憂患)(1)、賡(延續)(1)、殄
(殄滅)(1)、見(顯露)(3)、忒(差錯,疑貳)(6)、 (仆,仆倒)(1)、物(屬於

物)(2)、生(1)、渝(變)(1)、結(聚集)(1)、詐(1)、流(放縱)(1)、漫(放
縱)(1)、法(合法)(1)。

第三類是不及物心理動詞,如:樂(4)、驕(5)、悅(12)、辱(1)、怡
(2)、怒(1)、懌(9)、吝(悔恨)(2)、羞辱(1)。

“不”還可以否定及物動詞以及以及物動詞為中心語的短語。
例如:

(44)小人與慶不信殺 卯,卯自殺。|察聞知苛冒、 卯不殺舒旫。
(《包山楚簡》136、137)

(45)五月六月,不可為複衣。月不盡五日,不可材(裁)衣。(《睡虎

地秦簡·日書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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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臨飤(食)不 (語)亞(惡),臨 不言 (亂)、不言 (寢)、不言

烕(滅)、不言 (拔)、不言耑(短),古(故)龜又(有)五 (忌),歸城不

[言]毀,觀邦不言喪。(《上博楚簡六·天子建州甲》)
(47)哀公胃(謂)孔子:子不為我 (圖)之? (《上博楚簡二·魯邦大

旱》)
(48)乙智(知)盜羊,而不智(知)其羊數。(《睡虎地秦簡·法律答

問》)
(49)凡若是者,不有大 (禍),必大恥。(《上博楚簡五·三德》)
名詞、形容詞、不及物動詞都可活用為或者兼作及物動詞,這時也

受“不”否定。例如:
(50)行此者丌(其)又(有)不王 (乎)? (《上博楚簡一·詩序》)
(51)曰:囗不奉(捧)苽,不昧(味)酉(酒)。(《上博楚簡六·孔子見

季 子》)
(52)亡、不仁其主及官者,衣如隸臣妾。(《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

種》)
(53)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郭店楚簡·老子丙

本》)
(54)古(故)不可 (得)天<而>親,亦不可 而疋(疏);不可 而

利,亦不可 而 (害);不可 而貴,亦{可}不可 而戔(賤)。(《郭店

楚簡·老子甲本》)
(55)申不可出貨,午不可入貨。(《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不”後的及物動詞,可以分為五類:
第一類為及物動作動詞,如:耕(1)、謂(1)、嫁(1)、能(能做)(6)、

倡(1)、學(2)、拔(拔除)(3)、救(2)、保(1)、爭(3)、率(1)、斁(拒絕)(3)、
曰(1)、起(3)、從(21)、丈(丈量)(1)、到(2)、殺(16)、刹(3)、出(22)、問(2)、
擒(1)、入(8)、用(11)、除(5)、行(21)、發(打開)(1)、言(31)、治(10)、
解(2)、之(2)、計(2)、去(7)、取(10)、酢(7)、祠(7)、制(3)、居(7)、伐(2)、蓋(6)、
藏(2)、攻(4)、飲(2)、食(13)、予(3)、覆(1)、答(4)、作(9)、裁(2)、禦(1)、葬(2)、
過(2)、畜(3)、舉(1)、樹(2)、周(繞)(1)、鑿(1)、築(3)、擇(3)、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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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2)、語(19)、任(1)、施(1)、追(2)、遺(贈)(3)、歸(歸還)(5)、償(2)、
徹(達到)(1)、刖(割斷)(1)、會(4)、餼(1)、貸(1)、養(1)、收(4)、
論(15)、書(登記)(1)、遝(追究)(1)、購(獎勵)(4)、環(寬宥)(2)、
援(1)、存(6)、致(3)、穿(1)、燔(1)、盜(2)、置(2)、笞(2)、謀(1)、
告(12)、稟(領糧)(1)、避(1)、易(調換)(3)、備(2)、將(1)、衣(2)、
介(覆蓋)(1)、久(刻標記)(1)、仁(忠實對待)(1)、繕(1)、賣(1)、逮
(趕上)(1)、贖(1)、操(1)、墾(1)、疏(疏通)(3)、亯(享)(2)、毀(1)、持(1)、
稱(4)、賽(償還)(11)、量(4)、交(交給)(2)、 (斷)(5)、竊(1)、牧(1)、佑(1)、
與(參與)(4)、下(離開)(2)、逆(迎、違反)(4)、教(4)、誓(2)、沽(1)、
違(2)、複(再做)(1)、達(1)、爨(2)、爵(封爵)(1)、君(1)、事(4)、捧(1)、
味(品味)(1)、對(1)、偯(應答)(1)、振(搖動)(1)、求(2)、罪(治罪)(1)、
監(2)、廢(4)、及(4)、賞(4)、慎(謹慎對待)(2)、修(3)、絕(4)、欺(2)、折(2)、鼓(1)、
導(2)、刑(用刑)(2)、諫(2)、踐(1)、薦(1)、在(4)、戰(1)、沒(1)、綰(1)、
承(2)、掩(2)、先(先做)(1)、述(2)、諧(洩導)(1)、砥(1)、罰(1)、授(1)、
由(3)、圖(1)、王(1)、幹(1)、頓(用)(2)、力(2)、謀(2)、倍(背)(5)、奪(4)、善
(善待)(2)、以(用)(7)、非(2)、削(1)、割(1)、酬(1)、迪(開導)(2)、返
(回報)(3)、達(2)、說(2)、期(約定)(2)、牽(1)、禪(1)、傳(繼承)(3)、還
(遵循)(1)、慕(仿效)(1)、比(2)、畀(2)、戚(接近)(2)、止(8)、屬(連接)(2)、把
(帶)(1)、近(靠近)(1)、埋(2)等。

第二類為致使動詞,如:請(1)、強(強迫)(2)、勑(1)、大(使動)(1)、
小(使動)(1)、恥(使動)(1)、勸(使動)(3)、殆(使動)(1)、貴(使動)(1)、
賤(使動)(1)、寧(4)、熟(使動)(1)、定(1)、使(3)、細(使動)(1)、 (利,
使動)(1)、令(2)、危(4)、足(使動)(1)等。

第三類為心理動詞,如:愛(3)、明(明瞭)(7)、察(11)、欲(6)、尚(崇
尚)(1)、憚(1)、見(21)、忘(9)、畏(6)、媚(爰)(1)、忍(3)、敬(5)、安(6)、
識(5)、服(6)、視(3)、聞(10)、覺(1)、屈(屈服)(1)、欽(敬)(1)、憖(願
意)(2)、思(3)、志(1)、睹(1)、諱(1)、疑(8)、悔(1)、友(意動)(1)、
恕(1)、慈(1)、恃(1)、惡(6)、怨(3)、厭(1)、憫(1)、懷(2)、難(意
動)(2)、好(1)、尊(尊敬)(3)、憂(2)、樂(1)、信(相信)(3)、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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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3)等。
第四類為狀態動詞,如:害(6)、沒(1)、克(戰勝)(2)、輟(1)、廢(1)、

貳(變)(2)、怠(耽誤)(1)、剋(戰勝)(1)、盈(滿)(42)、平(1)、隱(3)、
利(22)、得(82)、須(3)、傷(6)、已(9)、辭(11)、成(9)、盡(3)、失(6)、
釋(1)、卒(3)、終(4)、宜(1)、棄(2)、興(5)、免(3)、產(2)、獲(4)、長(增
長)(4)、章(顯揚)(1)、傅(1)、坐(3)、負(3)、勝(12)、中(3)、當(3)、受(2)、
代(1)、同(8)、順(4)、變(3)、改(7)、浧(1)、阻(1)、昭(1)、概(平)(1)、
增(1)、愈(勝)(1)、墮(1)、因(1)、劋(滅絕)(1)、生(3)、親(13)、容(1)、併(1)、
遂(1)、匿(4)、勉(2)、逢(2)、過(2)、敗(1)、塞(1)、閉(1)、豐(增添)(1)、遇(1)、
逞(顯示)(2)、加(2)、僕(附著)(1)等。

第五類為關係動詞,如:若(3)、如(11)、為(是、算是)(60)、有
(21)等。

“不”還可以否定助動詞。“不”出現在助動詞前其實有三種情況:
一是“不+助動詞”之後省去了謂語中心詞,如“甲誣乙通一錢黥城旦

罪,問甲同居、典、老當論不當? 不當。”(《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未
卒歲而得,治(笞)當駕(加)不當? 當。”(《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二
是“不”後的助動詞用如及物動詞,如:“凡良吏明法律令,事無不能殹”
(《睡虎地秦簡·語書》)、“臣事君,言丌所不能,不 (辭)丌所能, (則)
君不 (勞)”(《郭店楚簡·緇衣》)。上引兩例中的“能”,都是能幹、能做

的意思。三是“不”出現在助動詞之前,“助動詞”後既沒有謂語中心詞

的省略,也不用如及物動詞。這是“不”否定助動詞的例子,如:
(56)士亡友不可。(《郭店楚簡·語叢四》)
(57)毋乃不可。(《上博楚簡二·魯邦大旱》)
(58)惪(德)惠而不 (恃), 三十 (仁)而能之。女(如)是而不

可,肰(然)句(後)從而攻之。(《上博楚簡二·容成氏》)
(59)礻工(攻)之亡 ,而亦不可。(《上博楚簡六·用曰》)
(60)[《漢廣》不求][不]可得,不 (攻)不可能,不亦 (知)亙(恒)

(乎)? (《上博楚簡一·詩序》)
(61)毋胃(謂)之不敢,毋胃之不肰(然)。(《上博楚簡五·三德》)

·771·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否定副詞“不”



(三)“不”字句的主語

“不”字句的主語,多是主事主語。所謂主事包括施事、致事、經事、
系事、起事等。例如:

(62)其邦徒及偽吏不來。(《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63)又(有)惪(德)者不迻。(《郭店楚簡·語叢二》)迻:遷徙。
(64)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上博

楚簡二·從政甲》)
(65)小人與慶不信殺 卯,卯自殺。(《包山楚簡》136)
(66)者(諸)侯不治騷馬。(《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騷馬:騷

馬蟲。
(67)君子不 (以)流言 (傷)人。(《上博楚簡二·從政甲》)流

言:謠言。
以上各例“不”前的主語都是施事。
(68) 聖(聽)正(政)三年,不折(制)革,不砥金,不鉻( )矢。(《上

博楚簡二·容成氏》)
此例中的“ ”,是利的意思,使動用法。“不”前的主語應是“禹”,承

前省去。這個主語是致事。
(69)公不 (悅),咠(揖)而退之。(《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
(70)古(故)君不與少(小) (謀)大, (則)大臣不 (怨)。(《郭店

楚簡·緇衣》)
(71)臣不 (知)君王之 (將)為君。(《上博楚簡六·申公臣靈

王》)
(72)君不 (疑)丌臣,臣不惑於君。(《郭店楚簡·緇衣》)
(73)人不難為之死。(《郭店楚簡·性自命出》)
(74)君子不貴庶勿(物),而貴與民又(有)同也。(《郭店楚簡·成

之聞之》)
以上各例“不”前的主語都是經事。
(75)大主死;不死,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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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嶧山刻石》)
(77)惴惴小子,欲事天地、四亟(極)、三光、山川、神示(祇)、五祀、

先祖,而不得氒(厥)方。(《秦駰玉版銘》)
(78)或盜採人桑葉,臧(贜)不盈一錢,可(何)論? (《睡虎地秦

簡·法律答問》)
(79)倀子吉,幽子者不吉。(《九店楚簡》36)
(80)韋(回)不 (敏),弗能少居也。(《上博楚簡五·君子為禮》)
以上各例的主語都是系事。
(81)子盜父母,父母擅殺、刑,髡子及奴妾,不為“公室告”。(《睡虎

地秦簡·法律答問》)
(82)王室所當祠固有矣,擅有鬼立(位)殹,為“奇”,它不為。(《睡

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為:是。
(83)唯(雖) (勇)力 (聞)於邦不女(如)材,金玉浧(盈)室不女

(謀),眾 (強)甚多不女 (時),古(故) (謀)為可貴。(《郭店楚簡·語

叢四》)
(84)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嶧山刻石》)
(85)凡若是者,不有大 (禍),必不恥。(《上博楚簡五·三德》)
以上各例的主語都是起事“不”字句的主語,有時是客事。能出現

在主語位置上的客事主要有受事、感事、涉事等。這時構成被動句。
例如:

(86)君又(有) (謀)臣,則壤 (地)不鈔(削)。(《郭店楚簡·語叢四》)
(87)人之兵有砥 (礪),我兵必砥 。(《上博楚簡四·曹沫之陣》)
(88)君子 (強)則遺, (威)則民不道(導)。(《上博楚簡五·季庚

子問於孔子》)遺:缺失。
(89)言不聖(聽),青(請)不隻(獲)。(《上博楚簡六·競公瘧》)

獲:許。
(90)見書而投者不得,燔書,勿發;投者[得],書不燔。(《睡虎地

秦簡·法律答問》)
(91)戒之戒之,材(財)不可歸;謹之謹之,謀不可遺;慎之慎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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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追;綦之綦[之],食不可賞(償)。(《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
以上各句的主語都是受事。
(92)內居西南,婦不媚於君。(《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93)骨肉之既 (靡),身豊(體)不見, (吾) (奚)自飤之? (《上

博楚簡七·凡物流形》)
(94)於 (乎),前王不忘, (吾)敚(悅)之。(《上博楚簡一·詩

序》)
(95)君子向方,智(知)道不可 (以) (疑)。(《上博楚簡六·慎

子曰恭儉》)
(96)甲殺人,不覺。(《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以上各句的主語都是感事。
(97)盜者園(圓)面,其為人也鞞鞞然,夙得,莫(墓)不得。(《睡虎

地秦簡·日書甲種》)
(98)虎失(佚),不得。(《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
(99)能 (識)豸(貌),則百勿(物)不 (失)。(《上博楚簡七·凡物

流形》)
以上各例的主語都是涉事。

(三)“不”字句的狀語

“不”和謂語中心詞之間可以出現多種狀語,主要有助動詞、副詞、
形容詞、代詞、名詞、介賓短語,還有“助動詞+副詞”“助動詞+形容詞”
“助動詞+代詞”“助動詞+介賓短語”“助詞+介賓短語+形容詞”“助
動詞+介賓短語+名詞”等。

“不”和謂語中心之間最常見的狀語是助動詞。“不”後的助動詞,
可以分為三種,即可能助動詞、意願助動詞、必要助動詞。

“不”後的可能助動詞,有“可”“可以”“能”“得”“足”“足以”,還有其

聯合形式“可得”。
“不”後最常見的可能助動詞是“可”,共出現了181次,其中有173

次是作狀語的,8次獨立作謂語。“可”獨立作謂語的例子如前引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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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59)。“可”作狀語的例子如:
(100)智(知)可為者,智(知)不可為者;智(知)行者,智(知)不可行

者,胃(謂)之夫。(《郭店楚簡·六德》)
(101)此 (以)生不可敚(奪)志,死不可敚(奪)名。(《上博楚簡

一·緇衣》)
(102)亞(惡)之而不可非者, (謂)於宜(義)者也;非之而不可亞

(惡)者, (篤)於 (仁)者也。(《上博楚簡·性情論》)
(103) (盤)名(銘)曰:“與亓(其)溺於人,寍(寧)溺=於= =(溺

於淵,溺於淵)猶可遊,溺於人不可求(救)。”(《上博楚簡七·武王踐

阼》)
(104)凡甲申,乙酉,絕天氣,不可起土。(《放馬灘秦簡·日書甲·

禁忌章》)
(105)其不可食者,不盈萬石以下,誶官嗇夫。(《睡虎地秦簡·秦

律十八種》)
“不”後用“可以”的例子不多,有6次。例如:
(106)君王台(始)內(入)室,君之備(服)不可 (以)進。(《上博楚

簡四·昭王毀室》)
(107)君子向方,智(知)道不可 (以) (疑)。(《上博楚簡六·慎

子曰恭儉》)
(108) (且)臣之 (聞)之:不和於邦,不可 (以)出豫(舍)。不和

於豫,不可 (以)出申戈(陣)。不和於申戈(陣),不可 (以)戰。(《上博楚

簡四·曹沫之戰》)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有些“可以”不是一個詞,而是兩個詞。“可”是

一個助動詞,“以”是一個介詞,其賓語提前省略了。例如:
(109)春三月甲乙,不可以殺;夏三月丙丁,不可以殺;秋三月庚辛,

不可以殺;冬三月壬癸,不可以殺,此皆不可殺。(《睡虎地秦簡·日書

甲種》)
上例中的“以”都是介詞,其賓語應即是前面的時間詞語。“春三月

甲乙,不可以殺”,意思是不可以春三月甲乙殺。“可”是助動詞,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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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句“此皆不可殺”中的“可”也是助動詞。
出現在“不”後作狀語的“能”,有39次。例如:
(110)[不] (仁),思不能清(精)。不聖,思不能 (輕)。不 (仁)

不聖,未見君子, (憂)心不能 (忡) (忡);既見君子,心不能降。
(《郭店楚簡·五行》)

(111)其土惡不能雨。(《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112) (抑)亓力古(故)不能至安(焉)唬(乎)? (《上博楚簡五·

鬼神不明》)
(113)此天之所不能殺, (地)之所不能 (埋),侌(陰)昜(陽)之所

不能成。(《郭店楚簡·太一生水》)
(114)一人不能詞(治)正(政),而百眚(姓) (以) (絕)。(《上博

楚簡四·柬大王泊旱》)
(115)曰:“某不能腸(傷)其富,農夫使其徒來代之。”(《周家臺秦

簡·病方及其它》)
有些“能”單獨作謂語中心,意思是“能為”、“能做”等,這種“能”已

用如一般及物動詞,例如:
(116)凡良吏明法律令,事無不能殹。(《睡虎地秦簡·語書》)
(117)臣事君,言其所不能,不 (辭)丌所能,則君不 (勞)。(《上

博楚簡一·緇衣》)
(118)唯(雖)能丌事,不能丌心,不貴。(《郭店楚簡·性自命出》)
“得”在“不”後出現的次數是16次。例如:
(119)臣唯(雖)欲 (試),或不貝

寸(得)見公。(《上博楚簡五·鮑叔

牙與隰朋之諫》)
(120)王子不 (知) (麻),王子不 (得)君楚,邦或(國)不 (得)

。(《上博楚簡六·平王與王子木》)
(121)女子操敃紅及服者,不得贖。(《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122)有行而急,不得須良日。(《周家臺秦簡·病方及其它》)
(123)故嗇夫及丞皆不得除。(《睡虎地秦簡·效律》)
(124)皆不得受其爵及賜。(《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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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後的謂語中心,可以承前省去,例如:
(125)得比公士贖耐不得? 得比焉。(《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126)得比公 (癃)不得?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足”在“不”後出現的次數只有5次,例如:
(127)視之不足見,聖(聽)之不足 (聞),而不可既也。(《郭店楚

簡·老子丙本》)
(128)丌父戔(賤)而不足偁(稱)也與? (《上博楚簡二·子羔》)
“足以”在“不”後共出現9次。例如:
(129) (均)不足以坪(平)正(政), ( )不足以安民, (勇)不足

以沫(沒)眾,尃(博)不足以智(知)善,快(決)不足以智(知)龠(倫),殺
不足以 (勝)民。(《郭店楚簡·尊德義》)

(130)晶(三)殜(世)之福,不足以出 (芒)。(《郭店楚簡·語叢

四》)
(131)弗大 (笑),不足以為道矣。(《郭店楚簡·老子乙本》)
(132)城旦司寇不足以將,令隸臣妾將。(《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

種》)
“ 以”的意思、用法與“足以”相同,例如:
(133)人各食其所耆(嗜),不 以貧(分)人。(《睡虎地秦簡·為吏

之道》)
“可”和“得”還可以並列方式構成“可得”。在“可得”和謂語中心之

間,一般都要用連詞“而”。例如:
(134)古(故)不可 (得)天<而>親,亦不可 而疋(疏);不可 而

利,亦不可 而 (害);不可 而貴,亦{可}不可 而戔(賤)。(《郭店楚

簡·老子甲本》)
(135)[武]王 (問)於帀(師)上(尚)父,曰:“不 (知)黃帝、耑(顓)

琂(頊)、堯、 (舜)之道才(在) (乎)? (抑) (微)喪不可貝
寸(得)而

(睹) (乎)?”(《上博楚簡七·武王踐阼》)
(136)奚(繋)耳而聖(聽)之,不可 (得)而 (聞)也;明目而視之,

不可 而見也。(《上博楚簡二·民之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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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引一例中,雖然也有“可得”,但其中的“得”並不是助動詞,而是

一般及物動詞。例如:
(137)欲富大(太)甚,貧不可得;欲貴大(太)甚,賤不可得。(《睡虎

地秦簡·為吏之道》)
出現在“不”後的意願助動詞,有“敢”、“欲”、“肯”、“願”、“忍”。
“敢”在“不”後出現11次,例如:
(138)君王唯不長年,可(何)也? 戊(叟)行年七十矣,言不敢睪

(斁)身,君人者可(何)必安才(哉)! (《上博楚簡七·君人者何必安

哉》)
(139)主君勉飲勉食,吾歲不敢忘。(《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140)奠(鄭)壽怠(辭)不敢 (答)。(《上博楚簡六·平王問鄭壽》)
(141)命割 ( )不敢監祭,梨丘 (據)不敢監正(政)。(《上博楚

簡六·競公瘧》)
“欲”在“不”後出現2次,“肯”和“願”、“忍”各出現1次:
(142)保此 (道)者不谷(欲) (尚)呈(盈)。(《郭店楚簡·老子甲

本》)
(143)昂不僕此,言不忨(願)見於君子。(《上博楚簡六·孔子見季

子》)
(144)甲等不肯來。(《睡虎地秦簡·封診式》)
(145)臣不忍見旃。(《中山 方壺銘》,《集成》15·9735)
出現在“不”後的必要助動詞,只有一個“當”,有48次。例如:
(146)不當稟軍中而稟者,皆貲二甲。(《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
(147)鞫之:辟死,論不當為城旦。(《龍崗秦簡·木牘》)
(148)不當 (貸), (貸)之,是謂“介入”。(《睡虎地秦簡·法律答

問》)
(149)不當氣(餼)而誤氣之,是謂“介入”。(《睡虎地秦簡·法律答

問》)
(150)工盜以出,臧(贜)不盈一錢,其曹人當治(笞)不當? 不當治

(笞)。(《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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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妻賸(媵)臣妾、衣器當收不當? 不當收。(《睡虎地秦簡·法

律答問》)
“當”後的謂語中心,可以承前省去。例如:
(152)當以衣及布畀不當? 當以布及其它所買畀甲,衣不當。(《睡

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153)甲誣乙通一錢黥城旦罪,問甲同居、典、老當論不當? 不當。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在“不”和謂語中心之間還可以出現副詞。出土戰國文獻中,能在

“不”後出現的副詞有:復(4)、相(4)、亦(3)、信(2)、必(2)、其(1)、偕
(1)、先(1)、獨(1)、啻(1)、恒(1)、同(1)、端(1)、且(1)、大(1)、思(1)、夾
(兼)(1)等。例如:

(154)壹家天下,兵不復起。(《嶧山刻石》)
(155)女子以巳字,不復字。(《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字:生子。
(156)善[ 丌下]者,若兩輪之相 (轉),而終不相敗。(《郭店楚

簡·語叢四》)
(157)所以異於父,君臣不相才(存)也。(《郭店楚簡·語叢三》)
(158)《 (鵲)棹(巢)》出 (以)百兩,不亦又(有)離虖(乎)? (《上

博楚簡一·詩序》)
(159)不昏(問)又(有)邦之道,而昏 (相)邦之道,不亦歆

土(愆)
(乎)? (《上博楚簡四·相邦之道》)

(160)小人與慶不信殺 卯,卯自殺。(《包山楚簡》136)
(161) 言胃(謂)小人不 (信)竊馬。(《包山楚簡》121)
(162)槁木三年,不必為邦(封) (旗)。(《郭店楚簡·成之聞之》)
(163)君子之相 (就)也,不必才(在)近 (昵)。(《上博楚簡

二·從政甲》)
(164)天不丌(其)中(衷),卑周先王佾 。(《上博楚簡七·吳命》)
(165)其後必有別,不皆(偕)居。(《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166)辭者不先辭官長、嗇夫。(《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辭:

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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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恒 (氣)之生,不蜀(獨),又(有)與也。(《上博楚簡三·恒

先》)此例“獨”後承前省去了“生”。
(168)君子不帝(啻)明 (乎)民 (微)而巳(已),或(又)以智(知)

丌弌(一)壴(矣)。(《郭店楚簡·六德》)
(169)春秋不亙(恒)至,耇老不 (復)壯。(《上博楚簡五·弟子

問》)
(170)同居者為盜主,不同居,不為盜主。(《睡虎地秦簡·法律答

問》)
(171)端為,為誣人;不端,為告不審。(《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端”後承前省去了“為”。
(172)命書時會,事不且須。(《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
(173)亦 (己)先王之遊(由)道,不夆(逢)明王,則亦不大 (使)。

(《上博楚簡二·子羔》)
(174)不思從。(《上博楚簡五·姑成家父》)思:語氣副詞。
在“不”之後,還可以出現形容詞狀語,有“甘(5)”、“良(3)”、“速

(2)”、“強(努力)(1)”、“曲(1)”、“壯(1)”、“庶(1)”、“善(1)”等。例如:
(175)貞:既腹心疾,(以)上氣,不甘飤(食),舊(久)不瘥,尚速瘥,

毋有祟。(《包山楚簡》236)
(176)貞:既腹心疾, (以)上氣,不甘飤(食),尚速瘥,毋有祟。

(《包山楚簡》245)
(177) (疥)不出,勻(旬)亦(腋)豊(體)出,而不良又(有)間。

(《新蔡楚簡》甲二:28)
(178)貞:(以)亓不良恚瘳之古(故),尚毋又(有)米。(《新蔡楚簡

甲三:184》)
(179) (速) (瘥),敢不 (速)[ ]。(《新蔡楚簡零:85》)
(180)戎(農)夫 (務)飤(食),不 (強) (耕),量(糧)弗足忄矣

(矣)。(《郭店楚簡·成之聞之》)
(181)不曲方(防)以迲(去)人。(《上博楚簡五·弟子問》)防:隄,

築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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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殺坪樂,思攻解於下之人不壯死。(《望山楚簡1·176》)
(183)孝子,父母又(有)疾, (冠)不 (奐,綰),行不頌(容),不

(萃)立,不庶語。(《上博楚簡四·內豊》)
(184)不膳(善)睪(擇),不為智。(《郭店楚簡·語叢三》)
“不”和謂語中心之間還可以出現代詞,有“自(6)”、“我(6)”。“自”

作為己身稱代詞,用於“不”後,謂語中心之前作狀語,例如:
(185) (忠) (信)日嗌(益)而不自智(知)也。(《郭店楚簡·尊德

義》)
(186)自猒(厭)不自忍。(《上博楚簡三·恒先》)
(187)強者果天下之大 (作),亓冥蒙不自若 ,若作,甬(庸)又

(有)果與不果。(《上博楚簡三·恒先》)
(188)子曰:厶(私) (惠)不褭(懷)惪(德),君子不自留女<安>。

(《郭店楚簡·緇衣》)
“我”則是作為動詞的賓語而前置,前置的原因是“我”為代詞,又處

於否定句中,有意思的是,這種例子都見於戰國時代的人所引的《詩經》
之中,而不見於形成於戰國時代的出土文獻裏。例如:

(189)《寺(詩)》員(云):“我龜既 (厭),不我告猷。”(《郭店楚

簡·緇衣》,又見於《上博楚簡一·緇衣》)
(190) (詩)員(云):“皮(彼)求我則,女(如)不我 (得)。執我

(仇) (仇),亦不我力。”(《上博楚簡一·緇衣》,又見於《郭店楚簡·緇

衣》)
“名詞”也可以出現在“不”後作狀語,有“時(2)”、“車(1)”、“晝

(1)”、“田(1)”等。例如:
(191)至亞(惡)何而上(尚)不 (時) (變)。(《上博楚簡五·鮑叔

牙與隰朋之諫》)時:其時,指適宜的時候。
(192)不時怒,民將姚去。(《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
(193)不晝寢,不飲酒,不聖(聽)樂。(《上博楚簡四·曹沫之陣》)
(194)衣不 (鮮) (美),飤不童(重)昧(味),朝不車逆。(《上博楚

簡二·容成氏》)車逆:以車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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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丙,甲臣,橋(驕)悍,不田作,不聽甲令。(《睡虎地秦簡·封

診式》)不田作:不在田裏幹活。
下引一例中的“不”,是用在“唯+名詞”之前,例如:
(196)君上鄉(享)成不唯本,工(功)[弗就 (矣)]。(《郭店楚

簡·成之聞之》)
此例中的“唯本”之後,應是省去了“是/之+動詞”,“不唯本”是說

不能抓住根本。“唯”為焦點標記,表明其後的“本”是焦點。
介賓短語也可以出現在“不”後作狀語,有“以字短語(20)”、“為字

短語(10)”、“與字短語(9)”、“到”字短語(1)。
“不”後出現“以”字短語作狀語的例子如:
(197)不 (以)邦 (家)為事。(《上博楚簡五·鮑叔牙與隰朋之

諫》)
(198)君子不 (以)流言 (傷)人。(《上博楚簡二·從政甲》)
(199)君王元君,不 丌身 (變) 尹之 (常)古(故)。(《上博楚簡

四·柬大王泊旱》)
(200) (肆)而不畏 (強)語(禦),果也。不以少(小)道 (害)大

道,柬(簡)也。(《郭店楚簡·五行》)
“以”的賓語可以省去,例如:
(201)善者果而已,不以取 (強)。(《郭店楚簡·老子甲本》)以:以

武力。
(202)內言不 (以)出,外言不 內(入)。(《上博楚簡二·昔者君

老》)以:以之。
“以”字短語後的謂語中心也可以省去:
(203)為邦而不以豊(禮),猷(猶)人之亡所適也。(《郭店楚簡·尊

德義》)
(204)縣嗇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貲二甲。(《睡虎地秦簡·秦

律雜抄》)
“不”後出現“為”字短語作狀語的例子,如:
(205)哀公胃(謂)孔=(孔子):子不為我 (圖)之? (《上博楚簡

·881·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七輯)



二·魯邦大旱》)
(206)為父 (絕)君,不為君 父。(《郭店楚簡·六德》)
(207) 命(令)尹不為之告。君不為僕告。(《上博楚簡四·昭王毀

室》)
(208)今侌之 客不為亓 (斷)而倚執僕之兄 。(《包山楚簡》

134-135)
“為”的賓語可以省去,例如:
(209) 之 客或執僕之兄 ,而舊(久)不為 (斷)。(《包山楚簡》

135)
“不”後出現“與”字短語作狀語的例子,如:
(210)古(故)君不與少(小) (謀)大, (則)大臣不 (怨)。(《郭

店楚簡·緇衣》,又見於《上博楚簡一·緇衣》)
(211)大 痎、大 尹帀(師)言胃陽鍺不與亓父陽年同室。(《包山

楚簡》127)
(212)贖罪不直,史不與嗇夫和,問史可(何)論? (《睡虎地秦簡·

法律答問》)和:合謀。
“與”後的賓語可以省略,例如:
(213)古(故)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亓君者,不與言人之君

之不能 (使)亓臣者。(《上博楚簡四·內豊》)試比較同一篇中的“與
君言,言使臣”,應知在例(213)中的“與”後省略了賓語。

“不”後出現“到”字短語作狀語的例子,如:“生子,不到三年死。”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

“不”後可以出現“助動詞+副詞”。根據副詞的不同,可以分為兩

大類。一類是“助動詞+非否定副詞”,另一類是“助動詞+否定副詞”。
“助動詞+非否定副詞”的例子,如:
(214)不可具為百[事],皆無所利。(《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
(215)[人之不可] (獨)行,猷(猶)口之不可 (獨)言也。(《郭店

楚簡·性自命出》)
(216)小邦處大邦之間,敵邦交地,不可 先 (作) (怨)。(《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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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簡四·曹沫之陣》)
(217)馬牛誤職(識)耳,及物之不能相易者,貲官嗇夫一盾。(《睡

虎地秦簡·效律》)
(218)終歲衣食不足以稍賞(償)。(《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稍:盡。
(219)肖人聶心,不敢徒語,恐見惡。(《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
“助動詞+非否定副詞”中的“助動詞”,可以是“可(3)”、“可以

(1)”、“敢(1)”、“能(2)”、“足(1)”、“足以(1)”等;其中的“非否定副詞”
可以是“縣(2)”、“獨(2)”、“相(1)”、“先(1)”、“各(1)”、“稍(1)”、“徒
(1)”等。

“助動詞+否定副詞”的例子也很常見。其中的“否定副詞”一般都

是“不”。構成“不……不……”這樣的雙重否定形式。
當助動詞是“可”時,就構成“不可不……”這樣的格式,例如:
(220)上之 (好)亞(惡),不可不 (慎)也,民之喪也。(《上博楚簡

一·緇衣》)
(221)邦 (家)之不 (寧)也, (則)大臣不台(治),而埶(褻)臣

(託)也。此以大臣不可不敬,民之蕝也。(《郭店楚簡·緇衣》)
(222) (將)中(仲)之言不可不韋(畏)也。(《上博楚簡一·詩序》)
(223)故如此者不可不為罰。(《睡虎地秦簡·語書》)
(224)不可為也,不可不為也。(《郭店楚簡·語叢》)
(225)是古(故)又(有)司不可不先也。(《上博楚簡三·中弓》)
當助動詞是“可以”時,就構成“不可以不……”這樣的格式,例如:
(226)君子不可 不強,不強則不立。(《上博楚簡五·季庚子問於

孔子》)
(227)人之所 (畏),亦不可以不 (畏)。(《郭店楚簡·老子乙

本》)
(228)不可 不 (聞)恥厇(度),民之儀也(《上博楚簡六·天子建

州甲》)
當助動詞是“敢”時,則構成“不敢不……”這樣的格式。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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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僕不敢不告於視日。(《包山楚簡》135)
“助動詞+否定副詞”中的否定副詞有時是“弗”,只有一例,而且是

殘辭:
(230)又(有)所又(有) (餘)而不敢 (盡)之,又(有)所不足而不

敢弗[勉]。(《上博楚簡二·從政甲》)
有時副詞出現在助動詞之前,例如:
(231)反內(納)於豊(禮),不亦能改虖(乎)? (《上博楚簡一·詩

序》)
“助動詞+否定副詞”中的助動詞可以是“可(12)”、“可以(3)”、“敢

(3)”;其中的否定副詞可以是“不(17)”、“弗(1)”。
“不”後可以出現“助動詞+形容詞”。例如:
(232)不能寧處……不敢寧處。(《 壺銘》,《集成》15·9734)
(233)湍(揣)而辟之,不可長保。(《郭店楚簡·老子甲本》)
“不”後還可以出現“助動詞+代詞”,只見到2個例子,其中的代詞

是常作狀語的“自”。例如:
(234)隸臣妾之老及小、不能自衣者,如舂衣。(《睡虎地秦簡·秦

律十八種》)
(235)凡不能自衣者,公衣之。(《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不”後還可以出現“助動詞+介賓短語”。例如:
(236)不敢 (以)君王之身 (變) (亂) (鬼)神之 (常)。(《上

博楚簡四·柬大王泊旱》)
(237)臣是古(故)不敢以古答。(《上博楚簡四·曹沫之陣》)
(238) (冬)不敢 蒼(滄) (辭), (夏)不敢 (暑) (辭)。

(《上博楚簡二·容成氏》)
(239)以 (道)差(佐)人宔(主)者,不谷(欲)以兵 (強)於天下。

(《郭店楚簡·老子甲本》)
“助動詞+介賓短語”中“介賓短語”的賓語可以省去,例如:
(240)凡丁丑不可以葬,葬必參。(《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241)凡五子,不可 (以) (作)大事,不城(成)。(《九店楚簡》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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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242)六月己未,不可以裚新衣。(《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243)春三月甲乙,不可以殺;夏三月丙丁,不可以殺,秋三月庚辛,

不可以殺,冬三月壬癸,不可以殺。(《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助動詞+介賓短語”中的“助動詞”可以是“可(41)”、“敢(4)”、“欲

(1)”;其中的“介賓短語”都是“以”字短語,其賓語可以出現(5次),但經

常省略(41)。
周守晉談到介詞“以”的用法,他認為可以介引時間名詞①。時間名

詞可以出現在“以”後,例如:“龔酉以甘 之歲為 於 ”(《包山楚簡》

23)、“卒歲,以正月大課之”(《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時間名詞

還可以出現在“以”前,例如“十月辛丑之日,許 以訟邸陽君之人 公番

申以責(債)”(《包山楚簡》23)。他特別提到“以VP”前可以加“可”,例
如“凡五亥,不可以畜六牲”(《九店楚簡》508)、“凡此日不可以行,不吉”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這種看法是可信的。上引例(240)至
(243),其中的“可以”都不是一個助動詞,而是助動詞“可”+介詞“以”。
“以”的賓語是時間名詞,提到句首作主題,在“以”後就不再出現了。

“不”後不可以出現“助動詞+介賓短語+形容詞”,例如:
(244)十二月辰。凡此日不可以遠行,不吉。(《睡虎地秦簡·日書

甲種》)
“不”後還可以出現“助動詞+介賓短語+名詞”,例如:
(245)丁卯不可以船行。六壬不可以船行。(《睡虎地秦簡·日書

甲種》)
(246)[夏 、八月、九月]囗不可 南[ (徙)]。| 獻馬、秋不可

西 (徙)| 遠 ,不可 北 (徙) 。(《九店楚簡》89-91)
“不”後還可以出現“助動詞+介賓+副詞”,例如:
(247)辛卯不可以初獲禾。(《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248)春三月戌、夏丑、秋三月辰、冬未,皆不可以大祠,可有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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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

(四)“不”字句的補語

“不+謂語中心”之後還可以出現補語。這種補語可以由介賓短

語、處所名詞語、時間名詞語、數量短語構成。
最常見的是介賓短語出現在“不+謂語中心”之後作補語。介賓短

語中最常見的是“于/於字介賓短語”,還有“乎字短語”、“到字短語”、
“自字短語”、“及字短語”、“如字短語”等。

“於”字短語作補語的共有6次。例如:
(249)矢兵不入于身,身不傷。(《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250)大不訓于邦。(《楚帛書·丙篇》)訓:順。
(251)《寺(詩)》員(云): (淑) (慎)爾(爾) (止),不諐于義

(儀)。(《郭店楚簡·緇衣》)
“於”字短語作補語的共有49次。例如:
(252)庚辛有間, (病)速瘥,不逗於 陽。(《包山楚簡》220)逗:

停留。
(253) (且)臣之 (聞)之:不和於邦,不可 (以)出豫(舍)。不和

於豫,不可 出申戈(陣)。不和於 (陣),不可 戰。(《上博楚簡四·曹沫

之陣》)
(254)昂不僕此,言不忨(願)見於君子。(《上博楚簡六·孔子見季

子》)僕:歸附,附著。
(255)古者,民各有鄉俗,其所利及好惡不同,或不便於民,害於邦。

(《睡虎地秦簡·語書》)
(256)內居西南,婦不媚於君。(《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257)不韋(諱)所不 (教)於帀(師)者三: (強)行、忠 (謀)、信

言,此所不 於帀也。(《上博楚簡六·天子建州甲》)諱:隱瞞

“乎”字短語作補語的有1次,例如:
(258)君子不帝(啻)明 (乎)民 (微)而巳(已),或(又)以智(知)

丌弌(一)壴(矣)。(《郭店楚簡·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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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字短語作補語的有15次,例如:
(259)不盈廿二錢到一錢,貲一盾。(《龍崗秦簡》41)
(260)不盈廿石到十石,誶。(《龍崗秦簡》193)
(261)不盈十六兩到八兩。(《睡虎地秦簡·效律》)
(262)不盈半升到少半升。(《睡虎地秦簡·效律》)
(263)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 之。(《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264)不盈二百斗以下到百斗,貲各一甲;不盈百斗以下到十斗,貲

各一甲。(《睡虎地秦簡·效律》)
“自”字短語作補語的有2次,例如:
(265) (禍)不降自天,亦不出自 (地)。(《上博楚簡六·用曰》)
“及”字短語作補語的有2次,例如:
(266)大夫寡,當伍及人不當? 不當。(《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此例的“不當”之後,都是承前省去了“伍及人”,“伍”是動詞,指合

編為伍。“伍及人”是說跟人合編為伍。
“如”字短語作補語的有1次,例如:
(267)百勿(物)不死女(如)月。(《上博楚簡七·凡物流形》)
介詞“於”有時與前面的“之”構成合音兼詞“諸”,出現在動詞之後,

“諸”後的名詞語,實際上是介詞“於”的賓語。例如:
(268)不求者(諸)其 (本)而 (攻)者(諸)丌末,弗 (得)忄矣(矣)。

(《郭店楚簡·成之聞之》)
“不+謂語中心”之後(如果是及物動詞,還可以帶賓語)可以出現

“焉”,共有5次。“焉”是介詞兼代詞,是作補語的。例如:
(269) (抑)亓力古(故)不能至安(焉)唬(乎)? (《上博楚簡五·鬼

神不明》)
(270)厶(私)惠不褱(懷)惪(德),君子不自 (留)安(焉)。(《上博

楚簡一·緇衣》)
(271)民不備(服)安(焉)。(《上博楚簡五·季庚子問於孔子》)
(272)莫不又(有)道安(焉)。(《郭店楚簡·尊德義》)
“不+謂語中心”之後(如果是及物動詞,還可以帶賓語),還可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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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處所名詞語作補語(處所名詞語如果出現在位移/存在/放置動詞之

後,是位事賓語,不是補語),有4次,例如:
(273)不當稟軍中而稟者,皆貲二甲。(《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

稟:領糧。
(274)甲親子,誠不孝甲所,毋(無)它坐罪。(《睡虎地秦簡·封診

式》)
(275)將上不仁邑里者而縱之,可(何)論?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

問》)
(276)山儉(險)不能出身山中。(《睡虎地秦簡·封診式》)出身:運

出軀體。
“不+謂語中心”之後,還可以出現時間名詞語作補語,有3次。

例如:
(277)月不盡五日,以築室,不居。(《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278)月不盡五日,不可材(裁)衣。(《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月不盡五日”,是說差五天不到月底,即每月倒數第五日。
“不+謂語中心”之後(謂語中心是及物動詞,還帶有賓語)還可以

出現數量短語補語(量詞一般是度量衡量詞),有2次,例如:
(279)足不傅地二寸。(《睡虎地秦簡·封診式》)
(280)不周項二寸。(《睡虎地秦簡·封診式》)周:繞。

(五)“不”字句的賓語

“不”後的及物動詞,可以帶賓語,賓語也可以省略。“不”後及物動

詞賓語省略的例子如:
(281)不當氣(餼),而誤氣之,是謂“介入”。(《睡虎地秦簡·法律

答問》)
(282)不當 (貸), (貸)之,是謂“介入”。(《睡虎地秦簡·法律答

問》)
(283)王室所當祠固有矣,擅有鬼立(位)殹,為“奇”,它不為。(《睡

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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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逐盜、追亡人,不得。(《周家臺秦簡·日書》)
(285)此天之所不能殺, (地)之所不能 (埋),侌(陰)昜(陽)之所

不能成。(《郭店楚簡·太一生水》)
(286)春三月甲乙,不可以殺;夏三月丙丁,不可以殺;秋三月庚辛,

不可以殺;冬三月壬癸,不可以殺,此皆不可殺。(《睡虎地秦簡·日書

甲種》)
有些及物動詞為被動態,其主語為受事(主語可以承前省略),這些

動詞後當然不會再有賓語,例如:
(287)內居西南,婦不媚於君。(《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288)不韋(諱)所不 (教)於帀(師)者三: (強)行、忠 (謀)、信

言,此所不 (教)於帀(師)也。(《上博楚簡六·天子建州甲》)
(289) (舜)聖(聽)正(政)三年,山 (陵)不凥(疏),水 (潦)不

湝。(《上博楚簡二·容成氏》)疏:開通。湝:洩導。
(290)人之兵不砥 (礪),我兵必砥 。(《上博楚簡四·曹沫之

陣》)
(291)言不聖(聽),青(請)不隻(獲)。(《上博楚簡六·競公瘧》)
(292)見書而投者不得,燔書,勿發。投者[得],書不燔。(《睡虎地

秦簡·法律答問》)
(293)豹遂,不得,貲一甲。(《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遂:逃走。
依據我們的統計,受“不”修飾的及物動詞而不帶賓語的共有639

次,其中被動態的動詞共有128次。
“不”後及物動詞帶賓語的例子,如:
(294)君子不 (以)流言 (傷)人。(《上博楚簡二·從政甲》)
(295)已馳馬不去車,貲一甲。(《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
(296)飲之,令人不單(憚)病。(《周家臺秦簡·病方及其它》)
(297)隹(雖)多 (問)而不 (友)臤(賢)。(《上博楚簡五·弟子

問》)
(298)令市者見其入,不從令者貲一甲。(《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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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問)之曰: (識)道,坐不下 (席)。(《上博楚簡七·凡物

流形》)
受“不”修飾的及物動詞,可以以“之”為賓語,但都放在動詞後面,

不前置。例如:
(300)州徒之樂,而天下莫不語之。(《上博楚簡七·君人者何安

哉》)
(301)又(有)所又(有) (餘)而不敢 (盡)之。(《上博楚簡二·從

政甲》)
(302)哀公胃(謂)孔=(孔子):子不為我 (圖)之? (《上博楚簡

二·魯邦大旱》)
“不”後及物動詞的賓語可以比較複雜,例如:
(303)臣不 (知)君王之 (將)為君。(《上博楚簡六·申公臣靈

王》)
(304)而不可智(知)目、耳、鼻、男女。(《睡虎地秦簡·封診式》)
“不”後及物動詞的代詞賓語可以前置,例如:
(305) (詩)員(云):“皮(彼)求我則,女(如)不我 (得);執我

(仇) (仇),亦不我力。”(《上博楚簡一·緇衣》)力:信用。
(306)寺(詩)員(云):“我龜既 (厭),不我告猷。”(《郭店楚簡·緇

衣》),又見於《上博楚簡一·緇衣》)
上引例(305)是代詞“我”在否定句中作賓語而前置,例(306)是代

詞“我”在否定句中作間接賓語而前置。在出土戰國文獻中,“不”字句

代詞賓語前置的例子只有上舉這些。這些例子都是引自《詩經》的,《詩
經》這種文獻的形成時代是春秋以前,並不是在戰國時代。

“不”後及物動詞的賓語之前可以出現介詞,主要是“於”,有時是

“乎”,例如:
(307)昂不僕此,言不忨(願)見於君子。(《上博楚簡六·孔子見季

子》)僕:歸附,附著。
(308)不 (忌)於天,而 (忌)於人。(《上博楚簡六·用曰》)忌:

敬忌。
(309)又(有)少(小)辠(罪)而弗亦(赦)也,不菐(察)於道也。(《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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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楚簡·五行》)
(310) (吾) (戰)啻(敵)不訓於天命。(《上博楚簡四·曹沫之

陣》)訓:順。
(311)君子不帝(啻)明 (乎)民 (微)而巳(已),或(又)以智(知)

丌弌(一)壴(矣)。(《郭店楚簡·六德》)
動詞的間接賓語前也可以用介詞“於”,例如:
(312)僕不敢不告於視日。(《包山楚簡》135)試比較:新造 尹不敢

不告視日。(《包山楚簡》15)
(313)所又責於寢 五師、而不交於新客者。(《包山楚簡》146)交:

交給。

(六)“不”字句中賓語的定語

“不”後及物動詞的賓語前可以有定語。這種定語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代詞定語,一種是非代詞定語。

賓語中有代詞定語的例子,如:
(314)惴惴小子,欲事天地、四亟(極)、三光、山川、神示(祇)、五祀、

先祖、而不得氒(厥)方。(《秦駰玉版銘》)
(315)下之事上也,不從丌所 (以)命,而從丌所行。(《上博楚簡

一·緇衣》)
(316)皆不得受其爵及賜。(《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317)其有不盡此數者,可殹。(《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賓語中有其它定語的例子,如:
(318)六月己未,不可以裚(制)新衣。(《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319)君王元君,不 丌身 (變) 尹之 (常)古(故)。(《上博楚簡

四·柬大王泊旱》)
(320)車 (蓋)之 (蔽)酭(翳),不見江沽(湖)之水。(《郭店楚

簡·語叢四》)
(321)君王又(有)楚,不聖(聽)鼓鐘之聲。(《上博楚簡七·君人者

何必安哉》)
(322)聖人谷(欲)不谷(欲),不貴難得之貨。(《郭店楚簡·老子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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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323)受(紂)不述亓先王之道,自為 為。(《上博楚簡二·容成

氏》)
(324)(以)僕之不 (得)並(併)僕之父母之骨。(《上博楚簡

四·昭王毀室》)
(325)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厥湫之光烈威神。(《詛楚文·大沈厥

湫文》)
依據我們的統計,在出土戰國文獻中,“不”後及物動詞帶賓語的共

有633次,其中賓語前有定語的共有200次。另外,代詞賓語前置於動

詞的4次,賓語前出現介詞的有16次。

三、複雜謂語前的“不”

以上所談的,“不”後謂語都是單中心的。在出土戰國文獻中,“不”
後謂語也可以是複雜的。這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不”後是謂詞性聯

合短語,二是“不”後是連謂短語,三是“不”後是兼語短語。
“不”後的謂詞性聯合短語,有一些在中間使用連詞,有些不用。在

中間所使用的連詞主要有“及”和“而”。使用“及”的例子如:
(326)心,不可祠及行,兇(凶)。(《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
(327)凡此日,不可入官及入室。(《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328)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獸及捕獸者,勿敢殺。(《睡虎地秦

簡·秦律十八種》)
(329)問當論不當? 不當論及賞(償)稼。(《睡虎地秦簡·法律答

問》)
(330)不可種之及初獲、出入之。(《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331)離日不可以家(嫁)女、取婦及入人民畜生。(《睡虎地秦

簡·日書甲種》)
“不”後聯合短語中間用連詞“而”的例子如:
(332)此不貧於 (美)而 (富)於惪與(歟)? (《上博楚簡四·曹沫

之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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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民不能大其 (美)而少(小)其亞(惡)。(《郭店楚簡·緇衣》)
(334)古(故)上不可 (以) (褻)型(刑)而 (輕) (爵)。(《上博

楚簡一·緇衣》)
(335) (鄰)邦之君明,則不可 不攸(修)政而善於民。(《上博楚

簡四·曹沫之陣》)
“不”後聯合短語中間也可以不用連詞,而採用意合法,例如:
(336)以日當刑而不能自衣食者,亦衣食而令居之。(《睡虎地秦

簡·秦律十八種》)
(337)公器不久刻者,官嗇夫貲一盾。(《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

種》)“久”指做標記。“久刻”也可以說成“刻久”,如“其不可刻久者,以
丹若 書之。”(《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338)囗亥稻,不可以始種獲、始賞(嘗)。(《睡虎地秦簡·日書乙

種》)
(339)凡月望,不可取婦、家(嫁)女、入畜生。(《睡虎地秦簡·日書

乙種》)
(340)不可臨官、飲食、樂、祠祀。(《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341)不可以取婦、家(嫁)女、禱祠、出貨。(《睡虎地秦簡·日書甲

種》)
“不”後也可以是連謂短語。連謂短語中間,可以用連詞“以”,也可

以不用。用連詞“以”的例子,如:
(342)爨月辛丑之日不 周緩 廷,阩門又敗。(《包山楚簡》76) :

通將,率領。
(343)壬辰之日不 鄧 之子娭 (以)廷,阩門又敗。(《包山楚簡》

66)
(344)癸巳之日不 矤(橐)叴(皋)君之司馬駕與矤(橐)叴(皋)君之

人南 、鄧敢 廷。(《包山楚簡》38)
(345)九月癸丑之日不 鄰大司敗 (以)盟鄰之 裏之 無又(有)

李 思,阩門又(有)敗。(《包山楚簡》23)
(346)十月辛巳之日不 (歸)板於登(鄧)人 至(致)命於郢。(《包

山楚簡》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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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九月甲辰之日不貞周 之奴 (以)至(致)命。(《包山楚簡》
20)

“不”後的連謂短語中間,也可以不用連詞,例如:
(348)不入養主,當收;雖不養主而入量(糧)者,不收。(《睡虎地秦

簡·法律答問》)
(349)史除,不坐椽曹從公,宿長道。(《周家臺秦簡·曆譜·秦始

皇三十四年》)
(350)不膚(虧)灋(法) (盈)亞(惡)則民不 (怨)。(《上博楚簡

二·從政乙》)
(351)十月辛未之日,不行代昜(陽)廄尹郙之人 (鬥) (格)於長

沙公之軍,阩門又敗。(《包山楚簡》61)
“不”後的兼語短語有兩種:一種是“使+O+VP”,另一種是“以

……為……”式。“使+O+VP”的例子,如:
(352)民可 (使)道之,而不可 (使)智(知)之。(《郭店楚簡·尊

德義》)
(353)是古(故)先王之 (教)民也,不 (使)此民也 (憂)丌身。

(《郭店楚簡·六德》)
(354)古(故) (帥)不可思(使)牪(奔),牪則不行。(《上博楚簡

四·曹沫之陣》)
“不”後是“以……為……”式的例子如:
(355)堯又(有)子九人,不 亓子為 (後)。(《上博楚簡二·容成

氏》)
(356) (舜)乃老,視不明,聖(聽)不 (聰)。 又(有)子七人,不

亓子為 。(《上博楚簡二·容成氏》)
(357)君民而不喬(驕),卒王天下而不矣(疑)。方才(在)下立

(位),不以匹夫為巠(輕);及丌又(有)天下也,不以天下為重。(《郭店

楚簡·唐虞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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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何樂士①,當“以”是認為、以為的意思時,“以……為……”是兼

語句;當“以”是使、讓、任用的意思時,“以……為……”式也是兼語句。
這樣看來,上引例(355)至(357)中的“以……為……”式,都是兼語句。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不”出現在聯合短語前的有65次,其中聯合

短語中間用連詞的有24次,不用連詞的有41次。“不”出現在連謂短語

前的有52次,其中中間用連詞的有45次,不用連詞的有7次。“不”出
現在兼語短語前的有8次,其中“使+O+V”式的有3次,“以……為

……”式的有5次。

四、“不+謂詞語”的功能

“不+謂詞語”的功能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作小句的謂語或謂語

的一部分,二是變為名詞性短語或是作定語,三是成為複音詞。
“不+謂詞語”作小句謂語或謂語中心的最為常見,共有2120次,

例如:
(358)苑嗇夫不存。(《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359)不飲酒,不聖(聽)樂。(《上博楚簡四·曹沫之陣》)
(360)善者果而已,不以取 (強)。(《郭店楚簡·老子甲本》)
(361)君子不可 不強,不強則不立。(《上博楚簡五·季庚子問於

孔子》)
(362)飲之,令人不單(憚)病。(《周家臺秦簡·病方及其它》)
(363)殿而不負費,勿貲。(《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
“不+謂詞語”不作謂語或謂語中心,而是作語句的定語、賓語、主

語,或者與“者”、“所”構成“者”字短語、“所”字短語、“所者”短語。這種

“不+謂詞語”共有217次。
“不+謂詞語”作定語,這時整個短語仍是謂詞性的。例如:
(364)是以聖人居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郭店楚簡·老子甲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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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它日雖有不吉之名,毋(無)所不害。(《睡虎地秦簡·日書甲

種》)
(366)己丑之日,(以)君不 (懌)之古(故), (就)禱霝(靈)君子

一 。(《新蔡楚簡》乙一:28)
(367)減舂、城旦月不盈之稟。(《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368)勿以為贏、不備,以職(識)耳不當之律論之。(《睡虎地秦

簡·效律》)
(369)凡不吉日, (利)(以)見公王與貴人。(《九店楚簡》41、42)
(370)不 (仁)人弗 (得)進矣。(《上博楚簡六·孔子見季 子》)
(371)士五,居某里,以廼二月不識日去亡。(《睡虎地秦簡·封診

式》)廼:是,此。
“不+謂詞語”作賓語有兩種情況,一是它出現在謂賓動詞之後,這

時“不+謂詞語”指稱化了,應是自指;二是出現在名賓動詞之後,這時

“不+謂詞語”已經名詞化了,而且轉指化了。“不+謂詞語”出現在謂

賓動詞後的例子如:
(372)人 (以)君王為聚,(以) ( )民又(有)不能, (鬼)亡不

能也。(《上博楚簡七·君人者何必安哉》)
(373)凡良吏明法律令,事無不能殹。(《睡虎地秦簡·語書》)
(374) (廣)惪(德)女(如)不足。(《郭店楚簡·老子乙本》)
(375)昂不僕此,言不忨(願)見於君子。(《上博楚簡四·孔子見季

子》)
(376)毋胃(謂)之不敢,毋胃之不肰(然)。(《上博楚簡五·三德》)
(377)亞(惡)頪(類)晶(三),唯亞(惡)不 (仁)為 (近)宜(義)。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
(378)弗愄(畏) (鬼)神之不 (祥)。(《上博楚簡七·鄭子家喪》)
(379)令、丞以為不直。(《睡虎地秦簡·語書》)
“不+謂詞語”出現在名賓動詞之後的例子如:
(380) (夏)用戈,正(征)不備(服)也。(《郭店楚簡·唐虞之道》)
(381)會者(諸)侯,型(刑)百事, 不羲。(《楚帛書·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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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利) (解)兇(凶),敘(除)不羊(祥)。(《九店楚簡》28)
(383)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商鞅量銘》,《集成》

16·10372)
(384)為不善, (禍)乃惑(惑)之。(《上博楚簡五·三德》)
(385)楚人為不道,不思丌(其)先君之臣事先王。(《上博楚簡

七·吳命》)
“不+謂詞語”也可以作介詞的賓語,例如:
(386)化(禍)莫大 (乎)不智(知)足。(《郭店楚簡·老子甲本》)
(387)正(政)不達 (文),生虖(乎)不達丌 (然)也。(《郭店楚

簡·語叢一》)
(388)一日 (以)不善立(涖),所 (教)皆崩,可不 (慎) (乎)?

(《上博楚簡三·中弓》)
(389)雖然,廷行事以不審論,貲二甲。(《睡虎地秦簡·法律答

問》)
“不+謂詞語”也可以作主語,例如:
(390)不祥莫大焉。(《中山王 方壺銘》,《集成》15·9735)
(391)不恙(祥)勿為。(《上博楚簡五·三德》)
“不祥”可以是謂詞性詞語,例如“好型(刑)則不羊(祥)”(《上博楚

簡五·季庚子問於孔子》)。在上引兩例中,“不祥”都名詞化了。
“不+謂詞語”可以跟“者”組成名詞性短語,這時“不+謂詞語”名

詞化了,是有標記的名詞化。例如:
(392)不死者歸,以為隸臣。(《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
(393)不能述(遂)者內(入)而死,不從命者從而桎 (梏)之。(《上

博楚簡二·容成氏》)
(394)貧戔(賤)而不約者, (吾)見之壴(矣); (富)貴而不喬(驕)

者, (吾) (聞)而未之見也。(《上博楚簡五·弟子問》)
(395)不兌而足 (養)者, (地)也;不 (期)而可 (要)者,天也。

(《郭店楚簡·忠信之道》)
以上是“者”字短語作主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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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智(知)可為者,智(知)不可為者。智行者,智不可行者,胃
(謂)之夫。(《郭店楚簡·六德》)

(397)取不可葆繕者,乃糞之。(《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398)舉劾不從令者。(《睡虎地秦簡·語書》)
(399)將上不仁邑里者而縱之,可論?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400)禾贏;入之,而以律論不備者。(《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

種》)
(401)牙(輿)不好教(學)者遊,員(損)。(《郭店楚簡·語叢三》)
以上是“者”字短語作賓語,最後一例是“者”字短語作介詞賓語。
(402)帝 (將)命之攸(修)者(諸)侯之君之不能詞(治)者。(《上博

楚簡四·柬大王泊旱》)
(403)故為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 (使)亓臣者,不與言人之臣

之不能事亓君者。(《上博楚簡四·內豊》)
(404)縣、都官以七月糞公器不可繕者。(《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

種》)
(405)公器不久刻者,官嗇夫貲一盾。(《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

種》)
(406)豬、雞之息子不用者,買(賣)之。(《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

種》)
(407)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獸及捕獸者,勿敢殺。(《睡虎地秦

簡·秦律十八種》)
以上是“者”字短語作中心語。
“不+謂詞語”也可以跟“所”構成名詞性短語,這時“不+謂詞語”

也是有標記名詞化了。例如:
(408)所善所不善, (勢)也。(《上博楚簡一·性情論》)
以上是“所”字短語作主語的一部分。
(409)今夫 (鬼)神又(有)所明又(有)所不明。(《上博楚簡五·

鬼神之明》)
(410)又(有) (知)不足,亡所不中。(《上博楚簡四·曹沫之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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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察)所不智(知)。(《郭店楚簡·語叢一》)
以上是“所”字短語作賓語。
(412) (強)行、忠 (謀)、信言,此所不 (教)於帀(師)也。(《上

博楚簡六·天子建州甲》)
(413)智(知) (止),所以不 (殆)。(《郭店楚簡·老子甲本》)
以上是“所”字短語作判斷句謂語。
(414) (舉)而(爾)所 (知),而(爾)所不 (知),人丌(其) (舍)

之者? (《上博楚簡三·中弓》)
(415)此天之所不能殺, (地)之所不能 (埋),侌(陰)昜(陽)之所

不能成。(《郭店楚簡·太一生水》)
(416)臣事君,言丌所不能,不 (辭)丌所能。(《郭店楚簡·緇衣》)
(417)自視(示)丌所不族(足)。(《郭店楚簡·語叢三》)
以上是“所”字短語作中心語。
“不+謂詞語”還可以跟“所”、“者”構成“所者”短語。例如:
(418)不韋(諱)所不 (教)於帀(師)者三: (強)行、忠 (謀)、信

言。(《上博楚簡六·天子建州甲》)
“不+謂詞語”有的凝固成一個複合詞,這時“不”只是一個詞素。

例如:
(419)王曰:不 (穀)(以) (笑) (申)公。(《上博楚簡六·申公

臣靈王》)
(420)不穀日欲 (以)告大夫。(《上博楚簡七·鄭子家喪》)
(421)今日隹(惟)不 (敏)既 (蒞)矣。(《上博楚簡七·吳命》)不

敏:對自己的謙稱。
(422)不更以下到謀人。(《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不更:秦爵

第四段。
(423)囟(思)攻解於不辜。(《包山楚簡》217)
(424)不周門,其主富,八歲更。(《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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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的否定範圍

“不”用來表示一般否定。它的否定範圍主要在它的後面。
當“不”所在的短語不是主謂短語時,它的否定範圍就在它的後面,

即從“不”字後面那個詞開始到句末為止。例如:
(425)不 (以)邦 (家)為事。(《上博楚簡五·鮑叔牙與隰朋之

諫》)
(426)不為 (朋)双

日(友) (殺)宗族。(《郭店楚簡·六德》)
(427)不敢 (以)君王之身, (變) (亂) (鬼)神之 (常)。(《上

博楚簡四·柬大王泊旱》)
(428)不晝寢,不飲酒,不聖(聽)樂。(《上博楚簡四·曹沫之陣》)
(429)不可復(覆)室蓋屋。(《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430)不可祠祀、殺生(牲)。(《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不”前出現主語,主語是邏輯主項的組成部分,跟後面的動詞語合

起來表示一件事,屬於否定範圍。例如:
(431)其邦徒及偽吏不來。(《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432)小人與慶不信殺 卯,卯自殺。(《包山楚簡》136)
(433)以 (道)差(佐)人宔(主)者,不谷(欲)以兵 (強)於天下。

(《郭店楚簡·老子甲本》)
(434)古(故)君不與少(小) (謀)大, (則)大臣不 (怨)。(《郭

店楚簡·緇衣》)
(435)佖(匹)婦禺(愚)夫,不智(知)丌向(鄉)之小人、君子。(《郭

店楚簡·語叢四》)
(436)古(故)上不可 (以) (褻)型(刑)而 (輕) (爵)。(《上博

楚簡一·緇衣》)
邏輯賓語一般放在動詞之後。但有時候把它前置,而在原位置上

用一個代詞“之”複指提前的賓語。這時動詞前“不”的否定範圍就管到

前置的賓語。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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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州徒之樂,而天下莫不語之。(《上博楚簡七·君人者何必安

哉》)
邏輯賓語置於句首,一般是構成被動句。這時動詞前“不”的否定

範圍也管到前面的客事主語。例如:
(438)內居西南,婦不媚於君。(《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439)言不聖(聽),青(請)不隻(獲)。(《上博楚簡六·競公瘧》)
(440)善者或不賞,而暴[者或不罰]。(《上博楚簡五·鬼神不明》)
(441)君又(有) (謀)臣,則壤 (地)不鈔(削)。(《郭店楚簡·語

叢四》)
(442)見書而投者不得,燔書,勿發;投者[得],書不燔。(《睡虎地

秦簡·法律答問》)
(443)逃人不 (得),無 (聞)。(《九店楚簡》31)
“不”後介詞的賓語有時置於句首作主題,而原位置出現語法空位。

這時“不”的否定範圍就管到“不”前的主題。例如:
(444)凡丁丑不可以葬,葬必參。(《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445)十二月辰,凡此日不可以遠行。(《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446)凡為室日,不可以築室。(《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447)辛卯不可以初獲禾。(《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448)凡五子,不可 (以) (作)大事,不城(成)。(《九店楚簡》40

下)
(449)春三月戌、夏丑、秋三月辰、冬未,皆不可以大祠,可有求也。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
前面說過,“不”前的主事主語在“不”的否定範圍中。有時,在主事

主語中有“其”,“其”又複指前面的詞語,這時,“不”的否定範圍管到被

“其”複指的詞語。例如:
(450) (詩)員(云):“ (淑)人君子,丌(其)義(儀)不弋(忒)。”

(《上博楚簡一·緇衣》)
(451) (哀)、樂,丌(其)眚(性)相近也,是古(故)丌(其)心不遠。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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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君子之於 (教)也,丌道(導)民也不 (浸)。(《郭店楚

簡·成之聞之》)
“不”後的謂詞語有時有省略,或者全部省略,或者只剩下助動詞。

這時“不”字的否定範圍要從“不”字前面的話語中去尋找。“不”後謂詞

語全部省略的例子如:
(453)聞號寇者不殹。(《睡虎地秦簡·封診式》)
(454)免老告人以為不孝,謁殺,當三環之不? 不當環。(《睡虎地

秦簡·法律答問》)環:讀為“原”,寬宥從輕。
(455)辭相家爵不也。(《睡虎地 M4:11號木牘》)
(456)相與鬥,交傷,皆論不殹?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457)甲賞(嘗)身免丙復臣之不殹? (《睡虎地秦簡·封診式》)
“不”後只剩下助動詞的例子如:
(458) (遷)者妻當包不當?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459)問甲當論及收不當?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460)當以衣及布畀不當?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461)大夫寡,當伍及人不當?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462) (答):“女(如)毀新都栽(鄢)陵、臨昜(陽),殺左尹,逸少帀

(師)亡 (忌)。”王曰:“不能。”(《上博楚簡六·平王問鄭壽》)

六、“不”的否定中心

在“不”字的否定範圍裏,存在著一個否定中心。“不”字的否定中

心有兩種,一種是非對比性的,一種是對比性的。

(一)非對比性否定中心

非對比性的否定中心,不依靠跟另外一個句子或短語的對比來確

定,它不一定要帶強調重音。“不”的否定範圍內,如果只有一個成分,
這個成分無疑就是否定中心。例如:

(463)丁卯,不下;不然,必有疵於前。(《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
(464)六日不吉。(《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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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天不雨。(《上博楚簡二·魯邦大旱》)
(466)雖不養主而入量(糧)者,不收。(《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上引例(463)中的“然”是謂詞性代詞,例(464)中的“吉”是形容詞,

例(465)中的“雨”是不及物動詞,例(466)中的“收”是及物動詞。這些

詞均作謂語中心。
在謂語中心前若加助動詞,“不”的否定中心仍在助動詞後的謂語

中心。依據沈開木,助動詞出現與否,不影響句子的否定中心①。例如:
(467)未見君子, (憂)心不能 (忡) (忡)。(《郭店楚簡·五

行》)
(468)其土惡不能雨。(《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469)故嗇夫及丞皆不得除。(《睡虎地秦簡·效律》)
如果及物動詞後面有代詞賓語“之”,由於“之”不表示新信息,所以

“不”的否定中心仍在其後的謂語動詞。如前引例(300)、(302)。
如果“不”後及物動詞帶了非代詞賓語,那麼這個賓語可以是否定

中心,因為賓語處在句子自然焦點的位置上,如上引例(294)至(299)。
依據沈開木,非助動詞狀語出現在“不”字之後時,是否定中心②。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不”後的非助動詞狀語有副詞狀語、形容詞狀語、
代詞狀語、名詞狀語、介賓短語狀語。如前引例(154)至(200)。

在“不”和非助動詞狀語之間出現助動詞時,非助動詞狀語仍是否

定中心。如例(214)至例(219)。
在“不+謂語中心”之後若出現補語,則補語是否定的中心。在出

土戰國文獻中,“不+謂語中心”後的補語,可以有介賓短語補語、處所

短語補語、時間名詞補語、數量短語補語。如例(249)至(280)。
當動詞後的賓語帶定語時,這個定語是否定中心,如前引例(318)

至(325)。
綜上所述,當“不”後只出現謂語中心時,謂語中心是否定中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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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否定範圍內只有一個成分,而且它還處於句子末尾。當“不”後及

物動詞帶賓語時,這個賓語應是否定中心,因為賓語位於句子末尾,是
自然焦點所在的位置。但當及物動詞後的賓語是個定中短語時,這個

定中短語的定語是否定中心,因為與中心語相比,定語的信息強度更

大,更容易成為焦點成分。當“不”後是狀中短語時,狀語是否定的中

心;當“不”後是中補短語時,補語是否定的中心,因為限制和補充成分

比中心成分更容易成為焦點。
依據層次切分的原則,當“不”後的動詞既帶賓語(賓語中有定語),

又帶狀語、補語時,要先切分出狀語,再切分出補語,再切分出賓語的定

語。所以當“不”後依次出現狀語、定語、補語時,應按下面的次序確定

否定中心:

  狀語 > 補語 > 定語

這個公式表示,孤立句中三者都出現時,狀語是否定中心;只出現

狀語和補語時,狀語是否定中心;只出現狀語和定語時,狀語是否定中

心;只出現補語和定語時,補語是否定中心。這個原則一確定,下列句

子的否定中心就可確定了:
(470)僕不敢不告於視日。(《包山楚簡》135)
(471)君王元君,不 丌身 (變) 尹之 (常)古(故)。(《上博楚

簡四·柬大王泊旱》)
(472)山儉(險)不能出身山中。(《睡虎地秦簡·封診式》)
(473)以 (道)差(佐)人宔(主)者,不谷(欲)以兵 (強)於天下。

(《郭店楚簡·老子甲本》)

(二)對比性否定中心

對比性的否定中心,要依靠與另一個句子或短語的對比來確定,一
定要帶強調重音。對比性否定中心在主語之上的例子,如:

(474)倀(長)子吉,幽(幼)子者不吉。(《九店楚簡》36)
(475)占結者,凶事成,吉事不成。(《周家臺秦簡·日書》)
(476)人之兵不砥 (礪),我兵必砥 。(《上博楚簡四·曹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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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
(477) (作)內(入)不為才

心(災),公 (昆)亦不為害戈(害)。(《上博

楚簡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此例“災”、“害”同義。
(478)唯縣少內為“府中”,其它不為。(《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此例“不為”後省去了“府中”。
(479)邇者不 (惑),而遠者不忄矣(疑)。(《郭店楚簡·緇衣》)此例

“惑”、“疑”同義。
對比性否定中心在主題上的例子,如:
(480)春三月甲乙,不可以殺;夏三月丙丁,不可以殺;秋三月庚辛,

不可以殺;冬三月壬癸,不可以殺。(《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481)丁卯不可以船行,六壬不可以船行。(《睡虎地秦簡·日書乙

種》)
(482)含(今)內之不 (得)百生(姓),外之為者(諸)矦(侯) (笑)。

(《上博楚簡五·競建內之》)
對比性否定中心在謂語中心上的例子,如:
(483)民可道也,而不可强

力(強)也。(《郭店楚簡·尊德義》)
(484)古(故)不可 (得)天<而>親,亦不可 而疋(疏);不可 而

利,亦不可 而 (害);不可 而貴,亦{可}不可 而戔(賤)。(《郭店楚

簡·老子甲本》)
(485)自猒(厭),不自忍。(《上博楚簡三·恒先》)
(486)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上博

楚簡二·從政甲》)
(487)大成若夬(缺),丌(其)甬(用)不 (敝);大浧(盈)若中(沖),

丌甬不 (窮)。(《郭店楚簡·老子乙本》)
(488)是以民可敬道(導)也,而不可 (掩)也;可馬午(禦)也,而不可

孯(牽)也。(《郭店楚簡·成之聞之》)
(489)君齋, (將)道之;君不齋,則弗道。(《上博楚簡七·武王踐

阼》)
有時,否定中心在兼語式的第二個動詞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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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民可 (使)道之,而不可 (使)智(知)之。(《郭店楚簡·尊

德義》)
對比性否定中心在賓語上的例子,如:
(491) (教)丌正,不 (教)丌人。(《郭店楚簡·尊德義》)
(492)下之事上也,不從丌(其)所命,而從丌所 行。(《郭 店 楚

簡·尊德義》)
(493)乙智(知)盜羊,而不智(知)其羊數。(《睡虎地秦簡·法律答

問》)
(494)古(故)君子不貴庶勿(物),而貴與民又(有)同也。(《郭店楚

簡·成之聞之》)
(495)圂居西北 ,利豬,不利人。(《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496)二厽(參)子元

子(勉)之, (過)不才(在)子,才(在) (寡)人。
(《上博楚簡四·曹沫之陣》)

上引諸例,都是相互對比的小句主語和謂語中心都相同,下引兩

例,是主語相同,但謂語中心相近。例如:
(497)大人不 (親)丌所 (賢),而 (信)丌所戔(賤)。(《郭店楚

簡·緇衣》)例中“親”、“信”同義。
(498)臣事君,言丌所不能,不 (辭)丌所能。(《上博楚簡一·緇

衣》)例中“言”、“辭”近義。
上引各例,都是肯定與否定對比,下引兩例,則是否定跟否定對比:
(499)臨 不言 (亂),不言 (寢)、不言烕(滅)、不言 (拔),不言

耑(短)。(《上博楚簡六·天子建州甲》)
(500)臨材(財)見利,不取句(苟)富;臨難見死,不取句(苟)免。

(《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
上引各例,都是小句和小句對比。下引兩例,則是短語和短語對

比。例如:
(501)是故君子 (慎)言而不 (慎)事。(《上博楚簡二·從政甲》)
(502) 是(氏)之又(有)天下也,皆不受(授)丌子而受 (賢)。

(《上博楚簡二·容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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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性否定中心在定語之上的例子,如:
(503)不昏(問)又(有)邦之道,而昏(問) (相)邦之道。(《上博楚

簡四·相邦之道》)
對比性否定中心在補語之上的例子如:
(504)不 (忌)於天,而 (忌)於人。(《上博楚簡六·用曰》)
(505) (禍)不降自天,亦不出自 (地)。(《上博楚簡六·用曰》)

例中的“降”、“出”都有出現的意思。
(506)不和於邦,不可 (以)出豫(舍)。不和於豫,不可 出 (陣)。

(《上博楚簡四·曹沫之陣》)
對比性否定中心在動賓短語上的例子如:
(507)曰[ (臧)]:不可以 (築)室,不可[ 出]帀(師)。(《楚帛

書·丙篇》)
(508)曰:囗不奉(捧)苽,不昧(味)酉(酒)。(《上博楚簡六·孔子

見季 子》)
(509)不飲酒,不聖(聽)樂。(《上博楚簡四·曹沫之陣》)
對比性否定中心在狀中短語上的例子如:
(510)為父 (絕)君,不為君 父。為昆弟 妻,不為妻 昆弟。為

宗族 (殺) (朋)双
日(友),不為 (朋)双

日(友) (殺)宗族。(《郭店楚

簡·六德》)
(511)方才(在)下立(位),不以匹夫為巠(輕);及丌又(有)天下也,

不以天下為重。(《郭店楚簡·唐虞之道》)
上引各例,“不”字句的否定範圍內只有一個對比性否定中心。
依據沈開木,“不”字句中可有幾個句法成分同時充當否定中心①。

例如:“過去,我們是一群幼稚無知的小孩;現在,我們不是一群幼稚無

知的青年。”在這個例子的“不”字句中,“現在”和“青年”都是對比性否

定中心。
對於這個問題該怎麼看呢? 一個“不”字句到底可以有幾個對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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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中心,是一個,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
依據劉丹青、徐烈炯的研究①,語句的焦點可以分為三種:一是自然

焦點,其功能特徵是[+突出],[—對比];二是對比焦點,其功能特徵是

[+突出],[+對比];三是話題焦點,其功能特徵是[—突出],[+對

比]。在同一個小句中,對比焦點和自然焦點不能共存,當對比焦點出

現時,自然焦點的功能就被對比焦點所覆蓋。一種情況是自然焦點本

身成為對比焦點,不再是自然焦點;另一種情況是句子中其它成分作對

比焦點,原自然焦點不再是自然焦點。但話題焦點和自然焦點可以共

存,如“夜到末,朝北房間會有暖氣個”,其中“夜到”是話題焦點,而“有
暖氣”是自然焦點。對比焦點和話題焦點也能共存,如“老張末,當過海

軍個”,它跟“老王當過空軍個”構成對比,其中“老張”是話題焦點,“海
軍”是對比焦點。這樣看來,在一個小句中,是可以同時存在兩個性質

不同的焦點的,一個是話題焦點,一個是自然焦點或對比焦點。
劉丹青、徐烈炯還談到帶話題焦點的句子和主語帶對比焦點的句

子的不同②。帶話題焦點的句子,不但話題構成對比,述題中也有構成

對比的成分,例如:
老張末,當過海軍個。
老王當過空軍個。
很明顯,不但有“老張”和“老王”的對比,還有“空軍”和“海軍”的對

比。主語帶對比焦點的句子,全句的表達重點在主語,只有主語的對

比,而謂語部分是相同的:
老張當過海軍個。
老王當過海軍個。
沈開木所舉的例子,應是“現在”帶話題焦點,而“青年”帶對比

焦點。
據此看來,前引例(474)至(482),主語/主題部分構成對比,謂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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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相同(有肯定和否定的不同),則這些都是主語/主題帶對比焦點的

句子。
但是下引一些例子則不同,不但主語/主題構成對比,謂語/述題部

分也有構成對比的成分,說明下列句子是帶話題焦點的句子。
主語帶話題焦點,而謂語中心帶對比焦點的例子,如:
(512)善建者不 (拔),善 (抱)者不兌(脫)。(《郭店楚簡·老子

乙本》)
(513)善者或不賞,而暴[者或不罰]。(《上博楚簡五·鬼神之明》)
(514)古(故)君子所 (報)之不多,所求之不遠。(《郭店楚簡·成

之聞之》)
(515)亓去

止(去)之不速,亓 (就)之不尃(迫),亓 (啟)節不疾。
(《上博楚簡四·曹沫之陣》)

(516)戒之戒之,材(財)不可歸;謹之謹之,謀不可遺;慎之慎之,言
不可追;綦之綦[之],食不可賞(償)。(《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

主語帶話題焦點而賓語部分帶對比焦點的例子,如:
(517)民言不 (危)行,行不 (危)言。(《上博楚簡一·緇衣》)
(518)戶為同居,坐隸,隸不坐戶謂殹。(《睡虎地秦簡·法律答

問》)“坐隸”的主語應是“戶”。
(519)命割 ( )不敢監祭,梨丘 (據)不敢監正(政)。(《上博楚

簡六·競公瘧》)
最後一例中的“割 ”“梨丘據”,對“命”而言是賓語,對“監”而言是

主語。
主語帶話題焦點而補語帶對比焦點的例子,如:
(520)坓(刑)不隸(逮)於君子,豊(禮)不隸於小人。(《郭店楚

簡·尊德義》)
(521)小人不 (逞)人於刃(忍),君子不 (逞)人於豊(禮)。(《郭

店楚簡·尊德義》)
(522)君不忄矣(疑)丌臣,臣不惑於君。(《郭店楚簡·緇衣》)
主題帶話題焦點而謂語中心帶對比焦點的例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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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凡春三月己丑不可東,夏三月戊辰不可南,秋三月己未不可

西,冬三月戊戌不可北。(《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524)申不可出貨,午不可入貨。(《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525)內言不 (以)出,外言不 內(入)。(《上博楚簡二·昔者君

老》)
(526)在行不可以歸,在室不可以行。(《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527)才(在)少(小)不靜(爭),才(在)大不 (亂)。(《上博楚簡

四·內豊》)
主題帶話題焦點而賓語帶對比焦點的例子,如:
(528)君子言又(有)勿(物),行又(有) (格),此以生不可 (奪)

志,死不可 (奪)名。(《郭店楚簡·緇衣》)
(529)才(在)道不 (語)匿,凥(處)正(政)不 樂, (尊)且(俎)不

折(誓)事,聚眾不 (逸),男女不 鹿(獨), (友)不[ ]分。(《上博

楚簡六·天子建州甲》)
主題帶話題焦點而狀語帶對比焦點的例子,如:
(530) (冬)不敢 蒼(滄) (辭), (夏)不敢 (暑) (辭)。

(《上博楚簡二·容成氏》)
主語帶話題焦點而狀中短語帶對比焦點的例子,如:
(531)春秋不亙(恒)至,耇老不 (復)壯。(《上博楚簡五·弟子

問》)
主語帶話題焦點而動賓短語帶對比焦點的例子,如:
(532)利木侌(陰)者,不折其 (枝);利丌渚(瀦)者,不賽(塞)丌

(溪)。(《郭店楚簡·語叢四》)
(533)天不見禹, (地)不生龍。(《上博楚簡五·競建內之》)
主題帶話題焦點而動賓短語帶對比焦點的例子,如:
(534) (均)不足以坪(平)正(政), ( )不足以安民, (勇)不足

以沫(沒)眾,尃(博)不足以智(知)善,快(決)不足以智(知)龠(倫),殺
不足以 (勝)民。(《郭店楚簡·尊德義》)

“不”的否定作用有兩種:一種是否定了謂語動詞所表示的動作,也
否定了整個命題,如例(21)至例(31)。另一種是否定了否定範圍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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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成分,並沒有否定整個命題,如非對比性否定中心為狀語、補語或

定語的句子以及帶對比性否定中心的句子。就“不”而言,後一種更為

常見。

七、結語

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否定副詞“不”,絕大多數都是表示一般否定的,
仍可譯為“不”。有些“不”則是表示已然否定的,可以譯為“沒”。“不”
還可以表示判斷否定,出現在名詞性謂語之前,可譯為“不是”。這種表

示判斷否定的“不”,可以跟“乃/則”構成“不……乃……”、“不……則

……”這樣的固定格式,是“不是……就是……”的意思。
“不”後的謂詞性成分可以分成兩大類。其一,謂詞性成分只有一

個中心;其二,謂詞性成分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中心。第一種“不”後的

謂語中心詞可以分為6類,即名詞、謂詞性代詞、形容詞、不及物動詞、
及物動詞、助動詞。“不”字句的主語多是主事主語,有時是客事主語。
“不”和謂語中心詞之間可以出現多種狀語,主要有助動詞、副詞、形容

詞、代詞、名詞、介賓短語狀語,還有“助動詞+副詞”、“助動詞+形容

詞”、“助動詞+代詞”、“助動詞+介賓短語”、“助詞+介賓短語+形容

詞”、“助動詞+介賓短語+名詞”狀語。“不+謂語中心”之後還可以出

現補語,這種補語可以由介賓短語、處所名詞語、時間名詞語、數量短語

構成。“不”後的及物動詞,可以帶賓語,也可以省略賓語。“不”後及物

動詞的賓語前可以有定語,這種定語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代詞定語,
一種是非代詞定語。“不”後謂語也可以是複雜謂語,這主要有三種情

況:一是謂詞性聯合短語,二是連謂短語,三是兼語短語。
“不+謂詞語”的功能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作小句的謂語或謂語

的一部分,二是變為名詞性短語或是用作定語,三是成為複音詞。
“不”的否定範圍主要在它的後面。當“不”所在的短語不是主謂短

語時,它的否定範圍就在它的後面,即從“不”字後面那個詞開始到句末

為止。“不”前如果出現主語,由於主語是邏輯主項的組成部分,跟後面

的動詞語合起來表示一件事,所以也屬於否定範圍。邏輯賓語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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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而在原位置上用一個代詞“之”來復指,這時“不”的否定範圍就管

到前置的賓語。邏輯賓語可以置於句首構成被動句,這時“不”的否定

範圍也管到前面的客事主語。“不”後介詞的賓語有時置於句首作主

題,而在原位置出現語法空位,這時“不”的否定範圍就管到“不”前的主

題。有時,在主事主語中有“其”,“其”又復指前面的詞語,這時“不”的
否定範圍管到被“其”復指的詞語。“不”後的謂詞語有時有省略,或者

全部省略,或者只剩下助動詞,這時“不”字的否定範圍要從“不”字前面

的話語中去尋找。
在“不”字的否定範圍裏存在著一個否定中心。“不”字的否定中心

有兩種,一種是非對比性的,一種是對比性的。
當“不”後只出現謂語中心詞時,謂語中心詞是否定中心,因為在否

定範圍內只有這一個成分,而且它還處於句子末尾。當“不”後及物動

詞帶賓語時,這個賓語是否定中心,因為賓語位於句子末尾,是自然焦

點所在的位置。但當及物動詞後的賓語是個定中短語時,這個定中短

語的定語是否定中心,因為與中心語相比,定語的信息強度更大,更容

易成為焦點成分。當“不”後是狀中短語時,狀語是否定的中心;當“不”
後是中補短語時,補語是否定的中心,因為限制和補充成分比中心成分

更容易成為焦點。
依據層次切分的原則,當“不”後的動詞既帶賓語(賓語中有定語),

又帶狀語、補語時,要先切分出狀語,再切分出補語,再切分出賓語的定

語。所以當“不”後依次出現狀語、定語、補語時,應按下面的次序確定

否定中心:
  狀語 > 補語 > 定語

這個公式表示,孤立句中三者都出現時,狀語是否定中心;只出現

狀語和補語時,狀語是否定中心;只出現狀語和定語時,狀語是否定中

心;只出現補語和定語時,補語是否定中心。
對比性的否定中心要依靠與另一個句子或短語的對比來確定,一

定要帶強調重音。對比性否定中心可以在主語、主題、謂語中心詞、賓
語、賓語中的定語和補語之上,有時在兼語式的第二個動詞上。對比性

否定中心還可以在動賓短語、狀中短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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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小句中是可以同時存在兩個性質不同的焦點的,一個是話

題焦點,一個是自然焦點或對比焦點。這有以下幾種情況:主語帶話題

焦點、而謂語中心帶對比焦點;主題帶話題焦點而謂語中心帶對比焦

點;主語帶話題焦點而賓語部分帶對比焦點;主語帶話題焦點而補語帶

對比焦點;主題帶話題焦點而賓語帶對比焦點;主題帶話題焦點而狀語

帶對比焦點;主語帶話題焦點而狀中短語帶對比焦點;主語帶話題焦點

而動賓短語帶對比焦點;主題帶話題焦點而動賓短語帶對比焦點。
“不”的否定作用有兩種:一種是否定了謂語動詞所表示的動作,也

否定了整個命題。另一種是否定了否定範圍內的某些成分,並沒有否

定整個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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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字源流補說①

杜鋒 張顯成②

  摘 要:大徐本《說文·辵部》“ (徙)”之古文“ ”字或為齊系文字,源自

齊器叔弓鎛中“ (選)”字左部構件“ ”和陳 簋中“ (選)”字上部構件“ ”,

“ ”“ ”皆為“ ”之變體,前者的聲符“米”形乃由後者的聲符“少”形訛變而

來。楚文字中表示“徙”這個詞的專字從“辵”“ ”聲,“ ”從“沙”的象形初文

“少”得聲,“徙”“沙”古音相近。秦文字“徙”則作“ ”,從辵、從“沙”的象形初

文“少”得聲,此字的聲符“少”在漢代被篡改為與“少”形近且與“徙”音近的

“止”,此為今通行體“徙”字所本。另外,甲骨文中的“ 田”之“ ”,從尸、從

“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金文中讀為“纂”或“纘”的字皆從“ ”或其相關諸形

作,此字與楚文字“徙”所從的“ ”有別。“ ”所從的“少”形在齊器陳侯因 敦

中變作“ ”所從的“米”形,清華簡《繫年》14中亦作從“米”的“ ”,進而變為

《說文·攴部》“敉”之或體“侎”,《尚書》中《立政》《大誥》《洛誥》等篇中所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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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為重慶市社科規劃博士項目“基於出土涉醫文獻的 古 典 醫 學 體 系 重 構 研 究

(2016BS022)”、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簡帛醫書綜合研究(12&ZD115)”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一般項目“簡帛醫書與早期方技重建(SWU1609142)”的階段性成果。
杜鋒,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重慶 400715。張顯成,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

所 教授 重慶 400715。



“敉”原作“侎”,或為“ ”相關諸字的誤釋。

  關鍵詞:徙;源流;補説;古文字

大徐本《說文·辵部》:“ ,迻也。從辵、止聲。 ,徙或從彳。 ,

古文徙。”其中,“ ”即“徙”字,其或體“ ”從彳,古文字中形旁“彳”“辵”

義近,例可通用。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分析此字從辵,認為其意在於

“徙有所之也”①。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認為“止”在一部(之部),“徙”在

十六部(支部),此二字韻部不近,“徙”字不從“止”聲,各本“ ”字中的

“從辵、止聲”之“聲”為衍文,當從“辵”“止”會意,“乍行乍止而竟止,則

移其所矣”;並對比《韻會》《集韻》中“徙”字古文與“ ”之形體,認為“此

字不出《說文》”,亦“未詳其形聲會意”②。陳復華等《古韻通曉》遍參諸

家對“徙”字古音歸部的意見,並從段注認為“徙”字從“辵”從“止”會意,

不從“止”聲,古音“止”歸之部,但“徙”歸歌部或支部之說尚存疑義③。

今檢《說文解字詁林》所列諸家對“徙”字正篆及古文的考釋亦頗多異

義④,未達一間,其原因可能是各家未能充分結合“徙”字的古文形體及

相關辭例來綜合考辨其演進序列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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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中華書局,1987年,頁34。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72。徐灝《說文解字注箋》、徐承慶

《說文段注匡謬》皆指出段注改“徙”字形聲為會意,當不確。見丁保福編纂《說文解字詁林》,中
華書局,1988年,頁2485。

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中國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343。
丁保福編纂《說文解字詁林》,中華書局,1988年,頁2484-2486。



各家對“徙”字相關古文形體已有多方探討①,甲骨文中見有“ ”

“ ”字([《合集》5080+17331+9572+16399+17464]②,《合集》9570、

9571、9573、9575、9576、9579、12595、14990等),今隸作“ ”,其辭例多

與“ 田”有關③。李家浩、裘錫圭先生認為甲骨文中的“ ”字當即《說
文·辵部》“ (徙)”之古文“ ”,從尸,沙省聲,可讀為“徙”④,而金文中

所見“彤 ”之“ ”(逆鐘,《集成》62;師 簋,《集成》4311;師道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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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對“徙”字相關古文形體進行專門探討的學者,主要如下:胡厚宣《再論殷代農作物施肥問

題》,《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頁103。張政烺《張政烺文集·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
中華書局,2012年,頁118-122、140-141。李家浩先生對“徙”字相關古文形體的考釋意見,見俞

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1-15。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

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80-82、369-370、387-388。裘錫圭《裘錫

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57-258。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金

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7-171。季旭昇:《説徙》,《第二十二届中國

文字學術研計會論文集》,臺灣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年4月,頁197-204。黃甜甜《<繫年>
第三章“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補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頁

53-56。李春桃《說<尚書>中的“敉”及相關諸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2015年第6輯,頁

709-710。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4-162。蘇建洲《釋與

“沙”有關的幾個古文字》,《出土文獻》2016年第9輯,頁127-144。劉雲:《説“徙”》,《中國文字

學報》第八輯,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110-115。對“徙”字相關傳抄古文形體進行整理和研究

的學者,主要如下:徐在國編《傳抄古文字編》,綫裝書局,2006年,頁158。李春桃《古文異體關

係整理和研究》,中華書局,2016年,頁110-111。
何會《龜腹甲新綴第三十八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

xianqin.org/? s=%E9%BE%9C%E8%85%B9%E7%94%B2%E6%96%B0%E7%B6%B4%
E7%AC%AC%E4%B8%89%E5%8D%81%E5%85%AB%E5%89%87,2010-12-25。

諸家對於甲骨文中“ 田”之“ ”的考釋意見,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中華書局,

1999年,頁21-30。
李家浩先生認為“ 田”讀為“徙田”,可能是安排撂荒地跟耕地輪換的一種工作。裘錫圭

先生認為“ 田”可能讀為“選田”,“指在某地的撂荒中選定重新耕種的地段”,或“選擇可開闢的

荒地的工作”。見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1-15。裘錫圭

《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58。



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1394等)亦與“ ”為一字①。既然“ ”
“ ”為一字,則其所從的“尸”與“尾”例可通用②,如睡虎地秦簡《日書》
甲種和《漢印文字徵》卷八中的“屈”字或從“尾”,或從“尸”作③。李守奎

先生認為偏旁“尸”與“尾”僅在時代較晚的秦漢文字中通用,而“不足以

成為古文字演變的通例”④,“ ”“ ”二字在西周至戰國時期形、音、義
皆不同,前者為屎尿之“屎”的本字,後者為彤沙之“沙”的本字。其中,
讀為“纂”的諸字(禹鼎,《集成》2833;逨盤,《近出二編》939;豆閉簋,《集
成》4276;陳侯因 敦,《集成》4649;清華簡《繫年》14等)皆從尸,其字形

皆與“ ”及變體“屎”相關;讀為“徙”或“選”的諸字(陳 簋,《集成》

4190;叔弓鎛,《集成》285.7;清華簡《繫年》9、39、57;《古璽彙編》0198、

0200、0201、0202等)皆從“ ”聲,字形與“ ”相關;《說文·辵部》“
(徙)”之古文“ ”源自“ ”,與“ ”無直接關係⑤。蘇建洲先生不同意李

說,認為上引甲骨文中“ 田”之“ ”與“ ”有關,“ ”當源於“ ”,而
“‘尸’旁演變為‘尾’則是一種文字異體分工的現象,即‘ ’表示繼纂;
‘ ’表示遷徙、挑選等等的用法”⑥。上述各家對“徙”相關諸字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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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1-15。李家浩《安徽大學

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80-82、369-370、387-388。裘錫

圭《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57-258。裘錫圭《裘錫圭學術

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7-171。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3。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

之研究》,綫裝書局,2007年,頁45。曾憲通《論齊國“ 之璽”及其相關問題》,《華學》1995年

第1期,頁72。
張守節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1994年,頁137。羅福頤編《漢印文字徵》

卷第八,文物出版社,1978年,頁18。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9。古文字中義近形旁

通用須具備一定的條件,並非任何條件下皆可通用。張桂光《古文字中的形體訛變》,《古文字研

究》1986年第15輯,頁175-176。張桂光《古文字義近形旁通用條件的探討》,《古文字研究》

1992年第19輯,頁580-585。周忠兵《說古文字中的“戴”字及相關問題》,《出土文獻與古文字

研究》2013年第5輯,頁365-366。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9、162。
蘇建洲《釋與“沙”有關的幾個古文字》,《出土文獻》2016年第9輯,頁133。



源流各持已見,故須作進一步考辨。

清華簡《繫年》14中的“ ”,從“尸”,從“少”之變體“米”,讀為訓作

“繼”的“纂”或“纘”,與上述禹鼎、逨盤、豆閉簋和陳侯因 敦中的“ ”

“ ”“ ”“ ”等字記錄的是同一個詞;而《繫年》9、39、57中亦見“ ”

“ ”“ ”諸字,皆從“ ”聲,此為楚文字中表示“徙”這個詞的專字。可

知,《繫年》14中的“ ”(“ ”之變體)與同篇9、39、57中從“ ”聲諸字

非為一字①。換言之,我們認為“ ”“ ”二字在字形和用法上是有區

別的。
前舉諸家之說的焦點在於如何辨明“ ”“ ”諸字的演進序列,為便

說解,需進一步結合其字形和辭例來重新檢討“徙”相關諸字的演變源

流及相關問題。

一、甲骨文中的“ ”字

古文字資料中屢見“徙”相關諸字②,如舒連景先生將陳侯因 敦

(《集成》4649)中的“ 嗣 文”之“ ”釋為“屎”,“屎、徙音近,古文蓋借

屎為徙”③。胡厚宣先生引述唐蘭、商承祚、舒連景諸家之說,並將甲骨

文中的“ (《合集》5080+17331+9572+16399+17464)”“ (《合集》

9576)”等字隸定為“ ”,認為其“象人‘遺矢’形”,後漸訛變為《說文·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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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黃甜甜《<繫年>第三章“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補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2012年第2期,頁55。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5。
“徙”字古文的相關訛體,亦見於傳抄古文中,見徐在國編《傳抄古文字編》,綫裝書局,

2006年,頁158。關於“徙”字傳抄古文的考辨,見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和研究》,中華書

局,2016年,頁110-111。《古文字詁林》中羅列了諸多“徙”字的古文形體,但亦見古文“步”字混

入其中,其所列各家對於古文“徙”字的考釋意見,見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第二冊,上海教育出

版社,2004年,頁367-383。
舒連景《說文古文疏證》,《說文解字研究文獻集成·現當代卷》(第五冊),作家出版社,

2006年,頁766-767。



部》“ (徙)”之古文“ ”,“再省即成了‘屎’字”①。張政烺先生認為甲骨

文中的“ ”字從小聲,後演變為從小聲的“肖”字,當讀為《詩經·周頌·
良耜》“其鎛斯趙”之“趙”,毛《傳》:“刺也。”鄭《箋》:“以田器刺地。”甲骨

文中所見“肖某田”,即是剗除雜草並清理某處田地的工作②。俞偉超先

生不同意以上諸說,並從李家浩先生將甲骨文中的“ 田”讀為“徙
田”③。裘錫圭先生認為卜辭中的“ 田”或讀為“選田”④,其義詳

後文⑤。
上述各家所論甲骨文中的“ ”字,主要見於如下相關卜辭:
(a)庚申[卜,□貞]:翌癸未 西單田,受有年。十三月。 [《合

集》5080+17331+9572+16399+17464]
(b)甲申卜,爭貞:令逆 田,受年。 《合集》9575
(c)貞:令堂⑥ 田。 《合集》9576
(d)貞:勿令堂 田。 《合集》14990
(e)貞:勿令 田。 《合集》9579
另外,《合集》9570、9571、9573、12595中亦見卜辭“於翌乙丑

”,胡厚宣先生認為“ ”是地名,“ ”為“ 田”之省⑦。張政烺先生

亦認為“ ”是地名,在今山東省境內⑧。俞偉超先生認為“ ”是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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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胡厚宣《再論殷代農作物施肥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頁103。
張政烺《張政烺文集·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中華書局,2012年,頁118-122、140-

141。
以下所引李家浩先生關於“ ““ ”相關諸字的考釋意見,見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

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1。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58。
諸家對於甲骨文中“ 田”之“ ”的考釋意見,詳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中華書

局,1999年,頁21-30。
此字從何景成先生釋作“堂”,見何景成《釋曾侯與編鐘銘文中的“堂”》,《出土文獻》2015

年第6輯,頁15-18。
胡厚宣《再論殷代農作物施肥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頁106。
張政烺《張政烺文集·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中華書局,2012年,頁119。



亦是地名①。裘錫圭先生懷疑“ ”或為“ 田”②。關於(a)—(c)中
“ ”字的意義與用法,胡厚宣先生釋“ 田”為“屎田”,即是施用糞肥於

農田③。李家浩先生認為甲骨文中的“ ”字當為《說文·辵部》“ (徙)”
之古文“ ”,從尸、沙省聲,可讀為“徙”。“ 田”當讀為“徙田”,其義相

當於《孟子·滕文公上》“死徙無出鄉”趙岐注中的“爰土”、《左傳·僖公

十五年》中的“爰田”、《國語·晉語三》和《漢書·地理志》中的“轅田”以
及《說文·走部》“ ”中的“ 田”④,其義可能是安排撂荒地跟耕地輪換

的一種工作。裘錫圭先生亦將“ ”字與《說文·辵部》“ (徙)”之古文

“ ”看作一字,並認為“ 田”可能讀為“選田”,“指在某地的撂荒中選定

重新耕種的地段”,或“選擇可開闢的荒地的工作”⑤。
李家浩先生詳細考察了古文字資料中的“ ”相關諸字,結合逆鐘和

師 簋中“彤沙”之“沙”作“ ”,並從郭沫若先生之說,認為此字從尾、
沙省聲,又《漢印文字徵》卷八中的“屈”字或從“尾”或從“尸”作,可知古

文字中偏旁“尸”與“尾”可通用,“ ”與“ ”當是一字,“ ”與“ ”皆應

從沙省聲⑥。裘錫圭先生認為“ ”與“ ”為一字,“ ”古音當與“沙”相
近⑦。陳劍先生認為“ ”與“ ”可分析為從沙省聲,“其實也未嘗不可

以直接看作是從沙子之‘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⑧。李守奎先生認為

“ ”為屎尿之“屎”的本字,從“少(沙)聲”,其與“ ”字的音形義皆有

別⑨。蘇建洲先生認為“ ”字源自“ ”,並從陳劍之說,指出“ ”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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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7。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58。
胡厚宣《再論殷代農作物施肥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頁104-105。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1-15。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58。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3。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58。裘錫圭《裘錫

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8-169。
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年,頁101。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5-162。



所從的聲符“少”為沙子之“沙”的象形初文①。我們認為“ ”與“ ”皆
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是兩個來源不同的字。上引(a)—(e)中的

“ ”字所從“尸”下的小點,象沙粒之形,其在造字之初即同時表示語言

中的兩個詞,既可表示語言中沙粒之“沙”這個詞,也可表示語言中“小
(少)”這個詞,因“沙”粒具有的特點是“小”“少”,“小”“少”在古文字中

本為一字②。此類表意字一形多用的現象在早期文字中數見,如“ ”表

示“夫”和“大”,“ ”表示“帚”和“婦”,“ ”表示“立”和“位”,“ ”表示

“月”和“夕”,“永”表示“ ”和“永”,“ ”表示“舌”和“ ”,“ ”表示

“胃”和“屎”等③。
關於“ ”“ ”相關諸字在各時期的演進序列問題,需進一步詳加考

辨,如甲骨、金文中的“ (《合集》5080+17331+9572+16399+17464)”

“ (逨盤)”,《說文·辵部》“ (徙)”之古文“ ”,戰國竹簡中的“ (清華

簡《繫年》9)”“ (清華簡《繫年》14)”,秦漢簡帛中的“ (睡虎地秦簡

《日書》乙種228)”“ (銀雀山漢簡(一)389正)”,漢魏隋唐碑刻中的

“ (石門頌,東漢建和二年)”“ (赫連子悅墓誌,北齊武平四年)”,以

及唐代以來的俗字“ (《干祿字書·上聲》)”“ (敦煌寫本S.388《正名

要錄》)”等,諸字與今之通行的“徙”字在字形、意義和用法上的區別與

聯繫尚待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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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蘇建洲《釋與“沙”有關的幾個古文字》,《出土文獻》2016年第9輯,頁131-134。
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80-

81、369-370、388。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年,頁101。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7、147、205。裘錫圭《裘錫圭學

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8。林沄《古文字學簡論》,中華

書局,2012年,頁28-30。李家浩《甲骨文北方神名“勹”與戰國文字從“勹”之字》,《文史》2012年

第3輯,頁62-63。陳斯鵬《“舌”字古讀考》,《文史》2014年第2輯,頁259-260。蘇建洲《釋與

“沙”有關的幾個古文字》,《出土文獻》2016年第9輯,頁143。



二、金文中的“”字

今檢“ ”相關諸字,亦見於下列古文字資料中:

(f)命禹 賸(朕)且(祖)考政於井邦。 (禹鼎,《集成》2833)

(g)用 乃且(祖)考事。 (豆閉簋,《集成》4276)

(h)肇 朕皇且(祖)考服。 (逨盤,《近出二編》939)

(i) 嗣 文。 (陳侯因 敦,《集成》4649)

(j)成王 伐商邑,殺 子耿。 (清華簡《繫年》14)

上舉(g)中的“ ”字從人、從 、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其所

從的“人”形當係“尸”形之訛變,古文字中作為偏旁的“人”與“尸”常相

訛混。李守奎、李春桃等先生舉例郭店楚簡《老子》甲本17、18和望山

楚簡2.45中的“居”、包山楚簡67、87、169中的“屈”以及包山楚簡200
中的“遲”等字所從的“尸”,皆訛混為“人”。又郭店楚簡《六德》28中的

“倗”、新蔡楚簡甲三216、上博簡(六)《孔子詩論》21中的“保”、上博簡

(六)《孔子詩論》19中的“備”、包山楚簡213、217、229中的“慼”以及包

山楚簡255中的“脩”等字所從的“人”,皆訛混為“尸”①。而(g)中“ ”

字構形為左右兩旁分離,與(f)中“ ”字及(j)中“ ”字的左右結構類

同②。(f)中“ ”字所從的“尸”旁反書,“當是‘ ’的反文,是把‘尸’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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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守奎《楚簡中“尸”與“人”的區別與訛混———釋楚簡中“作”與“居”的異體》,《中國文字

研究》2011年第15輯,頁45。李春桃《說<尚書>中的“敉”及相關諸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

究》2015第6輯,頁706。陳劍先生亦認為上博簡(六)《孔子見季桓子》全篇文字中的“‘人’旁常

寫作‘尸’形,又往往在其頭部兩筆的中間多加一筆”。見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3年,頁295。
黃甜甜《<繫年>第三章“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補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2012年第2期,頁54-55。



‘少’旁並列的一種寫法”①,皆為(h)中“ ”(一般隸作“ ”)字的變體,

並從“尸”、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關於(i)中的“ ”字,吳式芬、

劉心源、郭沫若、容庚等學者皆釋為“侎”②;而(j)中“ ”字的考釋,諸家

意見不一③。如清華簡《繫年》整理者指出此字同於(i)中的“ ”字,其
所從的“米”形皆由(f)-(h)中“ ”所從的“少”形演變而來,此即《說文

·攴部》“敉”字或體“侎”,並依容庚先生《善齋彝器圖錄》中相關說法,

認為其義如“繼”④。黃甜甜、李守奎、蘇建洲等先生認為(j)中“ ”字與

(i)中“ ”字皆可隸作“屎”,其為從尸、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的

“ ”字之變體,讀為訓作“繼”的“纂”或“纘”⑤。據黃甜甜轉述清華近春

園研討會各家對(j)中“ 伐”的釋讀意見,如劉釗先生讀為“剪(引者按:
亦作‘翦’)伐”,孟蓬生先生讀為“肆伐”,李銳先生讀為“踐伐”⑥;陳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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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2。黃甜甜《<繫年>第三章

“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補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頁54-55。
李春桃《說<尚書>中的“敉”及相關諸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2015第6輯,頁705-706。

吳式芬輯錄《攈古錄金文》,《續修四庫全書·金石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680。
劉心源撰《奇觚室吉金文述》,《金文文獻集成》(第13冊),綫裝書局,2010年,頁204-205。郭沫

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科學出版社,1957年,頁220。容庚編著《善齋彝器圖錄》,《金文

文獻集成》(第20冊),綫裝書局,2010年,頁484。

關於(j)中“ ”字的相關釋讀意見,見蘇建洲、吳雯雯等《清華簡<繫年>集解》,臺北萬卷

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頁157-165。李松儒《清華簡<繫年>集釋》,中西書局,2015年,頁

80-83。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中西書局,2011年,頁142。
黃甜甜《<繫年>第三章“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補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2012年第2期,頁53-55。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研讀劄

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

1743,2011-12-31.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5-162。蘇建

洲《釋與“沙”有關的幾個古文字》,《出土文獻》2016年第9輯,頁128-131。
黃甜甜《<繫年>第三章“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補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2012年第2期,頁55。



生讀為“踐伐”①,李春桃先生讀為“翦伐”②。黃甜甜通檢全篇《繫年》中
“伐”字用法,認為“除了第130簡有‘(侵)伐’是同義複詞,其他的‘伐’
字都單獨使用,尤其是‘成王屎伐商’後隔兩句,又有‘成王伐商蓋’”,可
知此處“伐”不大可能與同義或近義的“翦”“踐”連用,或是被程度副詞

“肆”修飾,最合理的說法當讀為“纘伐”③。李學勤先生認為前引(j)清

華簡《繫年》14中“成王……殺 子耿”與大保簋(《集成》4140)中“王伐

錄子 ”為同一件事,“ 子耿”即是“錄子 ”,為商紂王之子,名祿字子

,其廟號為武庚。小臣單觶(《集成》6521)“王後阪克商”即指《繫年》14
所言成王後伐商邑,殺 子耿;加之《繫年》13所言武王先伐商邑,殺三

監,武、成王一前一後伐商邑,即是宜侯夨簋(《集成》4320)所云“王(康

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④。這就從全篇文義上傾向於將(j)中的“ ”
訓為“繼”,讀為“纂”或“纘”。總之,上舉(f)-(j)中“ ”相關諸字形體

雖或有訛變,但皆本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⑤,表示的是語言中的

同一個詞“纂”或“纘”,其義為“繼”,證之於全篇文義亦順適。
上述(f)-(j)中“ ”相關諸字的釋讀意見是有充分理據的。考馬

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謂燕王章》220:“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

趙之棄齊,說沙也。”其中“說沙也”一語,《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

(三)》新校理本據原注:“沙字與躧字音同通用。躧,拖鞋。《蘇秦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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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讀書會《<清華簡(貳)>討論記錄》,復旦大學出土文

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746,2011-12-23。
李春桃《說<尚書>中的“敉”及相關諸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2015第6輯,頁709-

710。
黃甜甜《<繫年>第三章“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補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2012年第2期,頁55。
李學勤《夏商周研究》,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102、261-262。

上舉(i)、(j)中的“ ““ ”字亦可隸作屎尿之“屎”,張富海先生進一步論證了“屎”與
“沙”“徙”“纂”或“纘”等字古音相近,此處“屎”可讀作訓為繼的“纂”或“纘”。見張富海《漢人所

謂古文之研究》,綫裝書局,2007年,頁44-46。



作‘如脫躧矣’。《燕策》作‘猶釋弊躧’,姚本注:‘一云脫屣也’。”①可知,

上舉帛書中“說沙”當讀為“脫屣”②,“躧”之異體作“屣”,亦如“纚”異體

作“縰”(如《文選·左思<魏都賦>》:“岌岌冠縰。”李善注:“鄭玄《禮記》

注曰:‘纚,今之幘也。纚與縰同。’”《廣韻·紙韻》:“縰,同纚。”《集韻·

紙韻》:“纚,……或作縰。”)可知,“躧”“纚”所從的聲符“麗”,與“屣”
“縰”所從的聲符“徙”,以及上舉“說沙也”之“沙”,三者古音相近,例可

通假③。又春秋時期的取膚盤(《集成》10253)“取膚呂,子商鑄盤,用媵

之麗 ”之“麗”字下部的三點,蘇建洲先生從高佑仁之說,認為可看作是

沙子之“沙”的象形初文“少”,此形即為加注在“麗”字之上的聲符,亦可

認為是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④。此例亦可證“沙”與“麗”古音相

近。再如,上博簡(六)《孔子見季桓子》5:“服 ,弗見也。”⑤郭永秉先生

綜合陳劍、吳振武、裘錫圭等先生的考釋意見,認為“ ”從舄、 省聲,

而“ ”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此字即是楚文字中表示“屣”這個詞

的專字,在簡文中可讀為“鮮”⑥。“屣”從“徙”聲,而記錄“屣”這個詞的

楚文字“ ”之聲符與“沙”聲關係密切,“徙”“沙”古音相近⑦。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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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三)》,中華書局,2014年,頁245、246。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2。禤健聰《<懷沙>題義新

詮》,《文史》2013年第4輯,頁229。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

學出版社,2012年,頁168。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2。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

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8。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

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69-370、387-388。
蘇建洲《釋與“沙”有關的幾個古文字》,《出土文獻》2016年第9輯,頁127-128。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14、139。
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95-297。郭永秉《古文字與古文獻

論集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237-239。禤健聰《<懷沙>題義新詮》,《文史》2013年第

4輯,頁229-230。
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70。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2。



下文所論古文字“徙”本從辵、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①。古音“徙”

為心母歌部,“纂”為精母元部,心母和精母古屬齒頭音,歌部和元部屬

陰陽對轉,“徙”“纂”“沙”古音相近②。又《爾雅·釋詁上》:“纂,繼也。”
《說文·糸部》:“纘,繼也。”裘錫圭先生已詳證“纂”或“纘”表示的是同

一個詞,其義為“繼”③。可知,(f)—(h)中“ ”相關諸字皆從“沙”的象

形初文“少”得聲,當讀為“纂”或“纘”,訓為“繼”④。

另外,“ ”相關諸字還見於師 鼎(《集成》2830)“白(伯)大(太)師

臣皇辟”。其中,“ ”字或從甚聲,讀為任;“ ”字可隸作“ ”,從
省聲,亦可讀為訓作“繼”的“纂”或“纘”,此與 甗(《集成》948)“師雍

父 史(使) 事於 侯”中的“ ”字同⑤。亦見於牆盤(《集成》10175)

“天子 (恪) 文武長剌”,“剌”讀為“烈”,義為“功烈”;此句亦對應於

《尚書·大誥》“予翼以於敉文武圖功”,“翼”為虛詞,讀為“異”⑥,“圖”訓

為“大”。裘錫圭先生認為牆盤中“ ”字可隸作“ ”,此為“饌”字異體,
後用來表示《說文·食部》中的“饡”,其從食、 省聲,而 從“沙”的象形

初文“少”得聲,可讀作訓為繼的“纂”或“纘”⑦。以上牆盤中的“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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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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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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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70。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2。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
裝書局,2007年,頁101。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綫裝書局,2007年,頁45-46。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70。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3-15。裘錫圭《裘錫圭學

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8-170。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

集》,綫裝書局,2007年,頁101。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

157。李春桃《說<尚書>中的“敉”及相關諸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2015第6輯,頁705-
706。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8。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17-218。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70。李

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和研究》,中華書局,2016年,頁111。



《尚書·大誥》中的“敉”處於同一語法位置,其義相近,“敉”亦當訓為

“繼”。考“敉”字與《說文·攴部》中訓為“撫”的“敉”字同形,“敉”之或

體作“侎”,其所從“人”形在古文字中常與“尸”形訛混①,如上述(g)中

“ ”字所從的“人”形即是“尸”形之訛。(i)中的“ ”字與(j)中的“ ”

字本皆從“尸”、從“米”,學者或不知“人”“尸”二形之訛混,徑隸作

“侎”②,黃甜甜、李守奎、李春桃、蘇建洲等已指其非,認為其當隸作從

“尸”、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的“ ”③,我們認為此字可讀作訓為

繼的“纂”或“纘”。檢“敉”字亦見於《尚書》中《立政》“亦越武王,率惟敉

功”、《大誥》“肆予曷敢不越卬敉文王大命”、《洛誥》“四方迪亂,未定於

宗禮,亦未克敉公功”等。《尚書》多存古字,李春桃先生結合古文字資

料中“ ”相關字形,認為上舉各篇中的“敉”字本作“侎”,其與《說文·攴

部》和《爾雅·釋言》中訓為“撫”而“讀若弭”的“敉”字音、義皆無涉,二

者只是同形關係,“侎”當為上述(i)、(j)中的“ ”“ ”等字之隸變,可訓

為“繼”④。再如毛公鼎(《集成》2841)“已,曰 玄(茲)卿事寮、太史寮,

·432·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七輯)

①

②

③

④

李守奎《楚簡中“尸”與“人”的區別與訛混———釋楚簡中“作”與“居”的異體》,《中國文字

研究》2011年第15輯,頁45。李春桃《說<尚書>中的“敉”及相關諸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

究》2015第6輯,頁706。
吳式芬輯錄《攈古錄金文》,《續修四庫全書·金石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680。

劉心源撰《奇觚室吉金文述》,《金文文獻集成》第13冊,綫裝書局,2010年,頁204-205。郭沫若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科學出版社,1957年,頁220。容庚編著《善齋彝器圖錄》,《金文文

獻集成》第20冊,綫裝書局,2010年,頁484。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中西書

局,2011年,頁142。
黃甜甜《<繫年>第三章“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補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2012年第2期,頁53-55。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

162。李春桃《說<尚書>中的“敉”及相關諸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2015第6輯,頁706-
708。蘇建洲《釋與“沙”有關的幾個古文字》,《出土文獻》2016年第9輯,頁143。

李春桃《說<尚書>中的“敉”及相關諸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2015第6輯,頁703-
708。此文引陳劍之說,認為上引《洛誥》當作“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其中“敉”
當讀為“選”。



於父即尹”,關於“ ”字的釋讀,諸家意見各異①。何景成先生引馮勝君

之說,認為此“ ”字或為《說文·攴部》中的“敉”“敹”,亦即《說文·辵

部》“ (徙)”之古文“ ”,可讀作訓為繼的“纂”②。李春桃先生主張隸定

此字作“ ”,從殳、沙省聲③,後人因形近將“ ”字誤作“敉”,其左旁

“少”誤認為“米”,右旁“殳”誤認為“攴”。可知,“敉”字亦可能直接來源

於上舉毛公鼎中的“ ”④。

上引(i)為齊器,其中“ ”字從“尸”、從“米”,同為齊器的陳 簋

(《集成》4190)中的“ ”字從“ ”“ (‘ ’之變體)”聲,叔弓鎛(《集

成》285.7)中的“ ”字從“攴”“ (‘ ’之變體)”聲⑤。李家浩先生認

為“ ”字以及“ ”和“ ”字所從“ ”(或其變體“ ”)中的“米”形,似

應隸定為“上從‘少’下從‘小’”形,後進一步訛變為《說文·辵部》“

(徙)”之古文“ ”和屎尿之“屎”所從的“米”形。而“ ”字為“ ”之變

體,偏旁“ ”為“ ”之變體,可知“ ”和“ ”字的聲符皆為“ ”之變

體,本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又因古音“沙”屬生母歌部,“選”

屬心母元部,生母、心母古屬齒音,歌部、元部陰陽對轉,“沙”“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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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石帥帥《毛公鼎銘文集釋》,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頁150-154。
何景成《論西周王朝政府的僚友組織》,《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

頁20。

我們認為“ ”可隸作“ ”,其所從的聲符“少”當從陳劍先生之說,其為沙子之“沙”的象

形初文,見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年,頁101。
李春桃《說<尚書>中的“敉”及相關諸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2015第6輯,頁713-

714。

陳劍先生論述了古文字中所從“尾”形的訛變情形,可與陳 簋中“ ”字和叔弓鎛中

“ ”字所從聲符“ ”中的“尾”形進行對比。見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295-296。



古音近,“ ”和“”字當讀為“選”,或是齊系金文中表示選擇之“選”的

專字①。就相關辭例而言,陳 簋“ 擇吉金”與叔弓鎛“ 擇吉金”中的

“ ”和“”字皆讀為“選”,於例亦合。裘錫圭先生認為李家浩之說中所

謂“上從‘少’下從‘小’”之偏旁實是由“少”所訛變而成的“米”,“東周銘

文中‘ (引者按,此為“ ”之變體)’、‘屎(引者按,此為“ ”之變體)’二
字,似可認為已由從‘少’訛變為從‘米’。至於屎尿之‘屎’與‘ ’的變體

‘屎’究竟是什麼關係,似還可進一步研究。”②吳振武、宋華强先生羅列

了“ ”“ ”相關諸字的演進序列,可見其所從的“少”形訛變為“米”形的

過程③。李守奎先生認為《說文·辵部》“ (徙)”之古文“ ”當為齊系古

文,源自叔弓鎛中“”字的左旁“ ”,其左上部構件是“尾”字之訛變,左

下部構件係“少”字之訛變,與(i)中的“ ”字無涉④。檢齊系官璽如《吉
林大學藏古璽印選》1中的“ 鹽之璽”之“ ”,相同字形和辭例亦見於

《古璽彙編》0198、0200、0201、0202等齊璽中,清代宋書升《續齊魯古印

捃·序》對比《汗簡》卷上之一第一“徙”字下所引碧落碑中的“ ”字,釋
“ ”為“徙”⑤。曾憲通先生從宋書升釋“徙”之說,認為《說文·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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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3-14。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

集·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58。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

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79-82。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
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8-169。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8。
吳振武《古璽姓氏考(復姓十五篇)》,《出土文獻研究》1998年第3輯,頁74-75。宋華强

《清華簡<繫年>“纂伐”之“纂”》,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

article.php?id=1599,2011-12-21。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61。
此處所引清代宋書升之說,見其為《續齊魯古印捃》所作的序言,轉引自曾憲通《論齊國

“ 之璽”及其相關問題》,《華學》1995年第1期,頁72-73。曾憲通《楚文字釋叢(五則)》,《中
山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頁62。



(徙)”之古文“ ”當本於“ ”字所從的“ ”①。趙平安先生認為“ ”字

從“辵”“ ”聲,依例可隸作“ ”,此或為齊文字中表示“移徙”之“徙”的

專字②。“徙”字所從聲符“ ”實為“ ”之變體,其下部構件當是“少”形
所訛變而成的“米”形,此字本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類同於上引

李家浩先生所隸定的齊系文字中“上從‘少’下從‘小’’”之形,此形可能

是齊文字中“米”形的一種特殊寫法③。另外,《說文·攴部》:“敹,擇也。

從攴、 聲。《周書》曰:‘敹乃甲胄’。”其所引《周書》見於《尚書·費誓》:
“善敹乃甲胄,敿乃幹,無敢不弔!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

不善!”關於“敹”字的釋讀,諸家或訓為“簡”;或認為有穿徹連綴之義;

或訓作“陳”④。考《書古文訓》中此“敹”字作“ ”⑤,亦即叔弓鎛中的

“”字之隸變,“ ”“ ”以及“”之左旁“ ”皆為《說文·辵部》“ (徙)”

之古文“ ”的變體,《尚書·費誓》中的“敹”亦可讀為“選”,義為簡選⑥。

裘錫圭先生認為,“‘古文’是見於《說文》和三體石經(曹魏正始年間所

立)的一種古字體,其主要來源是西漢時發現的‘孔壁(曲阜孔子故宅屋

壁)古文’等用古文字抄寫的經籍。……現在多數學者認為‘古文’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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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憲通《論齊國“ 之璽”及其相關問題》,《華學》1995年第1期,頁73。曾憲通《楚文

字釋叢(五則)》,《中山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頁62-63。
趙平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135-136。施謝捷《古

璽彙考》,安徽大學文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頁54-55。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3-14。裘錫圭《裘錫圭學

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8。吳振武《古璽姓氏考(復姓

十五篇)》,《出土文獻研究》1998年第3輯,頁74-75。
李春桃《說<尚書>中的“敉”及相關諸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2015第6輯,頁710-

711。
顧頡剛、顧廷龍《尚書文字合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3016。
大徐本《說文·攴部》中“敹”下反切標注為“洛簫切”,古音屬宵部,此處讀為元部的“選”,

其間討論較繁。見李春桃《說<尚書>中的“敉”及相關諸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2015第6
輯,頁711-712。



體是齊魯文字”①。研究者一般認為《說文》中所載古文多為戰國齊魯文

字②,《說文·辵部》“ (徙)”之古文“ ”可能源於前舉齊器叔弓鎛中

“”字之左部構件“ ”,上引《尚書》《說文·攴部》中的“敹”字亦與之

有關。

考《說文·辵部》“ (徙)”之古文“ ”,亦或與逆鐘(《集成》62)、師

簋(《集成》4311)和師道簋(《新收》1394)中表示“彤 (沙)”之“

(沙)”的“ ”“ ”和“ ”諸字有關。具體而言,“ ”或由“ ”字訛變而

成,“ ”字所從“尾”中的“毛”形訛作“ ”中的“火”形,其所從的“少”形
亦訛作“米”形。前舉裘錫圭先生已說明《說文》中所載“古文”之主體是

齊魯文字③,《說文·辵部》“ (徙)”之古文“ ”亦或為齊文字,源自齊器

叔弓鎛中“(選)”字左部構件“ ”和陳 簋“ (選)”字上部構件“ ”,

孫剛《齊文字編》卷二“徙”欄亦列入“ ”字④。曾憲通先生認為“ ”字

下部從“米”形,與齊文字尤近,實際上是齊文字“ ”之訛變,“頗疑齊璽

文之 是 之變體,流行於齊地,《說文》古文既來源於‘壁中書’,故以流

行於齊魯之 作為徙的古文,自是情理之中事。從現有的材料看,它們

都源於西周金文的 (引者按:此字即逆鐘(《集成》62)、師 簋(《集成》

4311)和師道簋(《新收》1394)中‘彤 (沙)’之‘ (沙)’)字”⑤。李家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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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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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裘錫圭《<戰國文字及其文化意義研究>緒言》,《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2015第6輯,頁

222。
楊澤生《戰國楚竹書研究》,中山大學文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頁119-125。陳劍

《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464。
裘錫圭《<戰國文字及其文化意義研究>緒言》,《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2015年第6輯,

頁222。
孫剛《齊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43。

曾憲通《論齊國“ 之璽”及其相關問題》,《華學》1995年第1期,頁80。曾憲通《楚文

字釋叢(五則)》,《中山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頁62-63。



先生認為九店楚墓 M56簡15中的“ ”字,亦見於長沙楚帛書《丙
篇》①,其為“ ”字之省寫,與《說文·辵部》“ (徙)”之古文“ ”即“ ”
字為同一個詞的不同寫法②,“ ”字即《古文四聲韻》卷三紙韻“徙”字所

引《古老子》中的傳抄古文字“ ”③。對於(a)—(e)甲骨文中“ 田”之
“ ”字與“ ”字的關係,各家持見不一④。今從李守奎、黃甜甜等先生

之說,認為此二者在字形和用法上皆有區別,“ ”本為屎尿之“屎”字,
“ ”本為彤沙之“沙”字⑤,但“ ”與“ ”二字的基本聲符皆為“少(小)”,
即沙子之“沙”的象形初文。今檢“徙”字的諸種傳抄古文形體,見於《傳
抄古文字編》卷二“徙”欄中⑥,徐在國、李春桃先生將傳抄古文字“徙”和
出土古文字資料中“徙”相關諸字進行了對比研究,認為“ ”乃由叔弓鎛

中“”字的左旁“ ”訛變而成⑦,而《古文四聲韻》卷三紙韻“徙”字所引

《古老子》中傳抄古文字“ ”的左旁“ ”乃是“ ”“ ”之訛變。其說

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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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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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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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憲通《長沙楚帛書文字編》,中華書局,1993年,頁68。

董蓮池先生認為《說文·辵部》“ (徙)”之古文“ ”即是“ ”字,其所從的“米”乃訛體,
見董蓮池編著《新金文編·自序》,作家出版社,2011年,頁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中華書局,2000年,頁70。
胡厚宣《再論殷代農作物施肥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頁103。俞偉超《中

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3。曾憲通《楚文字釋叢(五則)》,《中山大學

學報》1996年第3期,頁62-63。曾憲通《論齊國“ 之璽”及其相關問題》,《華學》1995年第1
期,頁73。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

81、370、387-388。李家浩《清華竹簡<耆夜>的飲至禮》,《出土文獻》2013年第4輯,頁24-25。李

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61。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62。黃甜甜《<繫年>第三

章“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補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頁55。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研讀劄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

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760,2011-12-31。
徐在國編《傳抄古文字編》,綫裝書局,2006年,頁158。
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41-42。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

整理和研究》,中華書局,2016年,頁110-111。



上引(i)、(j)中“ ”“ ”可隸作“屎”,其所從的“米”形實是由(f)—
(h)中“ ”相關諸字所從的“少”形訛變而來。考《說文· 部》:“糞,棄
除也,從廾,推 棄釆也,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吳振武先生認

為官溥之說有理,古文字中“屎”所從的“米”形為糞便的象形寫法。而

齊系文字中的“米”形偏旁有兩個不同來源:一是源於真正的“米”字,即
《說文·米部》:“米,粟實也,象禾實之形。”如《古璽彙編》3519、3693中

“麋”字和3573中“廩”字等,其所從皆為真正的“米”字;二是源於糞便

的象形寫法,如《古璽彙編》3081中“ ”字,其從屎省、矢聲或從屎象形、
矢聲,可讀為“矢”,此字下部構件為“米”形,象糞便之形,當為屎尿之

“屎”(古書亦作“矢”)的異體字①。今檢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行51
中“ ”②字從屎省、矢聲,亦見於《玉篇·尸部》:“ ,糞也,與矢同,俗又

作屎。”③“ ”與前舉“ ”字均表示語言中的屎尿之“屎”這個詞。又甲

骨文中的“糞”字作“ (《合集》10956)”“ (《屯》2858)”④,其所從的

“少”形即是《說文· 部》中官溥所謂“似米而非米者,矢字”,後漸訛變

為“ (《璽彙》5290)”“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86)”“ (睡虎地秦

簡《日書》乙種69背)”⑤等秦漢文字中所從的“米”形⑥。與之相類似的

構件訛變情形,亦見於上引(a)-(e)中“ ”字所從的“少”形,其在(f)-
(j)中皆訛變為“屎”所從的“米”形,此或與偏旁“米”表聲有關⑦。黃甜

甜探討了清華簡《繫年》書寫者對偏旁“米”形的書寫習慣,並類比“ ”相
關諸字所從的“少”形,認為此“少”形可能被《繫年》書寫者訛作(j)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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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松長編著《馬王堆簡帛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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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釗編纂《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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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頁253。李守奎

《“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6。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6。



“ ”所從的“米”形,亦即說“ ”或是“ ”之變體①。

李家浩先生認為前舉(f)中的“ ”、(g)中的“ ”及陳侯因 敦中的

“ ”,皆當讀為“纂”,並舉書證云:“《禮記·祭統》引孔悝鼎‘纂乃祖服’
(裘錫圭先生按語:‘孔悝鼎銘原文為“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鄭注:
“纂,繼也。服,事也。”鼎銘下文尚有“若纂乃考服”語’②)、《左傳》襄公

十四年‘纂乃祖考’,鄭玄注和杜預注並云‘纂,繼也’”③裘錫圭、宋華强

先生皆從李家浩之說④。李守奎先生認為上引(a)-(e)中的“ ”字即

是屎尿之“屎”的本字,“ ”字所從的“少”形訛變作“屎”字所從的“米”
形,“米”後來在“屎”字中兼具表音(古音“屎”為書母脂部,“米”為明母

脂部,古音相近⑤)。(f)—(j)中“屎”皆當讀為“纂”,但考慮到“屎”為書

母脂部,“纂”為精母元部,二字古音稍隔⑥。張富海先生亦認為上引(a)

-(e)、(h)中隸作“ ”之字即是屎尿之“屎”,而“屎”為書母脂部,“徙”為
心母歌部,並進一步舉證古音書母和心母、脂部和歌部或可相通⑦,“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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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黃甜甜《<繫年>第三章“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補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2012年第2期,頁54-55。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研讀劄

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

1760,2011-12-31。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9。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4。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9。宋

華强《清華簡<繫年>“纂伐”之“纂”》,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

show_article.php?id=1599,2011-12-21。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6。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7、162。
古音書母和心母或相通,如書母“輸”字和心母“緰”“隃”字皆從“俞”得聲。古音脂部和歌

部亦或相通,如《尚書·禹貢》“厥土青黎”之“黎”,《史記·夏本紀》作“驪”,而“黎”是脂部字,
“驪”是歌部字;《爾雅·釋水》“水草交為湄”,陸德明《釋文》“湄或作 ”,“湄”是脂部字,“ ”所
從的聲符“糜”是歌部字;古文字中脂部字“邇”多從歌部的入聲月部字“埶”得聲;《周禮》鄭玄注

認為故書“箭”作“晉”,“箭”為歌部之陽聲元部字,“晉”為脂部之陽聲真部字。以上諸證多見於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綫裝書局,2007年,頁45。蘇建洲《釋與“沙”有關的幾個古文

字》,《出土文獻》2016年第9輯,頁140-142。



“徙”古音相近,而“‘沙’、‘徙’、‘選’、‘纂’,‘差’等字語音相近,沒有問

題”,“‘屎’字及從‘屎’得聲的字讀為‘沙’、‘徙’、‘差’、‘選’、‘纂’等是

有可能的”①,上引(i)、(j)中的“ ““ ”字皆可隸作屎尿之“屎”;此字亦

可看作是“ ”字之變體,其所從的“米”形是(a)-(h)中“ ”相關諸字所

從的“少”形之訛變,皆本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可讀為訓作“繼”
的“纂”或“纘”②。

李家浩、曾憲通、張富海先生認為古文字中的偏旁“尸”與“尾”往往

通用,從“尾”的“ ”“ ”與甲骨文、西周金文中從“尸”的“ ”當為一字,

上舉陳 簋中從“ ”“ ”聲的“ ”字即是(g)中從“ ”“ ( 所從的‘尸’

訛變作‘人’)”聲的“ ”字③。但是,古文字中偏旁互換的情形還應當考

慮其詞義的發展變化,周忠兵先生舉例《 簋》中的“ ”字,即“馘”字表

意初文,本義或為戰爭中剝取頭皮,其異體為《說文·耳部》中訓為“軍
戰斷耳”的“聝”字,前者從“首”,後者從“耳”,二者可能反映了戰爭中計

功方法的差異(前者以獻頭皮計功,後者以獻左耳計功),“我們現在使

用的表‘馘’一詞的兩個異體‘馘’與‘聝’可能並非共時的,而是有先後

關係的”,“不是簡單的偏旁互換”④。古文字中義近形旁通用須具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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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綫裝書局,2007年,頁44-46。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中西書局,2011年,頁142。俞偉超《中國古代

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2-14。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

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7-170。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
年第6輯,頁155-157。黃甜甜《<繫年>第三章“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補論》,《深圳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頁54-55。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

簡>研讀劄記》(貳),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

Web/Show/1760,2011-12-31.李松儒《清華簡<繫年>集釋》,中西書局,2015年,頁80-83。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3。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

之研究》,綫裝書局,2007年,頁45。曾憲通《論齊國“ 之璽”及其相關問題》,《華學》1995年

第1期,頁72。
周忠兵《說古文字中的“戴”字及相關問題》,《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2013年第5輯,頁

365-366。劉洪濤《曾姬壺銘“戴在王室”解》,《長江學術》2015年第2期,頁124-125。



定的條件,並非任何條件下皆可通用①。李守奎先生認為“屎”所從的

“尸”表示人體部位,“ ”所從的“尾”是獸尾毛物,“尸”“尾”之義各有所

指,其在楚文字中區別明顯,未見訛混,不能通用②,如在甲骨文賓組中

既見“尸”字(《合集》832、《合集》6459、《合集》6461正、《合集》6583、《合
集》《合集》),亦見有“尾”字(《合集》136正),在同一賓組卜辭中,此二字

相別不混。即便在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和《漢印文字徵》卷八中“屈”
字或從“尾”或從“尸”作③,似可證實作為偏旁的“尸”與“尾”相通用④,
但因所舉例證皆屬於較晚的秦漢時期,故此不可作為古文字演變過程

中的通例⑤。李說有理。
今綜合諸說,並擬作“ ”相關諸字的可能性演進序列如下:

1.(《合集》9572)
  
→ (逨盤)  → (陳侯因 敦)  → (清

華簡《繫年》14)
  
→ 侎(《說文·攴部》“敉”之或體)  → 敉(《尚書》中

《立政》《大誥》《洛誥》等篇)⑥

2.(毛公鼎)  → 敉(《尚書》中《立政》《大誥》《洛誥》等篇)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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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張桂光《古文字中的形體訛變》,《古文字研究》1986年第15輯,頁175-176。張桂光《古
文字義近形旁通用條件的探討》,《古文字研究》1992年第19輯,頁580-585。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5、159。
張守節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1994年,頁137。羅福頤編《漢印文字徵》

卷八,文物出版社,1978年,頁18。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3。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9。
宋華强《清華簡<繫年>“纂伐”之“纂”》,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

org.cn/show_article.php?id=1599,2011-12-21。

此“敉”字亦可能有另外的來源,如上述毛公鼎中的“ ”字,或因形近而為後人誤認為

“敉”。李春桃《說<尚書>中的“敉”及相關諸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2015第6輯,頁713-
714。蘇建洲《釋與“沙”有關的幾個古文字》,《出土文獻》2016年第9輯,頁129。宋華强《清華

簡<繫年>“纂伐”之“纂”》,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
php?id=1599,2011-12-21。



三、古文字中的“““ ”相關諸字

上文主要考述了“ ”相關諸字的演變源流,以下擬從字形和辭例的

角度來說明古文字中“ ”和“ ”相關諸字之間的關係。今檢從“ ”諸

字,如楚文字“ (從辵、 聲)”“ (從辵、 聲)”“ (從止、 聲)”並見

於清華簡《繫年》9、39、57中,其所從聲符“ ”中的“少”形皆未訛變為

“米”形,黃甜甜認為是“ ”所從的“少”形與“尾”形末端存在相類似的部

分,二者有共筆現象。如上舉《繫年》9、39、57中“ ”相關諸字的聲符

“ ”,其“少”形與“尾”形末端存在共筆,最終“少”形只保留了其下部的

一左撇筆畫,可知此類楚文字的偏旁“ ”中已無完整的“少”形,也就沒

有了訛變為“米”形的可能性①。

另外,考曾侯乙墓竹簡1正“右令建所乘大旆:雘輪,弼,鞎, ,

畫 , 韌”,其中“ ”字亦屢見於此批竹簡3、7、13、16、18、22、25、26、

30、32、36、38、39、43、84、101、105等②。原整理者將其左旁隸作“舌”③。

何琳儀先生隸定此字為“尾舌”,從舌聲,並認為其左旁是“尾”之省寫,此

省變過程為: ——— ——— ——— ——— ④。檢楚文字中從“尾”

之字亦作“ (上博簡(六)《孔子見季桓子》5)”“ (上博簡(六)《孔子見

季桓子》2)”“ (上博簡(六)簡《孔子見季桓子》4)”“ (上博簡(六)《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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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黃甜甜《<繫年>第三章“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補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2012年第2期,頁55。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研讀劄記》(貳),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760,

2011年12月31日。
張光裕、滕壬生等主編《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頁200。
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曾侯乙墓(上)》,文物出版社,1989年,頁

490。
何琳儀《古兵地名雜識》,《考古與文物》1996年第6期,頁71-72。



子見季桓子》22)”“(上博簡(六)《孔子見季桓子》5)”“ (包山楚簡61)”

“ (包山楚簡157)”“ (《璽匯》3599)”“ ①”等,其中,《璽彙》3599為

楚國的姓名私璽,“ ”字上部係“尾”形之訛變,當從劉釗先生釋為

“屈”②。“ ”字見於楚國官璽,其下部亦為“尾”形之訛變,當從陳劍先

生釋為“ ”③。上述楚文字所從“尾”旁右下部象“倒毛”形且向左右延

伸的短斜畫,與其中間豎畫或斜畫的交接位置有時會錯開,同類訛變的

形式亦見於楚文字“求”中,如郭店楚簡《成之聞之》37、38中的“求”字作

“ ”““ ”,至上博簡(六)《孔子見季桓子》5中的“求”字則作“ ”,其
“字形將本應寫在下部豎畫兩邊的筆畫寫成了偏於左側”④,此或是楚文

字中的一種習慣性書寫方法⑤。對比可知,上舉曾侯乙墓竹簡1正中的

“ ”字左旁當與“尾”形有關,宋華强先生隸作“ ”;程燕從宋華强之

說,認為此字左旁所從為“ ”⑥,又“少”“小”古本一字,“ ”與“ ”同,其

認為“ ”字左旁“ ( )”中的“尾”形和“少(小)”形存在借筆,並依其借

筆的類型將楚文字中所見“ ”字以及從“ ”之字分為八類⑦。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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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韓自強、韓朝《安徽阜陽出土的楚國官璽》,《古文字研究》2000年第22輯,中華書局,頁

176。
劉釗《古文字考釋叢稿》,嶽麓書社,2005年,頁197。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建人民出

版社,2006年,頁292。
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95-296。
劉信芳《<上博藏六>試解之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

show_article.php?id=694,2007-8-9。
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96。宋華强《曾侯乙墓竹簡考釋一

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19,2011-
3-21。

程燕《談曾侯乙墓竹簡中的“沙”》,《江漢考古》2015年第2期,頁107。
程燕《談曾侯乙墓竹簡中的“沙”》,《江漢考古》2015年第2期,頁107-108。吳振武《古文

字中的借筆字》,《古文字研究》2000年第2輯,頁308-337。



(清華簡《繫年》9)”“ (清華簡《繫年》39)”“ (清華簡《繫年》57)”諸字

所從的聲符“ ”中,其下部“少”旁借用了上部“尾”旁右下部象“倒毛”形

且向左右延伸的短斜畫。而上舉曾侯乙墓竹簡中隸作“ ”的“ ”字之

聲符“ ”,其“尾”之右下部象“倒毛”形且向左右延伸的短斜畫則借用了

“尾”之左上部“尸”形的部分,且“ ”之下部的“少”形亦借用了“尾”之右

下部象“倒毛”形的部分①。宋華强先生認為此“ ”字從 聲, 從尾、

沙省聲,“‘舌’屬船母月部,‘沙’屬山母歌部,讀音相近,所以也不能排

除‘ ’是個兩聲字的可能性”;並進而歸納了曾侯乙墓竹簡中的“ ”字

有兩類用法:其一見於簡1、7、13、16、18、22、36、38、105中的“畫 ”,簡

25、26、32、39中的“文② ”,簡43中的“ ”以及簡101中的“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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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作為偏旁“ ”的構形中存在借筆的情形還見於“ (長沙戈,《集成》10914)”“ (長
沙戈,《集成》10915)”等字中。1974年,湖南長沙識字嶺一號楚墓中出土有“長沙戈”,其中“長

沙”當為其製造地或置用地。此戈中的地名“長沙”之“沙”作“ (長沙戈,《集成》10914)”

“ (長沙戈,《集成》10915)”,劉釗先生隸“ ”字作“ ”,其所從的“邑”習見於戰國時期的

地名用字中,並認為“該‘ ’字右旁從‘尾’從‘塵’,‘塵’字從‘小’從‘土’,‘塵’所從之‘小’與尾

字連寫在了一起,還因類化的緣故與上部的‘尾’字筆畫寫成了一樣的形狀”,“塵”所從“小”形的

下部也可能存在借筆而實作“少”形,若此字從“土”從“少”作,“應該就是‘沙土’之‘沙’加‘土’為

義符的異體”。禤健聰先生隸“ ““ ”字作“ ”,從邑從土、“ ”省聲,其所從的“土”為古

文字中常見的累增偏旁;隸“ (《包山楚簡》78)”字作“ ”,從邑、“ ”聲,二者是異體關係,

是楚文字中表示“長沙”之“沙”的地名專字。見劉釗《書馨集———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叢》,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93-94。禤健聰《<懷沙>題義新詮》,《文史》2013年第4輯,頁227-229。

我們認為“ (長沙戈,《集成》10914)”“ (長沙戈,《集成》10915)”字從邑從土、“ ”聲,當

讀為地名“長沙”之“沙”,其所從“ ”中“少”形與“尾”之右下部象“倒毛”形的部分存在借筆。

關於此處“文”字的釋讀,見白於藍《釋“ ”》,《古文字研究》2010年第28輯,中華書局。

簡43中“ ”之“ ”當為簡101中“ ”之“ ”的異體,亦作“貧”“紛”,皆從分聲,

表示的是同一個修飾“ ”的詞,見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曾侯乙墓

(上)》,文物出版社,1989年,頁502。



其二見於簡3、30、84中的“又(有) ”。前一類讀為《說文·車部》中訓

作“車約 ”之“ ”或《周禮·考工記》中“容轂必直,陳篆必正”之“篆”,

鄭注:“篆,轂約也。”後一類讀為《說文·金部》中訓作“鈹有鐔”之
“鎩”①。

程燕詳加論證了“ ”字“很可能是一個構形比較特殊的雙聲字”,

“ ”“舌”皆為聲符,可讀為金文中“彤沙”之“沙”②。並依“ ”字在曾侯

乙墓竹簡中的相關辭例而分為三組:其一為“畫 ”,指“有花紋的繁

纓”;其二為“三菓(戈),又(有) ”,指“三個‘戈’內端都懸垂有纓飾”;

其三為“ ”,可讀為“黺沙”,指“有黺彩文的繁纓”③。李守奎先生認

同程燕釋曾侯乙墓竹簡中的“ ”為“沙”之說,並隸簡1、3、30等中的

“ ”作“尾舌”,認為其從“尾”而非從“ ”,而“尾舌”“ ”二字的構形原理

相同,但前者從舌聲,後者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其聲紐皆為舌

聲,韻部為歌、月陰入對轉,二字可相通假。簡30所記曾侯乙墓中的

“戟”之形制,如“一戟,三菓(戈),又(有)尾舌,一翼之 ”,即指“一個戟

上,有兩個或三個戈,戈上有蘇,戟上還有名為‘ ’的旗子”④。蘇建洲

先生轉引上述宋華强之說,認為曾侯乙墓竹簡中的“ ”字之形符或是

“ ”之省寫,不當作“尾”⑤。陳斯鵬先生總結了古代字書中“舌”字的聲

系,認為其可分為兩個不同的語音系列:其一,上古音屬月部;其二,“上

古音不出葉、緝、談、侵諸部,共同特點是有一個唇音韻尾-p或-m,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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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宋華强《曾侯乙墓竹簡考釋一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
cn/show_article.php?id=1419,2011-3-21。

程燕《談曾侯乙墓竹簡中的“沙”》,《江漢考古》2015年第2期,頁108。黃德寬《古漢字發

展論》,中華書局,2014年,頁353-358。
程燕《談曾侯乙墓竹簡中的“沙”》,《江漢考古》2015年第2期,頁108-109。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9。
蘇建洲《釋與“沙”有關的幾個古文字》,《出土文獻》2016年第9輯,頁136-137。



母則以舌頭音為主,應該有一致的語音來源”①。如曾侯乙墓竹簡中屢

見的“ ”字,並隸作“ ”,其典型辭例如簡1正中的“畫 ”和簡3中的

“三 (戈),又(有) ”。此“ ”字從尾、舌聲,應屬上舉第二類“舌”聲

系,疑可讀為《說文·竹部》中訓“竹席”的“簟”或《說文·艸部》中訓

“蓋”的“笘”。簡1正中的“畫 ”可能是指“有圖案之席蓋或墊席”,簡3
中的“ ”可能是指“擺放戈戟時用來裹墊戈頭的席子”②。

綜上,曾侯乙墓竹簡中的“ ”字實為兩聲字,其所從聲符為“ ”和
“舌”,當隸作“ ”,可讀為金文中習見的“彤沙”之“沙”。此字左部聲旁

“ ”當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小)”得聲,其上部的“尾”形與下部“少
(小)”形交接處存在借筆,而“尾”形中的右下部象“倒毛”形的部分亦與

其左上部“尸”形存在借筆,這就造成了曾侯乙墓竹簡中“ ”相關諸字

所從聲符“ ”中的“少”形最終未能訛變成為“米”形。

與之不同的是,上引齊器陳 簋中“ ”字所從的“ ”、叔弓鎛中“”

字所從的“ ”、齊系官璽如《吉林大學藏古璽印選》1和《古璽彙編》

0198、0200、0201、0202等古璽中“ ”字所從的“ ”、《說文·辵部》“

(徙)”之古文“ ”(此源於齊器叔弓鎛中“”字所從的聲符“ ”和陳 簋

中“ ”字所從的聲符“ ”,皆為“ ”之訛變,亦屬齊文字),以上齊文字

“ ”“ ”“ ”中的“米”形皆為“少”形之訛變。此類由“少”形訛變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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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陳斯鵬《“舌”字古讀考》,《文史》2014年第2輯,頁252。
陳斯鵬《“舌”字古讀考》,《文史》2014年第2輯,頁255。



“米”形,亦可能是齊文字中有別於其他系(如楚系)文字的一種特殊

寫法①。

較之於齊、楚文字中“ ”相關諸字形體和用法的區別,在“”相關

諸字中,上引楚文字(j)中的“ ”和齊文字(i)中的“ ”字,皆可隸作屎

尿之“屎”,其所從的“米”形乃是(a)—(e)中“ ”所從的“少”形之訛變。
裘錫圭先生歸納了戰國時代文字劇烈變化的情形,如《說文·前敘》所
言“文字異形”,“主要有兩方面的內容:一、同一個字在不同系或不同國

家寫法不同(包括結構的不同)。二、同一個詞在不同系或不同國家中

用不同的字表示”②。上述“ ”相關諸字在楚文字中所從的“少”形,在
齊文字中皆作“米”形;楚文字借“宔”為“主”,在齊文字中則直接寫作

“主”,此即屬於戰國時代“文字異形”,字形因地而異的例證。“ ”相關

·942·“徙”字源流補說

①

②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3-14。裘錫圭《裘錫圭學

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8。吳振武《古璽姓氏考(復姓

十五篇)》,《出土文獻研究》1998年第3輯,頁74-75。關於齊、楚文字有別的又一例證,如齊文

字“主”一般作“ (《陶文圖錄》2.42.1)”“ (《陶文圖錄》2.1.1)”(齊文字“主”字區別於“王”字

的字形特徵除了最上部有一點外,前者最上部的橫畫是向中間傾斜的),而秦文字“主”亦作“

(睡虎地秦簡《效律》17)”“ (《上海博物館藏印選》28)”,與秦文字相承的漢代銅器上“主”字作

“ (《永始乘輿鼎一》)”“ (《衛少主鼎》)”,《說文·丶部》中訓為“鐙中火主”的“主”字篆體

“主”即源自漢代銅器上的“ (《衛少主鼎》)”這類字形。檢楚文字中無“主”字,但有用為“主”

的“宔”字,字形作“ (包山楚簡202)”“ (郭店楚簡《老子》甲本6)”,《說文·宀部》訓為“宗廟

宔祏”之“宔”字的來源或與之有關。楚文字“宔”所從的“主”,較齊文字中的“主”之下部少一橫

畫,其原因如劉釗先生所言,作為獨立單字的“主”(如齊文字“主”)較作為偏旁的“主”形(如楚文

字“宔”所從的“主”),其構形的發展速度要快得多,以致楚文字“宔”所從的“主”形尚處於“主”字
演進序列的早期,而齊文字“主”則處於此序列的晚期。古文字“主”“宔”的最初之義可能都是表

示“宗廟宔祏”(見《說文·宀部》“宔”字訓釋),在戰國時期齊文字借“主”來表示“大夫”的古稱;
楚文字中無“主”字,借“宔”為“主”。見劉釗《書馨集———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叢》,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3年,頁296-299。張政烺《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年,頁52-53。
裘錫圭《<戰國文字及其文化意義研究>緒言》,《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2015第6輯,頁

221。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62-63。



諸字所從的“少”形和“米”形分別劃然,頗疑其在楚、齊文字中的演進序

列是平行的,或可看作是“ ”相關諸字演變的楚、齊二系說,此與“鹽”字
和“達”字演變的二系說相類似①。而上述“ ”相關諸字在(a)—(e)甲
骨文中從“尸”、從“少”,在(f)—(h)金文中亦從“尸”、從“少”,但在(i)齊
器陳侯因 敦中則變為從“尸”、從“米”,在(j)清華簡《繫年》14中變為從

“尸”、從“米”,皆可隸作屎尿之“屎”字或其變體。可知,清華簡《繫年》

9、39、57中的從“ ”諸字與《繫年》14中的“ ”字在字形上並無相同的

演變趨勢;且前者為楚文字中表示移徙之“徙”的專字,後者為屎尿之

“屎”字的本字,此處當讀為訓作“繼”的“纂”或“纘”,二者在意義上亦無

關聯,“西周至戰國,‘ ’與‘ ’是音、形、義均有別的不同的字”②。上

述“ ““ ”諸字的演變過程不同,李守奎先生認為二者“不僅尸與尾不

同,其下部‘屎’字從的‘小’形點狀物訛變為‘米’形,‘ ’所從的‘少(沙)
一直保留其原貌或被省略’”③。蘇建洲先生不同意李守奎之說,認為上

引甲骨文中“ 田”之“ ”實與《說文·辵部》“ (徙)”之古文“ ”有關,

“ ”與“ ”當源自“ ”,並引古文字異體分工的現象來解釋“ ”所從的

“尸”演變為“ ”所從的“尾”,“此處的‘尾’實由‘尸’添加‘毛’形而來,作
為用字分工的標誌,並非形符,所以分析說牛尾或是鳥尾恐怕是有問題

的”;就二者的用法而言,“‘ ’表示繼纂;‘ ’表示遷徙、挑選等等”④。
李家浩、裘錫圭先生認為古文字中作為偏旁的“尸”與“尾”可通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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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趙平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131-142、77-89。
黃甜甜《<繫年>第三章“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補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2012年第2期,頁55。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研讀劄記》,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760,

2011-12-31.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9。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5、162。
蘇建洲《釋與“沙”有關的幾個古文字》,《出土文獻》2016年第9輯,頁133-134、136。



“ ”與“ ”當是一字①。曾憲通先生認為“ ”“ ”為“ ”衍化而來,與
屎尿之“屎”無關,二者或僅為異字同形的關係②。綜合上述“ ”和“ ”
相關諸字的字形和辭例可知,我們從李守奎之說,認為“ ”和“ ”二字

來源不同。
檢清華簡《繫年》中所見“ ”相關諸字,今具文如下:

(k)三年乃東 ,止於成周。 (清華簡《繫年》9)

(l)秦晉焉始會好,穆力同心,二邦伐鄀, 之中城。 (清華簡《繫年》39)

(m)穆王使敺孟諸之麋, 之徒 。 (清華簡《繫年》57)

上舉(k)中的“ ”字和(l)中的“ ”字皆可隸作“ ”,從“辵”“ ”

聲,其異體為(m)中的“ ”字,可隸作“ ”,從“止”“ ”聲,而“ ”從
“尾”、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徙”“沙”古音相近③,從字形和辭

例而言,(k)—(m)中的“ ”“ ”皆為“徙”,當是楚文字中表示“徙”這

個詞的專字④。又清華簡《楚居》中表示“徙居”之“徙”的專字,如“

(《楚居》2)”“ (《楚居》4)”等字亦皆隸作“ ”,從“辵”“ ”聲⑤。楚文

字中“徙”字相關字形,可參見李守奎編著的《楚文字編》⑥和滕壬生編著

的《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⑦中所列“徙”字條,此不贅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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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3。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

集·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58。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

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8。

曾憲通《論齊國“ 之璽”及其相關問題》,《華學》1995年第1期,頁73。
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70。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2。
李松儒《清華簡<繫年>集釋》,中西書局,2015年,頁67、138-139、180-182。李守奎《“屎”

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8。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0年,頁207-208。
李守奎編著《楚文字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99。
滕壬生編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156-157。



考“ ”字亦見於金文,多表示賞賜物品“戈”所附記的彤沙之“沙”這

個詞,如逆鐘(《集成》62)中“彤 ”之“ ”字、師 簋(《集成》4311)中“彤

”之“ ”字和師道簋(《新收》1394)中“彤 ”之“ ”字等,皆當隸作

“ ”,從“尾”、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可讀為彤沙之“沙”。經郭沫

若、吳振武、陳劍等先生的研究可知,“彤 (沙)”之“ (沙)”的象形初文

見於甲骨文如“ (《合集》33208,師組)”“ (《合集》22477,午組)”“

(《合集》32103,歷組)”等①,亦見於金文如“ (戈網卣)”“ (戈妣辛

鼎)”“ (戈父戊盉)”等②,象戈內上縛以下垂的纓絡形裝飾物③。上述

甲骨、金文“ (沙)”之象形初文中象纓飾形的部分如“ ““ ”和“ ”

等,亦在古文字中作為獨立偏旁與“ ”相結合,如“ (中山王鼎,《集成》

2840)”“ (清華簡《筮法》11)”“ (攻吾王光劍④)”等,皆讀為“也”⑤。
馬承源先生《商周青銅器銘文選》認為“ ”為鳥尾垂毛流蘇之“蘇”的本

字,“沙”為其假借字⑥。李守奎先生亦認為此戈內下垂的纓飾物即是金

文中的“ (沙)”,亦即古書中所謂的“蘇”或“流蘇”,“ ”為“流蘇”之
“蘇”的本字,從“尾”、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⑦。蘇建洲先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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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劉釗編纂《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235。
容庚編著《金文編》,中華書局,1998年,頁820-821。
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四卷,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

40、168-169。吳振武《<合>33208號卜辭的文字學解釋》,《史學集刊》2000年第1期,頁20-23。
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年,頁99-101。

張光裕《錯金攻 王銘獻疑》,《紀念何琳儀先生誕辰七十周年暨古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38-139。
李家浩《攻五王光韓劍與虡王光 戈》,《古文字研究》第17輯,中華書局,1989年,頁

138-144。李守奎《清華簡<繫年>“也”字用法與攻吾王光劍、欒書缶的釋讀》,《古文字研究》第30
輯,中華書局,2014年,頁376-377。蘇建洲《釋與“沙”有關的幾個古文字》,《出土文獻》2016年

第9輯,頁137-139。
馬承源先生《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冊),文物出版社,1986年,頁151。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8-161。



“ ”當源自“ ”,其所從的“尾”形不一定是指牛尾或鳥尾,“ ”所從的

“尸”添加“毛”形而成為“ ”所從的“尾”,此為文字異體分工的標誌,偏
旁“尾”並非形符①。檢戰國文字中多見“ ”或從“ ”聲之字,亦見其所

從的“ ”旁省作“尾”旁的相關諸字②,考其常見的用法,如“ (包山楚

簡78)”“ (長沙戈,《集成》10914)”“ (長沙戈,《集成》10915)”等
字③,從邑(或從邑從土)、 省聲,用作地名“長沙”之“沙”的專字;上引

(k)—(m)清華簡《繫年》9、39、57中的“ ”“ ”“ ”等字,從止(或從

辵)、“ ”聲,讀為“徙”,是楚文字中表示“徙”這個詞的專字;叔弓鎛中的

“”和陳 簋中的“ ”等字,從攴(或從 )、從“ ”之變體“ ”得聲,讀
為“選”,是齊文字中表示“選”這個詞的專字;郭店楚簡《五行》17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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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蘇建洲《釋與“沙”有關的幾個古文字》,《出土文獻》2016年第9輯,頁136。

春秋中期楚國章子國戈銘文有“章子國尾其元金,為其交戈”,其中“尾”字作“ ”,此即

“ ”字省去聲符“少(‘沙’的象形初文)”,當讀為“選”。見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

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81-82。李家浩《九店五六號墓竹簡釋文與考釋》,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九店楚簡》,中華書局,2000年,頁70。另外,有關諸

字所從的“ ”省作“尾”的例證,亦見於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95-
297。郭永秉《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235。禤健聰《<懷沙>題
義新詮》,《文史》2013年第4輯,頁229-230。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
年第6輯,頁159-160。蘇建洲《釋與“沙”有關的幾個古文字》,《出土文獻》2016年第9輯,頁

137-139。李守奎《楚文字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99。滕壬生編《楚系簡帛文字

編(增訂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157。

劉釗先生隸“ (長沙戈,《集成》10915)”字作“ ”,讀為“長沙”之“沙”,其從“尾”從

“塵”,但“塵”所從“小”形的下部也可能有借筆而實作“少”形。禤健聰先生隸“ ““ ”字作

“ ”,從邑從土、“ ”省聲,與從邑、“ ”聲的“ (《包山楚簡》78)”字是異體關係,是楚文字

中表示“長沙”之“沙”的地名專字。見劉釗《書馨集———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叢》,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3年,頁93-94。禤健聰《<懷沙>題義新詮》,《文史》2013年第4輯,頁227-229。我們認為

“ (長沙戈,《集成》10914)”“ (長沙戈,《集成》10915)”字從邑、從土、“ ”聲,當讀為“長
沙”之“沙”。



“ ”,從辵、“ ”聲,讀為“差池”之“差”①。李守奎先生發現在戰國文字

“ ”相關諸字的用法中,如用作“沙”,讀為心母歌部字;用作“徙”,讀為

為心母歌部字;用作“選”,讀為心母元部字;用作“差”,讀為清母歌部

字,其聲紐皆為齒頭音,韻部皆為歌部或歌部陽聲韻元部②,其語音通假

的範圍是聲紐不出齒頭音和韻部皆在歌、元部。
清華簡《繫年》整篇當為一人所書,其書寫習慣理應是統一的。綜

上,(j)《繫年》14中的“ ”為“ ”之變體,可隸作屎尿之“屎”,讀為訓作

“繼”的“纂”或“纘”③。而(k)—(m)《繫年》9、39、57中“ ”“ ”“ ”諸
字所從的聲符為“ ”,當讀為“徙”④,雖二者同見於此篇《繫年》中,但其

字形、意義和用法區別明顯。黃甜甜、李守奎等先生認為“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例‘ ’和從‘ ’的字可以訓為繼承義的纂;也沒有一例寫作‘ ’
或‘屎’的字可以讀作長沙之‘沙’或遷徙之‘徙’或選擇之‘選’”,“ ”
“ ”相關諸字的來源不同,其演進序列亦有區別⑤。然而,上引(a)—
(e)甲骨文中“ ”字可讀為“徙”或“選”⑥。(k)—(m)清華簡《繫年》9、

39、57中“ ”“ ”“ ”諸字皆從“ ”聲,讀為“徙”⑦;齊器叔弓鎛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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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60-161。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61。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7、162。張富海《漢人所

謂古文之研究》,綫裝書局,2007年,頁44-46。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8。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61。黃甜甜《<繫年>第三

章“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補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頁55。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研讀劄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

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760,2011-12-31。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3。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

集·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58。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8。



“”和陳 簋中的“ ”字所從聲符為“ ”之變體“ ”和“ ”,讀為

“選”①;楚國章子國戈(《集成》11295)銘文“章子國尾其元金,為其交戈”

之“尾”作“ ”,此即“ ”之省,讀為“選”②。可知,“ ”“ ”相關諸字皆

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可讀為“徙”或“選”,但在同時期的古文字

材料中,二者的字形、用法及演變趨勢卻判然有別,例如,自西周至戰國

時期,上述(f)—(j)中“ ”相關諸字只有一種用法,即皆讀為訓作“繼”

的“纂”或“纘”③,而此期的“ ”相關諸字皆無此用法④。既然“ ”“ ”
相關諸字古音相近(二者皆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為何出土文

獻中卻未見此二者有通假之例? 這可能是緣於文字的使用習慣⑤。蘇

建洲先生認為“ ”當源自“ ”,因古文字異體分工而導致二者用法有

別⑥。綜上,我們從李守奎先生之說,認為“ ”和“ ”相關諸字是不同

的,“‘ ’為‘屎’之本字,‘ ’為彤沙之‘沙’的本字”⑦。
今綜合上述各家之說,擇要舉例“ ”“ ”相關諸字的“形”和“義”及

相關問題,並列表如下以示“ ”“ ”的演變源流:
表一:“ ”相關諸字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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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4。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

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80-81。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
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8-169。

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81-
82。

黃甜甜《<繫年>第三章“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補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2012年第2期,頁53-55。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研讀劄記》
(貳),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

1760,2011-12-31.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5-1157。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60-161。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57。
蘇建洲《釋與“沙”有關的幾個古文字》,《出土文獻》2016年第9輯,頁133-134。
李守奎《“屎”與“徙之古文”考》,《出土文獻》2015年第6輯,頁162。



類別 字形 字義 備註

甲骨文

“ (《合集》5080+

17331+9572+16399

+17464)”“ (《合

集》9576)”,亦見於

《合集》9570、9571、

9573、9575、9579、

12595、14990等

讀 為 “選 田”之

“選”
“ ”“ ”可隸作“ ”,從尸,從“沙”的

象形初文“少”得聲

金文

“ (禹鼎,《集成》

2833)”“ (豆 閉

簋,《集 成》4276)”

“ (逨盤,《近出二

編》939)”“ (陳侯

因 敦,《集 成》

4649)”

讀為訓作“繼”的

“纂”或“纘”
“ ”可隸作“屎”,其所從的“米”形為

“少”形之訛變,此字本從“沙”的象形初

文“少”得聲

“ (師 鼎,《集

成》2830)”“ (牆

盤,《集成》10175)”

讀為訓作“繼”的

“纂”或“纘”
“ ”從 省聲;“ ”從食, 省聲

“ (毛 公 鼎,《集

成》2841)”

讀為訓作“繼”的

“纂”或“纘”
“ ”從殳,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

楚文字

“ (《繫年》14)”
讀為訓作“繼”的

“纂”或“纘”
“ ”可隸作“屎”,其所從的“米”形為

“少”形之訛變,此字本從“沙”的象形初

文“少”得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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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類別 字形 字義 備註

《尚 書》

古文

“敉(《立政》《大誥》

《洛誥》)”

讀為訓作“繼”的

“纂”或“纘”
“敉”本作“侎”,或為“ (陳侯因 敦,

《集成》4649)”“ (清華簡《繫年》14)”

等字之隸變,其所從的“米”形為“少”形

之訛變,此字本從“沙”的象形初文“少”

得聲

  表二:“ ”相關諸字舉例

類別 字形 字義 備註

齊文字

“ (陳 簋,《集成》

4190)”“ (叔弓鎛,

《集成》285.7)”

讀 為 “選 擇”之

“選”
“ ”從 , 聲,“ ”從 攴, 聲,

“ ”為“ ”之訛,“ ”為“ ”之訛,此

字本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其

中“少”(“ ”所從)形訛變成的“米”

(“ ”所從)形可能是齊文字中有別於

其他系文字的一種特殊寫法

“ ”(《吉林大學藏

古璽印選》1),另見

於 《古 璽 彙 編 》

0198、0200、0201、

0202等

讀 為 “移 徙”之

“徙”
“ ”從辵, 聲,“ ”亦為“ ”之訛,

此字本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

·752·“徙”字源流補說



續表

類別 字形 字義 備註

楚文字

“ (清華簡《繫年》

9)”“ (清華簡《繫

年》39)”“ (清華

簡《繫年》57)”“

(清 華 簡 《楚 居》

2)”,亦見於清華簡

《楚居》4、5、6、7、8、

9、11、12、13、14、

15、16等

楚文字中表示“遷

徙”“徙居”之“徙”

的專字

“ ”“ ““ ”“ ”從“ ”聲,“ ”

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

“ (曾 侯 乙 墓 竹

簡1正)”,另見於曾

侯乙 墓 竹 簡 3、7、

13、16、18、22、25、

26、30、32、36、38、

39、43、84、101、

105等

讀 為 “彤 沙”之

“沙”,即古代一種

纓飾形裝飾物

“ ”隸作“ ”,此為“ ”“舌”皆聲的

兩聲字,“ ”從“沙”的象形初文“少”

得聲

秦文字

“ (放馬灘秦簡

《日書》乙種252)”

“ (睡虎地秦簡

《日書》乙種228)”

秦文字中表示“遷

徙”“移徙”之“徙”

的專字

“ ”“ ”從辵,從“沙”的象形初文

“少”得聲。秦文字“ ”為漢代所繼承,

其聲符“少”被漢代小學家篡改為與

“少”形近且與“徙”音近的“止”,進而演

變為今通行體“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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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類別 字形 字義 備註

傳抄

古文

“ (《說文·辵部》

‘ (徙)’之古文)”

“徙”之傳抄古文 “ ”或源於齊文字“ (叔弓鎛)”之左

部構件“ ”和“ (陳 簋)”之上部構

件“ ”。

“ (《古 文 四 聲

韻》卷 三 紙 韻‘徙’

字 所 引 《古 老

子》)”,“徙”相關傳

抄古 文 亦 見 於《傳

抄古 文 字 編》卷 二

“徙”下

“徙”之傳抄古文
“ ”字左旁“ ”或為“ (叔弓鎛)”

字右旁“ ”之訛變

《尚書》

古文

“敹(《費 誓》《說 文

·攴部》)”“ (《書

古文訓》)”

讀 為 “選 擇”之

“選”
“敹”之變體“ ”,實為“ (叔弓鎛)”字

之隸變

  

四、秦漢篆隸文字“ ”及其他

考秦漢篆隸中的“徙”字,其未經漢代小學家篡改的字形本作“ ”,
今擇秦漢簡帛相關諸字,具文如下(下引秦漢篆隸文字“徙”,凡不涉及

具體釋讀問題時,只示其字形及出處,辭例皆從略):

(n)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252)

(o)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228)①

(p) (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篇·三徙》1上)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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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輝主編《秦文字編》,中華書局,2015年,頁266-267。
陳松長編著《馬王堆簡帛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77。



(q) (銀雀山漢簡(一)389正)①

(r) (《居延漢簡甲乙編》116.52)②

(s) (《居延新簡》EPT40.46)③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45背中“沙”字作“ ”④,其所從的“少”,

在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188中作“ ”⑤。對比可知,同屬睡虎地秦

簡(o)中的“ ”字,其左上偏旁亦為“少”,按照古文字構形的一般規

律,此字從辵、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今結合其相關文例,可確釋

為“徙”,且上舉(o)、(p)—(s)中從辵、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之字

亦當釋為“徙”。上文論及(k)—(m)清華簡《繫年》中從“ ”聲之字,其
基本聲符為“少”,是楚文字中表示“徙”這個詞的專字,但在秦漢篆隸文

字中皆寫作從辵、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的“ ”字。上述(n)、(o)

秦簡中表示“徙”這個詞的字作“ ”“ ”,可隸作“ ”,此類“徙”字的

寫法有可能是秦人的書寫習慣。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施行“書同文字”之
策,欲以秦文字來統一全國文字⑥,“主要是對既有字形和用法的規範和

確認”⑦,後來“漢承秦制”致傳世文獻用字多沿襲秦文字,因之,此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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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駢宇騫編著《銀雀山漢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58。
李瑤《居延舊簡文字編》,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頁104。
白海燕《居延新簡文字編》,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頁99。
王輝主編《秦文字編》,中華書局,2015年,頁137-140。
王輝主編《秦文字編》,中華書局,2015年,頁1650-1651。
裘錫圭先生認為“秦王朝用經過整理的篆文統一全國文字,不但基本消滅了各地‘文字異

形’的現象,而且使古文字異體眾多的情況有了很大改變,……在秦代,隸書實際上已經動搖了

小篆的統治地位。到了西漢,……隸書就正式取代小篆,成了主要的字體。所以,我們也未嘗不

可以說,秦王朝實際上是以隸書統一了全國文字”,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商務印書

館,2013年,頁73-79。裘錫圭《<戰國文字及其文化意義研究>緒言》,《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

2015第6輯,頁220-221。
陳侃理《里耶秦簡與“書同文字”》,《文物》2014年第9期,頁79。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

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年,頁69-105。



於秦文字的“ ”亦為漢代所繼承。
我們通過清理秦漢簡帛異體字,認為異體字與正體字(通行體,多

指《說文》所載的正篆)在結構或形體上的差別類型之一即是“改換聲

符”,其中包括“聲符音同或音近替換”①。如《說文·辵部》“ (徙)”字
正篆及其或體“ ”所從的聲旁“止”,顯係從(n)—(s)中“ ”字所從的

“少”訛變而成,“止”“少”形近易訛,如《周易·需》九二“需於沙”陸德明

《釋文》“鄭作沚”②,“沙”所從的“少”形訛作“沚”所從的“止”形③。且漢

代“徙”“止”二字音近④,“漢代小學家顯然已不知道‘徙’字所從的聲旁

是‘少’,讀如‘沙’,故把它篡改為跟‘少’形近而又跟‘徙’音近的

‘止’”⑤,此類由“ ”字訛改而成的“徙”字遂為《說文》所本。上文已論

及《說文·辵部》“ (徙)”之古文“ ”是由“ ”訛變而成,而“ ”從尾、
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徙”“沙”古音相近⑥,“徙”本作“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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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張顯成《秦漢簡帛異體字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頁15-24。趙平安《隸變研究》,河北大

學出版社,2008年,頁42-55。
黃焯彙校《經典釋文彙校》,中華書局,2006年,頁36。

今按大徐本《說文·水部》“沙”字或體作“ ”,許書並引譚長說“沙或從尐”。《說文解字

詁林》引諸家對“沙”字的解說時,多引《周易·需》九二“需於沙”陸德明《釋文》“鄭作沚”,諸家認

為陸德明《釋文》中的“沚”字當作“ ”,以證大徐本引譚長說“沙或從尐”。李家浩先生引此認

為“沚”所從的“止”為“少”之形訛。見丁保福編纂《說文解字詁林》,中華書局,1988年,頁4992-
4993。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70。
傳抄古文中亦見“徙”所從的“少”形訛作“止”形,見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綫裝書局,2006年,
頁158。

李家浩先生認為“中古音‘徙’、‘止’二字都是開口三等上聲止攝。上古音‘止’屬章母之

部、‘徙’屬心母歌部。在形聲字中,章、心二母字有互諧的情況。……在漢代韻文中,歌、之二部

字偶爾有合韻的情況。……由此看來,‘徙’、‘止’二字在兩漢之際的讀音比較相近。‘少’、‘止’
二字字形也比較相近”,見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

社,2013年,頁370。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2。蘇建洲

《釋與“沙”有關的幾個古文字》,《出土文獻》2016年第9輯,頁131。
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70。
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70。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2。



辵、從“沙“的象形初文“少”得聲①,至漢代小學家將從“少”聲的“ ”字
“改換聲符”,變為形、音皆近的從“止”聲之“徙”字。大徐本《說文·辵

部》“徙”字當為形聲字,從辵、止聲,段玉裁注誤改作從辵從止會意②。
檢漢魏六朝碑刻文字中“徙”字相關形體,今擇要具文如下③:

(t) (石門頌,東漢建和二年)

(u) (赫連子悅墓誌,北齊武平四年)

(v) (趙奉伯妻傅華墓誌,北齊武平七年)
檢《碑別字新編》中亦收錄了魏晉隋唐碑刻文字中“徙”字的諸多形

體,如“ (隋《張志相妻潘善利墓誌》)”“ (唐《翟惠隱墓誌》)”等④。
《隸辨》卷三紙韻亦收錄了漢碑中的多種隸體“徙”字,如“ (郙閣頌)”
“ (羊竇道碑)”等,顧靄吉在“ (郙閣頌)”下加按語:“《說文》作‘徙’,
從辵、從止,《玉篇》云‘今作徙’”⑤。此字可隸作“ ”,與上述(n)—(s)、
(t)—(u)中的“ ”相關諸字同,有時易與“從”字訛混⑥,其左上聲旁

“ ”實為“少”之變體,在(v)中已訛變作“徙”字左上聲旁“止”。“止”
“少”形近,且“止”“徙”音亦相近,在漢代已將從“少”聲的“ ”字篡改為

從“止”的“徙”字⑦,加之上舉“ ”字的早期形體,如秦文字(o)中右下部

構件“止”,經漢魏六朝文字(q)—(u)的形體演進,已變為六朝碑刻文字

(v)中的右下部構件“ ”,遂成為現今通行的“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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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2-13。陳劍《甲骨金文考

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年,頁101。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72。
此處(t)—(v)中“徙”字諸形體,皆見於《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參毛遠明《漢魏六朝碑

刻異體字典》,中華書局,2014年,頁954。
秦公《碑別字新編》,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157-158。此書或有未盡處,見張涌泉《漢語

俗字研究》,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324-326。
顧靄吉《隸辨》,中華書局,1986年,頁85。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中華書局,2014年,頁954。
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70。



檢唐代以來的俗文字要籍中“徙”字相關形體,今擇要具文如下①:

(w) 、 ;上通,下正。 (《干祿字書·上聲》)
(x)徙,正; ,通用。 (敦煌寫本S.388《正名要錄》)②

(y)徙,遷也。移徙之徙作 者,訛。 (《五經文字·彳部》)
(z) ,通;徙,正。 (《龍龕手鏡·彳部》)
上舉(w)—(z)中皆以“徙”為“正”,即是“可登大雅之堂的於古有據

的字體”;以“ ”為“通”,則指“相承久遠的俗體字,施用範圍也廣一

些”③,此說可證之於上舉(n)—(v)以及隋《張志相妻潘善利墓誌》、唐
《翟惠隱墓誌》等碑刻文字中所列“徙”字相關形體,其中“ ”字確為通

行已久的字體。張涌泉先生認為“徙”字本作《說文·辵部》“ (徙)”字
正篆“ ”,“又或移‘徙’左旁的‘ (止)’於聲旁‘止’之下,而寫作‘徙’,
右側成了‘二止相重’。……而‘ ’又為‘徙’之變”,上引(w)中的正字

當作“徙”,“‘ ’當亦是‘徙’的俗字”,此見於漢碑和敦煌卷子④。其

實,上文已論知今之通行體“徙”乃為“ ”之變體,而(w)—(z)中“徙”字
形體之所以被稱為正體,其所據或是源於《說文·辵部》“ (徙)”之從

辵、從止的正篆“ ”。就“徙”字形體的源流而言,蘇建洲先生認為“一般

來說,文字的聲符較少省略,既然‘ (徙)’可以省略聲符‘少(沙)’(引
者按:如前舉春秋中期楚國章子國戈(《集成》11295)銘文“章子國尾其

元金,為其交戈”之“尾”作“ ”,此即“ ”省去聲符“少”而成,當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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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240-315。
黃徵《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582。
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272-273。鄭賢章《龍龕手鏡研究》,湖

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85、96。
張涌泉《敦煌俗字研究(下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167。



“選”①。上博簡(四)《昭王毀室》5中“徙居”②之“徙”作“ ”,其所從的

“尾”即是“ ”省去聲符“少”而成),那麼有些字形省去形旁‘尸’或‘尾’
應該也是合理的現象”③。如春秋晚期鄭臧公之孫鼎(《新收》1237)中的

“ (徙)”以及上引(k)、(l)楚文字中的“徙”之專字“ ”“ ”,皆可隸作

“ ”,其所從的聲符“ ”省去“尾”形,即可進一步演變為從“少(‘沙’的
象形初文)”聲的“ ”字,今所通行的從“止”聲之“徙”字則是漢代小學

家篡改從“少(“沙”的象形初文)”聲的“ ”字而成④,上述俗文字要籍

(w)—(z)中對於“‘徙’正‘ ’通”的處理正與之相反。
今綜合上引諸說,並擬作“ ”相關諸字的演進序列如下⑤:

1.(叔弓鎛)、 (陳 簋)

左部構件“ ”、左部構件“ ”
             

→ (《說文·

辵部》“ (徙)”之古文)

2.(逆鐘)、 (師 簋)、 (師道簋)    → (《說文·辵部》
“ (徙)”之古文)

3.(清華簡《繫年》9)
    

→ (《古文四聲韻》卷三紙韻“徙”字

所引《古老子》)    → (《說文·辵部》“ (徙)”之古文)

4.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252)
    

→ (睡虎地秦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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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81-
82。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37、186。李

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作家出版社,2007年,頁

83。
蘇建洲《釋與“沙”有關的幾個古文字》,《出土文獻》2016年第9輯,頁131。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2。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

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81、369-370、387-388。
宋華强《清華簡<繫年>“纂伐”之“纂”》,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

org.cn/show_article.php?id=1599,2011-12-21。



書》乙種228)
    

→ (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篇·三徙》1上)
    

→ (《居延漢簡甲乙編》116.52)
    

→ (石門頌,東漢建

和二年)    → (赫連子悅墓誌,北齊武平四年)    → 、 ,

上通,下正。(《干祿字書·上聲》)    →徙,正; ,通用。(敦煌寫

本S.388《正名要錄》)    → ,通;徙,正。(《龍龕手鏡·彳部》)

附注:劉雲先生《說“徙”》(《中國文字學報》第8輯,商務印書館,

2017年,頁110-115)一文考證早期記錄“徙”這個詞的文字或有並行不

悖的兩系,其中一系經秦書同文之後消亡。秦漢文字中“徙”字的右部,
即其聲旁,是從甲骨文中表示洗腳之意的“洗”之初文演變而來的;而甲

骨文中的“屎”字與《說文》“徙”字古文“ ”為一字,戰國東方文字中的

“徙”字多從辵, 聲。
另,我們在《“徙”字源流與“徙”“從”形訛補考》(《出土文獻》第12

輯,中西書局,2018年,頁272-287)一文中詳論“徙”、“從”形訛等相關問

題,亦略及“徙”字源流,本文可作為前文的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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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水金關漢簡綴合成果一

郭偉濤①

  摘 要:文章搜集了肩水金關漢簡的殘簡綴合,時間截止到2017年6月18
日,搜集範圍包括期刊證文,網絡。

  關鍵詞:肩水金關;漢簡;綴合

肩水金關漢簡自2011年刊佈以來②,即不斷有學者藉助高清圖版,
從事綴合,使殘簡斷片得以恢復舊觀。積少成多、集腋成裘,不得不說,
這是件意義重大的工作。綴合成果大部分都刊於武漢大學簡帛網,部
分刊於其它期刊,不便學界使用。今搜集綴合成果,按發表先後,表列

如下。時間截止到2017年6月18日。數枚綴合在同一篇文章者,不重

複錄入作者及文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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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郭偉濤,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博士後 北京 100084。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

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壹、貳、叁、
肆、伍),中西書局,2011、2012、2013、2015、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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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水金關漢簡73EJT4:139與73EJT4:211綴合再議

張文建①

  摘 要:筆者曾對《肩水金關漢簡(壹)》中簡73EJT4:139與簡73EJT4:211予以

綴合,姚磊先生從“茬口不能形成有效吻合”與“兩簡文意並不順暢”兩個角度提出了

不同意見。本文從二簡圖版、性質和文意上再進行分析,進一步證明此二簡可綴合,

綴合後的簡文“候行蓬隧”意爲“候(候官或候長)巡視蓬隧(烽燧)”。

  關鍵詞:綴合;肩水金關漢簡;再議

前言  

筆者曾試着綴合了《肩水金關漢簡(壹)》四則,並發佈於武

漢大 學 簡 帛 網②。對 於 其 中 第 一 則,簡 73EJT4:139 與 簡

73EJT4:211的綴合,姚磊先生從綴合後圖片與辭例上提出了不

同意見③。

拙文從“二簡形制”“文字書寫風格”“綴合後的茬口”和“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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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張文建,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碩士 重慶 400715。
張文建《<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四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bsm.org.cn/show_

article.php?id=2746,2017-03-02。
姚磊《<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小議之二》,簡帛研究網http://www.bsm.org.cn/show_

article.php?id=2764,2017-03-20。



合後‘行’字字形”四個方面闡述了簡73EJT4:139與73EJT4:211簡可

綴合的理由,並給出了綴合後的釋文“□候行蓬隧□□”,最後附了紅外

圖版(可見上一頁圖)。

姚文則從“綴合彩圖”與“綴合紅外(圖)”兩方面分析,認爲二簡綴

合後“茬口不能形成有效吻合”;接着選錄了“候行”與“蓬隧”的辭例,並
認爲“兩簡文意並不順暢”,對筆者的觀點提出了質疑。

在拜讀了姚磊先生文章並查找了許多相關材料後,我們認爲姚磊

先生的觀點不妥,因此冒昧效學界探討交流學術之風,草就此文,見笑

大方。下面分別從綴合圖像和綴合後的簡文意義兩方面來予以辨正。

一、二簡茬口可以形成有效吻合

簡73EJT4:211正面的茬口相對規整,與茬口“相對規整”的簡

73EJT4:139可以進行綴合;二簡綴合後復原的文字,其筆畫銜接也是

流暢的。

1.我們在仔細觀察簡73EJT4:211的圖像,並放大此簡圖像多倍後

發現,其零碎之處在於背面(或內層),而非正面;正面之茬口依然規整,

並不如姚文所說的“茬口相對零碎”。兩簡茬口處截圖如下:

簡T4:211紅外 簡T4:211彩圖 簡T4:139紅外 簡T4:139彩圖

  此點從上面所列簡T4:211紅外圖像中能更好地看出。因此,茬口

“相對規整”的簡73EJT4:139是可與之綴合的。

2.兩簡綴合後復原的文字筆畫也是行筆流暢的,並不像姚文所認爲

的“不能形成有效的筆畫銜接”。我們將簡73EJT4:139與簡73EJ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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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綴合後的圖版(茬口處截圖)和“行”字最後一筆的圖像列於下(含紅

外綫圖與彩圖)。

茬口截圖 “行”字末筆 茬口截圖 “行”字末筆

  從以上圖版可以看出,兩簡綴合後的茬口可以密合,復原的文字筆

畫銜接也是流暢的。因此,我們認爲從圖版上看,兩簡是可以綴合的,

且綴合後二簡的茬口是可以形成有效吻合的。

  二、二簡文意通暢,意爲“候(候官或候長)巡視蓬隧

(烽燧)”

  姚文認爲“兩簡文意並不順暢,不能相接”,並從《居延漢簡》《居延

新簡》中選錄了“候行”和“蓬隧”句式。但在查核相關資料後,我們認爲

姚文的意見不妥。首先,姚文所列“蓬隧”例不具有代表性,其所舉“蓬
隧”5例,兩例是“蓬隧長”,兩例是“督蓬隧”,此4例皆是官吏名。另外,

二簡綴合後的釋文“□候行蓬隧□□”是文意通暢的,可理解爲“候(候
官或候長)巡視蓬隧(烽燧)”。理由如下:

1.此二簡當屬“行塞”簡,是“候官書(下行)”類文書

從此二簡綴合後的釋文“□候行蓬隧□□”來看,我們認爲此二簡

當屬“行塞”簡,有不少學者稱此類簡爲“行塞書”①,我們贊同侯旭東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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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薛英群先生(《居延漢簡通論》,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年)、沈剛先生(《居延漢簡語詞

彙釋》,科學出版社,2008)和朱慈恩先生(《漢代邊防職官行塞制度述論》,華東師範大學,2006
年碩士學位論文)等皆稱此類簡爲“行塞書”。



生“行塞與書不當連讀”的意見,認爲當屬“候官書(下行)”①。“行塞”之
“行”爲“巡狩、巡視”之意②,“塞”指“一條長長的北邊塞墻。其稱某某塞

者,則指長百里的一段障塞”③。行塞,又稱行邊、行邊兵或循行,是“對
邊塞屯戍工作的例行檢查”④。根據所見的“行塞簡”簡文,行塞的官員

上至中央政府下至邊防職官,而以邊防官員爲主。“行塞”的邊防官員

有太守、將軍(都尉)、司馬、候、令史、尉史、士吏和候長等。其中又以

“候行塞”多見。下面分三個方面論述“候行蓬隧”在構詞和文意上的合

理性。

2.“候”的“行塞”範圍包括“蓬(烽)隧(燧)”

“行塞”是邊塞官員的重要政務,也是確保邊疆安全的重要行政手

段。而且相關官員在行塞之後,一般情況下會形成向上級匯報檢查結

果的文書———行塞舉。裘錫圭先生認爲,“行塞就是視察邊塞亭隧”、
“行塞舉應該是舉出所視察的亭燧在守禦設備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的一

種文書”⑤。均和、劉軍先生指出,“(行塞)……上至中央朝廷,下至烽燧

諸部都行塞,稱謂不盡相同”、“‘行塞舉’實際涵蓋了‘亭隧舉’、‘吏去署

舉’、‘卒兵舉’等內容”⑥。朱慈恩先生也認爲,“亭燧是漢代候望系統中

最基層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單位,所以居延漢簡中的記載行塞的簡文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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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侯旭東《西漢張掖郡肩水候繫年初編———兼論候行塞時的人事安排與用印》,《簡牘學研

究》,2014年。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字典》(第二版),崇文書局和四川辭書出版社,2012

年,頁873。
陳夢家《漢簡綴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考古學專刊甲種第十五號》),中華

書局,1980年,頁51。下文引陳夢家先生觀點亦參此。
劉軍《漢簡人事管理研究之一———行塞舉與離署申報》,《簡牘學研究》,1997年。
裘錫圭《漢簡零拾·舉書》,載《文史》12輯,1981年。
均和、劉軍《漢簡舉書與行塞考》,《簡牘學研究》,1998年。另,下文所引均和、劉軍先生

的觀點亦參此文。



多都是和亭燧相關的”①。據此,我們可以知道“行塞”是要巡行“烽燧諸

部”的。相關簡文有:
(1)左後部建平二年行塞亭隧名 《金關漢簡(肆)》T37:1494
(2)始建國天鳳三年十二月壬辰敦德玉門行大尉事試守千人輔=

試守丞況謂大前都尹西曹聊掾行塞蓬② 《敦煌漢簡》193A
(3) □居延都尉 行塞 隧移過所 《居延漢簡》45.28
(1)例是“左後部(候)”在建平二年的“行塞亭隧”名籍,(2)例是關

於“曹聊掾”的巡視“塞蓬(隧)”記錄,(3)例是居延都尉巡視“塞蓬隧”的
記錄。因此,從以上三例來看,各級官員“行塞”要巡行至“蓬隧”一級的

結論當是可靠的。
由於簡73EJT4:139上部殘斷而“候”上一字殘缺厲害無法辨識,因

此此簡的“候”可能是“候(官)”,也可能是“候長”。“候長”作爲直接統

轄下屬各隧的長官,“行塞”範圍包括“蓬隧”是不難理解的。而“候
(官)”是直接統轄下屬各候長的長官,其“行塞”至“蓬隧”也是合理的,
其例可見上舉的《金關漢簡(肆)》簡T37:1494。下面再舉一例。

(1)言府候行部庚戌宿臨桐 掾書傳□       《居延新

簡》EPF22.711B③

此例即言“候官”行部時,在“庚戌”那天住在了“臨桐 ”。因此,
“候官”行塞也是到“ (隧)”一級的。

3.“行塞蓬(隧)”、“行亭”就是“行蓬隧”

根據陳夢家先生對“塞”(一條長長的北邊塞墻)的理解,我們認爲

“塞”應當是包括了“部、障、亭、蓬隧(烽燧)”的。從簡文既見“行塞”又
見“行塞亭隧”“行塞蓬隧”“行部”和“行亭”,而以“行塞”爲多見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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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朱慈恩《漢代邊防職官行塞制度述論》,華東師範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下文所引

朱先生觀點均參此文。
此簡原簡文爲同一行,現改爲橫排,故加“=”表示。下同。
此書爲簡體行文,筆者依據繁簡體對照改。



“行塞”的含義應是包括“行亭隧”和“行蓬隧(烽燧)”“行部”“行亭”的。

而簡文少見“行蓬隧(烽燧)”恐是簡文多以“行塞”統稱之故。另外在西

北漢簡簡文中,我們還發現了“行塞簡”中關於“行亭”之簡文是較多的。

下面僅舉四例爲證。
(1)府君掾史行亭□ 《金關漢簡(貳)》T23:21
(2) 候望備不虞爲職遣 長□行亭 《居延漢簡》229.6
(3)▼仲功前令傳弩鎧迫行亭當到又尉卿怒壹何不

《居延新簡》EPT49.4A
(4)人常爲衆所欺 但數以行亭君行以病未能視事君

《居延新簡》EPT51.230
從上舉4例,我們可以看出邊郡的各級官員也是要進行“行亭”的。

而且“蓬(烽)隧(燧)”是可以稱爲“亭”的,許多學者都有過相關的論述。

如陳夢家先生在《漢簡綴述》中認爲“隧亦可以稱亭”,程喜霖先生在《漢
唐烽堠制度研究》“兩漢候望系統及烽燧的佈局”一章中也認爲“烽燧既

稱燧又稱亭……並簡稱爲烽、燧、亭”“在邊塞亭、燧與烽燧可互稱”①,而
朱慈恩先生也認爲“烽燧”還可以稱爲“亭燧”“亭候”,或者直接稱其爲

“燧”“亭”’“候”’。因此,我們認爲上面所舉簡文“行亭”應該就是“行
隧”“行蓬隧(烽燧)”,前文所舉的《金關漢簡(肆)》簡T37:1494“行塞亭

隧”應該就是“行塞蓬隧”。而這一點,我們恰好可以從《居延漢簡》簡

45.28有“行塞蓬隧”的記錄得以驗證。

另外,“塞亭(蓬)隧”和“塞蓬隧”皆屬於並列結構的詞或詞組,而且

是同義詞(塞、亭、蓬隧)的連用。因此,當“行塞亭隧”或“行塞蓬隧”行
文時,“行亭隧”與“行蓬隧”的構詞在結構和語義分析上也是站得住腳

的。而西北漢簡簡文多見“行亭”之例更是直接證明了“行亭隧”的合理

性。因此,我們認爲“行蓬隧”的構詞行文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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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程喜霖《漢唐烽堠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1年,頁16、18。



4.“行塞”內容主要與“蓬(烽)隧(燧)”相關

均和、劉軍先生認爲“通常,舉書的內容與戍務檢查的事項一致,於

邊塞而言,兵器、守御、烽火器具是否完備及戰鬥人員是否堅持崗位極

爲重要,因而這兩個方面的情況在舉書中反映得最多”。朱慈恩先生也

認爲“從漢簡中的舉書內容來看,行塞檢查的主要內容基本上都和亭隧

有關,包括了兵器折損情況、守禦器及烽火器具是否完備、隧卒對烽火

品約的熟習和隧卒的在崗情況等等”。從所見簡文來看,的確如此。下

面舉幾例各級官員“行塞”時跟“蓬隧(烽燧)”相關的簡文:

(1)所……二年秋行塞□□□□及上積薪毋踶署吏卒被兵簿多繆

=誤蓬表白 《金關漢簡(貳)》T23:280
(2)     九石具弩一傷兩撫左應死四分卩

   □行塞 塢上布蓬三抓五寸已作治卩

程苣九不具堠外已出卩

…… 《金關漢簡(叁)》T31:61A
(3) 行塞兵弩多邊戾上下蜚淵有 弽勝負一分□

《居延新簡》EPT5.84
(4)河平元年九月戊戌朔丙辰不侵守候長士吏猛敢言之將軍行

塞舉

駟朢隧長杜未央所帶劍刃 狗少一未央貧急 弱毋以塞舉請

《居延新簡》EPT59.3
(5) □隊長武將卒詣官廪

□爲部候長所苦毒今白•謹問武叩頭死罪對曰誠食乏私歸取

食=案武知從事行塞私去署毋狀 《居延新簡》EPT59.240
以上所舉五例,(1)(2)例主要是關於“行塞”中所視察的“蓬”“苣”

情況;(3)(4)例則是關於“行塞”中所視察的兵器情況,其中(4)例說明

了是“駟朢隧長杜未央”的所帶“劍刃”和“狗”的情況;(5)例則是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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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隧)長武”的“私去署”情況的。另外,此類例子最爲典型的當是

《居延新簡》中的“候史廣德坐不循行部行罰檄”,該簡背面列出了第十

三至十八隧所見的各種守禦兵器弊端,候史廣德故而受罰之例。

三、結論

基於以上二簡屬“行塞”簡,“候”的“行塞”範圍包括“蓬(烽)隧
(燧)”,“行塞蓬(隧)”、“行亭”就是“行蓬隧”,各級官員“行塞”的內容主

要與“蓬隧”相關的四點分析來看。我們認爲,“候行蓬隧”的行文是合

理的,即簡73EJT4:139與簡73EJT4:211綴合後的釋文“□候行蓬隧

□□”在文意上是通暢的,意爲“候(候官或候長)巡視蓬隧(烽燧)”。

最後,從兩簡圖版的契合與文意的順暢角度考慮,我們認爲姚文意

見不妥。簡73EJT4:139與簡73EJT4:211當可以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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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伍·命訓》字詞考釋

高榮鴻①

  摘 要:本論文針對《清華伍·命訓》進行逐字逐句的校讀工作,特別是5

號簡“九間具塞”、8號簡“弋”字、13號簡“ ”字、13號簡“季必仞 ”等疑難字詞,

嘗試提出新的考釋意見。

  關鍵詞:清華簡;《命訓》;考釋

一、前言

《命訓》一文,刊載於《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其內容講述為政

牧民之道,與傳世本《逸周書·命訓》大致相合,為《命訓》篇的戰國寫

本②。本文主要針對《清華伍·命訓》中的疑難字詞進行考釋工作,茲以

原整理者劉國忠所撰釋文為底本,參酌學者最新研究成果,以及筆者個

人淺見,重新修訂《命訓》釋文。全篇釋文中,凡沿用原考釋者的釋文,
不另說明;凡修訂原釋文之處,皆於該處底部畫線加以辨別,並以註腳

交代所採新說最先出處;凡有補充原釋文之處,將以註腳方式簡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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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高榮鴻,臺灣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臺灣臺中402。
劉國忠《命訓釋文考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中西書局,2015年,頁

124。



明;偶有筆者新見之處,則留待“疑難字詞考釋”詳加陳述。

二、全篇釋文

天 生民而成大命 (命。命)司 (德),正以 (禍)福,立明王以

(訓)之,曰:“大命又(有) (常),少(小)命日 成 (日成。”日成)則敬,又

(有)尚(常)則 (廣,廣)以敬命,則 (度)【簡1】至 于 亟(極)。夫司

(德)司義,而易(賜)之福 (福,福)彔(祿)才(在)人 (人,人)能居,女
(如)不居而肘(守)①義,則 (度)至於亟(極)。或司不義而 (降)之

(禍,禍)化心(過)才(在)人 (人,人)【簡2】能 母(毋) (懲) (乎)? 女

(如) (懲)而 (悔)化心(過),則 (度)至於亟(極)。夫民生而佴(恥)
不明, (上)以明之,能亡(無)佴(恥) (乎)? 女(如)又(有)佴(恥)而
亙(恆)行,則 (度)至于【簡3】亟(極)。夫民生而樂生 (穀)②,上以

(穀)之,能母(毋)懽(勸) (乎)? 女(如)懽(勸)以忠 (信),則 (度)
至於亟(極)。夫民生而痌(痛)死喪,上以 (畏)之,能母(毋) (恐)
【簡4】 (乎)? 女(如) (恐)而承 (教),則 (度)至於亟(極)。

六亟(極)既達,九<六> (間)具 (塞)〔一〕。達道 (道道)天以正

人 (正人。正人)莫女(如)又(有)亟(極),道天莫女(如)亡(無)亟(極)。
道天又(有)亟(極)則不 (不威,不威)【簡5】則不卲(昭),正人亡(無)
亟(極)則不 (不信,不信)則不行。夫明王卲(昭)天, (信)③以

(度)攻 (功,功) (地)以利之,事(使)身 (信人) (畏)天,則 (度)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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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網友“海天遊蹤”釋為“肘”之異體,請參閱武漢大學“簡帛論壇”,《清華五<命訓>初讀》第

16樓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250&fpage=8&page=2,2015-04-14。網

友“紫竹道人”讀為“守”,請參閱武漢大學“簡帛論壇”,《清華五<命訓>初讀》,第14樓http://

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250&fpage=8&page=2,2015-04-13。
穀,生也,請參閱高祐仁《清華伍<命訓>考釋》,《第二十七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2016年,頁381。
信,誠也,《詩·氓》:“信誓旦旦”,孔穎達疏:“言其懇惻款誠”。



於亟(極)。夫天 ①道三,【簡6】人道三。天又(有)命,又(有)福,又
(有) (禍)_。人又(有)佴(恥),又(有)巿(紼)冒(絻),又(有) (斧)

戉(鉞)。以人之佴(恥)尚(當)天之命 ,以亓(其)巿(紼)冒(絻)尚(當)

天之福 ,以亓(其) (斧)戉(鉞)尚(當)天之 (禍)。六【簡7】方三

述,亓(其)亟(極) (一),弗智(知)則不行。

亟(極)命則民 (惰)②乏,乃 (曠)③命以弋(易)亓(其)上〔二〕,
(殆)於 (亂)矣。亟(極)福則民 彔 (民祿,民祿)④ 善 (干善,干善)

韋(違)則不行。亟(極) (禍)【簡8】則民 (民畏,民畏)則 祭 (淫
祭,淫祭)皮(疲)⑤ (家)。亟(極)佴(恥)則民 (民叛,民叛)則瘍 人

(傷人,傷人)則不 (義)。亟(極)賞而民賈 亓 上 (賈其上,賈其上)則
亡 壤 (無讓,無讓)則不川(順)。亟(極)罰則民多 (多詐,多詐)則
【簡9】不 忠 (不忠,不忠)則亡(無) (復)。凡 (厥)六者,正(政)之
所 (殆)。天古(故)卲(昭)命以命力(敕)⑥曰:“大命 (世)罰,少
(小)命 (命命)身。”福莫大於行_, (禍)莫大於 祭(淫祭),佴(恥)莫
大於【簡10】瘍人(傷人),賞莫大於壤(讓),罰莫大於多 (多詐)_。

是古(故)明王奉此六者,以牧 (萬)民 (民,民)甬(用)不 (失)。
(撫)之以季(惠),和之以均, (斂)⑦之以哀,吴(娛)之以樂,【簡

·892·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七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此符號為書手誤書,請參閱高祐仁《清華伍<命訓>考釋》頁387。
惰,傳世本作“墮”,潘振云:“墮即惰”,請參閱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29。
曠,唐大沛云:“曠,空也”,請參閱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頁30。
祿,朱又曾云:“貪祿”,請參閱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頁30。
皮,原考釋者依傳世本讀為“罷”,請參閱劉國忠《命訓釋文考釋》,頁129。謹按:讀“罷”

於意雖好,但就通假而言,讀為“疲”更適切,《說文》:“疲,勞也。”至於傳世本“罷家”也應讀為“疲
家”,朱又曾云:“罷讀曰疲”,請參閱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頁31。

力,網友“明珍”讀為“敕”,《說文》:“敕,誡也”,請參閱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
bsm.org.cn/bbs/read.php?tid=3250&fpage=8&page=3,2015-04-17。

斂,陳逢衡云:“斂之以哀則民有節”,請參閱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
頁35。



11】 (順)之以豊(禮)_①, (教)之以 (藝)_,正之以政_,童(動)之以

事_,懽(勸)之以賞_, (畏)之以罰 , (臨)之以中(衷)_②,行之以耑

(權,權)不 (法),中不忠(衷),罰 不服,賞【簡12】不從(縱) (勞)_,事

不耕(更)_〔三〕,正(政)不成,(藝)不 (淫)_,豊(禮)又(有) (時),樂
不 (伸),哀不至,均不 (一),季(惠)必仞 (仁人)〔四〕。凡此,勿(物)
(厥)耑(權)之 (屬)也。

季(惠)而不仞 (仁人),人不 (勝)【簡13】害,害 不智(知)死,均一

不和,哀至則貴(匱),樂 (伸)則亡(荒)。豊(禮)無 時 則不貴,(藝)

(淫)則割(害)於材(才),正(政)成則不長,事耕(更)則不攻(功),以賞

從(縱) (勞,勞)而不至,以【簡14】罰 從 備 (服,服)而不釮(在)③,以

中從忠(衷)則尚 (賞,賞)不 (必)中,以耑(權)從 (法)則不行 (行,

行)不必 (法,法)以智(知)耑 (權,權)以智(知) (微,微)以智(知)
(始,始)以智(知) (終)。【簡15】

三、疑難字詞考釋

〔一〕九<六> (間)具 (塞)

原考釋者指出“九 ”之義不詳,疑當從今本作“六間”。(第128頁)

許可先生讀為“九奸具息”,並引《逸周書·常訓解》為證,其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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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傳世本作“慎之以禮”,劉師培云:“慎之以禮,慎亦當讀順。《左傳·文二年》:‘禮無不順’
是其證。”請參閱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頁35。

衷,善也,《廣雅·釋詁一》:“衷,善也”,《書·皋陶謨》:“自我五禮有庸哉! 同寅協恭和衷

哉!”
釮,原考釋者疑讀為“恥”,援引《論語·為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為證,請

參閱劉國忠《命訓釋文考釋》,頁132。謹按:“釮”應从“才”聲,而“才”為從紐之部,“恥”為透紐

之部,聲音並不相近,且簡文前文已有用“佴”紀錄“恥”的音義,故“釮”讀為“恥”的機率不高。此

字或可讀為“在”,楚系簡帛常見“才”字聲系與“在”字聲系通假,“在”可訓作“察”,《爾雅·釋詁

下》:“在,察也。”



“困在坌,誘在王,民乃苟,苟乃不明,哀樂不時,四徵不顯,六極不服,八
政不順,九德有奸,九奸不遷,萬物不至,夫禮非剋不承,非樂不竟,民是

乏生”,其中“奸”有“偽”義,故認為“九奸”是“九德作偽”的產物①。

謹按:《逸周書·常訓解》之“九德有奸”意謂“九種品德出現瑕疵”,

未明確指出“九奸”的具體內涵,置於簡文難以理解文意。更重要的是,

簡文“六極既達,九 具 ”顯然是前段敘述的結論,若將“九 ”讀為“九
奸”不僅不知所指為何,也失去前後文意的內在聯繫。

簡文此句傳世本作“六極既通,六間具塞”,孔晁云:“六中之道通,

則六間塞矣”;唐大沛云:“此總上文,言六極之道既貫通而無不至,則六

者之間隙無不塞矣。”②由以上注解可知,簡文“九 具 ”要讀為“六間

具塞”,其文意才能前後銜接,故原考釋者的主張有一定道理。其次,
“六”誤寫作“九”,出土文獻亦有例證,茲舉數例如下:

今本《周易》隨卦:上六:“枸係之。”

帛書《周易》隨卦:尚九:“枸係之。”

今本《周易》晉卦:初六:“晉如、摧如,貞吉。”

帛書《周易》晉卦:初九:“溍如、浚如,貞吉。”

今本《周易》益卦: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韋,永貞吉。”

帛書《周易》益卦:九二:“或益之十傰之龜,弗亨回,永貞吉。”

今本《周易》兌卦:六三:“來兌,凶。”

帛書《周易》兌卦:九三:“來奪,凶。”

由上舉例證、傳世本之注解及簡文前後文的內在聯繫比對可知,簡
文原作“六 ”,書手將“六”誤寫為“九”,導致簡文作“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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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簡第五冊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

中心 網 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5/20150408112711717568509/

20150408112711717568509_.html,2015-04-08。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頁26。



〔二〕乃 (曠)命以弋(易)亓(其)上

原考釋者將“弋”讀為“代”,並引《左傳》昭公二十年杜注:“代,更
也。”(第129頁)

網友“魚游春水”先生懷疑“弋”可讀為“待”,訓作“對待”,簡文上下

文讀為“極命則民墮乏,乃曠命以待其上,則殆於亂矣”意謂“命令太多

(可能還含有朝令夕改的意思),民眾窮於應付,最終就會怠惰,對君主

的態度也變得消極,如果這樣,國家早晚要亂套”①。

網友“蚊首”先生懷疑“弋”可讀為“飾”,無進一步申說②。

網友“奈我何”先生懷疑“弋”可讀為“試”,訓作“用”,而今本作“誡”

為似是“試”字之誤或是二字音近通假③。

謹按:關於讀“待”說,“弋”為喻紐職部,“待”為定紐之部,二字音

近,確實有通假的可能性。然而,該說為了疏通文意,只好設法將“待其

上”增字解經為“對君主的態度也變得消極”,其中“態度”、“變得消極”

就是該說自行添加的成分,故筆者不採此說。

其次,讀“試”說所援引的證據如下:(1)《漢書·五行志下》:“受命

之臣專征云試”,顏師古注:“試,用也,自擅意也”。(2)《韓非子·揚

權》:“下匿其私,用試其上”、《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主賢明,則悉心

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其中“試”亦是“自擅”之意。然而,仔細

檢視上述證據後,即可發現存有一些疑慮。以第(1)項來看,該句的前

後文為“受命之臣,專征云試,厥食雖侵光猶明,若文王臣獨誅紂矣”,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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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武漢大學“簡帛論壇”,《清華五<命訓>初讀》,第9樓http://www.bsm.org.cn/bbs/read.
php?tid=3250&fpage=8&page=2,2015-04-11。

武漢大學“簡帛論壇”,《清華五<命訓>初讀》,第10樓http://www.bsm.org.cn/bbs/

read.php?tid=3250&fpage=8&page=2,2015-04-12.武漢大學“簡帛論壇”,《清華五<命訓>初
讀》,第31、32樓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 tid=3250&fpage=8&page=4,

2015-04-21。
武漢大學“簡帛論壇”,《清華五<命訓>初讀》,第10樓http://www.bsm.org.cn/bbs/

read.php?tid=3250&fpage=8&page=2,2015-04-12。



師古對“試”有二注,一為前列所述,一為“一說試與弒同”,可見顏師古

的立場游移不定。若“試”為“自擅”義,與“專”之“專斷”、“擅自行事”義

語意重複,顯然此訓解並不合適。筆者傾向“試”讀為“弒”,《漢書·五

行志下》那段文字意謂“接受命令的臣子自行出兵征伐曰‘弒’,其日食

雖被遮住光線而仍有光亮,就像文王的臣下私自誅殺紂王一樣”。關於

第(2)項證據,若“試”為“自擅”義,置於兩處文例則無法理解其意,筆者

認為兩處文例之“試”應為“試探”義,《字彙》:“試,探也”,《韓非子·揚

權》那段話意謂“臣下隱藏自己的私心,用來試探君主”;《韓非子·外儲

說左下》那段敘述意謂“君主賢明,就盡心竭力侍奉他;君主沒有才能,

就掩飾自己的邪惡而試探他”。退一步設想,假設“試”可訓“自擅”義,

置於簡文意謂“人民荒廢命令而擅自行事君王”,仍舊不好理解其意。

再次,讀“代”說在訓讀方面並無問題,但簡文下文云“殆於亂”意謂

“接近混亂”,若人民可以取代君王,表示國家已經失序,與“殆於亂”的

情境不同。至於讀“飾”說僅是一筆帶過,暫且不論。

筆者認為“弋”可讀為“易”,“易”為喻紐錫部,與“弋”聲音極近,且

楚系簡帛有通假例證,例如《上博五·競建內之》10號簡“ 牙”須讀為

“易牙”①,可見“弋”讀“易”應可成立。“易”應訓作“輕視”、“不看重”,例

如《韓非子·五蠹》:“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簡文“極命則民

墮乏,乃曠命以易其上,殆於亂”,意謂“過度命令人民,人民就會懈怠困

乏,於是荒廢命令而輕視君王,國家就會接近失序”。此外,《文子·道

德》:“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之意可供對照。

〔三〕事不耕(更)

第三字,原篆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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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考釋者僅隸作“”,待考。(第130頁)

程浩先生主張从“來”聲,讀為“理”,訓作“治”①。

趙平安先生釋作“耕”,對應傳世本讀為“震”,理解為“動”②。

謹按:關於程浩先生之說,“ ”(以下用△1代稱)左上所从即為楚

系簡帛常見的“來”字寫法,而“來”、“理”皆為來紐之部,例可通假,故

△1从“來”聲讀為“理”應可成立。其次,趙平安先生列舉楚系簡帛“耕”

字形體,認為△1為“ ”(《郭店·窮達以時》2)與“ ”(《郭店·緇衣》

11)的融合寫法,只是將“禾”旁替換成“來”旁。此說於字形論證詳實,

△1釋“耕”應無問題。至於“耕”、“震”的通假關係,前者為見紐耕部,後

者為章紐文部,聲音相近,且該文列舉見、章二紐與耕、文二部的通假例

證,故“耕”讀為“震”亦有一定理據。

文意方面,為了討論方便,茲將相關文句臚列如下:

傳世本:動之以事,事不震,事震則寡功

竹簡本:動之以事,事不△1,事△1則不攻

程浩先生將竹簡本文句讀為“動之以事,事不理,事理則不攻”,但

末句意謂“事情治理得好則不攻”,文意顯得突兀,故不從此說。

關於趙平安先生之說,其說訓“震”為“動”,應是“震動”之義,但
“震動”多指物體自身動盪或是使物體動盪,罕見形容抽象之“事”,例

如《詩·閟宮》:“不虧不崩,不震不騰”,《毛》傳注:“震,動也”,此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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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浩《釋清華簡<命訓>中對應今本“震”之字—兼談<歸藏>、<筮法>的“震”卦卦名》,《出土

文獻》第六輯,中西書局2015年,頁220-223。
趙平安《釋清華簡<命訓>中的“耕”字》,《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

期,頁34-37。



意謂魯國之鞏固猶如不崩不壞之山,不震不沸之水①。又如《國語·

周語上》“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韋昭注:“震,動也。地震故三川

亦動也。”因此,“震”之“震動”義罕見形容抽象之“事”。那麼,從這個

角度考慮,舊有注疏如潘振云:“震,騷動也”②,亦不可信。

筆者贊同△1釋“耕”,或可進一步讀為“更”,“耕”為見紐耕部,

“更”為見紐陽部,聲音極近,通假應可成立。“更”應訓作“更改”,例

如《論語·子張》:“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更,改也。”簡文“以事動之,

事不更,事更則不功”,意謂“以事勞動民眾,事情不要隨意更動,更動

則收不到功效”。至於竹簡本與傳世本的聯繫,筆者懷疑是“更”與
“震”皆有共同的義素“動”,經由“同義替換”的途徑,竹簡本之“更”才

會寫成傳世本“震”字。

附帶一提,傳世本“事不震,事震則寡功”之舊有注疏如後:陳逢衡

云:“事以謹小而立,故不震。……事震則寡功,如《僖九年·公羊傳》葵

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是也”;唐大沛云:“震者,矜張之意。

執事當敬,不可矜張。……矜張其事則有初鮮終,故寡功”;朱又曾云:

“震,震矜。……震眾則功必寡矣”③。上述三說將“震”理解為“震矜”、

“矜張”之意,但此二詞的訓解顯然著重於“矜”之“自恃”、“驕傲”義,與
“震”無關,故不足信。

〔四〕季(惠)必仞 (仁人)

“仞 ”字,原考釋者讀為“忍人”,並引《左傳·文公元年》:“且是人

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注:“能忍行不義。”(第131頁)

網友“暮四郎”先生援引《郭店·六德》31號簡“紉”讀為“恩”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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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亨《詩經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522。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頁36。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頁36、38、39。



認為“恩”從“因”聲,故“仞”應可讀為“因”,簡文“惠必因人”意謂“施惠

必因人而施”①。

謹按:以原考釋者所引注解得知“忍”為“殘忍”之義,但網友“暮四

郎”先生認為從簡文“惠必仞人”以及下文“惠而不仞人”之文意來看,
“仞”應為正面詞義。此項質疑相當合理,已能指出原考釋者的不足之

處。其次,根據網友“暮四郎”先生之說,“因”為介詞,是引進動作行為

實施的根據,訓作“根據”、“依照”義。然而,此項用法落實在文句敘述

時,其例如下:

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

因事而制禮。(《商君書·更法》)

君無聽左右之謂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

焉?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 因其勢而利導之。
(《史記·孫子吴起列傳》)

前舉“因事而制禮”、“因能而受祿”、“因其勢而利導之”等句,實施

的根據在前,引進動作行為在後。以此對照簡文“惠必因人”,顯然不符

合漢語語法敘述模式,故網友“暮四郎”先生之說不能成立。

筆者認為“仞 ”可讀為“仁人”,“仞”為日紐文部,“仁”為日紐真

部,聲音極近,且出土文獻有“仞”與“仁”之通假例證,如馬王堆漢墓帛

書《老子》甲本“百仁之高,始於足下”,嚴遵本作“仞”;《銀雀山漢墓竹

簡·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城高七仁”,“仁”,整理者釋為“仞”;又“得
地有不能仁”,“仁”,整理者亦釋為“仞”②。因此,“仞”讀為“仁”應可

成立。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楚系簡帛記錄“仁”的詞義,其習用字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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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簡帛論壇”,《清華五<命訓>初讀》,第22樓http://www.bsm.org.cn/bbs/

read.php?tid=3250&fpage=8&page=3,2015-04-15。
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943。



“ ”,但也有用其他字形如“ ”、“ ”、“ ”等①,故“仞”讀為“仁”在用

字習慣方面應無問題。“仁”應訓作“親愛”,例如《史記·魏公子列

傳》:“公子為人,仁而下士。”簡文“惠必仞人”意謂“恩惠必親愛人”;

下文“惠而不仞人”意謂“施予恩惠而不親愛人”。

四、結論

通過以上的論證,茲將結論摘要如下:(1)5號簡“九間具塞”應為

“六間具塞”,其中“九”為“六”之誤寫。(2)8號簡“弋”字應讀作“易”,訓
“輕視”、“不看重”之義,簡文“極命則民惰乏,乃曠命以易其上,殆於

亂”,意謂“過度命令人民,人民就會懈怠困乏,於是荒廢命令而輕視君

王,國家就會接近失序”。(3)13號簡“ ”字,筆者贊同釋作“耕”,或可

改讀為“更”,簡文“以事動之,事不更,事更則不功”,意謂“以事勞動民

眾,事情不要隨意更動,更動則收不到功效”。(4)13號簡“季必仞 ”應
讀為“惠必仁人”,意謂“恩惠必親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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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八卦卦象系統探究

范育均①

  摘 要:卦象對於擴大卦的內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易學研究領域不

可避免的課題。卦象何時產生,現已無從知曉。但從《周易》經傳、《左傳》《國

語》涉易材料以及清華簡《筮法》中可以窺探早期卦象傳統。先秦八卦卦象分爲

《周易》筮法系統下的八卦卦象與非《周易》筮法系統下的八卦卦象,二者有共同

的卦象與造象理據,同時也存在許多不同的卦象。

  關鍵詞:八卦;卦象;《筮法》;周易

筮法,既包括成卦方法,也包括對成卦結果進行解說以判斷、預測

吉凶的方法。從《左傳》《國語》涉易材料②、王家臺秦墓“易占”簡以及清

華簡《筮法》等先秦易筮文獻來看,解卦主要利用卦象、爻象、卦爻辭、卦

位圖以及兌卦等因素。運用卦象是解卦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卦象

的先秦文獻有《周易》經傳(傳有《彖傳》《大象傳》《說卦傳》)、《左》《國》

涉易材料以及清華簡《筮法》。本文旨在通過這些文獻,對先秦八卦③卦

·703·先秦八卦卦象系統探究

①
②

③

范育均,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碩士研究生 重慶 400715。
指《左傳》《國語》中用《周易》筮占和直接引用《周易》的22條材料。《左傳》《國語》並列出

現時,後文一律簡稱《左》《國》。
本文僅指乾、坤等八單卦。



象系統進行整理與歸納,以期對卦象解卦法的研究做好前期準備。

一、《周易》經傳中的八卦卦象

卦象起源於何時,現在很難追溯。但《周易》作爲卜筮之書,自然離

不開數與象,想必卦象在八卦誕生之初或之後不久就有了。今本《周
易》大致成書於西周初年,其卦辭、爻辭中已經暗含卦象。而解釋《周
易》經文的權威著作《易傳》中的《彖傳》《大象傳》①《說卦傳》更是直接指

明了八卦卦象。關於《彖傳》《大象傳》《說卦傳》的成書時間,戰國成書

說②較爲流行,本文在此基礎上對以上各書中的卦象進行歸納總結,現
列表如下:

表1 《周易》經傳之卦象

卦名
卦象

《周易》經文 《彖傳》 《大象傳》 《說卦傳》

乾

天(12)③健(3)男

(1)龍(1)

健(11)天(3)龍

(1)

天(14)龍(1)健

(1)男(1)

天、健、馬、首、

父、圜、君、玉、

金、寒、冰、大赤、

木果……

坤

地(14)母馬(1)順

(1)

順(13)地(5)母

馬(1)

地(17) 地、順、牛、腹、

母、布、釜、均、吝

嗇、大輿……

震

雷(9)動(4)長男

(1)

雷(4)動(3)長男

(1)

雷(15)動(10) 雷、動、龍、足、長

男、玄黃、大涂、

蒼筤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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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傳》有《大象傳》《小象傳》之分,前者主要講六十四卦內、外卦的卦象,後者則專釋諸卦

六爻的爻象,故此處不將《小象傳》納入考察範圍。
參見劉大鈞《周易概論》(增補修訂本),巴蜀書社,2016年,頁8-15。王化平《<易經>卦爻

辭校勘與本義詮解》(未刊稿),2016年,頁35-37。
表格括號裏的數字是卦象在各書中出現的次數,下表亦同。



續表

卦名
卦象

《周易》經文 《彖傳》 《大象傳》 《說卦傳》

巽

木(6)風(5)長女

(4)謙順(1)

木(3)風(1)順

(1)長女(1)

木(11)風(5)長

女(1)

風、散、雞、股、長

女、工、白、長、

高、進退……

坎

水(9)坑(5)險(3)

雨(1)雲(1)

險(10)水(2)雨

(1)

水(6)雲(2)泉

(1)雨(1)

水、雨、豕、耳、中

男、溝瀆、隱伏、

血卦、赤……

離

日(6)火(5)分離、

離開(4)中女(1)

明麗(1)附麗(1)

電(1)

明麗(5)火(3)中

女(3)電(1)附麗

(1)

火(10)明麗(3)

電(2)日(1)

火、日、麗、雉、

目、中女、甲胄、

戈兵、大腹、鱉、

蟹、蚌、龜……

艮

山(8)止(5)少男

(3)

止(5)山(1)少男

(1)

山(10)止(1) 山、止、狗、手、少

男、徑路、小石、

門闕、果蓏、鼠、

指……

兌

澤(8)行走(3)水

(2)少女(2)說(1)

說(13)少女(3)

水(1)

澤(15)泉(1) 澤、說、羊、耳、少

女、巫、口舌、毀

折、妾……

  注:本表內容皆依據《周易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

從上表可以看出《周易》經傳卦象系統的一些特點。首先,《周易》

經文八卦卦象以天、地、雷、木(風)、水、日(火)、山、澤爲主,且爲基本卦

象,《大象傳》與之相同。而《彖傳》大多用基本卦象所蘊含的特徵、屬性

來充當卦象,且要遠遠高於其他卦象的使用頻率①。如乾卦六爻皆爲陽

爻,天地之中天爲陽,故有天象;天乃陽之所極,故又有剛健之象。坤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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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彖傳》中兌卦多爲“說”象;震卦雖爲“雷”象最多,但由“雷”引申而爲“動”象也較多;巽卦

多爲“木”象。除此三例,《彖傳》中卦象皆由基本卦象引申而來。



六爻皆爲陰爻,天地之中地爲陰,故有地象;地乃陰之所極,地處卑下,

故又有卑順之象。且“健”與“順”在《彖傳》中出現次數遠遠多於“天”
“地”。《彖傳》《大象傳》是對《周易》經文的詮釋,雖然都是通過卦象來

闡明事理,起指示、教育作用,但在卦象的運用上,《彖傳》顯然將卦象與

其解說結合得更緊密一些,而《大象傳》則是直接用八卦的基本卦象,使
卦象與解說之辭的關係顯得有些抽象。《說卦傳》中不僅包括基本卦

象,還包括其他卦象,比《周易》經文、《彖傳》《大象傳》要豐富許多。

其次,《周易》經文、《彖傳》《大象傳》中每卦卦象都不止一種,且各

卦象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如前面所說健與天,順與地,以及男、龍均

有陽剛之氣,母馬亦有陰柔之象、溫順之性。雷猶如陰陽之氣交合而

動,故有動象;一陽在下,故有長男之象。巽爲風,風吹而順;一陰在下,

故有長女之象,女亦柔且順。坎爲水、坑,水、坑皆險;且水與雨爲同類

之象,雲亦含水,水蒸發上升空中亦可爲雲。離爲火、日、電,均有明麗

之象,附麗乃麗之別義;一陰在中,故有中女之象,女亦明麗且附麗於

男。艮爲山,山千年屹立不動,乃止之象;一陽在上,故有少男之象。兌

爲澤,水、泉亦澤;水、泉流動,故可比類人之走動;一陰在上,故有少女

之象。由此可見,《周易》經文、《彖傳》《大象傳》卦象的產生亦是萬物之

間關係的體現,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理性分析的結果。

但在《說卦傳》中,很多卦象彼此之間沒有聯繫。如乾卦有寒、冰、

木果象,此與乾卦其他卦象以及乾卦所蘊含的卦義相差甚遠。又如坤

卦有布、釜、大輿、柄等象,也與地、順之象不合。其他諸卦皆有此現象。
《說卦傳》還將八卦與六畜、人體相對應,這些卦象很少在《周易》經文中

體現。《說卦傳》中的這些卦象極有可能是在占筮過程中視解卦需要而

產生的①。
《彖傳》《大象傳》中的卦象基本不超出《周易》經文所含卦象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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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化平《<易經>卦爻辭校勘與本義詮解》(未刊稿),頁14。



圍,而《說卦傳》中的許多卦象則與之不同。《說卦傳》中這些不同的卦

象(如震爲東方、兌爲西方以及八卦與人體部位對應等)在清華簡《筮
法》中得到印證,可見其有些內容有較早的淵源。

二、《左》《國》中的八卦卦象及其解卦特點

《左》《國》涉易材料用卦象解卦共有11例,佔涉易材料的一半,可
見在春秋時期卦象解卦是判斷吉凶的重要方法。現將《左》《國》中的八

卦卦象列表如下:
表2

卦名

卦象

卦象1

及出現

次數

出處

卦象2

及出現

次數

出處

卦象3

及出現

次數

出處

卦象4

及出現

次數

出處

卦象5

及出現

次數

出

處

乾 天(3)
觀之否、大

有之睽、大壯

坤 土(3)

觀之否、屯

之比1
、貞屯

悔豫皆八

母(2) 屯 之

比1、

貞 屯

悔 豫

皆八

馬(1) 屯

之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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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表皆以成卦結果代表卦象來源的文獻材料。表中“屯之比1”指畢萬筮仕於晉,“屯之

比2”指衛孔成子筮立公子元。“蠱1”指秦伯筮伐晉,“蠱2”指秦醫言晉侯疾。



續表

卦名

卦象

卦象1

及出現

次數

出處

卦象2

及出現

次數

出處

卦象3

及出現

次數

出處

卦象4

及出現

次數

出處

卦象5

及出現

次數

出

處

震 雷(3)

歸妹 之 睽、

大壯、貞 屯

悔豫皆八

車(3) 屯 之

比1、

歸 妹

之 睽、

貞 屯

悔 豫

皆八

長 男

(1)

貞 屯

悔 豫

皆八

兄(1) 屯

之比1

足(1) 屯

之

比1

巽 風(4)

觀 之 否、

蠱1、困 之

大過、蠱2

女(2) 師 之

臨、

蠱2

坎

川、

泉、水

(3)

師之臨、貞

屯 悔 豫 皆

八 (出 現

水、 泉 兩

象)

眾(3) 屯 之

比1、

師 之

臨、貞

屯 悔

豫

皆八

男(1) 困 之

大過

勞(1)

貞 屯

悔 豫

皆八

離 火(2)

歸妹 之 睽、

明夷之謙
日(2)

明 夷

之 謙、

大 有

之睽

鳥(1) 明 夷

之謙

艮 山(4)

觀 之 否、

蠱1、蠱2、明

夷之謙

男(1) 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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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卦名

卦象

卦象1

及出現

次數

出處

卦象2

及出現

次數

出處

卦象3

及出現

次數

出處

卦象4

及出現

次數

出處

卦象5

及出現

次數

出

處

兌 澤(2)

大有 之 睽、

師之臨

妻、女

(2)

困 之

大 過、

師

之臨

秋(1) 蠱1

  注:本表內容來源於《春秋左傳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

《左》《國》涉易材料的大部分卦象在解卦過程中是顯而易見的,譬
如“陳厲公筮公子敬仲生”遇觀之否就有“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有“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
嬴敗姬。車脫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由此可知震爲雷、
爲車,離爲火。對於某些不太容易看出或是較難理解的卦象,需要特別

說明。
震,常見的卦象是雷、車、男或是長子等,作爲足是很少見的。但

從“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來看,“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
母覆之,眾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兄”
“母”“眾”皆爲卦象,“足”必然也爲卦象。震爲雷、爲車,常常有動義,
如《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屯卦上坎

下震,坎爲險,震爲動,故曰“動乎險中”。足用來行走,亦可表示動,且
《說卦傳》和《筮法》“人身圖”均有“震爲足”之說,故震亦可有足象。
對於這類不常見的卦象,很可能是卜筮之人在解卦時據所占之事及卦

爻辭加以發揮的產物,以此來契合占問的結果。
坎有勞象,見於“晉重耳筮得國”得貞屯悔豫皆八,“震,雷也,車也。

坎,勞也,水也,眾也”。由《周易》經文、《大象傳》以及《左》《國》涉易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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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得知,坎的基本卦象爲水、爲男,也經常與“險”有關,但如何有“勞”

象,卻令人十分費解。

王家臺秦墓“易占”簡、帛書《易傳》與傳本《歸藏》中坎卦徑寫爲

“勞”或“犖”①,直接將“勞”看作卦名。坎之有勞象,或與其寫作“勞”相

關。換而言之,卦象可因卦名之用字而得到擴展。

離爲鳥,見於“魯莊叔筮叔孫穆初生”遇明夷之謙,“明夷之謙,明而

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日

之謙”是指《明夷》下卦之離變爲《謙》下卦之艮,《說卦傳》有“離爲雉”,

“雉”乃鳥,艮爲山,離變艮就有鳥飛向山間之象,故有“明夷于飛”②。由

此離可爲鳥象。

山爲艮的基本卦象,“陳厲公筮公子敬仲生”中是否表達了“艮爲

山”這一卦象,我想答案是肯定的。由於此筮例沒有直言“艮爲山”,且

需要借助互卦③才能看出,故有很多學者持相反意見。此筮例云:“陳侯

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有陳國乎

……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

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則配天。物莫能

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風爲天”是指《觀》上卦巽變爲《否》上卦乾,

“於土上,山也”是指《否》下卦坤(爲土)上爲艮(爲山),艮卦乃否卦二、

三、四爻組成,爲互卦。後“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是

講艮卦上爲乾卦,下爲坤卦。“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則配天”之“山”亦

是互卦而得艮。“土”“風”“天”皆是卦象,自然“山”也應爲艮之卦象。

兌有秋象,見於“秦伯筮伐晉”遇蠱,“‘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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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犖”,《說文》:“駁牛也。从牛,勞省聲。”“勞”,《說文》:“熒,火燒冂,用力者勞。”可見“犖”
“勞”讀音相近;再者古代農耕用牛作爲勞力,二者在意義上有一定聯繫,故兩字通假。

張朋《春秋易學研究:以<周易>卦爻辭的卦象解說方法爲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356。

互卦又叫互體。是指六重卦中,第二爻至第四爻、第三爻至第五爻,交互而成兩個三畫卦。



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

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卜徒父據卦象解卦,
蠱卦內爲巽卦,卦象爲風,外爲艮卦,卦象爲山。蠱卦之九二、九三、六
四互體爲兌,兌爲秋季,萬物成熟,風吹落山之果實,而取用其木,故曰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以此來預測伐晉爲吉。《說卦傳》云
“兌,正秋也”,清華簡《筮法》“卦位圖”有“西方也,金也,白色”,“(奚)古
(故)胃(謂)之兌,司收,是古(故)胃(謂)之兌”,整理者注釋云“四卦所

司雷、樹、收、藏,與常見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含義相似”①,似暗指兌

有秋象。《筮法》“四季吉凶”中,秋季兌爲大吉,也見兌與秋值②。漢儒

孟喜在此基礎上創立“四正卦說”,以四正卦配一年四季,即震主春、離
主夏、兌主秋、坎主冬。故兌卦象徵秋季,令萬物成熟而收。

從上表可以看出,《左》《國》用卦象解卦有以下特點:
第一,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基本卦象爲主,而當基本卦象

無法很好詮釋卦爻辭或無法與所占之事很好契合時,則採用其他卦象。
如“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屯》之內卦爲震有車象,《比》之內卦爲坤

有馬象,因有車有馬,故爲“公侯之卦”;又如“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
歸妹之睽,《歸妹》外卦爲震有車象,以“車脫其輹”形象地暗示了嫁伯姬

爲不吉之兆。此類還有“魯莊叔筮叔孫穆初生”等。除此之外,在解卦

時常聯想到與卦象相關的事物,如“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有“火焚其

旗”,“旗”不是卦象,僅是車上之物,以“火焚其旗”亦說明此事爲凶。
第二,有些卦象比較隱蔽,用表示某一特點及屬性的詞來代表卦

象,需要深入分析方能得解。知莊子筮彘子出師時引述“師之臨”曰“眾
散爲弱,川壅爲澤”,師卦初爻由陰變陽爲臨卦,師卦下坎爲眾,臨卦下

兌爲弱,而兌本無弱象,乃是由兌爲女卦引申而來,故此處兌是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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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中西書

局,2013年,頁112。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頁107。



“弱”只是女性的普遍特徵。

第三,同一筮例同一卦存在多種卦象,以多種角度解釋卦爻辭代表

的吉凶狀況。上文“師之臨”坎爲眾、川象,兌爲女、澤象;“晉重耳筮得

國”震既有車象,又有雷象,坎既爲水,又爲眾。

除以上特點外,《左》《國》還以互體解卦,上面解說“陳厲公筮公子

敬仲生”之“山象”以及“秦伯筮伐晉”之“秋象”已有詳細論及,此處不再

贅述。要之,《左》《國》除用基本卦象解卦外,也常常用與基本卦象有緊

密聯繫的卦象和事物,且根據卦爻辭及所占問之事選擇合適的卦象;不
僅用一卦內、外卦卦象解卦,還運用互卦方式產生新的卦象。《左》《國》

卦象解卦在取象以及解卦方式上如此靈活,得益於其爲筮占實例,卜筮

之人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選擇合適的卦象以及產生新的卦象來判斷

吉凶。

三、清華簡《筮法》中的八卦卦象

清華簡《筮法》是不同於《周易》筮法的一種占筮系統,主要記載了

占筮的原理及方法,包含大量以數字卦表現的占例①。與以往所見數字

卦不同的是,《筮法》中的數字卦皆由四個三畫卦組成,不見六十四卦之

名,僅見八單卦。《筮法》中判斷吉凶的方法多種多樣,如依據爻象、“卦
位圖”中卦與卦的位置關係、四季與卦的對應、四季與爻的關係、不同卦

中同一位置之爻與爻的關係以及干支與卦相值與否等。此外,《筮法》

也常常根據卦象來判斷吉凶,本小節主要探究其八卦卦象及特點。
《筮法》涉及的八卦卦象主要有:
(1)父母六子

《繫辭上傳》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說乾坤二卦之陰陽二氣交

感而成震、巽、坎、離、艮、兌三男三女之卦。而“父母六子卦”成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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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論應見於《說卦傳》,其第十章云:“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

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

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

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此段明言乾、坤父母卦

何以生成六子卦。“父母六子卦”是古人對陰陽二氣關係及其相互作用

的認識,也是男女、父母子女倫常關係在卦象上的反映。

《筮法》雖沒明確提出“父母六子卦”,但從簡文中可以看出八卦具

有父母六子象。如:

一六六 一一一

一六一 六六六

凡見大人,昭穆,見。(第八節)①

一一六 一一一

一六一 六六六

凡咎,見術日、妻夫、昭穆、上毀,亡咎。(第九節)

所謂“昭穆”是指兩個世代,第八節中右下乾卦與左下坤卦代表父

母,右上艮卦與左上離卦則是少男與中女,父母與少男、中女即兩個世

代;第九節中右下乾卦與左下坤卦爲父母,右上巽卦與離卦分別爲長女

與中女,父母與長女、中女亦是“昭穆”關係。

除此之外,乾坤八卦在其他占例中雖只稱“男”“女”,但也應象徵

“父母六子”,如:

一六六 一一一

六一一 六六一

凡售,三男同女,女在 上,妻夫相見,售。(第七節)

其中右下乾卦爲父,右上艮卦爲少男,左下震卦爲長男,左上兌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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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少女,故是“三男同女”。此類占例較多,故不一一舉例。

(2)夫妻

夫妻之象體現的是卦的陰陽屬性,將八卦按“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的原則分成兩組,陽卦爲夫象,陰卦爲妻象,上文第九節中乾、坤兩卦與

第七節中艮、兌兩卦即是如此。又如:

一一一 六六六

六六六 一一六

妻夫同人,乃得。(第二節)

其中乾卦爲夫,坤卦爲妻,因此例兩坤卦配一乾卦,乃兩妻侍一夫

之象,故曰“妻夫同人”。

(3)方位、五行、所司之物、顏色與季節

八卦有方位、五行以及顏色之象,所司之物也是其卦象之一,皆見

於簡文第二十四節“卦位圖”,現將此節所涉八卦卦象繪圖①如下:

“卦位圖”主要體現的是四正卦的卦象,雖未明言其餘四卦所處的

方位,但從圖中亦能知曉乾卦處西北,坤卦處西南,巽卦處東南,艮卦

處東北。除“卦位圖”涉及五行之象外,簡文第十一節“雨旱”亦有

闡述:

六一一 一六六

·813·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七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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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六 六一六

金木相見在上,陰。水火相見在下,風。
所謂“金木相見在上”是指象徵金的兌卦與象徵木的巽卦處於右

上、左上之位,“水火相見在下”則指象徵水的艮卦與象徵火的坎卦處於

右下、左下之位。此節兌爲金、坎爲火合於“卦位圖”,巽爲木、艮爲水卻

未在“卦位圖”中體現,且僅見於上文所引一處,但仔細閱讀簡文第二十

一節“四季吉凶”,又會得到一些新的證據:

春:來巽大吉,勞小吉,艮羅大凶,兌小凶。
夏:勞大吉,來巽小吉,艮羅小凶,兌大凶。
秋:兌大吉,艮羅小吉,勞大凶,來巽小凶。

冬:艮羅大吉,兌小吉,來巽大凶,勞小凶。

此節是講除乾、坤以外六卦與四季的對應以及吉凶狀況。將其與

“卦位圖”結合起來看,不僅可以證明巽、艮兩卦與五行的對應關係,亦
可得知六卦的季節之象。春季筮占遇震(來)卦大吉,說明震卦與春季

相值。又“卦位圖”中震爲木、司雷,樹木開始生長,初有雷鳴,乃春季之

物候,故震卦有春象。因春季筮遇巽卦亦大吉,故巽爲春,自然也與震

卦一樣有木象。同理,艮、離(羅)爲冬,爲水。由此可見,坎(勞)爲夏,

兌爲秋。
(4)人體部位

八卦與人體部位對應,見於簡文第二十四節“人身圖”,現將圖畫轉

成文字並與《說卦傳》進行對比:
乾爲首,坤爲胸,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腹,艮爲手,兌爲口。

(《人身圖》)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說卦傳》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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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爲耳痛,離爲大腹,艮爲指,兌爲口舌。(《說卦傳》第十一章)①

“人身圖”與《說卦傳》除坤卦與離卦卦象不同外,其餘諸卦之象皆

同。對於坤卦、離卦與身體部位對應關係,筆者認爲當以“人身圖”爲
準。在同一卦象系統中,如果八卦數剛好與物象數符合,一般不存在一

卦對應兩個物象的情況,比如在天、地、雷、風、火、水、山、澤系統中,乾、

坤等卦各對應一個物象;又如在方位系統中,各卦也只對應一方。故

《說卦傳》中離既爲目,又爲腹當是傳抄之誤。“人身圖”曰“離爲腹”,
《周易》經文中離卦有分離象,腹內乃消化、分解食物之處,亦有分離之

象,又《筮法》爲出土文獻,長年埋於地下,可能更接近古書原貌,故“離
爲腹”較爲合理。進而坤當不爲腹,心胸寬廣亦與坤爲地承載萬物之厚

德相類,故坤爲胸。通過以上分析可知“人身圖”中八卦與身體部位對

應關係較之《說卦傳》更爲合理。

以人之身體器官代表八卦,是古人將自然萬物與人結合起來,對人

體構造以及二者緊密關係的探索。乾爲天在上,頭爲人體之頂端,亦在

上;震爲雷、爲動,足用來行走,故能動;艮爲山,五指相連之形亦象山;

兌,說也,徐鉉注曰:“當从口从八,象氣之分散。”②說話之氣乃從口出,

故兌有口象。按以上思路,巽與股、坎與耳之間也應有緊密聯繫,只是

不容易看清罷了。
《筮法》八卦卦象,並未涉及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基本卦象,

坎爲火、離爲水屬於五行,而不是基本卦象。其卦象以父母六子象居

多,且也有多組卦象。

四、小結

《周易》經傳與《左》《國》涉易材料大部分筮例中的卦象都是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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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只此四卦與人體部位對應,摘錄於此,並與《人身圖》、《說卦傳》第九章進行比較。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木部》,中華書局,2013年,頁174。



《周易》筮法系統下的卦象,而清華簡《筮法》成卦法與解卦法有別於《周
易》筮法,《左》《國》“秦伯筮伐晉”遇蠱、“晉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

八兩例亦非《周易》筮占,故其卦象當是其他筮法系統下的卦象。《周
易》筮法系統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基本卦象爲主,而非《周易》

筮法系統以父母六子象居多;前者有由基本卦象之屬性與特點充當的

卦象,如健、順、動、險等,後者八卦與方位、五行、季節、顏色對應而產生

新的卦象。除此之外,兩者還有許多不同的卦象。雖然二者存在差別,

但同時聯繫緊密。第一,兩者有很多相同卦象,如天、地、雷、風等基本

卦象,父母六子以及人體部位之象。第二,兩者均有多組卦象,且不同

卦象在意義上基本一致,多爲引申關係。第三,非《周易》筮法系統有些

卦象是在《周易》筮法系統卦象的基礎上產生的,如八卦與人體部位對

應即以天、地、動等象爲基礎。要之,先秦時期不同筮法系統有共同的

造象依據,在此依據上根據各自筮占的特點及需要創造屬於自己的卦

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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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簡“ ”字考

郭静云①

  摘 要:春秋戰國因字形演化而發生“丰”、“丯”、“”三個字的同形寫法,因

此在閱讀楚簡時,需要特別留意這三個字形頗為相近的字。本文考證楚簡“ ”

字,證明其均宜讀為“逆”,楚簡中均用本字,包括在楚簡《緇衣》中“ ”字為

“逆”,用以表達逆先的意思。《緇衣》言:君子說話是有經過選擇,做事是有預先

評估其結果;君子精知,很詳細地瞭解和知悉,所以有遠識,能評估、逆先預料事

情的走向,接受知識,之後纔做事。這與後期傳世版本《緇衣》的意思有所不同。

  關鍵詞:楚簡;緇衣;傅世本;經本

一、前言

郭店楚墓出土的《緇衣》竹書第十八章兩次出現“ ”字。此二處《禮

記·緇衣》傳世版本前有“格”後有“略”兩個字。郭店《緇衣》竹書版本

第十八章的本文曰:

子曰:“君子言又(有)勿(物),行又(有) (?)。此以,生不可敓志,

死不可敓名。”古君子多 (聞),齊而獸(守)之;多志,齊而新(親)之;精
(知), (?)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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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收藏《緇衣》竹書版本第十八章的文字接近,只有細微

的字形差異:

子曰:“君子言又(有)勿(物),行又(有) (?)。此以,生不可敓志,

死不可敓名。”古君子多 (聞),齊而守之;多 ,齊而 (親)之;青
(知), (?)而行之。

這一段與《禮記·緇衣》第十九章比較,差異似乎也不是很大: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
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

在兩個出土版本的問題中,學界辯論最多者,乃是郭店版本的“ ”

與上博版本的“ ”字。學界對楚簡的字體有數種釋讀,其中最普遍的看

法是將之直接同等於“格”,另有讀為“戟”、“逢”、“封”、“逆”等說法。不

過,雖然釋為其它字,但還是依通假線索將其轉回到傳世版本中的“格”

字來解釋。但是,這種理解蘊含著幾項疑問。第一,“ ”與“格”兩個字

的關係論證不清,對二者聲符的認定不一致,語音關係存有疑問。第

二,在兩個出土版本上都用同一字的兩處,傳世版本則有兩個不同的

字,況且,除了出土與傳世版本對照之外,並無其它將“ ”讀為“格”或
“略”的依據。第三,乃是“ ”字的用義問題,若其不以“格”來理解,則出

土原文的旨意如何? 這都是需要重新探索的問題。

二、“ ”和“ ”字形結構考

這兩個字,都从“ ”形的偏旁,郭店版本字形為“ ”、“”,上博字

形為“”、“ ”,可見結構基本相似,可以考慮這是同一字的異構。學界

對這兩個字的見解以及鄙見如下:
(一)主張直接讀為“格”。經過出土與傳世版本對照,將兩者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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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中“格”的異體字①。

鄙案:雖有《禮記》傳世版本的《緇衣》,但這並不意味著楚簡版本的

古字可以同等於傳世版本。這些時代有異、歷史背景不同的版本,在結

構上和文字方面都有很多差異。其中,“ ”與“格”二字差異很大,義符、

聲符都不同,況且在楚簡上另有“格”字。如郭店《尊德義》第26簡載:
“民五之方各(格),十之方爭,百之而句 。”“格”字作“各”②。包山楚簡

《遣策》“格”字寫法為“ ”③。信陽長臺觀第一組第1簡載:“戔人

(格)上,則型(刑)戮至。”“格”字寫為“ ”④。上博《周易》第42簡曰:

“《 (萃)》:王 (格)於 (廟), (利)見大人。”濮茅左先生將“ ”讀為

“格”,表達“至”、“達”的意思,即如《尚書·堯典》所載“格於上下”。《爾
雅》:“格,至也、陞也。”釋讀為是⑤。在上博簡上“ ”字既作“格”,亦有

作“恪”字,後者即《三德》所言:“ (嚴) (恪)、必信”⑥,《論語》、《左
傳》、《逸周書》等傳世文獻常見有“格”、“恪”兩字的混用⑦,所以楚文

“ ”字應是這兩個字的本字。到了秦代,里耶秦簡第八層第455簡載:
“格廣半畝”,“格”字已寫如今字。

換言之,楚簡有“各”、“ ”、“ ”三種“格”字的字形,都从“各”且無

“”或“ ”偏旁;是故,出土文獻中並無資料能夠支持“ ”為“格”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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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頁136。李零,《郭店楚簡校讀

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63。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頁64-65。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頁173。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頁3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125。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193。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41、298。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年,頁880。此外,《逸周書·小

開武》:“允哉,余聞在昔訓典中,規非時罔有恪言,日正余不足。”盧文弨集校引惠棟曰:“恪,即古

文格字。”《左傳·昭公七年》:“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

高圉、亞圉?’”王引之《經義述聞·春秋左傳下》:“恪,讀為格。《爾雅》曰:‘格、陟、登,陞也。’是
格與陟同義,陟格謂魂升於天也……格與恪古字通。”



釋讀,對此還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二)主張讀為“逢”,假借為“格”。在對“ ”字結構的探討中,對其

聲符有兩種看法。少數幾位學者將其讀為“丰”,如黃麗娟認為“‘ ’,
‘逢’之省體字,通假為‘格’”。她蒐集從甲骨文到《說文》中“逢”字字

形,甲骨文為“ ”,金文為“”,《說文》為“ ”,在這一脈絡裏發現楚簡的

“”字,源自郭店《唐虞之道》,其用意亦相當“逢”字的用意。但卻因為

將“ ”認定為“逢”,推論“”和“ ”二者是戰國時期“逢”字的異體寫法。
又因為“逢”字的用意並不符合《緇衣》的文義,作者接著尋找如何將

“逢”字通假為“格”字①。雖然有些人認為“‘ ’字為‘逢’的省體字此一

推測合理”,但也指出將其假借為“格”頗顯牽強,認為該字用意仍

待考②。
鄙案:總體來說,將“ ”視為“逢”字的省文,雖然好像符合其字形,

但從用意來說,完全不可通;至於假借為“格”的論述,亦顯得過於牽強,
因此恐怕這是同形字造成的偶然相似,釋為“逢”的思路不通,不宜

採用。
(三)釋為从“丯”,假借為“格”。多數學者認為,楚簡版本中,該字

的聲符為“丯”,但在隸定後卻直接解釋為“格”的假借字③。黃人二先生

對這二者的關係表達疑慮,“旁轉音韻懸遠”④,但沒有提供別的理解。
陳秉新先生則依靠南宋戴侗《六書故》將“丯”釋為“契”,又作“ ”,並因

《說文》將“丯”釋為“介”,將上博簡本的“ ”字釋為“ ”的古字,而將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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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黃麗娟《郭店楚簡緇衣文字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頁

521-523。
陳巧萱《緇衣簡本第十七、十八章,禮記第十九、二十四章對照研究》,《中正歷史學刊》第

12期,2009年,頁41-71。
如季旭昇主編,陳霖慶、鄭玉姍、鄒濬智合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臺北

萬卷樓圖書,2003年,頁136。王力波《郭店楚簡緇衣校釋》,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

論文,2002年,頁68等。
黃人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研究》,臺中高文出版社,2002年,頁151-152。



店簡的“ ”字釋為“ ”的古字;同時將這兩個楚簡字仍視為“格”的
借字①。

鄙案:就讀音來說,“ ”字上古音韻部為“東”(phoŋ,Karlgren

code:1197a-c),“丯”字上古音韻部為“祭”,依《說文》“讀若介”②,而
“格”字在魚部(或有些學者稱為鐸部,krāk,Karlgrencode:0766z)。

因此,無論是釋為“ ”還是“丯”,從用意亦或從讀音都難以解通。至於

陳秉新先生的考證,用宋元的資料來討論楚簡本來就不妥當;推論的兩

個字都是後期字體,根據《集韻》“ ”是指跳貌,而“ ”是“界”的異體字,

兩個字的意義與楚簡內容很遙遠。
(四)釋為“戟”,假借為“格”。顏世鉉先生認為,“《郭店》的‘ ’是从

‘’、从‘戟’省所造之‘格’字。”“ ”視為“戟”省的看法奠基於包山楚簡

“戟”字有作从“ ”的“ ”③。劉信芳先生思路也相同。“原簡‘格’作从

‘ ’聲,包簡269、277‘戟’亦从‘ ’聲。《釋名·釋器》‘戟,格也,旁有枝

格也。’釋為‘戟’之‘格’,《說文》作‘ ’,‘戟’、‘ ’讀音相通,而‘ ’正
象三戈戟之形。”④

鄙案:“ ”最早見於西周時期爻癸婦鼎⑤,這一件源自清宮舊藏的

銅鼎目前遺失,精確年代和真偽問題難以確定,根據爻癸婦鼎銘文, 為

器主名號,在其它出土文獻都未見 人名。此字從春秋晚期至戰國早中

期常見,在楚吳越戟戈銘上用來指出本器。如春秋晚期君子 戟⑥、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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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陳秉新《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一)》補釋》,《東南文化》2003年第9期,頁81。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頁183上。
顏世鉉《郭店楚簡淺釋》,《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99年,頁385-

387。
劉信芳《郭店簡<緇衣>解詁》,《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17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王世民主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華書局,

2007年(後引簡作《集成》),器號2139,藏處不明。
《集成》器號11088,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攻敔夫差戟①、薳子受戟②、玄鏐戟③;戰國早期曾侯 雙戈戟、曾侯乙三

戈戟(圖2)④、曾侯 雙戈戟⑤等戰國早中期平阿左戟(字形為“ ”)⑥、

左戈⑦、大垔公戟⑧、子禾子左戟⑨、越國新弨戟(字形為“ ”)等;戰國

中期平夜君成戈(字形為“ ”)。戰國早期析君戟,其字形作从“金”

的“ ”( ),曾侯乙墓楚簡亦有相同的字形( ),戰國中晚期陵右戟、去

□戟、齊城右刀亦作从“金”的“ ”。戰國早中期越王戟,字形从“”

的“ ”( ),曾侯乙墓竹簡上多次出現“戟”字,字形亦類似: ( )、

( )。从“金”或从“戈”或另加“”偏旁,但都固有“ ”部,而戰國中期

周公戈的“戟”字省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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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集成》器號11258,安徽省霍山縣衡山鎮上元街村十八塔楚墓出土,現藏於霍山縣文物

組。
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

2006年(後引簡作《新彙編》),器號524-525,河南省淅川縣倉房鎮沿江村徐家嶺楚墓出土,現藏

於河南省淅川縣博物館 。
《新彙編》器號535-537,河南省淅川縣倉房鎮沿江村徐家嶺楚墓出土,現藏於河南省淅川

縣博物館。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頁264。
《集成》器號11098、11172-11181,湖北省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現藏於湖北省博物

館。
《集成》器號11158,山東省蒙陰縣高都公社唐家峪出土,現藏於山東臨沂地區文物組。
《新彙編》器號1097,山東省煙臺市棲霞市石門口村出土,現藏於山東省棲霞縣文物管理

處。
《集成》器號11051,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
《集成》器號11130,藏處不明。
《集成》器號11161,湖北省南漳縣出土,現藏於襄樊市博物館。
《新彙編》器號572、573、576、577、580-582,河南省新蔡縣葛陵故城楚墓出土,現藏於河南

省新蔡縣文物保管所。
《集成》器號11098、11214,湖北省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現藏於湖北省博物館。
《集成》器號10062,藏處不明;《集成》器號11183,藏處不明;《集成》器號11815,藏處不

明。
《新彙編》器號694,陝西、河南交界之間出土,藏處不明。



據上述資料可見,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的“戟”字確實普遍寫从

“ ”,甚至會簡化為“ ”,該字形主要用於楚地,吳越也受影響,三戈之

戟也是楚墓中常見的隨葬兵器。因此,在楚簡上的“ ”或“”字的“ ”

偏旁亦是“戟”字的偏旁,甚至可以獨立用為“戟”。因此,顏世鉉和劉信

芳先生所提及“ ”與“戟”字的關係實有道理,也可以考慮“‘ ’是从

‘’、从‘戟’省”。但是戟是春秋戰國時期流行的兵器,在《緇衣》“君子

言有物,行有 ”之文義中難以採用。

不過,兩位先生也並不認為此處“ ”字要直接讀為“戟”,主要是發

現“ ”與“戟”的關係能助於闡明該字與“格”字讀音上的關聯。《說文》

曰:“ (戟),有枝兵也。从‘戈’,‘ ’省。”段玉裁注“其器戈之屬也。紀

逆切。”①“戟”字與“格”一樣為魚部字(krak,Karlgrencode:0785a-b),

所以兩個字古音確實相同。因此,如果春秋戰國“ ”為“戟”字的聲符,

這卻不可能是祭部字的“丯”字。實際上,有關“ ”是否為“ ”(戟)字的

聲符,學界有不同的看法。如《說文》曰:“ ,枝格也。从 ,各聲。”段玉

裁注:“枝 者,遮禦之意。《玉篇》曰:‘ ,枝柯也’;《釋名.釋兵》:‘戟,

格也,旁有枝格也。’<庾信賦>:‘草樹溷淆,枝格相交。’‘格’行而‘ ’廢

矣。”②根據《說文》“各”均用作聲符,而“ ”反而沒有視為聲符。劉信芳

先生認為,“ ”“正象三戈戟之形”,也基本上將之理解為義符;而黃碧姬

認為,“ ”為雙聲字③。這兩種說法都有可能。“戟”的古字既有作从

“木”的“格”,是因為這是在木製支架上雙戈或三戈的兵器結構;亦有作

从“ ”,可能是因為對春秋戰國人而言,此偏旁能表達該兵器的形狀。

不過,筆者還是認為,雖然在當時南方文人的眼中,“ ”字也許象形

三戈戟的樣貌,但該偏旁應還是有聲符作用。金文另有从“各”得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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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629下-630上。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183下。
黃碧姬《郭店、上博簡<緇衣>第十八章與今本合校淺釋》,華梵大學課程作業。



“戟”字,如山東出土春秋晚期滕侯昃戈用“ ”( )字形,即从“各”得聲

“ ”(戟)的異體字①,“各”取代“ ”似乎聲符的互換。上博《緇衣》第10
章亦有“”(),但不用“戟”的本義,而用“ ”(戟戟)一詞表達敵對態

度。“各”與“ ”聲符互換例子極少,但卻可以發現。重點是,“ ”應有

聲符作用,“ ”、“”應該與“戟”、“格”一樣為魚部字,“ ”、“ ”與“ ”

一樣从“ ”得聲,所以“ ”既不可能是東部的“丰”,亦不可能是祭部的

“丯”。
(五)釋為“逆”,假借為“格”。此理解由孟蓬生先生首提,學界不甚

流行。孟蓬生先生認為,楚系文字“戟”字所用的聲符是“”,“ ”字的

左部也是“”部。雖然《說文》中沒有“”與“戟”聯繫,但是明代《字彙》

還保留“”為戟的理解:“,古戟字,有枝兵也。”楚簡中,“”亦作“霸”字
的聲符(),“霸”也是魚部字(phrāk,Karlgrencode:0772b-d),“戟”、
“格”、“霸”都可用“”作聲符。孟蓬生先生認為,上博本的“”是“”的
繁體字,就像“升”與“陞”的關係,而郭店的“ ”就是“逆”②。

鄙案:孟蓬生先生所指出的,郭店楚簡的“ ”是“逆”字,這無疑準

確。“逆”為魚部字(ŋrak,Karlgrencode:0788c-e),因此“”為“戟”古
字的聲符。

從上述資料分析我們能夠發現,戰國時期,在楚系文字中,有三個

字的字形頗為相近:

1.原本字形均作為“”③的“丰”東部字,在楚系文字只有部分保留

其形狀作“”④,更多的字形寫得近乎“”,如以“邦”字偏旁為例: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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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集成》11123,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孟蓬生《上博簡緇衣三解》,《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

頁444-447。
以西周晚期師 簋為例,《集成》器號4313,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以上博楚簡《孔子詩論》第9簡為例。



晚期湖北省隨州市東北角楚墓出土的卅六年壺作“ ”①;湖南省長沙市

左家塘1號墓出土的四年呂不韋戈作“ ”②,湖南省岳陽城陵磯出土的

二十年相邦冉戈作“ ”③;包山簡作“ ”(以第228簡的字為例);長臺

觀簡作“ ”(以第一組第17簡的字為例);郭店《老子乙》第17簡作

“ ”;郭店《語叢》第8簡作“ ”;上博《容成氏》第10簡作“ ”;九店簡

56號墓第41簡作“ ”,等等,其它文例亦類似④。

2.魚部的“”字,據前文所排例从“”的“戟”字,“”字乃寫作“”、

“”、“ ”、“”、“”、“ ”、“”等。根據《包山》第75簡“ ”(逆)和第63

簡“ ”(朔)推知,戰國楚“”正體字應為“ ”,書寫經常作“”。直至秦

帝國文字改革後,里耶秦簡在個別地方還是保留“”偏旁楚系文字的

寫法⑤。

3.至於祭部的“丯”字,從“丯”的字體在楚簡很少,長臺觀第18簡

“栔”字寫“ ”;金文中春秋晚期杕氏福及壺“契”字作“”⑥;睡虎地秦簡

《日書甲》作“ ”⑦。

若單就形狀來看,上述“丰”、“丯”偏旁與“”偏旁實難區分。

另外,《說文》有載“ ”( )為籀文的“略”字,“略”在魚部,聲符為

“各”,但同時,“ ”字的上面有祭部“ ”偏旁,或許隱藏著南、北不同語

言的讀音,但此問題很難釐清,出土文獻亦未見此字。揚雄《方言》另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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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新彙編》器號1216,現藏於湖北省隨州市博物館。
《集成》器號11308,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集成》器號11359,現藏於湖南省博物館 。
參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漢字構型資料庫簡帛“邦”字的字形數據庫。
均在作“朔”字的偏旁。參武漢大學中國古代簡帛字形、辭例數據庫。
《集成》器號2715,現藏於聯邦德國柏林國立博物館東洋美術部(StaatlicheMuseenzu

Berlin,Germany)。
小學堂資料庫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



述“逢”與“逆”的關係:“逢、逆,迎也。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或曰

迎,或曰逢。”①從揚雄所載,“逢”與“逆”卻有更多混淆的可能性。在我

們這些不知道戰國楚文人寫作背景的人來看,不同人書寫的這三字,非
常容易混淆而認錯。在閱讀楚簡時,需要特別留意這三個字的同形

關係。

回到郭店《緇衣》第十八章的問題,從字形來說,“”字與其它楚簡

“逆”字比較,字形相同。郭店《成之聞之》第32簡“”、郭店《性自命出》

第10簡“ ”、第11簡“”、第17簡“ ”、上博《容成氏》第8簡“ ”、上博

《吳王踐阼》第15簡“ ”等等。上博“ ”的字形結構,猶如“升”與“陞”

字的關係,也是同一個字,孟蓬生此理解準確。就用意來說,郭店、上博

楚簡其它文獻中“ ”字的用意都是作“逆”。如郭店《性自命出》:第10-
11簡:“凡眚(性)或 (動)之,或逆之。……凡 (動)眚(性)者,勿(物)

也;逆性者兌也。”第17簡:“逆訓(順)之。”《成之聞之》第32簡:“是古

(故),小人 天 (常),以逆大道。”②《容成氏》第8簡“與之言豊,敓 以

不逆。”③上博《吳王踐阼》第15簡:“吏(使)民不逆而訓(順)城(成)。”④

因此,楚簡《緇衣》這一句應讀如下:

子曰:“君子言有物,行有逆。此以,生不可敓志,死不可敓名。”古
君子多聞,齊而守之;多志,齊而親之;精知,逆而行之。

確定出土文獻的本字後,下文擬對出土文獻與經本用字的關係進

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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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漢]揚雄撰,[清]戴震疏《方言疏証》,《小爾雅義證》,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卷一頁

九反。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頁66、62、177、51、168。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56。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9、164。



三、戰國簡本“逆”與漢代經本“格”字的關係考

簡本“行有逆”在經本變成“行有格”;“逆而行之”在經本變成“略而

行之”。因此之故,無論如何解讀本字,學界均認為要通假為經本的

“格”和“略”兩個字。但筆者懷疑:郭店與上博兩個不相干的版本,都在

一句話中兩次用同一個字,難道前後同一個字的意思那麼不同? 郭店

版本很系統,不同意義均用異體字來區分,在這方面《緇衣》書寫得特別

有規距。因此筆者認為,第十八章前後原本是同一個字,同一種意義。
但如果通假為“格”,“格而行之”根本不通。此處“格”應用作動詞,所以

顏世鉉先生這樣解釋“ ”何以為寫从“ ”的“格”字:“从‘ ’表‘格’有
‘來’、‘至’之義;亦即‘ ’釋作‘格’,又可讀作‘“略’”。”①但是若用“格”
字的“來”、“至”的意思,《緇衣》文句的前後含意都不通。

先秦文獻中有从“”、“各”的“ ”字。金文中西周早期庚贏卣銘文

載:“王 于庚贏宮。”②“ ”,就是“各”,用作動詞表達來、至的意思。而

到了戰國時期,上博《性情論》第30簡“”( )字用作名詞來表達道路

的“路”;上博《魯邦大旱》、《容成氏》、曾侯乙墓簡、包山簡等都將“路”字
寫為“ ”③。要關注的是,雖然“路”字的上 古 音 也 在 魚 部(rāks,

Karlgrencode:0766|l'-m'),但卻未見“路”與“格”字的來往。原則

上,由於楚簡版本的“逆”與經本的“格”字在先秦、秦漢為同音字,則
“”、“各”聲符應該可以來往;但實際上,這種聲符來往例子頗為罕見。
因此讀音相同並不足以肯定簡本的“逆”為經本“格”的語音假借字,並
不是所有韻部相同的聲符,古人會在實際上隨意混用。

楚簡資料更加可以闡明當時二字的區分,如包山簡269簡《遣策》

·233·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七輯)

①
②

③

顏世鉉《郭店楚簡淺釋》,頁385-387。
《集成》器號5426,現藏於美國哈佛大學美術博物館(HarvardArtMuseum,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頁206-207、253。



載“十 車 , 羽”,包山簡273簡亦載“二 ”;彭浩注:“‘ ’讀如

‘格’。《說文》:‘格,木長貌。’‘ ’,讀如戟。一格車戟即一件長柄車

戟。”包山楚墓“出土實物中有長柄戟”。(圖1)①包山簡同一句話有

“格”與“戟”字,兩字字形和所用的聲符明確區分,更加使我們懷疑楚簡

“逆”字讀為“格”的可能性;在其它楚文字中,也都未見从“”得聲的

“格”字。反觀出土文獻資料可知,“”與“各”兩個聲符雖然都在魚部,
但實際來往卻很少。前文已指出,“戟”字常从“”得聲,而極少从“各”
得聲。“格”字未見从“木”、“”聲的結構。如果“逆”字改寫从“各”,我
們很難發現“ ”字有表達“逆”的意思,“逆”、“ ”結構和讀音相同的兩

個字,未見實際通假的例子,“ ”是“路”的楚字,未見用作“逆”。
就用意來思考,《禮記·緇衣》鄭玄注:“格,舊法也。”但上所引古字

典討論“ ”、“戟”、“格”三字的關係,其都在於表達兵器的指稱,沒有涉

及轉義的“舊法”。先秦出土文獻的“格”字未見有倫理化的“舊法”等漢

代以來在傳世文獻中所見的含意。這種理解可能根本不符合先秦的歷

史語言。
總言之,聲符通假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尤其是對古人來說,

很多聲符帶來其原本的意義,不能隨意混用。書寫楚簡者的身份是文

人,作文、寫字都有學問。因此我們要更謹慎地分析原本用字。解讀楚

簡“君子言有物,行有逆”的意思,我們應該考慮幾個可能性,以例證來

判斷其之間的優先次序。

1.“逆”為“格”的假借字。證據:讀音相同。但實際上,“”、“各”聲
符來往的文例極少;未見寫从“”的“格”字或从“各”的“逆”字;根據楚

簡資料中戰國時期“格”字的用意來看,當時應該還沒有表達倫常的含

意,因此在《緇衣》先秦文本中用“格”字不符合當時的歷史語言。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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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頁38、65。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
文物出版社,1991年,頁202、204-205。猶如《周禮·考工記》曰:“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

五等。”



依鄙見,將“逆”視為“格”的假借字證據薄弱,反駁證據更多。

2.經本是基於另一個與前述郭店簡、上博簡不相干的先秦版本,所

以用字不同。這種假設很難論證,目前只有兩個出土版本,都用“逆”

字,沒有發現用其它字的出土版本。另外,因為“格”字在先秦文獻未見

有表達倫常的轉意,所以這更像是漢代修編的文字。

3.原本是“逆”字,“格”和“略”是漢代整理者因為歷史語言的變化或

其它原因,或不甚理解戰國楚人寫“逆”的意思,或作某種有目的性的修

正,纔用通假為“格”。換言之,不是“逆”為“格”的假借字,而“格”纔是

原本的假借字。從文本溯源來說,如果我們將出土文獻的用字視為傳

世文獻的假借字,則違背解讀史料的歷史順序原則,又重複了漢代文官

的編修。漢代文官為了配合當時的政策、權勢或歷史語言的理解,纔作

了這許多調整,經本“格”字的用意更符合將其當作漢代的修訂本。

如果採用第三個理解,需要釐清簡本“逆”字的用意。

四、簡本“逆”字用意考

由於在“君子言有物,行有逆”文句中,“逆”字與“物”字互應,因此

我們亦要思考“物”字的用意。“物”一般理解為實質的根據,但筆者認

為,此處的意義還要更深入一層,尤其是《緇衣》從第十五章開始討論言

與行之間的關係,到了第十八章,意義愈加愈深。《儀禮·既夕禮》有

載:“筮宅,冢人物土。”鄭玄注:“物,猶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

《左傳·昭公三二年》亦載:“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杜預注:“物,相

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①筆者認為,這種用意可能符合理解《緇

衣》所言。“君子言有物”,即指君子說話時有經過辨識、選擇話語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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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十三經注疏》,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年,頁

1339。[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
年,頁1411-1412。



達方式。

相對於“言有物”者,“行有逆”的“逆”字含義應該猶如《孟子·萬章

上》所言:“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

之。”此處“逆”有評估、料想、逆先的意思。《周禮·地官·鄉師》亦言:

“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鄭玄注:“逆,猶鉤考也。”《論語·憲問》:
“不逆詐,不億不信。”①《論語》“逆詐”是指預先理解欺詐之心思。

所以,《緇衣》所表達的是,君子說話時有選擇性,做事時有預先評

估其結果。在後一句中,《緇衣》作者再進一步加強這個意思:君子精

知,即很詳細地瞭解和知悉,所以有遠識,能評估、逆先事情的走向,然
後纔來施行治國。同時,“逆而行之”可能另蘊含著“接受”的含義,猶如

《尚書·呂刑》所言:“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只是《緇衣》中君子

所接受的不是天命,而是精知所得的理解和預料。

五、總結

所以,楚簡《緇衣》第十八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言有物,行有逆。此以,生不可敓志,死不可敓名。”古

君子多聞,齊而守之;多志,齊而親之;精知,逆而行之。

郭店的“ ”、“”( )字是“逆”字,而上博的“”、“ ”()字形猶如

“升”與“陞”字的關係,也是同一個字。此處的“逆”字要讀如本字,表達

逆先的意思。整句主旨在於,君子說話時有經過選擇,做事時有預先評

估其結果;君子精知,很詳細地瞭解和知悉,所以有遠識,能評估、逆先

預料事情的走向,接受知識,之後纔做事。

春秋戰國因字形演化而發生“丰”、“丯”、“”三個字的同形寫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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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年,頁404。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年,頁465-467。
[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年,頁329。



致後人的混淆。

漢代文官在整理《緇衣》經本時,或許因為歷史語言的變化,使“逆”

字更加向負面的含意發展,造成意思難懂,便經過語音的假借而改成

“格”字,並因為“格而行之”的意思不通,此處另用同一聲符的“略”字。

當然我們很難復原漢代如此修正的真正因素和過程,但重點是,“格”和
“略”字是漢代版本的《緇衣》纔用,先秦《緇衣》此兩處都用“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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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碑刻文字缺刻問題研究①

何山②

  摘 要:碑刻文字缺刻是指碑石製作過程中出現的構字元素或整字缺脫現

象,具有原發性特徵。碑銘行文文字缺刻最爲多見,涉及姓氏名號、時間、地名、

年壽、職官等内容。文字缺刻常常造成文字訛混、文句表意不完整、句式不諧、

上下文不相連屬或不對稱等問題;既有碑石製作責任者的主觀原因,又有碑石

嚴格的製作程序等客觀原因;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文獻整理時可根據字

詞和文句對仗關係、碑誌文辭例、文意、押韻等考補缺文。科學認識碑石原刻文

字缺脫問題的本質、規律和原因,尤其是掌握判斷缺文和考補缺字的方法,對於

準確把握碑刻文獻的特徵,提高碑刻文獻整理的質量,有效利用碑刻材料從事

文史相關研究等方面都大有裨益。

  關鍵詞:古代碑刻;文字缺刻;碑刻文獻整理

古代碑刻數量龐大,内容豐富,類型多樣,其造製程序和產生方式

都有別於其它出土文獻。關於碑刻外部形式與内部制度的複雜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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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5BYY115)、全國高校古委會項目(1709)、中央高校重大培

育項目(SWU1709214)階段研究成果。
何山,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重慶 400715。



殊性問題,《試論碑碣文獻特徵對碑刻材料整理的意義》①一文已有論

及,此不贅述。刻字於石乃碑刻製作的關鍵環節之一,也是碑刻得名之

主要緣由,不過,碑石上所刻文字常常要經過撰文、書丹、刊刻等多道工

序,撰作碑文和將紙本文字迻錄爲石本文字,每個流程都可能發生文字

遺漏或缺脫,書寫、鐫刻又可能會造成字形筆畫、構件漏寫、漏刻。由此

可見,文字缺漏係碑誌原刻的突出問題,本文專就這一現象展開討論。
因碑石文字大多定型於刊刻,故本文將碑石文字的漏寫、漏刻統稱

缺刻。
我們在整理古代石刻文獻時發現,碑石文字缺刻既偶發於碑文單

個字形内部的構成元素,又經見於碑刻篇章行文之中。各種碑字缺刻

均是原發性的,跟其他文獻文字缺脫現象相比,既有相似性,又有獨特

性。文字是解讀文獻的根基,如果不能從源頭上正確認識碑刻文字缺

刻之疏失,就不能完整、科學地認識和把握碑刻文獻特徵,結果自然會

影響碑刻材料的整理、使用和研究。因此,專門探究碑誌石文字缺刻問

題十分必要。下面我們立足原材料,遵循碑文書刻規律,深入分析碑刻

文字缺刻的類型、原因及影響,探索並總結缺刻字考補方法,旨在充實

碑刻文獻本體研究的具體内容,爲更好地整理、利用這份寶貴的出土文

獻材料提供參考、借鑑和支撐。

一、缺刻類型

(一)構字元素缺刻

1.缺刻筆畫。受書寫、勾勒、鐫刻等多種因素影響,漢字基本筆畫及

其組合都可能在刻字過程中告缺。如:昌,北魏延昌四年《元弘嬪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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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山《試論碑碣文獻特徵對碑刻材料整理的意義》,(韓)《東亞文獻研究》第16輯,2015
年,頁259-272。



墓誌》作 ①,缺横畫;北宋太平興國九年《李廷珪妻張氏墓誌》:“公諱廷

珪。”原石“珪”作“ ”,缺刻末之橫筆。北齊天保三年《元孝輔墓誌》:

“弍鐫玄石,傳之黃壤。”“弍”當作“式”,原石豎畫缺刻,結果訛成“弍”

字。北齊武平六年《邸珍碑》:“□申九代之明,亂陳問罪之師。”原石

“代”當作“伐”,缺刻撇畫,此種缺刻字例碑刻屢見;唐龍朔元年《段伯陽

墓誌》:“文武濟其家聲,貂冕盛其門代。”原刻“代”亦當作“伐”,通“閥”。

“軍”北魏正始二年《元鸞墓誌》作 ,“每”北齊天統元年《張海翼墓誌》作
,均缺刻點畫。愍,北魏永平五年《封昕墓誌》作 ,缺刻鈎畫。“迫”北

齊河清四年《薛廣墓誌》作 ,“魚”北魏正光四年《張孃墓誌》作 ,均缺

刻折畫。隋大業五年《施太妃墓誌》:“作嬪帝閫。”誌石“帝”作“ ”,缺

刻點畫和撇畫。北宋建隆元年《韓通墓誌》:“武略縱橫。”誌石“横”作
“ ”,缺刻右下部撇畫和點畫。北宋乾德元年《楊龜從墓誌》:“故世祿

之家。”誌石“家”作“ ”,缺刻兩撇畫。北宋太平興國七年《吳公夫人郭

氏墓銘》:“顯考殷。”原石“殷”作“ ”,缺刻末筆捺畫。太平興國九年

《李廷珪妻張氏墓誌》:“榮趨警衛之班。”誌石“警”作“ ”,其構件“攵”

缺刻捺筆。

2.缺刻構件。同樣受書寫、勾勒、鐫刻等因素影響,漢字不同構形位

置上的構件均可能出現缺刻。如:前,北魏景明二年《鄭長猷造像記》作
,缺刻構件“刂”。都,東晉太元十□年《霍□墓誌》作 ;杳,北周大象

元年《安伽墓誌》作 ;均缺刻構件“日”。摶,北齊武平七年《李希宗妻

崔氏墓誌》作 ,缺刻構件“寸”。意,北魏皇興五年《清信女□知法造像

記》作 ,缺刻構件“心”。隋大業九年《趙覬墓誌》:“魂遊何託。”誌石

“遊”作“ ”,缺刻構件“子”。唐開元十四年《柳君妻韋氏墓誌》:“維開

元十有二年三月一日甲寅,無錫令柳君夫人韋氏卒。”原石“有”之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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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語料庫”,恕不一一作注。所引碑誌文異骨豊字等未予改動,特此説明。



“月”未刻。開元二十二年《亡宮八品墓誌》:“方憑與善,何遽殲良? 死

生之路既殊,窀穸之期遂□。”原刻“遂”字的構件“辶”缺刻。

(二)碑銘行文文字缺刻

縱觀歷代碑刻文獻材料,碑銘行文文字缺刻最爲多見,其中唐代墓

誌尤爲普遍,缺文從一字到數字不等。我們可根據原刻標識、碑文表意

及文例等進行判斷。

其一,有的碑石以留空格方式標示缺刻文字,缺字與空格基本對

應。如:唐顯慶五年《王行墓誌》“父,隨奉誠尉”,“父”下原刻空一字格,

缺其名;原文“春秋六十有”,“有”下原刻空一字格,缺具體歲數;原文

“以顯慶五年歲次”,“次”字下原刻空二字格,缺年干支;原文“二月朔一

日”,“月”字下原刻空二字格,缺日干支。

其二,有的碑石雖留有空格,但所缺具體字數不明。如:唐開元五

年《亡宮七品墓誌》:“亡宮,未詳氏族,遘疾而終,春秋,葬於北邙山,禮

也。”原刻“秋”字下空七個字格,除缺刻享年二至三字外,其餘字格是否

有缺刻内容或所缺何字,均無以知曉。唐開元四年《樂永 墓誌》:“君諱

永 ,郡人也。”“郡”上原刻空一個字格,失其籍貫,但是否僅缺一字,不

能確知。

其三,有的碑石無任何提示,原碑是否有文字缺刻,只能通過表意、

協韻、句式等進行判斷。如:武周久視元年《楊道及妻崔氏墓誌》:“父師

仁,太宗皇封岳,授左武衛,贊有方,仁稱美德。”倒數第二句文意不暢,

原石當缺刻一字。唐開元十八年《殷善徵及妻張氏墓誌》:“高桐半折,

昔年東岱之遊,合雙從,今日西階之葬。”“合雙從”一句表意不明,且文

句與他句不諧,當缺刻一字。武周萬歲通天二年《奚弘敬及妻李氏墓

誌》銘文有云:“一死一生,雖後雖。終悲寶劍,同赴幽泉。”整個誌銘韻

腳字分別爲“賢”、“遷”、“泉”、“旋”、“年”,根據諧韻特點,原誌“雖後雖”

一句末尾當缺刻“前”字。唐長壽三年《陳範墓誌》:“欽承俊乂,解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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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芬;敬愛賓寮,投轄之規猶扇。”“解榻之美芬”一句本應與“投轄之規

猶扇”對舉,但原刻文句並不對仗,原石“美”下當缺刻一個副詞。

其四,原刻未留空,亦無任何標識或提示,可據文例推斷是否缺刻。

如:唐調露元年《曹宮及妻張氏墓誌》:“貞筠數節,幽桂一枝。實題其

儀。遺芳勒石,永刊徽譽。”按誌銘一般兩句一組的表述特點,此處“實”

前應脫一個四字句。唐天寶六年《張軫及妻邵氏墓誌》:“夫人婉德,禮

全內則。母儀柔克。嗣子食國,駈馳文墨。呱呱相向,銘誌將勒。其

四。”據押韻和文例,“母”字之前應有一個四字句,原石缺刻。

書刻文字是碑石製作必不可少的基本環節,一般先書後刻;少量碑

石只書不刻,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古代墨書碑、朱書碑就屬此類,其上

保留著古人的碑書真跡,成爲書法研究的寶貴資料;還有一些碑石未經

書丹而隨手刊刻,如摩崖、造像記、磚誌、墓記、買地莂等,多由普通工匠

在自然石面上直接鎸刻文字,刻即是書,書刻合一,呈現出民間手頭字

的原生狀態,具有書法、字形等多方面研究價值。碑文文本或由撰文者

提前寫成,再由書丹者、刊刻者謄錄上石;或由書刻人員臨時邊創作邊

寫刻上石。不論哪種情況,都免不了人爲主觀操作,如安排文字行款佈

局、體現個人的書法風格等,稍有疏忽,就會導致文字缺脫。同時,墓

碑、墓誌文常涉及有關逝者的姓氏名號、卒葬地和時間、職官等,有的因

製作碑石的相關責任者不知而缺,有的則因後續未補而缺。按内容劃

分,碑石隨文缺刻具體有如下類別。

1.缺刻名諱、謚號、姓氏等。 此爲碑誌最常見的缺刻項。

①字號缺刻。唐顯慶五年《蕭慎墓誌》:“君諱慎,字,蘭陵郡蘭陵縣

人也。”唐乾封二年《王歡悦妻麹氏墓誌》:“君諱歡悅,字,姓王,高昌都

下人也。”兩例原石“字”下均空一格未刻字。

②名諱缺刻。隋大業六年《李世舉及妻盧氏邢氏崔氏墓誌》:“君

諱,字世舉,隴西狄道人也。”原石“諱”字後空一字格,失其名諱。唐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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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二年《趙元粲墓誌》:“君諱,字元粲,洛州河南人也。”原刻“諱”字下空

兩字格,亦失其名諱。

③名諱、字號均缺刻。唐龍朔元年《爨君及妻張氏墓誌》:“君諱,

字,雁門人也,今寓居洛陽焉。”龍朔二年《彭國太妃王氏墓誌》:“太妃

諱,字,并州太原人也。”兩例原刻“諱”、“字”下均空一字格,失其名字。

④姓氏缺刻。唐開元二十四年《張惠則及妻墓誌》:“即以開元廿四

年十月九日,與夫人氏同窆於北邙之金谷鄉之原,禮也。”原刻“人”下空

一字格,失其夫人之姓氏。

⑤人名缺刻,但不明所缺代表諱號還是字號。唐龍朔二年《徐師墓

誌》:“曾祖儼,祖約,父,並望華鐘鼎,胄曄簪裾。”原石“父”字下空一字

格,失其名。唐元和九年《傅崟與妻路氏蔡氏墓誌》:“有女三人,長曰,

出適潁川韓惟政。次女出塵,法名常省。小女在室,猶未稽古。”原刻

“曰”下缺刻長女之名。唐總章二年《李氏墓誌》:“祖,父,並器量弘深,

簪裾自若。”原石“祖、父”二字下各空一字格,失其名。

2.缺刻時間信息。 此爲碑誌第二類常見缺刻項。

①具體年份或年號缺刻。武周聖曆三年《胡悊及妻翟氏墓誌》:“天

結少微之禍,人起摧梁之釁,春秋六十有二,以萬歲通天五月八日卒於

洛城私第。”萬歲通天年號歷兩年,原刻缺具體年份。唐調露元年《王通

及妻常氏墓誌》:“以調元年十一月七日,合葬於故城之北,禮也。”原刻

“調”下缺“露”字。武周聖曆元年《高邈墓誌》:“爰以曆年月日,卒於里

之私第。”原石“曆”之上缺刻“聖”字,亦缺具體日期。唐開元十五年《邵

處珣妻魏天啓墓誌》:“神三年,封鉅鹿郡君焉。”原刻“神”字下缺

“龍”字。

②具體日期缺刻。唐麟德二年《九品亡宮人墓誌》:“即以其年四月

日,葬於原,禮也。”原石“月”字下空一字格,失其葬日。麟德二年《婕妤

三品亡尼墓誌》:“以麟德二年十二月日遘疾,卒於某所。”原刻“月”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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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格,失其亡日。唐乾封二年《張兄仁妻成公義墓誌》:“烏呼哀哉!

即以其月日,窆於河南縣北邙山之平原,禮也。”原石“月”“日”下均未刻

字,失其葬期。武周天授三年《張君及妻姚氏墓誌》:“當謂彼而與善,克

享遐齡,而神道虧仁,奄歸長夜。月遘疾,終於處,春秋。”原石“月”字上

空七個字格,誌主病亡時間缺而未刻。武周長壽二年《和錢墓誌》:“以

年月日卒於私第,春秋八十有六。”原刻“年”上空三個字格,“月、日”下

各空一個字格,卒期缺刻。

③干支缺刻。唐上元三年《袁殆仁及妻楊氏墓誌》:“以上元三年,

歲次朔正月二十二日辛酉,合葬於邙山之原,禮也。”原刻當缺年干支

“丙子”和月干支“庚子”。據長曆,上元三年,歲次丙子。此年正月朔日

爲庚子。唐調露元年《樂寶仁墓誌》:“大唐調露元年,歲次己卯,十一月

朔七日。”原刻“月”下缺朔日干支,據長曆,唐調露元年十一月朔日爲

戊寅。

④缺刻其他時間信息。唐麟德元年《邊師墓誌》:“麟德元歲次甲

子,二月己卯朔,廿四壬寅。”原石“元”下缺刻“年”字。唐咸亨三年《嚴

高墓誌》:“以總元年五月三日。”原刻“總”下應缺“章”字。咸亨三年《宋

季墓誌》:“即以其年歲在壬申,十二月戊午十五日,殯於邙山王趙村東

北五里。”原刻“午”字下應缺“朔”字。唐永隆二年《張相歡墓表》:“粤以

永窿二年正廿一日勒銘。”原刻“正”字下當缺一“月”字。唐開元十四年

《孫玠及妻張氏墓誌》:“以開五十九日,合祔於龍門北原,禮也。”原石

“開五十九日”,文意不明,定有缺刻文字。據誌文,誌主卒於開元十三

年十一月九日,故此處“開”當是“開元“之省文,墓誌有此文例;“開”後

缺“十四年”三字;“五”後缺“月”字;其合祔時間當作“開元十四年五月

十九日”。

3.缺刻地名。 此爲碑誌第三類常見缺刻項。

①卒地缺刻。武周天授三年《張君及妻姚氏墓誌》:“當謂彼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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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克享遐齡,而神道虧仁,奄歸長夜。月遘疾,終於處,春秋。”原石

“於”字下空兩個字格,誌主卒地缺而未刻。

②葬地缺刻。唐總章二年《趙義墓誌》:“即以總章二年九月廿六

日,葬於邙山之,禮也。”原刻“之”下當有一字,失其葬地。唐儀鳳四年

《樂弘懿墓誌》:“以其年二月廿五日葬於洛州北邙山之,禮也。”原石

“之”下當有一字,原刻缺。據文例,疑應是“原”字。武周垂拱四年《劉

德墓誌》:“即以其年十月十七日與夫人游氏,改葬於洛陽委粟鄉里平

原,禮也。”原刻“里”上空二字格,當是里名。垂拱四年《武欽載墓誌》:

“以調露元年八月四日卒於隴西大使之館,春秋一十有五,權窆於縣慈

門鄉。”原刻“窆於”下空兩個字格,失其縣名。

③受封地缺刻。唐儀鳳四年《劉仁墓誌》:“服闋,迴授上柱國,襲封

廣縣開國公。”原刻“廣”下應缺“陽”字。

④籍貫缺刻。唐上元二年《亡宮七品墓誌》:“内人諱,字,州縣人

也。”原刻“州”、“縣”字上各空二字格,失其里貫。

⑤缺刻其他有關地名的信息。唐咸亨四年《夏侯絢妻李叔姿墓

誌》:“長子秦州羌縣令慶道等,日窮先遠,哀緾罔極。”原刻“羌”字上應

缺一字。

4.缺刻年壽。

唐麟德二年《亡宮九品墓誌》:“既同川閲,奄成物化,春秋五十有。”

原刻“有”字下空一字格,故年壽不確。唐總章三年《申恭及妻楊氏墓

誌》:“以咸亨元年五月日卒於思恭里第,秋五十。”同誌又云:“以永徽六

年終,春卅。”原刻“秋”上缺“春”字。而“春”下又缺“秋”字。武周載初

元年《姬處真墓誌》:“君解褐任翊衛。年,以永淳二年六月十五日,終於

洛陽從善鄉之私第。”原石“以”字上空二字格,應是未明年壽而暫缺。

武周天授三年《張君及妻姚氏墓誌》:“月遘疾,終於處,春秋。”原石“秋”

字下空兩個字格,誌主年壽缺而未刻。唐天寶三載《索思禮墓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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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三載二月十二日不怛化於長安安定里之私第,享。天寶三載八月十

二日,殯於京兆龍門鄉之,禮也。”原石“享”下應敘述年壽,原刻缺。

5.缺刻職官文字。

武周天授二年《程仁墓誌》:“父才,隨任懷州錄事參,並志操清簡,

言行忠勤。”原刻“參”字下應缺“軍”字。天授二年《高像護墓誌》:“祖欽

仁,隨左親衛大督、檢校秘書郎。”據文例,原刻“大”下應缺“都”字。唐

建中二年《李迥及妻劉氏墓誌》:“弱冠,明經出身,解褐授,次授晉州臨

汾尉。”原刻“次”字上空五個字格,缺所授職官。唐開元十一年《孔珪墓

誌》:“祖翼,隨任賁中郎將。”原刻“任”字下當缺一“虎”字。開元十七年

《龐敬及妻程氏墓誌》:“唐故朝散大夫行歙州休寧縣令上柱龐府君墓誌

銘并序。”原刻“柱”字下當缺“國”字。開元二十四年《獨孤炫墓誌》:“五
代祖庫者,魏第一領人長,追贈司空,隋贈太尉。”誌石“領人長”當作“領
民酋長”,原刻缺“酋”字。

6.行文中非專類性文字缺刻。

除上述五個專類性文字缺刻外,碑石還有數量龐大的非專類性文

字缺刻,序文、銘文同現,單字、文句皆可能缺漏,值得深入認識。如:唐
開元十九年《李景陽墓誌》:“刊青礎,永固玄堂。”前一句原石應缺刻一

字,據文例,“刊”下當有“此”字。開元十九年《溫任墓誌》:“烈祖彥將,

中書侍郎,天地泰,勳在盟府。”“天地泰”一句文意不明,原石當缺刻一

字。開元二十三年《景羨及妻李氏墓誌》:“一封栽掩,萬古千秋。”該誌

銘文分三節,相當於三首詩,前兩節分別標“其一”、“其二”,按此文例,
“秋”下應有“其三”,原刻缺。開元二十八年《崔君妻鄭敏墓誌》:“合袝

非古,同塋異穴。孤燭煢煢,窮泉兮長閉。”原石“燭”下當缺刻“兮”字,

加上“兮”字,文句纔諧婉。唐天寶六年《張軫及妻邵氏墓誌》:“母儀柔

克,嗣子食國。駈馳文墨。呱呱相向,銘誌將勒。其四。”據文例,誌銘

六句爲一節,則原石“駈馳文墨”之前應缺刻一個四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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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刻原因

碑誌原石文字缺刻時有發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分述如下:

(一)撰、書、刻等責任者疏忽所致

此爲造成碑石文字缺刻最主要的原因。這類缺刻石面一般未留空

格等標誌,到底是誰之過錯,今天已無法明斷。如:

北齊河清三年《趙信墓誌》銘辭有曰:“遷墳陵谷,荒宅殯賢。一朝

居,永逐風煙。”①整個銘文四字爲句,唯“一朝居”句僅三言,“居”字前應

有缺刻字。據文意,缺字當爲“棄”“不”“罷”之類,表達誌主一朝離世,

永逐風煙的文意。

隋大業九年《郭寵墓誌》:“作周之牧,爲之君。”又云:“愛日留,嗚呼

命也。”原誌“爲”之後、“留”之前均有缺刻文字。

唐貞元十一年《陳造墓誌》:“冀昊天之降,惠福有餘;何泰山之忽

頹,人無所仰。”從文句對仗關係看,原刻“降”下應有缺字。唐開元二十

五年《常玄及妻王氏墓誌》:“曾祖君擬,並高尚其志,松竹潔。”最後一句

原刻缺一字,表意不完整。唐貞元十六年《馬幹墓誌》:“以貞元十六年

五月卅日終於京兆萬年縣宗人坊私第,享年五有二。”原刻“有”上當脫

“十”字。唐元和二年《盧湘及妻崔氏鄭氏墓誌》:“公精識茂行,博學執

禮,天下無歎之。”原刻“無”下當脫“不”字。唐元和八年《雷渾墓誌》:
“乃以元和八年十月五日於縣東十里之勝地,禮也。”原石“日”下當缺刻

“葬”字。元和八年《劉君妻李智玄墓誌》:“夫人諱智,玄寂,隴西郡人

也。”原石“玄”上應缺刻“字”字。

(二)留空待填而缺刻

墓誌製作者有時不知或無法確定誌銘相關名諱、時地等信息,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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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空格①,待埋葬誌石時補刻缺書文字。後因種種原因,所缺内容始

終未補,直至墓誌出土,缺刻依舊。該現象常見於古代墓誌文獻。如:

北齊武平四年《赫連子悦墓誌》:“謚公,禮也。”原刻“謚”字下空兩

個字格,乃因書刻誌文時誌主尚未定謚或暫時不知誌主謚號,留空待

填,但最終未補而缺。唐咸亨二年《李福墓誌》:“即以咸亨二年,歲在辛

未,十二月甲子朔,廿七日庚寅,奉遷靈櫬,陪葬於昭陵,諡曰,禮也。”誌
石“曰”字下空一字格,當是製作墓誌時尚未得謚,留空待填。

隋大業十三年《六品宮人墓誌》:“維大隋大業十三年月日,宮人六

品氏卒。”原石卒期及墓主姓氏均空缺待填,又終未補刻。

隋大業十一年《元智妻姬氏墓誌》:“夫人姓姬,也。”又云:“合葬於

大興縣鄉之里,禮也。”原誌“姬”、“縣”、“之”之後三處地名均缺而未補。

北宋宣和三年《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宣和三年十月日,住持真

教大師文海立石。”原碑立石日期空缺待填,後未補刻。

(三)避諱而缺刻

唐龍朔三年《秦義及妻張氏墓誌》:“權以庇身,任王充車騎將軍。”

原石“王充”本當作“王世充”,因避李世民諱而缺刻“世”字。

遼會同五年《耶律羽之墓誌》“民既樂於子來,國亦朞秊成矣”;“於
輔政之餘,養民之暇,留心佛法,躭味儒書”;“養民以惠,撫俗不勞”;幾
例中的“民”均缺刻斜鈎,當因避前代諱而缺筆。

北宋大觀元年《宋炤墓誌》:“平日香火恪敬。”②拓片“敬”字的構件

“攵”缺刻捺筆。當因避宋祖名敬之諱而缺。

(四)無多餘石面而缺刻

唐乾封二年《董葵及妻田氏墓誌》:“俱辝白日,共止玄[扃]。”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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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字下已無多餘石面,但該句明顯缺刻一字。按誌銘文例,疑缺字應

爲“扃”字。或原石本於誌側刻有該字,卻因拓工疏忽,漏拓而缺。《唐
代墓誌彙編》①(下簡稱《彙編》)未錄此字。

唐調露元年《明崇覽及妻李氏墓誌》:“學富丘山,言成河。”墓誌原

文“河”下應有一字,或因無多餘石面而缺刻,或轉刻他處而失拓,造成

誌文文字缺脫。據文意和押韻,疑缺字應是“澤”字。

(五)受政治因素影響而缺刻

唐麟德二年《李震墓誌》:“粵以麟德二年,歲次十一月朔,葬於陵舊

塋。”原石“次”、“月”、“朔”、“於”後空一至五個字格不等,具體葬期和葬

地均缺刻。據《舊唐書·徐敬業傳》,高宗駕崩,武后臨朝,李震子徐敬

業於嗣聖元年在揚州起兵討伐武后。武后遂令“追削敬業祖、父官爵,

剖墳斲棺”。李震初葬墓誌當毁於此時。中宗返正,追念元勳,又令所

司速爲起墳,並復其官爵。現存李震墓誌疑係中宗復辟後重新起墳時

所補刻。其葬年及月份朔日的干支以及下葬日期與干支均缺而未刻,

當與此相關。

三、缺刻而後補刻

由上述原因可知,碑石文字人爲缺刻實難避免,如果疏於檢校,則

所缺文字始終得不到修補,故大部分碑誌原發性缺文未予補刻。也有

少部分碑誌書刻完成後,還有檢校環節,如發現文字缺漏,便及時補刻,

確保了文獻信息的完整性。

(一)插補於缺文所在位置的側邊或擠刻於上下字之間

此類補刻多爲單字,不佔正常字格。

隋仁壽元年《房 及妻朱商墓誌》下列文句均有文字缺刻而後補刻

·843·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七輯)

①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458。



的情況,所補文字明顯偏小,且未佔字格。“膺公府之徵,就賢良之舉”,

原石“府”字缺刻,補刻於“公”之右下;“見君才地高腴,虛衿徵辟,屈己

從務,深蒙禮厚”,原石“厚”字缺刻,補刻於“禮”之右下;“慕德信之高

清,追史雲之遠操”,原石“高”字缺刻,補刻於“之”字右下。

隋大業十一年《嚴元貴墓誌》:“春秋六十有九。隋大業十一年,歲
次乙亥,二月甲子朔,廿四日丁亥,終於河南郡脩善里。”原石“九”字刻

於“有”“隋”之間的界格綫上,字形明顯小於其他字,當係補刻之缺字。

唐咸亨三年《田紀墓誌》:“豈期積善無徵,奄從風燭,春秋卌有一,

卒於私第。”原石“無”字初刻缺脫,後補刻在“善”與“徵”字之間。

唐天寶八年《裴志墓誌》:“位卑才大,莫展經綸;命舛災深,遂罹倉

卒。”原石“命舛”二字初缺刻,後補刻於“綸”“災”之間的右側石面。

武周垂拱元年《張貞墓誌》:“粉白黛黑,清歌妙舞。”原石“黑”字初

刻缺脫,後補刻在“黛”“清”之間的右側石面。

(二)補刻於當行

一般補在該行末尾或碑石邊沿的空白石面。

隋仁壽元年《房 及妻朱商墓誌》:“眇尋千載,爰討百王。既資羽

翼,□藉鸞楊。”誌石“翼”字刻於本行之末,超出下邊界格,單獨一行,當
係先漏刻而後又補刻所致。

北宋嘉祐七年《韓琦夫人(安國夫人)崔氏墓誌》:“曾祖周度,仕晉,

爲左拾遺,佐慕容彥超於兖州。彥超叛,力諍不能止,遂以忠義死周,贈
秘書少監。”原刻“死周”不詞,意亦不可通。“周”應指“周度”,本該在

“力諍”前,作主語,因寫刻者疏忽而脫漏,於是補刻在了該行末尾。

(三)補刻於文末

隋大業九年《趙覬墓誌》:“朝煙聚闇,夜月澄輝。”原石“煙”字缺刻,

後補刻於誌文末尾。不過,碑板該字另起一行,與末行首字“聚”齊平,

意謂其本來的位置應在“聚”字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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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開皇十七年《孫觀及妻王氏墓誌》末行銘文結尾處刻“誰家墓田”

一句。我們仔細考察發現,該句非屬銘辭,而應屬“年去多而骨朽,月往

駛而松高,空對瓦雞,終朝寧曙,哀哉悲哉,乃為銘曰”語段,具體應在

“悲哉”之後。書刻者先遺漏此句,後檢查發現,但文句所在之處已無空

餘石面,遂補刻於文末。

(四)補刻於同碑其他空白石面

唐開元十五年《杜玄禮及妻黃氏墓誌》:“君今春秋七十有七,夫人

黃氏,六十有六。儻百年代謝,雙瘞此地,可謂生盡其歡,死終其志。千

秋萬古,形對壤而俱銷;丘盡壟平,名與德而同美。恐居諸漸遙,桑海驟

移,鎸石紀功,傳之□□。乃為頌曰:開元十五年二月廿九日,龍門鄉之

□。”原石“頌曰”之後書時間、地點,碑誌無此文例,故兩句當爲補刻。

根據誌銘行文邏輯及習慣,補刻文句實記載葬期和葬地,其本來位置或

應書刻於“恐居諸漸遙”之前,或應刻於文末,只是除補刻石面外,整個

石版再無其他合適的空間,故補刻於銘辭之前。

四、缺刻影響

字形筆畫缺刻,導致文字構形不完整,嚴重的還會造成文字同形相

混。文字及文句缺刻,又引發碑誌文文意不暢或表意不完整,句式不

諧,上下文不相連屬或不對稱等問題。雖然有些初刻缺漏的文字後被

發現又加以補刻,但按原位補刻的文字多狹小,不易辨識;補刻於同碑

他處石面的文字則難以回歸其正常語境。這些問題,直接影響碑誌文

獻整理的效果和質量,諸如誤錄文字、誤斷文句、脫錄補刻文字等,這是

後續碑刻材料整理時應當特別注意的。

(一)造成文字訛混

北齊天保三年《元孝輔墓誌》:“弍鐫玄石,傳之黃壤。”誌石“弍”當
作“式”,原刻因缺刻豎筆而訛成“弍”字,與“二”之古文“弍”同形相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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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開元二十八年《趙全璧墓誌》:“以大唐開元廿八年十一月廿六日,歸
葬於萬安山南,以祔於大父塋東,式其順也。”“式”原石亦缺刻豎畫而作

“弍”,《洛陽新獲墓誌續編》①錄文作“貳”,乃誤將“弍”作爲“貳”之簡體

所致。

唐天寶七年《何知猛及妻王氏墓誌》:“嗣子哀之以風樹,孝禮未申;

悲之以逝川,懷恩罔極。”原刻“申”作“中”,缺刻中間的橫畫,與表裏面

義的“中”字同形而混。

唐上元二年《唐護墓誌》:“黨遂可稱,里民嘉譽。”原石“民”字因避

唐太宗李世民之諱而缺刻末筆。《唐代墓誌彙編》②錄文作“氏”,形近

相混。

(二)因文字缺刻而誤斷文句

唐大和元年《南昪墓誌》:“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

某,官。”原石“官”字後皆空兩字的位置,官名缺刻。《唐代墓誌彙編》③

斷句爲: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某官。

唐貞元十四年《韓超寂墓誌》:“姪朝散郎、前行同州韓城晤撰并

書。”韓城晤,指“韓城縣尉韓晤”,原石“城”下缺刻“尉”字。《西安碑林

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④提要記“韓城晤撰並書”,因文字缺刻而將“韓城

晤”斷爲人名,乃因韓姓與韓城偶相重之故也。

武周聖曆二年《司空儉墓誌》:“傳芳蕙畹,漸潤芝田。雲間美,日下

稱妍。”墓誌“雲間美”一句表意不完整,原刻“美”之前當缺脫一字。因

文字缺刻,《唐代墓誌彙編續集》⑤將“日”斷入此句,非。銘文“雲間”與
“日下”對舉,不可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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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碑刻釋文容易脫錄補刻文字

唐天寶六年《崔君妻盧八墓誌》:“夫人始有行也,高堂養姑以孝聞,

內佐府君以義著,躬訓二子以節稱,有此三者,德莫大焉。”原石“義”字
初刻缺脫,後補刻在“以”“著”之右側石面。《彙編》①不察,釋文脫錄。

唐天寶十年《梁令珣墓誌》:“公諱令珣,字珣,本安定人,因仕居於

有洛,子孫相循。”原石“孫”字初刻缺漏,後補刻在“子”“相”之間的右側

石面。《彙編》②釋文因未細辨而缺錄。

唐開元三年《譙國公妻武氏墓誌》:“夫人諱,本居沛國,至後魏給封

於晉陽,因家太原之地。”原刻“諱”下無字,失其名諱。《新中國出土墓

誌·陝西》(壹)③錄文將“本”字上屬,乃因名諱缺刻而誤以“本”爲誌主

之名,該書目錄此墓誌題名亦同。

五、缺刻文字考補

碑刻有多種文體,包括墓誌、碑銘、造像記、買地券、刻經記等,又以

前兩者最爲多見。不同文體風格各異,千姿百態,不拘格式。但碑文常

用典使事,散韻結合,語言表達和使用整體上亦有一定的規律性,如文

句對仗,序文和銘文相關表述常常存在暗示或關聯,碑銘内容圍繞碑誌

主生平履歷表現文意等,這些潛在規律爲考補缺刻文字提供了重要

綫索。

(一)據字詞和文句對仗關係補缺

唐咸亨四年《董仁及妻戴氏墓誌》:“非吏非隱,自葉逍遙之致;或琴

書,足暢生平之樂。”根據誌文行文關係,原石“書”上應缺刻一“或”字,

當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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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萬歲登封元年《崔銳妻高漆娘墓誌》:“詠菊花九日,韻椒頌於

三元。”按句式,“花“下應有”於“字,原刻脫文。

(二)據碑誌文辭例補缺

唐咸亨四年《任君及妻孫氏墓誌》:“粵以龍朔二年九月十九日遘卒

於私第,春秋七十有九。”依據誌銘辭例,原刻“遘”下應缺一“疾”字,

可補。

唐儀鳳四年《樂弘懿墓誌》:“以其年二月廿五日葬於洛州北邙山之

禮也。”原石“之”下當有一字,原刻缺。據文例,疑應有“原”字。

唐垂拱元年《劉初及妻郄氏墓誌》:“功效始暢,生厓以謝。春秋五

十有二,薨於在任。於三原縣清水谷之東原,禮也。”據誌文之例,“於三

原縣”上原刻應脫“葬”、“窆”之類的字,可補。

唐天寶九年《盧復墓誌》:“歲月遽移,龜協吉。”誌石“龜”下當缺一

“筮”字。“龜筮協吉”爲墓誌習語。

(三)據碑誌文文意補缺

唐咸亨五年《張玄景墓誌》:“孀妻宛頸,孤崩心。”據句意,原石“孤”

下當有“子”字,原刻脫,可補。“孤子”與“孀妻”文意相承。

唐儀鳳四年《王韜墓誌》:“立性不愆,寧貽白珪之玷;出言必,詎爽

黄金之諾。”據文意,原石“必”下應有“信”字,原刻脫。

武周聖曆二年《蕭言思墓誌》:“不睹靈長,終成淪。”最後一句文氣

不協,原刻脫一字。據語境,當是“喪”字。

唐開元六年《李全節及妻皇甫氏墓誌》:“夫人安定皇甫氏,太子舍

人德參。”原刻此句文意不明,疑“德參”下脫“之女也”三字。

唐開元十一年《王叡及妻劉氏墓誌》:“以開元十一年八月十六日遘

疾於永興里第,時年六十有八,即以其年十月廿八日庚申合葬,同歸幽

宅。”依文意,“於”上當有“卒”字,原刻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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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據上下文補缺

唐上元三年《費智海墓誌》:“始授君掖庭宮教博士,效彰鹓壼,績滿

鸞閨。”原石“君”字下空一字格,下文詔書有云“前文林郎行內侍省掖庭

局宮教博士費智海”,據此可知前文“掖庭”下原刻當脫一“局”字,可補。

(五)據長曆、年號等補缺時間

唐上元三年《袁殆仁及妻楊氏墓誌》:“以上元三年,歲次庚子朔正

月二十二日辛酉,合葬於邙山之原,禮也。”原石“歲次”下缺刻年干支。

據長曆,上元三年,歲次丙子。此年正月庚子朔,二十二日正好是辛酉。

故原刻“歲次”下可補“丙子”二字。

唐調露元年《王通及妻常氏墓誌》:“以調元年十一月七日,合葬於

故城之北,禮也。”依唐代年號,“調”下原刻脫“露”字,當補。

唐開元十五年《邵處珣妻魏天啓墓誌》:“神三年,封鉅鹿郡君焉。”

據唐代年號,“神”字下原刻脫“龍”字。

(六)據職官名補缺

武周長壽二年《房瑒墓誌》:“父筞,唐授文林,業由學廣。”誌文唐所

授應爲“文林郎”,故原刻“林”下當脫“郎”字。

武周聖曆二年《閻炅墓誌》:“曾祖立德,唐工部尚書、并州大督。”原

石“大”下應有“都”字,疑原刻脫文。

唐開元十一年《孔珪墓誌》:“祖翼,隨任賁中郎將。”原刻“任”字下

當脫“虎”字。

(七)據地名補缺

唐開元二十三年《白羨言及妻賀若氏墓誌》:“君諱羨言,唐之聞人

也。”原石“聞”下疑當有“喜”字。山西省有聞喜縣。

唐開元二十四年《盧悅及妻鄭氏墓誌》:“永期天祐,遽痛珠沉,開廿

三四月四日,於河南府道化私苐壽終,春秋卌八。”誌石“化”字下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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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字,原刻當脫。

唐開元二十九年《元君妻李娀墓誌》:“以開元廿九年十月九日,終
於都教業里苐,春秋廿有一。”誌石“都”前當有“東”字,指東都洛陽。原

刻脫。

(八)依韻補字

唐太和八年《李經墓誌》:“赫哉巨唐,生此賢王。天與孝敬,日新忠

良。恭肅惠和,端明齊莊。動禀禮樂,率由憲。允武允文,不愆不忘。”

誌石“憲”下原刻空一個字格,據文例,參以押韻,應是“章”字。

唐天寶元年《李湛及妻索氏墓誌》:“明時干祿,芳猷遠震。德廣萬

頃,才高千仞。人望襲榮,天胡不憗。靈轜夕儼,繐帷晨張。霜凋草色,

月上松光。痛千秋兮萬歲,唯德音兮不忘。其二。”據文例,誌文至“天
胡不憗”處爲一韻,其後應有“其一”,原刻脫。

(九)據其他碑誌文表述補缺

唐垂拱四年《亡宮九品墓誌》:“丹史飛名,庇椒宮而振馥;紫宸趨,

翊清禁而騰芳。”此句語義不明,原刻“趨”後當缺一字。據其他宮人墓

誌,所缺應爲“侍”字。武周天授二年《亡宮九品墓誌》:“彤史飛名,庇椒

宮而振馥;紫宸趨侍,翊清禁而騰芳。”是其例。

六、結語

文字缺刻乃碑誌慣常的本體文獻特徵,從一個方面真實、生動地

呈現出碑面文字的原生狀態。這類文本紕漏既與碑誌複雜的造製過

程密切相關,又與撰作、書丹、鐫刻等製作者的學識水平、藝術修養、責
任擔當精神息息相關。碑刻本身的制度約束、文字產生方式的多重限

制和書刻載體的特殊要求,使得碑石文字缺刻具有較大的必然性;人
爲主觀因素的干擾和影響,又使得碑石文字缺刻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必然和偶然相互交織,導致碑文缺刻易發多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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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十分複雜。科學認識這一問題的本質、規律和原因,尤其是掌握

判斷缺文和考補缺字的方法,對於準確把握碑刻文獻的特徵,提高碑

刻文獻整理的質量,有效利用碑刻材料從事文史相關研究等方面都大

有裨益。本項研究算是開其端倪,衷心希望學者們在此基礎上進行更

加深入的研究,總結出更多更好的有關碑刻文字缺刻的規律和方法,

取得更爲顯著的研究成果,以便爲後續碑刻文獻整理與研究提供新

的、更大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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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說達盨蓋銘文中的“攜”及有關問題

付强①

  摘 要:金文中的職官“攜”,李學勤先生曾有專門的文章進行過論述,李先

生說:“在西周金文裏面,迄今沒有發現‘攜僕’,而在商末金文中卻三次出現了

作為職官名的‘攜’。”本文即是在李先生文章的基礎上,補充一例在西周金文中

作為職官名的“攜”。另外我們認為 觶與達盨蓋的時代都屬於孝王時期。

  關鍵詞:達盨蓋銘;攜;職官

1984年到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隊在陝西

長安張家坡發掘出井叔家族墓地,獲得了多件井叔自作的銅器。在編

號為 M152的墓葬中,出土了三件盨蓋,蓋上各有銘文五行四十字,現隸

寫如下(釋文用寬釋)“唯三年五月既生霸壬寅,王在周,執駒於 居,王
呼攜 召達,王賜達駒,達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作旅盨”。

考古發掘者認為這幾件盨蓋原本是墓主人井叔生前用的器,也就

是說 M152的墓主人就是盨蓋銘中提到的作器者“達”,按照青銅器命名

的原則和通例稱此盨蓋為“達盨蓋”②,我們認為發掘者的判斷是正確

的。盨蓋銘中提到了召“達”的人為“攜 ”,攜正是李先生曾在文章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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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過的出現在商末金文中的職官“攜”, 為私名。這種職官名+私名的

稱謂形式在金文中是習見的,這是瞭解金文的學者都熟悉的常識,茲不

舉例。
另外,“攜”作為職官名也見於《尚書·立政》:“亦越文王、武王,克

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
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
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起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
烝;三亳阪尹。”其中的“左右攜僕”,孔傳云為“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孔

穎達《正義》加以引申,以為“謂寺人、內小臣等也”,是以《周禮》官名進

行對比。此後傳注都沿襲這種說法,如蔡沈《集傳》說:“攜僕,攜持僕御

之人。”
現代學者有些不同的解釋,例如顧頡剛先生稱:“‘左右攜僕’是持

王用的器物或御車的僕夫”,照顧到“僕”有御者的含義,而對“攜”的說

法仍未改變。楊筠如先生則將“左右”和“攜僕”分開,說:“左右,官名。
《雲漢》‘膳夫左右’、師虎敦‘官司左右’,皆其例也。攜僕,亦應為

官名①。
近來,李學勤先生在《僕麻卣論說》一文中,詳細論證了“僕”作為官

名的存在②,所以關於“攜僕”實為“攜”和“僕”兩個官名,而非一個官名,
這是以前讀《尚書》者所不瞭解的。

經過上面的分析與論證,我們知道了“攜”確為一職官名,就是《尚
書·立政》中所載的官名“攜”。既然“攜”為一官名,那麼它的職能是什

麼呢? 對於這一問題,李先生曾在文章中作過幾點推論,為了討論方

便,我們轉述如下:
第一,攜和僕不是一種官職,而是地位相似的兩種職官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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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從商末金文看,攜屢次受賜於王,又奉王命對臣下賞賜,確應

是王的近臣。

第三,攜的身份比較高貴,不會是廝的通假。西周晚期禹鼎銘文有

廝,寫作“斯”。

第四,攜這一職官的得名,可能如《尚書》孔傳所說,是為王攜持器

物。孔穎達推想為寺人、內小臣之類,合乎情理。就像宰本係食官,後
轉變為掌理政事,攜的地位、權利也顯然上升。

我們認為李先生的推論大體上是正確的,但是他所依據的材料僅

為商末的金文,現在我們發現了“攜”在西周金文中同樣作為官名,經過

分析西周金文中“攜”官的活動,可以對於這一官職的職能有更進一步

的瞭解。

上面我們提到達盨蓋銘中有“攜 ”一人,“攜”為官名,“ ”為私

名,這個“ ”其實就是 觶的“ ”。為了討論方便,我們先把 觶銘文

隸寫如下(釋文用寬釋):“唯三月初吉乙卯,王在周,各太室,鹹。井叔

入右 ,王呼內史冊命 ,更厥祖考服,賜 織衣、□市、同黃、旗。拜稽

首,揚王休,對 蔑暦,用作寳尊彝,世孫子毋敢墜,永寳。惟王二祀。”①

觶銘有“井叔入右 ”,達盨蓋銘有“王呼攜 召達”,而“達”就是

觶銘中的井叔。所以 觶與達盨蓋定屬於同一個王世, 觶所屬的王

世,各家意見頗不一致,郭沫若、劉啟益認為是孝王時器②,陳夢家、馬承

源認為是懿王時器③,而唐蘭則認為是恭王時器④。達盨蓋的王世,發
掘者判定為孝王時期。由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 觶與達盨蓋定屬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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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王世。 觶的年代學術界認為有恭王、懿王、孝王三種爭論,而達盨

蓋的年代學術界則比較統一的定於孝王時期。綜上,我們把 觶與達盨

蓋都定為孝王時期是目前最合理的做法。下面我們根據兩器的銘文把

兩器排列如下:

  孝王二祀三月初吉乙卯

  孝王三年五月既生霸壬寅

兩器製作的時間相距只有一年零三個月,由 觶銘文我們知道,

是由井叔為右者受王命接替祖考的職官,這個職官是什麼,銘文中沒有

提及,由 觶與達盨蓋對讀,我們認為就是攜這一職官。又因為我們知

道金文中右者與被右者之間一般都為上下級關係,由井叔在其它多個

器物中出現的活動分析,井叔當是隨從在王左右的王官,那麼“攜”這一

職官也應該屬於王官下的一個下屬。這一點正符合李學勤先生所推論

的第四點,到西周中晚期孝王時,“攜”這一職官確實已不是最初的寺

人、內小臣之類,已經明確轉變為掌理王事的王官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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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獏家族器羣及其相關史事探析

韓文博①

  摘 要:亞獏諸器是商周時期一組典型的家族銅器,主要有炊食器、酒器和

水器,而酒器的數量最多。其年代從殷墟四期一直延續至西周早期。通過對器

物出土情況及銘文等要素的綜合分析,我們認為亞獏家族的地望可能就在今天

的安陽市殷都區小莊村一帶。而且邲其作為商王近臣,或代王賞賜,或隨王祭

享、田獵,深得賞識和信任,其家族也因此更加興旺昌盛,析出更多的分支,而X

族就是其中一支,且以“邲其”作為族徽或姓氏。商周戰爭中,亞獏家族的部分

銅器被運往岐周,作為戰利品被賞賜給有功之人。

  關鍵詞:亞獏;器群;年代;史事

家族器羣在商周考古中發現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微史家族、

亞醜家族等,這兩個家族之器物已有學者做過專門的研究,已形成基本

一致的認識。筆者近來整理青銅酒器,發現標有亞獏族徽的銅器20餘

件,其年代、銘文等尚有研究之價值和可深入之處,故而不揣冒昧,試從

器形、年代、地望、世系等方面對這一問題做一探討,期冀對準確把握和

認識這一組器物有所裨益,不當之處,望方家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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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器形及紋飾

目前所見標有亞獏族徽的銅器共20件,另外還有三件可能屬於此

家族另一分支之器物。然而在這20件中包括鼎5件(一件未見器形)、

簋2件(一件未見器形)、鬲1件(未見器形)、斝2件、尊1件、觚1件、角

1件、爵1件、卣3件、壺1件、盉1件、罐1件。耤於四祀壺銘文中之

“文武帝乙”可以確定其為商代帝辛時之標準器。一方面,這一組年代

明確的器物群可以為商周銅器斷代提供更為有力的證據;另一方面,為
研究商周之際家族形態的演變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

器形、紋飾是推斷銅器年代的重要參考要素,為了下一步能夠更加

準確地判斷其年代,有必要對其器形、紋飾做一番交代,下面將亞獏家

族器群中20件器形可知的銅器列為表1,以便考察。
表1

亞獏父丁鼎a 亞獏父丁鼎b 亞獏父丁鼎c 亞獏方鼎 二祀邲其卣

四祀邲其壺 六祀邲其卣 亞獏父丁角 亞獏父丁爵 亞獏父丁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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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亞獏父尊 亞獏斝 亞邲其斝 亞獏父丁盉 亞獏父辛卣

亞獏罐 亞獏母辛簋 邲爵 邲甗 雔卯邲甗

  亞獏父丁鼎a①,直口,窄平沿,立耳微侈。淺腹微鼓。分襠,三柱

足。腹部飾三組下卷角獸面紋,兩側夾以倒置的夔紋,雲雷紋底。器腹

內壁鑄銘4字,作:亞獏父丁。

亞獏父丁鼎b②,直口,窄平沿,立耳微侈。淺腹微鼓。分襠,三柱

足。腹部飾三組下卷角獸面紋,兩側夾以倒置的夔紋,雲雷紋底。器腹

內壁鑄銘4字,作:亞獏父丁。

亞獏父丁鼎c,通高20.6釐米③。直口,窄平沿,立耳微侈。淺腹微

鼓。分襠,三柱足。腹部飾三組下卷角獸面紋,兩側夾以倒置的夔紋,

雲雷紋底。器腹內壁鑄銘4字,作:亞獏父丁。

亞獏方鼎,通高29釐米、口徑18.3釐米④。子母口較高,附耳,有
蓋,蓋面上有兩曲尺形把手,卻置可以盛物。腹呈圓角長方形,傾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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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腹徑接近底部。四條柱足,較粗壯。蓋沿飾一道弦紋,器口下飾四組

簡化獸面紋。蓋內鑄銘2字,作:亞獏。
亞獏母辛簋,通高21.5釐米①。侈口,束頸。獸首耳,有勾狀垂珥。

鼓腹。圈足,接近垂直。頸部飾兩道弦紋夾蛇紋帶。頸部正中前、後各

增飾一犧首浮雕。圈足飾兩道弦紋夾蛇紋帶,圈足正中前、後各增飾一

條形扉棱。內底鑄銘4字,作:亞獏母辛。
亞獏斝,1940年河南安陽出土②。侈口,束長頸,口沿上立兩菌狀

柱。直腹微鼓,平底,頸、腹交接處成臺階狀。三棱錐足,外撇。頸、腹
一側有半環形鋬。頸、腹均飾獸面紋。由於銹蝕嚴重,地紋不清。鋬內

鑄銘2字,作:亞獏。
亞邲其斝,1991年陝西岐山縣北郭鄉樊村出土。通高34.7釐米、

口徑19.9釐米③。侈口,束頸,口沿上立兩傘狀柱。鼓腹,分襠,柱足。
頸、腹一側有牛首形鋬。頸部飾兩道弦紋,腹部飾雙“人”字形紋。鋬內

鑄銘3字,作:亞邲其。
亞獏父丁尊,通高23.5釐米、口徑23.2釐米④。觚形。喇叭口,折

沿方唇,束頸。腹微鼓,高圈足。頸部飾魚鱗紋組成的仰面蕉葉紋。腹

部及圈足均飾上卷角獸面紋,獸面兩側填以勾刃刀形紋飾,雲雷紋底。
腹和圈足各有四道扉棱。內底鑄銘4字,作:亞獏父丁。

亞獏父丁觚,1940年河南安陽出土,1995年9月出現在美國紐約

佳士地拍賣行⑤。通高25.7釐米。喇叭口,細長頸。腹微鼓,高圈足。
腹部飾以聯珠紋鑲邊的大卷角獸面紋,頸、圈足均素面無紋。圈足內鑄

銘4字,作:亞獏父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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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獏父丁角,通高23.6釐米①。兩翼上翹,卵腹下垂。三棱錐足外

撇。上腹與一足對應處有牛首形鋬。兩翼飾鳥紋,腹部飾由雲雷紋組

成的獸面紋。足飾蕉葉紋。鋬內鑄銘4字,作:亞獏父丁。

亞獏父丁爵,通高21釐米②。寬流,細尾,卵腹下垂,近流折處立有

一對菌狀柱。三棱錐足外撇。上腹與一足相對處有獸首形鋬。腹部飾

由竊曲紋組成的饕餮紋。尾部鑄銘4字,作:亞獏父丁。

六祀邲其卣,傳出土於河南安陽。通高23.7釐米、口徑7.5×9.2釐

米,重1.98公斤③。器身扁圓,腹微鼓,圈足外侈。有蓋,折沿,蓋面隆

起,上有瓜棱形鈕,分作六瓣。頸部有一對半環形耳,套接扁平狀提梁。

提梁飾蟬紋,蓋面及頸部均飾以聯珠紋鑲邊的夔龍紋,雲雷紋底。圈足

亦飾夔龍紋,雲雷紋底。頸部前後增飾犧首浮雕。器身內壁鑄銘27
字。器蓋與器身同銘。

二祀邲其卣,傳1940年出土於河南安陽。通高38.4釐米、口徑16
釐米,重8.86公斤④。器身扁圓,微鼓腹,圈足外侈。有蓋,折沿,蓋面

隆起,上有瓜棱形鈕,分作六瓣。頸部有一對半環形耳,套接扁平狀提

梁。提梁飾蟬紋,蓋面及頸部均飾以聯珠紋鑲邊的夔龍紋,雲雷紋底。

圈足亦飾夔龍紋,雲雷紋底。頸部前後增飾犧首浮雕。器身內壁鑄銘

35字,合文2字。蓋、底同銘,各4字,作:亞貘父丁。

亞獏父辛卣,通高10釐米、腹深6.5釐米、口徑12.3×15.7釐米,重

5.2188公斤⑤。器身扁圓,鼓腹,圈足外侈,有足緣。有蓋,折沿,蓋面隆

起,上有花苞狀鈕。頸部有一對半環形耳,套接扁平狀提梁。蓋面及頸

部均飾以聯珠紋鑲邊的夔紋帶,頸部前後增飾犧首浮雕。圈足飾龍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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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雷紋底。蓋、器同銘,各4字,作:亞獏父辛。
四祀邲其壺,傳出土於河南安陽。通高34.5釐米、口徑10.3釐米,

重4.2公斤①。直口,束頸,鼓腹下垂。圈足。頸部有一對獸首耳,套接

扁平狀提梁。有蓋,蓋面隆起,上有圈狀捉手。蓋沿及圈足均飾以聯珠

紋鑲邊的雲雷紋,頸部飾以聯珠紋鑲邊的獸面紋。器身內壁鑄銘42
字。蓋、底同銘,各4字,作:亞獏父丁。

亞獏父丁盉,通高29.2釐米②。侈口,束頸,分襠,蹄足。有蓋,蓋
面隆起,上有半環形鈕。蓋沿處又有一環形鈕,有鏈與鋬相連。腹部一

側有獸首形鋬,相對一側有管狀流。蓋面飾圓渦紋。頸部飾兩道弦紋。
腹部飾圓渦紋和雙“人”字形紋。器、蓋同銘,各4字,作:亞獏父丁。

亞獏罐(亞獏卣),19世紀80年代河南安陽市殷墟小莊村出土。通

高19釐米,重4.3公斤③。侈口,束頸,鼓腹,圈足。頸部有一對半環形

耳,套接繩索狀提梁。頸部飾兩道弦紋。內底鑄銘2字,作:亞獏。
邲爵,通高18.3釐米④。窄長流,細尾,卵腹圜底,近流折處有一對

菌狀柱。三棱錐足外撇,上腹與一足相對處有獸首形鋬。勁部飾三角

紋,腹部飾獸面紋。鋬內鑄銘1字,作:邲。
邲甗,通高43.7釐米⑤。上甑下鬲,甑深腹斜收,折沿,侈口,上有

扭索狀立耳;鬲分襠,袋腹,三柱足。甑飾雲雷紋組成的獸面紋帶,鬲飾

牛角獸面紋。內壁鑄銘5字,作:邲乍(作)且(祖)癸彝。
雔卯邲甗,通高47.6釐米、腹深29.9釐米、口徑30.2釐米,重8.315

公斤⑥。上甑下鬲,甑深腹斜收,折沿,侈口,上有扭索狀立耳;鬲分襠,
袋腹,三柱足中間略細。甑飾雲雷紋組成的列旗獸面紋,鬲飾牛角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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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內壁鑄銘7字,作:雔卯邲乍(作)母戊彝。

二、銘文及年代

2.1銘文及其分類

表2

鼎a銘 鼎b銘 鼎C銘 鼎銘 方鼎銘 父丁角銘 父丁爵銘

父丁觚銘 父丁尊銘 亞獏斝銘 亞邲其斝銘 父丁盉銘 父辛卣銘 亞獏罐銘

母辛簋銘 亞獏簋銘 父己鬲銘 邲甗銘 雔卯邲甗銘 二祀卣蓋銘 二祀卣底銘

二祀壺器銘 亞□其鬲銘 邲爵銘 四祀壺底銘 四祀壺蓋銘

·763·亞獏家族器羣及其相關史事探析



續表

四祀壺器銘 六祀卣蓋銘 六祀卣器銘

  為行文方便,現將亞獏家族諸器之銘文列為表2。亞獏諸器除二祀

卣、六祀卣、四祀壺、邲甗、雔卯邲甗銘文較長外,其餘均為族徽加日名。

下面依據稱謂,將其分為以下幾類便於考察。

祖癸類:六祀卣(作冊擒卣)、邲甗;父丁類:亞獏父丁鼎a、鼎b、鼎

c、亞獏父丁角、亞獏父丁爵、亞獏父丁觚、亞獏父丁盉、二祀卣、四祀壺;

父己類:亞獏父己鬲;父辛類:亞獏父辛卣;母辛類:亞獏母辛簋;母戊

類:雔卯邲甗;亞邲其類:亞邲其斝、亞邲其鬲。亞獏類:亞獏方鼎、亞獏

罐、亞獏斝、亞獏簋。

以上稱謂中父丁最多,其次為祖癸,父己、父辛、母辛、母戊各一例。

關於其世系詳見後文第三部分。銘文內容及其稱謂上的相互聯繫是推

斷銅器年代的重要方法之一,但由於對古代文化理解的差異,往往也會

出現偏差,因此有必要借助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對其加以界定。

2.2年代

與殷墟 及 同 時 期 其 他 地 區 的 出 土 單 位 相 比,亞 獏 父 丁 鼎 與

04ASM303:82、104鼎①、84AGM1713:27鼎②、99ALNM1046:27鼎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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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莊南賽格金地 M13:1鼎①、90郭 M160:135鼎②幾乎完全相同。

關於 M303、M1713、M1046的年代原報告定在殷墟四期偏晚階段,M13
的年代定在殷墟三期,M160的年代定在殷墟三期偏晚階段。然而此型

分襠鼎最早見於殷墟二期晚段,下限一直延續至西周早期。在西周時

期的出土單位中,出土此型鼎的有洛陽東郊西周墓③、甘肅慶陽兔兒溝

M3④、長安馬王村墓⑤、67長安張家坡 M54、M87⑥、甘肅靈臺白草坡

M1⑦、北京房山琉璃河 M50⑧,而以上這些墓葬的年代都在周初武成康

時期⑨,可見這類鼎流行時間之長。
亞獏方鼎,殷墟出土單位中尚未見有與此型鼎形制相同者。而與

寶雞竹園溝BAM13:16鼎、琉璃河燕國墓地 M253:11圉方鼎形制

完全相同。M13的年代原報告定在康王初年,M253的年代原報告定在

成康間。可見其年代當與圉方鼎相近。圉方鼎的年代彭裕商先生定在

成王時期,可從。

亞獏母辛簋,與張家坡西周墓 M285:2出土的B型Ⅰ式簋基本相

·963·亞獏家族器羣及其相關史事探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安陽殷墟徐家橋郭家莊商代墓葬—2004~2008年殷墟考

古報告》,科學出版社,2011年,頁6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隊《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

社,1998年,頁79。
付永魁《洛陽東郊西周墓發掘簡報》,《考古》1959年第4期。
許俊臣《甘肅慶陽地區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3期。
梁星彭《陝西長安、扶風出土西周銅器》,《考古》1963年第8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67長安張家坡西周墓葬的發掘》,《考古學報》1980年第

4期。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1977年第2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北京附近發現的西周奴隸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

5期。
李豐《黃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銅禮器的分期與年代》,《考古學報》1988年第4期。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 國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頁5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編著《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頁101。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頁232。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著《張家坡西周墓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頁150。



同,唯獨B型Ⅰ式簋頸部、圈足均飾獸面紋,而母辛簋飾蛇紋。M285的

年代原報告定為武成康時期。

亞獏斝,與04ASM303:118馬危斝①幾乎完全相同,M303的年代

原報告定在殷墟銅器四期偏晚階段。

亞邲其斝,此種分襠斝見於殷墟四期,但在西周早期的墓葬中亦多

有發現,如67靈臺白草坡 M1②、13隨州葉家山 M1③、97鹿邑太清宮長

子口 M1④,以上諸墓,靈臺白草坡 M1、葉家山 M1均為成康時期,長子

口墓在商周之際。而且從銘文反映的情況來看,多為殷遺民墓。綜合

以上,我們認為亞邲其斝的年代當在商周之際。

亞獏父丁尊,與1950年代出土於扶風雲塘村的父丙尊⑤幾乎完全

相同,父丙尊原文定為周初,可從。

亞獏父丁觚,與99ALNM911:4觚⑥幾乎完全相同,惟亞獏器獸面

紋上、下所夾為聯珠紋而非凸弦紋。M911:4觚的年代《新出》一書定在

殷墟銅器四期。

亞獏父丁角,與滕州前掌大 M120:14史子日癸角⑦基本相同,

M120的年代原報告定為西周早期。

亞獏父丁爵,與99ALNM1046:15爵⑧幾乎完全相同。M104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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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劉家莊北1046號墓》,《考古學集刊》

第15輯,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364。



年代原報告定在帝辛時期。

二祀卣、六祀卣與滕州前掌大 M120:18出土的A型Ⅱ式卣①幾乎

完全相同,M120的年代原報告定在周初。由於四祀邲其壺中有“文武

帝乙”,可知其為帝辛時器,又四祀壺與二祀卣、六祀卣中都有邲其,且

這三件器物的年代相隔不遠,故而可以肯定當為同一時期之同一人所

作。基於以上器形的對比和銘文的分析,二祀卣、六祀卣亦當為帝辛

時器。

亞獏父辛卣,與04ASM303:119馬危卣②基本相同。惟獨馬危卣

蓋沿、頸部飾以聯珠紋鑲邊的菱形雲雷紋,而亞獏父辛卣飾以聯珠紋鑲

邊的夔紋。M303的年代在殷墟四期偏晚階段。

四祀壺與前掌大 M18:45史父乙壺③幾乎完全相同,M18的年代原

報告定在西周早期早段。四祀壺銘文中有“文武帝乙”,丁山先生認為

此“文武帝乙”為甲骨文中之“文武帝”,即帝乙④。另外商代的阪方鼎銘

亦見“文武帝乙”,李學勤先生認為這裏的“文武帝乙”就是商王帝乙,帝

辛的父親⑤,所言甚是。由此可知此壺為帝辛時器無疑。

亞獏父丁盉,與琉璃河燕國墓地 M253:10父辛盉⑥幾乎完全相同。

惟紋飾略有微小差異。M253的年代原報告定在成康間。

亞獏罐,《殷墟新出青銅器》一書定為殷墟銅器第二期晚段⑦。另

外,此罐與陳夢家舊藏的卣形罐基本相同,僅少一道弦紋。關於其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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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淑琴認為當在殷墟前期①。由於缺乏可資參照的出土單位,故其年代

暫且存疑。

邲爵,與前掌大 M38:65爵、M38:63爵、M231:77爵形制、大小、紋
飾均十分接近,M38原報告定為西周早期前段,M213定在商代晚期②。

可知邲爵的年代當在商末周初。

邲甗,與石鼓山 M4:307甗③、M3:6甗④、高家堡戈國 M2:1甗⑤形

制、大小、紋飾均相同。以上諸墓均為西周初期的墓葬,故而邲甗年代

當不晚於西周早期。

雔卯邲甗,與前掌大 M120:7甗⑥、長子口 M1:42甗⑦形制、大小、

紋飾均相同,M120原報告定在西周早期早段,M1為商末周初,由此可

知雔卯邲甗的年代當不晚於西周早期。

綜上從形制、紋飾、銘文的對比分析可知,亞獏諸器的製作年代從

殷墟四期一直延續到西周早期,持續約有八九十年之久。在明瞭這批

家族銅器年代基礎之上,下面對其地望及世系做一番考察。

三、亞獏家族地望及世系

3.1地望

關於亞獏家族的地望,丁山先生首先對其作了考證,他認為:獏者,

實皆靺鞨族之祖,而商“亞獏”之胄裔也。《漢書·地理志》涿郡有鄚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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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書·郡國志》改隸河間國,均不詳得名之由。山謂獏之為鄚,即商

亞獏氏故地,在今河北任丘縣北三十里。《史記·趙世家》所謂:“惠文

王五年,與燕鄚、易。”是也。蓋自武王克商,周公踐奄,兼齊桓公伐山

戎,其分支亞獏氏遂向北徙。逮戰國中葉,燕趙崛起,北迫獫貉,亞獏氏

遂竄於荒岩,一若為東北舊族①。如若丁先生所言,以上諸地當有其器

物或遺跡,然而迄今發現的亞獏諸器,未見有在河北出土者。

據《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注釋中簡稱《圖像集成》)一書,

亞獏斝、亞獏父丁觚、二祀邲其卣、四祀邲其壺、六祀邲其卣1940年出

土於安陽。亞獏罐(卣)1980年出土於安陽小莊村。小莊村今屬安陽市

殷都區,位於安陽市西北,北鄰四盤磨村,東鄰花園莊村。就其地理位

置而言,正處當時王畿之內,這也與其家族的地位、身份相一致。而且

在四盤磨和花園村東地均有大量的甲骨出土,而亞獏家族成員之一的

“擒”也正好是作冊之官,這是否是一種巧合呢?

從銘文所反映的史事來看,二祀卣記載:邲其代王賞賜,受到被賞

賜者的回贈,作祭祀父丁之器以示紀念。四祀壺記載:邲其因參與祭

祀,受到商王賞賜,作祭祀父丁之器以示紀念。六祀卣記載:邲其賜給

作冊擒一件精美的玉器,作祭祀祖癸之器以示紀念。由此可見邲其深

受商王信任和賞識,擁有崇高的地位。並且邲其作為商王近臣,隨時參

與祭祀、田獵,代王賞賜,若是遠在河北或其他很遠的地方這也是很難

做到的。故我們認為亞獏家族之地望可能就在今安陽市殷都區小莊村

一帶。

然而,亞邲其斝並未像其他器物一樣出自安陽,而是遠在幾百公里

以外的陝西岐山縣北郭鄉樊村,這一帶正屬於周公廟遺址範圍內。那

麼這件商人使用的斝為何會到了周人統治的中心地區呢? 有學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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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克商後,邲其卣、斝等器,可能被運往岐周,分賞功臣①。就當時的

出土情形而言,與斝伴出者還有一件三角援銅戈和兩件陶鬲,這四件器

物很可能是出於一座墓葬,並且根據周圍徵集到的兵器有人為毀壞的

痕跡②,可見是毀兵之葬,而且三角援戈本身也有殘缺。有學者認為“毀
兵而葬”是周人一種普遍的葬俗③,故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座墓葬的主人

可能是一名周人士兵,因在商周戰爭中立下戰功而受到賞賜,那麼這件

亞邲其斝就是被賞賜的戰利品。

3.2亞獏家族世系

《左傳》定公四年記載“分魯公以...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

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由此可見在商代的家族結構

中有“宗氏”也有“分族”。據前文第二部分銘文分類可知,在亞獏家族

中這種宗氏、分族的情形也是存在的,而且邲其很有可能即其宗族長。

二祀卣、四祀壺記載邲其隨王祭享、田獵,不斷受到賞賜,且享有崇高的

地位。因此其家族也更加興旺繁盛,從原有的亞獏家族中又分化出了

新的分族,本文暫且以X族名之。又據《左傳》記載“諸侯以字為諡,因
以為族”杜注曰:“諸侯不賜姓,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即先人之諡稱以

為族。”雖然這些記載晚至東周,但也可作為瞭解商代姓氏制度的一種

參考。

在以上亞獏家族器群中,有一件鬲④和一件斝均以“邲其”作為族

徽,而“邲其”我們知道是二祀、四祀卣的作器者。因此杜注所說“因氏

其王父字或即先人之諡稱以為族”的說法是可信的。而且我們發現三

件邲所作之器:邲甗、邲爵、雔卯邲甗年代也與其它亞獏家族器物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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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或即以“王父字或先人諡稱”為姓氏者。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以上亞

邲其斝、亞邲其鬲、邲甗、邲爵、雔卯邲甗為亞獏家族另一分族之器物,

這個家族即X族,以“邲其”為族徽或姓氏。

朱鳳瀚先生在論到商人家族形態時說:“商人的家族組織是以宗

氏、分族這樣分層的親屬組織結構存在的。因此它是一種多層次的親

屬集團。”①這是非常合理的。就亞獏家族而言,它是以祖癸為祖輩,以
父丁、父辛、父己為父輩,以邲其、作冊擒為子輩,亞邲其斝、亞邲其鬲、

邲甗、雔卯邲甗之作器者X等為孫輩的“分層親屬組織結構”。

另外,關於六祀卣有學者提出應當稱為作冊擒卣②,從銘文措辭上

來看,這種意見是正確的。因為如果邲其是受賜者,應該是“邲其錫於

作冊擒……”而不是“邲其錫作冊擒……”。同樣,這件卣內底亦有亞獏

族徽,可見作冊擒也是亞獏家族的一員。那麼作冊擒和邲其又有什麼

關係呢? 從六祀卣銘文措辭可知,雖然邲其地位較高,但作冊擒直呼其

名,沒有任何的尊稱或表明輩分的名詞置之名前,因此我們認為他們應

該是同宗同輩之人。

通過以上亞獏諸器的研究,其稱謂主要有祖癸、父丁、父己、父辛、

母辛、母戊,而以父丁稱謂最多,且從二祀卣、四祀壺銘文內容可知父丁

為邲其之父,而母辛應當是邲其之母。邲或雔卯邲,即X族之宗子。母

戊,即邲或雔卯邲之母,邲其之配偶。由於材料有限,尚難以排除X族

也可能為作冊擒一脈發展而來的可能。邲其一脈承襲大宗而來,可能

為大宗之長;而作冊擒承小宗而來,可能是小宗之長。從器物所反映的

年代信息來看,邲其之後原有的亞獏家族(Y)繼續存在了一段時間,與

X族同時並存。綜合以上分析,現將其世系列為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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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器型、紋飾、銘文的對比研究表明,亞獏諸器的製作年代分佈於不

同的時段,除二祀卣、六祀卣、四祀壺可以確定為帝辛時器以外,其餘諸

器的年代從殷墟四期一直延續至西周早期。

從出土情況及銘文內容等因素考慮,亞獏家族之地望可能就在今

安陽市殷都區小莊村一帶。銘文所反映的亞獏家族的世系共有四世,

商周之際,由於亞獏家族的繁衍昌盛,原有的亞獏家族中分化出新的分

族,這就是以“邲”為宗子的X族,從銘文反映的年代信息可知,原有的

亞獏家族(Y)與新的分族(X)同時並存,至少延續至西周早期。
(本文在撰寫過程得到導師彭裕商先生的悉心指導,並且提出了非

常重要的修改意見,在此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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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七《武王踐阼》註釋及英譯相關問題

滕勝霖①

  摘 要:《武王踐阼》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收錄的首篇文獻,

簡文內容由陳佩芬先生註釋整理。該篇竹簡數量共計15枚,首字均殘,經有關

學者重新整理,簡1-10為該篇甲本,簡11-15為該篇乙本。自出版以來,各位學

者對該篇裏的文字、語句、版本等方面內容多有討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

上進行註釋,對部分爭議較大的字詞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並對該篇內容進行英

譯,在簡帛儒家文獻的譯介領域作出初步探索,總結一些簡帛譯介的規律,以期

為相關研究者提供參考。

  關鍵詞:《武王踐阼》;英譯;上博七

一、題解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簡稱“上博七”)收錄的首篇文獻

名為《武王踐阼》,竹簡數量共計15枚。竹簡自上契口以上皆殘,簡長

41.6~43.7厘米不等,編綫三道。原整理者認為此篇內容與今本《大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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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滕勝霖,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碩士 重慶 400715。
本文為行文簡潔,文中所提學者皆不稱“先生”,望學界師友諒解。撰寫方式分題解、簡文、

注釋、譯文、英譯、英譯規律及問題六部分,由於篇幅有限,文中僅對爭議較大的字詞加以匯總解

釋,通俗易解的字詞盡量不註,收錄相關文章至2017年9月30日止。譯文按簡文中的內容分

段,逐句翻譯。凡簡中脫文、缺字,隨文補出,並加【】以標識;凡與簡文通假之字,在原字後補出,
並加()以標識;簡號以【】註明,標在每簡末尾。



禮記·武王踐阼》大體相合,簡文首尾完整。並指出第一簡至第十簡、
第十一簡至第十五簡內容均可連讀,唯第十簡與第十一簡之間有缺失,
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早的《武王踐阼》本①。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以下簡稱

“復旦讀書會”)認為此篇內容應分甲、乙兩部分。第一簡到第十簡為

第一部分,講師尚父以丹書之言告武王,武王因而作銘,此部分下有脫

簡,並非全篇,其原貌當與今本《大戴禮記·武王踐阼》全篇近似。第

十一簡到第十五簡為另一部分,講太公望以丹書之言告武王,與《大戴

禮記·武王踐阼》前半段近似②。甲、乙兩部分在對師尚父的稱呼、師
尚父與武王對話的語氣等方面不盡相同,內容也有部分重合,同時乙部

分也沒有武王作銘的記載。此外,簡文這兩部分的抄寫風格不同,應為

不同書手所抄,因此可視為《武王踐阼》甲、乙本。劉秋瑞贊同復旦讀書

會的甲、乙本觀點並比對甲、乙本字形加以舉例說明③。劉洪濤認為第

一簡至第十二簡為一人書寫,第十二簡以後為一人書寫④。李松儒撰寫

專文,指出全篇竹書應有三種字跡並闡述了此文本構成過程⑤。目前,
竹書本《武王踐阼》分甲、乙兩種版本為學界所普遍接受。竹書本《武王

踐阼》主要記載了周武王詢問師尚父先王之道,師尚父慎重受以丹書,
武王銘以自戒的故事,甲、乙兩本內容有部分重合,應為《武王踐阼》早
期的兩個版本。本文以復旦讀書會甲、乙本為綱,結合今本《大戴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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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以下詳馬承源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中陳佩芬對《武王踐阼》的“說明”,
整理者指出竹書本末句“丹箸之言又之”後有墨鉤,應是此篇結束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149-150。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武王踐阼>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

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576,2008-12-30。
劉秋瑞《再論<武王踐阼>是兩個版本》,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

www.gwz.fudan.edu.cn/Web/Show/639,2009-01-08。
劉洪濤《<民之父母>、<武王踐阼>合編一卷説》,作者從形制、書體及保存狀態的角度提出

甲本應原與上博二《民之父母》合編為一卷,并認為是《記》百三十一篇的一個早期版本,本文認

為較為可信。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gwz.fudan.edu.cn/Web/

Show/614,2009-01-05。
李松儒《上博七<武王踐阼>的抄寫特徵及文本構成》,《江漢考古》第2期,頁110。



記·武王踐阼》進行註釋並在英譯簡帛文獻方面做出一些初步探索。

二、註釋

【簡文1】

甲本

武王 (問)於帀(師)上(尚)父〔1〕曰:“不 (知)黃帝、耑(顓)琂

(頊)、堯、 (舜)之道在乎?〔2〕 (意) (微)喪不可得而 (睹)
(乎)?〔3〕”

【註釋】

〔1〕師尚父,整理者註釋為:“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師’為職,
‘尚’為名,‘父’乃敬稱①。”按:“尚”應為齊太公的字,“尚父”是他的謚

稱。關於齊太公的氏名身世,可參看劉信芳的《孔子所述呂望氏名身世

辨析》②。竹書甲、乙本主名稱呼不同,甲本作“師尚父”,乙本作“太公

望”。清華簡《耆夜》作“郘(吕)上(尚)甫(父)”。
〔2〕“ ”,即“舜”字。按:復旦讀書會對此字字形隸定較為準確。

此字從“允”聲。“允”喻紐文部,“舜”書紐文部,聲韻相近。以往學者認

為楚簡中“ ”字從“”聲,“”喻紐之部,不如從“允”聲更為合適。
“在”,復旦讀書會讀“在”為“存”。按:今本作“存”,比較出土文獻

“在”與“存”的字形與字義,我們認為“在”與“存”可能是此篇文獻在漢

代中後期因字形相近而訛誤。西漢中期以前,“在”從土才聲,“存”從子

才聲,右下部件差別明顯。東漢時期的曹全碑、史晨碑等拓片中兩字字

形已比較接近。曹全碑中“存”字字形作“ ”,“在”字字形作“ ”,
“存”字部件“子”受隸書影響橫畫加長,與“在”字部件“土”已趨於接近。
“在”與“存”在字義上也有相似之處,《說文·土部》:“在,存也。”今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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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下詳馬承源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中陳佩芬對《武王踐阼》的註釋,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51。

劉信芳《孔子所述呂望氏名身世辨析》,《孔子研究》2003年第5期,頁106-110。



能是在傳抄過程中因形近而訛,本文釋文從“在”。
〔3〕“ ”,整理者釋為“意”,表推測,復旦讀書會認為“ ”意為“或

者”。龍國富認為“意”與“抑”屬於同詞異形,可因音通而借用。“意”是
本字,“抑”是借字。作副詞、連詞的“抑”源於“意”的虛化和語法化①。
按:龍國富意見正確。“意”通“抑”,連詞,意為抑或還是,王引之《經傳

釋詞》卷三:“抑,詞之轉也……字或作意。”
“ ”,簡1中“”字整理者釋爲“ ”,與後字意為“衰亡”。陳偉從

之,並將之與後字連讀爲“微茫”,意為隱約暗昧,與今本“意亦忽不可得

見與”意思相近②。高祐仁認為“微喪”直接讀作“微亡”,“喪”字從“亡”
聲,聲韻可通假③。何有祖疑為“微”,意為衰微、衰敗④。復旦讀書會將

“”與同篇簡7的機字“”對照,釋之爲“幾”,讀爲“豈”,並舉例說古書

中“意豈”多見。季旭昇認為這兩種意見尚難論定,因為就字形而言,楚
系文字“ ”與“豈”的上部常常作近似“ㄠ”形與“ ”形互見,從句法的角

度看,釋為“幾”可能比“ ”更整齊,“在(存)”與“喪”相對⑤。龍國富認

為“意微”即“意無”,與傳世文獻“意亦”同,讀作“抑無”,作連詞,表示選

擇關係⑥。按:本文讚同龍國富的觀點,詳見其文。

【譯文】

甲本

武王向太師尚父詢問道:“不知黃帝、顓頊、堯和舜的‘道’還在嗎?

·083·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七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龍國富《析出土文獻虚詞“意微”》,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
gwz.fudan.edu.cn/Web/Show/3097,2017-08-26。

陳偉《讀<武王踐阼>小札》,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
php?id=916,2008-12-31。

高祐仁《也談<武王踐阼>簡1之“微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652,2009-01-13。
何有祖《上博簡<武王踐阼>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

article.php?id=756,2007-12-04。
季旭昇《上博七芻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gwz.fudan.

edu.cn/Web/Show/588,2009-01-01。
參見前文所引龍國富《析出土文獻虚詞“意微”》。



或是讓‘道’喪失不可得到卻這樣看着嗎?”

【英譯】

TheFirstVersion
KingWuaskedTaishi①Shangfu:“Dothedoctrines〔dào道〕in

thereignofthelegendarykingsincludingHuangdi,Zhuanxu,Yao
andShunstillexist?②Ifnot,shouldwedonothingaboutit’sdisap-
pearance?”

【簡文2】

帀(師)上(尚)父曰:【簡1】“才(在)丹箸(書)。〔1〕王女(如)谷(欲)
(觀)之,盍 (祈)乎? (將)以箸(書)見。”〔2〕武王 (祈)三日,耑(端)
備(服) (冕), (逾)堂 (階),南面而立。〔3〕

【注釋】

〔1〕“箸”前兩字殘缺,整理者據今本釋為“在丹箸(書)”,意為天子

之詔。復旦讀書會認為“丹書”應指傳說中赤雀所銜的瑞書。按:據殘

存字形看,簡中第一字殘存“ ”,第二字殘存字跡為“ ”,包山楚簡中

“在”作“ ”,“ ”,“ ”等。“丹”作“ ”,“ ”,“ ”,“ ”等③。依第一字

殘存字跡看,釋為“在”恐不確,存疑待考。本文據今本“在丹書”作釋

文,復旦讀書會對“丹書”的理解正確。張守節正義引《尚書帝命驗》:
“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於酆 ,止於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內容與簡4、簡5
語句相合。

“箸”,通“書”。李零提到:“古文字常用‘箸’字代替‘書’字……包

山楚簡有表示文件彙編或摘抄之意的‘集箸’,也應讀為‘集書’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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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Taishi,oneofancientChineseofficialtitlesintheZhouDynasty,thesupremegovern-
mentalofficialinchargeofassistingaruleringoverningacountry.

Huangdi,Zhuanxv,YaoandShunaresagaciousmonarchsinprehistoricaltimes.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221、195。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中第二講《三種不同含義的“書”》,三聯書店,2008年,頁48。



〔2〕“ ”,整理者釋為“觀”,復旦讀書會從之,程燕比對上博簡“觀”
字形,認為“雚”與本簡中“ ”字下部不同,釋為“觀”有待商榷①。按:

“”,即“觀”字。與之前上博簡中所釋為“觀”字的不同之處在於以往上

博簡“觀”字右部中間部件為“吅”或“口”,如:“ ”,“ ”,“ ”等,而本

簡中“”字右部中間部件為“目”,“觀”字從見雚聲,本簡“”字右部中間

部分應是受左邊“見”部件同化影響而訛作“目”。

“ ”,整理者釋為“齋”。復旦讀書會認為應讀為“祈”,與“齋”大概

是一類活動。劉秋瑞認為“‘祈’也應讀‘齋’……祈(微部群母)齋(脂部

莊母),可以通用②。”張振謙認為其下部左邊從“厶”聲,右邊為“正”,隸
作“ ”,讀為“齋”③。宋華強認為整理者隸定的“ ”可讀爲“禋”。“祈”
屬群母文部,“禋”屬影母文部,二字音近,“禋”、“齋”在“潔”這個詞義上

可以相通④。劉洪濤認為“”所從的“斤”是“齊”字所從的“ ”的變體,
和簡12的三個字都為“齋”的本字,而非假借“祈”字⑤。楊宋鋒綜合各

家說法,並比對字形提出應為“祈”字異體⑥。江秋貞認為“齊”和“祈”有
聲韻的關係而通假,“齊”又借為“齋”字,故“祈”和“齋”是指同一事件,
無二無別⑦。按:“ ”應為“祈”的繁化字形,從“祈”從“正”,“口”可能為

平衡結構的附加部件。右下部件從“正”,郭店簡“ ”、璽印“ ”字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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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程燕《上博七<武王踐阼>考釋二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

www.gwz.fudan.edu.cn/Web/Show/607,2009-01-03。
見前文所引劉秋瑞《再論<武王踐阼>是兩個版本》。
張振謙《<上博七·武王踐阼>劄記四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613,2009-01-05。
宋華強《<武王踐阼>“祈”及從“祈”之字試解》,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

cn/show_article.php?id=1109,2009-06-22。
劉洪濤《戰國竹簡<武王踐阼>“齋”字考釋》,《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五輯),巴蜀書社,

2010年,頁154-164。
楊宋鋒《楚簡<上博七·武王踐阼>字詞研究》,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5月,頁

9-10。
江秋貞《<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武王踐阼>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

文,2013年2月,頁83-103。



證。《禮記·曲禮》:“齊者不樂不弔。”鄭玄註:“為哀樂則失正,散其思

也。”此意可證“正”在“ ”中可作意符。值得注意的是,江秋貞等學者認

為“齊”和“祈”有聲韻的關係恐不可信,“祈”群紐文部,“齊”從紐脂部,
二字聲韻差別較大。“祈”與“齊(齋)”應為同一類活動。從乙本作

“齋”、今本作“齊”來看,甲本“祈”與乙本“齋”在意義上關係密切,即都

可表示在祭祀前去除雜念以示莊敬。楚簡中“齊”與“齋”字形接近,根
據簡本可推斷此處本應作“齋”,今本的“齊”應為流傳訛變。古書中

“齊”與“齋”字形相近而混用習見,秦、漢以前的古籍中,此字多作“齊”,
漢唐以後多作“齋”①。另外,《集韻·皆韻》:“齋,《說文》:‘戒潔也’。隸

作‘齊’。”可證。

“見”,整理者釋為“見”,復旦讀書會認為簡文“”字下部作立人形,
或當釋為“視”,讀為“示”,意思是給(武王)看。蘇建洲認為“視(示)”後
面缺少賓語(王),句式恐不通②。按:蘇建洲所言極是,仍應釋為“見”。
該字字形雖與“視”相近,可能是由於書手因“見”與“視”字形相近而

誤寫。
〔3〕“耑”,整理者釋為“端”,意為正。按:郭店簡《語叢一》“仁之耑

(端)也。”《語叢三》“□之耑(端)也。”,清華簡《晉文公入於晉》簡1中

“晉文公自秦內(入)於晉,褍(端) (冕)”中“褍”字字形即由此字形加

部件“衣”組成,“端冕”一詞在先秦古書中常見。
“”,整理者釋為“冕”,意為行朝儀、宗禮時所帶之冠。復旦讀書會

在“”後疑為“冕”或“帽”字。廖名春先生認為此字釋為“冕”。從“冒”
從“乇”,疑從“乇”當為從“毛”,為音符③。劉雲先生認同把該字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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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漢語大字典編纂委員會,《漢語大字典》,四川出版集團、湖北長江出版集團、四川辭書出

版社、崇文書局,2010年,頁5100。
蘇建洲《<武王踐祚>簡4“悤”字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

www.gwz.fudan.edu.cn/Web/Show/623,2009-01-05。
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武王踐阼>楚簡管窺》,《新出楚簡試論》,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001年,頁202-210。



“冕”,以為“乇”是“屯”的省變,在字中充當聲符①。趙平安先生主張釋

為“曼”,“ ”的基本構件是“冃”、“目”和“又”。戰國文字中的“又”往往

可以寫作“ ”,而“ ”之類的寫法有時可以寫作“乇”。讀作“冕”②。何

有祖先生讀為“帽”,名詞作動詞③。楊宋鋒分析此字為從冒乇聲,並舉

《說文》:“乇,艸葉也。”故把此字隸定為“萺”④。按:趙平安先生觀點較

為可信,“端服冕”與《晉文公入於晉》中的“端冕”一詞可在竹簡中互證,
上博七《武王踐祚》中此字不應讀為“帽”。

“ ”,釋為“踰”或“逾”,意為下、降。與今本“王下堂”意義相近。
《鄂君啟節·舟節》裏此字訓為下、降可證。關於“ ”所從的“俞”字,劉
凌有過比較全面的論證,詳見其文⑤。李守奎2016年的報告《“俞”字的

闡釋與考釋———<説文>以來的漢字闡釋》可參考⑥。
“ ”,整理者說其意與“階”略同,作低微講。廖名春認為“ ”讀為

“微”,“微”與“機”義同,《管子·霸言》:“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微
密”即“機密”。“機”與“階”通。帛書《易經》、《繆和》“機”皆作“階”⑦。
復旦讀書會釋為“機”,讀為“階”。何有祖初讀“微”為“廡”,意為“堂
廡”;後與前一字改讀為“當 (楣)”⑧。季旭昇認為整句作“逾,當楣”,
“逾”字似乎缺少受詞,不如復旦讀書會讀為“逾堂階”來得更合適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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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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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劉雲《說上博簡中的從“屯”之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

www.gwz.fudan.edu.cn/Web/Show/618,2008-01-05。
趙平安《<武王踐阼>“曼”字補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

gwz.fudan.edu.cn/Web/Show/658,2009-01-15。
何有祖《上博簡<武王踐祚>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

article.php?id=756,2007-12-04。
見前文所引楊宋鋒《楚簡<上博七·武王踐阼>字詞研究》,頁9-10。
劉凌《釋“俞”》,《蘭州學刊》,2013年9月,頁175-179。
李守奎《“俞”字的闡釋與考釋———<說文>以來的漢字闡釋》,《首屆新語文學與早期中國

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澳門,2016年6月19-22日。
見前文所引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武王踐阼>楚簡管窺》。
何有祖《釋“當楣”》,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

915,2008-12-31。
見前文所引季旭昇《上博七芻議》。



龍通過列舉對比“ ”與“幾”的字形釋為“ ”, 、豈、幾聲字有相通之

例,可讀為“階”①。林清源在《上博簡<武王踐昨>“幾”、“微”二字考辨》
一文中對以往觀點論證最為詳細,他認為此字釋為“ ”,讀為“階”,不同

意“低微”或“庶幾”這兩種說法。“堂 ”讀為“堂階”最為允當②。按:本
文同意林清源觀點,“ ”與“幺”可能存在“單向類化”,今本“王下堂”與
簡文中“ (逾)堂 (階)”關係密切。何說“堂廡”一詞恐先秦未有,所舉

書證較晚,《新序》創作於西漢後期,《列子》乃東晉中後期張湛偽託之

作,“堂廡”在先秦典籍中罕見,故不可信。
“南面”,整理者提出古人君聽治之位居北,其面向南,故稱人君曰

南面也。《禮記·大學》:“大學之禮,雖召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

師矣。”

【釋文】

太師尚父說:“(‘道’記載)在丹書上。大王如果想看到它,何不先

去齋戒呢? (齋戒後),我將把書呈獻給大王看。”武王於是齋戒了三天,
(三天後),武王穿上端正的祭服,戴上王冕,走下殿宇的臺階,面向南而

站立。

【英譯】

Shangfureplied:“Thedoctrines〔dào道〕wererecordedinthe
DanBible〔dānshū丹書〕③。Ifyourmajestywantstoreadit,whynot
observeafast④first?Afterthat,Iwillrespectfullypresentittoyou.”

KingWuthereuponfastedforthreedays.Then,inthedignifiedcere-
monialdressandthecrown,hesteppeddownthepalaceandstood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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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小龍《也說“幾”、“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gwz.
fudan.edu.cn/Web/Show/593,2009-01-02。

林清源《上博簡<武王踐祚>“幾”、“微”二字考辨》,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
org.cn/show_article.php?id=1155,2009-10-11。

ItissaidKingWen,KingWu’sfather,wasgiventhedoctrinesbyauspiciousbirdsin
legends.PeopleintheZhouDynastycalledthedoctrinesas“Danshu”.

Ancientkingsabstainfrommeat,wine,etc.andperformablutionsbeforetherituals.



wardssouth.
【簡文3】

帀(師)上(尚)父【簡2】【曰】:“夫先王之箸(書),不 (與)北面。”〔1〕

武王西面而行, (曲)折而南,東面而立。〔2〕帀(師)上(尚)父 (奉)箸
(書),道箸(書)之言曰:〔3〕“怠【簡3】 (勝)敬則喪,敬 (勝)怠則長;〔4〕

義勝谷(欲)則從,谷(欲) (勝)義則兇。〔5〕

【註釋】

〔1〕“先王之箸(書)”即上一簡所提的“丹書”。
“不 (與)北面”,整理者認為傳授先王的丹書,不可以位於北面,北

面是賓位。
〔2〕“”,右邊部件爭議較大,整理者釋為“ ”意為彎曲迴轉。劉雲

認為右上部件是“磬”的象形初文,下半部分是“屯”,釋作“ ”,“ 折”表
示拐了個像磬的形體一樣的彎,“磬折而南”是“折而南”的象形化①。張

崇禮根據上博五里的“ ”字認為其右部件為“巨”,“木”為繁構,釋為

“矩”。“矩折”與“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意同,體現了武王的動作合乎君

子的行動規範②。侯乃峰釋為“ ”,讀為“頤”,“ 折”為頭前傾故而頤

曲,表示武王行走疾速③。許文獻釋為“柩”,讀為“久”,意為以示為時稍

久之意,即武王對先王之書不北面之回應④。蘇建洲比對璽印相關字

形,認為原整理者釋為“ ”無誤,但應讀為“矩”⑤。楊宋鋒釋為“ ”,讀
為“梧”,意為“逆”。按:比較各家說法,“曲”、“ ”、“巨”、“ ”、“匛”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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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前文所引劉雲《說上博簡中的從“屯”之字》。
張崇禮《釋<武王踐阼>的“矩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

gwz.fudan.edu.cn/Web/Show/620,2009-01-05。
侯乃峰《上博(七)字詞雜記六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

gwz.fudan.edu.cn/Web/Show/665,2009-01-16。
許文獻《上博七釋字札記———<武王踐祚>“柩”字試釋》,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

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008,2009-03-24。
蘇建洲《說<武王踐祚>簡3“曲(從木)”字》,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

show_article.php?id=1001,2009-03-11。



與“”右邊部件的差別皆較大。此字右邊“匚”中間的豎筆沒有斷開,因
此劉說分析為兩部分“磬”和“屯”的“ ”字可疑;許說“匛”字中間部件

“久”在此字中缺筆,並且文意上理解為“久折”不順。另外,楊說“五”字
的中間交叉筆畫確似此字右邊部分如:“ ”,但釋為“逆”意思牽強。

本文同意整理者將“”隸定為“ ”。從右邊部件筆順來看,應是先

寫“”後寫中間的“”。楚簡中“曲”字多作“ ”,此字中間部分可理解為

書手書寫求快的結果,信陽楚簡中有“ ”字作“ ”可證“ ”右邊部件確

應先寫“匚”後寫“ ”,而此字中“ ”已訛為“”,蘇建洲所舉璽印字形亦

可證明。在意義上,“曲折”應讀為“矩折”,張崇禮、蘇建洲所引文獻可

證。“矩”和“折”同時出現在《禮記》中其他篇 目 有 相 關 記 載。如

《禮記·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採齊>,行
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
鄭玄註“折還中矩”曰:“曲行也,宜方。”又如,《大戴禮記·保傅》:“行以

<採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

鏘鳴也。”孔廣森曰:“步環尚圓,若般避時也。折還尚方,若揖曲時也。”
而且蘇建洲提到“曲”與“矩”聲韻相近,“曲”,溪紐屋部;“矩”,見紐魚

部,聲部同屬牙音,韻部相鄰可旁轉。
〔3〕“道”,整理者釋為“道”,意為“論說丹書之言”。郝士宏隸作

“ ”,釋為“傳”,意思為“傳述”①。按:釋為“道”字無誤。《楚文字編》中

“傳”作“ ”、“ ”②,右邊部件與“ ”差距較大,仔細觀察我們可以發

現:楚文字中“尃”上方從“屮”,“”上方是“首”而不是“叀”,只不過此字

字跡有些模糊,此字與簡1的“道”字相合,今本作“道”可證。

〔4〕“ ”,整理者釋為“義”。復旦讀書會懷疑此字應為“敬”,或因下

文“義勝欲”、“欲勝義”之“義”而誤抄。草野友子通過文字比較,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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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士宏《讀<武王踐阼>小記一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
gwz.fudan.edu.cn/Web/Show/596,2009-01-02。

李守奎《楚文字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493。



“敬”誤寫為“義”的可能性較高①。按:“義”字(“ ”)與上博簡中“敬”字

(“ ”、“ ”)上半部分相同,下半部分接近,復旦讀書會與草野友子的意

見可信。今本《六韜》有:“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
勝敬則滅。”此句與簡本內容相似可證。

“喪”,從“吅”亡聲。楚簡中“喪”字字形變化較大,包山簡中作“ ”,
從“桑”,上博簡中從二口、四口不等,從“桑”聲或從“亡”聲②。

“長”,整理者理解為深且遠。孫飛燕讀為“昌”,“長”與“昌”同屬舌

音可通,意思為興盛、昌盛,與前一句“喪”形成對比③。按:本文從“長”。
“長”定紐陽部,“喪”心紐陽部,二字押韻,意思相對,意思為長久、久遠。
“長”與“昌”字不同可能分屬不同版本,但這段話為東陽通押。

〔5〕“谷”,整理者釋為“欲”,意思為貪慾。上博簡中“谷”大部分通

“欲”④。本簡“欲”釋為嗜好與慾望,多指身體感官方面享受的慾望。
《孔子家語·五刑解》:“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失禮度者,所以禦民

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

明其法典以申固之⑤。”
“從”,整理者理解為順從、隨從。孫飛燕認為字形應為“近”,或為

“從”的誤寫。按:“從”在戰國文字中作“ ”、“ ”,“近”在郭店簡中作

“ ”、“ ”⑥,二字接近,簡中字形仍為“從”字。“從”與“兇”同屬東部

韻。按照上文所提草野友子的整理,我們可以發現此篇中因形近而誤

寫的現象較多,如:簡4中的“敬”誤寫為“義”,簡6中的“志”誤寫為

“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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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野友子《關於上博楚簡<武王踐阼>中誤寫的可能性》,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

中心網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915,2009-09-22。
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723-1728。
孫飛燕《讀<上博七>劄記二則》,清華大學簡帛研究網,2009-1-8,轉引自楊宋鋒碩士論文

《楚簡<上博七·武王踐祚>字詞研究》,2011年。
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001-1004。
王肅註《孔子家語》卷七,四部叢刊景明翻宋本。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00、510。



“兇”,本簡中可理解為“因惡暴而產生恐慌”。《廣韻》:“兇,惡也”。

【譯文】

師尚父說:“先王(記載‘道’)的丹書不能面向北面授予大王您。”
(於是)武王向西而行,隨後直轉向南,最終面向東面站定。師尚父雙手

捧着丹書,並論說丹書上的話。他說:“如果懈怠勝過恭敬就將會導致

滅亡,如果恭敬勝過懈怠就會使國家統治長久。若正義戰勝慾望,則會

使百姓順從;若慾望戰勝正義,則會使國家動蕩不安。”

【英譯】

TaishiShangfusaid:“Thelateking’sDanBible〔dānshū丹書〕

can’tbegrantednorth①.”HenceKingWuwenttowardsthewest,

thenstraightturnedsouthandstoodstilltotheeastultimately.
TaishiShangfuheldtheDanBible〔dānshū丹書〕withbothhands

andnarratedthecontents.Hesaid:“Ifdutydereliction〔dài怠〕over-
ridesdeferentialbehaviors〔jìng敬〕,itwillcausetheextinctionofour
dynasty;ifnotso,itwillrealizelastingpoliticalstabilityofsociety.If
youweighrighteousness〔yì義〕overgreed〔yù欲〕,youwillacquire
people’sobedience;otherwise,thecountrywillbeinferment.

【簡文4】

(仁) (以)得之, (仁) (以)獸(守)之,亓(其) (運)百
【殜】;〔1〕【簡4】不 (仁) (以) (得)之, (仁) (以)獸(守)之,亓(其)
(運)十殜(世);不 (仁) (以) (得)之,不 (仁) (以)獸(守)之,

及於身。”

【註釋】

〔1〕“獸”,通“守”,理解為“守住國土”。

·983·上博七《武王踐阼》註釋及英譯相關問題

①PeopleinancientChinaattachedimportancetothenorthazimuthandregardeditasthe
auspiciousazimuth.Thisismainlybecausekingsusuallysitinthenorthandfacethesubjects
inthesouth.



“ ”,整理者釋為“運”,意思為世運、國運。今本作“量”,應為誤字。
“殜”,簡5上面殘缺,根據下文並列句式可知,當缺一“殜”字,今

補。《說文· 部》:“世,三十年為一世。”整理者理解此句為“運轉世

局”,本文認為“運”應為名詞而非動詞,應理解為“其國運可達百世”。

【譯文】

以仁心得到天下,並佈施仁心來守衛天下,這樣國運可達百世;以
不仁之心奪取天下,但是以仁心來持守天下,如此國運可達十世;以無

仁厚之德來搶奪天下,又以不仁之心來守衛天下,則禍亂將累及自身。

【英譯】

Iftherulerwinsthecountrybybenevolence〔rén仁〕andgoverns
itbydispersingthebenevolence〔rén仁〕,thenationhebuildscan
prosperforahundredgenerations.Iftherulerwinsthecountrywith
unjustwaysbutgovernsthecountrybybenevolence〔rén仁〕,thena-
tionhebuildscanlastfortengenerations.Iftherulerwinsthe
country by violence and governs the populace with neither
virtuousnessnorrighteousness,hewillputhimselfinthedangerof
disaster.”

【簡文5】

武王 (聞)之 (恐) (懼),〔1〕為【簡5】【戒】名(銘)於 (席)之四

耑(端),【席前左端】曰:“安樂必戒。”〔2〕【席前】右耑(端)曰:“毋行可

(悔)。”〔3〕

【註釋】

〔1〕“ ”,整理者隸作“ ”,讀為“懼”。復旦讀書會隸作“ ”。程燕

隸作“愳”。按:今本此句作“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隸定字形雖異,但
表示的是“懼”字當無異議,今從復旦讀書會隸定字形,為恐懼之意。

〔2〕“名”前應缺一字,由於15枚簡首端皆殘可知。福田哲之認為

簡長不足43釐米的皆有可能首字殘缺,又比對傳世文獻認為第6簡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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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應為“書”,這和今本“退而為戒書”的語句有關①。楊華認為此缺字是

否為“書”還需討論②。楊宋鋒認為當缺“戒”字。按:依文意看,“戒”似
乎更為合適,今本的“退而為戒書”也與簡本“為戒銘於席”意思相近,本
文為譯註完整,今補該字為“戒”。

“席前左端”,原簡本無,簡文有脫漏。復旦讀書會認為“四端”與
“左端”兩“端”字接近而導致中間文字漏抄。按:今本作“為銘於席之

四端,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復旦讀書會觀點可從,今補“席
前左端”。

“戒”,今本作“敬”,簡本較今本意思更為直接。
〔3〕“ ”,整理者讀為“誨”,意思為教導。此句中“行可”意為“其道

之可行”。按:“ ”應讀為“悔”,後悔的意思。今本作“無行可悔”可證。
整理者謂“行可”為“道之可行”,《孟子·萬章下》:“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趙岐註:“行可,冀可行道也。”但是“行可”放
在此處解釋不通。此句應和上文“安樂必戒”句式對應,“可”應是表能

可的助動詞,“可”作為助動詞西周已經出現③。此句意思為“不要做可

以後悔的事情。”
此句前補“席前”,與後文兩次出現的“席後”相對。

【譯文】

武王聽到(丹書之言)之後感到恐懼,為警戒自己而在席的四角寫

下銘文④。席前左角寫到:“安逸快樂之時一定要警戒自己”。席前右角

寫到:“不要做可以讓自己後悔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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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福田哲之作,馬婷譯《<上博七·武王踐阼>簡6、簡8簡首缺字說》,武漢大學簡帛網ht-
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007,2009-3-24。

楊華《上博簡<武王踐阼>集釋(上)》,《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1月,頁

127。
姚振武《上古漢語語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1。
銘文,刻在金石等物上的文辭,具有稱頌、警戒等性質,多用韻語。此處為席,不應為銘

刻,故選用“寫”來譯文。



【英譯】

Afterhearingthesedoctrines〔dào道〕,KingWuwasbesiegedby
fearandwrotedownmottosonthefourcornersofhisbamboomatas
anadmonishment.

Thetopleftcornerofthebamboomatwasengravedwith“You
mustwarnyourselfinthemomentofcomfortandenjoyment.”while
thetopright“Donotdoanythingthatyoumayregret.”

【簡文6】

席 (後)左耑(端)曰:“民(眠)之反 (側),亦(尒)不可【不】志。”〔1〕

(後)右耑(端)曰:【簡6】“【前】諫(鑒)不遠,視而所弋(代)。”〔2〕戶(樞)
機曰:“皇皇惟堇(謹),口生敬,口生 (怠), (慎)之口 (口口)。”〔3〕檻
(鑑)銘曰:“見亓(其)前,必慮亓(其) (後)。”【簡7】〔4〕

【註釋】

〔1〕“”,整理者隸作“ ”,認為同“昃”讀作“側”。復旦讀書會字根

據今本讀為“側”(職部)。“反側”指翻來覆去轉動身體,往往是愁苦時

的行為,“民之反側”或即指“百姓的疾苦”。蘇建洲隸作“ ”①;程燕隸

作“ ”②;劉信芳隸作“昃”③;侯乃峰認為是“仄”,右下部分構件是“變體

會意”④;胡長春認為是“作”,皆讀為“側”⑤。其中胡長春認為前一字

“民”讀為“眠”,此句為“民(眠)之反作(側)”,意思為“睡在席上一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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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蘇建洲《<上博七·武王踐阼>簡6“ ”字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
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579,2008-12-31。

程燕《上博七讀後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gwz.fudan.
edu.cn/Web/Show/586,2008-12-31。

劉信芳《竹書<武王踐阼>“反昃”試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

www.gwz.fudan.edu.cn/Web/Show/589,2009-01-01。
侯乃峰《<上博七·武王踐阼>小劄三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600,2009-01-03。
胡長春《釋<上博七·武王踐阼>簡6之“作”字》,《中國書法與古文字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5年,頁305-306。



一側身時,也不可忘了這些‘丹書’之戒。”林文華認為此字從“免”從
“人”,即“俛”。意思和“俯”相近,讀作“覆”,意思為百姓反復無常①。
按:“ ”字部件“北”與“側”聲部相差較遠。且“宀”下部件與“北”與楚簡

中“ ”字差異較大。其餘學者隸定的“ ”、“昃”、“俛”等字形在楚簡中

演變的例子略為牽強。胡長春觀點較為準確,本文在胡長春觀點基礎

上認為此字字形可隸定為“宱”,“乍”會意兼形聲,讀為“側”。裘錫圭在

《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一文中提到的“乍”字作“ ”、“ ”等形②。
部件“ ”與“乍”接近,可作聲符。“乍”在楚簡帛中作“ ”、“ ”等,部件

“ ”應為“ ”借用筆畫的簡化③。同時部件“ ”也與“人”接近,如甲骨

文賓組的“ ”(《合集》19263)。故本文推斷此字應為兩人同側眠於“宀”
下會意,與“宿”的會意結構類似,“ ”又在此字中作聲符。“側”莊紐職

部,“乍”崇紐鐸部,聲部相同,韻部同為入聲韻可通④。胡長春讀為“民
(眠)之反作(側)”可信。簡中銘文皆屬器銘相關,與今本“一反一側”可
對讀。“側”與“志”之職部通押。

“亦不可【不】志”,復旦讀書會認為簡文脫一“不”字,今從之。按:
此句可理解為“尒不可不志”。“志”通“識”,記住。《廣雅·釋詁二》:
“志,識也。”王念孫疏證:“鄭玄云:志,古文識。識,記也。”

今本作“亦不可以忘”,王念孫曰:“孔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

‘一反一側尒(俗作爾)不可不志’。尒,武王自謂也。下文‘見爾前慮爾

後’,即其證。……今本‘尒’作‘亦’,以字形相似而誤。”王說準確,戰國

文字中“尒”作“”、“ ”、“ ”⑤。與簡中“亦”字相近,“亦”字很可能是

“尒”的訛誤,而且本篇中每種器物的銘文是獨立的,前文沒有先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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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林文華《<上博七·武王踐阼>“民之反俛(覆)”解》,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
org.cn/show_article.php?id=933,2009-01-02。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33-269。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209。
“乍”字上古韻部屬長入,或認為歸入魚部。從“乍”得聲的字如“作”、“詐”歸入鐸部亦可

證明與“側”讀音關係相近。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54。



“××不可志”,所以此處用“亦”不太妥當。草野友子認為“志”應理解

為“忘”,與今本同。本文認為“志”前可能脫“不”字,“志”與“戒”、“悔”、
“代”、“側”等之職部通押。

〔2〕簡6首字空缺,整理者據今本補為“所”,劉信芳認為“所”字為

妥①。復旦讀書會據《詩·大雅·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補為

“殷”。楊宋鋒通過字形比對認為所缺字可能是“前”,“前諫”理解為

“商滅亡之鑒戒”,可從。“前諫”即“前鑒”(“前車之鑒”的省稱),《大
戴禮記·保傅》:“鄙語曰:……前車覆,後車誡。”漢·荀悅《申鑒·政

體》:“前鑒既明,後復申之。”
“諫”,整理者讀為“鑑”。復旦讀書會認為“諫”為見紐元部字,“監

(鑒)”為見紐談部字,元談相通,侯乃峰、楊華從之。蘇建洲認為“諫”與
今本“監”對照,是反映楚方言的可貴材料②。陳偉隸作“標”③。按:比

較郭店簡“”、上博簡“”字形,此字與“標”字相差很遠,仍應為“諫”,與
前一字連讀作“前鑒”。

“視”,整理者釋為“見”。復旦讀書會改隸作“視”,可信。楚簡中

“視”字部件“人”多為站立形,而“見”字部件“人”多為人跪狀,二字

有別。
“而”,整理者隸作“邇”,引書證解釋為近的意思。復旦讀書會認為

“而”為第二人稱代詞,今本作“邇”或誤。按:此句為武王自戒之語,解
釋為人稱代詞“而”更貼近文意。

〔3〕“ ”,整理者隸作“為”。劉洪濤認為此字與後面一字合為“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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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劉信芳《<上博藏(七)>試說(之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

www.gwz.fudan.edu.cn/Web/Show/669,2009-01-18。
蘇建洲《<上博三·中弓>簡20“攼析”試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

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987,2009-11-16。
見前文所引陳偉《讀<武王踐阼>小札》。



機”①。何有祖釋作“厞機”,意為“宮室屋腳隱蔽之處”②。程燕對比璽

印文字隸作“戶”,讀為“樞機”,意為“門的轉軸”,可從③。按:楚簡

“為”與“ ”字字形差距較大。何有祖釋作“厞”,下面的“土”似不應理

解為羨符,從文意上看,武王銘刻之物皆是觸手可及的物品,在隱蔽之

處刻銘不能起到時刻提醒自己的作用。程燕通過對照《璽彙》中3995

中右下角一字“戶”,釋“ ”為“戶”,讀作“樞”,意思為門的轉軸,較
為準確。“樞機”,比喻事物的關鍵部分。後常以“樞機”喻言語,這與

後面的銘文內容是比較吻合的。《易·繫辭上》:“言行,君子之樞機。”
王弼注:“樞機,制動之主。”孔穎達疏:“樞謂戶樞,機謂弩牙。”劉洪濤

對所引《說苑·談叢》中“樞機”的理解不夠準確,應該是比喻事物的關

鍵部分,而非弩機。
“皇皇”,整理者解釋為“有光儀、輝煌”。復旦讀書會讀為“惶惶”,

義為“惶恐不安”,可從。
“堇”,整理者釋為“堇”,通“謹”。今本此句作“皇皇惟敬”,《玉篇·

言部》:“謹,敬也。”簡本與今本意思相近。
“口”,整理者釋為“ ”,讀為“怠”。復旦讀書會疑“口”下當有重文

符號,斷句為“皇皇惟謹口 (口,口)生敬”。許文獻通過字形比較後認

為是“詞”,讀作“皇皇惟謹,詞生詬”④。按:此處漫漶不清,通過和本簡

下文“口”字對比,可以看出此字為“口”。今本“口”下沒有重文,復旦讀

書會認為下面有的重文符號應是竹簡污漬,且“口生敬,口生詬”句式較

為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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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劉洪濤《談上博竹書<武王踐祚>的機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
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601,2009-01-03。

何有祖《<武王踐阼>小札》,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
php?id=945,2009-01-04。

程燕《<武王踐阼>“户機”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
gwz.fudan.edu.cn/Web/Show/632,2009-01-06。

許文獻《上博七<武王踐阼>校讀札記二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
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737,2009-09-31。



“ ”,整理者、復旦讀書會釋作“ ”,讀為“詬”,意思為恥辱。郝士

宏認為應是“怠”,今本可能由於 、 二字形近而誤寫①。劉洪濤認為

“ ”讀爲危殆之“殆”和作“ ”讀爲詬辱之“詬”都講得通,在沒有確切證

據表明何者爲誤的情況下,可隨本②。按:郝說可信,“敬”與“怠”對舉在

傳世文獻與簡本中常見。關於“ ”字字形的討論詳見施謝捷《說“ (
)”與相關諸字(上)》③。對比“ ”與簡4“怠”字,二字相近,不同在於

“ ”下面沒有從“心”,故很可能是由於字形相近而誤寫。“怠”,意為輕

慢。《說文·心部》:“怠,慢也。”
“慎之口口”,整理者解釋為“慎於言辭”,可從。
〔4〕檻,整理者讀為“鑑”,可從。按:“檻”,《說文·木部》:“檻,櫳

也。一曰圈。”段玉裁注:“圈者,養嘼之閑。”此義與銘文不符。“鑑”,
《說文·金部》:“鑑,大盆也。一曰監諸,可以取明水於月。”“檻”匣
紐,“鑑”見紐,兩字同屬談部,聲音可通。“鑑”,在簡中之意為鏡。
《左傳·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今本作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簡本與今本此句意思大致相同。

【譯文】

席後左角寫到:“睡覺輾轉反側之時,也不可以不記住”。席後右角

寫到:“前人的失敗離現在不遠,看看你所替代的商朝。”在門的轉軸上

刻銘為:“要有所顧慮,說話要謹慎。嘴裏說出的話能產生敬,也能產生

輕慢。要慎於言辭。”在鏡上銘刻着:“看見事物表面的現象,一定要考

慮它背後的聯繫。”

【英譯】

Thebottomleftcornerofthematwasengravedwith“Do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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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士宏《再讀<武王踐阼>小記二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

www.gwz.fudan.edu.cn/Web/Show/630,2009-01-06。
劉洪濤《試說<武王踐阼>的機銘》(修訂),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

show_article.php?id=1068,2009-06-07。
施謝捷《說“ ( )”與相關諸字(上)》,《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詮釋———紀念譚樸森

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47-66。



everforgetthedoctrines〔dào道〕evenwhenyoutossandturninbed.”

Thebottomrightcornerofthematwasengravedwith“Look
backontheShangDynastyyoudefeat.Theirfailureisnottoolong
fromnow.”

Thedoorhingewasengravedwith“Lookbeforeyouleap,keep
chainsonyourtongue.Thewordsoutofyourmouthmaynotonly
givebirthtothesenseofrespectbutalsobethesourceofarrogance.
Beprudentofwhatyousay.”

Thebronzemirror①wasengravedwith“Youmustlookbeneath
thesurfaceofthings.”

【簡文7】

【盥】 銘曰:“與其溺於人,寍(寧)溺 於 (淵)(溺於淵,溺於淵)
猶可遊,溺於人不可求(救)。”〔1〕桯(楹)銘雁(言)【曰】:“毋曰可(何)愓
(傷),亓 (其禍)將長。【簡8】〔2〕【毋】曰亞(惡)害,亓 (其禍)將大。毋

曰何戔(殘),亓 (其禍)將言(延)。”〔3〕

【註釋】

〔1〕【盥】,福田哲之認為簡前可能殘缺的字為“盥”②。今本作“盥槃

之銘曰”,該篇十五枚竹簡首端皆殘,依今本補之。

“”,整理者釋為“ ”,讀作“盤”。復旦讀書會釋作“ ”,讀為“盥”。

劉洪濤、何有祖認為“”從“金”從“安”從“皿”,讀為“盥”③。張振謙釋作

“ ”,讀為“盤”④。按:從字形看,整理者釋作“ ”較為合理。之前學者

讀為“盥”,可能沒有考慮此簡首字殘缺應補一字的背景。“”字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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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rgewatertankofwhichancientpeopleusethewatersurfaceasamirror.
見前文所引福田哲之《<上博七·武王踐阼>簡6、簡8簡首缺字說》。
何有祖《上博七<武王踐阼>“盥”字補釋》,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gwz.fudan.edu.

cn/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935,2009-1-2。
見前文所引張振謙《<上博七·武王踐阼>劄記四則》。



部件與“安”差距較大。據劉洪濤考證,《民之父母》與本篇應是一人書

寫①。我們將《民之父母》中的“安”字(“ ”、“ ”等)與“ ”比較,“安”字
下面作“ ”、“ ”等,與“ ”下半部分“ ”方向不符。另外,“ ”字上半

部分是否從“宀”有待考證,該字上半部分左撇的方向比楚簡“宀”左撇

要垂直一些,所以張振謙認為該字右邊從“凡”是有道理的。依今本內

容,該字也應該是“盤”,與上文殘缺“盥”字組合,恰好與今本吻合。

“ ”,整理者釋作“ ”,讀為“淵”。陳立從之②。程燕釋作“深”,
“深”在傳世文獻裏有“深淵”之意③。許文獻釋作“沱”,表水流狀④。
“海天”疑為“泉”字,並舉《三體石經》“泉”字證之⑤。周宏偉認為是“池”
的異寫⑥。李詠健釋作“ ”,即“井”字⑦。賴怡璇認為此字與傳抄古文

的“雨”字相近,但“溺於雨”文意不通,該字或為“水”,“宀”為贅符⑧。
按:該字應釋作“淵”。該字雖與郭店簡“深”字接近,但“深”為書紐侵

部,與銘文押的真韻相差較遠⑨。從押韻角度看,“淵”為影紐真部,與
“人”同屬真部。從字形上分析,“淵”在戰國文字或傳抄古文中一般為

“水”加“囗”,如郭店簡“ ”,《汗簡》“ ”,《古文四聲韻》“ ”;或是“水”
在深谷之形,周圍筆畫未連在一起,如:長沙子彈庫帛書作“ ”,子淵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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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前文所引劉洪濤《<民之父母>、<武王踐阼>合編一卷説》。
陳立《試以上博簡(七)之文字與<說文>古文字形合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

中心網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361,2011-1-7。
見前文所引程燕《上博七<武王踐阼>考釋二則》。
許文獻《上博七“沱”字與<詩經>“江有汜”篇詁訓試說》,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

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011,2009-3-31。
海天《上博七<武王踐阼>考釋二則》回帖三樓,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607,2009-2-19。
周宏偉《也說上博七“沱”字之義》,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

article.php?id=1023,2009-4-14。
李詠健《<上博七·武王踐阼>“寧溺於井”說》,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

cn/show_article.php?id=1458,2011-4-14。
賴怡璇《戰國楚簡文字考釋五則》,《出土文獻(第十輯)》,中西書局,2017年4月,頁97-

104。

郭店簡“深”字有兩種寫法,一種為“”、“”,另一種為“”。



作“ ”,“ ”與本簡“”字很接近,為此字釋作“淵”提供一條旁證,但是

先秦文字中只此一例,尚待新材料證明。今本作“與其溺於人也,寧溺

於淵”與此相合。
〔2〕“桯”,整理者讀為“楹”,復旦讀書會從之。按:可讀為“楹”。今

本作“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桯”定紐耕部①,“楹”喻紐耕

部,二字韻部相同。
“”,整理者釋為“母”,讀為“誨”。復旦讀書會釋為“隹”(唯),認為

下脫“曰”字。陳偉釋作“雁”,讀為“應”,後又改讀為“諺”②。許文獻從

陳偉說,但是結合傳世文獻進一步提出應讀為“言”③。楊宋鋒隸作

“ ”,讀為“焉”④。按:許說可信。從字形上看,簡8上的字形與“隹”接

近,但是類似的字形同樣出現在簡9和簡10上,分別作“ ”和“ ”,這
兩個字更接近於“雁”。從句式上觀察,這三個字所在位置都在“器物名

+‘銘’字”之後,“曰”字之前(簡8似缺“曰”字)。所以這三個字應是一

個字的不同寫法,陳偉釋作“雁”十分恰當,但是銘文內容為警戒武王自

身,與“諺”這一內容似乎關係不大,故讀為“言”。

“”,整理者釋作“”,讀為“懲”。簡9中該字還有兩個字形分別作

“”和“”。復旦讀書會釋作“ ”,讀作“禍”。張振謙隸定為“ ”⑤,劉
雲隸作“ ”⑥,皆讀為“禍”。小龍認為是“亓 ”合文⑦。按:小龍觀點較

為準確。“亓”與“ ”共用中間一豎筆,如此亦與今本“其禍將×”的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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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桯”還可屬透紐。參看唐作藩《上古音手冊》(增訂本),中華書局,2013年,頁155。
陳偉《<武王踐阼>“應曰”試說》,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

php?id=947,2009-1-4。後作者改讀為“諺”,見《<武王踐阼>“應曰”應是“諺曰”》,武漢大學簡

帛論壇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1561&fpage=26,2009-1-4。
見前文所引許文獻《上博七<武王踐阼>校讀札記二則》。
見前文所引楊宋鋒《楚簡<上博七·武王踐阼>字詞研究》。
見前文所引張振謙《<上博七·武王踐阼>劄記四則》。
劉雲《上博七詞義五札》,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

id=1004,2009-3-14。
小龍《論<武王踐阼>之“ ”應爲“亓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727,2009-3-19。



相合,“禍”字在郭店簡中作“ ”、楚帛書中作“ ”,以往學者將簡中該

字的上面兩橫分析為羨符恐為不妥。
〔3〕簡9首字殘缺,依上下並列句式可知,所缺字應為“毋”,今補。
“亞”,整理者讀為“胡”,可從。按:“胡”影紐魚部,“胡”匣紐魚部。

二字聲韻相同,可通。今本作“毋曰何害,其禍將大”,可證。
“言”,整理者讀為“延”,劉雲從之①。復旦讀書會讀為“然”。按:本

文讚同整理者說,讀作“延”。“言”疑紐元部,“延”喻紐元部,“然”日紐

元部,“延”與“言”聲韻關係更為密切。古書中也有互為通假的情況,劉
雲已舉例證之。今本雖作“毋曰胡殘,其禍將然”,但從簡文上下兩句可

知,“延”表示“長、遠”的意思與前句“長”、“大”的關係更為緊密,三個詞

均可表程度。《尚書·召誥》:“我不敢告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
不敢告曰:不其延。”孫星衍疏引《釋詁》云:“延,長也。”

【釋文】

在盥盤②上刻着:“與其陷入百姓的口舌中,不如陷於深水裏。陷於

深水裏還可以游泳,陷入百姓的口舌就不能援救了。”在柱子上刻着:
“不要說:‘有什麼妨害呢?’那禍患就將會深遠了;不要說:‘有什麼禍害

呢?’那災禍就將會擴大;不要說:‘有什麼傷害呢?’那災禍就將會

形成。”③

【英譯】

Thebronzedishwasengravedwith“Insteadofstumblinginto
people’scomplaints,it’sbettertodrownintothedeeppools.Because
youcanswimawaythepoolsbutcannotdothatinpeople’scom-
plaints.”

Thepillarwasengravedwith“Donotsay:‘isitdetrimenta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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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前文所引劉雲《上博七詞義五札》“(一)”中內容。
盥盤,亦作“盥槃”,古代承接盥洗棄水的器皿。
高明認為“然”通“燃”,解釋為“燃燒”,恐不合文意。詳見《大戴禮記今註今譯》,臺灣商務

印書館,1977年第二版,頁218。



anything?’Otherwise,thedisasterwillbeprofound;donotsay:‘is
thereanycalamity?’Otherwise,thedisasterwillbeamplified;donot
say:‘doesitmakeanydamage?’Otherwise,thedisasterwillbede-
veloped.”

【簡文8】

(杖)銘雁(言)曰:“亞(惡) (危)? (危)於忿連(戾)。〔1〕亞(惡)
道 (失道)? (失道)於脂(嗜)欲。亞(惡)【忘 】(忘)? (忘)【簡9】於

貴富。”〔2〕卣(牖)銘雁(言)曰:“立(位)難 (得)而惕(易) (失),士難

(得)而惕(易) (外):無堇(勤)弗志,曰余知之。毋【簡10】【堇(勤)弗
及,曰余枳之。】〔3〕

【註釋】

〔1〕“ ”,整理者釋為“枝”。復旦讀書會認為是“杖”,“枝”與“杖”可
能是一字分化。劉洪濤讀為“巵”,認為巵器“虚則欹,中則正,滿則覆”
的特點與銘文相合①。後又隸作“枳”,“枳”與“枝”音近,今本“杖”應爲

“枝”字混訛②。劉信芳認為“枳”讀爲“枝”,包山簡中的“樻枳”為杖名的

可能性較大③。劉雲認為“枳(策)”先被同音字“枝(策)”替換,再訛變為

意思上更常見的“杖”④。賴怡璇認為“枳”讀為“枝”,訓為“木柱”⑤。
按:“ ”字左側為“木”已無爭議,而右側部件已漫漶不清。以往學者大

多釋為“枳”是正確的,“枳”在包山簡中作“ ”、“ ”、“ ”⑥,信陽簡中作

“ ”,與此字右邊構造相似。本文同意劉洪濤、劉雲對此字演變的推斷。
今本作“杖”可證,黃懷信認為“杖”意為“杖以扶危助道,故銘之以自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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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洪濤《談上博竹書<武王踐阼>的器名“枳”》,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
cn/show_article.php?id=926,2009-1-1。

見前文所引劉洪濤《試說<武王踐阼>的機銘》(修訂)。
見前文所引劉信芳《<上博藏(七)>試說(之三)》。
見前文所引劉雲《上博七詞義五札》“(二)”中內容。
見前文所引賴怡璇《戰國楚簡文字考釋五則》。
見前文所引《包山楚墓文字全編》,頁213。下文“危”字見此書頁374、472。



也”①。
“ ”,整理者認為是古“跪”字,讀為“危”,可參見程燕《“坐”、“跪”同

源考》②。
“忿連”,整理者讀作“忿縺”,意思為“結怨不解”。復旦讀書會讀為

“忿戾”,郭店簡《尊德義》有:“ 忿 ( )”,周鳳五、陳偉、李零等讀為

“忿戾”。今本作“惡乎危? 於忿疐”。“忿疐”與“忿戾”意義相近,今依

據郭店簡《尊德義》整理釋文讀為“忿戾”。
〔2〕“ ”,即“失”字。趙平安認為“ ”是甲骨文“ ”演變而來,是

“逸”的本字③。“逸”喻紐質部,“失”書紐質部,二字音義相近。
“脂”,整理者讀為“嗜”,可從。今本作“杖之銘曰:‘惡乎危? 於忿

疐。惡乎失道? 於嗜慾。惡乎相忘? 於富貴。’”
“忘”,首字殘缺,整理者依今本補為“忘”,可從。復旦讀書會補為

“相忘”不確,15枚簡長度都在42釐米左右,據其他簡可知本簡首字應

只殘缺一字。
〔3〕“卣”,整理者讀為“牖”。復旦讀書會從之。劉洪濤認為是

“戶”④。按:整理者讀為“牖”可從。此字與上博簡《周易》中“利又(有)
卣(攸)往”的“卣”字寫法相同,今本內容中與簡中銘文相似的器物作

“戶”,“戶”匣紐魚部,“牖”喻紐幽部,聲紐都屬喉音,韻部不遠可通。
“牖”,木窗。《說文·片部》:“穿壁以木為交窻也。”段玉裁注:“交窗者,
以木橫直為之,即今之窗也。在墻曰牖,在屋曰窗。”《玉篇·片部》:
“牖,牎牖也。”

“立”,整理者讀為“位”,可從。復旦讀書會認為今本作“名”或出自

不同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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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懷信撰《大戴禮記彙校集註》,三秦出版社,2005年,頁659。
程燕《“坐”、“跪”同源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中華書局,2012年,頁64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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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印書館,2009年,頁42-46。

劉洪濤《上博竹書<武王踐阼>所謂“卣”字應釋為“戶”》,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
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003,2009-3-14。



“ ”,整理者讀為“外”。復旦讀書會認為“外”有“疏遠”之意。陳

偉①、何有祖②分別讀為“間”,意思為離間。陳志向以韻部考察,“失”質
部,“外”月部兩者韻部相近③。按:本文讀作“外”。“外”屬月部,“失”屬
質部,上下文押韻,而“間”屬元部,和上一句“失”字韻部相差較遠。
“外”理解為“疏遠”也可講通。

“堇”,整理者讀為“勤”,意為“勞”。今本作“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

弗志,而曰我知之乎?”可證。
“【堇(勤)弗及,曰余枳之。】”,整理者補為:“堇(勤)弗及,曰余

之。”按:簡10後有殘簡,今本作“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 無懃弗及,
而曰我杖之乎?”孔廣森認為:“杖,朱子謂別本作‘枝’,今以韻讀之,當
從枝字。”④孔說可從。今據今本和簡本內容補之。

【譯文】

在手杖上刻寫着:“在哪裏會危險呢? 危險在於憤怒;在哪裏會失

去‘道’呢? 在嗜好與欲望中失去;在哪裏會忘記呢? 在富貴中忘懷。”
在木窗上刻寫着:“君主之位難以獲得卻容易失去;天下士子難以得到

卻容易疏遠。不竭盡心力就不能記住(經驗教訓)⑤,卻還能說我知道了

嗎? 【不竭盡心力就不能力及成事,卻還能說我擔當得起嗎?⑥】”

【英譯】

Thewalkingstickwasengravedwith“Whereisthedanger?It
lurksinanger.Wherewillyouabandonthedoctrines?Inyourgreed
andpropensities.Wherewillyouforgetthedoctrines?Inthe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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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前文所引陳偉《讀<武王踐阼>小札》。
見前文所引何有祖《<武王踐阼>小札》。
陳志向《<上博(七)·武王踐阼>韻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

www.gwz.fudan.edu.cn/Web/Show/638,2009-1-8。
孔廣森《大戴禮記補註》,中華書局,2013年。
“志”,本文認為通“誌”,記住的意思。《荀子·子道》:“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高明

認為是“記”的意思。
“枳”,高明認為“枝”是支持的意思。



andhonor.”

Thewoodwindowwasengravedwith“Thethroneofsovereignis
moreeasilyobtainedthanmaintained.Literatesinthecountryare
hardtofindbutcanbeestrangedeasily.Youcannotrememberthese
lessonswithoutcompletededication.Ifnot,canyousayyouhaveal-
readyunderstood? Youcannotachievegreatsuccessifyoudonottry
yourbest.Ifnot,canyousayyoucanbeartheresponsibility?”

【簡文9】

乙本

武王 (問)於大(太)公 (望)曰:“亦又(有)不浧(盈)於十言而百

殜(世)不 (失)之道,又(有)之 (乎)?”〔1〕大(太)公 (望) (答)曰:

“又(有)。”武王曰:“丌(其)道可 (得)【簡11】【以】 (聞) (乎)?”大

(太)公 (望) (答)曰:“身則君之臣,道則聖人之道。君齋, (將)道

之;君不祈,則弗道。”武王齋七日,大(太)【簡12】【公】 (望) (奉)丹

箸(書)以朝。〔2〕

【註釋】

〔1〕“ ”,整理者讀為“聞”不確,當讀為“問”。

“亦”,連詞,相當於“假如”。清·吳昌瑩《經詞衍釋》卷三:“亦,義

同且,且訓為若,故亦又有若義。”《詩·小雅·雨無正》:“云不可使,得

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浧”,整理者讀為“盈”,並引《集韻》:“浧與逞同”。《說文通訓定

聲》:“逞,與盈通。”可從。“浧”有“滿”的意思,這裏理解為“超過”,《篇

海類編·器用類·皿部》:“盈,過曰盈。”

“言”,這裏指口語或文章中的句子。《論語·為政》:“《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2〕簡12首字殘缺,整理者補為“以”,從殘存字形看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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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13首字殘缺,整理者補為“公”,與上簡可連讀為“太公望”。

【譯文】

乙本

武王向太公望問道:“假如有不超過十句話卻能使國運百世不喪失

的‘道’,有嗎?”太公望回答說:“有。”武王說:“這樣的‘道’可以得到並

知道嗎?”太公望回答說:“我身為君王您的臣子,‘道’則是聖人的言教。

君王進行齋戒,則將‘道’傳授給您,如果不齋戒的話,就不傳授給您。”

武王齋戒七天,(七天後),太公望雙手捧着丹書來朝見。

【英譯】

TheSecondVersion
KingWuaskedTaigong① Wang:“Supposethatthereexistthe

doctrines〔dào道〕,whichcanbeconcludedwithnomorethanten
sentencestoproperourcountryforahundredgenerations?”

TaigongWanganswered:“Yes.”

KingWuthenasked:“CouldIlearnsuchdoctrines〔dào道〕and
understandthem?”

TaigongWanganswered:“I’myourmajesty’ssubordinates,but
thedoctrinesarepreceptsfromsages.Yourmajestyshouldobservea
fastfirst.Afterthat,Iwillimpartthedoctrinestoyou.Ifnot,Iwon’

timpartthat.”

KingWuobservedafastforsevendays.(Sevendayslater,)

TaigongWangheldtheDanBiblewithbothhandstopresent.

【簡文10】

大(太)公南面,武王北面而 (復), (聞)大(太)公 (答)曰:“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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箸(書)之言又(有)之曰:志 (勝)欲則【簡13】【昌】,欲 (勝)志則喪;
志 (勝)欲則從,欲 (勝)志則兇。〔1〕敬 (勝)怠則吉,怠 (勝)敬則烕

(滅)。不敬則不定,弗【簡14】【 】則 (枉)。〔2〕(枉)者敗而敬者萬殜

(世)。吏(使)民不逆而訓(順)城(成),百姓之為 (聽)。丹箸(書)之言

又(有)之。”〔3〕【簡15】

【註釋】

〔1〕“志”,意念。《說文·心部》:“志,意也。”楊宋鋒解釋為“志向”。
根據下文與“欲”的對比,本文認為“意念”與“私慾”對舉比“志向”與“慾
望”的關係更為緊密。

簡14首字殘缺,整理者補為“利”。沈培補為“昌”①。按:沈說可從。
郭店簡中“昌”字作“ ”、“ ”與本簡殘存筆畫很相似。另外,“昌”屬昌紐

陽部,與下文“喪”(陽部)、“從”(東部)、“兇”(東部)可押韻。沈培還引古書

中《六韜》:“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淮南

子·謬稱》:“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證之。“昌”應為興盛之意。
《廣雅·釋詁二》:“昌,盛也。”與簡文意思相近。

〔2〕“怠”,參見上文“ ”字註解。
“定”,今本作“正”,高明解釋“正”為“依循正道”②。
簡15首字殘,整理者補為“力”。復旦讀書會補為“強”,本文作

“強”。按:該字僅存下面“力”部,由於該篇首字殘缺,故不能徑直釋為

“力”,讀書會釋為“ ”,十分準確。郭店簡中“ ”作“ ”、“”、“ ”等,與
本簡殘字下部構件相合。今本作“弗強則枉,弗敬則不正。”亦可證明。
“ ”即“強”字,高明在《大戴禮記今註今譯》中解釋為“勉強”,本文與其

觀點不同。此處應理解為“強大、強盛”,《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

·客主人分》:“甲堅兵利不得以為強”。
“ ”,整理者讀為“枉”,衺曲、凌弱之意。《說文·木部》:“枉,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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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培《<上博(柒)>殘字辨識兩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
gwz.fudan.edu.cn/Web/Show/598,2009-1-2。

高明《大戴禮記今注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第二版,頁216。



曲也。”

〔3〕“ ”,整理者釋為“逆”。楊澤生釋為“ ”,讀為“秏”,意思為“昏

聵、惑亂”①。按:今從整理者說。在郭店簡中與此字形相類的有:“ ”、

“ ”、“ ”、“ ”等,故釋為“逆”可從。“逆”為不順從的意思,與順相

對,即下文“訓城”(順成)。

“ ”,整理者釋為“浧”,讀為“聽”。復旦讀書會存疑,懷疑為“經”。
禤健聰釋為“緒”,讀為“序”②。按:此字右邊部件漫漶不清,今從原整理

者,讀為“聽”。

【譯文】

太公南面而立,武王(向南行走而後折返)北面與太公望相對,聽太

公望說道:“丹書上有言記載說:‘意志戰勝私慾就會昌盛,私慾戰勝意

志就會滅亡。意志勝過私慾就會使百姓順從,私慾勝過意志就會產生

災禍。恭敬勝過輕慢就會吉祥,輕慢勝過恭敬就會導致滅亡。不恭敬

就不能遵循正道,不強大就會不合正道。行為不合正道的人就會失敗,
恭敬謹慎的人可使國運達到萬世,使官吏百姓不抵觸而順從,百姓將這

些話記於耳中,丹書上這類訓言是有的。’”

【英譯】

TaigongWangstoodfacingthesouth.KingWuwalkedtowards
south,thenturnednorthwithTaigongWangface-to-faceandlistened
tohim.

Taigongsaid:“TheDanBible〔dānshū丹書〕isrecordedthatif
thevolition〔zhì志〕outweighsgreed〔yù欲〕,youwillacquirepeople’

sobedienceandthenationyoubuildwillbeprosperous;otherwise,

·704·上博七《武王踐阼》註釋及英譯相關問題

①

②

楊澤生《<上博七>補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gwz.
fudan.edu.cn/Web/Show/656,2009-1-14。

禤健聰《上博(七)零劄三則》,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
php?id=970,2009-1-4。



youwillbeimplicatedinthedisasterandcausetheextinctionofour
nation.Ifdeferentialbehaviors〔jìng敬〕overridedutydereliction〔dài
怠〕,thenationyoubuildwillbepropitious;otherwise,itwillbe
doomedtoperish.Onceyoudon’thavedeferentialbehaviors〔jìng敬〕

oraren’tcapable,youwon’tfollowthecorrectpath.Ifso,youwill
endupwithfailure.Onthecontrary,thekingwhoisrespectableand
prudentcanleadthenationthathebuildsbeprosperoustillhundreds
ofgenerations.Thesubjectswillbeobedienttothem.Commonpeople
keepthesewordsintheirmind.Thesedoctrinesareindeedrecordedin
theDanBible〔dānshū丹書〕.”

三、簡帛文獻英譯的相關問題

1.簡帛文獻的整理與今註今譯

以往簡帛文獻的整理報告主要針對專業學者研究,在釋字的基礎

上一般徵引較多,目的在於追根溯源或提供盡可能全面的材料,供研究

學者判斷。隨着新材料的不斷討論,很多被理解為疑難字、漫漶字、新
見字的字形字義逐漸明晰,簡帛文獻的文意漸趨明朗,因此當前做好簡

帛文獻的今註今譯是非常必要的,以便其他領域的學者根據今註今譯

的內容做相關研究。今注今譯的工作需要我們疏通文字和說明基本含

義,並註意簡明扼要的原則。以往學者在此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劉
釗《郭店楚簡校釋》(2005年)、季旭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

四、九)>讀本》(2004年-2016年)等。
簡帛文獻今譯屬於語內翻譯,關註點應側重於詞語的對應與句子

的對應,前者應註意古今詞義的變化,後者需要我們註意文言虛詞的變

化及句式的調整,包括詞語順序的調整。在篇章層面的對應上,不僅僅

意味着行文謀篇和銜接連貫,它還應包括修辭方式的處理和全文風格

的模仿。近年來整理出版的上博簡、清華簡等以語類文獻為主,如:《季
庚子問於孔子》、《史蒥問於夫子》、《子犯子餘》、《趙簡子》等,如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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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語言的古今對應,並且與文中敘事語言相區別。再如:上博簡《蘭
賦》、馬王堆帛書《相馬經》等帶有押韻的語句,如何做到譯文文體與風

格與原文相符,如何做到古今韻律、格調相一致,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進

一步思考。此外,古文今譯要關註簡帛文獻中的典故問題。如本篇文

獻中所提到的“丹書”,做今譯工作時應準確指出原文所指,這樣方便讀

者理解。
今註今譯是簡帛文獻英譯的基礎。與傳統的典籍翻譯不同,簡帛

文獻英譯的前提是對古文字形音義和先秦兩漢傳世文獻的理解。其

次,簡帛文獻涉及多個領域,所載文獻今多已不存,且簡帛殘損較為嚴

重,因此今註今譯要盡量保證文獻的完整全面,殘損較為嚴重的也應適

當補充,讓其他領域學者讀起來清楚明白。

2.簡帛文獻英譯的相關問題

2.1關鍵術語的“綜合性註釋”作為譯文正文的必要補充

簡帛文獻中的基本術語與關鍵詞語通常含義極為豐富,難以在文

中給出完整而確切的印象。如:簡帛中《老子》的基本術語“道”,在以往

翻 譯 中 就 有:Tao,Dao,Way,Road,Principle,Universallaw,

Naturallaw,Nature等等。簡帛中的專有名詞、專門術語、典故等若只

針對於詞的英漢對應,則會造成誤解。王宏印提出“綜合性註釋”的觀

點,即在查閱眾多資料的基礎上,對一個條目術語進行綜合性的條目註

釋,這樣可以為整部作品的翻譯提供一個認識基礎或者確定一個翻譯

基調①。簡帛英譯所編寫的條目應說明它的來源、所指、補充的含義以

及可能的引申義等等,提供一個基本的語義場,以方便讀者對整篇文獻

的理解。顧史考在TheBambooTextsofGuodian:AStudy&Com-
pleteTranslation 一書中對於郭店楚簡的英譯也大致用了這種辦法,值
得我們借鑒。

2.2英文基本術語的對應與闡釋應明確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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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確定一個簡帛中的術語如何翻譯,王宏印在《中國文化典籍英

譯》一書中針對典籍基本術語的翻譯提出五方面內容①:
(1)語源知識:既考慮到原文語源,也考慮到譯文語源,盡量謀求對

應關係。
(2)基本定義:基本定義應符合科學原理和範疇要求,並可衍生若

干新意義。
(3)搭配關係:主要指適應句法變化的要求,但也可指較為固定的

搭配關係。
(4)語境變異:語境變異的要點是簡潔與指代。應適合語篇構成和

交際語境。
(5)系統構建:主要指一個詞語在作者整體理論構建中的不同語義

層次,應完整而和諧。
比如:本篇中提到的“聖人”一詞,《柯林斯高階英漢雙解學習詞典》

中對於“聖人”一詞的英文有兩個詞:Saint,Sage。而“Saint”主要指基督

教會正式追封的聖人或者指活着的人中極為善良無私者(表讚許)②。
顯然與文中所表達的意思不一致,所以不可採用。“Sage”與漢語“聖
人”中一個義項“指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意思相近,故可選用

作為基本定義。在英譯選用“Sage”時應根據漢語“聖人”一詞在不同篇

章中的不同義項加限定詞、加註釋或尋求固定搭配。

2.3句子翻譯應註重表意明確,英漢差異

出土文獻的很多概念翻譯為英文後恐意義不明確,可以在對應單

詞後面加入拼音與漢字,可增強典籍標誌的符號性和翻譯的嚴肅性。
針對英漢互譯的不同特點,前輩學者連淑能曾在《英漢對比研究》一書

中總結出十項,較為全面,值得我們在簡帛翻譯時借鑒與注意。它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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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印《中國文化典籍英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年,頁18-20。
英文解釋如下:(1)Asaintissomeonewhohasdiedandbeenofficiallyrecognizedand

honoredbytheChristianchurchbecausehisorherlifewasaperfectexampleoftheway
Christiansshouldlive.(2)Ifyourefertoalivingpersonasasaint,youmeanthattheyareex-
tremelykind,patient,andunselfish。



括:綜合語與分析語(Syntheticvs.Analytic)、聚集與流散(Compactvs.
Diffusive)、形合與義合(Hypotacticvs.Paratactic)、繁複與簡短(Com-
plexvs.Simplex)、物稱與人稱(Impersonalvs.Personal)、被動與主動

(Passivevs.Active)、靜態與動態(Stativevs.Dynamic)、抽象與具體

(Abstractvs.Concrete)、間接與直接(Indirectvs.Direct)、替換與繁複

(Substitutivevs.Reiterative)①。

2.4譯文文體與篇章需作適當調整

簡帛文獻中常見將類似的語句重複出現,翻譯時應避免重複,或將

幾句短句譯成一句,或採取加指示代詞等方法。翻譯時可將對話語句

和敘事語句分割清楚,作適當調整。簡帛英譯的篇章應基本符合中國

文化內涵,也要顧及到西方讀者的感受。如果一成不變地將中國文化

因素介紹出去,一是西方讀者不容易理解,二是可能損傷作品的藝術

性。相反,完全西化就會違背簡帛文獻的歷史語境,不合邏輯,影響到

原作品的翻譯質量。

五、結語

近年來典籍翻譯領域曾有人質疑英譯中國典籍的可靠性,我們認

為如果一味強調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而不去翻譯,這樣就步入不可知論

的迷途,會使中西方學術成果無法得到及時的交流。過去的幾十年

間,我們不能及時瞭解到西方學者對出土文獻研究成果的重要原因之

一,即我們出土文獻的互譯工作沒有做好。我們至今還沒有與出土文

獻領域相關的英漢漢英詞典或數據庫,也沒有對與出土文獻以及傳世

文獻相關的英文術語進行過統一,這樣在無形之中為我們閱讀一些國

外的學術文章或著作時造成了障礙,由此看來,簡帛文獻英譯工作勢

在必行。但這並不意味着目前簡帛文獻都可翻譯,我們認為目前的簡

帛文獻應分為可譯與不可譯兩部分,不可譯的文獻主要包括字書一類

(如北大漢簡《倉頡篇》)等,這類文獻如果英譯就失去字書本來的價值

·114·上博七《武王踐阼》註釋及英譯相關問題

①參見連淑能《英漢翻譯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所在。除此之外,大部分簡帛文獻是可以英譯的。這些簡帛文獻的英

譯可以與相關傳世文獻的英譯版本相對照,方便中外學者進一步

研究。
本文選取《武王踐祚》這篇具有代表性的儒家文獻作註釋及英譯,

目的在於試以此篇說明簡帛英譯的一些規律及潛在價值。上博簡以儒

家文獻為主,而且其中強調的很多概念多有重疊,我們可以進一步在英

譯的過程中探索。翻譯猶如藝術創作,重在“化”的領悟,古籍文獻的譯

介研究之路還很漫長,其中出土文獻的譯介研究才剛剛起步,因此我們

需要夯實閱讀中國古典文獻的基本功,這樣才能在譯介領域真正做到

信、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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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areachaptersofSuànshùshū筭數書

TheBookofMathematicsfromZhangjiashan
HanDynastytomb247:Analysis,English

translationwithnotes

周序林 張顯成①

  Abstract:Six areachaptersofSuànshùshū 筭 數 書 The Book of

MathematicsfromZhangjiashanHanDynastytomb247aretranslatedinto

English.ThetranslatedchaptersareYǐyuáncáifāng以睘(圜)材方(Fromcircu-

lartimbercuttingsquare),Yǐfāngcáiyuán以方材睘(圜)(Fromsquaretimber

cuttingcircle),Qǐguǎng啓 廣(Findingwidth),Qǐzòng啓 從(縱)(Finding

length),Fāngtián 方 田 (Squarefarmland),and Lǐtián 里 田 (Farmland

measuredinlǐ里).Beforetranslation,somepreparatoryworkisdoneonsix

aspects:⑴Therearefourversionsoftranscripts,andthisstudyisbasedon

theinfraredphotographsoftheoriginalslipsinZhangjiashanHanmuzhujian

[Ersiqihaomu]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BambooSlipsfromtheHan

DynastyTombatZhangjiashan[Tomb247]);⑵SometypicallyChinesemeas-

uresoccurinthetargettextsandtheyarelistedaswellastheirmetricequ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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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ts;⑶Thescribeaddedoriginalmarksontheslips,andresearchersadded

transcriptionmarksandmodernChinesepunctuationsonthetranscript.The

appearancesandmeaningsofthemarksareelaborated;⑷Theslipshavetwo

typesofserialnumbers:archeologicalgroupingnumberandtranscriptionnum-

ber,andwhatthetextscarryisthelatter;⑸Thetextualstructureoffive

chaptersconsistsoffourparts:thechaptertitle,problem,answerandalgo-

rithmicrule,withLǐtián里田(Farmlandmeasuredinlǐ里)asaspecialcase;

And⑹IntercalarySeptember,186BCEistheterminusantequem,andthe

terminuspostquemcouldbeasearlyas356BCE.Besides,notesareprovided

toeachchaptertofacilitateunderstandingofthetextsandtranslation.

  Keywords:thebookofMathematicsfromzhangjiashanHanDynastytomb

247;Suànshùshu;Englishtraslation;notes

Introduction

ThesiteofZhangjiashanHanDynastytomb247issituatedon
thegroundsofJianglingBrickandTileFactoryinJianglingCounty
(nowso-calledJingzhouDistrictofJingzhou Municipality),Hubei
Province,China.ItwasdiscoveredinDecember,1983andtheexcava-

tionlastedintoJanuary1984.①Besidesothergravegoods,atroveof
1,236bambooslips(excludingfragments)sawlightagainafterbeing
cleaned,cataloguedandpreserved.Thetextsontheslips,whichhad
originallybeenrolledintoscrollsandthenbecomedisarrangedsince
theinterconnectingcordshadgonedecayed,werefoundtobelong-
lostandpreviouslyunknownwritingsonmedical,legal,militaryand
mathematicalmatters.Theyarepricelesshistoricaldocumentsi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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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JZBWG1985:Jingzhoudiqü bowuguan(Museum ofJingzhou Region),Jiangling
ZhangjiashansanzuoHanmuchutudapizhujian(TheBambooSlipsUnearthedfrom Three
HanDynastyTombsatZhangjiashan,JianglingCounty),Wenwu,(1)1985,p.1.荊州地區博

物館《江陵張家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85年第1期,頁1。



searchofthesocialandscientificdevelopmentofearlyWesternHan
(Xihan西漢,206BCE-9CE)。①Themathematicaltextsaretitled筭

數書Suànshùshū,orTheBookofMathematics,consistof190slips
numbered1-190,ranging29.6-30.2cm inlength,and have69

chapters.②Thechaptersfallinto5categoriesdealingrespectively
withfraction,arithmetic,ratioandproportion,surplusanddeficit,

volume,andarea.Thereare9areachaptersandtheyarewrittenon
38slipsnumbered153-190.SixofthemaretranslatedintoEnglish:

Yǐyuáncáifāng以睘(圜)材方(Fromcirculartimbercuttingsquare),

Yǐfāngcáiyuán以方材睘(圜)(Fromsquaretimbercuttingcircle),

Qǐguǎng啓廣(Findingwidth),Qǐzòng啓從(縱)(Findinglength),

Fāngtián 方 田 (Squarefarmland),and Lǐtián 里 田 (Farmland
measuredinlǐ里)。③

1PreparatoryWork

1.1FourVersionsofTranscripts

Therearefourversionsoftranscriptsforthisgroupofslips.

·514·
SixareachaptersofSuànshùshū筭數書TheBookofMathematicsfrom

ZhangjiashanHanDynastytomb247:Analysis,Englishtranslationwithnotes

①

②
③

Zhangjiashan2006:Zhangjiashanersiqihao Hanmuzhujianzhenglixiaozu(Editorial
GroupforCollationandArrangementoftheBambooSlipsfromZhangjiashanHanDynastyTomb
no.247),ed.,ZhangjiashanHanmuzhujian[Ersiqihaomu](Shiwenxiudingben)(BambooSlips
fromtheHanDynastyTombatZhangjiashan[Tomb247](RevisedTranscriptionEdition)),

Wenwuchubanshe,2006,Qianyan前言(Preface),p.1.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前言》(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頁1。

SeeZhangjiashan2006,p.131.
Zhangjiashan2001:ZhangjiashanersiqihaoHanmuzhujianzhenglixiaozu(Editorial

GroupforCollationandArrangementoftheBambooSlipsfromZhangjiashanHanDynasty
Tomb247),ed,ZhangjiashanHanmuzhujian[Ersiqihaomu](BambooSlipsfromtheHan
DynastyTombatZhangjiashan[Tomb247]),Wenwuchubanshe,2001,pp.95-98.張家山二

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95-98。



In2000,JianglingZhangjiashanHanjianzhenglixiaozu江陵張家

山漢簡整理小組(EditorialGroupforCollationandArrangementof
theBambooSlipsfromJianglingZhangjiashanHanDynastyTombs)

publishedJianglingZhangjiashanHanjianSuànshùshūshiwen江陵張

家山漢簡《算數書》釋文 (TranscriptionofBambooSuànshùshūorA
BookofArithmeticfromJiangling)onWenwu文物。①

In2001,theEditorialGroupforCollationandArrangementof
the Bamboo Slipsfrom Zhangjiashan Han Dynasty Tomb 247
publishedZhangjiashanHanmuzhujian[Ersiqihaomu]張家山漢墓竹

簡[二 四 七 號 墓](BambooSlipsfromtheHanDynastyTombat
Zhangjiashan[Tomb247]),hereafterreferredtoasZhangjiashan
2001. Thisversioncontainstheinfraredphotographsoftheoriginal
slips.

In2006,theaboveEditorialGrouppublishedtherevisedandcor-
rectededitionoftheZhangjiashancorpus,ZhangjiashanHanmuzhu-
jian[Ersiqihaomu](shiwenxiudingben)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

墓](釋文修訂本)(BambooSlipsfromtheHanDynastyTombat
Zhangjiashan[Tomb247](RevisedTranscriptionEdition)),hereaf-
ter,Zhangjiashan2006.

Thefourth was,by 彭 浩 Peng Hao,Zhangjiashan Hanjian
Suànshùshūzhushi張 家 山 漢 簡 《算 數 書》註 釋 (Annotationof
SuànshùshūfromZhangjiashanHanDynastyBambooSlips),hereaf-
ter,Peng2001。②

Thisstudyisbasedontheinfraredphotographsoftheoriginal
slipscontainedinZhangjiashan2001,withreferencetotheabove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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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SeeWenwu2000(9),pp.78-84.
Peng2001:PengHao,ZhangjiashanHanjianSuanshushuzhushi(AnnotationofSuan-

shushufromZhangjiashanHanDynastyBambooSlips),Kexuechubanshe,2001.彭浩《張家山

漢簡<算數書>注釋》,科學出版社,2001年。



versionsoftranscript.

1.2Measures

AncientChinahasitsownmeasuresystem,whichiscompletely
differentfromwesternonesandthusnoveltowesterners.Measures
mentionedinthetextsunderdiscussionarelistedbelowaswellas
theirapproximatemetricequivalents。①

WesternHanMeasures     ApproximateMetricUnits
Length
chǐ 尺            23.1centimeters
cùn 寸 2.31centimeters
lǐ 里 415.8meters
bù 步 1.386meters
Area
mǔ 畝 461squaremeters
qǐng頃 4.61hectares

1.3MarksontheSlipsandTranscripts

Thescribemadesomeoriginalmarksontheslipswhentheywere
copyingthetextssuchastheblacksquare■onthetopoftheversoof
slipno.6,②whichindicatesthebeginningoftheoveralltitleofthe
wholebook.Asfarastheareachaptersareconcerned,wefoundthe
following:

·Ablack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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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1994:LuoZhufeng,ed.,Hanyudacidian(Fulu·suoyin)(ComprehensiveDiction-
aryoftheChineseLanguage,app.vol.),Hanyudacidianchubanshe,1994,p.3.羅竹風主編

《漢語大詞典附錄·索引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4年,頁3。

SeeZhangjianshan2001,p.83.



Itappearstwice,onslip nos.153,154respectively.They
functionasindicatingthebeginningofthequestion,andthebeginning
ofthealgorithmicrulerespectively.

Areduplicationmark
Itismeanttorepeattheprecedinggraph.Thismarkcanbeseen

onslipno.163torepeattheprecedinggraph實,andonslipnos.187,

189torepeat里.
∠ Amarkforreader’sattention
Itisusedforenumerationandtoreduceambiguity.
Researchersadd modernChinesepunctuationswhentheyare

transcribingthemanuscripttextsintomodernChinesegraphs.The
followingaretypicalofChineseintheareachapters:

。AChinesefullstop
Itindicatestheendofastatement.
、Acomma
Itisusedforenumeration.
Besidesoriginalmarksandmodernpunctuationmarks,thereare

transcriptionpunctuations①asfollows:②

()Substitutetheprecedingcharacterwiththeoneinparentheses
becausetheformerisaphoneticloan,variantorancientformofthe
latter.

【】Accordingtothecontextorothertexts,acharacterisprovided
byresearcherswhichwasomittedbythescribe,ormarreda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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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Itisregretfultoadmitthatresearchersaredividedontheusageofthesesymbols.We
urgethemarkingsystemtobeunified.

Forthefollowingmarks,seeZhang2014:ZhangXiancheng,ed.,Qinjianzhuzisuoyin
(Zengdingben)(VerbatimIndexingofQinBambooSlips(RevisedandEnlargedEdition)),

Sichuandaxuechubanshe,2014,Fanli凡例(Howtousethebook),p.3.張顯成主編《秦簡逐字

索引·凡例》(增訂本),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3。



break-offpoint.
<>Correctiontotheprecedingcharacter
[]Aredundancybythescribe
Amazingly,althoughtheabovethreetypesofmarksdifferinna-

ture,theysometimescoexistinatranscribedtextasin
一。求從(縱)術(術):廣分子乘積分母為法,積分子乘廣分母為

實 ,(實)如法一步∠。【復之】,節(即)以廣、從(縱)相乘,凡[凡]令分

母相乘為法,分子相乘為實 ,(實)如法一。163

1.4SlipNumber

Whenthebambooslipswereunearthedfromthetomb,archeolo-
gistsgroupedtheslipsandnumberedthemaccordingtotheirplace-
ment.Thenresearcherssuchaspaleographerscollatedtheseslipsand
numberedthemagainwithinthetext.①Inthetranscribedtextsof
Suànshùshū筭數書TheBookofMathematics,thesenumbersgranted
byresearcherspresentthemselvesasArabicnumeralsinsmallerfont
intherightlowerhandshownasin

圜材之徑也,因而四之以為實,【七之】,令五而成一。155
IntheEnglishtranslation,thesymbol(Slipno.155)standsfor

theslipnumber.

1.5TextualStructure

AllthesixareachaptersexceptLǐtián里田(Farmlandmeasured
inlǐ里)aremadeupofthefourpartsofachaptertitle,problem,an-
swer,andalgorithmicrule.TakethechapterofYǐyuáncáifāng以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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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boo-silkBibliography),Zhonghuashuju,2004,pp.447-452.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中
華書局,2004年,頁447-452。



(圜)材方(Fromcirculartimbercuttingsquare)(Slipno.153)forex-
ample:

Chaptertitle:以睘(圜)材方

Problem:以圜材為方材,曰大四韋(圍)二寸廿五分寸十四,·為方

材幾何?

Answer:曰:方七寸五分寸三。

Algorithmicrule:術曰:因而五之為實,令七而一,四【而一】。

WewillhavetosaythatthechapterofQǐzòng啓從(縱)(Finding
length)hassomethingmore:Aftertheabovefourpartsarelaidout,

a wayofcheckingthecomputationisprovided,andthentwo
examplesfollowwithanalgorithmicruleandverifyingmethod.

ThechapterofLǐtián里田(Farmlandmeasuredinlǐ里)isaspe-
cialcase:chaptertitleplusgeneralalgorithmicruleplusexample
questionandanswerplustwospecificalgorithmicrulesplusonegen-
eralregulation.

1.6Dating

Itisalwaysbrain-rackingtodatethechapterssincetheydonot
carryadateonthem,butsomeclueswouldhelpustracetheirorigin.
Firstly,excavatedwithSuànshùshū筭數書TheBookofMathematics
wasLìpǔ歷譜TheCalendar,whichisofdiarynature①onamonthly
basisandisanimportantsourcetodeterminethedynastyofthetexts
excavatedfromtomb247.ThecalendarlastedfromHangaozuWunian
Siyue漢高祖五年四月(lunarApril,FifthYearofEmperorGao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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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ZhuandChen2010:ZhuHanmin,andChenSongchang,eds.,Yuelushuyuancang
Qinjian(yi)(QinBambooSlipsCollectedbyYueluAcademy,vol.1),Shanghaicishuchuban-
she,2010,Qianyan前言(Preface),p.47.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前言),
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頁47。



namelylunarApril,202BCE)toLühouErnianHoujiuyue呂后二年

後九月(intercalarySeptember,SecondYearofEmpressLü,namely
intercalarySeptember,186BCE).Thetomboccupantmusthavedied
andbeenburiedinintercalarySeptember,186BCE,orverysoonlat-
er.WethuscandeterminewithcertaintythatintercalarySeptember,

186BCEistheterminusantequem oftheareachapters,andof
Suànshùshū筭數書TheBookofMathematicsaswell.Secondly,the
measureunitmǔ畝revealssomechronologicalreference.Mǔ畝isap-
pliedtomeasuretheareaoffarmland.Historicallyspeaking,itdif-
feredintheamountofbù步.InZhouDynasty(Zhou周,ca.1045-256
BCE),onemǔ畝had100squarebù步.InhisReform,whichbegan
in356BCE,ShangYang商鞅(ca.390-338BCE)changeditinto240
squarebù步inhiskingdom.Sincethen,thetwosystemsof100
squarebù步and240squarebù步inonemǔ畝coexisteduntilEm-
peror Wu (Wudi武 帝,140-87BCEinreign )of Western Han
Dynasty(Xihan西漢,206BCE-9CE)orderedonly240squarebù步

inonemǔ畝tobeaccepted.Mǔ畝appearsinfourofthesixarea
chapterstranslatedinthispaper:Qǐguǎng啓 廣(Findingwidth),

Qǐzòng啓從(縱)(Findinglength),Fāngtián方田(Squarefarmland),

andLǐtián里田(Farmlandmeasuredinlǐ里).Eachmǔ畝inthese
chaptershas240bù步.Sowesaythatthefourchapterscouldnot
havebeeninventedbefore356BCE.

2EnglishTranslation,withNotes

2.1以睘(圜)材方 以圜材為方材,曰大四韋(圍)二寸廿五分寸十

四,·為方材幾何? 曰:方七寸五分寸三。術曰:因而五之為實,令七而

一,四【而一】。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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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ǐyuáncáifāng以 睘 (圜)材 方 (From circulartimbercutting
square)

Cutacircularpieceoftimberintoasquarepieceoftimber,say,

whichisfourwéi圍⑴twocùn寸⑵andfourteentwenty-fifthsofone
cùn寸⑵incircumference.Thenwhatisthesideofthesquaretimber?

Theanswersays:Thesideofthesquareissevencùn寸andthree
fifthsofonecùn寸.Thealgorithmicrulesays:Multiplythecircum-
ferencewithfive⑷asshí實(thedividend)⑸,anddividebyseven⑹and
thenbyfour.⑺(Slipno.153)

Notes:
(1)SimilartotheruleofthumbintheWest,earlyChinesepeople

usedtheirbodypartsortheactionsofthebodypartsasstandardsto
measure,suchasthefeet,handsandarms.Wéi圍isthecircumfer-
enceoftheenclosureeitherbyone’sthumbsandforefingers,orby
one’sarms.Andhereinthischapter,onewéi圍isequaltoonechǐ
尺,ortencùn寸。①

(2)Cùn寸isameasureinChinesemathematics,whichisequal
to2.31cminWesternHandynasty.Oneofthegraph’sancientforms
is : lookslikethehandandforearm,andthehorizontalstroke
signifiesthatthelength,whichbeginsattheposteriorpalm,endsat
theanteriorradiusasillustratedbelow.Suchalengthisonecùn寸。②

Measuresbasedoncùn寸arefēn分,chǐ尺andzhàng丈:

1cùn寸=10fēn分=0.1chǐ尺=0.01zhàng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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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nthistranslation,numbersarenotputinArabicnumerals

butinlettersbecausetheformerislikelytomisleadsomereaders:

theywouldhavetheimpressionthattheArabicnumeralshadbeenin-
troducedintoChinaatthetimeofSuànshùshū筭數書 TheBookof
Mathematics,whichisnotthecase.

Theliteralmeaningof二寸廿五分寸十四(èrcùnniànwǔfēncùn
shísì)istwocùn寸andfourteenpartsofonecùn寸dividedintotwen-
ty-fifths.Itisnottranslatedintotwoandfourteentwenty-fifthscùn
寸becauseweintendtomaintainthefeaturesofearlyChinesemathe-
matics:Itiscloselyrelatedtopracticeandofutilitarianpurpose,and
thusitisabundantinconcretenessratherthanabstractness.

(4)五之(wǔzhī)meansfivetimessomething,andherefivetimes
thecircumference.Thisisatechnicaltermtodomultiplicationintra-
ditionalChinesemathematics.Moreexamplesare:四之(sìzhī)(Slip
no.155)fourtimestheside,三之(sānzhī)threetimesonelǐ里(Slip
no.187).

(5)Shí實isatechnicaltermoftraditionalChinesemathematics,

whichreferstothedividend.Theoriginalmeaningofshí實iswealth-
y,①andisextendedtowealth,andfurthertoanysubstances.Because
ofthefeaturesofearlyChinesemathematics(seeabove),allthingsto
bedividedarerealsubstances(shí實),suchastimber,farmland.So
thedividendisreferredtoasshí實substance.

(6)七而一(qīéryī)meanstodividebyseven.Thisisatechnical
termtododivisionintraditionalChinesemathematics.Another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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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le:四而一(sìéryī)dividebyfour.AvariantoccursonSlipno.
155:五而成一(wǔérchéngyī)dividebyfive.

(7)Thecreatorofthischapterintendedtofindthesideofthe
squareinscribedinacircleshowninFig.1.Heknewthattheratiobe-
tweentheleg(a)andthebase(d)oftherightangledisoscelestrian-
gleABCis5:7,buttookitforgrantedthattheratiobetweentheper-
imeterofthesquareABCDandthecircumferenceofthecircleshould
bethesame.Thatiswhyhemultipliedthecircumference(c=42
14
25cùn

)ofthecircleby5anddividedby7inordertogetthe

perimeterofthesquare.Bydividingtheperimeterwith4hethought
hehadfoundthesideofthesquare.Namely,

4a
c =

5
7

a=c×
5
7÷4=42

14
25×5÷7÷4=7

3
5
(cùn)

However,thecorrectsolutionshouldbe:

a
d =

5
7

a=57×
c
π =

5
7×

421425
3 =1014105

(cùn)(π≈3)

2.2以方材睘(圜) 以方為圜,曰材方七寸五分寸三,為圜材幾何?
曰:四韋(圍)二寸廿五分十四。·術曰:方材之一面即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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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材之徑也,因而四之以為實,【七之】,令五而成一。155

Yǐfāngcáiyuán以方材睘(圜)(Fromsquaretimbercuttingcircle)

Fromasquarepieceoftimbercutacircularpieceoftimber,say,

whosesideissevencùn寸andthreefifthsofonecùn寸.Thenwhatis
thecircumferenceofthecirculartimber? Theanswersays:Fourwéi
圍twocùn寸andfourteentwenty-fifths⑴.Thealgorithmicrulesays:

Onesideofthesquaretimberis(Slipno.154)thediameterofthecir-
culartimber,somultiplythesidewithfourtomakeshí實(thedivi-
dend),multiplywithseven,anddividebyfive.⑵(Slipno.155)

Notes:
(1)廿五分十四(niànwǔfēnshǐsì)isasecondwaytoexpressfrac-

tion,inwhichthemeasurecùn寸isomitted.Thisexpressionoffrac-
tionstepsforwardtoabstractness.Thattheexpressionsoffraction
arevaried,notstandardizedrevealsthatChinesemathematicsatthe
timeofSuànshùshū筭數書TheBookofMathematics,isstillatits
earlystage.

(2)Thecreatorofthischapterintendedthischapterandthepre-
viousonetobeconversesentences,butheiswrongattwopoints:

firstly,whathewantedisacircumscribedcircleofasquareABCD
(seeFig.1)whilewhatthetextindicatesisaninscribedcircleofa
squareABCD(seeFig.2);secondly,heknewthattheratiobetween
theleg(a)andthebase(d)oftherightangledisoscelestriangleABC
is5:7,butwronglybelievedthattheratiobetweentheperimeterof
thesquareABCDandthecircumferenceofthecircleshouldbethe

same(seeFig.1).Thatiswhyhemultipliedtheside(a=7
3
5cù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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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nordertoobtaintheperimeterofthesquareABCD,andmultiplied
theperimeterby7anddividedby5inordertogetthecircumference
ofthecircle.Namely,

c
4a=

7
5

c=a×4×7÷5=7
3
5×4×7÷5=42

14
25
(cùn).

Butthecorrectsolutionshouldbe:

Letthecircumferenceanddiameterofthecirclebecanddre-

spectively,thend=AD=7
3
5
(cùn).

c=πd=3×7
3
5=22

4
5
(cùn)(π≈3)

2.3啓廣 田從(縱)卅步,為啓廣幾何而為田一畝? 曰:啓【廣】八
步∠。术(術)曰:以卅步為法,以二百卌步為實。啓從(縱)亦如此。159

Qǐguǎng啓廣(Findingwidth)

Afarmlandisthirtybù步⑴inlength.Whatshouldthewidthbe
inordertomakethefarmlandonemǔ畝? Theanswersays:The
widthshouldbeeightbù步.Thealgorithmicrulesays:Takethirty
bù步asfá法(thedivisor)⑵,andtaketwohundredandforty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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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ù步asshí實(thedividend).Findingthelengthusesthisruletoo.⑶

(Slipno.159)

Notes:
(1)Bù步isameasureintraditionalChinesemathematics,which

isequalto1.386metersinWesternHandynasty.Oneofthegraph’s
ancientformsis .Theupperpartofthegraph andthelowerpart
bothlooklikeafoot.Whentheyarecombinedthisway,theylook

likeonewalkingforwardwithonefootaftertheother。①Astheillus-
trationbelowshows,ifhemoveshisrightfootforwardandstepson
theground,thedistanceABhehascoverediscalledkuǐ跬,orhalfbù
步,andifhegoesontomovehisleftfootforwardandstepsonthe
ground,hehascompletedonebù步.Measuresbasedonbù步arelǐ
里,mǔ畝andqǐng頃:

300bù步=1lǐ里;240squarebù步=1mǔ畝= 1
100qǐng

頃.

            
(2)Fá法isatechnicaltermoftraditionalChinesemathematics,

whichreferstothedivisor.Theoriginalmeaningoffá法iscriminal
law,②andisextendedtorulesofanytype.Thefunctionoflawsand
rulesistomeasuresomebodyorsomethingagainstsomestandard,so
fá法signifiesstandardssuchaschǐ尺,cùn寸,lǐ里,bù步,mǔ畝,

qǐng頃.Tododivisionmeanstomeasureacertainamountagainsta
givenstandard,sofá法standardservesasthedivisor.Whenitis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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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keacertainamountasshí實(thedividend)andacertainamount
asfá法(thedivisor),itismeanttododivision.

(3)Thischapteristofindthewidthfromthelengthandareaofa
rectangle.Letthelengthbe30bù步,andtheareabeonemǔ畝 (240
squarebù步),thenthewidthis240÷30=8(bù)

2.4啓從(縱) 廣廿三步,為啓從(縱)【幾何】求田四畝∠? 【曰:卌
一步廿三分步之十七】。术(術)曰:直(置)四畝步數【為實】令如廣步數

【為法】,而得從(縱)一步,不盈步者以廣命分∠。復之,令相乘也,160
有分步者,以廣乘分子,如廣步數得一步。161
廣八分步之六,求田一<七>分之四。其從(縱)廿一分之十六。廣

七分步之三,求田四分步之二。其從(縱)一步六分步之162

一。求從(縱)术(術):廣分子乘積分母為法,積分子乘廣分母為

實 ,(實)如法一步∠。【復之】,節(即)以廣、從(縱)相乘,凡[凡]令分

母相乘為法,分子相乘為實 ,(實)如法一。163

Qǐzòng啓從(縱)(Findinglength)⑴

Ifthewidthofafarmlandistwenty-threebù步,whatshouldthe
lengthbeinordertomakethefarmlandfourmǔ畝? Theanswer
says:Forty-onebù步andseventeentwenty-thirdsofonebù步.⑵The
algorithmicrulesays:Setonthecountingboard⑶theamountoffour
mǔ畝insquarebù步asshí實(thedividend),andtheamountof
widthinbù步asfá法(thedivisor),andeachtimeshí實(thedivi-
dend)accommodatesfá法(thedivisor),obtainonebù步inlength;⑷

Whenshí實(thedividend)doesnotaccommodatefá法(thedivisor),

namethefractionwiththewidth⑸.Tocheckthiscomputation,mutu-
allymultiplythewidthandtheproperpartofthelength⑹;(Slipno.
160)asforthefractioninbù步,multiplythenumeratorwith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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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thanddividebythewidthinbù步.⑺(Slipno.161)

Ifthewidthofafarmlandissixeighthsofonebù,inorderto
makethefarmlandfourseventhssquarebù步,thelengthshouldbe
sixteentwenty-firstsbù步;Ifthewidthofafarmlandisthreesev-
enthsofonebù步,inordertomakethefarmlandtwofourthsofone
squarebù步,thelengthshouldbeonebù步andonesixthofonebù
步.(Slipno.162)Thealgorithmicruleforfindinglengthsays:Take
thenumeratorofthewidthtimesthedenominatoroftheareaasfá法

(thedivisor),andthenumeratoroftheareatimesthedenominatorof
thewidthasshí實(thedividend);Andeachtimeshí實(thedividend)

accommodatesfá法(thedivisor),obtainonebù步inlength.⑻ To
verifythiscomputation,justmutuallymultiplythewidthandlength:

Letthedenominatorsmutuallymultiplyasfá法(thedivisor),letthe
numeratorsmutuallymultiplyasshí實(thedividend),andeachtime
shí實(thedividend)accommodatesfá法(thedivisor),obtainone
squarebù步.

Notes:
(1)Findinglengthmeanstofindthelengthofarectanglefromits
knownareaandwidth.

(2)Thebambooslipdoesnothavetheanswer,whichisherepro-
videdaccordingtothecomputationoftheknownareaand
width.

(3)Countingboards(andcountingrods)arecomputationdevices
usedbyancientChinesepeoplebeforetheinventionofaba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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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forhowtheyareused,refertoGuoandDauben2013。①
(4)Thismeanstodividethedividendbythedivisor,which
resultsinthelengthinbù步.

(5)Thistellshowafractioncomesintobeing:Ifthedividend
doesnotdividethedivisorevenly,usetheremainderasthe
numerator,andthedivisorasthedenominatortomakea
fraction.NotethatinChinese,tonameaperson,thefamily
namecomesfirstbeforethegivennamewhiletheoppositeis
trueinEnglish.Similarly,tonameafraction,thedenomina-
tor(thedivisor)comesbeforethenumerator(theremainder)

asin廿一分之十六niànyīfēnzhīshílìu(Slipno.162):廿一

(twenty-firsts)分之(fractionsymbol)十六(sixteen),which
readsinEnglishsixteentwenty-firsts.Itseemsasifthede-
nominator(thedivisor)functionsasthefamilynamewith
thenumerator(theremainder)asthegivenname.

(6)Chéng乘isatechnicaltermofChinesemathematics,meaning
tomultiply.Thenamingofthistermisbasedontheresem-
blancebetweentheway multiplicationisconductedonthe
countingboardandthewaythegraph乘isformed.Toperform
multiplication,say,9times7,setupthreepositionsonthe
countingboard:theupperpositionfor9themultiplicand,and
thelowerpositionfor7themultiplierwhileleavingthemiddle
positionvacantfortheproduct:

·034·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七輯)

①GuoandDauben2013:GuoShuchun,col.andJosephW.Daunben,trans.,NineChap-
tersontheArtofMathematics(I),LiaoningEducationPress,2013,pp.81-86郭書春註,[美]

JosephW.Dauben英譯《九章筭術》(I),遼寧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86。



9

7
Thenmultiply9by7,theproductis63andentertheproductin

themiddleposition:
9
63
7

Thegraph乘,oneofwhoseancientformsis ,reflectstheim-
ageofapassengerascendingacarriage。①Sowhentheupperand
lowerpositionsaresetuponthecountingboardreadyfortheproduct
tobeenteredinthemiddleposition,itlookslikeacarriagereadyfor
itspassengertogeton;whentheproductisenteredinitsplace,it
lookslikeapassengeronboardthecarriage.

(7)Thecomputationisdoneasfollows:

4×240÷23=411723
(bù)

Tochecktheabovecomputation:
23×41+17×23÷23=960(squarebù)=4(mǔ)

(8)Thisruleactuallyexplainsa wayofdividingfractions:
Multiplythedividendwiththereciprocalofthedivisor.Takethefirst
questionasanexample:

4
7÷

6
8=

4
7×

8
6=

16
21
(bù)

Toverifytheabovecomputation:
6
8×

16
21=

6×16
8×21

=47
(squareb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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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方田 田一畝方幾何步∠? 曰:方十五步卅一分步十五∠。术

(術)曰:方十五步不足十五步∠,方十六步有徐(餘)十六步。曰:並贏、
不足以為法∠,不足185

子乘贏母,贏子乘不足母,並以為實,復之,如啓廣之术(術)。186

Fāngtián方田(Squarefarmland)⑴

Asquarefarmlandisonemǔ畝.How manybù步istheside?

Theanswersays:Thesideisfifteenbù步andfifteenthirty-firstsof
onebù步⑵.Thealgorithmicrulesays:Ifthesideisfifteenbù步,the
deficitisfifteenbù步;Ifthesideissixteenbù步,thesurplusissix-
teenbù步;Thatis,combinethesurplusanddeficittomakefá法

(thedivisor);multiplyzǐ子(numerator)ofthedeficit(Slipno.185)

withmǔ母(denominator)ofthesurplus,multiplyzǐ子(numerator)

ofthesurpluswithmǔ母(denominator)ofthedeficit;Combine⑶the
productstomakeshí實(thedividend).⑷Toverifythecomputation,

doasthealgorithmicruleforfindingwidth.(Slipno.186)

Notes:
(1)Thischapteristofindthesideofasquarefromtheknownar-

ea.
(2)Sofar,wehaveseenvariedwaysofexpressingfractionsin

thetranslatedchapters.Thesefractionsarelistedandtheirstructures
areanalyzedas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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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er Proper fraction Slipno.

Numerals Measure Denominator
Fraction

symbol
Measure

Fraction

symbol
Numerator

n/a n/a
八

eighths

分

Fēn

步

bù

之

zhī

六

six
162

n/a n/a
七

sevenths

分

Fēn

步

bù

之

zhī

三

three
162

n/a n/a
四

fourths

分

Fēn

步

bù

之

zhī

二

two
162

一

one

步

bù

六

sixth

分

Fēn

步

bù

之

zhī

一

one
162

二

two

寸

cùn

廿五

twenty-fifths

分

Fēn

寸

cùn
n/a

十四

fourteen
153

七

seven

寸

cùn

五

fifths

分

Fēn

寸

cùn
n/a

三

three
153

七

seven

寸

cùn

五

fifths

分

Fēn

寸

cùn
n/a

三

three
154

二

two

寸

cùn

廿五

twenty-fifths

分

Fēn

寸

cùn
n/a

十四

fourteen
154

十五

fifteen

步

bù

卅一

thirty-firsts

分

Fēn

步

bù
n/a

十五

fifteen
185

n/a n/a
七

sevenths

分

Fēn
n/a

之

zhī

四

four
162

n/a n/a
廿一

twenty-firsts

分

Fēn
n/a

之

zhī

十六

sixteen
162

  Fromtheabove11examples,wecansee,inmostcases,the
fractionsymbolfēn分isfollowedbyameasure.Andsecondlythere
arethreevariedmethodstoexpressf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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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Denominator
Fractionsymbol分

fēn
Measure

Fractionsymbol之

zhī
Numerator

1 + + + + +

2 + + + - +

3 + + - + +

  ThesetwopointsreflectsomefeaturesoftheearlystageofChi-
nesemathematics.

(3)Bìng 並 is a technical ter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athematics,whichrefersto“performaddition”.Oneoftheancient
formsofBìng並is .Thegraphlooksliketwopersonscomingto-
getherstandingsidebyside,①andthusthemeaningof“combine”is
originatedandthenextendedto“performaddition”.Pleasenotethat
inSuànshùshū筭數書TheBookofMathematics,thealternativesfor
Bìng並arecóng從andhé合(forboth,seeSlipno.21),butnotthe
standardtermofmodernChinesemathematicsjiā加.

(4)Yíngbùzú贏不足(surplus-deficitmethod)whichisso-called
FalsePositionMethodintheWest.Thismethodconsistsoftrialand
error.Here,thefirsttrialis15bù步withanerror(surplus)of15bù
步,andthesecondtrialis16bù步withanerror(deficit)of16bù步.
Thecreatorofthischapternamedtheerrorszǐ子(numerators),and
thetrialsmǔ母(denominators)asshownbelow:

·434·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七輯)

①SeeDuan2006,p.501.



Surplus Diagonalmultiplication Deficit

mǔ母

(denominator)
Error(E1)

15

zǐ子

(numerator)
Trial(T1)

15

Error(E2)

16

mǔ母

(denominator)

Trial(T2)

16

zǐ
子(numerator)

  Whatthecreatormeansistocombinetheamountofsurplusand
thatofdeficitasthedivisor,diagonallymultiplythenumeratorsand
thedenominatorsandcombinetheirproductsasthedividend.Name-
ly,

E1×T2+E2×T1

E1+E2
=15×16+16×15

15+16
=151531

(bù)

Tocheckthecomputation:

151531×15
15
31=

230400
961 =239

721
961

(squarebù)

Comparedwiththeoriginalareaof1mǔ畝 (240squarebù步),

thereisaslighterrorof
240
961squarebù

步.

2.6里田 里田术(術)曰:里乘里 ,(里)也,廣、從(縱)各一里,即
直(置)一因而三之,有(又)三五之,即為田三頃七十五畝∠。其廣從

(縱)不等者,先以里相乘,已 187

乃因而三之,有(又)三五之,乃成。今有廣二百廿里,從(縱)三百五十

里,為田廿八萬八千七百五十頃。直(置)提封以此為之。188
一曰:里而乘里 ,(里)也,壹三而三五之,即頃畝數也∠。有(又)曰:里
乘里 ,(里)也,【因而三之】,以里之下即予廿五因而三之,亦其頃189

畝數也。曰:廣一里、從(縱)一里為田三頃七十五畝。190

·534·
SixareachaptersofSuànshùshū筭數書TheBookofMathematicsfrom

ZhangjiashanHanDynastytomb247:Analysis,Englishtranslationwithnotes



Lǐtián里田(Farmlandmeasuredinlǐ里)

ThealgorithmicruleforLǐtián里田(Farmlandmeasuredinlǐ里)

says:Onelǐ里timesonelǐ里isonesquarelǐ里;Ifthewidthand
lengthofafarmlandarebothonelǐ里,thensetonthecountingboard
onesquarelǐ里andmultiplywiththree,andmultiplywithfivethree
times⑴,whichresultsinafarmlandofthreeqǐng頃andseventy-five
mǔ畝;Ifthewidthandlengtharenotequal,firstlymultiplythe
widthandlengthinlǐ里,then(Slipno.187)multiplywiththree,

multiplywithfivethreetimes,anditiscompleted.⑵

Thereisafarmlandtwohundredandtwentylǐ里inwidthand
threehundredandfiftylǐ里inlength.Thenitmakesafarmlandof
twohundredandeighty-eightthousandsevenhundredandfiftyqǐng
頃.Tocalculatetheareaoffiefs,usethisrule.(Slipno.188)

Anotherrulesays:onelǐ里timesonelǐ里isonesquarelǐ里,

multiplywiththreeandmultiplywithfivethreetimes,whichresults
intheamountofqǐng頃andmǔ畝.⑶

Anotherrulesays:onelǐ里timesonelǐ里isonesquarelǐ里,

andmultiplywiththree;belowtheareainlǐ里settwenty-fiveand
multiplywiththree;doingthisalsoresultsintheamountofqǐng頃

andmǔ畝.⑷Theruleregulates:onelǐ里inwidthandlengthmakesa
farmlandofthreeqǐng頃andseventy-fivemǔ畝.

Notes:
(1)三五(sānwǔ)istechnicallymeanttodoexponentiationwith

fiveasthebaseandthreeastheexponent.Namely,53.
(2)Thepurposeofthischapteristofindtheareaofsquare/rec-

tanglefromthewidthandlengthbothmeasuredinlǐ里,andto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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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theareameasuredinsquarelǐ里intothatinqǐng頃andmǔ畝.
Thisisdoneasfollows:

1lǐ×1lǐ=1(squarelǐ)

1×3×5×5×5=1×375=375(mǔ)=3qǐng75mǔ
(3)Bymeansofthisrule,thecomputationisdoneasfollows:

220×350×3×5×5×5=28,875,000(mǔ)=288,750(qǐng)
(4)Bymeansofthisrule,thecomputationisdoneasfollows:

220×350=77000(squarelǐ)

77000×3=231,000(qǐng)

77000×25×3=5,775,000(mǔ)=57,750(qǐng)

231000+57,750=288,750(qǐng)

·734·
SixareachaptersofSuànshùshū筭數書TheBookofMathematicsfrom

ZhangjiashanHanDynastytomb247:Analysis,Englishtranslationwithnotes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徵稿啓事
及文稿體例要求

  本刊是專門刊發出土文獻研究論文的學術刊物,尊重學術自由,鼓
勵學術爭鳴,歡迎賜稿。來稿請按如下體例要求:

1.繁體行文,請一定注意規範使用繁體。正文繁宋(繁體宋體)小四

號字,1.5倍行距。

2.來稿請提交紙本和電子本各一份;電子本可為郵件形式或磁片形

式,請 WORD形式和PDF形式一並提交。

3.當頁注腳,每頁重新編號,注碼形式為:①②③……

4.標題下一行是作者名,作者簡介位於文章第一頁注腳,如:
張顯成,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教授 重慶 400715。

5.正文前列“摘要”。字數以二三百字爲宜。
6.如本文的寫作得到他人或某項科研基金的資助,請於注釋之前注

明。如:
本文的寫作得到國家社科項目資助,項目編號:……

7.期刊類引文出處標注順序:作者、文章名、期刊名、期數。如:
劉曉南《先秦語氣詞的歷史多義現象》,《古漢語研究》1991年第

3期。

8.集刊類引文出處標注順序:作者、文章名、集刊名、輯數、出版社、
出版時間。如:

·834·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七輯)



李銳《讀簡散劄》,《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三輯,巴蜀書社,2008年。

9.專著類引文出處標注順序:作者、專著名、出版社、出版時間、頁
碼。如:

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中華書局,2004年,頁6。
陳松長《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

年,頁2—6。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修訂譯本),北

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375。

10.引用古籍,有篇名者注明篇名,無篇名者注明卷名,引用字書注

明部名,引用韻書注明韻名,書名和篇名(或部名、韻名)之間用中圓點

“·”隔開,如:
《左傳·昭公十八年》
《周禮·秋官·冥氏》
《爾雅·釋詁》
《說文·木部》
《廣韻·東韻》
[宋]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卷五,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1986年。
《資治通鑒》卷一八五《唐紀一》“貞觀元年”條,北京:中華書局標點

本,1956年。

11.引用出土文獻出處的標注:
引用甲骨文標文獻名及片號,如:《甲骨文合集》10408正(或《合集》

10408正)。
引用簡帛標文獻名及簡號或行弟號,如:《居延新簡》EPT1·1·1、

《武威漢代醫簡》8-9。
敦煌卷子標卷號,如:P3847(或:伯3847)、S2659(或斯2659)。

12.外文專著和期刊的標注:

·934·《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徵稿啓事及文稿體例要求



T’ung-tsuCh’ü,HanSocialStructure,SeattleandLondon:
UnivesityofWashingtonPress.1972,P.121.

LawrenceStone,“TheRevivalof Narrative:Reflectionsona
NewoldHistory”,PastandPresent,85November1979.

13.電子文獻的標注:
張俊民《居延漢簡冊書復原研究緣起》,簡帛研究網http://www.

jianbo.org/showarticle.asp? articleid=1243,2006-09-21.
14.文中若有圖片文字,請一定要清晰,符

合出版標準,不能簡單地將圖版上的照片文字

複製插入文中,應將所用圖片文字進行處理

(或摹寫,或用電腦脫去底色),除拓片文字外,
不能有底色。若有文字以外的圖片,也同樣一

定要清晰。
如右圖左右兩欄的圖片文字,1欄不清晰,

不符合出版要求;2欄清晰,符合出版要求。

15.文中出現的古文字形及造字請做成圖

片格式(不要使用編碼方式造字)。

16.文中的圖片、表格如果超過一個,請分別用“圖1”、“圖2”……及

“表1”、“表2”……的形式標明圖片、表格的序號,在圖片、表格後注明資

料來源。

17.來稿請另紙或於稿末注明作者真實姓名、通訊地址、郵政編碼、
電子信箱、手機電話,以便聯繫。

18.來稿請寄:重慶北碚西南大學文獻所《出土文獻綜合研究》編輯

部,郵政編碼400715。E-mail:ctwxzhyj@163.com。

·044·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七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