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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文史哲»杂志创办于１９５１年５月,起初是同人杂志,自办发

行,山东大学文史两系的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童
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先生构成了最初

的编辑班底,１９５３年成为山东大学文科学报之一,迄今已走过六

十年的历史行程.

由于一直走专家办刊、学术立刊之路,«文史哲»杂志甫一创刊

便名重士林,驰誉中外,在数代读书人心目中享有不可忽略的地

位.她所刊布的一篇又一篇集功力与见识于一体的精湛力作,不
断推动着当代学术的演化.新中国学术范型的几次更替,文化界

若干波澜与事件的发生,一系列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的提出与讨论,

都与这份杂志密切相关.«文史哲»杂志向有与著名出版机构合

作,将文章按专题结集成册的历史与传统:早在１９５７年,就曾与中

华书局合作,以“«文史哲»丛刊”为名,推出过«中国古代文学论

丛»、«语言论丛»、«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司马迁与史记»等;
后又与齐鲁书社合作,推出过«治学之道»等.今者编辑部再度与

商务印书馆携手,推出新一系列的“文史哲丛刊”,所收诸文,多为

学术史上不可遗忘之作,望学界垂爱.

文史哲编辑部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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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

宋　健

　　国务院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列为“九五”重点,得到历

史和考古学界的热烈支持.自忖历史知识浅薄,没有多少发言权.

但想到,中国古代文明属于全民族,属于世世代代的人民,是全人

类珍贵的遗产.读史爱国,人人有责.在“工程”开始实施之际,不

揣浅薄,发一点议论,奉闻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实出自为历

史科学效劳的至诚.

爱国需要读史.人们说,无论是学社会科学的,学自然科学

的,都应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历史上写着中国的

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学习和了

解历史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五千年历

史进程的炼凝荟萃而成.欧洲人也认为希腊史诗是他们文化的渊

源.欧洲的伟大文学家,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到歌德,借古希

腊、古罗马的神话和历史题材,创造也不朽的作品.欧洲各国现代

语言中充满了与古代神话和历史有关的词汇,广泛用于政治、经

济、军事、科学和商业中,如“阿波罗”登月,“三叉戟”核潜艇,“阿喀

琉斯之踵”等等,比比皆是,成为欧洲文化的一部分.最近,２月４

日,尼泊尔政府发表公告云,五国考古学家发掘证实,佛祖释迦牟

尼公元前６２３年降生地在尼泊尔南部兰毗尼园菩提树下,是“惊人



的考古成就”.比兰德拉国王伉俪立即去现场主持仪式,耗巨资创

立国际研究中心,可见事态之重大.

几年前我访问印度,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托尔巴博士(Dr．

MostafaTolba,埃及人)和我一起参加印部长举行的欢迎宴会.托

兴奋地致词曰:“我们,三个最伟大的文明古国的代表欢聚,具有历

史意义,因为保护环境是我们古代文明的要义.”听他的话,不胜荣幸.

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我读科学史多些.李约瑟博士,中国科

学院外籍院士,曾公开声明皈依中国文化,并解释道,这是经过几

十年的研究和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１９８６年１１月,他最后一

次访问北京,惠赠我«李约瑟文集»一册,是潘吉星先生编译的,由

他本人作序,答名为“十宿道人”———李约瑟.伴他来华的新闻记

者坦普勒(RobertK．G．Temple)也送我他写的书,叫«中国———

发现与发明之邦»(China:LandofDiscoveryandInvention,

１９８６).书中有一段话,标题为“西方欠中国之债”,大意是,李约瑟

的研究解开了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未曾知晓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迷

惘.当代世界文明是由中国历史文明和欧洲文明综合而成.当

１７世纪西方传教士向中国皇帝敬献钟表时,中国人感到惊奇.殊

不知最早发明机械表的正是中国人自己.欧洲的农业、造船、采

油、多级火箭、大炮、降落伞、造酒、造纸、印刷、象棋、蒸汽机原理、

天文学、十进制数学、算盘等等,都是文艺复兴以来从中国进口的.

没有中国的造船技术、指南针和其它发明,欧洲１７世纪以来的各

种发明创造和产业革命都根本不可能发生,也不会有英国的骑士

时代和殖民帝国时代.

读这些话,炎黄子孙都会感到荣耀.坦普勒用的不是科学家

的语言,但这与马克思的话是一致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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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

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

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

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经济学手稿»,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

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不同,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战

乱、暴政、外族入侵和水旱灾疫,都未能阻止她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东周列国,争战五个世纪,处士横议,诸子百家,文伦大爆发.秦始

皇焚书坑儒,坑灰未冷山东乱,接着是汉文化的大繁荣.两晋南北

朝,天下大乱三百年,涌现出一大批数学、天文、医学等领域的科学

家和工程师.至１２世纪宋辽金元族际争斗又两百年,民族文化未

被窒息,仍有悲壮浑雅的金格元曲传世.据水利部统计,从公元前

２０６年到１９４９年,中国发生过１０２９次大水灾,一片汪洋,生灵殆

尽;发生过１０５６次大旱灾,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中华文明是任何

灾难都打不断的链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碍她的生存和发展.她

是一部长卷史诗、无穷画卷,是人类知识、智慧和科学技术的不尽

源泉.她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造化伦理道德,形成强大的凝聚

力,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溶

化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

关于中国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与李约瑟院士同时代的很多中

国老一代科学家都作出过重要贡献.现在,科研部门、高等院校、

文化部门都有一大批科学家在从事研究.李约瑟院士为中国科学

史研究开创了新的时代,但并不是终结.后人仍将从中国古代文

明中汲取不尽的智慧和启迪.吴文俊院士近年关于数学定理的机

械化证明,取得世界公认的新成就,正是研究中国古代数学«九章

算术»和现代计算机的成功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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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李学勤同志的«走出疑古时代»,使人强烈感到,与世界其

他古代文明比较,我国史学界对秦前的系统研究不足.最大的缺

憾是自司马迁以来未建立三代纪年,没有正式公布过西周共和元

年(前８４１年)以前的纪年参考体系.日本人有«尧舜禹抹煞论».

西方有人说,中国古代史从西周共和元年始.也有善论者称中国

古代史尚处于扑朔迷离的雾霭之中,神话与传说杂陈,不见科学面

目.

英人罗伯兹(J．M．Roberts)编著、１９９３年出版的«世界史»

(HistoryoftheWorld)中说:“一致公认,中国的文明史从商开

始.长期以来这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因为中国只有公元前８

世纪以后的纪年,没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样的纪年表.”他还说,商朝

于公元前１７００年左右统治河南一带约４万平方英里(１０４０００平

方公里)的地域,比英国今天面积还小.商代是美索不达米亚古文

明以东的有证据的唯一文明,可能于前１０２７年为周朝所灭.罗伯

兹所指的证据是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美国伊里诺依大学斯塔尔(ChesterG．Starr)等编的«世界

史»(AHistoryoftheWorld,１９６４)中说,中国的古代文明比美索

不达米亚晚,是受到后者影响而发.中国的青铜器出现在公元前

１５００年左右.炼铁技术是１０００年后从西方传入的.从未有过毛

制品和奶制品.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商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作

者们说,商年代为公元前１５２３年至前１０２７年,安阳出土文物是唯

一的物征.

所有认知自己的祖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炎黄子孙们,部分

历史学家可能除外,对外国人的这些说法会愤斥之为浅薄.读了

几本现代中国人写的史书才明白,外国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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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历史学界自己的迷茫和纷乱.

太史公司马迁,览尽石室金匮,广采民间遗存,整齐百家杂

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深考论次,忍辱负重而作千秋«史记».

自清末以来,中国治史学者对前三篇,即«五帝本纪»、«夏本纪»

和«殷本纪»,以及«书»、«礼»等文献记录,有信的,有疑的,有释

的,也有根本否定的.作为外行读史,我从几本可靠的典书中摘

记少许如下.

由毛主席倡议、周总理督编的«辞海»后附“中国历史纪年表”,

是从西周共和元年开始的.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把五帝、夏都列为“传说”.夏、商

的年代后画上了(?)号.夏代遗迹视为“假设”.

郭老１９２９年曾断言:“«尚书»是开始于唐、虞,«史记»是开始

于黄帝,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起头.”

(«郭沫若全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的大学教科书«世界史古代史»,有

世界古代史比较表一张.前２１世纪栏内有“禹传子启,夏朝建立”

八个字.在前１７世纪栏内也有“商汤灭夏,商朝建立”八个字.表

中不见了五帝,忽略了黄帝.

有近代史学家自称为疑古派,索性改名为“疑古”,与十宿道人

形成对照.

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唐朝张守节作«史记正义»,认定中华文

明从黄帝始,成为唐后１０００多年各代政治家和治史学者之共识.

张守节还算出,从黄帝到西汉天汉四年共２４１３年,即黄帝纪元始

于前２５１０年(«史记正义序»).吴泽先生将商代断为前１７６６年

至前１１２２年,共６４４年.他说,“过去许多人终是喜欢无条件疑

７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　



古,好像夏殷周三代历史,‘文献不足’,‘靡得而记’不能研究,就是

‘正史’里的«尚书»、«史记»等,有关夏代商代的历史纪事,也认为

不足凭信.不作科学的考古,不触及史实,全盘取消,态度上是欠

严谨的”.“«史记殷本纪»所载帝王名字与甲骨文中所载殷帝王

的名谥,差不多完全符合,就是世代的次序,也大体一致,无何差

异.«殷本纪»所载殷帝王名谥、世次等,甲骨文字差不多都给以证

明不误了.”(«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棠棣出版社１９５１年版)

尹达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

全属伪造? 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是

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他认为,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

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尹

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５０页;李学勤:«走

出疑古时代»,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３页)

最使炎黄子孙们迷惘的,莫过于忽略黄帝的存在.

陕西有黄帝陵,中华人文始祖的象征,近年正按国务院决定进

行修葺.春秋以后两千七百多年来,赴黄陵祭祖者络绎不绝.汉

武仙台,悠乎屹立.从秦文公(前７５６年)到清朝,历代帝王祭陵昭

祖者史录７６次,留存碑文３０余方.

１８９４年中日海战,清廷败签«马关条约»,割台湾予日本.台

胞奋起抗争,抗日领袖丘逢甲“上书宰相毁苛约,落日来登黄帝

陵”.

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毛泽东手书祭文,向轩辕黄帝宣誓曰:“维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抗日红军

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

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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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祭文最后说:

“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主权.

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监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黄陵还存有鲁迅的诗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

辕.”是为１９０１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签«辛丑条约»后,鲁迅愤

书于日本.

在炎黄子孙的眼里,古代那么多而详的关于黄帝的纪录,名谥

世次、妻、子名姓俱全,史实清楚,可信可鉴.有些历史学家的著述

与此迥然不同,很煞风景.

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一重大事件,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直接有

关.１９０５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在东京办了«民报».为与清朝划

清界限,改用了从黄帝开始的纪年,把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定义

为“中国开国纪元４６０３年”.在首页印了“中国民族开国之始祖,

世界第一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画像.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成功,孙

中山先生于１２月２９日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正式决定中华民国

改用按«民报»推算的黄帝纪年,通令全国执行.中华民国元年定

为黄帝４６０９年.依此,黄帝纪元开始于公元前２６９８年.这大概

是由当时在东京的史学家推算的,由于«民报»的威望,为多数革命

家所接受.孙中山通电发出后,各省群起响应,各地报纸改用新纪

年.但江苏的历史学家另有推算,认为１９１１年是黄帝４４０２年,江

苏报纸采用了自己的纪年,比“法定”晚了２０７年.另有黄藻编辑

的«黄帝魂»一书,初版于１９０３年,后多次出版,影响很大.其中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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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由别的历史学家推算的黄帝纪元,民国元年定为黄帝４６２２年,

比法定纪元又早了１３年.可见,当时各地历史学家众说纷纭,没

有一致意见.后来黄帝纪元没有用下去,不知史学界意见不一致

是否是原因之一.

中国史学界对自己的古代史研究不够,在各种场合总令人不

适.去年,我访问非洲,途经埃及,杨福昌大使陪我看了古埃及卢

克索遗迹.从１７９８年拿破仑入侵时发现罗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

字,于１８２２年译出,经过１００多年的研究,埃及古代史断代已基本

解决.法、英、德国的考古学家作出了不小贡献.古王朝 (前

３２００—前２７００)的纪年是粗估.第三王朝孟菲斯时代(前２７５０)精

度为数十年.第五—六王朝的赫利波利斯时代 (前 ２４００—前

２３７５)精度达到十年以内.第七—十王朝以后(前２２８０—前２０５０)

精度已为数年.第十二王朝(前１９９１—前１７８６),是帕克(R．ParＧ

ker)据古文献纪录:某王登位的第７年第８个月第１６天天狼星在

东方升起时的月相,计算出来的,标明精度为±６年.中国“三代

以上,人人知天文”(清顾炎武语),中国天文学家为何不根据中国

丰富的古代天文纪录算出夏商周三代纪年?

去年访问以色列,认识了以科学院副院长特德莫(H．TadＧ

mor).他是亚述学家,中东和以色列古代史专家.他出生于哈尔

滨,视中国为半个故乡,对中国古代史兴致很浓.他给了我一个材

料,由于１９世纪中叶识译了亚述巴尼拔(前６６８—前６２５)王宫馆

藏泥版文书上的楔形文字,借助天文学,解决了古巴比伦王国阿卡

德(前 ２３７８—前 ２３７１)以 后 的 精 确 纪 年.对 古 亚 述 (公 元 前

３１００—前１６００)是粗估.巴比伦第一王朝第十个王的在位时间是

由天文学家根据对金星的文献纪录算出来的(H．Tadmor,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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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HistoryofJewishPeople,Vol．Ⅱ,Israel,１９７１).特德莫

最近还来信表示愿参加中国古代史纪年研究.席泽宗先生在«科

学史八讲»中有关于古巴比伦王国第六王汉谟拉比(Hammurabi)

在位时间的天文计算情况.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与埃及和两河流域相差如此之大,引起社

会各界不安.近几年,民间巷里,科技团体,怏史学界之迟疑,怨众

贤之蹒跚,无奈自编三代纪年.河南新郑,“黄帝故里”,自制黄帝

纪年,国内外抄录者纷至沓来.王光英副委员长给我一张中英文

对照纪年表,定夏为前２２０５—前１７６６,据说是广州某公司所印,广

为传播.青岛化工学院一位工程师拟出版研究成果“历史纪年

表”.袁晓园女士最近疾呼史学界勘定黄帝纪年作为中国参考纪

年(«光明日报»１９９５年１月２日).冰积泉涌,激扬风起,反映了

社会各界的急切.

今天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条件大大缩短这个差距,以飨社

会之急需.

首先,新中国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近几十年,仰韶晚期

(前３０００)、大汶口晚期(前２８００—前２４００)、百多处龙山文化遗迹

(前２８００—前２０００)和二里头夏代文化的重大发现,为古代研究提

供了全新的视野和佐证.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先生认为,考古学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

应在三代史上,这是中国考古中最主要的关键问题之一(张光直:

«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４页).考古学家们若

近期集中力量于三代,必能作出新的突破性贡献.

天文学能提供比过去更强有力的支持.现在计算机能力很

强,任何有规律可循的古代天文现象纪录都可以极快地算出.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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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天文台张培瑜先生已编出«３５００年历日天象»(１９９０年),记公

元前１５００—公元２０５２年的合朔、满月、分至、八节、日蚀表.倘若

用他的计算程序,向前再推１５００年,不会费太大力气.

席泽宗先生给我的一个材料说,张钰哲先生曾认定«淮南子»

记“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当发生在公元前１０５７年３

月１４日哈雷彗星回归之时.贵州工学院葛真先生１９８０年核算

«竹书纪年»中“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当为前８９９或前９２５年某

日之晨的日蚀.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彭瓞钧、洛杉矶加州大学周鸿翔及英国德

兰姆大学(UniversityofDurham)丘锦程合作计算,前８９９年４月

２１日凌晨５时４８分发生日蚀,陕西一带可见.台湾清华大学黄

一农先生核算古文献所记,夏禹时“星累累若贯珠,焕焕如连璧”,

是发生于前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６日至３月９日,五大行星同时可见于

张角小于４．３度的天空.这与美国班大卫(DavidW．Pankenier)

于１９８２年的计算相同.班曾提议把夏初定为前１９５３年.

研究三代史,需要建立一个年代坐标系,确定一些纪年坐标

点,天文学家们能够为此作出极有价值的计算.

席泽宗先生说得好,彻底解决三代断代问题,要考古、历史和

天文、计算专家合作,经过艰苦努力,定能做出成绩.

现代物理学对考古可以提供比过去更多、更有力的帮助.碳

十四、钾氩、铀系、穆斯堡尔谱、中子活化、热释光、古地磁、氧同位

素比等现代断代技术已广泛采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考古学家和物理

学家已作出过很大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北京大学近年建成

了加速器质谱仪(AMS),８０年代初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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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质谱仪投入运行.这些新的装备为科学考古工作提供了强

大的科学武器.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十分重视中国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

共和国建国伊始,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保护和发掘历史文物的法

令和规范,建立了管理和研究机构,培训考古人员,在大学设专

业,培养高级人才,开展了新的考古发掘工作.经过４０多年的

努力,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强大的考古和历史研究队伍和科学力

量.仅考古研究单位就有５０多个,１６００多人,与发达国家相比

也毫不逊色.

经过１００多年数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最近４０多年卓有成效的

工作,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已取得极其丰富的成就.处于世纪之交

的“九五”期间,应该做一个总结,对三代纪年这个关键问题归纳出

一个轮廓.

对这一工程的实施,我冒昧提出下列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精力于关键问题.

五千年的文明史,渊邃浩瀚,是长远的研究对象,有取之不尽的研

究题材.当前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三代纪年问题.欲五年完成,

时间很短.应集中精力于总结近几十年考古发掘、甲骨金文、竹书

等新的考古和历史科学研究成就.必要时,可部署新的发掘,对重

点遗迹文物,集中力量进行研究.当前资源有限,须有效利用.面

不宜铺得太大,可有可无的项目暂时不做.对主题关系不大的研

究,试验、发掘等可留给后人,他们会做得更好.

第二,提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毫无疑问,完成此工

程主要靠历史和考古学家,自然科学有关专业应参与协同.可综

合调度使用我国已建成的物理、化学、地学、天文学等现代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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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确系必要者外,能不新建的不必新建.计划定得太大,会影响预

定目标的实现.

第三,实施断代工程,宜集中注意力于任务目标,不再引发大

的辩论.有些学术问题已辩论了１００年.周谷老告我,若是过去,

这题目本身就要引起争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进步潮流的推

动.“甚至那些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工业、商业和人们的感

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

志意识形态»)就连进化论和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都不能例外(E．

Mayr,TheGrowthofBiologicalThought,１９８２,p．５０１;席泽

宗:«科学史的纵深发展»,«科学史八讲»,第１２页).在伟大革命

时期,推翻帝制、涤荡封建、批判旧文化的大潮中,与社会政治、经

济联系密切的历史研究,必带有时代的特征.

五十年前的历史学家掌握的资料不如现在多,尚不知夏也有

文字、青铜器和城市,还没有现代科学方法.鲁迅说过,有些事前

人不知道,后人用不着替他们惭愧,也用不着隐讳.有人嘲笑古代

神话是迷信,或一切新学说皆必来自承袭,这与蔑视古代文化没有

什么两样(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卷一).郭沫若后来高

度评价５０年代西安半坡古文字雏形的发现(前２８００—前２１００),

认为这是汉字的起源.他称河南偃师二里头的考古发现(前

２０００—前１５００)“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郭沫若主编:

«中国史稿»第二编,１９７６年).郭老的科学精神是很值得赞扬和

效法的.

第四,坚持重大科学问题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我赞成成

立三个工作组,分别研究夏、商、周三代.工程后期每一工作组

都应提出一份研究报告.再由专家组在首席科学家的主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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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综合报告.应尽量达成一致意见.如有异议,允许保留,不

必强求一致,以多数通过为准.最后提交全国性学术团体讨论,

多数通过后发布,报国家备案.这大致是地质学断代标准文件

的起草、讨论和通过发布的程序.地学界的做法行之有效,很值

得参考.

不能设想这会是“最后的真理”.它只能是对中国古代史最新

研究的一个总结.经多数科学家通过并发布后,即可为今后的国

内外的历史研究、教学和社会各方面提供一个到目前为止比较可

靠的、可使用的系统纪年(chronicle,synchronism).如果以后有

新的发现、新的证据或新的研究结果,随时可以通过类似程序予以

修改,向全社会公布新表.这样做,符合学术民主精神和双百方

针,也符合重大科学决策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样,中国的历史

科学就能在统一社会文化、教育以至政治、外交事务等方面提供比

较可靠的科学依据.

三代断代工程中未包括五帝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倡议的黄帝

纪元是否能肯定? 轩辕黄帝的年代是否能确定? 炎黄子孙们寄希

望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能做出科学结论.如果难度很大,不妨

留给后人.无论如何,只有在夏、商、周纪年确定以后,人们才有可

能集中力量考察公元前２２００年以前的事.在现代数学中有一种

研究命题叫“不等式边界改进”.现在看到的记述是:“五帝,约前

２６世纪初—约前２２世纪末至约前２１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现代汉语词典»附录“我国历代纪元表”).这里用了三个“约”

字,其实都可去掉.按现代科学界的约定俗成,写成前２６００—前

２２００年,人们都会理解,只有最后一个非零位才是准确的.上述

写法等价于前２６００±９９—前２２００±９９年.这就是今天在古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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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古巴比伦纪年中实为约而不用“约”字的原因.无论如何,能去

掉一个“约”字,或把下界定出来,也是很大的功绩了.

(原载«文史哲»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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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杨春梅

一、“走出疑古时代”的提出和影响

１９９２年,李学勤先生在北京语言学院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表了

题为«走出疑古时代»的演讲,刊于当年«中国文化»第７期.文前

所加的“编者按”说:此文“痛感疑古思潮在当今学术研究中产生的

负面作用,于是以大量例证指出,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相当多古籍记

载不可轻易否定,我们应从疑古思潮笼罩的阴影下走出来,真正进

入释古时代”.① “走出疑古时代”、“进入释古时代”的口号由此正

式提出.

其中,李先生指出:“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

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是要肯定的.因为它把

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

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

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我想说的是,咱们今天

① «‹走出疑古时代›编者按»,«中国文化»１９９２年第７期.



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

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

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

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

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

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①

１９９４年,借«原道»杂志约稿之机,李先生又写了«谈“信古、疑

古、释古”»一文,“作为那次发言的补充”,进一步申述自己“大胆提

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原因”.在简要追溯了“疑古”之风悠久的历

史根源及流变过程之后,他评论说:“自宋以来,学者疑古,首在辨

古书之伪,其成效昭著,为人所共见.但是他们的辨伪,每每议论

纷纭,难于折衷,并且扩大化,以至如梁氏所说伪书极多,汉以前古

书几乎无不可疑,所谓‘东周以前无史’的观点于是产生”;“疑古一

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

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李先生极力

推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认为是重建古史的不二法门.他说:

“在史料审查上,我们主张要以‘二重证据法’来补充纠正疑古一派

的不足之处.疑古的史料审查,由于限于纸上的材料,客观的标准

不足,而‘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证明纸上之材料,这

本身便是对古书记载的深入审查.”他特别强调新出简帛书籍对

“走出疑古”的意义:“最近这些年,学术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战国

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大量发现的这种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

们有可能对过去古书辨伪的成果进行客观的检验.事实证明,辨

８１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１９页.



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有必要予以平反.”①

１９９５年,李先生将相关论文辑为一书,以“走出疑古时代”题

名,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７年,此书修订再版,流传颇广.

伴随李先生频繁的学术和社会活动及其相关著述的广泛传播,“走

出疑古时代”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席卷学术界,其影响之

大令国内外学术界刮目称奇.特别是１９９６年正式启动的“夏商周

断代工程”,使李先生和他的主张几乎家喻户晓.

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６日,工程的发起者、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

先生在工程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题目是«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

宋先生在讲话中对受“疑古”影响的中国史学界深表不满,认为他

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过于谨慎的态度及其观念“在各种场合总令人

不适”.特别像黄帝这样的古代帝王,在古代有那样丰富而详细的

记载,其“名谥世次、妻、子名姓俱全,史实清楚,可信可鉴”,可偏偏

“有些历史学家的著述与此迥然不同”,或者将其列为“传说”,或者

干脆忽略不述,“很煞风景”.他说“民间巷里”已经“怏史学界之迟

疑,怨众贤之蹒跚,无奈自编三代纪年”了,史学界没有理由不出来

承担责任,启动工程,“以飨社会之急需”.不过,他深知三代纪年

问题的纷纭复杂,也知道其中许多问题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

为了在既定时间完成既定目标,他主张“宜集中注意力于任务目

标,不再引发大的辩论”,并且“坚持重大科学问题上的民主集中制

原则”.宋先生特别提到«走出疑古时代»这本书,这实际上是整个

讲话、也是整个工程的基调.② 而这个工程实际的负责人即是工

９１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①

②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３４５—３４８页.
宋健:«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６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的发

言提纲»,«光明日报»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１日.



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对工程“走出疑古”的特

征,李先生也从不讳言.在不少地方,他都强调工程的一个主要目

的就是改变疑古思潮影响下对中国古代文明估计得偏低、偏晚的

倾向.也就是说,作为工程的领军人物,李先生很明确地把工程看

作是“走出疑古”的一个实质性步骤.

借着“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强势活动,“走出疑古”不仅把众

多学术门类纳于麾下,并且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对许

多问题予以重新探讨,而其焦点则在于对“疑古”的反思.李先生

自己始终没有否定“疑古”的“进步意义”,但这种所谓的“进步意

义”,只局限于“反封建”、“解放思想”的思想史意义,同时对“疑古”

在学术史上的“局限”、“不足”和所谓“副作用”也始终多予强调.

这种批评策略对“疑古”“进步意义”特别是学术价值的遮蔽和事实

上的抹杀是显而易见的,并直接导致了后来对“疑古”的全盘否

定,①引起学界强烈不满,结果逼得李先生不得不出来作些澄清.②

但私言既出,便成公议,始倡“走出疑古”的李先生已经无法阻止从

０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如廖名春先生即认为:“严格地说,古史辨运动本来是学术层面上的问题,但人

们往往从政治层面上来肯定它.本文写作的目的,只是提醒人们:即使从政治层面上

来评价古史辨运动,我们也不能只对它作正面的肯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备受外国霸

权的欺凌和压迫,这种欺凌和压迫最大莫过于对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打击.在这

一问题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试论古

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原刊«原道»第四辑,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又见«古史辨

学说评价讨论集»等书).
最近的一次澄清是在２００４年秋季的一次演讲中,李先生说:“大家都知道,我

曾说过一句话:‘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可给我带来大麻烦了,有很大误解.其实

我的意思是,疑古思潮本身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思潮,起了非常重要的进步影响,但我们

今天不能以疑古为限,只有怀疑没有建设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去论证,所以有些学者

不能限于疑古,而要释古.”李学勤:«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齐鲁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２
期.



侧重否定走向全盘否定的势头.“走出疑古”的主张招致诸多批

评,可以说多由此引起.“走出疑古”将其否定“疑古”的一面置于

突出的位置,虽足以震动视听,引起关注,但是也因此付出了不小

的代价,那就是将作为其立论根基的学术研究掩在了后面,使其合

理的一面难以得到真正的理解.

平心而论,李先生对“疑古”的评判与一般研究学术文化史的人

不同.“疑古”和“走出疑古”,说到底是对“古”的态度不同,而李先

生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评价“疑古”的时候,自己对“古”即是一位有

造诣的专家.因此,要评议李先生“走出疑古”的得失,必须结合他

对“古”的研究,才能了解他所以提出“走出疑古”的理由和根据.

二、“走出疑古”与三个命题

综观李先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大领

域:一是古代文明研究,二是古文献研究,三是学术史研究.而在

每一领域,他都提出一个相应的口号:一曰“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

明”,二曰“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三曰“重写学术史”.这三个领

域和与其相应的三大主张互相关联、彼此互动、相辅相成,形成一

个有机整体,而其总体特色,一言以蔽之,曰“走出疑古时代”.

(一)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１９８１年,在«人文杂志»和西北大学历史系联合召集的第二次

先秦史学术讨论会上,李先生作了题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的发言,收入１９８２年出版的«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李

先生在发言中指出:“建国迄今三十多年,考古工作的收获,不是以

１２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往所能比拟的.考古学新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已经提出很多有深

远意义的课题,这必将对人们关于古代的认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时机,现在业已成熟了.”①

“重新估价”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时间和发展的

程度,这也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李先生一切研究所关注的核心

问题.李先生认为学术界对此普遍的估计是偏晚、偏低,而新出土

的考古材料说明这种偏晚、偏低的估计不符合中国古代文明的实

际.流行的观念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于商代,但是从最近的发

现看,作为文明形成标志的一些要素,“在商代以前已有相当长的

发展过程,古代文明是否迟到商代才形成,值得重新考虑”.② 李

先生认为新发现的考古材料显示,中国古代文明不仅在商代以前

更早时期即已形成,而且其发展程度非常之高.

那么,“为什么学术界流行的传统观念总是把中国的古代文明

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呢”? 李先生认为,“这有着深刻的学术史上

的原因,应该从近代以来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去寻求答案”.

寻求的结果,李先生发现原因有两个:一“是不适当地套用了外国

历史的观点”,二“是盛行一时的经学今文学派的影响”.而李先生

关注的重点在后者.其批评的要点是:第一,批评今文学派“门户

之见”太深;第二,批评今文学派对古文经«左传»、«周礼»及其他古

书的怀疑,辨伪过头,造成不少“冤假错案”;第三,批评今文学派

“对古书的形成传流没有足够的了解”,导致辨伪过头.李先生认

为,大批古籍遭到怀疑的结果,是使古代历史文化“归于茫昧”,其

２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５页.
«李学勤集»,第１６页.



极端就是所谓的“东周以上无史”论.而新出简帛佚籍,为平反这

些“冤假错案”提供了条件.李先生说:“用新的眼光重行审查古

籍,会使我们对古代文明研究的凭借更为丰富和广泛.我们主张

批判地研究古代文献,反对一味信古,也反对一味疑古”;“我们认

为现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估价是不够的,应该把考古学的成果和

文献的科学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实事求是

的重新估价”.①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在这

里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李先生自己也曾说:“«重新估价中国古

代文明»一文,写于１９８１年,粗略地勾画了我对中国古代文明几个

重要问题的见解.其他好多文章,都不妨看作该文所提观点的具

体引申.”②事实的确如此,除了“走出疑古时代”,“对古书的第二

次反思”、“重写学术史”两个命题显然也都已蕴涵其中,只不过尚

待进一步的明确和补充而已.

(二)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

１９８６年,李先生发表«对古书的反思»,③提出“对古书的第二

次反思”这个重要命题,其含义即是«重新估价»中所说的“用新的

眼光重新审查古籍”.

多年以来,李先生一直认为,是疑古思潮对古书的怀疑“造成了

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过去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一下子缩

３２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①

②

③

«李学勤集»,第２２、２３—２６页.
«李学勤集自序».
文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

论会(１９８６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后收入«李学勤集»以及«简帛佚籍

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短了一半,以上部分统统成了空白”.① 他不无感慨地说:“大家都记

得,这一思潮怎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中国古代的形象,有

着深远的影响.这可说是对古书的第一次反思.”第一次“对古书的

反思,仍然是就书论书,一般只能是揭示古书内容可能存在的种种

矛盾.考古学的成果则在书籍之外提出客观依据,特别是近年,从

地下发掘出大量战国秦汉的简帛书籍,使人们亲眼见到未经后世改

动过的古书原貌,是前人所未曾见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将能进

一步了解古籍信息本身,知道如何去看待和解释它们.这可说是对

古书的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必将对古代文化的再认识产生重要的

影响;同时,也能对上一次反思的成果重加考察”.李先生认为,清

代以来疑古辨伪的“一些局限性延续到现在还有影响.今天要进一

步探究中国古代文化,应当从这些局限中超脱出来.从这个角度

看,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在文化史研究上也有方法论的意义”.

“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和“对上一次反思的成果重加考察”其实是

一事之两面:一方面是“疑古”的“辨伪过头”造成了不少“冤假错

案”,另一方面自然就是对“冤假错案”的“纠正平反”.② 两方面合二

为一,就是从观点到方法否定“疑古”、“走出疑古”.③ “冤假错案”和

４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３９页.
«李学勤集»,第４１、４１—４２、４６、２３页.
“二次反思”由个别翻案到全盘否定“疑古”的倾向非常明显,如李先生所言:

“古书辨伪于古有之,宋代尤为兴盛.到了晚清,结合于疑古思潮,我称之为对古书的

第一次大反思,在文化史、学术史上起了很大作用.现在经过层出不穷的简帛书籍(以
及其他古代文献原本)的发现,大家由个别古书真伪的重新考订,逐渐走向对辨伪方法

本身的再认识,这可以说是第二次的反思,必将对今后的学术的发展有深入的影响和

促进.”(«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１３—１４页)而一些支持李先生的学者指向更加明确,
如郑光先生说:“考古实践愈是发展,愈是证明许多古文献不仅其本身,而且它所载的

许多历史材料都是真实的,或可靠程度相当高,这正是疑古派怀疑、否定古史古书之否

定.”(«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１９９２年第６期)



“平反”两个概念的使用和流行,凸显出“第二次反思”的“翻案”色彩.

“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在李先生整个“走出疑古”的思想体系

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起着关键的作用,它既可使“走出疑古”最大限

度地获得学术界的支持,又可将古文献学界,特别是简帛学界的研

究成功导向瓦解“疑古”、“走出疑古”这一目标.

众所周知,“疑古”的辨古史以辨古书为基础,在不少学者看

来,只要推翻了“古书辨”,其“古史辨”也必随之倒塌,五千年历史

文化自然会重新获得“丰富和广泛”的“凭借”.① 有了这些凭借,

所谓“重新估价”就可以在连考古学暂时也无法确定或可能永远也

无法确定的问题上大有作为了.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它是由“现代

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正如李先生所说:“疑古的一个主

要内涵,是对古书的怀疑,而简帛书籍的发现,确实给了大家很好

的机会,对疑古思潮所达到的结果进行衡量.”②可见,作为“客观

依据”,出土简帛对“二次反思”是多么的重要.对“考古获得的东

西”,李先生有个很著名的观点,即这些东西使我们“直接看见了古

代的遗存”、“直接看到古代的书,这就没有辨伪的问题”.③ 他的

本意可能是想强调“走出疑古”并非凭空而起,而是有着客观、可靠

的考古学基础,以此来反衬“疑古”“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

上学问的圈子”及“客观的标准不足”等“根本缺点”.但是,如此一

来,他就必须承认“古书是历代传下来的东西,它是曾被歪曲和变

化的.不管有意无意,总会有些歪曲”,④这就等于“明白无误”地

５２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①

②

③

④

«李学勤集»,第２５页.
李学勤:«清路集»,团结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９４页.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６页.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６页.



承认“对古代遗传下来的书,必须有辨伪的问题了”.既然如此,那

么,“怎么又说‘和疑古思潮相反’呢”?① 李先生的这一矛盾对“走

出疑古”不仅有潜在的威胁,而且有滑向“考古”的危险,而这当然

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二次反思”最重要的成果是“对古书形成过程的认识”,②李

先生“研究新发现的大量简帛书籍,与现存古书相对比”,概括出

“在古书的产生和流传过程中”发生的十种“值得注意的情况”:一

曰“佚失无存”;二曰“名亡实存”;三曰“为今本一部”;四曰“后人增

广”;五曰“后人修改”;六曰“经过重编”;七曰“合编成卷”;八曰“篇

章单行”;九曰“异本并存”;十曰“改换文字”.李先生“希望读者由

此能认识到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如果以静止的眼

光看古书,不免有很大的误会”;“对古书形成和传流过程的新认

识,使我们知道,大多数我国古代典籍是很难用‘真’、‘伪’二字来

判断的”.③ 可以说,这是非常正确的认识.但熟悉古史辨派学说

的人应该记得,古书在形成和传流过程中其载体及所载信息发生

的种种变化正是“层累说”成立的前提,也是“疑古派”对古书古史

的真实程度发生怀疑的根据,所谓“东周以上无(信)史”论,即是在

疑点丛生的情况下对古书古史的一种存疑态度.在当时没有其他

更可靠材料的情况下,应该说这不失为一种理性的态度.李先生

既已发现古书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流变现象,甚至还以

实例证明有些经过后人“修改”的古书“不只是文字内容加多,而是

６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刘起棞:«关于“走出疑古时代”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１２页.
«李学勤集»,第４２—４６页.



在观点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①那就应该承认,起码在穷其“流变”

这一点上,他与“疑古”的“层累说”之间并非隔若鸿沟.然而,李先

生非但没有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与“疑古”进行有益的沟通,更是反

其道而行之,借助这个“新认识”去“走出疑古”.结果就发生了如下

奇观:面对共同认可的古书流变现象,“疑古”的顾颉刚“存疑”之后

继之以“订疑”,方法是“立体地、一层一层地分析史料的形成时代.

然后通过这种分析而确定每一层文献的历史涵义”.② 所谓“不立一

真,惟穷流变”,并非不求真,而是所谓“真”只有在穷究史料的“流

变”过程后才能逐层确定,否则,就会发生时代错位,导致错误的结

论.与此相反,“走出疑古”正是抓住古书的形成和传流过程这一点

来祛除对古书的怀疑,平反古书“冤狱”:“辨伪有时会过了头,每每

是由于对古书的形成传流没有足够的理解.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我

国的书都是用简帛抄写甚至依靠口传的,经过若干世代的流传,编

次的变化,文句的更改,后世词语的羼入,都是可能的,或者是不可

避免的.不能由于发现了这一类现象,就斥为伪书.”③针对古书形

成和传流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甚至是观点上“根本性的变化”,李先

生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可操作的处理方法,反而提出一个所谓“方法

论问题”:“我们不能企望古籍记述的所有事迹一一取得地下的证

据.能够保存到今天的文物,终究只能反映古代的一小部分.对

于一种文献来说,如果其中某些关键的因素得到证明,或者许多要

点反复经过印证,就应该相信这种文献整体大概是可信的.”④看

７２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①

②

③

④

«李学勤集»,第４３页.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

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１０页.
«李学勤集»,第２４页.
«李学勤集»,第４页.



来,李先生对“考古学的局限性”也是有认识的,但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觉得考古所不能全部证明的文献,应该由那些被“一小部分”

文物证明了的“关键要素”和“要点”来确定其“整体大概是可信

的”.但所谓“关键要素”和“要点”的标准是什么呢? 如何确定文

献中哪些是“关键要素”和“要点”,哪些不是? 古文字的特点李先

生比谁都了解,有时一字之差,甚至句读不同,对某句、某段、某篇,

甚至某部书而言,都是至关重要之点,更不必说整句、整段、整篇的

“变化”、“更改”和“孱入”了.① 所有这些,岂能因为含糊难言的

“关键要素”和“要点”的证明,就“相信”其“整体大概是可信的”?

可见,李先生一直强调的要以“‘二重证据法’来补充纠正疑古一派

的不足之处”,“用新的眼光”对古书进行更“深入”、“更严密、更实

事求是的考订审查”,其结果实在不能不令人“危惧”.

但是,随着大批简帛佚籍的频频出土及继之而来的对“古史

辨”的巨大“震撼”和“冲击”,不仅李先生“二次反思”的主张越来越

坚定,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也纷纷加盟其中,遂使“走出疑古”之

声一浪高过一浪.“走出疑古时代”之所以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酝

酿,到９０年代初提出,而在世纪末如烽火燎原,势不可挡,除了特

定的思想文化背景之外,其学术上的主要凭借就是简帛佚籍的出

土问世.但是,出土简帛的意义究竟何在? 具体地说,出土简帛究

竟从哪些方面对“第一次反思”造成了“冲击”? “冲击”的程度究竟

有多大? “古典学”应走向哪里? 这些问题恐怕都还有待于冷静细

８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整部伪书在特定时代以特定方式“孱入”到传流着的古书群体中来,这种现象

也不罕见,只是“走出疑古”派一直竭力回避此点,在他们心目中,“年代考”和“真伪考”
的不容,根本原因在此.只有回避甚至取消整部“伪作”现象,才能使一些伪书借着“对
古书形成和传流过程的新认识”还魂.



致的研究之后才能作出判断.在此之前,无论“冲击”看起来有多

大,都不过是基于一系列个案而引发的初步观感,很难说就是出土

简帛真正意义的体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疑古”主体理论

的“层累说”有着远比古书真伪和年代考定更为丰富深刻的理论内

涵,由古书到古史,其间也还隔着许多环节,古书真伪结论的改变

及古书年代的重新考定,对古史“层累演进”的序列肯定会有重要

的修正,但未必能够全盘推翻.从这个意义上说,“疑古”能否或应

否“走出”,实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事实上,“二次反思”和“走出疑

古”进行到现在,其间出现的一些全盘否定“疑古”和走回“信古”、

“复古”的倾向,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警惕,并曾作出严肃批评.①

９２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① 如裘锡圭先生在«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曾严肃指出:在古书

真伪问题上,“目前国内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部分学者对古书辨伪的已有成果

不够重视”.他说:“疑古派以及其他做过古书辨伪工作的古今学者,确实‘对古书搞了

不少冤假错案’.不过他们也确实在古书辨伪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有不少正确的、有
价值的见解.真正的冤案当然要平反,然而决不能借平反之风,把判对的案子也一概

否定.”(见氏著«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１２页)他举«列子»和伪古文«尚书»为例,批
评某些学者不加考辨即滥信滥引此类伪书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对个别学者运用简帛

印证古书时置重要的反证于不顾,只强调于己有利的证据的做法也提出批评.他强调

说:“我们走出疑古时代,是为了在学术的道路上更好地前进,千万不能走回到轻率信

古的老路上去.”(同上,第１４页)在«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裘先生一方面纠

正了顾颉刚对一些古书和古史传说发生时代定位过晚的错误,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

“顾氏认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帝王世系并非实录,而是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在各族不断

融合、各国不断并合的形势下逐渐形成的”见解(同上,第２７页),“应该是相当接近事

实的”.新出竹书«容成氏»,“讲尧之前历史的部分,竹简残损较严重,但可以看出并不

存在«五帝德»所说的那种五帝系统.这也是对顾说有利的”(同上,第３０页).由此可

见,裘先生虽然赞成“走出疑古”,但作为一位笃实严谨的学者,他的旨趣和“走出疑古”
的主流明显不同.又,郑良树先生“综观目前学术界的流向和趋势”后,也“认为这个

‘复古’的趋向是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领域内‘回头走’的方式及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并且强调说:“我们走出‘疑古’的限囿时,更应该讲证据、讲方法、讲理论,在检验及反

思古史辨学派诸多说法时,才不会盲目地、情感地回头走.如果我们只凭情感,不讲证

据、方法及理论,就彻底回头走,试问与当年古史辨彻底往前冲又有什么不同呢?”见氏

著«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７３页.



(三)重写学术史

所谓“重写学术史”,是指由考古材料、出土简帛引起的对中国

学术史的重新认识和估价.具体来说,可分为“重写”中国古代学

术史和“续写或新写”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两个方面.

学术史的“重写”与古书反思密切相关,可以说,“对古书的第

二次反思”必然导致“重写学术史”.李先生“曾再三说过,由于简

帛的出现,古代学术思想史必须重写,这是没有任何夸张的.实际

上,因为新发现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对古代学术思想看

法的改变,同时也必然波及对后世,一直到近代若干学术思想问题

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关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史中疑古思潮的讨

论可以说是很好的例子”.① 李先生反复强调“重写”的整体性:

“学术史一定要重新写,其实不只是先秦的、汉代的,后来的也要重

新写”;②“由于简帛所涉及的晚周、秦、汉是学术史上的关键时期,

这项研究工作的影响自然不限于这样的历史段落,而是关系到对

整个中国学术史的探讨和估价”.③

“重写学术史”与“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

也息息相关.李先生曾指出:“‘重写学术史’意味着就中国各历史

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新加解释和总结.这与我过去说的‘重新估

价中国古代文明’和‘走出疑古时代’,其实是相承的.晚清以来的

疑古之风,很大程度上是对学术史的怀疑否定,而这种学风本身又

是学术史上的现象.只有摆脱疑古的局限,才能对古代文明作出

０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李学勤:«清路集»,第２９４页.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１６页.
李学勤:«清路集»,第２２６页.



更好的估价.”①２０００年,他在其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学术史»之«总

序»中又说:“研究中国学术史,写出一部«中国学术史»的想法,在

我的心中酝酿,可说已经有二十年了.”他谈起自己在«重新估价中

国古代文明»中提出的问题和想法,认为那是自己多年来关注学术

史的原因所在.他说:“当时我提到:‘为什么学术界流行的

传统观念总是把中国的古代文明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呢? 我们

觉得,这有着深刻的学术史上的原因.’因此,虽然我主要研究的是

遥远的古代,却不能不同时将眼光注视到后世甚至是现代的学术

史.”②可见,学术史的“重写”实际上是“重新估价”的必然要求.可

以说,“重估”是李先生最根本的目的,而“走出”和“重写”是实现“重

估”的前提;“反思”则为“走出”提供了学术依据,也使“重写”得以落

实;经过“重写”的学术史犹如法庭的终审判决书,既使“疑古”的罪

过和“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以“法律文本”的形式确定下来,又可以

此文本重塑一代新人的思想和理念,即“走出疑古”的思想和理念.③

１３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①

②

③

李学勤:«清路集»,第１５１页.
同上,第１７２页.
关于“重写学术史”,在李先生主持下已产生两个文本,一为十卷本«中国学术

史»,从先秦到晚清,由李先生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从２００１年起开始陆续出版;一为«二
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乃李先生弟子田旭东博士著,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
前者是“重写”,后者是“续写”,合到一处,正好把整个中国学术史“重写”了一遍.而后者

为“重写”的关键.此书原为田女士的博士学位论文.据«后记»说:论文由选题到主旨、
思路均出自其师:“五年前,我跟从李学勤先生攻读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李先生当时与

我谈,希望我的博士论文以学术史为主,重点总结二十世纪古史研究.我明白李先生的

用心,因为在好几年前他就在多种场合呼吁:世纪之末,很有必要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古史

研究进行一番认真总结”;“李学勤先生提纲挈领地要我从‘疑古’与‘新证’这两条线入

手,以这两大思潮为主来写,整个提纲都是在李先生的指导下拟定的.按照李先生的要

求,我从康有为写起,接着是梁启超、日本疑古学派、中国疑古学派,再到王国维、李济、郭
沫若”.此书把２０世纪古史研究高度简化成“疑古”和“新证”两条线,其中“古史重

建”一线,以王国维“新证”始,以其师“释古”终,百年史学之正统卓然成立.



但是,“走出疑古”后应该走向哪里呢?

三、“释古”的内涵和走向

关于“疑古时代”的走向,李学勤先生明确主张“以释古代替疑

古”.① 但何谓“释古”? 简单地说,就是“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

结合起来”,“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② 李先生倡导

“走出疑古”２０多年,著述丰富,议论广博,但究其主旨,无不围绕

上述意思而展开.但是,这个解释并不足以让人明白其真正的指

向.

套用“走出疑古时代”的说法,发生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疑古”,其总体特征可以说是“走出信古时代”.“走出信古”不仅

是“疑古派”的坚定走向,而且也是此后整个学术界的坚定走向.

即使批评“疑古”的人,对此也少有异辞.甚至一些不忍自古相传

的古史系统就此坍塌的人,也不愿再认同“信古”的立场.六七十

年过去,“走出信古”早已成为常识,因此,当李学勤先生反其道而

行之提出“走出疑古时代”时,人们的愕然不解是可以想见的.最

强烈的质疑也来自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所直接显示的意义:既

然“疑古”是要“走出信古”,那么“走出疑古”要走向哪里? 是不是

又要“走回信古”? 李学勤先生积极回应了来自国内外学术界的这

种质疑,他说,“走出疑古”之后要“以释古代替疑古”,但“‘释古’完

全不是倒退到‘信古’.现在有些人误以为走出‘疑古’就是全面信

２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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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古书,国外也有论作担心我们不再作textualcriticism 了.应该

说,这绝不是我们的主张.相反的,对于传世文献应以更严格审慎

的态度进行整理研究.我们不赞成预设的信,也不同意预设的

‘疑’,实事求是乃是我们力求达到的准则”.① 但是,有的学者却

尖锐指出:用“释古”代替“疑古”的“核心是恢复早被古史辨派推翻

的黄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古史体系”.② 如果是这样,则其“走回信

古”的倾向恐怕无可讳言.真相究竟如何,应认真对待,仔细辨明.

可是,由于李先生的“释古”一词系从冯友兰援引而来,后来又

不断祖述王国维,溯源李济、郭沫若,不仅牵出一系列公案,而且也

使李先生的走向显得扑朔迷离.所以,要真正弄清李先生的走向,

首先必须把“走出疑古”和这几个重要人物的关系搞清楚.

(一)“走出疑古”与冯友兰的“释古”说

在«走出疑古时代»这篇讲演中,李先生借用冯友兰“信古、疑

古、释古”之说,认为“走出疑古”后应走向“释古”.他将“信古、疑

古、释古”理解为依次递进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三阶段”,“释古”因

之成为“疑古”之后的新时代.但是,“三阶段”的理解与冯友兰所

表述的意思并不相合.李先生所引冯说出自«古史辨»第六册«冯

序».序文云:

　　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

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

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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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

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直信其票面价值的.

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

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

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个阶段,而且必

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

作说,他尽可只作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

何部分.任何一种的学问,对于一个人,都是太大了.一个人

只能作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须如此.由此

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期间无所

谓孰轻孰重.

这段话从李先生征引后即聚讼不断.其实冯友兰这里的所表述意

义相当清楚,即“信古”时代告终之后,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在这个新阶段里,作为史家认识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相辅相

成、不可或缺的“两个阶段”,以“审查史料”为重点的“疑古”和以

“将史料融会贯通”为重点的“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

史家因其所能而各有专攻,其间任何一部分工作既都为史学所需

要,则当然应以“无所谓孰轻孰重”的平等态度对待它们.可见,冯

氏是从认识论和学术分工意义上界说“疑古”和“释古”的区别的,

所谓“两个阶段”与顾颉刚所谓“下学上达”意义接近,根本不含先

后两时代之意.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

有不加审查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的”这句话,以及此序末尾“«古史

辨»是中国近年疑古文献的大成.现值第六册出版之际,因当时颇

有人以为疑古已不合潮流者,故略述所见,希望疑古一派的人仍继

续努力,作他们的审查史料的工作”之语,确如吴锐先生所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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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疑古’工作鼓劲的”.① 冯氏之所以要给“疑古”鼓劲,正是基于

对“疑古”以现代方法“审查史料”这一永久学术价值的认同和肯

定.既然如此,那么对冯氏而言,“走出疑古”恐怕就是不可思议的

事了.

可是李先生好像不尽以为然.他在«谈“信古、疑古、释古”»一

文中是这样答复学界质疑的:

　　重看上面引的原话,冯先生只讲了三种趋势,没有说三个

阶段.他提到的“阶段”,是说审查史料和融会贯通为历史研

究工作的两阶段,不是以“信古、疑古、释古”为三阶段.不过,

细心吟味冯先生所讲,信古一派将归消灭,显然已属过去;疑

古、释古均为历史研究所必须,但融会贯通究竟应居审查史料

之后.因此,冯先生所说的三种趋势,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带有

三个阶段的意味.不少人将之理解为三阶段说,不能认为出

于无因.②

尽管已经看到冯氏所谓“阶段”,“是说审查史料和融会贯通为历史

研究工作的两阶段,不是以‘信古、疑古、释古’为三阶段”,也看到

冯氏所讲乃是“信古一派将归消灭”,而此后“疑古、释古均为历史

研究所必须”,由此本可推出“信古”之后“疑古”、“释古”将相辅而

行,而不是先后递嬗的结论.可“遗憾”的是,由于“走出疑古时代”

的先入之见在心,此结论竟失之交臂.“细心吟味”的结果,李先生

仍然坚持“三个阶段”说.不过,李先生可能也感觉到其解释的牵

强以及纠缠在冯说上的麻烦,所以又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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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

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

的重建.我不很清楚冯友兰先生所讲融会贯通的释古究竟是

指什么,不过在二三十年代,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实际已在开

始了.①

李先生既然“不很清楚”冯友兰“释古”的含义,那么他的“释古”虽

然借名于冯友兰,但其意义却与冯没有关系,而自有另一番赋予和

解释.换言之,李先生等于以“我不很清楚”的方式退出了有关冯

友兰“信古、疑古、释古”这一公案的争讼.

可李先生在１９９７年８月３１日撰写的«读王国维先生‹古史新

证›»一文中,②又提到冯友兰１９３５年５月１９日在辅仁大学所作的

«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的看法»这篇讲演,讲演中冯以辩证法

的“正、反、合”论“信古、疑古、释古”的关系,似乎很可证成李先生

的“三阶段”论.但是,细读之后发现,冯氏把“信古、疑古、释古”主

要看作当时并存的三种研究史学的态度,只是就其发生的次序而

言有先后不同.“信古较早”,“疑古”“发生于信古以后”,“释古”作

为前两种态度的“折衷”,最为晚起.冯氏对三种态度的优劣和趋

势评判是:“信古”“是最缺乏批判精神的,所以后来研究史学的对

于这种态度渐渐发生转变”;“疑古”则“较盲目的信古态度进步

些”.关于“释古”,冯氏说:“释古是研究史学的第三种态度,是与

信古、疑古两者迥不相同的,同时也是研究史学的态度进步到第三

个阶段:此种态度似乎是介于信古与疑古之间,因为信古和疑古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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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是偏于极端方面的,信古的态度自然不免于盲目,而纯粹的疑

古态度,仍不能离其‘怀疑主义’错误的势力圈外.释古便是这两

种态度的折衷,折衷是比较有科学精神.”“总之,信古、疑古,释古

的三种攻研史学的态度,正若历史进化般的有了‘正’‘反’‘合’的

三种不同的嬗变一样.”①由冯氏所举例证细绎其意,他的“释古”

恐怕还是以“疑古”之“疑”为基本出发点,不过是进一步给这种怀

疑一个解释,所谓“查无实据,事出有因”,就是对不可尽信的记载

的出现给予合理的解释.由此可见,即便在这个“正、反、合”的三

段论里,就其对“疑古”的态度和“释古”的基本立场而言,冯氏和

“走出疑古”仍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因为,冯氏的“释古”对“疑古”

之道绝非排斥,而是兼容,没有“疑古”的“释古”在他是坚决反对

的,这一点,可从他次年为马乘风«中国经济史»撰写的序言中得到

佐证.序言批评当时“释古”一派史学有“两种缺陷”,其中第一种

即是“往往缺乏疑古的精神”.他强调说:“释古虽与疑古不同,然

必须经过疑古一阶段,必须用疑古的精神,审查史料.不但古代史

之史料,非经审查不能用,即近代之史料,其矛盾冲突者亦甚多.

非经过一番审查工夫,无从断定孰真孰伪.现在有些讲历史的人,

往往对于史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解相合者,

即无条件采用.至于与此相冲突之材料,则置之不理.亦不说明

何以置之不理.这样的办法,不能生出科学的历史.”②今天读这

段话,感到冯氏好像有先见之明似的,早在几十年前,他就用这段

立场鲜明的批评,将否定“疑古精神”的“释古”拒之门外.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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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走出疑古”的“释古”与冯氏兼容“疑古”的“释古”是貌同而

神异,南辕而北辙.关于这一点,坚定支持和追随李先生“走出疑

古”的廖名春、郭沂两位先生各有非常切实到位的辨析,后面将专

门评述,兹不赘.

但李先生对冯说始终不能忘怀.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３日,在“２０世

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上,李先生以«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

为题发表演讲,重提冯氏一案:“大家都非常熟悉冯友兰先生在«古

史辨»第六册序言里面提出的那个‘信古、疑古、释古’的三段论,我

觉得他提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可是现在大家对‘信古、疑古、释

古’的解释跟冯先生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我建议我们还是读读原

文.”①其实跟冯先生解释不一样的正是李先生自己.他过度执著

于自己“走出疑古”的主张,又不愿标新立异,总想说明自己的主张

此前已有不少学者、特别是清华的学者“开了先路”,②所以面对冯

说,其解读难免牵缠不清.先入之见对解读的影响是何等之大,由

此可见一斑.平心论之,借前人以张己说,这是学术研究中常有的

事.前人确有此说,或借取,或引申,既可帮助成就己说,又是对前

人成果的尊重,是可行而且当行之事.但所借须不悖前人之意,否

则径立新说可也,何必牵缠前人?

总之,李先生既“不很清楚”冯氏“释古”之意,则冯意究竟如

何,自可继续讨论,但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与李先生的走向无关.

不过,关于冯说的聚讼也不是没有意义,至少从李先生对冯说的几

番“吟味”中,我们可以看明白一点,即李先生告别“疑古”、走向“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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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的心志确乎是异常的坚定和执著.与冯氏不同,“疑”、“释”之

间在他那里绝无兼容的余地,“释古”必须以“走出疑古”为前提.

(二)“走出疑古”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

谈到郭沫若,便发生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

李先生在«谈“信古、疑古、释古”»一文中曾强调说,由于限制

在“疑古”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所以要重建古史就必

须“走出疑古”.而这样的工作,李先生肯定,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

代“实际已经开始了”.追溯渊源,他依次谈到两个重要人物,一是

“努力于古史的建立”、创始“建立古史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的

王国维;二是“仍然是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为出发点”、“把古书

的记载与考古的成果结合起来,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的郭沫若.

李先生认为:“郭沫若先生开拓的这条道路,决定了此后很多年中

国古史研究的走向.应该说这已经超出疑古,而进入新的时代

了.”①所谓令人费解的事情就在这里:既然郭沫若“已经超出疑

古,而进入新的时代了”,那么李先生为什么还要呼吁“走出疑古时

代”呢? 将郭沫若引入“走出疑古”的结果,不仅令“疑古”和“走出

疑古”的时代分界成为难题,也同样使“走出疑古”的倡导显得有点

儿多余,②而这肯定不是李先生的本意.那么,李先生究竟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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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沫若“已经超出疑古,而进入新时代”之后,还要呼吁“走出疑

古时代”呢?

原因可能是,李先生与郭沫若对疑古思潮和古书古史的“估

价”原本有很大不同.郭沫若对顾颉刚和“古史辨”派辨伪成绩的

高度赞赏和肯定,学术界几乎人人耳熟能详,在这里不妨抄录两

段,和大家重温一下.首先是１９３０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追论和补记»中那段著名的评论: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

前因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以感情的作用,凡在«努力报»上

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

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不免还加以讥笑,到现在自

己研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

新的史料并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辩自然不能成为定论,不过在

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①

在“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胡绳以«顾颉刚古史

辨学说的历史价值»为题发表讲话,再次高度评价顾颉刚和“古史

辨”派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其中引了郭沫若上述一段议论,并且说:

“我以为郭老的这段话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对颉刚先生之说

的正确态度.”②

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郭沫若首先谈到的就是“古代研

究上的资料问题”,特别强调“材料的鉴别”之必要和重要,并因此

对清代乾嘉考据和“古史辨派”的学术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对顾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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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编:«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１１０

周年论文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９１页.



刚中国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的新观念更表示强烈共鸣:

　　关于神话传说,可惜被保存的完整资料有限,而这有限的

残存又为先秦及两汉的史家所凌乱.天上的景致转化到人

间,幻想的鬼神变成圣哲.例如所谓黄帝(即是上帝、皇帝)、

尧、舜,其实都是天神,都被新旧史家点化成了现实的人物.

这项史料的清理,以至到现在,在学术界也没有十分弄出一个

眉目来.在这一方面,我虽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但幸而

早脱掉了旧日的妄执,没有陷入迷宫.①

由此可见,郭沫若不仅没有“走出疑古”,而且恰恰是在“疑古”的基

础上进行他的古史研究.说他在“古史重建”方面“超出疑古”,固

无不可,但所谓“超出”的意义,应按顾颉刚“下学上达”中的“上

达”,或郭沫若所说的有异于“整理”的“批判”去理解.② 郭沫若

“超出”的研究并不拒斥“疑古”,而是在“整理”的意义上把“疑古”

视为“‘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从而使“疑古”和“批判”成为古

史研究相辅而行的两个方面,一起“进入新的时代”.显而易见,这

与李学勤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根本不同.在这里,

我们不妨把李先生的相关论述也抄录几段于下,以供比较:

　　从现代的古代史和考古学的角度,怎样去看待我国世代

相传的炎黄二帝事迹,是一个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众

１４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①

②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２卷,第５—６页.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序言”中,郭沫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胡

适等倡导的“整理国故”的区别,他说:“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
目标究极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
的方法所能够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
判’过程中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该局限的一步.”见«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１卷,第７页.



所周知,司马迁的«史记»始于«五帝本纪»,而«五帝本纪»开端

就是黄帝的史事,也提到炎黄二帝的关系.这样重要的记载,

我们是不能忽略过去、不予研究的.可是在几十年来疑古思

潮盛行的时期,炎黄二帝的事迹几乎全被否定了,普遍认为是

子虚乌有,屏之于历史研究的视野之外.

我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说,特别是炎黄二帝的传说,不

能单纯看成神话故事.这些传说确乎带有神话的色彩,但如

果否认其中历史的“质素、核心”,就会抹煞中国人的一个文化

上的特点,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有着重视历史的传统.

古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民族萌芽发展

和形成的过程.«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

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

种标志.以炎黄二帝的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

是现代人创造的,乃是自古有之的说法.①

李先生曾根据«大戴礼记»所收«帝系»篇,并参以«纪年»、«山海

经»、«世本»、«史记»等书,排出了黄帝二子玄嚣(青阳)和昌意各自

的后裔谱系,然后评论说:

　　“«帝系»这种三代统出一源的谱系,在近代备受学者讥

评,以为子虚杜撰.不过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合的传

说,意义是不容抹杀的.我觉得如果细心推求,其中不乏启

示.”这也就是说,炎黄二帝以及其后裔的种种传说都不是虚

无缥缈的东西.②

２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以上见三段分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３８、４０、４１—４２页.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４４页.引文出自李学勤:«‹帝系›传说与俗文

化»,见同书,第２１７页.



对李先生的上述见解,吴锐先生曾有如下尖锐的批评:

　　李先生主张炎黄同源、三代同源,最好的支持莫过于«大

戴礼记帝系»,这是在战国民族融合的大潮流中,将各民族

真实的谱系进行了重新组合,三代一元、黄帝一统,其中的矛

盾经过古史辨运动的扫荡,已暴露无遗.李先生要恢复炎黄

同源、三代同源的旧说,必须先树立«帝系»的权威,李先生正

是这么做的.

我认真仔细地搜寻李先生所谓的“方法论意义”,一无所

获,最有希望的似乎是“不过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合的

传说,意义是不容抹杀的”,这确实是信古与疑古在方法论上

的巨大差别,因为顾颉刚等先生正是从“基本相合的传说”看

出了破绽,更何况还有基本不合的传说? 对于这些互相矛盾

的材料,不疑古是没有办法的.李先生爱以“方法论意义”评

价自己的文章,究其实,不过重复«帝系»等旧的族系谱系,这

不仅没有任何方法论意义可言,而且并没有做推翻近代学者

的“讥评”、重新树立«帝系»权威这样的基础工作.①

通过前引李先生的议论和吴锐的评析,应该不难发现李先生

的“释古”和郭沫若以“疑古”为基础的“古代研究”的异趣.郭、李

究竟孰是孰非,非本文评述范畴,在此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即李先

生之所以在郭沫若之后力倡“走出疑古”而不觉得“简单”多余,根

本原因是两人对古书及其中所载古史可信性的估价及与此相关联

的对于疑古思潮的估价大为不同,而吴锐先生关于李先生用“释

古”代替“疑古”的“核心是恢复早被古史辨派推翻的黄帝一元、三

３４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① 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一卷,第１７、１９页.



代同源的古史体系”①之论,看来也是合乎事实的.如此说来,则

郭沫若固然是古史重建的巨匠,但却不是“走出疑古”的先驱.

(三)“走出疑古”与“考古重建”、“古史新证”

“走出疑古”的李先生援引冯友兰而倡导“释古”,并且“揣想”

冯友兰“释古”的提法和“清华大学学风有关”.② 由“清华学风”,

自然想到清华研究院.清华研究院除王国维外,还有一位前贤与

李先生的“走出疑古”有关,即考古学家李济.对“走出疑古”而言,

王国维和李济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李先生“重写”过的２０世

纪中国学术史中,两人的地位和作用有什么不同? 他们各自和李

先生的“释古”有什么样的关系? 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才能把握李

先生“释古”的真正内涵和走向.

在«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这篇演讲中,李先生一方面继续让

«古史新证»和«古史辨»打擂台,③另一方面则对王国维和李济在

古史重建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非常独到而又巧妙的评价.他沿

４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一卷,第３页.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自序».
王国维与“疑古”的确有差别,但李先生曾不止一次地作过一个没有根据的推

断:“以我个人的妄断,王国维先生所以取名叫«古史新证»,也跟«古史辨»有关,你叫

«古史辨»,我就叫«新证»,正好是一个补充,不过这是揣测,未必可靠”(李学勤:«疑古

思潮与古史重构»,«重写学术史»,第２１６页);“１９２３年«古史辨»第１册出版.王

国维是１９２５年到清华讲课,他一讲课,这个课就定名为‘古史新证’.今天我愿意牵强

附会一下,‘古史新证’这个词就是针对‘古史辨’的.那边叫‘古史辨’,这边叫‘古史新

证’”(张立东、任飞编著:«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版,第１３２页).这个推断的不可靠已由吴锐先生明确指出来.原因十分简单:«古
史辨»第１册是１９２６年才出版的,此前古史大讨论虽已发生,但并无«古史辨».说«古
史新证»针对«古史辨»书名而起,毫无根据.详参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一卷,第

２９—３１页.



袭传统说法称李济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奠基人”,但同时却说

是王国维“从理论和方法上为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他

注意到李济在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就已提出要

“重建古史”,５０年代还写了«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

但李先生解释说:“他所谓‘重建古史’,是以考古学为主来重建中

国的上古史”;“关于‘古史重建’,用考古学来重建历史,这个思想

在我看,正好是疑古思潮的结果.因为疑古思潮对于那些文献的

东西已经否定得差不多了,所以主要可依据的就是考古学.

所以是疑古思潮为考古学开了路.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则以

其‘二重证据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

础”.① 关于李济和考古学的评论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说

王国维“从理论和方法上为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②这

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一般学习历史而又对考古学有点了解的

人,提到中国考古学,多半先想到李济,然后就是梁思永、夏鼐、

苏秉琦这些人.像王国维,肯定会被认为是运用考古材料以解

决历史问题的高手,但却很难被认为是考古学家,说考古学的

“理论和方法”由他奠定,起码对一般人来说,不加解释是很难理解

的.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李先生是不会像对于类似«古史新证»

和«古史辨»的关系这类小事那样随口“妄断”的,这里面定有一番

大道理.

李先生对考古学的重视可谓尽人皆知,但他对考古学独特的

理解却未必都能体认.关于“走出疑古”的走向,李先生始终反对

５４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①

②

李学勤:«重写学术史»第２１７页.
这一说法,李先生曾屡屡提及,见«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８、１７、８２页.



把“释古”改成“考古”的主张,①李先生说:“考古当然是非常重要

的”,“不过,当前大家说‘考古’,基本上是指田野考古,其涵义恐怕

不像‘释古’那么宽广”.② 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明显:对古史

重建来说,考古只是辅佐,而非正统.不仅如此,李先生既奉王国

维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奠基人,那么,“田野考古”就不

但不是“古史重建”的正统,而且也不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正统.

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一文中,李先生通过对现代考古学

在中国发生和发展过程的回顾,非常明确地指出:正是王国维的

«古史新证»及其“二重证据法”“为现代考古学,或有中国特色的现

代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③ 毫无疑问,在疑古思潮“冲

决网罗”后的古史领域,以学术门径和取向而论,的确可以分为两

大支脉:一是李济所代表的“考古重建”,一是王国维所代表的“古

史新证”.李先生抓住这两派以论“疑古”之后古史研究的新趋向,

眼光可谓敏锐;看到疑古思潮所引起的对于传统典籍和古史观念

可信性的激烈争议及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模式对中国考古学发展

的影响,并认为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发生和发展的关

键,也合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实际.但是,对中国考古学的这一

６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考古”原本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学者对李济为代表的考古重建派的称呼;世纪

之交,新一代考古学家许宏先生明确主张“走出疑古”之后“走进考古”.所谓“考古”,
“是指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对古史的全面、科学的考察,而非考古学本身”.许先生特别

强调“以考古学为基础”这点,结果被邢文先生笑为“考古学家的本位主义”.见«疑古

思潮的回顾与前瞻»第３４２—３４６页“许宏先生发言”、第３４６—３４８页“邢文先生发言”;
许先生的主张又见其所撰«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百年探索»一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

院院报»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６日第２版.按:许、邢分歧很可反映考古学界与“走出疑古”派
的分歧.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１９页.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第８页.



“特色”,正如李先生所指出的,国外学者有批评,国内学者也有异

议.特别是考古学界的部分新锐,对此更表示出激烈的反对.如

陈淳先生就不无痛心地说:

　　由于充分意识到考古学在传统学术争议中举足轻重的作

用,所以我国考古学先驱从一开始就将考古学的学术定位放

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将殷墟列为首选重点课题,并称为建国

前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成就之一.

虽然殷墟研究是标志中国考古学起步的一项值得称道的

重要成就,但是以解决问题和揭示因果为精髓的探索而言,它

却成为一个十分不幸的开端.正是殷墟发掘与典籍的吻合,

使得中国考古学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再在完善和改

进自身理论方法上下功夫,发扬善疑和善思的探索精神,以提

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己任,却在史学的学科定位上裹足不前,

将印证史籍看作是具有最大成就感的工作,并将发现稀世珍

宝和评出十大发现视为最高学术荣誉.于是,证经补史和挖

宝心态成为妨碍中国考古学视野和研究水平提高的两个主要

羁绊.①

视殷墟发掘为“一个十分不幸的开端”,这确实和人们通常的理解

大为不同,而陈先生的理由则在于:

　　一方面,中国考古学对历史学的依附受到中国传统学术

价值观的左右;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史学沿文献考证的这条路

历经千年,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饱受疑古思潮的冲击,而考古

学的适时出现给了它以某种支持,特别是殷墟发掘材料和史

７４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① 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０—６１页.



籍记载的吻合,使得商周的历史成为信史,为传统国学添加了

一些现代科学的色彩,有力地巩固了传统史学的地位.

就当时而言,两者的结合使双方受益.然而在以后的发

展中,考古学依附于历史学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一方面,史

学导向的考古学使得很多考古工作者完全从史籍中去寻找研

究对象和目标,将考古发现能够印证史籍看作是最有成就感

的工作,或将考古学材料简单地与历史文献对号入座,考古学

的研究潜力和范围无形中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不但考古学的

阐释要依赖历史学,研究思维和目标上也变得十分神似.更

严重的是,考古学本身的科学价值标准也完全被用历史学的

标准来进行评判,无法独立发展和持续更新学科自身的理论

和方法.

另一方面,从殷墟发掘所显示出来两个学科的成功结合

与互惠,使得疑古思潮不幸受到很大的遏止.本来用现代科

学思辨方法对古籍中的史实进行审视和梳理是现代史学研究

非常必要和不可或缺的第一步.然而正是由于殷墟和史籍记

载的吻合,使得这种科学思辨的意义受到忽视,甚至有可能被

认为是多余的.①

可以看出,陈博士的反思批评和李先生的称扬肯定实际上指向同

一个问题,即中国考古学的编史特征.这无疑表明,不论中国考古

学界肯否承认王国维为其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奠基人,都无法改变

此前中国考古学受王氏“古史新证”模式支配的事实.在这一模式

支配下,考古学的目标显然已由“考古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滑向

８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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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新证传统的古史体系”.但在李先生看来,考古学界似乎滑

得还不够好,不够到位.原因是受疑古思潮的影响,考古界对文献

和传统古史体系的利用太过谨慎,缩手缩脚,不够大胆;又受“考古

本位”观念的束缚,局限于“田野考古”的圈子里,不能积极主动地

使用“二重证据”新证古史.所以,推究李先生的意思,恐怕不仅需

要“走出疑古”,而且还需要“走出”偏执狭隘的“考古”.以王国维

奠定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衡量,现在的考古当然难

免一偏之讥.

“释古”比“考古”涵义“宽广”之处,就在于“释古”比考古多一

重文献的证据.这一点,可以从李先生对王国维与胡适的区别中

看出.李先生在«读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一文中说:

　　胡、王之说的区别,仔细分析,仍在对待文献的态度.胡

适主张文献中的古史均属可疑,只能从«诗三百篇»做起.王

国维则认为文献所载,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乃世界各国的通

例,即使是古史传说,也“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从这样不同

的观点出发,胡、王对古史研究出路的看法,自然互不相同.

胡适也讲到“金石学、考古学”,他只是提出用“用地底下掘出

的史料,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而王国维却创立“地下之

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相证明的“二重证据法”.①

胡适的“拉长”说出自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８日给顾颉刚的«自述古史观

书»,其中说:“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

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下掘出

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

９４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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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①对胡适的“拉长

说”,张京华先生认为是“一个最为优秀的研究计划,预见了２０世

纪学术发展的真实轨迹,胡适本人也因此占据了一个极高的位置.

近年极为轰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大量的考古学、简帛学研

究,所从事的实际上正是一种‘拉长’的工作”.张先生还认为,“工

程”的总目标是把中国历史纪年从公元前８４１年“上推”到三代,

“‘上推’一词,可以视为‘拉长’的同义语”.② 无论是否“最为优

秀”,“拉长”说都无可怀疑地表明胡适对考古学的极端重视.从顾

颉刚的有关论述来看,他对考古学在重建古史中的地位和价值也

是“极端的注重”的.李玄伯认为,“要想解决古史,惟一的方法就

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他表

示认同,认为“确是极正当的方法”.③ 可见,“疑古”的两位领袖人

物都将考古学置于重建古史的核心位置,他们对考古学的重视程

度甚至比李学勤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先生对此应该说看的是

极为清楚的.但他也很敏锐地看出看重考古的背后乃是对文献的

怀疑,而这恰恰是李先生所不能苟同的.这充分说明,认同王国维

的李先生和“疑古”的根本分歧并不在对待考古学的态度,而是在

“对待文献的态度”.李先生虽然重视考古学,但反对考古学离开

“证经补史”的文献学范畴自立门户,更反对将整个古史研究的根

本落到考古学上.从前面所论李先生与郭沫若的差异中可以看

出,李先生用“史实素地”这个理念将文献所载古史的可信性基本

０５ 　“疑古”与“走出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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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下来,并反复用现代考古学材料和各种方法加以释证.文献

及所载古史传说在李先生的“释古”之学中居于支配和主导的地

位,考古学不过起着证明、补充和完善的作用,其重要性仅此而已,

过此则不免抹杀文献和古史传说的信史价值,“造成历史文化的空

白”,“抹杀中国人一个文化上的特点”.

李先生批评“疑古”只是“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

的圈子”,①也就是说“疑古”派单凭文献,不注重考古.但根据以

上分析,李先生对“疑古”在古史重建方法上的真正不满,恐怕不是

他们“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而是嫌他们以

考古论考古,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太远了.李先生对考古和文

献的真正态度,很多学者,包括他的弟子恐怕未必都能深入领会.

实际上,２０世纪初以来,“二重证据法”在上古史研究中已经没有

人能够拒绝,更多的人则是自觉运用,顾颉刚、李济、郭沫若概莫能

外.但是,尊奉王国维的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具有范型意义的“二重

证据法”与诸家有一根本不同,即诸家都以文献为辅助,以考古为根

本,而李先生则显然是以文献为根本,以考古为辅助.考古对李先

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的确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这一

作用的程序和模式是:以考古材料证明文献之可靠,再以文献所载

古史为重建古史的基本框架,然后用考古学材料补正和完善它,用

摩尔根和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解释它.李先生的“释古”大概即是

此意.在这一模式中,“证经补史”确实是对考古学作用的最恰当的

概括.但和陈淳先生等国内外学者激烈批评中国考古学的这种依

附性特点不同,李先生始终坚持认为以“二重证据法”为核心的“考

１５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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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的唯一正确

方向,不仅不应改变,而且应该在新世纪中自觉推动和继续强化.

　　中国的考古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

就是考古研究同历史研究密切结合.有学者写文章评中

国考古学,认为中国考古学的最大的缺点就是过分与历史学

相结合,只有打破这一点才能吸收新东西.可我个人认为,从

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到现代考古学的建立所形成的考古学

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传统,正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

中国传世古代典籍非常繁多,且有久远的注疏传统,使中

国考古学由开始建立起,就与历史学的研究紧密相结合.王

国维提倡的以纸上材料同地下材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

法”,成为考古学的明显特点.尽管有学者提出过不同意见,

这样的特点在新世纪中仍会继续下去.考古学将为中国古代

文明的探索提供更多更新的依据.①

为推动和强化这一趋向,李先生还提出一些建议,如鉴于以前发掘

多是被动的抢救性工作,建议“将来的发掘,应尽量转向由研究需

要出发的主动发掘,以对学科发展有更大的推动”.② 从他以殷墟

和“夏墟”为主动发掘的范例来看,所谓“研究需要”仍指古史编年

研究的需要,而这恐怕正是许多学者所不愿看到的现象.考古发

掘在选点等问题上肯定需要主动,但选择的标准和依据究竟何在,

恐怕在追求学科独立的考古学家和试图将考古学继续绑缚在编年

快车上的历史学家之间还会有一段长期的纷争.几十年依附历史

学的强大惯性,加上“走出疑古”强势潮流的裹挟,考古学独立之路

２５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第８—９、１７页.
同上,第１８页.



恐怕任重而道远.

至此,有一点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在援引的诸位现代学者

中,李先生真正奉为宗师的其实只有王国维.就对古书、古史可信

性的态度而言,唯有王氏的“古史新证”与李先生的“释古”意向最

为接近.王氏对古书古史谨慎的保守立场,使他成为“备受推重”

的“走出疑古”的开山.而其他人,冯友兰是因为“不很清楚”而误

引,郭沫若因为基本认同“疑古”立场而与李先生意旨相悖,李济因

为偏向田野发掘而离开现代考古学“正统”,他们都不是重建古史

的正路,只有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才是古史重建

的唯一正路.但在李先生看来,由于“疑古阴影”的“笼罩”,这一路

向似乎暗昧不彰:冯友兰代表的哲学史和学术史与郭沫若代表的

古史学界基本认同“疑古”的立场,李济所代表的考古学界则既局

限于“田野考古”,又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不敢放心大胆地结合文

献和印证古史.由此可见,李先生说“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

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观点的束

缚”,①也并非没有根据,“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吁也就不是无的放

矢了.至于是否应该“走出”、能不能“走出”、“走出”后的路向是否

正确,则是需要讨论的另一件事.

四、“走出疑古”走向的明朗化与初步的

理论建构:从“证古”、“正古”
到“现代古史史料学”

　　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一言以蔽之,就是借考古材料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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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简帛替古人鸣冤,为古书翻案,进而重新确立古书及所载古史的

可靠性权威.但李先生一不愿过分立异,二则因事务繁忙,无暇系

统论述,所发表的文字,或为即兴演讲,或为精短“小文”,或为序为

跋借题发挥,意蕴往往无限而又难免语焉不详,对古书古史是否整

体可靠的问题始终言辞委婉,意向含蓄.读者往往得其一而不知

其二,见其表而不识其里,各自就其所见而表示支持或反对,对他

“走出疑古”后的真正意向,反而容易忽略.这对“走出疑古”的发

展显然不利.廖名春、郭沂两位先生承李先生之后,各自对“走出

疑古”有所阐发,后疑古时代的走向在两位这里豁然明朗.

廖、郭二位是“走出疑古”的坚定支持者,在“后疑古时代”的走

向上,他们与李先生的主张也无二致,但都反对借冯友兰的“释古”

为号而主张另立新帜.廖先生所立曰“证古”,郭先生所立曰“正

古”,二者与李先生所谓“释古”其实异名而同归,其中“正古”一说

最能体现“走出疑古”的意旨和走向.

廖、郭二位之所以反对以“释古”为走向,是因为他们敏锐地看

出这个由冯友兰提出来的概念“是以‘疑古’为基础的”(廖)、“基本

倾向还是疑古”(郭),认为给“‘释古’说以相当高的评价,这是一个

误会”(郭).廖、郭各有一文布陈其主张,前者为«试论冯友兰的

“释古”»,载«原道»第六期;后者为«从“疑古”走向“正古”———中国

古史学的发展方向»,初刊于«光明日报»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６日第三版

«理论周刊»,又刊于«孔子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副标题改为“试论

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

(一)廖名春的“证古”说

廖文从实践到理论对冯友兰的“释古”作了详细解剖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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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他的‘释古’事实上就采取了‘疑古’的立场,从观点到论证,

看不出与疑古派有什么不同”,甚至认为:“可以说,由近年来大量

简帛文献的出土才逐渐明白的先秦秦汉哲学史排队的错误,是由

胡适、顾颉刚发起,最后经由冯友兰系统完成的.从中国近代两种

最权威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看,释古的冯友兰较之疑古的胡适疑古

疑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他认为将“释古”与“疑古”、“信古”相

提并论,并视为对“信古”、“疑古”的超越,在理论和逻辑上有问题.

廖文的批评有两个要点:其一是说“释古”虽标榜“折衷”,但实际上

不可能,落到具体问题上,或“信”或“疑”,一定要有非此即彼的抉

择,否则没有办法“释古”.其二是说“释古和信古并非同一层次上

的同类问题,不具有可比性”.关于第一点,廖文说:

　　所谓“信古”是指于中国上古史“尽信古书”;所谓“疑古”

是指于中国上古史“全然推翻古代传说”,认为古书的记载基

本上不可信.因此“信古”也好,“疑古”也好,都是指对记载中

国上古史的古书的认识.这种认识实质就是对作为中国上古

史传统史料的古书的可靠性的认定.而“释古”虽然说是“信

古”与“疑古”“这两种态度的折衷”,认为“历史旧说,固未可尽

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但落实到具体问题

上,到底是“信”还是“疑”,总得有个说法.因此,“释古”离不

开“信”或“疑”,没有对古书的“信”或“疑”,“释古”就无从“释”

起.

关于第二点,廖文说:

　　“释古”与“信古”、“疑古”并非同一层次上的同类问题,不

具可比性.葛兆光认为“信古”、“疑古”是史料甄别,“释古”是

史料的使用,颇中肯綮.显然,“释古”与“信古”、“疑古”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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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类,也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将它们放在一起,

相提并论这在逻辑分类上是很不妥当的.也就是说,“释

古”和“疑古”、“信古”谈的不是一回事,不具可比性,将它们混

为一谈,硬分高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尽管廖文对“疑古”和“释古”的某些理解并不准确,但有一点还

是抓得很准,即“释古”必须“对作为中国上古史传统史料的古书

的可靠性”有一个确切的“认定”,否则就无从“释”起.只是廖先

生拘执于所谓“认定”就是在“信”或“疑”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

择,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所以对冯友兰的“折衷”所蕴涵的积

极意义便不能领会,反认为是“虚晃一枪”,耍滑头.是否如此且

不置辩,廖先生的拘执起码将“走出疑古”的取向呈露出来:既然

非“疑”则“信”,则“走出疑古”就只能是舍“疑”而取“信”,即“认

为古书的记载基本可信”,“‘未尽可信’的修正只是局部和枝节

的”.这个倾向在解释和发挥王国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

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这句话时表述

得更加清楚:

　　这就是说,古书所载上古史事,得到“地下之新材料”证明

者,我们应该承认,不能妄疑;没有得到“地下之新材料”证明

的,也不能轻易抹杀.这种说法,不但与主张“宁疑古而失之,

不可信古而失之”的胡适、顾颉刚有天壤之别,也是主张“释

古”的冯友兰所不能言.为什么呢? 区别就在于:王国维研究

“地下之新材料”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推翻“历史旧说”,不是专

用“地下之新材料”来打“纸上之材料”的屁股,而是“补正”,补

充、修正、印证“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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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二重证据法”是以基本承认“历史旧说”为前提的,只不

过认为“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还需“地下之新材料”

的进一步补充、修正而已.当然“补正”是相互的,“地下之新

材料”也离不开“纸上之材料”,没有“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新

材料”无从得解.这种互证关系,也只能证明王国维对“历史

旧说”的基本肯定.

廖文还指出了王国维与“信古”、“疑古”和“释古”三者本质的不同:

　　在王国维看来,“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虽然有

一定的缺陷和问题,需要“地下之新材料”的补充和印证,但基

本上是可信的.而“信古”者却是“尽信古书”,对“古书”记载

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不敢正视.“疑古”者是“全然推翻古代

传说”,从“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对着干”的精神

出发,认为古书的记载大多不可信,是后人的作伪.而冯友兰

的“释古”虽然讲“折衷”,讲“合”,但他还是不敢基本承认“历

史旧说”,只是说“‘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杀”而已.换言

之,“历史旧说”的大部分,是可以抹杀的.

“疑古”是否“全然推翻古代传说”,冯友兰是否认为“‘历史旧说’的

大部分,是可以抹杀的”,“疑古”对古代传说究竟持何种见解,又是

如何研究的,这些问题均先不辨,但通过廖先生上述议论,“走出疑

古”的去向可以说已经豁然开朗:“‘历史旧说’基本上是可信的”,

“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基本承认‘历史旧说’为前提”,然后以“地下

之新材料”“进一步补充、修正”.这种由王国维创始的古史研究模

式,廖先生认为应该称之为“证古”.显而易见,在他的心目中,这

也是“后疑古时代”古史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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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郭沂的“正古”说

“走出疑古”提出以来,对“后疑古时代”走向阐述得最条畅明

白的文章就是郭沂先生的«从“疑古”走向“正古”».郭先生在文中

首先对“信古”、“疑古”之“古”的意义加以界定,指出“古”者,“古

史”也,此“古史”非指先秦时期的历史过程本身,而是关于先秦历

史的记述和阐释,即“古史学”.具体地说,“‘古’者,庆历以前之传

统古史学也”.他指出,“中国古史学可谓命途多舛,由于种种原因

曾多次遭到破坏,但历代学者又都想方设法进行重建”.中国历史

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史重建活动”迄今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孔子

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重建”,“经孔子整理的六经,成为先秦古史学

的典范”;第二次“是西汉对先秦历史的重建”,经过西汉学者整理

的“这套古史学,一直为汉魏隋唐时期的学者所遵信”;第三次即是

目前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重建.郭文指出,北宋中叶,疑古思潮

开始兴起,此后时起时伏,到２０世纪初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而

“登峰造极”.但宋代疑古思潮是“有破有立”,近代疑古思潮则“只

破不立,其主流是颠覆唐宋之际有关先秦文献和史实的成说,基本

谈不上古史重建,虽然其意图本来也是先破后立”.与近代疑古思

潮兴起的同时,由王国维创始的以“二重证据法”为“基本原则”的

古史重建工作也同时起步,而“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则标志

着它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也就是说,作为学术主流的疑古思潮

已经彻底成为历史”.第三次古史重建有着自己的特点:“如果说

前两次古史重建是古史学因传统文献缺失而遭到破坏,重建的主

要途径是修复、整理和阐释传统文献,那么第三次是古史学因传统

文献被怀疑而遭到破坏,重建的主要途径是以考古材料印证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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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可靠性,并在同时纠正和补充一些传统观点,进一步完善古

史系统.”这样的古史重建,与冯友兰“以‘疑古’为基础”的“释古”

以及“用田野考古的方法去研究古史”的“考古”根本不同.从字面

上看,“释古”、“考古”都“不包含对传统古史学可靠性判断的意

义”,而“释古”的冯友兰“疑古的态度比那些正宗的疑古派有过之

而无不及”,因此,它们都不能成为这次重建的方向.

至于廖先生的“证古”说,郭先生认为虽说“是对王国维‘二重

证据法’的理论概括”,但却不能概括“二重证据法”的“主要思想”.

他认为,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所表述的“二重证据法”有两层含

义:“一是根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所谓‘补

正’,王氏已明言,包含‘补足’与‘纠正’的意思.二是‘证明’古书

(也就是‘纸上之材料’).所谓‘证明’,从积极方面说是‘证实’古

书,从消极方面说是‘证伪’古书.在这里,王国维强调的显然是积

极的方面.然而就字面上看,‘证古’一词只有第二层含义‘证明’

古书或古史,而没有第一层含义‘补正’古书或古史.另外,‘证古’

这个概念也不包含对传统古史学可靠性判断的意义,与‘信古’、

‘疑古’性质不同.”

郭先生排除“释古”、“考古”、“证古”说之后,直接从“如何对待

传统古史学”这个核心问题入手,对“‘走出疑古时代’后又走向何

处”、“中国古史学的出路在哪里”等重要问题提出简捷而又明确的

主张,即走向“正古”:

　　所谓“正古”,就是“修正”传统古史学.“修正”传统古史

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古史学基本上是可靠的,只需“修正”;

另一方面意味着它也有缺陷,所以需要“修正”.这其实已经

包含了对传统古史学可靠性判断的意义,因而可以和“信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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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相提并论.

具体地讲,“正古”大致包括“四正”:

　　一曰“反正”.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明,传统古史学是

大致可靠的,是古史研究之不可动摇的基石,不可轻易怀疑,

这是前提.不幸的是,它已被疑古派彻底歪曲.因而,根据出

土文献“证明诸书”,拨乱反正,重新认定传统古史学的正确地

位,乃当务之急.

二曰“纠正”.无庸讳言,传统古史学的某些方面是不正

确的甚至是错误的,需要改正.

三曰“补正”,即“补”而“正”之.汉唐传统古史学也有所

缺失,尤其经过秦火,当有大批文献佚失,需要根据出土材料

并结合传世文献加以补足.

四曰“判正”,即“判”而“正”之.汉唐传统古史学的有些

方面不明确甚至是不准确的,需要进一步评判论定,使得其

正.

毫无疑问,“正古”的前提是相信“传统古史学是大致可靠的”,因此

“四正”中以“反正”为第一要义.所谓“拨乱反正”,即拨“疑古”之

乱而反诸“传统古史学”———“庆历以前之传统古史学”———之正.

其他如“纠正”、“补正”、“判正”,充其量只是“局部和枝节”的“修

正”而已.

“正古”、“证古”并无原则性分歧,但“正古”将“走出疑古”的意

向和旨趣更确切地表达出来,并且将其进一步具体化.

从客观的立场来说,如果“传统古史学”确实“基本上是可靠

的”,那么,“基本相信”它也是应该的.可是,事实是否如此呢? 很

难说,至少,“庆历以后”历代学者,特别是百多年来学者们攻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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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伪造的痕迹(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和疑点,似乎并没有被彻

底驳倒.在这样的情况下,凭什么就能断定“传统古史学基本上是

可靠的”呢? 李学勤先生曾明确表示“不赞成预设的信,也不同意

预设的‘疑’,实事求是乃是我们力求达到的准则”,①这个态度非

常正确.② 但问题的关键是,“疑古”之“疑”并非是毫无根据的凭

空“预设”,它不仅有材料的根据,而且还有理论的根据.即便今天

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已经证明它的确有不少错误,也不能就此断

言它所有的“疑”都错了.特别是作为“疑古”核心的“层累地造成

的中国古史”说,迄今所有新发现的相关材料,虽对顾说有所修正,

但从根本上说,也不乏“是对顾说有利的”.③ 今天对“疑古”的错

误,无论是结论上的,还是方法上的,当然应认真反思,勇于纠正,

但是,如果借部分古书平反之机来整体推翻传统辨伪学的成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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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学勤:«清路集»,第２２８页.
不过,李先生在实际研究中并没有彻底贯彻“不预设”的原则.如关于炎黄二

帝的研究,他由“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合的传说”而肯定“炎黄二帝以及其后裔的种

种传说都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然后便据各种古书排列黄帝后裔世系及分布范围,并
据以说明两个历史问题:“第一,中华文明的起源要比很多论著设想的要早,甚至要早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第二,中华文明在相当早的时候,包括它刚在萌生的过程中,便
有了广泛的分布”,而且,还“特别要指出”:“民族的团结统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

点.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分裂,但最后终归于统一.这样的民族精神,在史

前时期已经露其端倪了.”(«走出疑古时代»,第４４—４５页)正如吴锐先生所批评的:
“问题是史前时期还没有形成‘民族’,又如何‘团结统一’呢?”(«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一

卷,第２２页)这显然是“预设”的结果.“夏商周断代工程”出现许多备受国内外学术界批

评的重大失误,作为工程首席科学家和专家组组长,李先生的“预设”甚至“确信”恐怕是

造成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工程的批评争议有很多材料,可参看«古史考»第九卷

«民间论三代»,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４期所载陈

淳«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对工程以“预设”甚至“确信夏的存在”为前提,“并坚

信不移地用考古资料来印证文献”的做法及其后果有非常深刻的分析和批评.
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０页.



者借“古书形成时代的新认识”而直接恢复古史传说的可靠性权

威,那么“击其一点,不及其余”和“假设有余,求证不足”这两个他

们曾经给予“疑古”的最严厉的批评,恐怕就要反弹回来,成为他们

自身的真实写照了.

(三)谢维扬的“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

前已论及,单纯“以考古材料印证传统文献”的方法,实不足以

对古书古史实现反“疑”为“信”的转换,必须超越“材料”之上提出

一种新的东西,使反“疑”为“信”的转换即使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也可以顺利实现,这正是谢维扬先生所关心的问题.他倡导建立

“现代古史史料学”多年,其内涵和方向与李学勤先生倡导的“对古

书的第二次反思”是一致的.多年来,谢先生一直致力于从史料学

角度将“走出疑古”的一系列思想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其主要成

果就是“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的提出.①

谢先生认为:“古代早期文献文本的不断发现对于治古史而

言,除提供给我们大批新数据而外,最深远的意义也许莫过于对古

史研究的史料学基本概念的问题,促使人们根据对新资料的研究

从更多方面作一些反思,以获得某些新的认识,而这正是新世纪古

史研究要有突破性进展的关键问题之一.通过对真正古代文献文

本实物的研究来检讨以往的古史史料学概念,进而建立新的科学

和完整的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这是古史界多年的夙愿,而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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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
序»,«古书成书情况与古史史料学问题»,两文并见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

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的条件下似乎已经可以期望有一些真正的突破性的进展了,这无

疑是很令人兴奋的.”“建立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核心问题不

是别的,而是对古书成书情况的再认识.”①“对古书成书情况的再

认识”是十分复杂的课题,大致包括三方面问题:

首先是古书真伪问题的研究.

谢先生指出,这个问题的实质,“应该是以对先秦古书成书情况

的了解来判断传世文献的可靠性程度问题.这也可以说是‘传统

的’古史史料学下力最多失误亦多的问题,对古史研究方法的影响

也最大,必须依靠对新资料的研究作出清理”.② 先秦古书成书情况

研究的核心是古书体例问题,谢先生认为,包括“古史辨”在内的整个

传统辨伪学,用“以今比古”的方式看待先秦古书体例,并“拿古书体例

范畴内的特征作为证伪的依据”,这“是其方法上最致命的缺陷”.正

是这种方法的运用,导致其“整体上的不成功”.他援引李零先生«出

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一文,认为该文依据出土简帛总结出来

的先秦古书体例的八个特点,“对认定‘传统的’古史史料学理论在判

断古书真伪问题上的致命弱点或失误已经很能说明问题”.③

鉴于先秦古书体例的“复杂和富于变动”及“不可尽考”,谢先

生认为自书内立证伪的标准是有“风险”的,主张“对先秦古书证伪

的最终标准应该来自书外,即应该找到正面反映作伪行为的足够

的证据或证明”.④ 与证伪标准问题相关的是古书真伪考辨中的举

证责任问题.他说,自书外立证伪的标准,实际上是将举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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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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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序”,第１页.
同上,第２页.
同上,第２８４页.
同上,第２８５页.



交付证伪方,而“古史辨”早年多加采用的“默证法”与此相反,是将

举证的责任交付证真方,“除非你举出证真的证据,此书便非真”.

谢先生认为:“就结果而言,证伪方举证保护的是事实上的真古书,

证真方举证防止的则是将伪古书当作真古书.因此在‘法理’上这

两种立场似乎都无可厚非.然而在实践上,持证真方举证立场的传

统辨伪学常年努力的结果是‘古籍辨伪的工作越热忱’,我们就越

‘无书可读了’;而近年来对新出土文献研究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

证明不少长期被斥为伪书的古籍实际是真的,或者一部分是真的’.

这说明就中国早期文献的实际而言,坚持证真方举证立场的效果是

不好的.在古史研究实践中,坚持证真方举证立场的影响也值得反

思”.他以«剑桥中国上古史»不写“夏朝”一章为例,认为:“«剑桥»

目前坚持的证真方举证立场实际上反映了其拒绝对中国早期文献

的全面和总体的表现与特征作完整的思考.其实,依最平实的逻辑

推断,依证真举证立场排斥«夏本纪»很可能会是武断的.这个事实

有很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对中国早期文献文本的生成的基本理由应

有恰如其分的认识,这一点还是需要我们大力研究的.”①

第二个要研究的问题“是根据传统辨伪学整体不成功的事实,

应该考虑未来古史史料学的任务会有什么变化”.谢先生认为:

　　事实上,传统辨伪学的成果并不理想这一点已经表明,对

中国早期文献这一大宗资料而言,其作为史料的价值在总体

上与古书辨伪工作并没有重要的、全面的联系.因此在未来

古史史料学理论中,可以设想,相对“传统的”史料学,对古书

的辨伪问题应该不会再占据中心和重要位置,辨伪的重要性

会大大减弱,史料学思考的重心将会放到对于现代古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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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第２８５页.



的要求更具针对性的问题上(比如对古书内容来源的整理和

对古书采用事实素材的原则的分析等).如果说“传统的”史

料学理论是以“辨伪”为主要特征,那么未来古史史料学将越

过这个阶段,而进入更深层次问题的处理.①

如果谢先生的主张得以实现,那么从“‘传统的’古史史料学”到“未

来古史史料学”确实将会发生“理论范式”的大转型,鉴于后者“将

越过”做了千百年的“辨伪”这一特征,恐怕除了“革命”二字,再也

没有别的什么字眼可以体现这次转型的性质.

第三个要研究的问题是“关于古书内容来源的判别”和“对于

早期文献文本之间关系的整理”.谢先生认为:“具有真实事实来

源的资料就是具有史料价值的资料.因此,关于古书内容来源的

判别应该是更具有史料学意义的基础工作(而古书辨伪严格讲来

只是关于史料载体的一项工作).尤其是对于中国早期历史的研

究而言,在史料的问题上,对于资料来源问题的探究有时比确定某

部古书的真伪似乎更重要.近年来对出土文献所反映的古书成书

情况的研究,在帮助我们形成探究古书内容来源的合理规则和有

效方法方面是有重要启发的.”他批评“古史辨”把“中国传说时期

历史的大量资料”解说成“层累地形成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判为

系统造伪的产物.但在掌握真实的早期文献文本实物的今天,通

过对先秦古书成书情况的深入研究,应该可以证明这完全是不可

能的,是对中国早期文献文本生成机理的非常主观的想象.因此

对传说时期事实素材出现的原理,应该从更广泛的角度去分析”.

谢先生认为:“在特定内容或事实素材来源的判定方面,早期文献

文本之间,包括古书文本与作为广义的早期文献的早期实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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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第２８５页.



资料之间关系的整理是很重要的依据.”①

谢先生的“现代史料学基本概念”内涵非常丰富,只是目前仍处

于初创阶段,对许多问题的论述尚嫌粗略.比如关于古书辨伪在

“未来古史史料学”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不占据中心和重要位置”

与“越过这个阶段”的表述似乎有些矛盾.更重要的是,传世古书中

究竟有没有伪书存在? 如果有,那么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也不管整

部还是局部,甚至是一字之易,半句之改,则古书辨伪总不能弃之不

顾,传统辨伪学成绩也不能置之不理.又如“关于古书内容来源的

判别”,谢先生说“具有真实事实来源的资料就是具有史料价值的资

料”,可判别一项资料是否“具有真实事实来源”的标准又是什么?

“对于早期文献文本之间关系的整理”或许可以为追寻资料的文本

来源提供巨大的帮助,但是又如何判断在文本意义上来源可寻的资

料一定是“具有真实事实来源的资料”? 像这些关系重大的问题,当然

需要长期的研究,但是一些起码的理论逻辑恐怕不必等到将来,只要

不抱成见,冷静以待,就完全可以使思路朝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另外,关于举证责任问题,按谢先生的逻辑,坚持证伪方举证

的结果应是:除非你举出证伪的证据来,此书便非伪.谢先生虽然

没说,但倾向还是很明显的,而且这种意向是从李学勤先生到廖名

春、郭沂等逐渐明朗化了的.王国维的“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

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因含蓄此种意

向,曾引起廖先生的特别注意.但王氏只说“古书之未得证明者,

不能加以否定”,并未说“不能加以否定”者即可“加以肯定”.细味

王氏之意,他的“不能加以否定”只能理解为“孟子于古事之可存疑

者则曰‘于传有之’”,②这仍是一个“存疑”的态度.作为受过清学

６６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第２８６页.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语,引自«古史辨»第一册,第２６４页.



熏陶的严谨笃实的学术大师,他深知由“不能加以否定”到“加以肯

定”中间尚有“证明”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绝对不能跨越过去

的.但其后继者却把他严谨坚守的底线一下子冲破,在“未得证

明”的情况下,由“不能加以否定”,一步跳到“肯定”.他的话便只

好改变如下:“古书之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而其未得证明

者,苟无反证,亦不能不加以肯定.”面对这样的理解,王氏地下有

知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关于举证责任及疑、信的标准问题,在有关“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网上讨论中也有涉及.如一位叫JimRailey的学者即“坚决不

同意在其被证伪之前先接受夏为信史的意见.他说这无疑是最坏

的科学(尽管可能是好的政治),并且脱离了考古学的严谨的传统.

夏在缺乏足够的证据之前,仍然只能存疑”.① 按照谢先生的判别

标准,这种见解乃是属于“‘传统的’古史史料学”范畴,与他的“现

代古史史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所在,用廖、郭两位先生的

话说,就是是否承认“传世文献”和“历史旧说”“基本可信”或“大致

可靠”.和廖、郭二位不同的是,谢先生力图构建一个新的史料学

概念体系,来为这一“拨乱反正”的时代思潮提供理论依据.

谢先生提出的证伪标准和举证责任问题,可以说将“疑古”和“走

出疑古”推到狭路相逢、短兵相接的境地,一个极为简单但又并不能简

单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究竟凭什么信? 又凭什么疑? 信和疑的

标准究竟是什么? 反观２０世纪末以来有关“疑古”和“走出疑古”的种

种争论,包括对“夏商周断代工程”迄今未息的种种争议,其根本的分

歧莫不在此.这其实已经不单纯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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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陈星灿、刘莉:«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网上讨论»,原载北京大学古代

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９期,２００１年６月,又收入«古史考»第九卷

«民间论三代»,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而是涉及整个中国学术界未来走向的大问题.兹事体大,需要学术界

共同关注,并予以更全面、更深入、更冷静的探讨.

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的“拿证据来”曾经成为当

时科学思潮的形象标语.围绕“科学”和“证据”的效用和价值,

当时还发生了一场“科学与玄学”之争.回头来看,争论虽已成

往事,但其中蕴涵的问题,似乎仍值得当今的中国学人认真思

考.特别是谢维扬先生就古书辨伪提出的举证责任问题,从史

料学角度将“科玄之争”中的一些问题重新凸显出来.其中一个

关键的问题是:当证伪和证真都取证不足、甚至无所取证的情况

下,应怎么办? 就史学及其与之相关的一些学科而言,中国学者

一直注重“证据”而鄙薄理论,现在,不管愿意不愿意,举证责任

问题已经把大家逼到不能不关注理论的境地.因为,如果再不

正视这其中的理论问题,那么所有曾经起于证据的“疑”,都将在

同样理直气 壮 的“拿 证 据 来”的 呐 喊 声 中 轻 而 易 举 地 翻 身 为

“信”,诸如顾颉刚当年所说的可能永远也无法证明其为人抑或

为神的“三皇五帝”等,终将利用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再借助

一些民族学、社会学理论的皮毛,以及文献记载与“考古文化”一厢

情愿地简单“拟合”,堂而皇之地复原其上古帝王谱系的权威,而系

于其名下的各种事迹自然也成为信史.① 这种方式还会被美其名

曰“讲理论,讲方法”.广义的中国史学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

８６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近来已有不少人早已在做这样的工作了,如景以恩在«跨越疑古思潮,重建黄帝

世系»(«东南文化»１９９７年第３期)一文中认为“夏商周同祖同源的中国古史黄帝世系是

不可否认的史实”;韩湖初«中国上古“大统一”应从黄帝时期开始———重新评价疑古派的

儒家学者“编造”说»(«新东方»２００１年第５期)则说:“根据«帝系»、«史记五帝本纪»等
古籍,可以肯定我国早在黄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按:两文虽无学术价值,
但要了解一种思潮风靡之下将发生怎样广泛的社会效应,这不失为一种绝好的材料.



已经到了不能再回避的时候了.科学必须讲求“证据”,但当“证

据”之求和“证据”的解释陷入僵局时,概念和逻辑的合理性问题、

学术的原则和规范问题便自然显现出其至关重要的意义,而这恰

恰是我们一向忽略的属于理论范畴的问题.① “证据”有穷,这是

科学必须正视的问题;科学无穷,因为科学不只是“证据”之学.有

些人总想利用“证据”之有穷来打倒科学,又有些人不承认“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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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喜的是,最讲求实证的考古学界已开始关注理论问题,如徐苹芳、张忠培等

先生对“考古学局限性”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对人们在有“局限性”的“证据”面前应该采

取怎样的态度有非常珍贵的启示.张先生早在１９９８年就有«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一文,其中专列“考古学的局限性”一节,从考古遗存的性质和特点出发,
指出考古材料在解决时空等问题上的局限性,并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此没有足够认

识提出批评.他说:“组织人力,拿出钱来,制订计划,搞三代纪年,动机无疑很好,热情

可嘉,但这是否是科学决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一决策的前提就错了,例如他们声

称要走出‘疑古’,其实早就走出‘疑古’了.他们说要三年搞出来,依我看,不要说是三

年,就是更长一些时间,例如再加二三年,我看也未必搞得出来”;“据说搞三代断代工

程得依靠测年科技手段的进步,这谈何容易,不要说五年,就是再长点时间,也不易进

步到能搞出真实年代的水平.除此之外,据说还有个办法,那就是‘重大科学问题上的

民主集中制原则’.科学是追求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哪容得民主集中制! 发展

科学需要的是自由、民主的环境,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如果三代断代能仗民

主集中制行得通的话,我想不必等五年,现在也可以搞”(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

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１６—１１７页).徐苹芳先生在新近发表的«中
国文明的考古学研究»一文中非常赞同张忠培先生有关“考古学局限性”的分析.他

说:“张忠培用‘考古学天生的局限性’来提醒考古学家必须保持理智头脑,不要去作那

些违反考古学常规徒劳无益的事情”;譬如“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和“中国历史上的王朝

更替、皇帝在位年限和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年头,根本是两个概念”,“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失误之一,便是把两个不同的历史年代合而为一,强行比附,造成学术上的混乱”;他
认为“这不是学术上百家争鸣的问题,而是对事物的基本概念不清、逻辑推理混乱所致

的错误,也是对考古学的局限性认识不足所致的错误.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已近８０
年的情况下,还出现这样学科上的‘幼稚病’,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和忧虑吗?”(见«中
国文物报»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５日、３月４日«遗产周刊»第１１６、１１７期)按:徐先生的批评已

在学术界引起热烈反响.又,陈淳先生对考古学理论的探讨以及从理论角度对中国考

古学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和反思发人深省,令人钦佩.可

参见氏著«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及«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有穷,以给科学过高荣誉的方式,为科学带来难以抹去的耻辱.中

国学术界如不想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必须改变鄙薄理论的风习,

必须有一些人肯在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非“证据”所能穷

尽的理论领域,让这里开满真正的理论之花,否则,荒芜的理论之

域,恰恰会成为中世纪蒙昧理念复活的乐园.在新的世纪之初,究

竟何去何从,很值得中国学人深长思之.

(原载«文史哲»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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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疑古”的困惑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

张富祥

　　世纪之交一度轰动国际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近来似乎渐被

人们淡忘.暂时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阶段成果

报告(简本)»(以下简称«报告»)①,牵连我们民族“五千年”的历史

情结,看来无论如何都难孚人望.纯从学术上说,一套牵强而并不

完整的具体年代和数字未必就那么紧要,也许背后的一系列观念

和意向更值得学界反省和深思.

一、研究理路的检讨

古史年代学研究的困境和难处人所共知,但相关工作也不是

完全没有“文本”可循.当下可行的路径,应该还是在现存古文献

“文本”的基础上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已有的年代系统调整到

目前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或者在得不出一致意见

的情况下制定几种备案,而不必强求圈定一种结论.实在说,断代

① «夏商周断代工程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００年版.



工程匆匆作业,并未对现存“文本”进行深到、仔细、有所突破和发

明的系统研究.«报告»所反映的研究理路,几乎是将现存“文本”

悉数打散,然后与各种旧有的或重新提取的证件(文字的及非文字

的)作不恰当的比附,又从而以一个个自认为“最佳选择”的年代拼

凑出一个总表.这样的做法只着眼于既有年代系统已知或可能的

错误部分,而全不顾及这类系统总体上可能的合理性,其结果可想

而知.

现存的三代年代学“文本”主要有三种:一是«竹书纪年»(以下

简称«纪年»)①;一是«史记鲁世家»(以及«十二诸侯年表»的一

部分)所记载的鲁国纪年;一是«汉书律历志»所存录的«世经»中

的西周年代.«纪年»古本早佚,现在仅存的佚文零落过甚,大不足

用;今本内容尚较完整,然丛脞有如杂俎,向被指为伪品.不过研

究表明,今本«纪年»所记仍大略承古本而来,并非尽出于后人的造

作,只要下功夫清理一番,也还不难据以恢复古本原载的年代.

«史记鲁世家»记有鲁考公以下年数,公认是可靠的年代学资料,

可以作为推校西周王年的基础性参照系,今本«纪年»亦采录了大

部分鲁公的卒年.«世经»一书,一般认为出自西汉末刘歆之手,所

记周初年代凡武王在位７年、周公“摄政”７年、成王在位３０年,纯

由«三统历»谱推排得出,未可信任;自康王十六年起续接鲁国纪

年,而所记鲁公年数又较今本«鲁世家»多出６０余年,当以今本«鲁

世家»为是.晚出诸书,以«帝王世纪»较有代表性,其西周部分大

致采用了«世经»的年代框架,但自康王以至厉王的在位年数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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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估定,多不可从;宋元之际各种古史著作中的西周王年,实皆主

承«帝王世纪»,惟个别年代稍有调整.专就西周年代而言,从«帝

王世纪»直到近世各家的考证,实际上都曲曲折折地会归于«纪年»

和«世经»的两个系统.假如肯定«世经»所推周初王年不可靠的

话,那么现在致力的主要方向就应是清理«纪年»的原载,并以鲁国

纪年作为基本的参考标准.工程不由此途,而将主要精力放到非

文字史料的调查与取证上,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工程虽亦设

有文献研究专题,最后却对以往的主要争议没有提出任何可以获

得公认的解决方案.

工程所制定的«夏商周年表»,见于«报告»附录者,至多只能算

是半个表.其中夏代和商代前期均无具体年代,商代后期王年也

多缺略,具体到位的只有西周王年.然而就是这半个表,也让人不

胜迟疑.下面即着重就此表的西周部分作些简要的分析.

«报告»所录西周王年的推求过程甚为复杂,但细检其理路也

不外这样几项:其一,由已知的共和元年为公元前８４１年及史籍所

记厉王在位３７年之数,并假定共和元年为厉王三十七年当年改

元,推定厉王元年为公元前８７７年;其二,由古本«纪年»“懿王元年

天再旦于郑”的记录,用天文方法测定该年为公元前８９９年;其三,

由上二项推定懿、孝、夷三王共在位２２年,并各为分配年数(均无

确据);其四,由所制历谱推得共王元年为公元前９２２年,且亦假定

该年为穆王五十五年当年改元;其五,由上项推定穆王元年为公元

前９７６年;其六,复由上项及古本«纪年»等所记昭王在位１９年之

数,推定昭王元年为公元前９９５年;其七,由所制历谱推得康王元

年为公元前１０２０年、成王元年为公元前１０４２年;其八,综合运用

各种手段,最终从东汉郑玄提出的武王克商后在位４年之说,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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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始年为公元前１０４６年.

这一理路以各王年分别推证,对文献数据的选取非常任意,而

由历谱推出者实似猜谜.为验证工程年表的可信性,我们尝试由

今本«纪年»及鲁国纪年推校古本«纪年»原载的年代,结果得到与

工程年表迥乎不同的西周年代系统.

(一)今本«纪年»的最大问题,在于周初年代改变古本所记,采

取了刘歆«世经»之说,以武王在位７年、成王在位３７年(包括周公

“摄政”的７年在内)为纪;又由干支纪年的推排,调停古本«纪年»

所记西周积年共２５７年之数,以所定成王十八年为２５７年的上限,

并指认此年为成王“定鼎”之年.这样,所推西周积年就比古本所

记多出了２４年而增至２８１年,这一点,王国维先生的«今本竹书纪

年疏证»早已指出.不过由此还可知道,今本对古本所记康王以下

各王的在位总年数并未变动,变动的只是武王、成王的在位年数.

(二)今本«纪年»载康王在位２６年、昭王在位１９年,这两个数

据当都是承古本而来的,在没有发现强有力的新证据之前断不可

更动.据此,仍以西周积年共２５７年为准,可知康王元年为公元前

１００７年、昭王元年为公元前９８１年.这样也就可见,由康王元年

溯至２５７年的上限(公元前１０２７年),实际只有２０年———我们相

信这个２０年之数即是古本«纪年»所记武王、成王在位的总年数.

具体年数的分配,最合理的是武王克商后次年即去世,在位仅２

年,成王在位共１８年.也就是说,今本«纪年»多出的２４年当斩去

不计,方合于古本.

(三)今本«纪年»改动古本的另一大问题是穆王的在位年数.

古本«纪年»明载“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年”(见«晋书

束皙传»),可知今本记穆王在位５５年不合于古本.今本穆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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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５条,一为三十七年“伐越”,一为三十九年“王会诸侯于涂

山”,一为四十五年鲁魏公卒,一为五十一年“作吕刑”,一为五十五

年“王陟”,后３条当皆非古本原文.今本记鲁侯伯禽及幽公、魏公

卒年,因误信刘歆所推定的伯禽卒于康王十六年之说,皆较鲁国纪

年推迟了７年;按鲁国纪年,伯禽实卒于康王九年(以鲁武公在位

１０年上推),幽公、魏公则分别卒于昭王七年、穆王三十八年.由

上面所定昭王年代,可知穆王元年为公元前９６２年;现在假定穆王

在位３９年,则其薨卒较鲁魏公迟一年,应在公元前９２４年.此年

上距古本«纪年»所记武王伐纣年共１０４年,既大致符合“自周受命

至穆王百年”之说,又合于民间所传穆王寿１０５岁(虚岁)之说.今

即从此数,则又可知共王元年为公元前９２３年.

(四)今本«纪年»载鲁厉公卒于懿王十七年,不确.与鲁国纪

年相校,按今本«纪年»的系统,当言鲁厉公卒于懿王十九年.不过

所记也和此前三位鲁公的卒年一样被推迟了７年,故上推７年,即

可定鲁厉公卒于懿王十二年.已知鲁厉公卒于公元前８８８年,则

懿王元年应为公元前８９９年.工程据古本«纪年»的可靠天象记

录,用天文方法推定懿王元年为公元前８９９年,可说是所拟西周王

年中唯一正确的结果.据此又可知共王在位凡２４年.

(五)今本«纪年»载孝王在位９年、夷王在位８年,当亦承古

本.前者既无从肯定也无从否定,后者则可由«左传»等证实.«史

记卫世家»载卫顷侯以厚赂夷王为侯,因顷侯即位于公元前８６６

年,故以夷王在位８年计,夷王元年不得超过公元前８７３年.这是

考求西周后期王年的一个重要数据,此下厉王的年代亦必须参考

这一数据推定.

(六)厉王及共和的纪年是个复杂的问题,断代工程显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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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周.古本、今本«纪年»皆不以共和单独纪年,近年出土的陕西眉

县铜器也反映出共和不是独立的年号,这便对工程所定西周后期

王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仔细绎各种文献记载,我们以为共和

期间王室纪年仍用厉王之名,并未废止,史籍或载厉王在位３７年,

当包括共和的１４年在内,而不是后者接续前者.若从此说,则厉

王实际在位２３年,其元年应为公元前８６４年.顺此上推,可知夷

王元年为公元前８７２年,孝王元年为公元前８８１年,懿王在位１８

年.«史记»的卫、齐、陈诸«世家»所见年代,均与此相合.今本«纪

年»载共王在位１２年,短缺了１２年;懿王在位２５年,多出了７年;

厉王在位１２年(包括共和在内共２６年),短缺了１１年.三者相

抵,共短缺了１６年,此即所记穆王在位５５年所多出的１６年之数.

是又可证今本«纪年»变动古本的穆王以下年代,仍是在古本２５７

年的积数框架内调整的,并未尽弃旧载.其所以确定厉王实际在

位１２年,当是由误认为厉王３７岁时去世推算出来的.今本在孝

王七年下有一注:“是年厉王生.”按此注,是年下距共和十四年厉

王卒恰好３７年;今补入厉王在位年数短缺的１１年,则厉王去世

时应为４８岁.由此又使人想到,王室在共和期间可能曾以厉王

的年龄记事,大约今本«纪年»误以厉王的纪年为年龄,而«史

记周本纪»的“三十年”、“三十四年”又误以厉王的年龄为纪

年.西周后期王年的一系列混乱,当皆由后人误以共和的１４年

接续厉王的３７年所致,故司马迁作«十二诸侯年表»亦只始于共

和元年.

以上内容,笔者另有详考,虽不敢说是古本«纪年»的完整恢

复,但我们自信所考是接近于«纪年»原本的,且与鲁国纪年密合.

为简明起见,这里仅将所考结果与工程的研究结果表列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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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年»西周王年　　　工程西周王年

　　　　　　　　　(公元前)　　　　　　　(公元前)

　　武王　　　１０２７—１０２６　　　　　１０４６—１０４３

成王 １０２５—１００８ １０４２—１０２１

康王 １００７—９８２ １０２０—９９６

昭王 ９８１—９６３ ９９５—９７７

穆王 ９６２—９２４ ９７６—９２２

共王 ９２３—９００ ９２２—９００

懿王 ８９９—８８２ ８９９—８９２

孝王 ８８１—８７３ ８９１—８８６

夷王 ８７２—８６５ ８８５—８７８

厉王 ８６４—８２８ ８７７—８４１

共和 ８４１—８２８

宣王 ８２７—７８２ ８２７—７８２

幽王 ７８１—７７１ ７８１—７７１

二者相校,共和以前王年除懿王元年外,乃无一相合.古本

«纪年»出于先秦晋国、魏国的史书,所记必定是有来历的,除非今

后有更早、更可靠的“文本”出现,便绝无任意改作的理由.准此,

工程暂定的西周年表就完全不可用.其主要失误有两端:一是对

穆王的在位年数估计过高;二是没有注意到共和不单独纪年.由

前者上推,则商、周年代分界势必会提前;由后者上推,则共、懿、

孝、夷诸王的在位年数势必会缩短.古史年代原是一个自在自足

的系统,稍有差池便会弄得面目全非.工程既脱离古文献中已有

的年代框架而另搞一套,又处处靠推测与“拟合”定弦,这就无怪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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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研究工作虽东搜西讨,仍不免顾此而失彼、左支而右绌.

关于夏、商年代框架,工程暂定夏代始于公元前２０７０年,商代

始于公元前１６００年,并未超出传统的认识范畴.古本、今本«纪年»

均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汤灭夏

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由这两个数据推算,假

如仍以周武王灭商在公元前１０２７年为准,则商之始年在公元前

１５２２年,夏之始年在公元前１９９２年.工程对商之积年,采取陈梦家

先生之说,以为从商汤立国到文丁去世之年(亦即周文王“受命”之

年)共２９王、４９６年,不包括帝乙、帝辛的年数在内,故又由相传的文

王在位５１年、武王克商前已在位５年之数,推定帝乙、帝辛共在位

５６年,商之积年应为５５２年.可是这样处理,就使得«纪年»所记商、

周积年之数不相接续,中间悬隔５６年,甚不合于历史记录的通则.

我们以为,古本«纪年»所说的“二十九王”当包括太丁及帝乙、帝辛

在内,而很可能不及外丙、外壬.今本«纪年»实载商代３０王而无太

丁,各王在位年数累计为５０８年,比所录商之积年总数４９６年多出了

１２年,而这个１２年恰好是所记外丙２年、外壬１０年之数.大约今

本据史籍削去太丁而补入了外丙、外壬,却又未与其他王年及篇末

照抄古本的商王人数和总年数相检照,遂致前后相抵牾.今本所记

商代前期各王的在位年数还是可以参考的,惟太戊７５年、祖乙１９

年之数大概需要互换,而工程的研究皆弃置不顾.工程估定的商代

后期王年问题很多,虽间采古本«纪年»而亦不顾今本,兹不缕述.

其中的要害还是由所定武王伐纣在公元前１０４６年上推,而此年的

推定本不可靠,则所拟商后期王年也便失去了基本的支持.

夏之积年,工程徘徊于古本«纪年»所记的４７１年与«易纬稽览

图»所记的４３１年之间,最终权从４７１年之说.据我们研究,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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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据之间本无关系,而今本«纪年»亦欲调停二者,遂亦导致混

乱.今本于“夏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下有一注:“始壬子,终壬戌.”

按此注推算,自壬子年至壬戌年,恰好是４３１年;但今本实载夏积

年为４９１年,与上二数皆不合.问题即出在对所谓“无王”阶段年

数的估计上.今本«纪年»用干支推排夏王年,以帝相元年为戊戌

年,少康元年为丙午年.若按夏积年为４３１年之说,则戊戌年下距

丙午年仅有８年,显然与史实不符;今本«纪年»增入了干支表一周

的６０年,以帝相在位的２８年与寒浞在位的４０年相接,则帝相元

年戊戌下距少康元年丙午便有６８年.我们以为,古本«纪年»可能

原载帝相八年寒浞杀羿(见于今本),自次年下至寒浞被杀共４０

年,这样夏积年即为４７１年;今本«纪年»囿于后世流行的“帝统”观

念,改以寒浞在位的４０年上接于帝相在位的２８年,从而使得夏积

年总数也较古本«纪年»多出了２０年.若必欲使今本的干支纪年

合于４７１年之数,则当言夏年始于壬申而终于壬戌.以干支推排

古代王年始于东汉初年以后,而这种推排常有错误,此为学者所习

知.问题还不止于此,今本«纪年»又假定夏王继位后,须为故王服

丧三年毕始正式登基称元,故所记夏王年全无条理.今由其干支纪

年所差得的“服丧期”,或作４年,或作３年,或又仅及２年、１年,或

竟无“服丧期”,可见其推排未定,还只是胡乱尝试的一种草稿.这

类把戏必出于东汉以后,或受到«孟子万章上»所说的尧、舜、禹皆

有“三年之丧”的影响.至于４３１年之数,大约是刘歆由«三统历»谱

推排得来的,今本«纪年»的参据和«易纬稽览图»的转录都应出于

«世经»,根本谈不上什么“殷历家的说法”.现存«世经»载夏积年为

４３２年,或出于后人抄误,或因夏、商分界年的计数而导致差一年,皆

无足深究.总之,估定夏年代框架,纬书是不可据的,现时唯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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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而较为可信的数据仍是古本«纪年»所记的４７１年.

这里无意迷信古本«纪年»,但古人既留下了这些记录,后人的

年代学研究就必须首先给以彻底的审查.在这项工作未有切实的

成效之前,其他任何推求方式都是舍路而不由.

二、泛科学论证的反思

与上节所述研究理路上的偏颇相联系,工程所提倡的多学科

方法也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工程年代学研究有一条基本的原

则,是在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科技测年、金文材料相矛盾时,宁可

相信后者而弃用前者.① 这一原则在学理上是不周延的,尤其是

相对于具体历史年代的确定而言,非文字史料与文献记载相比并

无优势.工程对多学科方法的运用应该说有得有失,但诸多失误

和教训更值得反思和总结.

１．考古验证

以考古验证古史年代,首先就有个适用范围问题.假如考察

对象是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前的遗物,那么样品测试可以提供相

对适用的年代数据,并且误差放大到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也还算准

确;但若仅限于文献史学的年代,并且要弄清年代细节,那么测试

手段便会显示出它所固有的局限性.蒋祖棣先生撰文批评断代工

程的方法论②,曾特别提到这样两项不合理的要求:一是工程要求

“С１４年代数据,要达到±２０年左右”;二是工程С１４专家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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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又收入«古史考»第九卷,海南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考古专家“建立样品与王世的可靠关系如果无法建立这样的

关系,样品对于年代学就没有意义”.这两项要求所带来的一系列

问题,有时出乎局外人的想象.例如沣西遗址的发掘是工程建立

商—周考古界标的基础,发掘报告便将遗址分期与王世对号,分为

“文王迁丰至武王伐纣”(第一期)、“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第

二期)等各期.①这样的分期为迁就С１４测年而采取,最短的期段

竟只有十几年的时间,绝难令人相信.且不说工程极有限的“抽

样”调查未必会有什么新发现,即使仅就这种与王世对号的分期方

法而言,也为严格的考古工作所不允许.С１４测年数据要求精确

到±２０年左右,甚至比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误差还要小,在现有技

术条件下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况且С１４测年本来也只有６８％的

置信区间.其实谁都清楚,考古的地层划分和出土器物并不能成

为确定实际年代的直接依据,即使测试得再精确也不行.工程之

所以提出此类有违于科学常规的要求,目的仅在牵合硬性缩小武

王克商年选择范围的做法.实则这一范围未尝不可通过文献记载

推定,原不必费许多周折.例如由鲁国纪年可以推知伯禽卒于公

元前９９９年,假定他受封于成王元年,在位２０—５０年,那么即可约

略确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１０５０—前１０２０年之间(此即工程所主

张的范围).不过伯禽在位５０年的假设显然估计过高,更可信的

记录还是武王克商在公元前１０２７年.工程最终选定武王克商在

公元前１０４６年,已接近所定武王克商年的上限,牵合之迹显然.

工程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作为夏—商考古界标,以

１８“走出疑古”的困惑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１９９７年沣西发掘报告»,«考古学

报»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作为探讨早期夏文化与夏王朝起始年代的考

古学基础,在考古学者中间也存在很大争议.二里头文化内涵复

杂,既往的认识多以其早、晚期段分属夏、商,这在理论上不一定合

理;即使权从此种分法,其早期部分的考古测年也不够文献所见的

夏代年数.工程采取拼合的办法,以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

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一期,以填补其间的空白.实际上,

如果从古本«纪年»所记,认定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２０世纪初年,

那么此种拼合即可消除.不过说到底,仅用“支离破碎”的考古材

料而欲拼凑出一个“王朝”,并不是根本的办法,而且各地龙山文化

晚期大都延入传说的夏代范围之内,考古分期的绝对年代不一定

可以移作划分历史年代的标准.

２．天文推算

在年代学上,天文推算的有效性已得到不少国际性的实证.

工程的运用有两项值得肯认的成果:一项是周懿王元年的验证和

确认,这在本文上节已提到;另一项是对五次甲骨月食的年代推

算.学者对后一项成果还有疑义,如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先生就批

评工程的«报告»只记推算所得的西历年而省略了月、日,因为这些

西历年的月份有的与甲骨文原有的月份不相应,日干支也有的不

合历谱.① 不过工程的推算毕竟以甲骨文的可靠记录为基础,由

此大致确定商后期盘庚迁殷在公元前１３００年左右,尚略与传统的

认识相合.但对商后期纪年,工程在各种矛盾的记录中选取最晚

出的２５３年最低数,以与所定武王克商年相契合,也不可据.按现

２８ 　“疑古”与“走出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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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多数学者的一般意见,古籍所引古本«纪年»的７７３年之数当

是２７３年之误,由公元前１３００年减去２７３年,则商亡正在公元前

１０２７年.７７３年之数当由宋代«史记»版本注文的误刻造成,见于

现存的南宋黄善夫刊本(即百衲本),而这一误刻很可能出自南宋

时尚存于馆阁的今本«纪年»的抄误.

工程的天文推算另有两项成果,一涉武王克商年,一涉夏代始

年,因所据文献资料有问题,则皆难获得认同.武王克商前后的天

象传说,主要见于«国语周语下»所记伶州鸠语,其中最紧要的是

“岁在鹑火”一语.据我们所考察,伶州鸠语中的天象内容绝非周

初实录.第一,伶州鸠语原文实分前后两事.前者记伶州鸠谏止

周景王铸大钟,为典型的儒家言;后者专讲“七律”出于自然及武王

“吹律定声”的故事,实出于兵家言.二者来源不同,思想并不一

致.第二,二十八宿及十二次知识不大可能形成于春秋以前,这点

学者已多有论说.伶州鸠语中的“岁在鹑火”当是战国时人用不超

辰的岁星纪年法推导出来的,与所推年代的实际天象并不相符.

第三,«荀子儒效»篇所说的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太岁”,用的是极

晚出的太岁纪年法(与岁星纪年法次序相反的虚构形式),大抵谓

“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与伶州鸠语所说不属于同一系统.依«周

语»韦昭注,鹑火之次指张、翼、轸三宿,三宿在二十八宿系统上皆

属南方,与“东面”之说并不相合.«尸子»记武王伐纣,鱼辛谏“岁

在北方,不北征”,又恰与岁星正当其位之说相违.此皆出于战国

秦汉间的兵忌之说,“迎岁”乃指“逆岁”、“背岁”而言,绝非是指顺

迎岁星的位置.第四,«世经»对伶州鸠语的逐句解说,是依据«三

统历»谱,用岁星超辰法推演的,不能用以与伶州鸠语互证.第五,

伶州鸠语中包含“五德终始”说的内容,其中讲“数”而专注于“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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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尚大林(林钟),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汉为火德”说相应.

第六,伶州鸠语中的武王“吹律定声”故事,实出于汉代流行的“旋

宫法”,亦即以十二律轮流作为宫音(主音)以定不同音高的五声音

阶及其他音阶的一种方法(其法略见于«礼记礼运»郑注及孔

疏),而古时兵家常用以论兵.根据以上几点,可以判定伶州鸠语

中的天象内容为晚出的伪史料,并非乐官世家所传的真材料,故不

能用以推求武王克商年.

此外,又有关于利簋铭文的一种解释,也被工程用作武王克商

时岁星正当其位或岁星上中天的认识依据.据我们理解,铭文中

的“武王征商,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朝”字当讲为“初”;“岁

鼎”通“岁正”,指正月初一;“闻”通“殷”(衣、夷),指殷人的夷人身

份.如是则全句可译为:武王征伐商国,在甲子岁旦这天打败殷

人,一大早就占领了商城.铭文原很直白,与岁星并无关系,故亦

不可作为天象资料使用.依此而论,周人灭商是乘商人过大年之

机偷袭成功的,而商周之际尚行用传统的夏历(历日记录可能采取

商末通行的“一甲十癸”之制),未必有后人所称的建子、建丑之别.

后人用周正推导,故致武王克商的甲子日被推迟到二月末或三月

初,此又为研究古历照搬后世历法之弊.对工程构筑西周始年的

工作,不论从文献记载、历日推排、考古验证或天文推算上看,只要

否定了其中的一条,其整个基础都将根本动摇.

工程对夏代天象的考察,有禹时“五星聚”及仲康日食两事.

所用“五星聚”材料采自纬书«孝经钩命诀»,是最难依据的.查现

有资料,有关“五星聚”的明确记录,最早的是见于«史记»之«天官

书»及«张耳陈余列传»的汉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汉书»

则有５个篇章言及其事.然而«魏书高允传»早已对此提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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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认为所记不过是“史官欲神其事”,与实际天象并不相符.至于

周文王时“五星聚房”及齐桓公时“五星聚箕”之说(见«宋书»之«天

文志»及«符瑞志»等),则尤为晚出的无根之言,故断代工程亦不以

前者用于推求西周王年.比较具体的“五星聚”记载见于«汉书

律历志»:“前历(«颛顼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

七年(即太初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日月在建星(即斗、牛间).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

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大抵“五星聚”的话头

到«太初历»颁行以后始渐为历算家所重,其广传可能更在刘歆改

造«太初历»为«三统历»之后.故桓谭«新论»云:“从天元以来,讫

十一月甲子朔朝冬至,日月若连璧.”(«初学记»卷四引)虞喜亦云:

“天元之始,于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连珠,俱起牵牛之

初.”(«史记历书»索隐引)这些话显然都是附和«太初历»、«三统

历»而来的.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太初年间以后,所记高祖元年

之“五星聚”很可能也出于«太初历»编制前后的造说.纬书起于东

汉初以后,故附会“五星聚”亦不遗余力.如«古微书»卷二引«尚书

考灵曜»:“天地开辟,元历纪名,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纬俱起牵

牛日月若悬璧,五星若编珠.”同书卷四又引«尚书中候»云:

“天地开辟,甲子冬至,日月若悬璧,五星若编珠.”同类材料在纬书

中不知凡几,现存«开元占经»卷十九«五星占»部分的引录仍然连

篇累牍,可以参看,周文王时“五星聚房”之说即出于«春秋元命

苞».工程«报告»所引«孝经钩命诀»之文,性质并无两样,且原文

“炳炳”二字上当有“日月”二字.如果相信所记是“在古人记忆中

流传下来”的夏代天象,那么纬书多将“五星聚”推溯到“天地开辟”

的时代,现代天文学又如何测度? 工程天文专家推算公元前１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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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月２６日曾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会(«报告»又称“最难得的一

次”),这对推求夏代始年其实也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古人虚拟的“五

星聚”与现代天文科学的推算原不相关.古代天文观念与现代不

同,说古人不能逆推真实的“五星聚”则可,说古人不能有虚拟的“五

星聚”观念则不可.必以为这种奇异壮观的天象只“可能在古人记

忆中流传下来”,而不可能出于虚拟,无乃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观点.

至于所谓仲康日食,反映的是季秋房宿日食的晚起知识(一般认为

不会早于公元前６世纪),工程既已核实以往的１３种说法都有问

题,则更不必测算.美国学者或据«左传»所引«夏书»的月份及经过

校改的今本«纪年»的干支以事推算,而推算结果的年、月、日又无一

与工程的推算相合①,可见对古人的这类假想性的记录无法较真.

３．金文历谱

金文历谱的制定和应用,在工程的研究工作中具有其他手段

无法相比的作用,而问题也最多.学者或说年代学研究的基础在

于历法,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所以由试谱的某种年历推求古代王

年也并非不可能.但是质诸现实的情况,在古代历法真正得以考

明之前,所有重新安排的历谱都是有问题的,用以套合古代王年徒

劳无益,前辈大家如郭沫若②、陈梦家③、岑仲勉④等先生对此都早

已有中肯的论说.近年也有全程参加工程金文历法小组工作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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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工程的历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①,更可见这项工作在目前还

靠不住.

工程金文历谱的构建以预设的西周历法要点为基础.«报告»

第１９页载这类要点有四:(１)西周历法采用“朔”或“朏”为月首;

(２)西周历法的岁首多为建子、建丑;(３)西周历法一般采用年终置

闰;(４)西周改元有逾年改元和当年改元两种.这几项预设没有一

项是单一的肯定性的,因而都是需要特别加以证明的,然而工程并

没有进行讨论和举证,便径直用作了研究工作的前提.想来工程

专家对这几个要点亦未必完全自信,因为据现有的商、周历法知识

都不难举出反证.如月首问题,首先是西周时是否已有“朔”的概

念尚存疑问;而即使已有“朔”的概念,那么“朏”和“朔”的转换在何

时,当时人是否已认识到“平朔”与“实朔”的区别,也都需要有确实

的考求和说明.岁首问题,争议亦多,清人已以为周正建子始于东

迁以后(见陈厚耀«春秋长历»卷七);近２０年间,学者对殷正建丑

更提出了种种质疑,因有殷正建辰、巳、午、未、申、酉、戌诸说.闰

月问题,工程忽视甲骨文、金文中并非仅见的“十四月”(已知者约

有６例)显属失当;而商代及西周是否曾于年中置闰,各家意见也

不一致.改元问题,工程特设共王、共和当年改元,实为迁就历谱

而并无根据,且如本文前述,共和原不单独纪年.

由于整个历谱不可靠,工程所设置的推求西周王年的七个支

点,除“天再旦”与懿王元年当作别论外,其余也就都不能令人放

心.问题最严重的是西周后期诸器.吴虎鼎明明有“王在周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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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宫”、“申剌(厉)王命”之语,完全可以定为厉王时器,而工程偏偏

将就历谱定为宣王时器.晋侯苏钟很可能是宣王时器,其铭文所

记史实大合于载籍所见宣王六年(前８２２)伐徐戎、淮夷事(可参今

本«纪年»及«诗经大雅常武»),而工程又定为厉王时器.按工

程专家的解释,厉王三十三年相当于晋靖侯(晋献侯之祖父)十三

年(前８４６),铭文中的“晋侯苏”当是献侯于宣王六年即位后追

称.① 这个解释是很成问题的:器物既是铭记战功的,何以要刻于

二十多年后? 而且当时无制作,又置时王的奖赏于何地? 我们更

倾向于认为,晋人的记录用的是宣王的年龄,而不是宣王的在位之

年.假定宣王生于本文上节所考的厉王十一年(前８５４,是年厉王

２２岁),那么下及他即位之六年,为３３岁,故晋侯苏钟铭文称“唯

王三十又三年”.大抵共和期间因政局特殊,王室曾以厉王、宣王

的年龄记事并非不可能,或者晋人在宣王即位后仍然沿用了其例.

晋侯苏钟还有月相与日干支上的矛盾,或涉及各地干支系统的不

同,工程采用改字的办法使之合谱,也是大忌讳.究其根底言之,

工程原不知共和不单独纪年,从而将厉王的纪年提前了１４年,这

就使得西周后期铜器的排谱陷于一片混乱.«报告»将共和以下历

谱列为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见第８３页),实际这部分历谱可能

问题最多.如果将厉王的纪年下移１４年,那么就可使历来令专家

头疼的一些高纪年铜器排入,其中有的可能虽不用共和之号而实

出于共和年间.

工程的金文历谱一并收录了«尚书»的«武成»、«召诰»、«毕命»

诸篇中的部分历日干支.这类文献的史料价值当别作评判,但所

８８ 　“疑古”与“走出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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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历日当大都出于后人的推排,未可盲从.尤其是来路不明的«武

成»篇佚文中的历日,断不可仅由刘歆«世经»的推排就信以为真.

同样的历日记录,古人按某种特定的历谱推排可以得到一种结果,

今人按科学测定的合朔表推排则又得到另一种结果,况且月相问

题自古迄今一直纠缠不清.是知不明古历,不知确切年代,仅靠这

样的推排构建历谱,又以反求具体的王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获得

成功.

现在可以说,工程对多学科方法的运用大部分是牵强的,所得

结果也不免穿凿.如果套用西方人常用的一个比喻,那么也可说

在工程所定的年代头上都悬着一把剑,只要稍微提出问题,剑都可

能落下杀死这些年代.科学研究的基础本在实验和归纳,科技手

段并不能普遍地运用于社会科学,同时科学本身也有它自己的缺

陷,而泛科学化的理解又绝非是尊重科学.

三、也说“走出疑古”

“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出现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上距古史

辨大潮的最初兴起恰好７０年之久.７０年间的中国古史研究风风

雨雨,起起落落,盖难一言以蔽之;至于断代工程正式启动之时,首

次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相号召,则又相因于时代风会的变化而

关系匪浅.这一口号是期待与风险并存的:假如工程能够获得预想

的成功,自可为“走出疑古时代”提供坚强的实据,甚或会扭转古史

研究的方向;假如情况正好相反,工程不能获得成功或者归于失败,

则可能会发生负面的效应,导致“走出疑古”的口号亦转眼“作古”.

兴起于清末民初的疑古思潮,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汇为古史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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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大波,当时在中国史学界乃至政治生活领域中所造成的震

荡有目共睹.倘若放宽眼界来看,这一场运动实是一场关于中国

古史问题的大论争、大论战,论战的过程并不局限于顾颉刚、胡适、

钱玄同等少数几位巨擘的观点———它所展示的是一个大平台、一

种大模样、一项堪与先秦百家争鸣相比拟的大事业,七集九大册

«古史辨»不啻一场史学革命的结晶.所以古史辨学术的全部内涵

也并不能仅以“疑古”二字概括———疑古只是表象,其精神气骨仍

在彻底破坏和清算旧史系统,并以此推动近现代新史学体系的探

索和建立.中国近世史学的全面转型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外交合

因素,而在我们看来,其直接推助力多半来源于古史辨运动.

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所谓“古史辨”派的某些核心观点,从

一开始就备受争议.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一流派因注重文献史学,

他们的一系列观点都是沿着同一历史逻辑的理路展开的.这一理

路的最大特点,如当代史家已强调指出的那样,在于破除迷信,推

倒偶像,自觉地将现代理性的历史观念引入了古史观.

第一,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认为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

放愈大”,古史“发生的次序与排列的系统恰成一个反背”.这些话

所揭示的本来只是一个简单的、经验性的、甚至可说是常识性的事

实或规律,即古史传说在由口头叙事向文献形态转化的过程中,曾

长期保持着它们所本有的易变的特点,因此愈后而增饰愈多,古史

期也就相应愈被拉长,中心人物也随之愈被神化和放大.试就现

在所知的古文献检查,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尚不见有关于夏朝的记

载(此或与卜辞祀典不涉异族有关),夏、商、周“三代”的观念显然

到西周时才有;而到春秋以后的文献中,又出现了虞、夏、商、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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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提法,中国古史的发端也渐被上溯到相对于晚周的“二千年”

以前.伏羲、神农以及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等称呼的定型大

约都相当晚近,“黄帝”之名目前在金文中最早还仅见于战国时齐

威王的铜器.依据传说古史观念的演变次第观察,“层累”说的要

义其实仅在承认一代有一代的史学,而这正是现代历史诠释学的

应有之义.

第二,由“层累”说引申开来,所谓“信史”期自然要大大缩短,

因为按时代先后排列的传说文献史料必须定位到文献产生的时

代,而从文献史学的理论上说,可能的时代定位都不容突破.胡适

所说的“东周以上无史”,原不是严谨的学术用语,但纯就系统的文

献史学而言亦无大错,事实上,至今对于先秦文献中所包含的可以

确信是西周以前的史料都还难以清理和分擘.问题在于,往往通

常意识下的越是简单的事实就越难以证明,所以仅以现存文献记

载确定传说人物或史实的时代,有时便不可避免地会流于“默证”

法———也就是因现存文献不见即以为其无的一种逻辑推演方法,

虽然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实证而并不严密(反之亦

然).“古史辨”正反方论争的焦点问题往往如是,这也是人文学术

研究经常难以取得共识的内在原因之一.

第三,基于文献辨伪的“信史”与“非信史”之分,对于晚出文献

中所见的“三皇五帝”系统就必须悉数打破,尤其是要破除其中“倒

乱千秋”地按父子、君臣关系编排的伦理秩序.“古史辨派”在这方

面所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也是不容置疑的.顾颉刚先生进而

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一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二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

是“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几项标准,除第三项更多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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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传说史料的理解之外,其余三项实可视为运用现代史学方法

研究中国上古史的基本原则和总纲领,也可说是现代古史学的主

要观念基础.近年有一种看法,认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是“进

化史观走到极端的产物”,这话也未见得恰当.承认历史进步,并

非就等于可以用直线式的进化观念套合一切,古史辨学者所主张

的“多元论”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与单线的进化史观相反对.

第四,同样缘于现代历史观念的引入,古史辨学者的学术进路

便格外注重“传说的经历”,而以“史迹的整理”居其次,故有“不立

一真,惟穷流变”之说.此亦即权且忽略“实在”的原生态的“历

史”,而着重探讨“经验”层面上的反向构筑的“历史”.概括地说,

古史辨运动所成就的乃是一项系统的现代实证工程,它突破传统

校雠学及辨伪学的窠臼,调动一切旧有的及新兴的考据手段,对现

存古典文献作了一次全面而不拘一格的清理和研究,并使之上升

到前无古人的理性史学的高度,从而为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

的转变注入了激发性的活力和动力.这些都带有鲜明的中国近现

代史学转型期的特征.现在人人知道先秦古籍中的一些记载及汉

人的许多铺张和解释不可尽信,此即“疑古”之功;而先秦经典及诸

子文献著作时代的考订,古史辨学者也已搭起一个基本的框

架———这个框架大体上以战国时代为古典文献的定型期,上推至

春秋、下延至汉代的伸缩范围都不会太大.目下及将来出土的地

下文献也可能会导致现有年代框架的局部调整,然难以设想会根

本改变古典文献形成过程的大格局.仅据某一种或几种新出土文

献中的零星资料或片断语句,就轻言推翻一些久已成为定论的伪

书案,或称要改写中国古代的思想史、文化史,甚至赖以证明传说

人物而填补上古史的空白,都是极不慎重的言论,并不能减弱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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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献的价值及其考订工作的意义.

“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明显是针对古史辨学术提出来的.看

顾颉刚先生晚年所写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似乎这

一口号在顾先生生前已有风声.顾先生在此文末尾明确批评了两

种流行的说法.一是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

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

段.”二是说:“«古史辨»的时代已过去了!”对于前者,顾先生强调:

“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

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从何而来的呢? 这只是得

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对于后者,顾先生则特别谈到,“«古史

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

又哪里说得上‘过去’”①! 不知是不是巧合,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当“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正式在出版物上出现时,提倡者仍然主张

的是“从‘疑古’思潮笼罩的阴影下走出来,真正进入释古时代”.

因时代背景不同,这一种新起的“疑古”与“走出”之争已完全

不必拘泥于“疑”与“不疑”的话题.盖学术本自疑始,不疑则无学

术,疑疑信信没有人能够超脱,想彻底“走出”也不可能.问题的症

结在于,“走出疑古”的提法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一提法

的立论根据仍然停留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对于古史的某种特定的认

知水平上.例如一部分古史辨学者认为传说的中心人物都是“神”

而不是“人”,都出于“层累造成”的谎说之捏造,因而有关他们的传

说事迹的记载也都不是“信史”.———这一种看法,大概可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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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及后人指责“古史辨派”的最大口实,故当时王国维先生的

«古史新证»已谈到:“‘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

大约王先生因发见卜辞中的商代先公先王名号,乃以为亦可由“二

重证据法”推及传说中的“古帝王”;不过由已知的地下材料并不能

证实“古帝王”的传说事迹及其时代,所以王先生论夏禹,仍然只举

及春秋时齐、秦二国的铜器.这当然不足以厌服古史辨学者,故致

顾颉刚先生反而以所举为春秋时“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

人王只有禹”的证据.① 这一类的官司总是难有结果的,所以今日

提倡“走出疑古”,假如仍置学术论争的背景于当日的水平上,则所

谓“走出”也终究只是一句空话.

主张“走出疑古”者的直接理由之一,是认为古史辨学术往往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这其实不过是细

节问题,无关乎大局;即便以新出土的地下文献推翻了古史辨学者

的某些旧有的结论,也不足为古史辨学术之病,因为古史辨的宗旨

本在求真求是,并不存在某些人所指斥的所谓“门户之见”.就学

术关照与现实动机而言,“走出疑古”的立论根据其实主要归结于

现代考古,此亦即“走出疑古”的提倡者屡屡阐明的以考古求“释

古”的倾向.不过这中间有个定义逻辑上的困难,即疑古与考古原

不构成对立,“走出疑古”的提法无意中制造出二者之间的人为对

立,名、实并不相符.

谁都会承认,现代考古学的一系列重大成就确为中国古史研

究提供了大批难得的第一手物质文化史料,同时也为填补空白、改

写古史提供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某种可能性.考古学家苏秉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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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前即曾多次谈到,应当根据现代考古学的成就“重建中国远古

时代”、“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他认为“中国考古学

已有了自己的特色,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有了重建中国古史的框

架、脉络”.① 这个理论基础,主要的即是苏先生本人所提出的考

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有意味的是,这一学说的影响被认为首

先在于“迅速冲垮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古文化的大一统思

想”②,正与顾颉刚先生当年所提倡的打破“民族一元”、“地域一

统”的观念前后辉映.依据中国特色的学术传统,古史研究一向倾

向于以文献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这自然未尝不可,中国近世以来的

古史研究事实上也一直是以文献考证与田野考古两条腿走路的,

二者处在互动的过程中,并非全然不相关联,事实上,这点在考古

工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但考古与文献毕竟属于不同的专业,二

者可以互相结合而不能互相代替.尤其是在考古学突飞猛进的今

天,更须指出的动向之一是不可误认为考古学可以包办一切.有

如张光直先生在几十年前已指出的那样,考古材料中固然有石斧

和瓦罐,有“成群的人的文化和社会”,但却没有可以证实黄帝、尧、

舜等古史人物的证据,“没有英雄豪杰的传记”,所以史学家怀疑考

古研究所能达到的“境界”,仍然是“各行其是”地利用神话传说资

料“重建”先殷古史,并非没有根据.③ 说得更直白一些,中国传说

古史恐怕永远不可能指望考古发掘得到全部证实,因此可行的研

究途径还是文献的问题靠文献解决,考古的问题靠考古解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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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５９—３６０页.



者之间有机理而无附会的整合,即使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也还只是

一种尚须期之长远的理想,无论理论上的障碍抑或实践上的紧张

都非短时间内能够消除.坦率地讲,我们现在究竟对传说史料本

身已经有多少了解,也还是说不清楚的问题.例如“炎帝”、“黄帝”

之号,分明是“帝”和“上帝”的观念产生之后才能有,而据现在所

知,商末甲骨文中尚多以“帝”字指禘祭(一般是指新王祭故王),

“上帝”一词虽指天神而亦不与“天”字通用.如果诉诸神话传说,

非要赋予炎、黄以上古部落领袖或部落集群领袖的身份不可,那么

这两种名号也只能视作宗神(祖先神)的符号,而各自的宗神又可

转化为天神(“炎”、“黄”二字可能都与太阳崇拜有关系).这些可

以见仁见智,“不立一真”,但后人编排的“帝系”是绝对不可信的,

对此无论如何不能翻案.禹的称呼可能有所不同———自顾颉刚先

生考证传说中的禹的身份,据«说文»而言“禹”字的本义为“虫”以

来,“大禹是一条虫”几乎成了讥讽古史辨学术的一种标志性由头,

不但流行于一般学者中间,而且形于文学家、政治家的言谈中.此

种耳食之言,俗间传为谈资不足计较,学者倘或相信则令人悲哀.

据我们新近的研究,“禹”之名本起于“巳”(蛇的象形字),“大禹”犹

言“太巳”,系由上古以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为名号之俗而来,犹如

商人以甲乙丙丁等十天干为名号;传说所称夏人的“姒”姓,以及商

祖“契”与商人的“子”姓之称,也都是由这一风俗而来的.① 前人

未了解到这一层,产生种种附会都不足为怪,而今人对古史传说的

理解必定仍多有类似之例.古文化之谜不为今人所知者更是难

数,传说文献的研究尚任重道远,是以“疑古”在所必然,而“走出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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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富祥:«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历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古”正未可轻言.

由以上所谈返回到断代工程的话题,对于“超越疑古,走出迷

茫”的期待就也须重新考量.研究三代年代学而以“走出迷茫”为理

论目标,动机无可挑剔.如果确能弄清三代的具体年代,按王年编

出细致的谱表,当然是大有益于古史研究的成果;倘若更溯及史前

的传说,也能做成一个较为具体而可信的史学年表,那么对古史研

究的贡献就更不可估量.无奈现在仍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本的

事实是,古史“茫昧无稽”的状况虽经一代一代学者的努力清理,至

今并未有多大改观.在这样的状况下,古史年代学研究对于文献数

据的处理就仍然是两难的,或疑或信,艰于抉择.如果由倡导“走出

疑古”而重新走向征信,也并不能解决问题,最终的结果必然还是会

使人摇摆于疑信之间.工程的研究,看«报告»所述,对于古籍中的

各种年代资料并不轻下断言,对于有关古史年代的学说一般也不作

评价,这还是一种存疑的做法;但在拟定具体的年代时,因为总要得

出结论,又往往任意取舍,甚至连公认的伪史料也不放过,则又征信

太过.这样一种“古怪”的态度,反映出工程的主导者对于“走出疑

古”亦未必有充足的自信,所以«报告»所列的１２项标志性成果中

独无作为总汇的«夏商周年表».年代学研究不同于一般性的古史

研究,而难度更要大些.在这一层面上不妨认为,“走出疑古”的提

法用于古史年代学研究,自我期许的定位有些过高,是一件费力不

讨好的事情;而具体的操作过程又受到现实功利的束缚,有如“运

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顾颉刚语),故在疑疑信信之间无所适从,

而所得结果依然是疑云一团.有鉴于此,我们才认为三代年代学

研究仍应以现存古“文本”的整理为主,而不当脱离文献另搞一套.

此外,“超越疑古”的提法也相当含混.如果此语是指古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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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学术水平的提升,自应大力提倡,近百年古史研究既已积累了丰

富的成果和经验,今人正当在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以期超

越前贤.但若此语仅指摆落疑古思想的“阴影”而言,则在古史研

究确有新的发明和创造之前,“超越”之弦亦未易轻弹.上已言及,

现代考古学的系列发明是需要与传说文献的整理研究分别看待

的,二者之间的配合还有大量的困难存在.工程所注重的考古测

年,事实证明并不成功,这不仅是由于考古学、测年技术与年代学

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而且也由于工程的运用有问题.中国古

代社会原是多元化的社会,考古资料所展示的“实在”的历史也是

各部族并行发展的历史,包括夏、商、周三大族并行发展的时段.

工程的三代年代学研究将复杂的历史统纳入一个单线的年代系统

中,虽可以共时性寓于历时性之中,而终不能避免考古测年因部族

与地方差异而造成的偏差.考古调查本来只是大范围内的“抽

样”,而工程建立夏、商及商、周考古界标的依据又仅限于极少数几

个点的再发掘,这不可能不影响到所拟年代系统整体上的可靠性.

夏王朝目前在考古学上还不能得到确实的证明,而即使将来考古

学者能挖到个像殷墟那样的夏墟,也不能指望就可以解决传说夏

史上长久积存的各种问题,正如殷墟并不能全部解决商史研究上的

各种疑难问题一样.按目前的认识,大家对三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和

年代框架大体上已有比较确定的看法,在这方面其实用不着“走出

疑古”;即使一定要搞清具体的年代细节,也不是疑古与不疑古的问

题,疑古的对象更多的是在史前史.对于史前史的构筑,考古学可

以提供一种框架和脉络,而文献史学与神话学的园地也还是不能荒

废.当前及今后的研究,可将系统整理已有的考古成果而编写一部

考古的中国上古通史列为急务;传说古史的内容亦可择其考订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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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编入,其余的部分归入民族文化的“诗化”境界而别作开发,尽可

不必全以史学研究的精确性次第之.如此分别疏通,可分可合,但

求分合之间自有理致,则久而亦无所谓“疑古”与“走出”.

２０世纪的疑古思潮,因为曾经冲击的是旧史学、旧文化的壁

垒和陈迹,故在总体特征上疑古重于述古.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

和认知水平,２０年代到４０年代的古史辨学术也还因袭着传统考

据学的一些负担,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偏弊和失误.到９０年代

初,因为要发扬和弘大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于是有“走出疑古时

代”的口号提出.时代风会的趋向非人力所能改张,而新、旧学术

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却不能简单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作

为学术评价的主流.严格地讲,像“疑古”与“信古”这一类二元对

立的观念非常模糊,并不适合评价具体的学术;继此而推及“疑古”

与“走出”的对立,则又更造成概念类别与层次上的混乱,夏商周断

代工程以此为主导理念是不妥当的.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原不因

学术上的“迷茫”而缩短,“迷茫”的只是学术而不是年代.有些似

乎可以推知而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年代可能已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

河中,粗略的估计也可部分地消除“迷茫”,过分的推求反而更增添

几分迷雾,甚至会使本已廓清者复归于“迷茫”.这样说当然不是

要否定三代年代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但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以及

对三代文明的整个研究工作,仍应提倡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理论

研究亦应从大处着眼,而不必再就“疑古”、“信古”或“释古”、“证

古”、“正古”之类的话头作无谓的论争.

(原载«文史哲»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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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陈　淳

　　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古史辨运动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

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崇尚科学和民主的大背景下,继承与结合

了乾嘉学派的求实精神和今文经学的辨伪精神,以顾颉刚为代表

的疑古派运用近代史学的科学思辨方法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无情

的检讨.由于无论是疑古学派还是传统学派都拿不出一部“上古

信史”来,中国学界于是认识到真正的古史重建只有从实物上着手

这一条路.正是由于这场运动,使得西方科学考古学能够在２０世

纪初疑古思潮最为汹涌澎湃时进入中国.

２０世纪末,我国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回顾.

在基本肯定了疑古思潮的历史地位和积极意义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认

为疑古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应该是“释古”和重建古史的时候了.提出

这种见解的学者主要是认为考古发现和研究已经为这种历史重建提

供了基础,并且认为考古学和文献学的结合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考

古学研究应该和文献学联系在一起,发掘出来的东西要用文献资料来

说明才有价值.但是,也有学者坦言对考古学的失望,认为考古学和

历史学是两张皮,考古报告搞历史的人没法看,两者无法契合.①

① 张京华:«２０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文化研究»１９９９年春

之卷(总第２３期).



认为疑古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现在应该进入释古和古史重建

的时代,这种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但我们还是需要审慎考虑这样的

提法是否现实,可行性究竟有多大.第一,疑古辨伪应该被看作是

一种科学思辨方法,还是仅仅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潮和事件? 认为

我们现在的古史重建无需怀疑精神和科学思辨,把疑古和释古割

裂开来,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第二,如果认为我国考古学

的进展已经为释古和重建古史奠定了基础,可能有点过于乐观.

考古能够发现的地下文献资料毕竟有限,其大部分都是无言的物

质遗存.在尚未能够充分解读出古代社会文化信息的情况下,文

献和考古发现根本无法契合,何况大段的史前史和上古史没有或

仅有少量文献可供借鉴.许多历史学者坦承他们无法读懂考古报

告.在这种绝大部分考古学成果无法得以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可

信的历史重建又从何谈起?

在１９９８年一次回顾疑古思潮的讨论中,有人指出中国学者的

看法得不到国际同行的认同,认为这是外国学者不开窍,不了解中

国的考古发现和学术进展.李零提到,西方学者对巫鸿的批评实

际上是针对整个中国学术传统与学术训练的.其实我们不太了解

国外学者的想法,所以需要沟通和对话.于沛也呼吁将疑古思潮

放到世界学术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去分析可能会得到不同的

结果,可能更全面一些.① 而笔者认为中外学者看待古史辨的立

场既有科学价值观的差异,也有学术传统的不同.西方学者特别

难以接受中国学者那种只重材料、不讲理论、缺乏批判意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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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众议疑古思潮»,张京华编:«疑古思潮的回顾与前瞻»,中国书店、京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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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的作风”①,他们也无法接受以文献为主

导的古史重建方法.由于大部分倡议走出疑古、进行古史重建的

学者是历史学家,他们对文献资料情有独钟,认为考古发现中有文

字的东西比没有文字的东西负载的信息更多、更有价值.他们对

考古学的作用,特别是当代国际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的进展并

不十分了解.大部分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在２０世纪初王国

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以为考古学家可以为他们挖到古代的

文字资料,有了这些佚籍,他们就能据之重建古史了.其实,这种

对考古学作用的认识已过于狭窄.纵观考古学的发展史,其理论

方法发展的精髓就是超越文献资料,从无言的物质遗存中提炼社

会文化信息.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刻反思和检讨我国古史重建中

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及考古学如何才能真正为历史重建提供材料

的问题.本文试图对疑古、考古及古史重建的关系进行一番思考

和梳理,并从国际学界的科学价值、科学思维以及学术发展现状的

角度对我国这项研究课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比较中外学界在

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差异,介绍科学范例变革和学科交叉所带

来的课题重心转移,以期能为我们讨论和评估疑古思潮提供一种

比较广阔的国际视野.

一、考古学史的背景

疑古思潮对中国考古学的起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中国

２０１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张光直:«序言»,〔加〕布鲁斯特里格:«时间与传统»,蒋祖棣、刘英译,三联书

店１９９３年版,第４页.



考古学的学术定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被认为对考证古史

有用的方法,使得中国考古学成为历史学的分支.加上史学在国

学中的尊贵地位,更让人们认定考古学只有依附于历史学才有意

义,只有用来重构国史才有价值.正是源于这种对考古学作用和

地位的褊狭认识,才会有学者提出考古发掘成果只有用文献解释

才有意义的见解.这些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文字记载的历史不

到人类历史的百分之一,难道考古的发现因为没有文献可以解释

就没有意义? 研究两河流域和墨西哥文明的资深美国考古学家、

TheEvolutionofUrbanSociety 一书的作者罗伯特亚当斯(R．

McC．Adams)指出,文献资料作为社会机构和事件的标识,对于

我们分辨其分布和特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早期文明和国家的文

字记载一般局限于贵族的观点和活动,几乎很少提供社会信息,更

不用说生态的过程和背景了.① 如果考古发现只有用文献解释才

有意义,那么是否意味着考古材料中只有贵族的观点和活动才有

价值,而其中蕴涵的大量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技术、艺术、信仰和

平民文化的信息就没有意义?

中国考古学的特点与它被接纳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

系,这种背景与西方科学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社会条件

差异很大.可以这样说,现代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是在理论方法上

摆脱和超越文献记载的局限上来体现其科学价值的,而中国考古

学却是通过在证经补史中的作用来体现自身科学价值的.这种迥

异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中国考古学跟欧美考古学十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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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轨迹.就积极方面来说,中国的古史研究有了一根弥补文献

不足的拐杖.但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说,中国考古学没有能够充

分利用出土材料的潜力来全面重建影响社会演变的各种条件.

考古学家在解读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到考古

报告的科学性和可读性.换言之,历史学家无法充分利用考古

发掘的原始资料来重建古史.他们至多只能根据出土的一些青

铜铭文和简帛的文字资料来补充他们的信息,面对出土的大量

物质材料只能表现出对考古学“本位主义”的浩叹和与考古学难

以沟通的无奈.

１９世纪科学考古学在欧洲的诞生有几个关键的条件.第一

是１８世纪末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启蒙思想本质上是思辨

性的,它提倡社会和技术进步的法则,对于民众世界观摆脱宗教束

缚和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第二则是欧洲古物

学的基础.与中国金石学依赖文字不同,从很早起,一些早期欧洲

古物学家就开始尝试和创造独特的方法来研究古物,比如从器物

形制和建筑风格来分析它们的时代和源流,这些方法都对后来科

学考古学方法的诞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是自然科学、特别

是地质学和生物学发展的影响.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说过,欧洲

古物学向考古学发展有赖于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进

步.在地质学出现之前,在均变论被广泛接受之前,不可能有真正

的考古学.①

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是丹麦古物学家汤姆森三期论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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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三期论的意义在于它创造出了一种完全不求助于文字记载的

年代学方法来独立研究古物的路径,成为古物学和考古学的分水

岭.丹尼尔在评价三期论时就论及考古学超脱文献资料进行研究

的重要性,并说,汤姆森没有陷入关于凯尔特人、古不列颠人和日

尔曼人的迷茫和想入非非之中,而是根据器物石、铜、铁的材质变

化,提出了三阶段的分期学说,创立了相对年代的思想以及理论基

础.没有这种相对年代的思想,史前考古学就绝对跳不出古物学

的窠臼.由此可见,不依赖文字材料,从物质遗存本身来研究历史

是科学考古学的精髓.正是汤姆森的系统理论满足了这种要求,

使得三期论被誉为“史前学的基础”和“现代考古学的柱石”.①

在汤姆森以三期论来建立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的同时,将出土

文物与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的民族相对应的方法也十分流行.汤

姆森的助手、丹麦考古学家沃尔塞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丹麦的古

代史,但是他反对将考古学上分辨出来的古代群体与历史传说中

的民族挂钩.他认为,史料中不可能全面保留了最初居住在北欧

的所有民族;面对少得可怜又似是而非的材料,也就犯不着执意将

它们和史料上记载的古老民族拉上关系.历史学家对他的观点持

批评态度,认为他的做法对史学研究毫无助益.但是他反驳道,如

果接受这种批评,那么全部的史前学将在史学研究中变得毫无意

义.②

不可否认,文字释读对于重建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商博良

(J．F．Champollion)和罗林生(H．G．Rawlinson)二人对埃及象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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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释读,延长了两地三千年的文明史.但

是倘若依赖文字记载来解读古物以重建古史,马上就会因文字记

载的缺乏、内容的含糊不清,以及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难以对应而

变得困难重重.比如在地中海东部的早期考古研究中就彰显了史

学家的痼癖,学者们努力用历史名称来命名史前文化和重建区域

历史,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贴上腓尼基人文化、利古

里亚人文化、伊比利亚人文化、凯尔特人文化和条顿人文化等标

签.后来,这种研究方法被斥为完全的虚妄之谈,被视为根本无法

证明的问题.虽然谢里曼的考古发掘始于对荷马史诗的向往,得

益于历史的启发,但是其贡献却完全超越了文献的范畴.他起初

打算用考古发掘来证实荷马讲述的历史事实,但是结果却表明,所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存在局限性.他的发掘把史前考古学真正提

高到一个显要的地位,并且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宣明,考古发掘与

对非文字材料的研究同样可以建立起现代化的古史体系.换言

之,谢里曼发现古希腊的奥秘,是用考古学方法将历史学从文献探

索的油灯下解放出来,将其置于古希腊灿烂的阳光下.①

中国考古学的产生背景和科学考古学在欧洲诞生的背景十分

不同.中国虽然没有宗教思想的禁锢,但是却有根深蒂固的传统

文化和价值观.中国有发达的经史学传统,却缺乏产生自然科学

的土壤和条件.中国虽然有悠久的金石学根基,但是却没有从文

字释读转向对器物进行独立研究的探索动力.所以,科学考古学

在中国的出现是被作为一种有助于获取“地下之材”的掘地技术而

引入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理论方法,包括三期论的相对断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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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像西阴村和殷墟发掘等考古学处女航中几乎没有得到体现,田

野工作完全是以考证古史和文献为出发点的.李济发掘西阴村,

是因为他推测夏县可能是夏王朝的所在地.对于殷墟发掘,张光

直指出它完全是由对甲骨文的寻求而促成的,而甲骨文研究更是

文献史学的延伸.因此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还是体现在“累集史

料”上,它的方法体系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的窠臼.① 在殷墟出

土遗存的处理中,对甲骨的整理和研究无论在操作上还是在重视

程度上,都远远超出了殷墟其他相关材料,成为安阳发掘的“关键

珍品”.李济将１９３６年夏第十三次发掘所发现的 H１２７甲骨堆积

称之为“明显居于整个发掘过程的最高点之一,它好像给我们一种

远远超过其他的精神满足”.②

由此可见,科学考古学从欧洲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后,社会环

境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学者将考古学仅仅看作是挖掘“地下之

材”的有用方法,使得孕育科学考古学的思想精髓没有和操作技术

一起输入,而科学考古学的要义就在于超脱文献来独立研究物质遗

存.令人困惑的是,我国学界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自觉,比如李学勤

先生便对中国考古学的最大缺点是过分与历史学相结合、呼吁考古

学应该超越文献才能吸收新东西的看法不以为然,坚持认为只有考

古学和历史学相结合才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③ 从上面介绍的考古

学发展史可见,这种所谓的中国考古学特色,在本质上与科学考古

学的宗旨相抵牾、并早在谢里曼时代就已被证明存在重大缺陷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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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途径,是考古学发展的最大障碍和古史重建的最大误区.

二、认识论与方法论

虽然中国考古学的出土材料激增,但是具体研究还没有给古

史重建带来一片灿烂的阳光.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

我国学界只把考古看作是掘地技术,是历史学的附庸,而不是一门

独立提炼信息的学科.中国考古学的这种缺陷显然是在它被引入

中国时的定位和期待所决定的,一些学者信奉王国维的“二重证据

法”,认为考古发掘为文献研究提供材料才应该是中国考古学的特

色.殊不知,像甲骨和金文简帛这样的地下之材毕竟有限,大量无

言的物质遗存如果无法转化为有意义的社会历史信息,中国的上

古史仍将是一片迷茫.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将原始材料的积累

视为第一要务,而对材料的信息解读则不重视,使得这门学科的成

就主要体现在材料积累,而不是对材料的信息解读上.这正是许

多历史学家对考古学感到十分困惑和隔膜的原因.因为考古学家

津津乐道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概念和方法,大

量考古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并不能为历史学家提供可以理解和

利用的历史知识.１９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

理学家庞加莱(J．H．Poncare,１８５４—１９１２)曾经说过:“科学由事

实所构建,正如房子由石头筑成一样;但是一堆事实不是科学,正

如一堆石头不是一座房子一样.”①而这正是中国古史重建目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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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最大问题:一大堆出土材料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并转化为历

史学家所能利用的具体知识,那么考古学除了类型学和地层学之

外,还需要其他理论方法的开拓与帮助.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认识论的问题.在中国,考古学被认为

是一门实践性或实证性的学科,主要凭借发掘材料来了解人类的

过去和重建历史.中国传统史学强调“无征不信”,这种认识论与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力提倡的唯物史观也十分吻合,即提倡研究的

客观性.但是中国治学传统也有重视主观性的一面,即“心知其

意”.① 张光直先生将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形容为:一方面表现为

特别重视客观史实的记载,另一方面又以史实的描述和选择来表

明自己价值观的主观判断,也就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这种

治学方法在考古研究中表现为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

信任主观的理论,认为理论只不过是一种成见.② 对认识论中主

客体关系认识的欠缺,难免使我们常常把增进对过去的认识寄希

望于材料的积累,而不是持续反思和提高自己的观察和研究能力.

为此,我觉得中国的古史重建和文明起源研究不能再闭门造

车,不能再局限在文献学范畴内来进行了.其实,以文献学为基础

的史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是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们的目标相

同,但各自的研究材料和方法却有很大的差异.即便是王国维“二

重证据法”所涉及的地下之材,也仅仅是指出土的文字资料,而大

量的物质文化所能提供的信息是区区文字资料所无法比拟的.因

此,重建远古文明史需要更多地依赖考古学的探究.其他文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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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由于文献资料不如中国丰富,所以考古学家们努力发展各种方

法以从考古资料中独立提取信息.中国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这是

我们的福气和有利条件.但是,文献和考古研究应该作为积极反

馈的两个独立研究领域来进行操作,不能将考古看作是史学的附

庸,认为有文献帮助才可以使我们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工作做

得更好更细致.不然,从文献出发进行研究会严重限制考古学的

视野和它的探究潜力.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从生态环境、

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

析原始社会在长时段中的历时演变,并梳理影响社会文化复杂化

的各种因素,如环境、人口、技术、经济、宗教等与文明演变至关重

要的变量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只有深入了解这些变量的互动关

系以及文明发展的进程和轨迹,我们才能真正重建古史和完成中

华文明探源的任务.

１９３０年代,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家罗宾科林伍德(R．G．

Collingwood)对如何从考古发掘和研究来了解历史进行了深刻的

哲学思考.他指出,成功发掘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一项发掘

无论其大小,发掘者都应该明了其发掘的理由,必须知道他想找什

么,然后决定怎样发掘才能找到.这就是科林伍德的“问答逻辑”

的中心原则.他说,早期的考古发掘都是盲目的,没有寻找答案的

明确问题.虽然后来考古发掘从１８世纪的挖宝转向１９世纪的求

知,但是在操作上基本也是盲目的.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仍以遗

址而非问题为导向,即选择一个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在完整发掘

后,再选择下一个遗址.这种发掘的结果是,博物馆堆满了出土文

物,但是对于遗址的历史仍所知甚少.

科林伍德指出,探索过去不只取决于探方里出些什么东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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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对于询问不同问题的人来说,出土器

物的含义各不相同.比如,那些倾心古董的人可能只关注出土文

物的市场价值;关注类型学的考古学者可能主要留意出土遗存的

年代和文化谱系;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文字资料才是他最关心的内

容,其他东西则毫无意义;而关注社会发展和文化适应的学者则会

留意许多生态环境和生存方式的迹象;而对于没有想法的人来说,

这些东西可能什么都不是.因此,他认为,认知思维并不是一种被

动的感知过程,而是积极的探究.科林伍德还指出,即使是最简单

的感知也只能来自于观察者脑子里固有的概念.人们无法感知自

己经验之外的现象.虽然像时空等概念与生俱来,但是人类大部

分的认知概念是习得的.不管这些概念来自何处,如果没有这些

习得的概念,任何观察都将毫无意义.

此外,科林伍德还认为,考古学家研究的历史并不是死亡的过

去,它仍然存活于今天.因为我们有关于过去的了解都来自于遗

留至今的文献和器物.考古学家只关心那些他们习惯思考的东

西,除此以外都没有意义.因此,对考古学家来说,真正有意义的

东西只是他们脑子里的想法.他们复原的历史,只不过是将过去

残留至今的材料在与过去有别的条件下用本人思想的再造.由于

每个历史问题都来自于现实生活,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更清楚地

了解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因此这种历史的探究所获得的知识

只不过是学者将工作与自身感知结合而已.①

今天的考古学家也越来越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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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他们探询的问题和他们所认为是合理的答案,这种影响包括民

族意识、政治导向、经费资助以及权威学者的观点等.为此,加拿

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B．G．Trigger)说,考古学阐释受现

代社会的左右不会随学科的进步而减弱,它是世界考古学的一项

永恒特点.从最坏的情况而言,这意味着没有真实的过去可以被

研究,考古学家没有办法来证明他们重构的历史是真实的.因为

我们今天阐释的对象只不过是“过去留在今天的印迹”,考古学家

和历史学家无法证明他们重构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由于考古

记录作为过去的产物是由完全独立于我们信仰之外的力量所塑造

的,从这个意义而言,真实的历史独立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给

予的重构和解释之外.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带有价值观倾向

的判断左右着我们的解释时,我们如何才能明白我们重建的历史

是真的? 因此特里格认为,希望利用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

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①

目前我国一些学者在对古史辨的评价上,虽然口头上肯定其

时代意义,但同时又以指责其怀疑过头、造成古史的空白为由加以

贬低.于是,１９９０年代初便有学者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口

号,认为疑古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应该走出这种阴影.其理由

是,考古出土的文献表明许多古籍不可轻易否定,疑古搞了许多冤

假错案.② 还有学者指出,虽然疑古派的观点表面上看来似乎贯

串了一种对待史料的合乎现代史学规范的要求,但实际上它本身

是非常不严谨的,因为他们从未提出过任何关于这些传说是由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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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文献或某个古代学者编造出来的直接证据,在方法上的不严密

是显而易见的.① 这些批评的片面之处在于:刻意纠缠于疑古辨

伪之太过,完全不顾及其求真的一面,而疑古辨伪的目的正是为了

求真.②

傅斯年当年曾说“史学便是史料学”.他进而将史料分为两

类,一是直接的史料,二是间接的史料.比如,像«周书»和«明史»

是间接的史料,而毛公鼎和明代档案是直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

比较可信,间接的史料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和加减.但

是直接史料也许是孤证或例外,而有时候间接的史料可能为前人

精密归纳直接材料所得.所以,要获得历史的真实面貌,需要随时

随地、分别看待.傅斯年的看法体现了现代科学的理性思辨,是历

史学和考古学进行历史重建时所必须慎重考虑和对待的问题.他

这样评论历史记载的可靠性问题:“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

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不住.则时经百千年,辗

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

材料全变一番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

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③

傅斯年的见解其实代表了古史辨学派的精髓,也是任何从事

科学探索的人们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理念.此外,吕振羽也指出,伪

造历史是剥削阶级的传统.限于当时科学知识的水平,大家不但

竞相从历史上找根据,且不惜托古以加强自己的论证,因而演成伪

造历史的风气.正如地下考古一样,从地层的分析上,分别出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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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遗物,和因地层的变动或其他原因而杂入不同时代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中国史的研究上,对古书中的材料,也必须经过一次开

挖的手续,才能正确引用.①

遗憾的是,疑古辨伪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中国学界似乎一

直很不吃香.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虽然被人尊重,但是因

为挑战传统,从来不被看作是学界的主流.以批评疑古派怀疑过

头或怀疑方法很不严谨来否定史料梳理的必要性,集矢于材料梳

理过程中出现误判这种正常现象,藉此来否定对文献资料进行科

学梳理的必要性,本质上是维护和回归传统的一种辩解.殊不知,

怀疑精神正是科学最基本的精神,真正有见地的科学家都提倡并

强调怀疑精神.古人云,于无疑处见疑,方是进展.朱熹说,学贵

善疑.明代学者陈献章说,疑者觉悟之机也.李四光说,不怀疑不

能见真理.爱因斯坦说,科学家很难察觉他们训练中所习得的概

念会存在问题.所以,为了科学就必须反反复复评判这些基本概

念,以免我们会不自觉地受它们支配.欧洲谚语说,怀疑是智慧之

母.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座右铭就是“怀疑一切”.由此可

见,怀疑不仅是一个学者必须具备的特质,也是人们进行科学探索

的首要环节.这种怀疑不是无端的猜疑,更不是否定或抹煞一切,

而是建立在对事实和知识进行分析基础之上的怀疑.人的认识发

展就是一种由疑而信,由信而疑的过程.初看起来怀疑是一种消

极的行为,它似乎是要否定一种知识,但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行

为,它常常意味着思维的进展和认识的提高.科学问题通常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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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的形式向当代的科学理论提出疑难和诘难,这种疑难和诘难

有时带有极大的挑战性,动摇了那一时代的科学根基,实际上正是

这些疑难和诘难,推动了科学的进步,甚至造成了科学的革命.在

科学的思辨方法中,“疑”和“思”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原动力,可以

说,有条理的批判性思维不仅是科学的基本方法,而且也是所有科

学研究的基本特点.①

虽然人们不否认科学需要怀疑精神,但是传统观念却不但不

鼓励怀疑,甚至经常扼杀科学中可贵的怀疑精神.② 据此,我国一

些学者以疑古辨伪中出现错判和怀疑过头为由,否定这种科学精

神及其作为研究方法的必要性,这从科学发展观而言不能不被看

作是一种维护传统的倒退,从方法论而言则有悖于起码的科学精

神.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传统观念竟然以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来证

明自己的正确性.有人说,对于备受外国霸权欺凌和压迫的中华

民族,疑古思潮是对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打击.因此,即使从

政治层面上来评价古史辨运动,也不能只对它作正面的肯定.③

从中国传统史学中表现的道德价值取向和民族主义情结来看,这

种言论显然难以被看作是一种学术观点.由此推理,认为古代史

料可以增强民族精神而不宜对其中掺杂的讹伪成分进行辨析和梳

理,那么这与英国人用伪造的皮尔唐人头骨和日本人用假石器来

推前本民族的历史、弘扬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有何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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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辨伪的意义被人刻意贬低,也和考古学在中国的处女

航———殷墟发掘结果有密切的关系.殷墟发掘是标志着中国考

古学起步的一项重要成就,但是在解决传统学派和古史辨派之

间的争论上,却成为一个十分不幸的开端.正是殷墟发掘与典

籍的吻合,使得这一成果变成了对疑古思潮的嘲讽,客观上为维

护传统提供了科学依据.其结果便在学界产生这样的想法,即

典籍中的记载基本是可信的,怀疑精神不但多余,而且反会造成

混乱,造成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所以,殷墟的发掘成果不只是对

疑古辨伪的一个重大打击,也是对倡导科学精神的重挫,它支持

了史籍的可信度并巩固了饱受诘难的传统学术的地位.于是,

被傅斯年赞誉为“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的古史

辨研究①,虽没有被否定,至少也被排斥到边缘的地位.结果,

本来就缺乏科学思辨的国学方法又重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

也使得中国考古学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再在完善理论

方法上下功夫,把自己紧紧依附于传统史学,成为证经补史的

工具.

中国传统认知体系中缺乏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逻辑和抽象

思维的因子,其中对传统知识体系崇尚有余而批评不足是很重要

的一个原因.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历史被看作是代代相传的知

识和经验积累,传统被赋予了民族的价值观,因此对历史以及传

统的怀疑和批评自然被视为居心叵测,怀疑精神也就被蒙上了

一层消极的阴影.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和我国历史和考古学者

主要受传统国学熏陶,受传统思想的潜移默化有很大关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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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面对新思维和新理念与传统方法发生冲突或产生质疑时,

常常会不自觉地站在传统立场来加以评判.正如有学者指出

的,中世纪的欧洲,“进步”和“不道德”几乎是同义词.一百年前

的中国大体也一样.新旧是有道德意义的,新的东西很危险,被

称为“奇技淫巧”,旧的东西反倒是几千年来一直宣扬的东西.①

这种认识论的道德价值观,在我国人文学者中是否仍然存在,显

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认知因素最终会

影响到研究中具体问题的选择和方法论的采纳,从而决定我们

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传统史学中对史料的重视也对考古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

响.在我国的考古研究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学者们将发掘材料等

同于文献资料,把材料积累等同于知识积累,把考古资料的累集看

作是史料累集的延伸.如李济将殷墟发掘的主要成就看作是“累

集史料”,是“地下材料”的增加,并将其誉为中国史学界革命性的

变化.于是,中国考古学的治学方法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精神:以中

国为对象,以新的春秋大义为目标,以文化个案为基本资料,以对

现代群众的教育为目的.② 然而,被忽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考古

发现的物质材料不等于史料,没有经过考古学理论方法详细而严

谨的分析研究,出土材料本身是无法提供有意义的历史知识的.

由此可见,没有正确的科学态度,缺乏理性的思辨精神,没有独创

的理论方法来提炼各种信息,“走出疑古”和重建信史只不过是一

厢情愿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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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范例的变革

对于提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强调用“二重证据法”重建古

史的学者而言,他们的思维和研究方法仍停留在２０世纪初的水

平.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研究的对象没有变,科学研究的理论方

法却日新月异.那些坚持文献学和考古学相结合的学者可能没有

意识到,当今的历史学和考古学早已不再沿用２０世纪初的那种治

学方法,中国目前的研究状况已经远远滞后于国际水准.因此,我

们有必要谈谈科学范例变革的问题.

美国哲学科学家托马斯库恩对科学范例(paradigm,又译作

“范式”)的变更和科学革命作过著名的精彩论述.———所谓范例就

是学术界公认的研究模式和规则.库恩将范例定义为一种公认的

科学实践规则,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实践,它们为科学研究特定

的连贯的传统提供了模式.他还提出了科学革命的概念,将科学研

究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种状态.“常规科学”是指坚实

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之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

被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间内公认为实践的基础.然而科学的

发展往往不在于常规科学的完备,而是在于科学革命.随着新范

例的确立,一些老问题会转移给别的学科去研究,或被宣布为完全

“不科学”的问题.以前不存在的或认为是无足轻重的问题,随着

新范例的出现,可能会成为导致重大科学成就的基本问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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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上半叶,西方的考古学和历史学都发生了科学范例的

变革,产生了新考古学和新史学的新范例.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

学者的治学方法一直停留在史料学和编年学的传统模式上,对国

际上科学范例的变更感到十分陌生.因此,了解一下科学范例的

变更和国际考古学、历史学在理论方法上的研究现状十分必要.

１．新考古学.自１９５０年代开始,考古学像其他门类的社会科

学一样迅速变得面目全非了.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电脑的普及、

统计方法的广泛应用以及科学哲学的影响,使得考古学从古代遗

存中提取信息的能力迅速提高,它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

广泛,分析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在这种背景下,理论研究也随之蓬

勃兴起,不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并促成了分析方法的分化和

探索领域的扩展,考古学已从一门大致上的描述性学科发展成更

为严谨的探索性学科.

１９６０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同时在英国独立发生的新考古学

运动,成为考古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新考古学又被称为“过程考

古学”(processualarchaeology),这里的“过程”一词与“动力机制”

同义,意在表明其主要宗旨是研究社会演变的动力或原因.新考

古学抛弃了文化历史考古学中将文化看作是一批典型物质遗存的

集合,而将其看作是人类对环境的超机体的适应方式,并将环境、

人类及其文化看作是一种相互作用的系统,而这种系统的运转并

不取决于人类适应的生物学过程,而是取决于其拥有的文化亚系

统的功能.新考古学还重新定义了学科的研究目标,将其概括为

三个范畴:第一是复原文化历史,第二是复原人类的生活方式,第

三是研究文化的进程.文化进程是指“阐释考古遗存产生、发展和

传承的原因”.

９１１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在美国新考古学兴起的同时,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一批

年轻考古学家也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对传统考古学进行反思,其中

的代表人物就是戴维克拉克(D．Clarke).他说,二战后的几十

年里是考古学学科环境和内容急剧变化的时代,相邻学科在互相

碰撞中改变自己,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探索领域.这期间重大的

技术进展为考古学提供了崭新的手段,从大型挖土机到新式的航

空及水下设备,从运筹学、原子物理到计算机电子学,一场质和量

的技术和社会革命正慢慢地改变着全世界的考古学.

新的研究体系产生了许多新的观察结果,了解到了以前根本

无法知道的原因和复杂情况,进而从根本上震撼了整个学科体系.

这些新的结果可能完全改变了在旧学科研究体系中所得到的成果

和定型认识,从而必须对这些认识进行重新的修整.克拉克进而

指出,新考古学就是新环境当中新方法、新观察、新范例、新哲学和

新思想体系的相互渗透和交融.对考古材料和现象的解释存在各

种不同的目的和层次,因此考古学家必须整理出一套明确的程序

规则,以检验和判断解释的正确性、中肯性和合理性.对考古现象

直接原因的解释与对现象更深层次的动力机制的解释,往往被搞

混.所以,考古学必须完善它的理论体系,它既要有负责解释考古

现象相互关系的那些低层次的理论,还要有一种领统全局的总体

理论.克拉克最后呼吁,田野考古学家应当更加认识到理论对于

实践的指导作用.有了明确的理论意识,他的贡献就不只是考古

资料数量上的增加,而且可以达到质量上认识的深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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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考古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使人们意识到仅仅采集材料是

远远不够的,因为考古材料本身的具体性无法告诉我们有关过去

的事实,考古学必须摆脱那种经验和直观的分析以及常识性的推

断来研究考古材料,应该引入各种精密科学方法进行量化分析,然

后对考古现象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原因作出理论的阐释.对传统方

法的不满浓缩成一句话就是,“我们应当更加科学化和更加人类学

化”.

从１９７０年代下半叶开始,一批考古学家对新考古学日益不

满,他们特别是对从环境决定论来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的局

限性提出质疑,批评新考古学在解读和阐释人类的认知因素和世

界观方面的无能.于是,剑桥大学一批考古学家开始从人的意识

形态和认知角度来研究考古材料,关注人的能动性对社会文化发

展的影响和作用.他们认为,人类文化并非一种只对环境起作用

的适应系统,人类思想和他们的生存环境同样重要.人类的物质

文化是由人类的思想所积极操纵,物质现象不只是对生存环境和

社会结构的被动反映,而是特殊社会策略的一部分.这一进展导

致了考古分析如何来看待人类本质的问题上发生了许多重大变

化,出现了多样化的考古学思潮和流派,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学术群

体,被考古学界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后过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意识形态对社会演变所

发挥的作用,关注文化现象所蕴涵的“思维”和“价值”.比如象征

考古学希望了解器物的纹饰和设计在哪些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

宇宙观,贵族如何应用奢侈品的象征性来操纵社会信仰和运用他

们的权力.结构考古学试图分析考古材料之间在结构上的关系,

解读其背后蕴涵的规则.结构考古学认为,许多信息并不反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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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器物的特征上,而是保存在一组器物和遗迹现象共生的结构

关系上.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则将利益关系和冲突看作是社会发展

的动力,认为是矛盾、冲突和竞争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社会发展

中,人类的思想也能被用来改造世界.

２．新史学.１９００年,法国学者亨利贝尔在«历史综合杂志»

的发刊词上指出,传统史学以政治事件为唯一内容,以考证文字为

唯一方法,以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为唯一线索,以叙事式为表达

研究成果的唯一方式,只强调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个性,因此缺乏

科学性,应当创立一种新型的“综合历史学”来取代它.他指出,没

有抽象就没有科学,更没有历史学.只有当历史学不停留在描述

而是开始作出解释时,才是科学的历史学.

１９２９年,«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提出了“总体史”的口号,要求

把经济、社会、文化、思想乃至心理和下意识的领域纳入历史研究

的范畴.１９４９年,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提出了新史学

的理论纲领,即关于“历史时间”的“长时段”理论.他认为,历史学

家的任务是要采用结构—功能方法,应用系列数据去研究社会中

各种传统的功能作用.他把历史时间比作“三层楼”的大厦,底层

是“地理时间”,是人类与地球环境进行斗争的历史.第二层是“个

别时间”,是传统的“历史事件”研究的领域.第三层是“结构和势

态的历史”,也就是长时段的历史.新史学就是“结构”和“势态”的

历史,旨在揭示制约政治事件的社会结构和势态.

新史学的变革带来了历史研究重心的转移:(１)传统史学认为

历史研究的本质是叙述事件,而新史学则把结构的分析看作主要

的任务.(２)历史学领域的扩大带来了史料和史料处理方面的新

问题.传统史学是以考证文字资料为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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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档案看作唯一可信的证据.新史学选择新的研究对象,改变

观察历史的角度,不仅利用文字史料,而且还使用新的史料,包括

口述史料和统计数据来复原普通民众的活动和思想.(３)传统史

学的考证方法在处理新型史料上表现出它的无能,新史学则面

向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利用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

人类学,从它们当中去寻找理论、问题和方法.(４)新史学和传

统史学在历史解释的准则上有根本不同的标准,新史学更多地

关注集体的行动和社会变化趋势,而非传统史学关注的个人因

素.(５)新史学主张用厚今薄古的思想进行研究,从人类的角度

去研究历史学,从普通民众的新角度去解释历史事件,也因此被

形容为“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新史学的变革还体现在历史研究

的计量化上,这成为当代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计量史学是指

自觉地、系统地运用数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历史推理

的研究活动.因此,计量史学既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也是一

种新型的历史学.①

２０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国史学界也开始注重方

法论的改进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和

«新史学»两篇文章中,要求史家从传统的以王朝为中心的族类记

忆、国家记忆,转向近代民族、近代国家记忆,并引导人们关注世界

记忆.他认为,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

方法.他号召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来进行“史之改造”.章

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一文中对中国古代学术、政治、法律及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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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历史发展作了系统的反思,开创了后来中国学术史、社会史、

政治制度史、法制史、文化史研究之先河.王国维提倡的思想和方

法,体现了一种会通中西、贯通新旧的特点.胡适也在方法论上提

出了疑难发生、指定问题、假设、推理、证明五个步骤,并将其概括

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实事求是,无征

不信,广参互证,运用归纳、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追根穷源,建立

了一种现代史学的范例.而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更是功不可

没.这场论战促使史学家进一步从传统史学中解放出来,把史学

研究向科学化的道路上推进了一大步.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些

五四运动所触发的学术改革与创新在我国后来的古史重建和文明

探源课题上几乎没有什么反映,究其原因可能与建国后史学领域

强烈的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至上的风气有关.建国后,新史学的

一些代表人物如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都因为政治原因而被

边缘化,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常常被从负面来加以评判.平心

而论,就开拓性、创新性和科学性而言,我们今天的学术视野似乎

还不及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从学科范例的变更上,我们看到,欧美的历史学和考古学都发

生了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转变,提倡超越政治史和贵族史的范畴,

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野来研究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由于中西

学界之间过长的历史和学术暌隔,使得中外学者在文明探源和古

史重建的研究目标、科学思维、理论方法、学术语汇和解决的问题

上都存在很大的不同,表现出较大的差距.从科学范例变革所造

成的差距上,我们可以理解西方学者为何会对我国学术传统、学术

训练和研究成果持如此尖锐的批评态度,以及中外学者之间难以

沟通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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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史重建与文明探源

我国目前的古史重建主要体现在以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为中

心的重大工程上,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来看,这项研究的目

标还是集中在文献学和年代学上.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

多学科的参与也被用来解决史籍中漫漶不清的王朝年代问题.

从国际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文明探源工作一直在两种主要

形式之间变换.一种是关注个别事件和具体特征的历史学和个案

研究,一种是关注社会文化一般发展趋势和规律的研究.１８７０年

代,摩尔根在他的代表作«古代社会»里最早提出了三阶段的文化

进化模式,使学界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激

励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思促使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和最终发展

方向.２０世纪上半叶,博厄斯学派的历史特殊论在社会科学领域

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和当时考古学盛行的文化历史研究的宗旨正

好不谋而合.无论在埃及、中国,还是在其他文明中心,追溯文明

和早期国家的独立起源,构建历史具体轨迹成为国际学界的主流.

２０世纪中叶,美国新进化论再次强调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

性,使得学界对于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特别是新进化论建立了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四阶段社会进化

模式,为探究文明起源和阐释社会演变的动力及规律奠定了理论

基础.新考古学提倡文化生态学理论,从环境、人口、资源、权力、

宗教等各个方面来分析社会复杂化的过程和特点,聚落考古、环境

考古和人地关系互动的研究将文明和早期国家研究推进到一个全

新的层次.自２０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除了强调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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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有关早期国家起源的一般性理论模式外,开始转向更加关注特

定社会文化发展轨迹的历史学分析,使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

系日趋紧密.复杂社会被看作是一种多功能的实体,其中意识形

态、权力关系与社会经济群体文化上的特殊形态相互结合,在塑造

特定政体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①.

在最新发表的两篇总长达９２页、引用文献计１０８３条的综述

性文 章 中,美 国 学 者 史 密 斯 (M．E．Smith)和 施 赖 伯 (K．J．

Schreiber)对近十年来美洲复杂社会和早期国家研究的成果与进

展作了回顾.在第一篇回顾早期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研究的论文

中,涉及的领域和课题包括强化农业生产、手工业、交换与贸易、家

居考古、家庭与社会消费、不平等和阶级、群体合作、性别考古、民

族身份.② 在第二篇回顾政体、宗教和都市化研究的综述中,他们

介绍了有关早期国家的政体与权力、都市化、聚落形态、宗教(纪念

性建筑、献祭和地形)、墓葬与人牲、家庭祭祀、历史演变与动力、语

言与迁徙、气候与生态环境等探索领域与最新成果.他们将这些

课题从考古材料、方法论的进展和理论阐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述,

为我们提供了当代美洲早期国家研究现状的详尽概况.③ 这些领

域和课题体现了当代学科重心转移后早期国家研究的广度与深

度.将它们与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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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领域和课题在我国的文明探源工作中不是极其薄弱就是完全

空白,这种差距可能正是我们的文明探源成果难以获得国际同行

认同的主要原因.

面对中外治学方法的差别,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反应,即

西方学者那套东西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他们并不了解我们工作的

成就和意义.我国学者的这种态度和反应,在前面已经提及,实质

上是科学范例变革造成的结果.对于仍然习惯于用传统方法进行

研究的中国学者而言,面对完全陌生的当代理论、方法和实践,只

能以不适用自己来加以掩饰.而在西方学者眼里,中国学者思考

的问题和研究的方法已经过时,他们认为我们仍然在做不恰当、不

值得做或已被证明是无法做到的事情.正如库恩所指出的,范例

一变,科学研究的世界也随之改变.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

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在新范例的指导下运用新的方法,注意

新的领域,关注新的不同的东西,好像整个学术圈搬到了另一个星

球上.范例的改变使得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

了.如果有一些人固守这种或那种旧观点,干脆会被逐出这个行

业,此后没有人再理睬他们的工作了.① 为此,如果我们希望自己

的研究成果达到国际水准,还是应该加强与国际学界的沟通,虚心

了解学科的进展,不宜再用国情不同的理由来漠视或掩饰这种差

距了.

人类学取向的文明探源不但要求了解历史事件的经过,而且

还要解释社会演变的原因,了解主导文明起源的动力.这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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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注重文献的历史学研究并不相抵触,而是能够强化历史重建的

深度和广度.考古学从生态环境、生产技术、经济形态、人口压力、

社会结构、聚落形态、权力形式和意识形态来了解影响社会复杂化

进程活动中主要制约因素的作用和互动;人类学理论解释社会演

变的因果关系和潜在规律;历史学的文献研究可以提供相关政体、

贵族、经济和宗教等活动的细节.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研究

表明,在乌鲁克至早王朝时期的上半叶,泥板文字都被用作会计目

的,统计和记录庙宇贵族之间的谈判和交易,配给、施主、产量和销

售所记录的账单是其主要内容.此后,文字也用到了管理和立法

等其他事务上.到了早王朝时期的下半叶,文字才被用来记录历

史事件、统治者名字、文书交流和口述文献.在埃及古王朝时期

初,文字主要被王室用来记载人名、地名、日期、容器中的物品.连

续记载的表述一直要到第二王朝晚期和第三王朝初才出现.古典

玛雅的文字主要是铭刻,主要记录了国王和朝代的历史、行政资

料、年历和宗教经文.中国商周的甲骨和金文主要记载了王室贵

族的占卜、祭祀和军事等活动.在印度河谷,早期文字主要出现在

商品和宗教物品上,其功能很可能像今天的信用卡和身份证,是较

高地位人士的标记.此外,文字还被刻在陶、石质的书板上,很可

能是账册,证明当时的城市是商贸中心.①

从世界几个文明古国来看,文字系统的起源和应用各有特点,

而且其内涵和提供的历史信息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此,早期的

文字资料充其量只能为我们提供社会某些特定方面的局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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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用来构建完整的古代史.在今天的国际学界,文献研究只

是文明探源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信息都要靠考古学来进行独立

的提炼和解读.虽然中国拥有可观的文献资料,但是这些对于了

解和重建上古史来说还是非常单薄的.与其强调考古发现只有用

文献来说明才有意义,还不如说文献只有在考古学全面解读了物

质材料后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五、小　结

从对疑古辨伪、考古研究、古史重建及文明探源的思考与讨论

中,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美国文化唯物论学者哈里斯(M．Harris)指出:“科学是

西方文明的一项独特与宝贵的贡献,这并不否认其他文明对科学

知识的贡献.但是只是在西欧,科学方法的独特规则被最早确立

和予以清晰的表述,并系统地应用于整个无机的、有机的和文化的

现象.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不是从种族优越感来肯定科学是一

种认知方法,它对全人类都具有卓越的价值.在整个人类史上,只

有一种认知方法鼓励其本身的参与者怀疑自己的前提,并系统地

将自己的结论呈现给怀疑者进行有敌意的审视.”①这种科学态度

和思辨精神,要求学者们不但要重视对研究客体真实性的梳理,而

且还强调对研究者本人的立场、知识背景、学术能力以及各种影响

其主观判断的社会影响和价值观进行严格审视的必要性.因此,

“善思”和“善疑”应该是我们从事研究必备的基本科学素质.

９２１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① Harris,M．,CulturalMaterialism,NewYork,Random House,１９７９,p．２７．



第二,我们应该超越传统学术方法,从国际水准来审视我们这

项工作的差距.考古学探索的范围远不止文化和事件的历史编

年.从某种意义而言,考古学的历史重建处于一个人文学科和自

然科学汇合的聚合点.考古学本身的发展和提高越来越依赖于其

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自然科学手段的帮助,而它也成为其他社会

科学和自然科学全方位研究人类发展的一个信息库.考古学的学

术定位应当是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它和历史学

不是依附的关系,也不是仅仅为编史学服务的工具,而同是以了解

人类自身历史和社会发展历程的独立研究领域.

第三,我们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应该超越三代国家的纪年、

地点和文献记载的真实性,来探索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轨迹并

阐释其原因.我们还要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动力是否和其他文明

古国有类似之处,或寻找我国文明起源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原因和

动力机制.只有在对中华文明起源具体过程和规律认识的基础

上,我们才能构建一部科学的古代史,才能使我国的文明探源研究

跻身世界学术之林.

(原载«文史哲»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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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与考古学

江林昌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２日,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与中华

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在山东大学成功举办

了“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

术研讨会”.笔者本想在会上就“疑古”、“释古”与“考古”的关系谈

点体会,但终因准备不足而未敢献丑.会后,再次详读«古史辨»等

有关资料,就顾颉刚先生与考古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了稍多一点

体会.兹不揣浅陋,提出来向大家请教,同时也借此对顾颉刚先生

表示敬重与纪念.如有不当,敬请批评.

一、顾颉刚先生倡导“古史辨”的
初衷是为了重建上古史

　　顾颉刚先生自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终身从事中国古代史

研究.他倡导古史辨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否定中国上古

史,而是要重建真实的中国上古史.早在１９２４年,顾颉刚先生

在«努力月刊»上发表«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申明要用“廿余年

工夫”,“把古史彻底研究一番”,最终把考辨后“所得的古史材料

重新整理,著成专书”,而这部专书能够反映上古时期“民族和文



化的大概情形”、“当时的古史观念”以及“当时的史事”.顾先生

说,“这是我一生惟一的事业,也是惟一的愿望”.① 到了１９３１年

«古史辨»第三册出版之际,顾先生为该书作«自序»,又指出,等

到“古史材料在书籍里的已经整理完工了,那时的史学家就可根

据了这些结论,再加上考古学上的许多发见,写出一部正确的中

国上古史了”.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记载历史的文献资料在流传过程中出现

了极其复杂的情况.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顾先生认为,重建一个

真实的上古史,必须首先审查史料,从事相关的文献可信性研究.

１９２１年,顾先生在给钱玄同先生«论辨伪工作»的信中说:

　　我的性情还是近于史学;因为想做史学,所以要搜集史

料,审定史料.为搜集史料,所以要做“目录学”;为审定史料,

所以要“辨伪”.②

在上引«古史辨»第三册«自序»里,顾先生回答为什么他的“古

史辨”竟成了“古书辨”的原因时指出:

　　古书是古史材料的一部分,必须把古书的本身问题弄明

白,始可把这一部分的材料供古史的采用而无谬误;所以这是

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

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是应当充分肯定的.１９２３年,钱

玄同先生在«读书杂志»第十二期上发表的«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

道的事»一文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的伪书伪物很多,研究国学的第

一步便是辨伪.”③１９３７年,冯友兰先生在给«古史辨»第六册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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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１１—２１６页.
同上,第２６页.
同上,第１０３页.



的“序言”里也指出:“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

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的.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

料.”这种研究古史必先审查史料的态度与方法,是所有史学工作

者永远都应该遵循的.

顾颉刚先生对自己的辨伪工作充满信心.因为,从辨伪的指

导思想上来说,顾先生认为他没有学派的偏见.１９２１年,顾先生

在给钱玄同先生«论辨伪工作»的信中说:“我们辨伪,比从前人有

一个好处:从前人必要拿自己放在一个家派里才敢说话,我们则可

以把自己的意思尽量发出,别人的长处择善而从,不受家派的节

制.譬如«伪经考»、«史记探源»等书,党争是目的,辨伪是手段;我

们则只有辨伪一个目的,并没有假借利用之心,所以成绩一定比他

们好.”①其次,从辨伪方法上来看,顾先生认为他的方法比前人更

科学.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里,顾先生总结了他的师承条件

和时代条件:“西洋的科学传了进来,中国学者受到它的影响,对于

治学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其中“长素先生(康有为———引者

注)受了西洋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

史学方法回来”,而“我生当其顷,亲炙他们的言论,又从学校的科

学教育中略略认识科学的面目,又因性喜博览而对于古今学术有

些知晓,所以能够自觉地承受”.“我固然说不上有什么学问,但我

敢说我有了新方法了.”顾先生所接受的方法是否完全科学,可另

作讨论,而其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则是可以肯定的.由于观念的解

放和方法的创新,使得顾先生“终至放大了胆子而叫喊出来,成就

了两年前的古史讨论”.

３３１顾颉刚先生与考古学　

①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第２６页.



我们曾在其他场合指出,疑古辨伪思想在中国学术上已经积

累酝酿很久了,而直到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形成声势浩大的古史

辨运动,实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顾颉刚先生顺应了学术发展的

要求,所以他一旦倡导这一工作,便一呼而百应.令人敬佩的是,

顾颉刚先生自己在当时就已十分冷静而谦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当中说:“这个讨论何尝是我的力量

呢? 原是在现在的形势中所应有的产物!”

然而,一个历史性的遗憾是,顾颉刚先生审查史料的结果是,

记载上古史的先秦秦汉传世文献大多不可靠,因而由这些不可靠

的文献史料所建立起来的上古史也是不可信的.１９２１年顾先生

在给王伯祥«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的信中说:

　　我们的意思,要把中国的史重新整理一下,现在先把从前

人的怀疑文字聚集,排比,做我们的先导.辨伪事的固是直接

整理历史,辨伪书的也是间接整理.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

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

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

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

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岁,精密的考来,都是

伪书的结晶.①

１９２０年顾先生在给胡适的«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信中说,他

准备将«诸子辨»、«四部正讹»、«古今伪书考»三书合印一册,最后

作一个跋,附五个表,其中第五表便是“根据了伪书而造成的历史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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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第３５页.



　　我想,第五表很重要.中国号称有四千年(有的说五千

年)的历史若能仔细地同他考一考,教他们涣然消释这个

观念,从四千年的历史跌到二千年的历史,这真是一大改造

呢!①

三天之后,胡适之先生即给顾先生回了信,称赞顾先生的这个第五

表“尤其重要”.

正是因为这样的结果,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里即已十分明确地认为,他当时所从事的“古史辨”工作,“仅仅在

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因为他“既深感研究学问的困

难,又甚悲人生寿命的短促,知道自己在研究古史上原有专门的一

小部分工作———辨伪史———可做,不该把范围屡屡放宽以致一无

所成”.在该«自序»的结尾,顾先生又就此再作说明:

　　古史的研究现在刚才开头,要得到一个总结论不知在何

年.我个人的工作,不过在辨证伪古史方面有些主张,并不是

把古史作全盘的整理,更不是已把古史讨论出结果来.希望

大家对于我,能够知道我的学问的实际,不要作过度的责望.

１９３３年,在«古史辨»第四册序言里,顾先生又一次说明:

　　我自己的工作虽偏于破坏伪史方面,但我知道古史范围之

大,决不能以我所治的赅括全部,我必当和他人分工合作.

就是破坏伪史方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

顾先生是一个很认真、很理智的人,他知道人的精力有限而学问无

穷,所以他当时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辨伪书与辨伪史方面.当然,

他也是希望将来能够在“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的.这方面,顾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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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第１３—１４页.



生也有具体的计划.这就是本文开头所引的１９２４年发表的«我

的研究古史的计划».在那个计划里,顾先生准备花二十年的工

夫,通过六个学程,到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写出一部真实的上古

史来.然而可惜的是,二十年之后,到«古史辨»第七册出版时,

顾先生的这一愿望并没有完成.童书业先生在«古史辨»第七册

«自序二»里总结说,直到１９４０年前,“古史辨的相对结论大致是

这样”:

　　“三皇”“五帝”的名称系统和史迹,大部分是后人有意或无

意假造或伪传的.他们的身上附有很多的神话把这

些神话传说剥去,他们的真相也就所剩无几了.至启以下的夏

史,神话传说的成分也是很重,但比较接近于历史了.到商以

后,才有真实的历史可考.总而言之,夏以前的古史十分之七

八是与神话传说打成一片的,它的可信的成分贫薄到了极点!

童先生就此强调说:“以上便是古史辨发展到现阶段的大略结

论,我想读过这七册«古史辨»的人,无论如何,是应当相当承认

的.”虽然这个结论比起第一册«古史辨»所认定的“东周以上无史

论”来已有了进步,承认商代已有“真实的历史”,夏代也“比较接近

于历史了”,但是这个结论对夏代以前的历史还是持明确的否定态

度,一个完整的中国上古史仍未建立起来.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苛求顾颉刚先生,因为正如冯友兰先生

在«古史辨»第六册«冯序»中所说:“任何一种的学问,对于一个人,

都是太大了.一个人只能作任何事的一部分.”顾先生虽然没有完

成重建真实而完整的中国上古史之愿望,但他审查史料的工作对

上古史的重建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

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顾先生所做的是第一阶段工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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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历史的完成”所必不可少的阶段.

二、顾颉刚先生认为重建上古史的

出路在于考古学

　　虽然顾先生当时的工作重点放在破坏伪古史方面,但他的最

终目的是将来能做重建上古史的工作.顾先生还进一步认识到,

重建上古史的根本出路在于考古学.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中,他说:

　　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

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

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

建设.

到了１９２５年,顾颉刚先生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期发表«答李

玄伯先生»文,文章开头即说:

　　读到李玄伯先生的«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非常快

乐.李先生所说的“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想

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

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确是极正当的方法.发掘的

事,我们应当极端的注重,应当要求国家筹出款项,并鼓吹富

人捐出款项,委托学者团体尽力去做.①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现代考古学刚刚起步的时候,顾颉

刚先生即有这样的识见,是十分可贵的.而且,随着古史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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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继续,顾先生对考古学的重视愈益加强.对此,他曾加以反复

申说:

　　我们先把书籍上的材料考明,徐待考古学上的发见,这不

是应当有的事情吗? («古史辨»第二册«自序»)

　　古史材料在书籍里的已经整理完工了,那时的史学家就

可根据了这些结论,再加上考古学上的许多发见,写出一部正

确的中国上古史了.(«古史辨»第三册«自序»)

　　我们考辨古书,须借助于语言学家、考古学家之处不知有

多少.(«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固然,要建设真古史必须藉重田野考古工作的发现.

(«古史辨»第七册«顾序»)

就以上所引资料可知,顾先生不仅认为重建古史的根本出路

在于考古学,而且即使在破坏伪古史的古籍考辨工作中,也需要考

古学的介入.这是非常具有预见性的.顾先生对考古学的重视,

正是十分敏锐地把握住了学术发展的趋势.柳存仁即指出,“十余

年间,古史的研究,因着参加者的进行方法和实际工作的不同,已

经转变过好几次了.转变的途径是很自然的,就是,我们最初都是

疑古的,由疑古进而释古,又由释古进而考古”.① 当然,柳先生也

认为,即便是在“«古史辨»出版了第七册”的时候,中国的学术仍还

处于“考古的发掘萌芽的时代”.

顾先生坚信,重建古史的出路在于考古学,即使在他所从事的

破坏伪古史的工作中,也需要考古学.所以在他的学术研究计划

里,一直没有忘记考古学这一重要环节.１９２３年,顾先生在«读书

８３１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柳存仁:«纪念钱玄同先生»,«古史辨»第七册,第２页.



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答刘胡两先生书»指出:“商民族的时期,以河

南为中心.关于此一时期,我们应该向‘甲骨文字的系统的研

究’里去寻史料.”①１９２４年,顾先生又在«努力月刊»发表«我的研

究古史的计划»,将自己未来二十年的古史研究分为六个学程,其

中第四个学程便是“研究古器物学”.② １９２６年,在«古史辨»第一

册«自序»里,又将自己整个研究古史的工作分三个方面来叙述,其

中第一个方面就是考古学.

顾先生不仅在观念上重视考古学,研究计划中有考古学,而且

还真做了部分考古调查的具体工作.据顾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

«自序»里说,１９２３年秋,他参观了北京的地质调查所陈列室,看到

了仰韶村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同年,他又考察河南开封、新郑、洛

阳等地的考古发掘现场与遗物.通过这些考古调查与参观活动,

使顾先生认识到:“若能再发见若干,从器物的铭文里漏出古代的

事迹,从器物的图画里漏出古人的想象,在古史的研究上真不知道

可以获得多少的裨益.”于是,他就“对于周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作了

许多冥想”.③

三、顾颉刚先生对考古资料的研究

运用实际上未及展开

　　顾颉刚先生虽然十分重视考古学,认识到重建古史的唯一出

路在于考古学,但由于时间的关系,他关于利用考古资料重建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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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第９７页.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第２１４页.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５７页.



史的工作实际未及展开.有关这一事实,顾先生自己在多处场合

有所交待:

　　现在既深感研究的困难,又甚悲人生寿命的短促,知道自

己在研究古史上原有专门的一小部分工作———辨伪史———可

做,不该把范围屡屡放宽,以致一无所成.至于许多实物,自

当有人作全力的研究,我只希望从他们的研究的结果里得到

些常识而已.

只恨我的学问的根柢打得太差了,考古学的素养也太缺

乏了从此以后,我的心头永远顿着一笔债,觉得在考古学

方面必须好好读几部书.但境遇的困厄,使得我只有摩挲了

这些图籍而惆怅而已!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我以为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古史的破坏和建设,事情

何等多,哪里可由我一手包办.就是这破坏一方面,可做的工

作也太多了,竭尽了我个人的力量做上一世,也怕未必做得

完,我专做这一方面也尽够忙了.而且中国的考古学已经有

了深长的历史,近年从事此项工作的人着实不少,丰富的出土

器物又足以鼓起学者们向建设的路上走的勇气,我不参加这

个工作决不会使这个工作有所损失.至于辨伪方面,还没有

许多人参加如果我不以此自任,则二千数百年来造作的

伪史将永远阻碍了建设的成就.(«古史辨»第二册«自序»)

以上材料已说得很明白,顾先生认为,辨伪书、辨伪史的工作量

很大,他已倾全力去做还来不及,因此利用考古学重建古史的工

作,他一时顾不上,只有让专门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去做,这是一

种学术分工,破坏伪古史与重建新古史的工作,同样都是很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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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顾先生在从事“古史辨”工作的时候,

中国现代考古学才刚刚起步,足以全面重建上古史的材料还不充

分;而顾先生本身也确实没有亲自从事考古工作,对有关问题还不

是太熟悉.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顾先生对考古学的认识有一定

的局限性.这一点也是无庸讳言的.例如,在«古史辨»第二册«自

序»里,顾先生说:“有许多古史是考古学上无法证明的,例如三皇

五帝,我敢预言到将来考古学十分发达的时候也寻不出这种人的

痕迹来.”在«古史辨»第七册«顾序»里,他又说:

　　固然,要建设真古史必须藉重田野考古工作的发现.但

这工作的结果只能建设史前的历史系统,如在实物上找出古

代社会的文化建设和古代社会的生产工具,因以考见史前的

政治、宗教、经济各方面的情形;却不能建设有史时期的古史

传说的系统.为什么? 因为有史时期的材料,存的就是现

在这几部经书和子书,佚的就是几部经子和«汉书艺文

志»里记载的许多名目.这一方面的材料只有这一点,

考古工作也许能够加些,但不能希望得太大.例如晋太康

中汲冢中发现的«竹书纪年»,是魏襄王时的一部编年通史,

传到那时只有六百年光景,竹简还不曾腐烂,所以可以在传

统的古史之外添上一大笔古史材料.但竹简究竟容易腐

烂,如果这几车竹书到现在还埋没在汲冢里,恐怕即经考古

家发掘出来也是化成灰了.铜器上的铭文固然可作古史

的旁证,但这种东西偏于歌功颂德用来研究传说不过得

到稀少的帮助.甲骨文的发见固然是商代史的一个大宝藏,

但也因那边是商代数百年帝王之都,仅有这一点,别地方就不

能作此希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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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条件下,顾先生对考古学提出这样的认识,是情有可原

的.但就今天的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就看,顾先生的估计已经

是嫌低了.因为顾先生当时所认为的不可能,现在都已成为可

能了.

顾先生说青铜铭文多偏于歌功颂德,对于古史结论研究帮助

稀少.其实,出土青铜器铭文,长篇大论的很多,其中有完整的史

事,既可补古籍记载之不足,又可补古籍记载之空白.如« 公

渹»、«秦公簋»、«齐侯钟»、«利簋»、«天亡簋»、«令彝»、«大盂鼎»、

«颂鼎»、«史墙盘»、«逨盘»、«不其簋»、«多友鼎»、«毛公鼎»、«宗周

钟»、«晋侯苏钟»等等,皆提供了夏商周史事方面前所未有的新资

料.此外,顾先生说安阳殷墟甲骨的发现,是因为那里是历代帝

王之首都,“别地方就不能作此希冀了”.但事实上,今天我们发

掘的商代甲骨,已有郑州商城的甲骨和济南大辛庄甲骨;至于周

代甲骨则更多,有陕西周原遗址甲骨、丰镐遗址甲骨,山西洪洞

甲骨,北京昌平甲骨、琉璃河甲骨,现今又发现了陕西周公庙甲

骨,等等.

顾先生认为,汲冢竹书的发现,是因为那时离先秦只有六百余

年,现在如果发现竹书,恐怕已化成灰了.而事实上,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以后,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均有简牍帛书

出土,如临沂银雀山、信阳长台关、定县八角廊、阜阳双古堆、江陵

张家山、荆门郭店、长沙子弹库、连云港尹湾等地,发掘出了一卷

卷、一篇篇战国秦汉间的古籍,有些可与传世文献对照,有些则为

早已不见流传的佚书.

顾先生认为五帝传说时代的人物痕迹,考古学上无法证明,但

今天有关那个时代的大量考古发现,至少已可考证当时族群的活

２４１ 　“疑古”与“走出疑古”



动与分布状况.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中国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在河南

郑州召开了有关“五帝时代历史与考古的整合”会议,著名学者许

顺湛先生出版了近８０万字的利用考古材料探索五帝活动时空及

其社会状况的«五帝时代研究»,«中原文物»杂志还开辟了有关“五

帝文明”的专栏,发表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一系列相关论

著,表明这种研究已经有实质性的开展了.

总之,顾先生当时所担心的考古局限,在今天看来已没有必

要;而顾先生当时所期望的利用考古学重建真实上古史的愿望,今

天已正在逐步实现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顾先生能长寿到

今天,他一定会为中国史学界“由疑古进而释古,又由释古进而考

古”①的趋势而欢欣鼓舞的.就像顾先生当年倡导古史辨伪工作

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样,今天,李学勤等先生倡导重新估价中

国古代文明,也同样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原载«文史哲»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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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柳存仁:«纪念钱玄同先生»,«古史辨»第七册,第２页.





“疑古”学说论衡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

———“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

李扬眉

　　“五四”时期,打破偶像、重估传统成为当时社会的“一般风气”

和主流风尚.① 表现在历史学领域,则是“以反抗传统史学之末流

的仁义道德史学为特征的”②实证主义文献批判运动的兴起.顾

颉刚先生所领导的“古史辨”研究以及由此结集的七大册«古史

辨»,则是代表了这次运动最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之一.在整理古籍

古史的过程中,这些学者们所运用的原本细密审慎的史料学方法

却起到了大刀阔斧、雷霆万钧般的革命性作用,所有的、包括“信

史”在内的古代经典由此被当作“文献(documents)”来处理③———

成为“历史研究的客体,而不复为其前提”④了.这样一来,以往围

绕着圣道王功、圣经贤传而谱画的“三皇五帝”的上古史系统,在新

的历史观念及“证据”尺度的照射下整体性地发生了问题,变作必

①

②

③

④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４５页.
张光直:«序»,〔美〕布鲁斯炊格尔:«时间与传统»,蒋祖棣、刘英译,三联书店

１９９１年版.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

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０８页.

BenjaminA．Elman,“TheHistoricizationofClassicalLearningin Ming—Ching
China”,inQ．EdwardWang&GeorgG．Iggersed．,TurningPointsinHistoriography:A
CrossＧculturalPerspective．NY:theUniversityofRochesterPress,２００２,pp．１０２—１０３．



须加以彻底审查、清理和扫荡的对象.胡适和顾颉刚的“东周以上

无史”论可谓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命题.这一论点因被视为历史

抹煞论和历史虚无主义而一直备受诟病,特别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开始,似乎更已是声誉扫地①,然而它的逻辑轨道以及方法论支

撑仍然值得我们进行仔细的审视.

一、“东周以上无史”论的形成

过程及其内涵

　　众所周知,“东周以上无史”的论点滥觞于胡适.他在１９１８年为

«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所作的“导言”中指出:“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

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②

８４１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如杜正胜先生即在«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一个方法学的探讨»(«考
古»１９９２年第４期)一文中说,传统的上古史世界“被顾颉刚著名的‘层累造成说’真空

化.古代长达数千百年,中国人在这漫长时间内所建立的社会,形成的国家,创作的文

化,都落入朦胧的虚无之中”.而在李学勤先生看来,“疑古思潮对于古史,对于古

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如“东周以上无

史”论,使得“过去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以上部分统统成了空

白”(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９页).余敦康

先生也认为:“上一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派史学家顾颉刚说中国上古史是不可信的,
许多都是假造的,这就把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摧毁了.”(«中华文明的“前轴心时代”»,
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０日)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６页.在本文

中,胡适还对那种“全不问用何史料”的“邃古哲学”表示了强烈反对.而他在１９１９年为

«曹氏显承堂族谱»所撰序文中也认为,“中国的族谱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源远流长’的迷

信”,因此“希望以后各族修谱,把那些‘无参验’不可深信的远祖一概从略”;依照族谱“存
真传信”的本意,“把全副精神贯注在本支本派的系统事迹上,务必使本支本派的家谱有

‘信史’的价值”.若能如此,则“将来中国有了无数存真传信的小谱,加上无数存真传信

的志书,那便是民族史的绝好史料了”(«胡适文存»一集卷四,第２５１、２５３页,上海亚东

图书馆１９３０年版).这一批评建议与“东周以上无史”也属于同一思路.



而在１９２１年７月３１日的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中,他更进一步

地说:“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 大部

分也是不可靠的.”①这就是所谓的“东周以上无史”论.

“东周以上无史”论发源于胡适当时所笃信不移的一个考据学

原则,那就是“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②,或者说“宁可疑而错,

不可信而错”③,“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④.而最先热烈

回应了这一原则及论点,并在研究工作中始终对之加以贯彻的,则

是胡适当时的忠实信徒顾颉刚.⑤

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推翻传统“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疑古”)以及疑“大禹为虫”等,始终是顾颉刚身被的最为醒目的

标签.他毕生致力的上古史研究,的确肇始于有关“三皇五帝”等

古史人物文献记载的考辨与发见.这一路向的选择,便是由胡适

予以明确启迪的.早在大学时代,顾氏便非常服膺胡适的学术理

念,之前因读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而萌生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观

念”也由此巩固了下来.⑥ 在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致信胡适时,他提

出:

９４１“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胡适文集»(３),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５８
页.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３),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０６页“１９２１
年７月３１日”条.

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胡适文集»(３),第３５８页.
胡适:«自述古史观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版,第２３页.
在原载于１９４３年１月１日«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的«中国古代史略»一文

中,顾颉刚仍坚持这一立场:“我们的古史在东周以前,简直渺茫极了,我们只知道

有那几个朝代和若干个人名地名,但都是零零碎碎的,联贯不起来.”此处引文据«顾颉

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７７页.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３６页.



　　中国号称有四千年(有的说五千年)的历史,大家从«纲

鉴»上得来的知识,一闭目就有一个完备的三皇五帝的统系,

三皇五帝又各有各的事实,这里边真不知藏污纳垢到怎样!

若能仔细的同他考一考,教他们涣然消逝这个观念,从四千年

的历史跌到二千年的历史,这真是一大改造呢!①

这里,顾首次向整个“三皇五帝”系统发起了攻击.之所以有信心

令“四千年的历史跌到二千年”,是由于他认定“现在所谓很灿烂的

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自三皇五帝以至夏商,整整

齐齐的统系和年岁,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② 换言之,

“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

算得打了一个‘对折’!”③１９２１年时,他将胡适对上古史“怀疑的态

度”明朗化,并断言:“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

史.”④１９２２年,当他经胡适介绍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本国史教

科书»中的上古史内容时,因整理排比«诗经»、«尚书»、«论语»等经

典中的上古史传说,进而发现尧、舜、禹之地位的历历变化,并“建

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

是一个反背”⑤,遂于次年在与钱玄同的通信中提出“层累地造成

的中国古史”说.这一论断,可以说首先便是以“东周以上无史”论

为前提和底色的.

而明确声称“东周以上无史”,依据何在? ———上古史缺乏系

０５１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④

⑤

顾颉刚:«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１２—１３页.
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３５页.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４３页.
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３５页.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５１—５２页.



统可靠的原始资料,后世的历史记载又反复呈现出幅度异乎寻常

的流变,显然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其中,顾氏首先发现,禹是“周代

人心目中最古的人”,①同时也是«诗经»中“讴歌最多,赞叹最热烈

的”唯一古人,由此“可以晓得禹是他们那时的古史中的惟一主要

人物”.② 他“顺着传说的次序”,将有关禹的材料归为四个层次:

从最早的«诗经商颂长发»中“一个开天辟地的神”(“洪水芒

芒,禹敷土下方帝立子生商”),到«鲁颂妅宫»中“一个最早

的人王”(“是生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再到«论语»中

“一个耕稼的人王”(“禹稷躬稼”,“禹尽力乎沟洫”),而到了

«尚书尧典»的“禹拜稽首,让于稷契”,则“把后生的人和缵绪的

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③ 顾颉刚由此总结道,从春秋上推到西周

时期的这一系列我们现今可以见到的较早材料,可以看出“禹确是

一个富于神性的人物”,而此后至春秋以下,他之所以成为了“一个

历史上的人物”,“乃是由于他的神话性的故事经过了一番历史的

安排以后的种种记载而来”.至于禹“是否实有其人”,可以暂置不

论,他“尽可以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但因为“更古的材料,我们大

家见不到,如何可以断说他的究竟”.④ 而禹的故事本是“战国以

前的一件最大的故事”,舜的故事却后起为“战国时的最大的故

事”,甚至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件故事”———“从东周、秦、汉直到

晋、唐,不知有多少万人在讲说和传播,也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发展

和变化,才成为一个广大的体系;其中时地的参差,毁誉的杂异,人

１５１“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　

①

②

③

④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６０页.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第３页.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５２页.
同上,第６４—６５页.



情的变化,区域的广远,都令人目眩心乱,捉摸不定”;不仅禹的故

事由此“渐渐销沉下来”,“许多古史上的故事都以它为中心而联结

起来了”,并且“后世儒者把其中的神话部分删去,把人事部分保

存,就成了极盛的唐虞之治”.① 舜的形象,如同禹一样,也在文籍

中经历了一个不断人化和历史化的变迁:从«论语»中“无为而治”

的圣君,到«尧典»中“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

个孝子的模范了”.② 而著名的“尧舜禅让”故事的另一主角尧,在

«山海经»中本来地位平平,只是到了战国时期儒墨两家的文籍中

才壮大成一位伟大的帝王,儒家更是将其奉为上古黄金时代中代

表了最高道德水平的人物.③

“三王”的情况尚且如此,更遑论在此之前的“五帝”及“三皇”

了.单是“三皇—五帝—三王”的上古史基本架构,就屡经变易,直

到东汉的谶纬书籍中才最后确定下来.战国后期盛行“五帝、三

王、五霸”说,即便是在西汉时期的各家著作里,«淮南子»中只说到

“二皇”,«春秋繁露»称“九皇、五帝、三王”,«史记»所记载的古史只

截止到“五帝、三王”,刘歆的«世经»则在司马迁的“五帝”之上添加

了伏羲与神农二人,却仍然没有提及“三皇”之说.与此同时,其中

每一个层次中所包含的人物,不论是在不同时代,还是同一时代的

不同著作甚至是同一著作中,都有着相去径庭的面貌:关于“五

帝”,至少有六种以上的不同说法,包括«大戴礼记五帝德»的“黄

２５１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７０页;«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２５
页;以及«虞初小说回目考释»(原载１９２５年６月１５日«语丝»第３１期,修订后载于

１９３１年８月«史学年报»第３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经过大量修订后又收入«顾颉刚古史论

文选集»第二册,此处引文据该书第５页).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６０页.
刘起棞:«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２４—１２７页.



帝、颛顼、帝喾、尧、舜”说,«易系辞下»等的“包牺、神农、黄帝、

尧、舜”说,«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

说,«世经»的“少皞、颛顼、喾、尧、翼”说,王莽一朝曾定为国家典制

的短暂的“喾、尧、舜、禹、汤”说,以及梁武帝的“黄帝、少皞、颛顼、

喾、尧”说等.至于“三皇”系统,也前后有过«尚书大传»的“燧人、

伏羲、神农”说,«春秋纬»中«运斗枢»及«元命苞»的“伏羲、女娲、神

农”说,«礼号谥记»的“伏羲、祝融、神农”说,刘恕的“伏羲、神农、共

工”说,«古文尚书序»的“伏羲、神农、黄帝”说,以及王莽新朝的

“黄帝、少皞、颛顼”说.甚至只在«世经»这一本书中,就并存着两

个内容迥然不同的“五帝”系统.① 此外,不仅各种系统所含的元

素有别,对各个人物的描述也是同样的纷纭莫测,其中比较典型的

有黄帝的例子.按,黄帝本是司马迁«史记»所叙上古史的顶限,而

«史记»又是现代史家公认为足资信据的史书,但对于黄帝的记述,

不仅在儒道两家的学说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从纵向上来看

也可谓变化多端———“起初是上帝,后来变成好战的人王,后来又

变成谈玄说妙的道家,最后乃变成修道升天的仙人”,总之“时代潮

流怎样变,他的人格也怎样变”,从战国到西汉数百年间,“总是一

个站在时代前面的人物”,顾颉刚也因此调侃他是一位“时之圣者”

了.②

顾颉刚本已观察到“古时只有代表人物而没有史”③,因此考

３５１“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　

①

②

③

参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２６０、２０４页.另见顾颉刚、杨向奎«三
皇考»(载«古史辨»第七册中编),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几次组合纷纭错杂的“三皇五

帝”»、«古史词条四则»诸文,以及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一书中第二篇第一章“古史传说时期的‘五帝’”的相关内容.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６１—６２页.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９页.



辨古史人物在他的工作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他曾经论及,之

所以首先注意到尧、舜、禹三人的古史传说,原因在于“他们是儒家

所奉的中心人物,是«尚书»一经中的最大偶像”.① 如所周知,«尚

书»在儒家经典中地位最为崇高,它不仅奠定了中古时期上古史系

统的骨干,更充当着伦理及政治理论的最高指导,影响至为深远.

而通过揭示出附着在尧、舜、禹等人物身上的神话传说成分,分析

其由神到人、由传说到历史的演变,以及他们在古史系统中地位和

层次上的富有戏剧化的变动,这些所谓“史实”的真实性便当然受

到了根本性的质疑,并进而牵连到整个上古史系统,乃至传统学术

中坚与根基的倒坏.这也正如徐旭生评说的:“尧、舜、禹的人格问

题,几乎可以说为疑古学派所努力打击的中心问题.”②而经过顾

颉刚等人对古史人物的一番梳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鲧,禹

等,确实有无其人虽不可知,但他们的身上附有很多的神话,却是

事实.把这些神话传说剥去,他们的真相也就所剩无几了”.③ 退

一步讲,“就是仍旧相信这些古圣的人,对于他们所代表的内容也

变更了许多”.④

除了认识到上古史是由充满着神话传说色彩的帝王人物系统

建构起来的之外,上古史的时间纪年问题也使顾颉刚等人疑窦丛

生,且同样波及他们对历史记载真伪的判定.钱玄同就曾说,即便

承认尧、舜等古代帝王并非“无是公”或者“乌有先生”,而从«尧典»

之说确有其人,但他们“是什么时代的人,我们实在无从知道”,因

４５１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④

顾颉刚:«三皇考自序»,«古史辨»第七册中编,第４５页.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９页.
童书业:«自序二»,«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２页.
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６页.



为古史年代在«史记»纪年所始的周召共和元年(前８４１年)之前是

“绝无可考”的.① 顾颉刚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也对“相传的四千

或五千的年数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以及光复时处处张贴的“黄

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这个历历可数的年岁是依据的什么书”

发生了疑问,而从各种书籍中得到的答案,也依旧是各无所凭、纷

乱杂处的.② 顾认为,更为古远的尚且不论,即使通过鼎彝铭记来

复原殷、周年历,都面临着重重困境.③ 那么,像汉代«命历序»等

书中所记载的上起于“天皇”的精确世数及年数,又怎会是实际的

情况!④

更有甚者,当顾颉刚等人追溯夏代历史时,只是“从种种方面

知道商以前确有这一个大国,但究竟是怎样状况,因为没有得到他

们的遗物,已经‘茫昧无稽’”,⑤现存典籍中则“除«史记»所载王名

外,竟是一片空白”,⑥至少商朝以前的历史“传说的成分极多,史

实的成分极少”.⑦ 童书业由此总结说:“夏以前的古史十分之七

八是与神话传说打成一片,它的可信的成分贫薄到了极点!”⑧我

们于是可以看到,随着时间、人物等要素的真实性被逐个颠覆和瓦

解,我们原有的上古史,包括一直以来最占势力的三代史,还能剩

下些什么?

５５１“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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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古史辨»第一册,第１０４页.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４５页.
顾洪编:«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八卷上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０年版,第

５８４８—５８５０页.
有关内容可参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２６２—２６７页.
顾颉刚:«三皇考自序»,«古史辨»第七册中编,第４５页.
顾洪编:«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十卷,第７９７４页.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古史辨»第七册下编,第１９５页.
童书业:«自序二»,«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２页.



正因如此,疑古太过、破坏性太强,始终是学界针对“古史辨”

派的一种非常普遍的批评.如李济说:“有一个时期,中国的革新

者对过去的记载和关于过去的记载全都发生怀疑,也怀疑历史本

身.”①徐旭生的态度则更为严厉:“我国极端的疑古派学者对于夏

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更进一步对于夏朝不多几件的历史,也想

出来可以把它们说作东汉人伪造的说法,而殷墟以前漫长的时代

几乎变成白地!”②应该看到,这些批评实际上都是在将历史资料

等同于历史本身,而胡适、顾颉刚并非这样糊涂.③ 就在质疑传统

上古史真实性的同时,他们也始终是以认识和重建“真实的上古

史”为最终的理想.胡适在古史讨论的初期便明确“讨论的目的是

要明白古史的真相”,④而顾颉刚本人也一再声明他“坚定的立足

点”是“在客观上真实认识的古史”⑤和“建设真实的古史”⑥,并认

为“正应该从载记中研究出一个较可信的古代状况”.⑦ 而“东周

以上无史”论之所以会一直背负着否定和抹煞历史的罪名,实在是

由于本体论历史和知识论历史被混淆的缘故.因此,必须加以澄

清的是,不论是胡适所说的“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

篇»做起”,⑧还是顾颉刚断言的“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这里“史”

６５１ 　“疑古”与“走出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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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第４６７页.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３０页.
关于两者之间的差异,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即已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说:

“所谓史实,原有‘实在的事实’和‘历史的事实’之别,前者相当于实在发生过的事实,
后者意谓史籍所著录所解喻人群所记忆的事实”.见«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
年版,第４８３页.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一册,第１８９页.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６５页.
同上,第４页.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第２７１页.
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２２页.



的概念,都仅属于历史认识论而非本体论的范畴,所指的乃是可以

征信的历史记载.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发生问题的并非是东周以

前真实存在过的历史本身,而只是保存在历代文献、尤其是权威经

典中的对相关时期古史面貌的描述.事实上,顾颉刚等人并没有

完全排除“禹”等古史人物有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只是力图清除其

身上神话及传说的成分,并且相当地承认«周易»、«诗经»等都是可

信的古史材料.① 他所着力推翻的“伪古史”,不过是缺乏切实凭

据的叙述、增长和变化,那些“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

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②或是“虽是文献无征之世也可用了排列

法排出它的制度来”③的情形;他所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经过历

代的“整齐”最终占据了权威地位、并且是依据了类似于阴阳五行

或三统说等理论而构筑起来的、日渐细密化和精确化的上古史系

统.顾颉刚一向特为关注思想意识和伦理政治对历史记载的深刻

塑造,并认为这些都是使文献记载大大偏离“真实”的消极因素.④

如他在１９３３年总结说,“我们的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其中,帝系

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是政治的偶像,道统是伦理的偶像,

而经学则是学术的偶像.⑤ 这一辨析与他１９２３年所提出的,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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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７页.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６５页.陆懋德对于顾

所论此点曾有所评说,参见其«评顾颉刚‹古史辨›»,«古史辨»第二册,第３７０—３７１页

相关内容.但陆氏所论重点在于近代以来考古学的实物发掘,事实上已超出顾本来的

论述范围,故不再征引辨别.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１２２页.
直到晚年,他仍坚持说:“我认为古史的传说固然大半由于时代的发展而产生

的自然的演变,但却着实有许多是出于后人政治上的需要而有意伪造的.”«我是怎样

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册,第２５页.
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辨古史方面应该具备的数项标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

世界的观念,①实亦相辅相成.一方面,上述四种“建立在不自然

的一元论上”的偶像,共同构成了“旧系统下的伪史的中心”,它们

彼此关联,如“帝统即是道统,而道统是国性国本之所系,所以这一

个系统就成了国家的功令,伦理的中心”,②也同样是伪史丛集之

处.③ 另一方面,这些偶像也正是依照着顾认为应该打破的上述几

种观念而树立起来的,比如“儒教的正统”,“自尧、舜至禹、汤,至文、

武、周公,至孔、孟,又至周、程们,把古代与近代紧紧联起.究竟尧、

舜的道是什么? 翻开经书和子书,面面各各不同,教我们如何去确

定它?”再如,古时各民族本是多线发展的,各有始祖而互无统属的

关系,但日后从战国时期大国不断兼并,到秦始皇完成一统事业,固

有的深刻种族观念却无法以单纯武力消弭,一元的历史观也正是在

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为了泯除华夏内部的商、周民族,以及华

夏与蛮夷民族的隔裂,以宣扬一种“天下本来一家”的观念,达到“收

拾人心,号召统一”的政治作用,便有人将古史中的帝王传递从横向

的多元系统合并转化为纵向的一元系统.这种手法确实发挥了效

力,民族被认为是向来一元,地域也是向来一统的了,“但这种说法

传到了后世,便成了历史上不易消释的‘三皇五帝’的症瘕,永远做

真史实的障碍”,再加上阴阳五行之说大行于汉代,“不少的古代史

迹已被迫领受了这个洗礼”,上古史由此变得愈加纷乱.④ 而这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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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９９—１０２页.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自序二»,第９页.
同上,第３页.
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非历史的原则记述的材料,又怎可以不加辨别地拿来作为我们把

握上古史真实状况的凭藉呢?

另外,还有不少人认为顾颉刚的古籍辨伪是在搞破坏,本质上

类似于秦始皇焚书,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对此,顾先生本人就有着

非常清楚的辨析.他申明,考辨古籍的真伪乃是手段,确定其写成

年代才是目的.① 他也曾反复强调,自己的工作固然是偏重于破

坏的,但破坏与建设其实本是事物的两面,即在推翻古籍旧说的权

威地位,辟去它们之为“真实的上古史”的伪形态的同时,还原它们

的本来面目以及在思想史上的真正价值.比如,在考订典籍方面,

“于«易»则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

于«诗»则破坏其文、武、周公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乐歌的地位”,

并将其还归周代以及各诗人,以为只有这样,新的«易»、«诗»也才

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设起来.② 在考证人物方面,则要打破“三

皇”为“古代史实”以及与殷、周的关系,恢复它为“秦汉以来宗教史

问题”的归属.③ 顾认为,他们的“破坏”工作“并不是一种残酷的

行为”,并非要将被认定为“伪”的材料销毁或者抛弃,只是“扫除尘

障”,“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

应”,以使其“各各回复其历史上的地位:真的商周回复其商周的地

位,假的唐虞夏商周回复其先秦或汉魏的地位.总之,送它们到博

物院去”.对于后者,“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

他力图以此方式来揭晓古代的真相,并使一些本来被包蒙在圣道

９５１“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　

①

②

③

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１８页.
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１、２—３页.
参见顾颉刚:«三皇考自序»,«古史辨»第七册中编,第４９页.此外,顾还说:

“我们是要把他们从古史里清出去,到宗教史里去.这不是侮辱他们,只是要使他们得

到一个最适当的地位.”见该册第５１页.



王功之下的有关民族信仰和民众生活的真材料显露出来.由此,

在学术方面可以“破坏假的上古史,建设真的中古史”,在文化方

面,则“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

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

为现代的煌煌法典”.①

二、“东周以上无史”是被“证据”
逼出来的一个结论

　　顾颉刚先生晚年回顾自己早期的“古史辨”工作时曾说,“当

‘五四’运动之后,人们对于一切旧事物都持了怀疑的态度,要求批

判接受”.② 确切地说,“怀疑的态度”便是不“对于任何事物作无

条件的信仰”.③ 这种除旧布新的努力则使得学界先进们对旧学

顽固之现状尤为不满.钱玄同１９２１年即已痛陈:“直到现在,还有

人根据«周礼»来讲周史的!”④周予同也赞许顾颉刚“古史辨”的

工作在当日的学术界,尤其在传统学术方面,不仅“是必要的,而

且是急需的”,因为“谈古史的,还固执«周礼»以为是周公治平之

绩;谈哲学的,还援引«伪大禹谟»‘道心人心’的话,以为理欲二

元论起源于舜;谈文字学的,还推尊仓颉为中国文字的创始者,

而以许君«说文»为不祧之祖”.⑤ 直至３０年代,“还有人说仰韶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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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第三册«自序»及第四册«顾序»各处.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册,第９页.
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１９页.
钱玄同:«论编纂经部辨伪文字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４１页.
周予同:«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古史辨»第二册,第３２３—３２４页.



陶是以黄帝颛顼时的«丹书»作权舆的”.① 新旧两种学术立场鲜

明乃至尖锐的对峙由此也可见一斑.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

派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的环境下破土而出,引领学术风尚,甚至如

徐旭生认为的,从“五四”前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近

三十余年,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史学界”,②原因即在于

他们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之功,其中首要的便是由于运用“科

学”的史料批判方法来整理旧学所取得的成绩.而众所周知,

“我国历史学界受了西方的影响,对于古史才有所谓疑古学派出

现”.③

实际上,“疑古”是中外科学史学出现后的一个通例.如在欧

洲,当中世纪临近尾声时,随着基督教神学和哲学体系作为历史研

究先天和普遍前提的地位的消解,历史学也开始了它的重新定向,

而历史学家们首先被带动着“大举清除中世纪历史编纂学中一切

幻想和毫无根据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时期,有关各个国家早期起

源的许多传说被纷纷颠覆了,例如意大利历史学家波利多尔维

吉尔“在１６世纪初期就推翻了特罗伊人布鲁塔斯建立不列颠的那

个古老的故事,并奠定了英格兰考据历史学的基础”.到１７世纪

初,培根开始制订科学方法的原则,他否定历史研究主要在于“窥

测贯穿于事实之中的神的计划”,而将目光转向了历史事实本

身.④ １７世纪下半叶,更兴起了一个新的历史学派,他们“所设想

１６１“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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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节:«刘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五册,第１２页.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２６页.周策纵也认为,“‘五四’以后,疑古

派的怀疑精神一直在学术界盛行”.见«五四运动史»,第４４６页注②.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２６页.
参见〔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

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的历史学仍然是以权威著作为基础”,“但历史学家正在学习着以

一种彻底批判的精神来对待他们的权威著作”.其中,当本笃派的

一支———波兰狄派学者在批判的基础上重写圣徒传时,他们以一

种前所未有的深入程度“钻研了资料的来源问题和传说所经历的

成长方式”.同时:

　　正是由于这个时期,而特别是由于波兰狄派,我们才有了

剖析某种传说的这一观念,同时又承认它传到我们手中是经

过了媒介的歪曲的,从而就一劳永逸地消除了要么作为是真

的而全盘接受它,要么作为是假的而摒弃它这两者之间的老

大难题.①

之后,１８世纪的维柯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学的批判方法,他明

确否认和割裂了历史研究对权威著作的依赖,推进了本学科的独

立性.这一自中世纪结束前后便持续强化的趋势,终于发展成１９

世纪那种“为自然科学而服务的”实证主义历史编纂学.② 就如同

我们所知道的,其宗旨即在于“正像它本来发生的那样”来陈述事

实.是否足以与所谓的“客观实际”相印证、相符合,也从这时开始

空前地成为了历史知识能否成立的首要前提.将权威文献视为

“资料”而加以系统审判和检验的“批判的历史学”,则可以德国历

史学家尼布尔(１７７６—１８３１)的研究作为其顶峰时期的典范.这位

“近代史学史中第一个有权威的人物”③在其代表作,也是被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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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
第１０６页.

同上,第１８９页.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

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版,第９２页.



“曾经出现过的对这个题目最富批判性的分析”①的«罗马史»系列

讲稿中,“批判地查核了早期罗马史的资料及其可信程度”,②并以

一种柯林武德称之为“语言学的考据方法”,对该领域内的权威著

作———李维的«罗马史»进行了处理.李维在撰述该书时,遵循的

是一种罗马式的,认为“历史是一门艺术”,“应该灌输道德观,培养

公德、提倡爱国情操”的理念.他虽然因为“文献缺乏、不能写出罗

马早期历史而深表遗憾”,也曾被传说和历史之间的纠缠所深深困

扰,时有怀疑和选择,却“无保留地相信古代占卜官和祭司预测未

来的无比洞察力”.③ 此时,尼布尔则论证道,“大部分通常被认为

是早期罗马史的,都是更晚得多的时期的爱国热情所虚构的故事;

而且就连那最早时期的老底层也不是严肃的历史事实,而是类似

于民谣文学的一种东西,是一部远古罗马人民的民族史诗”.④ 由

此,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胡适会概括说,“西洋近百年来

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史料审定的方法更严密了”,⑤以及他缘

何如此关注传统学术史上的辨伪潜流,关注姚际恒、崔述等人及其

著述的原因.

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一书当中尽管对胡适治学方法之

简陋浅薄多有指摘,却仍称许他为２０世纪学术名家之中“最先

有方法自觉的一位”,并说,“拨开政治云雾和意识型态的纠缠,

就史学论史学,胡适所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当推中国史学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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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０９页.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９８页.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第１０７—１０８页.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１９４页.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第１４页.



方法学自觉”.① 而胡适所亲自启迪、引导并积极参与其中的“古

史辨”研究,便是一种以怀疑、批判为基调的史料考订方法来整

理传统经典文献的工作,这种方法的核心即在于对“科学”与“证

据”尺度的运用;在首倡将一切经典文献都当作“材料”来处理的

研究态度,以及确立“研究史学,第一步的工作该是搜集史料和

批判史料”②的现代史学方法等方面,“古史辨”派工作的意义都

是不可磨灭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欧洲相类似的是,中国史

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同样肇始于以实证方法进行的经典批判

运动.

胡适早年留学美国期间即已十分注意西方的实证方法,曾分

析说,与中古时代“据经典之言以明其说”的“据”不同,近代以来

“证”的“科学的方法”乃是“根据事实,根据法理”,并就此主张,“欲

得正确的理论,须去据而用证”.③ 而严格地“尊重事实,尊重证

据”,④认为“证据”是“科学的唯一武器”,⑤是追求最大限度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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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５０、１８７页.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４页.在此前的

«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中,顾颉刚也早已强调过“研究历史,第一步的工作

是审查史料”.见«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１页.而不唯顾颉刚本人,“古史辨”研究中

的许多骨干力量在其论述中都是以此来开宗明义的.如钱玄同便主张:“凡治历史科

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简称可曰‘辨伪’.”(钱玄同:«重论经今古

文问题»,«古史辨»第五册,第２５页)被评价为“顾颉刚先生以后,集‘疑古’的古史学大

成”的杨宽也说:“原夫史学之研究,基于史料,无史料,斯无史学也.史学之方法,必先之

以史料之搜罗咨访与考证批判”,而“上溯史料之来源以探求事实之真相,乃治史者最先

必经之步骤”(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自序»,«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６５—６６页).
«胡适留学日记»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８６页“１９１５年８月２１

日”条.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集»(３),第４５０页.
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０年

版,第２４１页.



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真理”的唯一途径,这种思想可以说贯

穿了胡适、顾颉刚以及“古史辨”派学术研究之始终.

与此密切相关的,倡导人们要善于在习常处发生怀疑,努力

“战胜传说”,则是胡适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大力整理、革新和改造传

统学术,宣扬“科学方法”所着意阐释的另一重点.他总结和引述

了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同样认为“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

充分证据的东西”,而“只有那证据充分的知识,方才可以信仰,凡

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当信仰”.① 类似的不论是“疑而后

信,考而后信,有充分的证据而后信”,②“破除主观的成见,多求客

观的证据”③和“要注重证据,跟着证据走,跟着事实走,切忌一切

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④的观念,还是“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的

所谓“科学精神”,以及“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

证据走”的所谓“科学态度”,⑤它们所最先打击到的对象,自然是

在传统学术中居于中心和正统地位的部分.就如同胡适所说:

　　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

一部圣经贤传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

山的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肯疑问佛陀耶舍究竟到

过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过

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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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２３７、２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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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既然已将所有学问都视作“平等”的,认为“一切旧书———古

书———都是史也”,①那么: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

[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

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

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②

不仅如此,由于胡适对历史“证据”持一种“无意于伪造史料”

的判别标准,甚至认为“杂记与小说皆无意于造史料,故其言最有

史料的价值,远胜于官书”,③而传统典籍中那些“有意”撰述并传

世的经、史、子部之作,则早已被他认定为“大多数的不可靠的”.④

同样的,顾颉刚也曾批评中国旧史“专注重于朝廷而脱略于社会”,

因而“无从见当时气运”,“是以官书不如私史”,⑤认为诗歌等文学

作品足以充当史料,最重要的,他也已经非常明确地将权威经典严

格作为“材料”来对待并加以审查检验.如在处理由«尚书金縢»

篇所记周公求替武王死的事件而衍生的各种“传说”与解释时,他

强调说,应知道“这一种传说与那几种传说的地位是平等的,我们

绝不能因这一个在经文里而尊它,也绝不能因那几个在百家杂说

里而贬它”.⑥ 此外,他也不能满意于司马迁与崔述“考信于六艺”

的标准,以为他们仍未能彻底地打破“经”的偶像:一方面,“«六艺»

以外的东西并不曾因为他们的不闻不问而失其存在”,“况且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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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胡适文集»(３),第３５７页.
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一集卷二,第１８９—１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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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胡适文集»(３),第３５８页.
顾颉刚:«诗补史缺»,顾洪编:«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一卷,第２４８页.
顾颉刚:«‹金縢篇›今译»,«古史辨»第二册,第６８页.



«六艺»里的材料也何尝都是信史,它哪里可以做一个审查史料的

精密的标准呢?”①而钱玄同也早已点明过辩论经部典籍的重要

性:因经书“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总要征引它,信仰它,

故‘伪经辨证集说’之编纂尤不容缓也”;②另又指出:“不把‘经’中

有许多伪史这个意思说明,则周代———以及以前———的历史是永

远讲不好的.”③

由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当这些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们高举

着“证据”的火把以探求历史“真实”时,在传统学术、尤其是历史

学的范畴中,首当其冲被映照到的黑暗地带,必定是上古史一

段.这不仅是因为有关的历史记载中最为密集地凝结着他们认

为应当最先从“史”的领域中清扫出去的“有意”的、有“道德和政

治的联络”和“抽象的意义”④———具有信仰色彩、伦理义或政治功

用等非客观、非实际的成分,更由于其先天地最为缺乏直接的材料

和证据.

在胡适自认为是其«文存»中一篇“最精彩的方法论”的«古史

讨论的读后感»中,他提出,“要明白古史的真相”的唯一方法,“就

是寻求证据”,只有证据的充分与否可以作为“我们信仰与怀疑的

标准”;“历史学家只应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

理”.其中,

　　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

要问:(１)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 (２)什么时候寻出

７６１“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　

①

②

③

④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自序一»,第１页.
钱玄同:«论编纂经部辨伪文字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４１页.
钱玄同:«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５２页.
顾颉刚:«三皇考自序»,«古史辨»第七册中编,第５１页.



的? (３)什么人寻出的? (４)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

做证人的资格吗? (５)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

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①

这便是他所谓“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②的基本条律.

即,若要从“材料”里“寻出客观的条理”,第一步的工作,须得对材

料的可信与否及其程度加以多方面的辨析.使用更加明确的表

述,则是首先要详细鉴别它是直接抑或间接史料.所谓“史料”,是

“往时人类思想与行为所留遗之陈迹”,我们所见的“历史”,都“由

史料构成”,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和解释,也必须首先建立在“适当的

判断一史料确为事实之遗迹”的基础上.③ 对于史料的判断法则,

梁启超给出了这样的界说:“直接的史料者,其史料当该史迹发生

时或其稍后时,即已成立.”但这类材料由于种种原因极易湮灭,历

史学家所面对的仍多属所谓的“间接的史料”,“故鉴别此种史料方

法,为当面最切要之一问题”.梁氏并认为,虽然需要谨慎地防范

其负面作用,但“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固原则也”.以此原

则衡量,那么“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

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以“彼所见之直接史料

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④ 这就是说,实证主义史家们既然以探

求历史的“真”、“事实”或“本来面目”为最高理想,却又无法以实际

发生过的历史本身作为参凭,因此就文献材料而言,便基本以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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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一册,第１９０、１９６、１９７—１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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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９４、９８、９９页.



当世之记载为最可靠者;若退而求其次,则再推“最先最近之史

料”.那么,当学者们着手考察已有的上古史材料时,必然首先追

问,中国以往那自盘古开天辟地传递下来的,有着整齐的年表且看

似非常可信的历史,“是怎样来的呢? 根据什么呢?”若说夏禹时中

国就已拥有了那么广大的统一疆域,证据在哪里呢?① 或者,“如

果你对尧舜的盛世给予过多的颂赞,好吧,拿出你的证据来;如果

你论及公元前３０００年大禹在工程上的伟绩,证据也得拿出来”.②

再如,«尚书»及«大戴礼记»等典籍中那些以往被认为信史的各篇,

是根据什么材料来编纂的呢?③ 倘若有人认为由于古人历史观念

的进步,足以认识到愈来愈前的古史,他们向前推进依据的又是什

么材料呢? 上古史的绝大弊端也就随着诸如此类的问题暴露

了出来.最为要害的一点,也是上古史与之后的历史存在着根本

差异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只能够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

状况”,如“战国时的东周史”或“东周时的夏商史”,却无从获知“某

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即“东周时的东周史”及“夏商时的夏商

史”.④ 另外,顾颉刚也曾说:

　　我以为无史时代的历史,我们要知道它,固然载记没有一

点用处;但在有史时代,它原足以联络种种散乱的遗作品,并

弥补它们单调的缺憾,我们只要郑重用它,它的价值决不远在

遗作品之下.我们现在讨论的古史,大都在商周以降,已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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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见«胡适文集»(３),第３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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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３３页.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６０页.



史时代,载记的地位已不可一笔抹煞.要讲遗作品直接出于

古人,载记何尝尽是后人写的.要讲载记多伪作难以考定,遗

作品又岂纯粹无伪作而又易考定呢.①

这里,他区分“无史时代”和“有史时代”的标准,显然就在于有无当

时的载记.而徐旭生对于古史材料的价值断定也持同样的立场.

在他看来,除去少数的例外,经过整理、系统和综合的材料价值要低

于“未经系统化的材料”,并设定“当时的记录”为文字记载的最终参

照.———因为不论文字材料本身有着什么样的伪误或问题,“如果

已经有了当时人的记录,现代的历史工作人员总还可以根据当时的

环境状况推测他所记录的可靠的程度”.也就是说,书面记载的稳

定性和可信度总是远高于口耳相传的形式,因而也可以将是否具备

“当时的记录”作为划分是否已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的标准.反

之,由于“在当时根本上就没有清楚的记载或传说”,像炎、黄、少皞、

颛顼诸帝的年数一类的问题也就永远被取消了解决的可能性.②

以上所有的论述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传世文献中

的东周、夏商以至于更为古远的历史,是拿不出可靠的“证据”———

“直接的史料”来的;既无法“拿证据来”,这些记载便当然失去了成

为切实的历史知识的最基本条件,“三皇五帝”的上古旧说无疑也

随之丧失了它们的“信史”及“史实”地位.因此,２０世纪前期所谓

“疑古”思潮的兴起,“原不是我们几个人忽发奇想想出来的,也不

是我们的态度激烈,有意打倒前人而鼓吹起来的”,③同样“不是胡

适异想天开地从外国搬回来的”,相反地,这种态度是由“考证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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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理路逼出来的”.① 换言之,一旦将“证据”确立为历史研究的

基本准则,以“三皇五帝”为骨干的上古史系统的真实性根基便将

立刻荡然无存.这也就是顾颉刚所说的,与作为“信仰的对象”不

同,“三皇五帝”一旦“作为研究的对象,那就失掉他们在历史上的

地位”.② 我们由此看到,“东周以上无史”实在是被“证据”逼出来

的一个结论.

概括来说,正是由于历史学内部“证据”这一富有批判性的学

科尺度的确立,“古代史的一部分乃是神话,并非事实”③才得以在

２０世纪的中国逐步蔓延成一种常识.也正是由于现代史料学方

法的应用,我国古史中的所谓“传说时代”与“狭义的历史时代”才

得以廓清:前者所指的便是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缺乏系统纪年的

盘庚迁殷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④ 而当许多史学家继之以“古史

人物为社会发展符号”的思路重行诠释上古史时,同样是以“不肯

轻易承认它的历史的地位”⑤的观念为底色的.他们与胡适、顾颉

刚们其实是站在同一基点上,那就是东周以上本无信史.

三、仅靠实证方法能否重建

东周以上的历史?

　　按照通常的理解,某段历史与我们的时空距离往往与我们对

１７１“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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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２２—２６页.
顾颉刚:«‹金縢篇›今译»,«古史辨»第二册,第６８页.



它认识的真确性成反比,然而事实上,最为遥远、似乎最有可能实

现“客观”理想的上古史一直是非常难以接近“历史事实”概念的那

一部 分.不 仅 如 此,它 还 几 乎 自 始 至 终 把 握 着 历 史 学 的 命

脉.———纵观长达千余年的中古时期,以“三王三代声名文物之

治”为代名词的上古史不仅是政治、伦理、经学之圭臬,也一直是传

统史学的总宰.而在２０世纪前半期,也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确立和

成熟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上古史研究仍然是历史学发展的风向

标.正如钱穆所观察到的,胡适出长北京大学文学院时,曾公开声

称办文学院只是办历史系,而历史系在上古史方面,除却钱氏所承

担的必修课之外,又开设八门选修课,其中顾颉刚与傅斯年各任一

门,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学术界凡主张开新风气者”,“史学则偏重

先秦以上”,而“先秦以下,不能存而不论,但亦急切难有新成

就”.① 顾颉刚自己也总结到,“最近二十多年来的古史的研究,可

说是当代史学的核心之一”,“已得到了相当的成就,[学者们]对于

中古史以及近代史的研究,反而热心较差”.他并将其中原因分析

归纳为:“(一)史学上寻源心理的发达;(二)西洋的科学治学方法

和新史观的输入;(三)清代中叶以来疑古学的渐次兴起;(四)考古

学的抬头”.② 我们的确也已看到,“实证”的科学方法在清理传统

上古史时施展得极为大刀阔斧,锋刃最显其锐利,成效也最为卓

越.而上古史作为传统学术之集大成,也不啻为反传统的极佳切

入点.认为“古史辨”派“对于封建主义的旧史学的摧陷廓清的功

绩仍是不可抹杀的”,③应该说还是较为人所公认的评论.这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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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６９页.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１９７９年第３期.



要指出的一点是,同样由于胡适和顾颉刚等人积极的反传统立场,

已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对上古史形成更加准确和到位的认识,

并使他们怀疑的底线设置偏下,对古代文明期及文明程度估计过

短过低等.① 前者如顾颉刚将«左传»等书也认定为后人伪造的典

籍,后者则如胡适在１９２３年５月３０日致信顾颉刚时,表示认同安

特森(J．G．Anderson)将商代划入新石器时代的假定.② 可以说,

在社会/文化转型期里最易发生的那种因补偏救弊而矫枉过正的

倾向,此时也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他们身上.不仅如此,由于实证主

义史学方法自身存在的一些缺憾,还导致了他们在推翻传统的上

古史记载之后进而试图着手重建它的事业时,遭遇了一系列对他

们来讲几乎无法提供答案的问题.

但我们也应看到,“疑古”和“反传统”的事业并不是单纯由胡、

顾等人来承担的,把“疑古”当作一顶帽子仅仅扣在他们两人头上

更是失之偏颇.事实上,当２０世纪早期的社会思潮将大多数知识

精英都席卷至“新文化”的立场时,对传统学术、尤其是传世经典的

不信任态度早已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疑古派”的情

况自不待言,即便是以“古史重建”而享有盛誉的傅斯年和李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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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饶宗颐先生认为,辨明古史记载很多乃是出于后世的增饰附会是“古史辨”
的最大贡献,但“把古代文明过于低估(如钱先生说湘域古无文化之类),把古代空间缩

得太小,反而离开史实”.见其«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一文,原载«九州»第二辑,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后收入陈其泰、张京华主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京华出

版社２００１年版,见该书第５５４页.
胡适:«论帝天及九鼎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２００页.后来胡适根据中央研

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的发掘成果修正了自己先前的观点,承认“商朝不仅有

铜器,而且有高度的文化”,但亦几乎终生都将此事“引为遗憾”.有关情况可参考其日记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６日”条(«胡适日记全编»[５],第８８７页)以及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

编初稿»“１９５８年６月９日”条(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４年版,第七册第２７１１页).



人,实际上也都是从同一个大前提出发而分赴各自的研究工作的.

换句话说,一方是就地清理,一方是另起炉灶,虽然取径与操作有

异,但他们在对待传统文献的革命性态度上却并不存在十分遥远

的距离.如傅斯年在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９日所作题为«考古学的新方

法»的讲演中便说:“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古代历史多不可靠,就

是中国古史时期,多相信尚书左传等书,但后来对于«尚书»«左

传»,亦发生怀疑,不可信处很多很多,于是不能不靠古物去推

证.”①从中可以看出,傅的逻辑推断在不自觉中完成了一个转向、

一个突变,也就是说,他绕过了在确定古代历史记载不可信之后的

一项重要工作,即就其本身所应开展的系统批判、整理及取用,②

而径直将其抛弃了.但在时人看来,“考证批判之工作,本不能增

加固有之史料,仅能淘汰虚妄之传说;本不能增加已有之观念,仅

能肃清错误之成见,故其所得之成绩,多属破坏而不在建设”.③

胡适也认为:“从文字的校勘以至历史的考据,都只能尊重证据,却

不能创造证据.”④诚然,就以顾颉刚的研究为例,在他打破了那个

原有的古史瓶子之后,其中的大部分碎片已被他用来贴补到中古

时期,特别是战国到两汉一段的思想史上去了,自己也表示更愿意

踏实地做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⑤ 这当然可谓是一

种物尽其用、扬长避短,甚至可以说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思路,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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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

１８５页.
在这一点上,顾颉刚曾说:“我们在研究的工作上,对于新材料的要求加增,对

于旧材料的细心整理,有同等的重要,应当同时进行,不宜定什么轻重,分什么先后.”
见«答李玄伯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２７２页.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自序»,«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６５页.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集»(３),第４５５页.
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第６页.



样也就直接导致了另一个后果,即可以保留在上古原地的碎片已

经是少而又少,不仅旧貌不复可见,至于该怎样做成一个令人满意

的新瓶子,其蓝图都已是无从着手.所以,随着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

半期古史讨论的揭幕并逐步走向深入,人们更容易感觉到可靠史

料的有减无增以至于匮乏.考古发掘的出土实物此时恰恰为上古

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不仅自宋代以来即已开始发展的扩充

史料范围的努力,如传统金石学等至此发生了一个质的转换和飞

跃;对于当时普遍受到实证的科学方法洗礼的史学界来说,也实在

堪称一个莫大的惊喜.

与西方考古学不同,中国现代考古学是“应运而生”,负载着重

建上古史的使命成长起来的.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李济曾多

次谈及２０世纪的经典批判运动对现代考古学的催生作用.他认

为,在“拿证据来”的“怀疑精神之下,单纯的文字记载已不复被认

为是有效的佐证了”,而“现代中国考古学就是在这一种环境之下

产生的”;①或者说,“这一[怀疑的]传统到了民国初年,与近代科

学渐渐地合了流,发展出来了近代的田野考古学,为中国新史学奠

定了更稳固的基础”.② 作为这一历程的亲历者,李济的总结观察

当然是很可信的,但更为贴近实际的说法可能是,当时的考古学与

历史学是相互启发的.一方面,顾颉刚也曾说过,“最使人们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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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中国文明的起源»“第一讲 挖掘出中国的古史”,张光直、李光谟编:«李
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第４６７—４６８页.

李济:«‹中国上古史›编纂计划的缘起及其进行的过程»,原载«中国上古史»
(待定稿)本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１９７２年,此处见李光谟编:«李
济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８８页.



史观念改变样子的,是考古学”.① 随着前后相继的甲骨文字的发

现,仰韶和殷墟遗址的发掘,“出土古物愈多,时常透露一点文化的

真相,反映出书籍中所写的幻相,更使人对于古书增高不信任的意

念”.② 这就说明,他们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也就是因得到一些

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阶段,而战国、秦

汉以来所讲的古史和这标准不合,所以我们敢疑”.③ 而另一方

面,“考古学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一支,它的主要功能是重建史前

史并且辅助文献史料重建古代史”.④ 中国现代考古学在其发端

时期便以新的地下出土的“哑巴材料”,冲破了传统对“史”只包括

文字记录的界说,⑤为历史研究,尤其是这一时期的上古史研究寻

出了文字史学以外、以前的材料,这当然是历史研究的新天地.而

这些材料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便在于它们似已具备那种不容置疑、

无可辩驳的“科学”和“实证”性质.

如前所述,实证主义史学家们的终极目的是在于探求“事实”,

对材料的要求也以“直接”为至上,出土实物恰恰最符合他们的这

种理想:“直遗的作品直接出自古人.古人所能看见的,除了缺破

以外,我们仍能看见.所以它的价值远非传钞错误,伪作乱真的载

记所可比拟.”⑥考古实物之所以能够取信于人,还可以借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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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三皇考自序»,«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４３页.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７８页.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册,第２８页.
张光直:«考古学与“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中国考古学论文

集»,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版,第８页.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

集»,第８９页.
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古史辨»第一册,第２６９页.



字先被章太炎舍弃而后成为现代文字学的真实材料作为例说.就

此,李济分析到,章氏所见的甲骨属于古董性质,他不相信也是可

以理解的,而

　　至于现代文字学家相信甲骨文字的理由,也是容易说明

的.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字的材料,在地面下的情形,出土的情

形以及出土以后的情形,都有很清楚的交代,每一步的历程所

保存的记录都是多方面的可以互相校勘的.最要紧的证据自

然是:殷商时代确有龟甲兽骨贞卜并刻文字的这件事,而骨卜

的起源远在商朝以前已有不少的实物可以证明.在这一情形

下,真实资料之能取信于人似乎是必然的;至少就甲骨文出土

的历史看,可以作此一判断.①

由此可见,考古发掘在当时整个的历史研究中,无疑已被视为非但

材料最为直接真实,并且工作程序最契合科学方法的要求,因而也

成为最贴近“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②

的理想境界的那一部分了.实物材料由此得到了历史学家,尤

其是治上古史者空前的重视.胡适即认为商民族的来源无法从

文字记载中得以考核,对于商朝历史“应该向‘甲骨文字的系统

的研究’里去寻材料”.③ 傅斯年在讲解何为“直接史料”时,多举

毛公鼎、卜辞等出土文物为例,并概括“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

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④ 此外,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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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论“道森氏晓人”案件及原始资料之鉴定与处理»,«安阳»,河北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７８页.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第１本第１分,１９２８年,第１０页.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９７页.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节选),«傅斯年选集»,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认定,“古代历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因为除古物外,没有其他的东

西作为可靠的史料”.① 考察其中原因,归根到底都是因为,“鼎盘

及甲骨文字均为上古实物,其价值在科学上固当高出于书本万万

也”.②

在对出土实物给予了极高的肯定及赞誉的同时,考古学方法

也随之被推到了上古史研究,以及上古史重建工作的最前沿.本

来,胡适在最早提出对东周以前的历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

时,他的依据便是“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到了２０年代,这种

认识可以说一直在呈上升的态势.周予同在评说“古史辨”的成绩

时便说:“大概我们要考证古史的真相,逃不了两个方法:一,实物

考证法;二,记载考证法;而前者方法的价值实远胜于后者.”他含

蓄地批评顾颉刚将过多的注意放在就文字材料解释字义的方法

上,作用可谓消极,因而劝他“努力于实物考证法”.他还说:“我并

不以为考证古史的真相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我只以为在现在考古

学这样幼稚的时候,所得的结论究竟不容易有力量.”③陆懋德也

认为,顾的古史论辩之所以没有得出圆满的结果,即因为他“未能

举出考古学上之证据”,也是“因吾国考古学之成绩不良,不足以为

顾君之资助故也”.他并断言,“上古事迹本无史册记载,全凭器物

证明”,而近代西方国家都在通过考古发掘“将前代文化愈推愈

远”,以此反对胡适“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的说法.最后则

道明,“在西国,凡研究上古史事,纯为考古学家之责任”.④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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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傅斯年选集»,第１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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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予同:«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古史辨»第二册,第３２４—３２５、３２６—３２７页.
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古史辨»第二册,第３６９、３８３、３７１、３８３页.



取向,从之前１９２４年李玄伯提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

考古学”,①到随后傅斯年所强调的,“周朝钟鼎文和商代彝器上所

刻的文字去纠正古史的错误,可以显明在研究古代史,舍从考古学

入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②都属于一脉相承的实证路径.在这

一脉络下,历史学家在上古史领域里的职责权限可以说已被剥夺

到了最低的程度;原本应是“研究中国上古史最基本的资料”③的

传统典籍,也基本上被视为没有出路的“语来语去”而放逐到边缘

地带去了.

实证主义史学家此时群体性地将上古史重建的希望寄托于考

古学之上,并非出于偶然.既然要求“证实的”和“有证据”的知识,

并且已经认定传世文献无可征信,出土实物作为“证据”又最为直观

而可靠,他们有这样的选择自是必然的.甚至于胡适也据之而宣布

要“信古”了———在１９２８年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他也乐

观地认为考古发掘所出的实物足以“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到几千

年、几万年以至更大的幅度.④ 但在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胡适在

晚年仍然重新回归到公元前１３８４年,⑤个中缘由也无非在于,不论

９７１“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　

①

②

③

④

⑤

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古史辨»第一册,第２７０页.
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傅斯年选集»,第１８４页.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

集»,第８９页.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集»(３),第４５６页.相反地,对于一直甚

为推崇的清代考据学和顾颉刚的“古史辨”研究,胡适在文中则显示出一派近乎苛责的

态度来.许冠三也已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就文章所犯的种种逻辑失误提出了相应批

评,参见该书第１８８页相关内容.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１９６１年８月１日”条记:“董作宾来,送给先生一

本他的«中国年历简编»(艺文版),还只出了上册,是从有熊氏黄帝元年丁亥,西元前二

六七四,民元前四五八五年编起的.先生说:‘这是属于古史传说时代的年代,其实都

可以不要;就从殷盘庚十五年丁巳,西元前一三八四年起就行.’”见第十册第３６８６页.



某些考古材料能将古史的“传说时代”拉长到怎样的程度,其间的大

量时段仍然会因为缺乏充分、可靠的证据而无法准确叙述,“信史”

照旧是无从说起.这里便牵涉到胡适在使用“证据”方面所特别注

重的“分寸”问题.如就“科学方法”而言,他说:“没有证据,只可悬

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

为定论.”①在考证研究的过程中,则“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而

需严格地恪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戒律:“有一分证据只可

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②“有七分证据,只可

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③而必须等到“有十

分证据,才可说十分的话”.④ 由此,胡适对上古史的态度便最终归

于“东周以前,无可信的材料,宁可阙疑,不可妄谈‘邃古’”.⑤ 如他

曾说,“以山西为中心之夏民族,我们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

只好置之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以俟将来史料的发现”.⑥ 这种一

旦缺乏可靠材料便宁肯“存而不论”的倾向同样非常清晰地表现在

顾颉刚身上:对于大禹是神是人的问题,西周以上“更古的材料,我

们大家见不到,如何可以断说他的究竟”;⑦至于«尚书金縢»所记

内容的“真的事实怎样,我们因为没有确实的史料,不能够知道”.⑧

０８１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四集卷五,第４６３页.
胡适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３日致罗尔纲书,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

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７页.
胡适:«致刘修业函»(１９４６年３月７日),«胡适文集»(７),第１８８页.
胡适:«‹文史›的引子»,«胡适文集»(２),第２１６页.
胡适:«中国教育史料(与陈世棻书)»,«胡适文存»三集卷七,第９７４页.
胡适１９２３年５月３０日致顾颉刚书,见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

第一册,第９８—９９页.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６５页.
顾颉刚:«‹金縢篇›今译»,见«古史辨»第二册,第６８页.



而这样彻底遵循和步步服从“证据”、力图通过“寻求无数细小问题

的细密解答”和“一点一滴的努力”①来重建上古史的方式,确实是

实证主义史学家必会采取的主要作业路径.换言之,他们也只可

能为上古史的重建提供一种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式的解决方案.

如李玄伯之所以对考古学抱有巨大希望,原因之一就在于“用载记

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譬如西周以前的形势与西周时不同,

而不能得其详情”.② 顾颉刚自然也不例外.应该说,在顾氏的内

心深处,始终是以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上古史»”为最高理想的,

他大半生沉潜的勤奋,也莫不是在为尽力靠近上古史的真相.但

同样由于他实证主义的致知取向,令他只想“一部书一部书地做

去”、“一块砖一块瓦地造起屋子来”,但上古史的问题又动辄是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该建设的则一个小问题往往牵涉到无数大问题

上”,他由此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分工问题,同时又主张“我们一方

面要急进,一方面又要缓进;急进的是问题的提出,缓进的是问题

的解决:在我们的学力上,在时代的限制上,如不容我们得到充分

的证据作明确的断案时,我们只该存疑以待他日的论定”.③

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自清代以来导源于经典文献研究的考

证学与西方那种师法自然科学的现代实证主义历史学有很大不

同,“前者往往用诠释方法以济实证之穷;后者则与诠释处于直接

对立的位置”.④ 虽说中国现代史学中“实证”与“诠释”的界限相

１８１“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　

①

②

③

④

胡适:«‹文史›的引子»,«胡适文集»(２),第２１５页.
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古史辨»第一册,第２６９页.
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２、９页;«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２

页.
参见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７４—１７７页.



对模糊,史家对历史真实的要求也并不完全等同于所谓的“纯粹客

观”,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起码在上古史领域,只要是将关注点多

数集中在较为具体的问题上,将所谓“证据”提到超过一定的高度,

或者倾向于将研究的结论主要建立在作为“证据”的材料的基础之

上,那么他们自其工作之初可能便已注定无法达到本来期望的目

的;那种对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

处理大型问题”①的评价,在这里依旧是适用的.换言之,实证主

义历史学家们既恪守“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没有材料就没有发

言权的准绳,又无法放弃在细节上追求相对完备而系统的复现,则

他们在物资稀缺、材料匮乏的上古史领域里必然面临最大的困境.

因为假若依照实证范式对材料的要求,事实上就已决定了:一方

面,他们从此材料到彼材料之间的辐射能力只可能维持在一种较

低的水平上,即便是考古学材料,从横向的空间及纵向的时间上

论,其疏密程度依然大大越出了“实证”所许可的范围,绝不足以供

他们连点成线、缀线为面,更不必说完成立体的呈现;另一方面,他

们在推翻了传说材料的完全史实地位之时,因严扣“证据”的尺度,

对它们或是存而不论,或是像周予同和徐旭生所指摘的那样,置其

中含有的历史“素地”及“核心”于不顾而把它们一笔勾销了.②

况且,上古史方面的可信材料不仅数量稀少,自身还存在诸多

复杂的问题.如就文字材料来说,李玄伯、张荫麟、周予同和徐旭

生等人对顾颉刚所提出的过度使用“默证”,③无视传说材料的史

２８１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１９５页.
参见周予同:«五十年来的中国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５０页;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２８—３０页.
参见张荫麟:«评今人对于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第２７１—２７３页.



实“素地”等一类的批评,其实也已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上古史的书

面材料,不论是较早的歌谣故事或神话传说,还是后来勒成系统的

史乘载记,都有着将实际历史经过长时期的口耳相传,再转换为文

字形式进而代代承递、改写这一过程中所必然累积起来的一系列

甚至令后人难以分辨的重大弊端.而对于实物材料,时人也早已

对它的局限性有所警惕并加以指陈:出土文物的性质极为错综复

杂,“它们的真实价值一时尚难以准确的估计”;①这部分材料,不

论甲骨文字、“应付人生之需要者”或其他种类,多半数量过小且支

离破碎,极不易构成规模;②并且上古史中还存在着诸多考古学几

乎触碰不到的空白.③ 也就是说,考古材料如果不能得到相应的

辨析和阐释,也便失却了基本的意义,更遑论倚重它来实现上古史

重建的任务了.④

因此,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树立和坚持“材料”和“证据”的学

科尺度是正确的,但始终将它放在历史研究的首要位置却是成

问题的;主张上古史研究应当合文字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

３８１“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　

①

②

③

④

李济:«‹中国上古史›编纂计划的缘起及其进行的过程»,李光谟编:«李济学术

文化随笔»,第１８７页.
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２８—３０页;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

法»,«傅斯年选集»,第１８５页;李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与将来»,张光直、李光谟编:
«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第４７页;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自序»,«古史辨»第七册上

编,第６６页.
如顾颉刚说:“有许多古史是考古学上无法证明的,如三皇五帝,我敢预言到将

来考古学十分发达的时候也寻不出这种人的痕迹来.”«古史辨»第二册«自序»,第５
页.

可以看到,在历史学羽翼下发生发展的中国现代考古学,也同样已经走到了规

避理论的极端———“特别重视考古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认为

‘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因而把理论硬套在考古材料上便不是严谨的治学方式.”见张

光直为«时间与传统»一书所作序文.



学、宗教学等学科群力而为之是合理的,而始终将研究聚焦于具

体的细节却是成问题的;在辨去具体人物的真实性上是应当的,

连同其社会发展的符号意义一并抹煞却是成问题的.要言之,

因为无法跳脱“拿证据来”这一方法论的禁囿,便使得他们对上

古史面貌无法形成“切实的把握”,而“东周以上”的实际历史仍

然是无从描述的,只能继续呈现为“茫昧无稽”的荒野形态.“证

据”本来是实证主义史学家们摧枯拉朽最为得力的工具,但过分

迷信“证据”也反过来构成了他们最深重的羁绊.学术史已经证

明,如果走不出“证据”的限制,的确就会像顾颉刚在３０年代前

期所说的那样,系统的上古信史的重建事业终究还是那座可望

而不可即的神山.①

正当顾颉刚等实证史家在上古史的原野里感到山穷水尽、歧

路彷徨之时,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家则迅速崛起;他

们也恰好崛起在上古史领域.与顾等人“惟穷”史料的“流变”不

同,唯物史观派史学家将人类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特别是这些

学科的“血缘”、“宗法”、“国家”、“婚姻”、“氏族”、“私有制”等概念

大规模引进到上古史事实的清理中来,从而在关于史前史的大量

神话传说中发现了真实的社会历史内容.如顾颉刚等史家对“民

知其母不知其父”、“知母不知父”、“古之时人民但知其母不知

其父”等众多资料一直感到无从索解,而摩尔根的人类学模式的引

４８１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１页.童书业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进行

自我批判时也曾说,“实验主义是一种反科学的不可知论”,而“老实说:用实验主义的

方法是永远建设不起真古史来的”,见«“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文史哲»１９５２年第３
期.



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被接受,使得学术界不能不承

认,中国的上古也同样存在着一个所谓的“原始社会”,同样存在着

为摩尔根所揭示的“血族群婚”、“彭那鲁亚婚姻”形态.这样,包括

有巢氏、燧人氏、伏牺氏以及“知母不知父”等传说就不再被视为荒

诞无稽的神话,转而带有了某种指示历史进程的意义.这大概就

是所谓“理论”与“方法”的效用.正因为这种“理论”与“方法”在上

古史、先秦史领域里充分显示了以材料考辨为主体内容的实证方

法所无法比拟的治史优势,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开始,唯物史观在

学界“奔腾而入”.为此,顾先生本人在«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中

有一大段非常著名的表态.他说,“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

“在分工的原则之下,许多学问各有其领域,亦各当以其所得相辅

助”,他们的工作在于“考证事实”,“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

弄清楚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

会得错用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①

至于唯物史观学说的阐释力、生命力究竟怎样,当然直到如今都仍

是可以从容探讨的问题,但可靠资料越稀少,时间跨度越长,历史

编纂对于理论、概念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

这里所关注的上古史,就尤为集中地体现出这一特点.在当今学

界普遍高度关注“材料”本身的风尚之下,我们更需要指出,上古史

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限制,建立在相关理论或富

有阐释力的“假设”之上.

(原载«文史哲»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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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２２—２３页.



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

———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

彭国良

　　默证及其适用之限度问题,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由张荫麟提出,用

以批判顾颉刚对中国古史的考辨.关于此事,史学界众口一词,都

认为顾颉刚在考辨古史时犯了不顾其适用之限度误用默证的错

误.八十多年来,从未有人质疑.然而张氏关于默证的论述并非

天衣无缝,从西方接受过来的方法也不一定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时

至今日,有必要对默证问题进行再思考.

１９２３年５月６日,顾颉刚在«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上发

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文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

史”的观点.作为对此观点的证明,顾颉刚对古史中的尧舜禹等人

物进行了考证,得出“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

舜”的结论.此文一出,马上引起刘掞黎、胡堇人二人的反驳.此

后,双方各有文章发表,对古史传说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论辩,一

时间相持不下.到了１９２５年,张荫麟在«学衡»上发表«评近人对

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他引用法国实证主义史家朗格诺瓦(Ch．

V．Langlois)和瑟诺博斯(Ch．Seignobos)合著之«史学原论»中关

于默证(argumentfromsilence)的论述,指出顾颉刚在论辩古史

时,所采用的方法多为默证,并且大多不符合默证适用之限度.对



于张文,史学界几乎一致认可,顾颉刚也一直没有提出反驳.① 他

对默证的误用遂成定论.

但是,张荫麟文中提及的默证及其适用之限度问题,仍存在不

少疑问.既然张氏批评顾颉刚根本方法上的错误在于不顾其适用

之限度而误用默证,那么在其限度内合理使用默证是否可能? 顾

颉刚在其文中对默证的使用是否合理? 对顾误用默证的批评是否

足以颠覆他“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 笔者对这些问题进

行考察的结果是:在实证主义史学的范围内,如果严格遵守«史学

原论»上所述之限度,则默证根本无从使用,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

是一个伪命题.顾颉刚的史学并非实证主义所能涵盖,虽然他的

观点并非无懈可击,但所谓的“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并非他的错

误,而这一批评更无从动摇其全部学说的根基.

一、对张荫麟的质疑

在«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中,张荫麟认为顾颉刚

“根本方法之谬误”在于“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他说:“凡欲证明

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

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

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fromsilence).

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

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他引用«史学原论»中

对默证的论述,指出了默证适用之两条限度:“(一)未称述某事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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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史辨»第一册后附«古史辨第二册拟目»中,有顾颉刚«答张荫麟先生»一篇,
但终于没有发表.



籍,其作者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述,而于所有此类事皆

习知之.(二)某事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当入于作

者之观念中.”张荫麟具体分析了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及与刘掞黎、胡堇人等人论辩的文章,指出:«诗»、«书»、«论语»、«楚

辞»非尧舜禹事迹之总记录,也无说及禹夏关系、尧舜禹关系的必

要,所以顾颉刚无法根据这几部书证明«周颂»的时代无禹之观念,

禹非尧舜臣,尧舜与治水无关,«诗»、«书»、«论语»的时代人们历史

观念中禹与夏无关.由于顾颉刚的论证“几尽用默证”,而用默证处

又十有八九违背了其限度,所以“顾氏所谓‘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

尧舜是春秋后期起来的,他们本来没有关系’,其说不能成立”.①

张文一出,应者云集,在史学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绍来、梁园

东、徐旭生、陈垣、陈寅恪以及傅斯年都有类似的言论.② 今人许

冠三的话很可以代表史学界对默证问题的普遍看法:“他的疑古辨

伪的重要学说,包括震撼史林的层累的假设在内,多赖默证以立.

然默证一法,如张荫麟所指出者,实不可轻用,时代愈古,愈当少

用;而‘顾氏之论证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③

张荫麟在文中自始至终强调的是“尧舜禹事迹之总记录”和

«诗»、«书»、«论语»、«楚辞»等书说及禹夏关系、尧舜禹关系的必

８８１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学衡»１９２５年第４０期.
张荫麟提出默证问题以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时史学界有据此批评顾颉

刚者如绍来、梁园东、徐旭生等,有引以为戒教导弟子者如陈垣、陈寅恪等(可参考卢

毅:«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有以批

评顾颉刚为起点另立新说者如傅斯年(可参考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

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中国文化»第十二期);当代学者如陈其泰(«“古
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中国文化研究»１９９９年春之卷)、赵敦华(«考古哲学在

西方发展以及在中国的任务»,«求是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５期)等都持相同观点,至今没有

对张说进行质疑者.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０６—２０７页.



要,这不得不引起一种疑问:这种所谓的“总记录”和“必要”是如何

来确定的? 换句话说,世上有没有可能出现“尧舜禹事迹之总记

录”? 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必然会说及禹夏关系、尧舜禹关系的书

或记载? 如果把这个疑问放大到«史学原论»中所提出的“默证适用

之限度”上,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史学原论»中对默证适用之限

度问题的论证是否能够成立? 在对默证的使用过程中,有没有可能

完全遵守这个限度?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默证本身谈起.

二、“默证适用之限度”是
一个伪命题

　　默证是一个逻辑问题.在逻辑学教程中,默证通常被当作逻辑

谬误的一种.它是指“由某人对某事保持沉默,可证明或暗示此人

不知道此事.仅靠默证进行推导,无论是否合乎常情,都应该

被视为逻辑谬误”.① 在西方,默证则是和基督教历史联系在一起

的②:无神论者曾经用默证作为工具质疑耶稣基督的诞生、复活等.

«圣经»的守护者们认为,无神论者的攻击系赖默证成立,不足为凭;

无神论者则辩论说他们的默证是在满足了适当的条件后才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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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Theargumentfromsilence(alsocalledargumentume(x)silentioinLatin)is
thatthesilenceofaspeakerorwriteraboutXprovesorsuggeststhatthespeakeror
writerisignorantofX．．．．Whetherreasonableornot,itwouldbealogicalfallacytosay
thatyouhaveproventhepremisetobefalsesolelyonthebasisofargumentfromsiＧ
lence．”参见维基百科(Wikipedia)ArgumentfromSilence条,http://www．factbug．org/

cgiＧbin/a．cgi? a＝２１８５６７(７—１２—２００５).
«史学原论»英文版注释里也提到这一点.IntroductiontotheStudyofHisＧ

tory,byCh．V．Langlois&Ch．Seignobos;translated[fromtheFrench]byG．G．BerＧ
ry,withaprefacebyF．YorkPowell．NewYork:Barnes& Noble,１９６６,p．２５４．



因此推理有效.比较晚近的事例有１９１０年前后由德国学者阿瑟

德鲁斯(ArthurDrews)而起的基督抹煞事件,这一事件就是关于耶

稣基督及其思想是否存在的论争①;幸德秋水«基督何许人也———基

督抹煞论»一书即受此事件影响写成.书中提到:“关于他奇迹的诞

生一事,«马可福音»、«约翰福音»都没有提到;他的升天一事,«约翰

福音»、«马太福音»二书也都像没有这回事那样.人生最重大的这

两件事,尤其是足以证明基督是神的最有力证据的这两件事,怎么

会给他们忘却或遗漏了呢?”这无疑是对默证的应用.在不断的论

争中,关于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结论.归结起

来,要想正确使用默证,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作者有能力记录某事;

作者有理由记录此事;同类的作者都有可能记录此事.②

０９１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关于基督抹杀事件,可参考马采:«幸德秋水与基督抹杀事件始末»,见幸德秋

水:«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煞论»,马采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９页.
例如彼得柯比(PeterKirby)认为,判断默证法是否成立至少有下面三个标

准:作者是否知道此事,作者是否愿意记录此事,所有同类的记录者是否都有理由记录
此事.原文 如 下:“Isubmitthatatleastthreecriteriacanbeusedtoevaluatethe
strengthofanargumentfromsilence．ThefirstcriterionisthepresumptionofknowlＧ
edge．Thiscriterionasks,howlikelyisitthataparticularwriterknewofaneventifit
hadhappened? Thesecondcriterionisthepresumptionofrelevance．Thiscriterion
asks,howlikelyisitthatthewriterwouldmentionthiseventinthisdocument? The
thirdcriterionisappliedafterwehaveanumberofdifferentwritersanddocumentsthat
havebeenevaluatedthroughthefirsttwo．Thethirdoneasks,howlikelyisitthatall
thesedocumentsfailtomentionthisevent? Whileperhapsitwouldbeunderstandableif
anyparticularonefailedtomakeanoteoftheevent,theargumentisstrengthenedby
severalsilenceswhenitwouldseemastrangecoincidenceforeveryonetohappennotto
mentiontheevent．”参见彼得柯比:«空墓评价史»(PeterKirby,TheHistoricityof
theEmptyTombEvaluated),http://www．infidels．org/library/modern/peter_kirby/
tomb/index．shtml(９—１２—２００５).另可参考埃尔杜赫德:«耶稣之谜:历史的还是神
话的»(EarlDoherty:HistoricalJesusorJesusMyth:TheJesusPuzzle),http://paＧ
ges．ca．inter．net/~oblio/home．htm(９—１２—２００５);理查德C．卡瑞尔:«被守护的耶稣
墓和狮穴中的丹尼尔:论偷窃说的似是而非»(RichardC．Carrier,“TheGuardedTomb
ofJesusandDanielintheLionsDen:AnArgumentforthePlausibilityofTheft”),
JournalofHigherCriticism８．２(Fall２００１):３０４—３１８．



«史学原论»中对历史学中默证的使用论述得更为专业、严密.

它认为,默证是“构造之理想推度”(constructivereasoning)的消

极形式①,要想默证完全有效,过去的一切事实都应该有所记录,

且所有的记录都不曾遗失.应用默证的前提是:１．必须确定古往

今来所有的文献都不曾记载过所讨论的事件,如果因为文献缺失

等原因无法遍览全部文献,则无从下结论.２．所讨论的事件肯定

会被作者留意并记录下来.所以,使用默证必须严格限制在以下

两种情况内:１．文献的记录者有意而且能够把某类事件做系统全

面的记录,并且所讨论的事件可以归为此类事件.２．如果所讨论

的事件发生过,则必然会对作者的思想产生影响,使得作者的观念

中存在此事.张荫麟就是把后面两条作为默证适用之限度来批评

顾颉刚的.② 笔者的疑问也正是由此而来:根据«史学原论»的观

点,似乎只要在其限度之内就可以正确地应用默证了;但是从事实

上来看,这两个限度根本不可能实现.

第一,文献的记录者有意而且能够把某类事件做系统全面的

记录,并且所讨论的事件可以归为此类事件.要实现这一条限度

有两个难点:

１．如何确定文献的作者有把某类事件做系统记录的意向? 要

回答这个问题,常规的思路是这样的:作者通过作品表达出自己的

思想,而读者则可以通过对作品的阅读理解作者的思想,体会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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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法〕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史学原论»,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１年版,第

２１４页.
上述«史学原论»中的观点系从 G．G．Berry英译本中节译,张荫麟在«评近人

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中的引文略去了“所讨论的事件必须是不可能不被留意并且不

可能不被记录的事件”条.按,张氏译文和李思纯译文颇有参差,从张氏自己的说明

看,他极可能仅从英文本翻译,但于１９２５年４月文章发表前已经知道李氏译本.



的意图.因此,人们习惯从作者的宣言、立场、记事的一贯倾向、所

作文献的性质与目的等等来判断其写作的意图,进而判断是否有

记录某类事件的意向.然而,２０世纪后半期以来,后现代主义者

们敏锐地看到:作者的意向和作品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作品一

旦完成,就脱离了作者而独立存在.而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一

次再创造的过程,因为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并非单纯地接受,而是根

据自己的思维和学识与作品进行沟通,进而产生新的意义.① 后

现代主义者的这个判断敏锐地触及到了读者能否根据作品达到作

者本意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作品和读者的独立性

使作者在这两个层面上的再现成为空想.以张、顾所探讨的«诗»、

«书»的意向为例,从郑玄、马融到康有为、章太炎,再到顾颉刚、张

荫麟,每一个解读者都有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谁都有权利从自己

的角度和立场来判断«诗»、«书»的意向,然而谁都没有权利说自己

掌握了«诗»、«书»本来的意向.任何人做任何记录的目的都不一

定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单纯和直接,仅仅根据遗留下来的史料无

法判断古人的真实意图.更不能根据作者的整体意向来判断作者

是否有记录某个特定事件的意图.

２．如何确定文献的作者有把某类事件做系统记录的能力? 以

往的史学为我们提供了无数考辨史料的方法,这些方法告诉我们,

要想判断作者是否有能力对某事做系统完全的记录,首先要考察

作者的资料来源,其次要考察作者组织整理史料的能力,还要通过

作者之外的记载来相互印证.但是,即便这些都符合,还有更深层

２９１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参见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版,第８１—８３页.



次的问题存在.我们需要考问的是,事件参与者的感官能否穷尽

事件的一切信息? 事件参与者在讲述和记录事件时所用的语言能

否准确无异地表达他的所见所闻? 事件参与者自身的知识和思想

会不会限制他对事件的描述? 海登怀特(HaydenWhite)认为,

“对于事情的描述并不是事情的本身.在历史学家所理解的过去

某一地区‘发生的某事’和他们在对这件事的叙述中所描述的‘发

生了什么’之间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

不仅仅是感觉、概念和思想的问题,而且是语言、比喻和话语的问

题”.① 这些因素横亘在事件本身和对事件的描述之间,使得描

述永远不可能达到事件本身.任何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视角都是

独特的、唯一的,而一旦从某种特定的视角出发,就不可能兼顾

其他.人作为一个物种,其视角的局限性注定了它不可能对事

件作全面准确的观察,他的描述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地表达他的

观察.既然如此,那么作为资料搜集者和整理者的历史学家,如

果所获得的资料都不是准确和完全的,又如何能够对某类事件

做系统的记录?

第二,如果所讨论的事件发生过,则必然会对作者的思想产生

影响,使得作者的观念中存在此事.这一条也是无从判断.纵然

是影响力很大的历史事件,或者影响很深远的思想潮流,也可能对

某一个单独的个人毫无影响,更何况,在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的时

代,事件的影响力本来就不大.即便是战争和王朝更替这种影响

力最大的事件,也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受到其影响.进一步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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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海登怀特:«旧事重提: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陈恒译,见陈启能

编:«书写历史»,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３页.



于“究竟什么才是真正具备影响力的历史事件”这个问题,我们没

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葛兆光也曾批评过去的思想史往

往是一串思想家的集合,仿佛这些思想家就能够充实真正的思想

史,但是思想家本人在那个时代的影响往往比我们想象的小得多,

反倒是那些不起眼的,似乎没那么特出的思想,在左右着人们的一

言一行.① 这个思想史上的事例表明,史家并不一定能够正确判

断某种事件在历史上究竟能够起到何种作用,能够起到多大的

作用.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判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

其中“四蔽”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天下,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

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照梁启超

的标准来看,历史当然不应该只叙述朝廷、个人、陈迹、事实,而

应该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② 然而,固然旧

史忽略了人群进化之现象,梁启超的新史也忽略了朝廷、个人、

陈迹、事实,叙述进化难免会忽略历史当中的倒退.只要有所取

舍,必定会有所忽略.但我们无法确定没有被记载的某事在文

献的记录者眼里应取还是应舍.如果我们连作者取舍的标准都

不能确定,又何从判断究竟什么事必定会影响到一个作者的想

象、使得作者的观念中必然会有此事呢? 以一时代的思想揣度

另一时代的思想,罕有不出错的.当然,如果用历史主义的眼

光,根据作者所处时代的普遍思想倾向,足以推断出作者的大致

思想,但要判断作者会不会有关于某个特定事实的观念,则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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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困难的.①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根

本不可能达到.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就是«史学原论»中所讲到

的:我们不能保证过去的一切事实都有所记录,且所有的记录都不

曾遗失.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能够进入史学家视野的仅仅是经

过时间的冲刷偶然残留下来的史料,这些史料在研究者眼里是它

们所属时代的中心内容,但在它们的年代,很可能并非中心,甚至

边缘化到没人注意的地步.例如,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位尼古拉

库萨(NikolausVonCusa,１４０１—１４６４),他一直是一个被遗忘的

神学家和哲学家.在西方,他死后的三个世纪里几乎没人问津他

的著作,直到１９世纪中叶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经过卡西

勒(E．Cassirer)、雅斯贝斯(K．Jaspers)、宇伯威格(F．Überweg)等

人的发掘整理和再认识,他的思想才得到人们的重视,１９６４年召

开的库萨哲学国际大会则把库萨热推向高潮.尼古拉库萨大有

取笛卡尔而代之,成为西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的趋势.② 但实际

上,一个原本默默无名的哲学家,虽然被现代人看好,并掀起了研

究的热潮,然而在他被湮没的５００年里,其影响绝比不上笛卡尔的

万一,又何尝可以取代笛卡尔近代西方哲学奠基者的地位? 无论

是在中西哲学史上,我们都可以找到很多此类被“追认”的伟大哲

学家.而从这些人的遭遇可以看出,史家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根

据自己看到的史料,从自己的年代出发去认识历史.而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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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料,往往和历史本身相差甚远.那些已经在历史中永远失去

的东西,对依靠资料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来说,只能是一个永远的

虚无!

只要没有准确完整的记录,我们就无法确定在历史本体和历

史记录之间有多少因素能够影响到历史记录,就无法排除偶然事

件对我们所看到的史料的影响;而到底有多少偶然事件曾经对历

史记录产生过影响,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史学原论»所犯的错

误,就是乐观地认为史料和客观历史之间能够实现完整的一致性,

这本书中隐含这样的假定:只要遵循正确的方法去整理史料,那么

整理后的史料就能反映历史事实的真确状况.所以它过分地拿史

料整理、辨析的常例来排除历史上偶然事件的影响,拿史料学中一

般性的“理”来规范史料流传中实际的“情”,把定理和定律强加在

具备无限偶然性的历史上.这个假定是和实证主义史学过分强调

历史的规律性息息相关的,虽然在«史学原论»中没有强调历史本

身的规律性,而是更注重把实证主义史学和兰克的考证方法相结

合①,但是实证主义那种源自近代科学的盲目乐观精神并没有改

变.所以才导致了它过分强调普遍规律的作用而忽略了偶然事件

的影响.其实,客观历史、人们所能够感知的世界、人们对于感知

的世界所做的记录、经过时间的冲刷遗留下来的历史记录,这四者

之间根本不可能一一对应,实证主义史家要找到甄别筛选历史记

录的方法,当然无可厚非,并且他们的方法有很多也非常有效,但

是如果认为通过这些方法就能够认识客观历史的全部面貌,却不

能不说是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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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证主义史学范围内,默证能够成立的大前提就是人们能

够把握一切信息,排除所有的偶然性,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默

证只能是逻辑谬误,而所谓默证的限度问题,也只能是一个伪命

题.另外,«史学原论»还默认人性不变,遗留下来的史料能够被

当代人正确、完全地解读.而实际上,对文本的任何解读都难免

存在误读.文献的记录者和文献的阅读者之间在思维方式和语

言表达方面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同样的文字可能被解读出完

全相反的意义,同样的文句可能被理解成具有完全相反的指向.

文献的解读者会把自己所特有的思想倾向加入到被解读的文献

当中去,使之脱离本来的面目甚至是面目全非.在古史研究当

中,很多文献都是被历代的研究者一次又一次地解读和再创作,

早已面目全非.所以,即便史料准确、完全,史料的解读者也有

可能会扭曲它,而用扭曲的史料去判断史料作者是否会记载某

事,当然是不可能的.

“默证适用之限度”这个伪命题之所以能够产生,其根源在于

默证中所论述的“无某事”.“无某事”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观念:既

然我们有关于某事的观念,那么它为何被判断为“无”? 既然它是

“无”,那么我们为什会有关于它的观念? 我们知道,默证的逻辑

是,由某时代没有关于某事的记录,就断定某时代无此事.那么,

我们首先要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无某事”中提到的“某事”是从

哪里来的? 既然历史的未知之处对我们来说都是未知的,我们又

何以判断某事是否存在于未知的某处呢? 这就好像判断自己死后

有没有灵魂一样荒谬.这个“无某事”的来源有二:１．来源于人的

思维和语言的逻辑推衍能力.例如,人们看到某件物体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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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便说此物体占有一定的空间;但是人脑的思维并不仅仅停留

在这一点上,而是推想,如果此物体消失了,如果在原来此物体所

占有的空间中,所有的物体都消失了,那么纯粹的“空”间也就被

得到了.这种观念最终演化成了牛顿的绝对空间理论,但是现

代科学早就否定了这一点.绝对空间是不存在的,它仅仅是人

们由“存在”的观念推想出来的“虚无”的观念.在历史学上,也

是首先有关于某事的观念,才有此事有或无的判断.在默证中

所讨论的“无某事”,其根本上都是已有的一些事情的衍生物,人

们的思维根据已有的事物创造了这些“无某事”.２．来源于人在

时序方面的错误联想.在历史学上应用默证,往往是根据 A 时

代关于某事的记载去推想 B时代是否有此事,根据某时代的某

事来揣测另外一个时代是否没有此事,这纯粹是思维本身的游

戏.因为要知道,时间是一个不可逆的维度,人的思维虽然可以

在不同的时代中穿梭,事件本身却不能.根据默证适用之限度

判断某事是否为无,就是把时间维度本身等同于人自身的时序

观念,自然是荒谬的.

具体到我们所讨论的张荫麟对顾颉刚误用默证的批评,我们

可以看到,张荫麟批评顾颉刚时所采用的逻辑是:«诗»、«书»(除

«尧典»、«皋陶谟»外)不是当时历史观念之总记录,不是当时记载

唐虞事迹之有统系的历史,其中无涉及尧舜事迹之需要.所以不

能说禹的传说先起,尧舜的传说后起.

这种思路虽然非常合乎逻辑,但只能存在于理想状态下.如

果«诗»、«书»、«论语»的时代资料全部保存下来,所有的事实均清

晰明了,顾颉刚自然是误用默证的典型,但是,实际情况是,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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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论语»外,顾颉刚、张荫麟等人都无法拿出更多的证据

来说明问题,所谓“当时历史观念之总记录”和“当时记载唐虞事迹

之有统系的历史”都是不可能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去做?

按照顾颉刚的态度,所谓尧舜禹和治水以及夏的关系都来源于后

世的传说,但在«诗»、«书»、«论语»的时代,因为找不到关于这些传

说的资料,所以只好说«诗»、«书»、«论语»时代人们的观念中没有

这些传说的内容.至于如何解释先前没有的观念在后来出现

了,顾颉刚用的是他的层累说,认为是后人的伪作.张荫麟则认

为,既然没有尧舜禹事迹之总记录,现有的材料也无说及禹夏关

系、尧舜禹关系的必要,那么就不能说关于尧舜禹的传说是假

的.但是根据张荫麟的逻辑,如果有人编造说尧舜禹以前已经

有一个领袖甲,在 A的时代已经有了议会制,甲其实是议会推举

出来的领袖人物,或者又编造出其他古代为完美社会的图景,而

不幸这种说法竟然也流传了下去,千百年后,关于那个时代的史

料依然很少,没有甲的事迹之总记录,流传下来的史料没有述及

甲事迹之必要,难道也不确定没有甲这个人物,不确定议会制不

存在于那个时代么? 如果这种推论能够成立的话,古代不为理

想社会倒也难了.

接下来还要质疑张荫麟,尧为唐帝、舜为虞帝,二人与治水有

关,禹为尧舜臣,«诗»、«书»、«论语»的时代有禹为夏祖的观念,这

些认知都是从何而来? 张荫麟如何知道尧舜禹这些人以及他们的

事迹和关系? 很明显,他是得自于战国秦汉间的史籍.这些史籍

所反映的是战国秦汉时代人们的历史观念,对战国秦汉来说,这些

认知是“有”,然而如果根据战国秦汉的“有”凭空联想«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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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时代是否有这些认知,则毫无疑问是在时序上的错误联

想.有这样先入为主的错误联想,又怎能正确判断«诗»、«书»、«论

语»上关于尧舜禹的记载? 张荫麟在这里就犯了上述关于“无某

事”的两个错误.分析如下:

尧舜的传说认定:１．尧舜为禹之前的人王;２．禹的传说存在于

«诗»、«书»的时代之前;而３．从实际的记载来看,«诗»、«书»中有关

于禹的记载.在这三个条件的引发下,张荫麟的问题产生了,那就

是:后人所说的尧舜之事迹,到底在不在«诗»、«书»时代人们的历

史观念之中? 请注意,在找到关于尧舜的更古老的记载之前,“尧

舜为禹之前的人王”仅仅是一个假定,尧舜传说发生的时代只能认

定为战国秦汉以后.而思维和语言混淆了两种时间顺序:１．假定

中才有的尧舜禹之间的时间顺序;２．禹和«诗»、«书»之间实际的时

间顺序.把这两种时间顺序混为一谈,产生了“尧舜是否应当在

«诗»、«书»的时代之前”的疑问,张荫麟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思维和语言作用下人们对时序进行错误联想

的结果,它把思维当中的时间顺序等同于现实的时间顺序,是一个

伪问题.这样的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错误的;即便它已经提出,对

它的回答也只能是否定的.

总之,张荫麟的错误在于,在默证适用之限度绝无可能达到

的情况下,用默证适用之限度规范顾颉刚的论证方法,并且先入

为主,预设战国秦汉时代的古史传说是从前代继承而非创作的,

以此为出发点考察«诗»、«书»、«论语»的时代是否存在这些古史

传说.

历史学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但本质上更是一个流失的过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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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并非是历史本体的发现和流失过程,而是史料的发现和流

失过程.正是有了史料的流失,才有所谓史料的发现.而史料的

发现往往也伴随着史料的发明.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区

分发明的史料和发现的史料.如果把后来发明的史料当作出发

点,提出莫须有的问题,难免会出现错误,史学家应该尽量避免出

现类似的错误.我们知道,顾颉刚的历史演进的方法先确定史料

所在的时间段,然后再进行研究,是避免此类错误的一个比较有效

的方法.

«史学原论»提出默证适用有限度,认为只要遵从其适用之限

度,就可以应用默证,这种判断是建立在对史料还原历史本体的能

力过度信任的基础上的.但实际上,相对于历史本身,史料所能表

现的,仅仅是极小一部分.如果把史料比作人一生的记忆,那么失

去的历史,就是生前死后无止尽的虚无.史料根本不可能还原历

史本体,因此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也就无从谈起.

三、顾颉刚、张荫麟与默证

问题的再认识

　　默证问题其实是历史学所面临的两难境地的一个集结点.

一方面,历史学的目的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本体,要寻求已经发生

过的、绝无可能更改的、具有唯一性和完整性的真;另一方面,历

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所面临的对象只能是残缺的、处在不断变

化和繁衍中的、多元的史料,关于同一件事可能有千百种可能的

记载,而这些记载又会随时产生变化,甚至演变成与原来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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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另一种版本.“客观的历史”和“写作的历史”之间的不对应

性是历史学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特别是在史料极度缺乏的上

古史研究领域,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张荫麟和顾颉刚

的争论中,无论哪一方都无法否认,在当时,关于尧舜禹传说比

较可靠的史料只有«诗»、«书»等几部书,张和顾面临着相同的史

料缺乏的困境.那么,在这种困境下该如何选择? 是依然把追

寻历史本体作为历史学的目标,等待“尧舜禹事迹之总记录”出

现? 还是抛开对历史本体的追求,仅就当前所发现的史料作出

判断? 这两种选择决定了张荫麟和顾颉刚在面临同样的困境时

所走的不同的道路.而这两种选择背后所隐含的,则是其历史

认识论的不同.

“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的提出,是有其历史认识论背景的.

这个认识论背景认定,史料是历史本体的载体,人们只要通过正

确、严密的方法,就可以通过史料达到历史本体,历史学的目的则

是重现历史本体.但是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所谓“限度”是

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而提出一个绝无可能达到的限度是没有意义

的,这个限度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应该遭到否定.在实证主义的范

畴,默证是一个逻辑谬误,这是不可更改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应该杜绝使用默证呢? 笔者认为,衡量默证可用与否的标准并不

是«史学原论»中所谓的“限度”,而是历史认识论:当以认识历史本

体为历史学的目的,认为通过对史料的精密考证可以认识历史本

体时,默证是个逻辑谬误,无从使用;当否定通过对史料的精密考

证可以认识历史本体,不以认识历史本体为历史学的目的时,默

证可用.如果脱出实证主义的范畴,不去追求无法实现的历史

２０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本体,而是把历史学研究停留在史料层面,像顾颉刚那样“不立

一真,惟穷流变”,则可以使用默证.因为如果避开对历史本体

的追求,把历史学完全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有一分史料说一分

话,史料中显示为有的,我们只好认为它有,史料中显示为无的,

也只好认为它无.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判断出的有或无,应该具有

一种开放性,而不是“定于一尊”式的判断.如前所述,历史学的困

境在于史料和客观历史的不对应性,意识到这个困境的历史学家

应该对其所作出的判断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即:任何对过去作出的

判断都仅仅是当前条件下、基于当前能够看到的史料所作出的判

断,这个判断虽然可以无限接近客观历史,却并不等于客观历史,

因此,任何对过去的判断都应该是可以修改的,都需要随着史料的

不断发现而随时订正.

笔者认为,张荫麟和顾颉刚的分歧,根本就在于历史认识论的

不同.②

从１９２０年开始整理姚际恒的著作,到１９２３年«与钱玄同先生

论古史书»的写成,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答

３０２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　

①

②

想来顾颉刚说“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时,也是持这样的态

度.参见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古史意见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３５页.
本文暂仅讨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论辩上古史问题之时顾、张二人的历史认识论.

１９２５年作«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时,张荫麟为２０岁之清华学堂学生;而其时顾颉

刚初步提出关于上古史的新观点,也正是激流猛进之时.后来二人观点上的变化,本文

暂不讨论.关于二人的史观及其变化,可参考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一书第六章«顾颉

刚:始于疑终于信»,吴少珉、赵金昭主编«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王
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湾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７年版)、李洪岩«史家张

荫麟之生平与史观»(http://lhy．u１１１．net/mulu５００１/shixue００４．htm(２０—３—２００６))、黎华

赵«张荫麟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１９８１年６月)等论著.



姚际恒著述书»开始,顾颉刚有意区分了“著作人的伪”和“著作内

容的伪”;过了两个月,在«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中,就提倡把

«辨伪丛刊»分作甲乙两种,分别辨伪事和伪书,并将此事与胡适、

钱玄同、王伯祥商讨.到了１９２３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中,提出要研究战国以前、战国和战国以后的古史观,并拿出了“层

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作为指导思想.① 这段时间内,顾颉刚所

关注的主要问题便是伪事和伪书之间的关系.而对“事”和“书”之

间不对应关系的思考势必会引发关于历史记录和历史真相之间关

系的探索.正如钱玄同所说,辨伪事是根本.伪事包含着伪书的

基础,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因为欲造伪事才造伪书.顾颉刚后来意

识到,崔述所依据的圣道王功也是伪事的一种,因此现代的学者在

抛开家派观念的同时,还要推翻过去善恶、高下、统绪的标准,摆脱

道德的眼光,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古书和古史.所以他首先对崔述

“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的做法很是不满,改用纯粹历

史家的眼光去辨古史,这样一来,满目皆伪,所有遗留下来的史

料全都是人为的,无不带着记录者的思想烙印,和历史本体完全

是两回事,历史家名为研究历史,其实研究的是人为的史料.而

这些人为的史料首先能够反映的,当然就是造就这些史料的人

的思想观念了.所以,他把研究古史转为研究“古史观”,把对中

国上古史的研究转换成对中古思想史的研究.当顾颉刚说要研

究战国前、战国和战国后的古史观时,他就不再以研究历史本

体、发现历史真相作为研究古史的目的了,因为在他那里,历史

４０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参见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书店１９９２年影印本,第３、２１、３５、２４、

５６页.



真相已经难以认识.

１９３３年,罗香林作«由古史辨讲至史事的本身与写的古史»,

认为在顾颉刚那里,历史可以分成“主观的历史”和“客观的历史”,

即“写的历史”与“史事的本身”,而“写的历史”是不可能达到“客观

的历史”的.① 罗香林的认识相当深刻,直接抓住了顾颉刚历史认

识论的深层内容,那就是对历史本体的回避,这也正是顾颉刚古史

研究的出发点.而对历史本体的回避,其逻辑结果就是对“古史

观”的研究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提出.② 在这样的历

史认识论下,顾颉刚的研究思路是:历史本体不可达到,史料不

能再现客观历史本身,而仅仅是史料所成的年代人们思想观念

的产物.如果在 A时代发现了关于 B时代的史料,那么此史料

中所反映的,与其说是B时代的历史真相,不如说是 A时代的历

史观,是B时代这个观念中的时代在 A 时代的投影;至于 B这

个时代是否存在,何以存在,并不是问题的重点.这时,历史研

究者的任务就是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的历史观,从历史观的变化

中寻求客观历史的痕迹.也就是说,顾颉刚在使用材料的问题

上首先避免了对历史真相的追寻,避免了在资料之外预设一个

不变的历史本体,他根本不会去判断在资料中为“无”的“某事”

是否曾经存在过,对他来说,虚无只是虚无,不再纠缠着存在,所

５０２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　

①

②

参见罗香林:«由古史辨讲至史事的本身与写的古史»,见«历史之认识»,香港

亚洲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５５年版,第１３８—１４７页.
参见王学典、李扬眉:«“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

识论命题»,«史学月刊»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当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方面是顾

颉刚回避历史本体的结果,一方面也难免把所有的变化都当成进步,刘掞黎«讨论古史

再质顾先生»中关于中国疆域的论证是对此的绝佳批评,见«古史辨»第一册,第１５４—

１５５页.



以从现有的资料中找不到的东西只能说没有.其次,顾颉刚对

历史演进法的应用还避免了在时序上的错误联想.① 此方法的

第一步就是把史料按照产生年代的顺序排列起来,这样就首先

定位了时间的维度,杜绝了人的思维对时间维度的任意穿梭.

这个方法的主旨是,如果 A 时代中记载道:B时代有某人或某

事,那么只能表明,在 A 时代人们的思想中,B时代有某人或某

事;他不会据此史料去追究 B时代究竟有没有此人或此事.所

以,当他断定“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

时,他所根据的仅仅是周代的史料和孔子时的史料,而完全摒弃

了战国秦汉的说法.

与顾颉刚不同,张荫麟这里的历史认识论则是实证主义的.

在讨论默证适用限度的问题时,他有两个基本预设:１．历史学的目

的是认识客观历史的真相.２．只要辨析史料的方法正确,客观历

史是可以认识的.在张荫麟那里,所有的史料都是客观历史的反

映,只不过反映得有多有少,有真有伪,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揭开

笼罩在史料上的迷雾,把历史本体揭示出来.他同其他实证主义

史学家一样,对证据的功能和人类的认识能力都有强烈的信心.

在他那里,只要遵循默证适用之限度,就可以确定未经记载的“某

事”本体论意义上的有无,殊不知默证适用之限度根本无法实现,

所以他对这个无记载的“某事”,只能下“不一定没有”的结论.而

在顾颉刚那里,事情就简单得多:既然历史真相已经不能达到,只

能从史料中探究造成史料的时代人们的观念,那么如果史料中有

６０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胡适对顾颉刚的方法有详细论述,见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
一册,第１９２—１９３页.



记载,如«诗»、«书»的时代有禹的记载,我们就可以判断那个时代

有关于禹的观念;如果史料中没有记载,如«诗»、«书»的时代没有

发现关于尧舜的记载,我们就可以判断那个时代没有关于尧舜的

观念.但是无论这个判断是有还是无,都仅仅是基于当前已经能

够确定可信的史料作出的判断,可以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现进行

修改.历史事件的本体,即“客观的历史”到底是什么面貌,并不在

他考虑的范围之内.

历史学是一个始终处在不足状态中的学科.过去的史料不可

能全部展现在研究者眼前,特别是研究古代史,档案文件大多散

佚,许多人物、事件混杂在一起,在史料缺失的情况下,根本无从判

断其真伪.并且,即便史料不存在缺失的问题,也不能够准确、完

全地反映客观历史本身.历史学家都是带着镣铐的舞者,但这镣

铐(史料的局限性)所带来的,究竟是自由还是限制,则要由历史学

家自己来选择.如果因自己时代史料的独特性而定位自身和自己

的时代,那么这种缺乏就成为史家所在时代的特殊标志,反映着这

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历史学家也因此获得自由;相反,如果把追寻

无法达到的客观历史本身当作历史学的目标,则这种缺乏难免成

为历史学家的限制.

流传下来的史料严重不足,能见到的史料又满目皆伪,所以史

料永远无法达到客观历史本身.有鉴于此,顾颉刚把他的研究方

向转向了“古史观”,根据某时代遗留下来的史料研究此时代人们

的历史观念,并因不同时代历史观的变化得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

国古史”的结论,他的研究对象是史料本身,他从各个时代史料的

不同特征,研究这些时代的精神.可以说,史料的缺乏并没有成为

７０２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　



他的限制,而是给了他自由的新天地.① 而张荫麟则汲汲于默证

适用之限度,认为只要达到一定的条件,就可以求得客观历史的真

相,殊不知这些条件永远无法满足,“以有涯随无涯”,史料的缺乏

带给他的,不免是限制行动的镣铐.

由此,我们看到,张荫麟对顾颉刚的批评并不能够成立.因为

«史学原论»中所规定的“默证适用之限度”是无法达到的限度,失

去了作为限度的意义.只有在史料能够准确且完全地反映历史本

体,并且所有的史料都不曾遗失的情况下,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才

能成立;但实际上,史料既不能准确完全地反映历史本体,又过多

地遗失,在其限度内使用默证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这个问题只能

是个伪命题.实证主义史学把达到历史本体当作历史学的目标,又

过分相信作为证据的史料能够达到历史本体,所以才会提出这样一

个伪命题.而顾颉刚的史学并非实证主义所能涵盖,在他那里,人

是历史文本的决定者,任何时代的历史文本都是这一时代的“当代

史”,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构建出来的历史,是“写的历史”;而

“客观历史”既然已经不在顾颉刚的视野之内了,又何必去考虑这个

限度? 所以要想用默证适用之限度反驳顾颉刚,首先就要推翻“客

观历史无法认识,史料所反映的更多是史料创造者的时代思想”这

８０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对顾颉刚来说,默证并非他“层累说”的问题所在,他的问题在于过多地割裂了

各个时代之间的联系,在他那里,一个时代相对于前代来说,更多的是创造而非传承.
其实,古史除了层累,还有遗失;并且层累的原因,也并非只有造伪一途,新史料的发现

和新传说的整理,都会增加古史传说的分量,顾颉刚疑古太过,原因就在于此.不过此

非本文所能论及,可参考卢毅:«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史学理论研

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一历史认识论前提,而这恰恰是默证本身所无法证明的.①

(原载«文史哲»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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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实,默证仅仅是一种考察史料的方法,纠缠在细枝末节的史料考订层面,使
张荫麟忽略了对顾颉刚论点的考察.关于这一点,胡适在当时就提出了批评,他说,
“这几个月的讨论不幸渐渐地走向琐屑的枝叶上去了”(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古史辨»第一册,第１９１页).虽然这批评是针对整个事件而言,但毫无疑问张荫麟文

中并没有涉及顾颉刚的观点,而仅仅纠缠在史料考察的层面上.顾颉刚«答柳翼谋先

生»中也提到:“我的辩论古史的主要观点,在于传说的经历.在我的意想中理出

了一个古史成立的系统我要说明这个系统,当然要依了时代去搜集材料,从各时

代的材料中看出各时代对于古代的中心人物的观念的演变.只因古代的材料缺佚的

太多,为联串许多零碎材料的便利,难免有几处要借了后代的材料来说明前代的观念

的.但是,这仅是一种假设而已,我决不愿把它作为确实的证据.丢掉了这一个

假设,我依然有旁的证据可以建立我的假设.”(见«古史辨»第一册,第２２３—２２７页)杨宽

也曾在１９９１年指出:“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古史传说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依靠默证来建

立的神话演变的现象才是他的主要论据.张荫麟的批评只是误解.”(见王学典、孙
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第２５２页)张荫麟用默证来批评顾颉刚,是一种“只顾一点,
不及其余”的批评方法,即使他的批评是正确的,也远远没有涉及顾文的根本:古史是层

累地造成的,古史的面貌会随着时势的变化和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产生变化,“时代愈后,
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对于古史,“即不能知道某

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顾颉刚:«与钱玄同

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５９页).很明显,顾颉刚把“古史的真相”搁置在一

边,他着力研究的是古史在不同时期的面貌.对他来说,尧舜禹是人还是神,或者是虫,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战国秦汉时代,他们的形象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对现

实的政治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由此可以窥探出战国秦汉时代人们怎样的思想面

貌.“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根本没有能力来批评这些观点.作为史料考辨方法的默证

法,无论是否合乎“适用之限度”,无论这限度合理与否,其作用都不可以过高地估计,因
为它受制于史料考辨本身的局限.近代以来,史学逐渐走向学科整合的道路,一方面固

然是学术分科的大势所趋,一方面也是历史学的传统方法无法胜任更多要求所致.单纯

考订事实,而不用适当的理论去解释,固然是很多传统历史学家的理想境界,但是缺乏适

当的理论,很多时候,甚至连事实的考订本身都不能很好地完成.当年由顾颉刚提出,后
又否定的“禹是一条虫”的问题,在顾颉刚的史料考订范围内没有解决,近年由张富祥根

据日名制得出“由辰名制审查,则可以很容易地看出,禹之名实出于十二辰名的‘巳’,‘大
禹’即‘大巳’,犹如商汤之称‘大乙’”(张富祥:«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历史研究»
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的结论,虽然不能说日后没有更合理的解释出现,但比顾颉刚单纯依靠史

料的考订所得出的结论已经不知要进步多少了.



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

———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李幼蒸

　　五四时代之后２０年间的古代史研究,属于２０世纪中国学术

史上的最高成就,杰出史家辈出,其主要贡献表现在对传统史学文

献的批评整理方面.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突出的史学史

阶段在学术理论认知方面自然也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并已成为

我们必须加以反省和克服的方面.傅斯年主张“史学就是史料

学”,却未蠡清史料学范畴及其在历史科学中的适当地位.胡适提

倡“整理国故”,却尚未能思考此“整理”工作实应涉及现代人文社

会科学的诸多理论和技术方面.然而顾颉刚所选择的“典籍科学

考据学”这一专门领域,因其在特定研究范围内遵循着一种比较彻

底的理性主义原则,遂得以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性精神充分

协调一致,并因此奠定了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日后进

行深入沟通的基础.顾颉刚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与今日体现

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按照符号学理论的最

新发展,符号学可理解为研究社会人文科学各学科结构和功能以

及彼此相互关系的研究,而对语义含混的文本之解剖,则为其主要

的工作领域之一.顾颉刚的学术,不仅是现代历史文本分析之成

功实践,也有助于我们今日进一步深化对“先秦史”学科结构和功



能的理解.顾颉刚的辨伪思想,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曾风靡中国,

但其后七十年间,在两岸三地,由于不同原因,均曾普遍地受到冷

落.和王国维、熊十力、牟宗三等人的具有强烈民族风格的学术话

语不同,顾氏学术话语不仅是现代的、并且是可与国际学术话语相

沟通的,因而成为国学领域内少数可与国际主流人文理论“接轨”

的学术之一.“接轨”不仅是指有能力与之“对话与合作”,而且是

指有能力与之“辩论和对峙”.因此,顾氏学术因其杰出的学术理

性主义方向和研究成果,而可成为未来能与世界非理性主义主流

思想进行论辩的民族优秀思想之一.余英时先生因受“新亚”和

“汉学”双重学术保守主义传统之累,在顾氏去世时竟言:“顾先生

由于早年遽获大名之累,反而没有时间去做沉潜的工夫”;并在将

顾氏和洪业的成就相比时说,“最后三十多年间,他们两人的学术

生命尤其相差得很远(指顾不如洪———引者注)”.① 余氏所据以

与顾先生晚年成就对比的却是洪业先生旅美期间的两部英文译著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和«刘知几史通»而已.我们今日须在人

文社会科学全局脉络中来理解顾氏史学思想所具有的划时代意

义.顾颉刚学术不仅属于现代中国史学理论的主流,而且有朝一

日亦将属于世界人文科学理论的主流.本文试图从跨学科认识论

和方法论角度来重估顾颉刚史学成就及其对古代史理论、一般历

史理论,乃至一般人文科学认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并强调中

国人文学界,应该在当代中外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框架内,来自行创

建符合新世纪学术理论要求的新历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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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史学与传统»,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６５页.



一、历史理论与符号学

历史学是中外文化史上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也是两百年来发

展最迅速的学科之一.过去五十年来,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内

容和构成的全面革新,历史科学的面目与“二战”前相比又有了很

大变化.但是,由于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之间长期欠缺沟通,也由

于世界各地中国学术之自我封闭倾向,现代中国传统文史哲研究

的学术生态,长期以来停滞不前,其中最为突出的方面即是中国古

代史学术的理论发展问题.“古代史”并非只是指一堆史料,而且

也应该包括借取自各现代学科的,用于对古代“史料”进行“加工”

的各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因此,古典型的“国学大师”虽然

精熟于“史料”,却未必因此能够自然具有加工此史料之“工具”.

这是我们不能把以往国学大师偶像化的理由之一,也是我们批评

傅斯年当初对“史学就是史料学”说法欠周全的理由之一.

中国古史学在两个方面与现代人文理论发生关系:作为与一

般历史理论相关的一门史学学科和作为与一般伦理学相关的一种

历史学背景.由于这两方面也涉及历史哲学和道德哲学,中国古

史学甚至可与一般哲学相通,后者当然也包括西方主流哲学.西

方哲学需要研读中国古史学,这是一个不大被注意的、但可能会成

为未来人类学术最前沿的课题之一.扩大来说,现代人文理论包

括文史哲三大片,中国古史学不仅与历史学其他各领域直接相关,

也与史学以外的人文科学各个领域间接相关.此外,它也与人文

科学整体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相联系.按此观点,中国古史学

绝不是什么隔离于其他现代学科的“冷门学科”,而很可能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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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文学科及其理论所极其需要了解并应与之对话的重要学

科.长期以来,由于学科分划过严,中国古史学和世界人文学术难

得相互学习受益.现在,当中国古史学界呼唤理论建设之时,首先

应该认识到,其内容不应限于对现代史学史的回顾,而应深入到人

文科学跨学科的理论对话范围.其实所谓“史学理论”这样一门当

代学科乃是跨学科的理论实践结果,没有学际对话,就没有史学理

论.在严格的意义上,现代中国古史学的成立,也已经是初步“跨

学科”学术实践的产物.因此,也只有从现代跨学科历史理论的角

度,我们才能更有效地评价现代古史学的过去成就以及规划其将

来的发展.此一扩大的古史学观,今日尤其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

和积极运用顾颉刚先生在古典文献批评层次上所取得的重要史学

研究成果.

１．历史符号学

按照笔者的符号学观点,符号学在狭义和广义两方面,都与历

史理论密切相通.

狭义符号学是指人类话语系统和其所指称的历史现实的相关

关系分析,其特例即历史话语和历史现实的意指关系研究;广义符

号学则指人文科学理论话语构成的普遍语义学分析.百年来现代

符号学的发展,使其成为当代和未来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进

一步朝向现代化发展的语义学工具之一.按照符号学观点,人文

科学实践程序宜于划分为两大部分:首先是有关人文科学话语本

身及其与社会现实之关系的语义学研究;其次才是有关社会现实

本身、也即有关历史现实之因果关系和评价关系的研究(简言之,

应区分话语对象和现实对象).人文科学现代化的一个目标就是

全面调整传统人文科学的结构,以实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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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此处之“事”,即我们对学术和现实的真知,此处之“器”即

包括语言学和考据学在内的广义符号学工具.按此简略的解释,

我们即可理解为什么要给顾颉刚史学思想“扣上”一个时髦的方法

论帽子了.要想把握顾颉刚史学思想的深刻意义,宜于从这样一

种“话语—现实两段论”的现代学术认识论角度切入.

２．话语和现实

众所周知,在西方,history这个词一直具有二义性,即同时涵

括历史１:历史实在过程(史实),和历史２:作为表达此过程的文字

表现(史书),二者的区别也是到了晚近才趋于明确的.但是直到

今日,史学家中还是有不少人把二者混同,这表现在,有意无意地

会把历史古籍所记内容当作历史现实的直接报导;遂以为研究历

史就是研究古籍文本内容本身,因而欠缺须先行考查该文籍本身

及其与所指涉的历史现实之关系的性质.而古史辨派的古籍批评

运动,可以说是自发地倾向于区分了.

history的这两层意思,意识到史书(历史２)不仅不等于史事

(历史１),而且史书不一定正确“代表”史事.其次他们意识到,古

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指历史２,而不是指历史１.也就是,历

史学家并无可能把已经消失了的历史１(史事)当作观察和分析的

对象,而只能是把历史２(史书)当作研究对象.这就是说,虽然史

学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了解历史１,但他只能通过对历史２的研

究来间接地、相对地达此目的.严格来说,古史学家的“真正”对象

是历史２和历史１之间的“意指关系”,也就是历史２如何“指涉”

历史１.这种历史学科所需的研究原则,恰恰相关于现代符号学

的思维倾向:即一般话语之“表达面”(expressionplane)和“内容

面”(contentplane)之间的意指关系问题.应当说,古史辨派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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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程度不同地遵循了这种“文本反思优先性”的原则,而顾颉刚先

生是其中观点最明确、方法最彻底的一位.

中国古代考据学史,特别是清代以来达到顶峰的考据学研究,

也均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直观地体现了符号学式的思考倾

向.但是只有到了中西文化全面交流的２０世纪,区分历史１和历

史２的意识才全面成熟,其标志则是学者们认识到史书不等于自

然地具有“代表”史实的资格.因此,学者应该首先研究有关二者

之间联系的方式以及导致二者并不相等的诸多原因(包括“历史

２”在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的形成、结构和运作方式等等).可以

说,古史辨派对史书和史事的辨伪工作,大致反映着一种具有符号

学旨趣的、时代学术理性主义的精神.①

区分历史１和历史２概念的必要性,还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普

遍混淆了“历史学论述”和以历史１为对象和以历史２为手段的任

何一种政治、社会、文化的论述.结果,对历代“历史现实”的任何

一种议论,往往会被含混地称作“历史论述”.这也是有关历史学

论述的学科结构至今难以蠡清的原因之一.在本文中,我们将把

因熟悉历史掌故而借助历史话题进行各种文化社会性议论的所谓

“历史思想”,完全排除于讨论之外(这是“历史”一词含有的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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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非常有趣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后,由当时年轻的早期留学生

们草率地限定了“中国史学”的范围和方向,因此整体而言,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形成的

理性主义文献研究路向,反而在３０年代之后渐渐势弱了.这一事实后来又为以下历

史性特点“反讽地”加以强化:战后发达起来的“外国汉学”系统本身,由于中国移民学

者的加入及其兼具中西学术位置的特殊历史现象,使得汉学学科和国学学科的性格,
在港台中国学术社会一侧混合起来,其结果是,汉学的学科范围和功能使(现代)国学

的范围和功能窄化了.这一“中与外”、“汉与国”的多方面混同现象,进一步导致国学

的“史料学中心主义”的强化,以期配合国外汉学的发展方向.此乃当今国学认识论的

最大误区之一.



意义含混:对历史进行的“史学”学术研究〔相关于历史学界〕和借

助历史材料进行的社会文化类议论〔相关于社会文化界〕).

二、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顾颉刚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在其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

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顾颉刚史学的理性主义,虽然并

未表现在对理论本身的研究中,却充分体现在他对大量历史文本

所进行的具体分析实践中,并体现在其贯彻史学理性主义的精神、

态度和意志中.理性主义学术实践蕴含有浓厚的伦理学意味,我

们需要向顾颉刚先生学习的,首先是他追求文献客观真理的学术

伦理态度.中国古史学术发展中的问题,首先还不是什么追求时

新理论的问题,而是导正学人治学伦理态度的问题.在这方面,

«古史辨»第一册的编辑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久的学术精神

示范.①

１．“求真”和“证事”

顾颉刚先生早年既学哲学又学外语,虽然没有选择理论研究

的道路,却表现出比同时期其他一些史学家更为敏锐的史学认识

论意识,这就是意识到应当区分从经验到理论各个不同层次上的

学术实践范围,而不能任意将其混同.这种学术实践理性主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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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氏说,“我在辨证伪古史上,有很清楚的自觉心,有极坚强的自信力”;“我敢

于怀疑古书古史而把它作深入的研究,敢于推倒数千年的偶像而不稍吝惜”;“我是一

个有二重人格的人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
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

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６６、７９、８２页).



现在:首先选定恰当的运作范围(辨伪学),之后在其内严格贯彻科

学方法论实践(理智分析).顾颉刚的所谓古史辨学派的方向,本

质上是一种“古典文本意义分析”的方向,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

选择,是和同时代很多偏于保守的史学研究立场对立的.因为虽

然任何史学研究必然同时涉及史书和史事,但研究者关注的“重

心”不同.顾颉刚虽然以辨析已不实际存的史事为目标,其直接的

分析对象却是实际存在的史书(文本实体)(考古学产生的挂一漏

万的历史“物质残余”,与原初作为人际关系过程的生动史事,也即

历史事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也就是说,他认识到历史１和

历史２截然不同,在研究历史学全体之前,必须先研究文本本身的

(在“代表”史事能力上的)“质量”问题.因此,按照科研程序,文本

分析必定在史事分析之先.

顾先生比其他同时代史学家更能坚持此文本分析中心主义,

不是因为顾先生比别人眼光更狭小,反而是因为比别人眼光更宽

广(战略眼光之幅度为一事,战术实践之深度为另一事;具有足够

宽广的战略眼光,才能在狭小对象领域进行深入探索).顾说:“古

书是古史的史料,研究史料就是建筑研究历史的基础.由‘古史

辨’变为‘古书辨’,不仅不是怯退的表示,恰恰相反,正是研究向深

入发展的表现.”①顾先生青年时代曾充满情感地表白自己治学的

雄伟抱负,对于若干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都提到了.就是说,

顾氏的文本分析学是被(合理地)安置在一个现代化的整体学术框

架之内的,从而反映了一种符号学式的理性主义学术实践整体观.

顾氏高人一筹的学术整体观意识,导致他为整体内选择的特定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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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册,第２２页.



伪学领域,具有合理的学科自足性.后者其后才有可能与其他现

代学术领域进行有机结合.其学术理性主义,又表现在确定学术

操作的适当范围和程序方面.于是我们可以由顾先生史学课题之

“小”(集中于文本分析考辨之具体细节,如其尚书学研究)以见其

眼光之“大”(为各种相关历史科学的其他领域奠定共同需要的“史

学材料解剖学”之基础).我们正可以从其“砸基”动作之坚实,见

其(潜在的)建筑设计图理想之雄伟(顾颉刚未能实行的通史写作

或其他系统研究目标,却可成为其大量具体课题的“视界”;后者对

前者起着在运作上的认识论框架作用).顾先生希望带动别人一

起工作,也是出于同样的追求真理志愿和学术研究方式之必要:

真理追求乃众人事,非一人之力得以完成(这种学术研究的“集

体性”精神,不仅反映在正面合作方面,也反映在反面论辩方面,

所以顾先生一向重视他人反对意见的发表机会,这使得其学者

人格如此出类拔萃,确为今日海内外大儒所难以企及).如果学

术实践不是以有价值、可操作的方式来安排的,尽管选择主题本

身宏伟,也是欠缺学术思想价值的.许多宏观史学并无其所自

诩的思想价值即因此故.史学的目标在于学术研究成果中判断

之“真”,至于由此引生的史事认知之社会性效果,并非属于科学

研究程序之列.史学研究的“价值”表现在其“真”之程度上,而

非表现在其“结果”之“好”(史事认证之多和长)或“坏”(史事认

证之少和短)之上.

２．对象和目标

顾颉刚的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虽然是为了把握历史现实(重

建古史),而其直接研究对象却是历史文本(典籍).我们指出过,

顾颉刚史学理性主义表现于在整体认知框架内选择特定的运作域

８１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文本辨伪)和方法论(意义分析),故不妨碍其具体研究结果日后

与其他现代思想沟通.而其他同时代人因杂采中西学,特别是诸

子学思想(墨子、荀子、董仲舒等),而将现代研究方法和(来自旧学

思想的)传统式思想主张随意混杂.①

顾颉刚的研究侧重于历史文本内部各类“真伪”之考辨,而非

侧重于史事因果之猜测,虽然表面上他往往通过对事件因果的猜

测(有关刘歆、王莽造伪的猜测等等)来支持其文本分析的正当性,

并使之成为文本分析运作的合理性工具.人们往往据此责备顾氏

以主观推测史事,实际上,在我看来,史事推测只是顾氏使用的假

设工具之一而已.与史籍辨伪相关的史事猜测本身之正误当然无

法确证,但这一情况并非文本辨伪运作的相关(relevant)部分,而

是一种辅助性说明或一种相关于史事可能性的假设.因此,顾颉

刚辨伪学中有关史事因果的推断,特别是有关古人动机的推断,都

可视之为一种工具性假设,此史事推证本身,我们当然可以并应该

加以质疑.由于晚清今文学派的影响,顾氏采取了通过“史事猜

测”(作为研究“目标”的史事因果)来推断文本真伪性质的手段之

一,但其实际着眼处首先是文本的真伪分辨(作为研究“对象”的真

伪之辨):“辨伪事”不过是其“辨伪书”的假设性(可能性推测中的)

工具而已.因此其辨伪学的价值不在于此类相关史事的猜测本

身,而在于借助此类猜测而组织起来的文本内在分析的成果:文本

９１２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　

① 顾氏对子学和哲学作为现代理论的存疑态度,颇值得注意,其保留性乃其理性

主义的另一种表示.他说:“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等到各科平

均发展之后,自然会有人出来从事于会通的工作而建设新的哲学的.所以我们在现在

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哲学的发展.”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

«自序»,第３４页.



的性质分析及其形成的外部原因的猜测,可以相互分离(有关尧舜

禹的辨析,亦可如此理解).

３．文本和史事

我们所说的顾颉刚的“伪书辨”之自足域观念,当然只是相对

而言的.他本人并非已从理论上认识到需要先隔绝一切有关史实

的考辨,而是其坚强的理智分析习惯要求他自发地坚持推理范围

的合理限制性(领域、层次、方面的限制性).他的有些关于史实的

判断,只是属于传承的思考习惯,有些是从方法论上希望使史实和

文本相互支持(如晚年有关商周史实推断的部分).但是和许多其

他现代先秦史家不同(如和后来思考方式大变的杨宽不同),顾颉

刚始终是以文本考辨为主要研究任务的(杨宽«西周史»的立场使

其与著«上古史导论»时期所持立场迥然不同,年轻时思维敏锐如

彼,晚年时思维定式化如此.海外学人有以异乎?).这也正是他

毕生坚持理智实践一致性的证据:虽然研究目标朝向史实推测,研

究对象则始终落实在文本分析这个史学的基本层次上(是对传统

史料进行分析批评,而不是运用传统史料去论证信仰! 同为“史料

学研究”,目的和方法可大不相同).

顾颉刚毕生辨伪学工作的“现代性”,也反映在其潜在的跨学

科策略意识上.我们称此为“潜在的”,因为顾氏只是运作着他的

坚实的理智分析力,却并非事先研究了相关理论系统.① 结果,他

的理智力所体现的理论性思维水准,反比那些专门放谈理论者具

０２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顾氏言,“想在一种学问上创造出一个基础来,但可以由他种学问帮助的地方

也须仍归自己动手”.而在谈到年轻时读到章学诚批评“横通”时,他写道:“读了这一

段,自想我的学问正是横通之流,不觉得汗流浃背.”章氏的批评和顾氏的反省均相关

于广义“跨学科”问题.以上引文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８４、９１页.



有更高的理论价值.让我们再次指出,他对辨伪学或文本分析学

这个狭窄领域的选择,正是参照着众多相关学科的合理存在来定

位的:因此这是在整体中的定位.而在此专门领域内,他又能贯彻

全面的理智分解和综合的运作,从而使其成绩具有了长期性价值.

为什么他越来越专注于经学,而非子学? 这一研究课题范围的选

择,除了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目的外,更反映着一种深刻的史学

理论意识:在严格的意义上经书是“史籍”,子书不是“史(学类

书)籍”,而是思想史书籍.五四时代许多继承晚清思想潮流而

重视诸子学价值者,往往是着眼于思想内容层面,从而将史学分

析和哲学分析混为一谈.表面上现时代重视子学是从封建主义

意识形态制约下的解放,以期表彰先秦时代的自由思想价值,但

现代之人是否应该在现时代学术思想全局中来再评价传统思想

内容呢? (胡适急于证明先秦思想已有的价值,而缓于深入新时

代更有价值的新思想方法,这是他与顾颉刚后来分道扬镳的个

性因素之一.)两千年前的思想史今日还有多少时代性价值呢?

五四时代那些积极鼓吹墨子思想者为什么不比较一下世界上各

种远比墨子思想高明的相关思想类别呢? 反之,顾颉刚只是把

旧籍当作史学分析对象,而并未简单地过渡到思想层面来对远

离科学时代的古代思想进行哲学性研究.顾颉刚的兴趣和选

择,是在其内在的、持久的、统一的理智力主导下进行的.这正

是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之处.表面上侈谈理论名词和表面上炫

示博学多闻,都是外在于学理的内在要求的.坚强的理智能力

(独排众议、一意求真的意志和行动),才是人文学术生命力之根

源所在(在此须体认孔子的“学为己”和“学为人”之深教.这是

今日海外学人大段“失学”处).

１２２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　



４．影响和创造

在研究顾颉刚史学思想形成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区分其“外

缘”部分(从何人最初获得有关学术信息,从何人最初受到方法论

启发)和其本人创造性发展部分.在其学术发展过程中,最初的思

想方法之“引介”(这往往是时代的共同财富,不过是某些人适巧先

出国而略微早知而已)所起的作用比例,远不能同其本人后来的创

造力相提并论.由于他的学术思想的特殊表现,绝不宜将其思想

“根源”归结为与若干师友偶然接触之结果;更不是由于一时追随

过什么主义(今文学、实验主义),而是根本上缘于其本人的理智力

和意志力.① 这一事实,甚至于须要超出顾本人有关其思想渊源

之自述来加以客观理解.尽管他本人也会以为在遵照前人的路子

前进,实际上他已是大段地走着自己的路子.日本史学思想和胡

适的影响固然属于上述情况,顾颉刚所深入考研的所谓今文学(康

有为)和古文学(章太炎)对他的影响也只是表现在最初资料的归

类和思考方向方面(例如在中学课堂上,人人都受到过老师的启

发,但日后的个人成绩主要取决于于个人的资质和努力.顾先生

对前辈一时之启迪念念不忘,乃为其“泛爱亲仁”、“见贤思齐”秉性

之流露).在各种中外知识吸收之中,重要的是他本人的文本分析

观点和辨析智慧,这才是使他既不同于传统史学家、也不同于那些

虽然曾经共同有过辨伪史经历而未能像他一样贯彻始终的同辈人

士之原因.

在回顾顾颉刚思想发展史时,应该区分两个线索:他一方面以

２２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顾氏说:“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
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

«自序»,第８０页.



其深厚的国学根底严守史学典籍脉络,体现了他的史学经验实证

主义立场(而非凭空造论);另一方面,按照科学时代引生的现代理

性,对前者进行独立的解剖和拓展.① 虽然在直接的意义上是按

照所谓今文学、辨伪学的老路子进行着研究,实际上在此传统的资

料学路径上,他早已独立于传统地发挥着大大超出古人的辨伪成

果,从而达到了空前的辨伪学成就.古人和同时代的师友(如康有

为、章太炎、王国维、胡适等)给予他的思想启发,早为他本人其后

的独创性思想成就所超越.所以,我们不必拘泥于时间上思想影

响的先后,而应看重思想能力本身成长的速率和方向.相比之下,

“引介”固然是必要的,但也是时代迟早要为其所知悉的“公言”,而

其本人对推进新思想的潜力,才是思想史上因果分析之关键.同

样的,一个人虽然时间上先于他人而怀有科学式思维,但因个人思

想力和意志力的局限也每每会中途松懈下来,以至于前勇后懦,卒

致以情害理.出身于五四时代的一些学人以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

了海外的学人中间,颇有这类例子.他们的学术实践方向的选择,

更不应扯上周围的政治环境.他们往往把政治与学术扯在一起,

作为自身在学术思想课题选择上避难就易的借口,这只不过进一

步暴露了时代人文学者,在大环境改变后,个人理智力和意志力迅

速蜕化的性格弱点(结果他们就以追求国内外职衔、名声、荣称为

真实目的,以期成为领域内权威,从而忘却了所标榜的孔子之“学

为己”古训).

学际间不适切的互动与适切的互动效果迥异,而人文学术长

３２２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　

① 顾氏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功力不但远逊于清代学者,亦远逊于宋代学者.不

过我们所处的时代太好,它给予我们以自由批评的勇气解除了道统的束缚解

除了学派的束缚.”(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１页)



期以来受到传统人文话语意义含混之累,致使学术思维混杂.顾

颉刚思想过人之处,正在于能够存有关于不同学术运作间之适切

性与不适切性的敏锐意识,故能异中见同,同中见异.史学材料,

与文学材料和哲学材料相比,其构成更为复杂,因此更须细致地施

以“抽丝剥茧”之功,因此所要求于史学家的是更高级的理智、意

志、勇气和毅力,从而能使其得以乱中取序,伪中见真.这才是史

学家的才赋和工夫最上乘的表现.①

三、顾颉刚和王国维

１．«古史辨»和«古史新证»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围绕着«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之际所展开

的、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出现和长期延续的一种史学认识论对比:这

就是以顾先生为主要代表的历史文本批评学派(疑古派)和以王国

维为主要代表的二重证据法学派(信古派或释古派)之间在精神方

向和理论原则上的对峙.«古史辨»第一册的编选本身是极富理论

象征性涵义的.它不仅文体特异,包括长序、书信、正反论辩,而且

引人注目地收进了与本书观点对立的«古史新证»两章.而顾先生

为此两章写的跋文则尤其有趣:对王国维的主题“二重证据法”,只

加以刊布而不予评论,却又巧妙地从中摘引对自己“有利”、而对王

氏“不利”的证据(即借助王国维等所证“禹”出现之最古的说法,来

４２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顾颉刚二十岁时在«寒假读书记»中发愿,“吾今有宏愿在,他日读书博通,必举

一切附会,一切影响,届揭破之,使无遁形”(见顾洪编:«顾颉刚读书笔记»第１册,联经

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０年版).顾先生是２０世纪史学家中深怀学术真理之念的少数仁者

典范之一.



瓦解传说上更古的“尧舜”的真实性),结果则客观地展示了王国维

晚年在证明逻辑上的失误.顾颉刚的“证”是证文本之性质真伪,可

一旦落实在“文本实体”上,王国维之“证”的对象则为假想之史实.①

我们不必反对一些当代信史派人士将“二重证据法”和“古史

辨”加以对立的企图:«古史新证»是“冲着”古史辨而来的.１９２３

年顾、钱两人之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通信,一定给予王国维很大的

冲击.顾颉刚将«古史新证»两章纳入第一册的编辑动机中,未尝

不是有意在暗示一种“史学思想认识论对比:理智vs信仰”.我们

还可以想象,王国维极有可能受到了顾颉刚的这一编辑方式的强

烈刺激:毕竟王氏受过现代教育,因此难以忽略顾氏据其现代理智

能力所发出的有力诘难.在此册中顾氏使“理性话语”和“信仰话

语”并列,从而反讽地留下了一次有关史学认识论冲突的时代记

录.结果,王国维强烈的信仰主义,在其自负的古史学领域内(他

的精神生命之寄托处),承受着来自顾颉刚理性之坚强“压力”.于

是,王国维错综复杂的自沉原因中,也可能包含着科学时代加予一

位儒教怀乡主义者的精神痛苦.同为新旧交替时代的史学家,王

国维在技术理性层面上部分地进入了现代,而在思想理性层面上

仍然不出传统范畴(严复、章太炎等亦如是).顾颉刚虽然读过十

几年古书,进入民国以后则毅然决然地迈入了现代新世纪,遂成为

现代中国史学界真正的承前启后者,他既是传统学术的终结者,又

是新时代中国古史学方向的主要奠基者之一.顾颉刚以其一贯的

５２２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　

① 研究者往往引用顾本人对其他学者的敬慕言语以证明对对方思想的认同,这
就完全误解了顾氏的本意.对杰出学者(如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胡适等等)某方面

学问或品德的赞许为一事,对其他方面思想的批评则为另一事.顾氏论人论事,不时

可见此意.



君子风度,既尊重学术对手的表达权,又以或语或默的方式坚持表

达自己和对手方不同的立场(勇于和师友持异,如此才不是乡愿,

如此才是诚实),以贯彻其惟真理是问的学术理想精神.

２．二重证据法

我们来看王氏名言:“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

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此句重点在前半部分,

它成了其后信古派的座右铭,大家得以假王氏之权威瓦解疑古派

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此句并不能成为明确可操作的研究原则.

首先王氏对于“怀疑”和“否定”这两个概念并未加以明确区分,因

为怀疑并不等同于否定.而当怀疑足可成为否定时,正是达到了

求真的目的.如按“不能证伪,即应视为真实”原则,则可为任何虚

假话语的制作大开方便之门,因对虚构进行“证伪”在技术上是极

少有可能的.① 如果“不能否定”指可以存疑,则古史辨派的主要

工作正在于对古书的“史实代表性”资格提出合理的存疑.要点在

于,文本分析的目的不在于通过直接观察来证事之真伪,而在于通

过文本分析来间接证明文本指涉关系之或真或伪.王氏的证伪要

求建立在:没有区分不同的文本形成背景,而假定一切历史文本在

指涉证伪能力上的等价性.而顾颉刚的先秦史辨伪学,主要是针

对汉魏以前文本形成的初始状态而言的,那时的历史文本“可靠

性”远比汉魏以来的正史系统和现代史系统为弱(在学术、技术、意

识、思想等各个方面).唐宋以来写出的笔记和著述,可以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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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你能证明仙女“不存在”么? 不能.于是可推理:不得否认仙女之存在.
问题是,这类不可证伪的虚构个例可无限随意编造,难道均可因此称之为有价值的学

术? 什么叫不可“厚诬古人”、“轻薄古人”? 海外古典怀乡主义者浪漫主义地假定着:
古人比今人“道德高尚”,所以难得作伪.果然如是,那么根据又何在呢?



比例上被视为真实,乃因后世思想和技术条件可以被今人多方面

加以间接合理推断.结果,正是二重证据法的含混观念(考古学式

的古史学由此而生),才成为古史辨派之后的科学文本史料分析学

未能有力继续开展的直接原因.

在这里,顾颉刚和王国维史学理论观的对立表现在:王的重事

主义和顾氏的重真主义.王代表的信史派以“建设”可靠史事为第

一目标,而以顾氏为代表的疑史派,则以探得史籍话语真伪为第一

目标.真伪,不是指对史事的直接验证,而是指对文本和史事对应

关系的间接推证.求真派目的在于搞清历史文本“所言”究竟为

何,以及所指涉的史事真确到什么程度.“求真”关心的是文本对

其“所指”的意指关系本身,真假即指二者的相符关系程度.而所

得结论之或真或伪,均为科学研究之正当结论(科研成绩和此成绩

之社会效用为截然之两事).对于科学态度而言,合理的或真或伪

结论,是同样有价值的.至于有关传说史事之获验证与否,以及被

推倒的史事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效应等等,乃属科学程序以

外之事.一如研究数学物理者只论实验、推理结果之正误,而不论

结果正误的社会性效应如何.因为后者已是另一领域内的问题

(应由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处理的社会“工程”类问题).

从历史符号学角度看,所谓“二重证据法”显然不是一个严格

的科学概念.因为它将两个不同学科(考古学和古史学)运作程序

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了.例如,就殷商史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而言,

问题还不在于实物史料和史书史料在指涉时间上是否相合,而在

于两类史料对象的构成不同.何况先秦史书的指涉时间和制作时

间二者也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尽管先秦史书伪作甚多,但编写

者在竹帛上刻制文字时具有的记录和编写意识和技能,是和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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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时代书写者在龟骨上刻句时的记录意识和技能极不相同的.因

此也就是,二者在各自文字实践中体现的观察、记录、目的、惯习、

技术条件等等情况非常不一样.二重证据法打算将两套文本类型

统一处置,乃因简单化地以为二者都“体现”着(实仅“指涉”着)同

一客观历史对象.但是我们并不能以史事或史实“为对象”,而只

能够以史事之“代表”(文字记录和非文字实迹)为对象.因此须先

研究直接对象(书写文本)的各种意义表达层面和其成分构造.此

外,应当指出,一门有关古典文本的符号学研究,当然是包含着古

典时期各种语史考据学类别的(小学、分类学、书籍制作史等等).

另一方面,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古史学诸不同的相近学科之间,不

仅可能而且必须进行密切合作,这也完全合乎跨学科运作的要求.

然而问题相关于学科之间沟通和合作方式的合理性问题,不能仅

根据研究者的主观信仰,来对不同学科间的材料和方法予以随意

搭配.顺便指出,史前史学、考古学、历史人类学和古史学之间的

学科互动关系,实为今日西方史学理论界正在探索的前沿课题之

一.有鉴于此,我们在处理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古史学的关系时,

也应当关注国际相关科研探讨的进展.

３．“疑古”、“信古”、“释古”三派的划分

所谓疑古派、信古派、释古派三分法,作为现代史学思想史的

三组学者群的称呼,实际上当然均有确指,但其中衍生出了派别之

所指和派别所含字义间问题的混淆:“疑”、“信”、“释”三个关键字

成为三个派别的学术原则区别的标志.其实这三个字可以并必然

适用于任何学术思考步骤,本来与学术立场无关.“疑”为疑问,即

提出问题,无问题即无思想;“信”为对所得结论的认定;“释”为解

释,即对内容涵义的阐发和说明,任何学术思考均须对研究对象进

８２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行解释.故以此三字作为三个不同史学派别的区分原则,殊为不

妥.一些海外学者基于表面上的意识形态认知,误将五四时代的

理性学术思想也称之为“激进”,因此才有余英时等对顾颉刚晚年

学术的如下评语:“从勇猛的疑古转而为审慎的释古了”.①

怀疑即提问,此即为与“学”相对而言的“思”之表征,应属任何

科学实践的基本特征.现代期中国史学之所以特别突出此特点,乃

因现时代与古代,在文化观和研究写作的环境和条件方面,彼此已

经发生了根本性“断裂”,现代学术应该对“前现代期”之学术,进行

系统的批评整理,此乃理性与科学发展必有之义.正当此批评性研

究工作开始之际,反理性批评的学术势力(反讽地在一些早期留洋

学生的布局下)一涌而出,其所谓信古派者,乃欲将古代典籍神圣化

和古玩化,使之像儒教时代一样,成为信仰膜拜工具,从而抵制现

代科学对历史和史学的客观认知努力.一些学者虽未必如此明确

意识,但因受到传统思想方式和个人功利主义意识的双重影响,遂

欲把历代史籍的解释权作为建立民族“自信心”的手段.② 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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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余英时在答复唐文标批评文时解释说:“唐先生的疑窦大约是起于一种误会,以
为我故意和顾先生过不去.”(参见其«史学与传统»,第２８４—２８６页)实际上,台湾李济派

考古学系统和台湾钱穆派思想史系统,虽学术背景和视角不同,均未充分理解顾颉刚典

籍文本辨伪学的现代史学理论价值.顺便指出,这一情况并非直接关系于学者对文献史

料熟悉的程度.战后海外学者的文献学熟悉度当然不如五四时代学人,固不必论;民初

前后众多国学大师,如无足够理性修炼,则也只是徒知记诵和欣赏旧典而已.那时也有

一个学术“新时期”和“旧时期”的认识论分界线.博闻强记和思想分析是两件事.
顾氏说,“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

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８３
页).顾颉刚回忆«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各种保守思想的反对,并引述戴传贤(季陶)
言:“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
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

‹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册,第１９页.)



知,个人和集体的自信心应当建立在求真的学术目标之上,而非建

立在为祖先编造伟大神话的愿望之上.今日所谓学术空气浮躁,

其根本在于学者欠缺顾颉刚一代所有的求真理之热情、自诚和意

志.所以,今日的学术问题,包括史学学术问题,首先还不是学术

性问题,而是学术实践涉及的心术问题.在２０世纪中国学者之

中,顾颉刚先生毕生的学术实践,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其作为一位现

代学者的端正心术.他在“道德文章”两方面追求史学真理的毕生

努力,也可以说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界仁者之永恒典范.①

四、中国史学的学科类别划分

为了进一步理解顾颉刚辨伪学今日所具有的时代意义,有必

要首先对历史学学术分类观念本身重新加以检讨.

１．中国史学的四个类型划分之假定

“中国历史学”领域,应当说含有四类不同的材料对象群:甲骨

文金文(考古学的出土文物暂不论)、先秦史籍、正史系统和现代史

学.四者大致对应着历史过程的四个先后阶段.这一提法同样相

关于前述历史１和历史２的区分概念.我们不以文本“指涉”的历

史时期为标准(客观历史阶段),也不以文本制作的时期(史书编成

时代)为标准,而是以现存史料内容的“组成方式”为标准,虽然史

料的构成自然地联系于其内容指涉的历史以及相关于史料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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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概很少有现代学者能像顾颉刚一样乐于使那些与己意见不同而言之有物者

的言论,平等地同时发表出来了.民主时代的海外学界先进中,又有多少人能承继此

传统的仁者之胸襟呢? 在海外应该弘扬什么民族精神传统呢? “天人合一”乎? 应当

发扬的首先是顾先生这种君子风度学!



历史.史学学科的划分,根本上说,不是由于所指涉的历史阶段的

不同,而是由于学科史料构成类型的不同.因此我们不仅不宜于

将历史学和人类学、考古学等不同学科所拥有的历史材料和方法

论,按相同方式随意加以搭配组合,也不宜于对“历史学”诸不同阶

段的学科史料加以随意混同;也就是不宜于把各时期的史料当作

同一类史料加以简单化的统一处理.此外,四种不同的史料构造,

也对应着四种不同的方法论要求,从而也就对应着四种不同的学

者知识准备的要求.严格来说,广义“历史”作为客观社会过程,可

以成为一切社会人文科学所针对的研究目标,但这个在不断逝去

中的历史过程,不可能被研究者直接加以“观察”.我们只能通过

作为狭义史学(即现行职业史学)中现有的“表达材料”(历史２)去

间接把握“历史现实”(历史１).如果说历史１可视作在其构成上

具有高度客观统一性,历史２中的诸类别则不具有此构成上的统

一性,因为它们,作为学科运作实体,都只是人为加工的“制成品”,

各自带有不同时代的史学制作中的不同技术性特点和文化学术功

能.

其中最易发生的混淆发生在彼此“所指称之历史”(历史１)出

现大量重叠的第一类和第二类之间,前者涉及考古学、古文字学、

人类学,后者涉及神话学、传说史学、考据学、经学解释学以及现代

文本批评.对于历史科学建设来说,我们不应以所指涉的历史阶

段来作为史学类别的划分标准,而应以材料的构成方式及其相关

方法论类型,来作为史学类别划分之标准.上述四类史学彼此之

间在材料和构成上存在明显区别,不可互相随意组配.不能因为

均相关于“历史”(历史１)这个总称,而认为都应“属于”一个“历史

学科”(“唯一的”历史２),从而把各阶段的史学都看作是“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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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上,现代期史学与前三类史学非常不同.甚至于当代西

方史学理论家对此问题的态度,也不免有时会表现出严重的误会,

例如以为可以把１８、１９世纪历史著作群,当作历史学一般分析

的典型对象(如海登怀特、伊格尔斯等).如果连考古学和历

史学都难免会被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混为一谈的话,把前三种史

学混为一谈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甲骨文学术史”(其他出

土文物和金文暂不论)、“先秦典籍史”、“正史”以及“现代史”,作

为四种历史学术话语及其研究类别,彼此的构造非常不同(包括

材料和方法两方面).不能因为四者均含有对同一时间段(如殷

商期)的指涉性,就可以将四种历史话语放在同一运作平面上加

以混同论述.四者之间有关同一论题(基于各自的史学话语特

点)的“联系”合理性本身,应当另行考虑,而不能因为其具有同

一历史现实指涉性,而简单化地以为彼此之间自然地均以某种

“客观历史存在论”为基础.

２．“现代史”和史学认识论

科学工业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知识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本

质改变,前科学时代的史学和科学时代以来的史学,是完全不同的

两种学术实践形式.① 而时至今日,人们还在历史系内将“历史

学”诸科目看作有着统一的研究对象和统一的研究方法:“历史

学”.我们的历史知识,虽然来源于社会现实,但均是通过主观的

认知意识和客观的技术运作而构成的.至于现代以来的所谓“历

史学”,则应该打上引号了,因为现代历史过程的观察、记录、分析、

２３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如顾颉刚早就认识到的,“许多现存的材料,应当依着现在的历史观念和分类

法去整理一过”(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１页).



编写的工具已经空前丰富化,从而使得现代历史知识和以往各种

历史知识在类别构成上迥异.也就是说,今日历史话语的“近真

度”已经大为提高,原则上使得现代人类已可以近乎充分地把握现

代历史因果之真理(一些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家有关无客观

历史的耸人之谈,如为纳粹历史辩护的谬论等等,殊为无谓,不值

得深究.现代史学学术的危机,乃源于人为的政治性、技术性障

碍,而非源于学术方法论的缺欠本身).换言之,自现代时期以来,

历史１和历史２在原则上已非常接近,也就是大量的历史话语接

近于直接反映现实本身.例如,经济、政治、军事等主要社会过程,

均具有详尽的文本记录和分析结果,社会媒体如报章和电视类观

察、记载、分析手段等等,更是与现实过程近乎同步形成.对现代

历史学的对象而言,首先“历史”这个标称的涵义已经空前扩大化

和复杂化了,以至于应当把它和前科学时代史学研究分离开来,对

此暂不详论.但重要的是,现代期史学的特殊构成,可以成为我们

检讨和分析前现代期诸史学类型的身份和构成的某种有效参照

系,对于我们认识前现代期历史的真理问题,提供了更可靠的参照

规范,因此可以间接促进我们有关前现代期史学认识论的提升.

前现代期史学中的前述三主要类别可分别称之为:狭义的史

前史类(考古学类和甲金文类史学),传说史类(先秦史)和古典史

类(正史系统).从史学认识论角度看,三者之中又以顾颉刚古史

辨一代处理的传说史学类别最值得注意.① 就正史系统话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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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说,“我也不是一个上古史专家”,“我的理想中的成就,只是作成一个战国秦

汉史家;但我所自任的也不是普通的战国秦汉史我希望真能作成一个‘中古期的

上古史说’的专门家,破坏假的上古史,建设真的中古史”(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
序»,第６页).



言,其政治、社会、文化、写作方式等等,呈现某种突出的统一性和

相对可查证性.它的文本系统和历史现实的关系也较为明确,也

就是其历史话语的似真度或失真性,均具有内在结构性的特点,便

于进行系统的研究.远古时期出土文物,包括文字类文物(甲骨

金石),数量上先天限定,所提供的历史信息不可能充分扩大,而

且此类“呆滞性”历史信息,更多地属于社会文化层次,而非属于

历史事件层次(因此在性质上远离“历史现实”).一些古史学家

和考古学家混淆了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在学术世界内的存在层

次,以为可以通过社会物质类文化性知识,自然地过渡到历史事

件性知识.实际上,现代中国古史学所面对的认识论问题,又比

一般考古学和历史学关系问题更为复杂,质言之,这主要关系到

古文献学和甲骨文学的学科互动关系问题(跨学科方法论不仅

处理学科间合作的可能性,也须处理二者互动关系中的合理条

件和限制).

３．“先秦史”学科的特质

从史学角度研究经学的性质,成为宋代以来千年辨伪学传统

的共同倾向.五四学人在科学时代,更在全新的高度上,发展了这

一历史的实证思考传统.为什么说先秦经学和子学的史学内容,

应该纳入一种特殊的古典史学类别? 首先因为,和正史不同,“先

秦史”中诸历史文本的“来历”难以查证,正如«圣经»的文本来历难

以查证一样.与正史话语不同,先秦历史话语中史事、传说、神话

混合难分,其文本构成方式遂成为一种特殊的研究对象.现代时

期一种完全非科学的说法是:既然古籍中史事与传说不可分,就应

均视其为正当的史学材料.这类看法完全欠缺顾颉刚所具有的那

种科学探讨中的求真意识.他们关心的不是“真知”有多少,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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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可(促进信仰之)用”的材料有多少.从史学认识论角度看,

先秦史的主要特点还不是其“三重”成分构造性,而是现代学者对

其制作之历史过程欠缺合理推断的条件.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

的“造书过程”是发生在秦后的.研究者对各代“造书过程”的推断

能力,决定了相关史学学术运作的特点.

现代国学者因为与古人分享同一批文本典籍对象,遂倾向于

认同于古人治学方式,以为身为现代人的自己和身为古代人的古

代史家,为同一类学者(遂产生了继承古代“道统”、“学统”的自

期).实际上,这一误解乃因未知学术之本质在其方法和材料的结

构,而非在于文本所指涉的历史现实或阶段之分期.在史学话语

编写方式上,古今完全不同,因此现代学人不宜于直接援引古代文

献话语作为今人论证话语的现成组成部分(直接援引未加整理的

历史旧籍资料是不妥的,顾颉刚对此多有警告).对于先秦典籍更

加需要这样的区分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古史辨派大多能够坚持这

一古今史学话语区分原则.其结果就是须先对历史典籍文本进行

“解剖”或“重释”(分析批评),认识到两种不同史学方法论之间需

待“辩证地”沟通,而非随意加以混同.

中国古史学研究,是人类一切古典史学和传说史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三重成分(史事、传说、神话)构成性使其成为世界历史

学中独具一格的一种古典史学类型.而古史辨派对此类历史文本

的实证式批评解剖则相当成功,足以成为人类“比较古典史学”(中

东史、犹太史、希腊史、东亚史)进一步开发的普适模型之一.这一

历史阶段的各国史学,均以史事和体现信仰的神话传说之混合为

特色,除史学意义外,它们也是研究人类信仰形成和历史行为互动

关系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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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考古学和古史学

考古学、史前史学、历史人类学、古文字学和古史学等学科之

间,由于指涉共同的历史过程,彼此存在着密切的学术关联性.但

是我们所强调的跨学科方法论,不是指不同学科材料的随意搭配,

而是指相关学科间在理论逻辑上的有效沟通和有机配合.就中国

古史学而言,一方面考古学和古史学需要密切合作,另一方面却又

须防止简单化地将两个学科内的内容任意搭配.不适切的(irrelＧ

evant)学科内容搭配,反而会成为学术逻辑混乱的原因.古史学

中的“物质类史料派”固然也是强调以整理包括文本在内的一切史

料为古史学研究之优先,但他们没有严格区分史书(历史２)和史

事(历史１)的“构成”不同;史书绝非史事的直接代表,不是在读解

史书时就已“触及”到了史事.当现代考古学形成后出现的非文本

史料和原始文字史料(甲金文),表面上似乎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

天地,但物质史料派未注意到,史书的史料意义不仅与出土实物的

史料意义不同,它也与甲金文一类初级书写类史料在构造和功能

上不同.当初中研院史语所不仅忽略了历史理论建设,而且在考

古学和古史学的关系上,还犯了已经由不少人指出过的简单化毛

病.考古学虽与古史学指涉同一历史阶段,但两种对象在时间段

上的叠合,不等于两个学科之间可以简单互通,因“学科”主要指的

是材料对象之构成方式和相应的方法论类型.很多现代优秀考古

学家们并没有可与古史学家相比的文献学训练,又忽略了古史辨

派对古籍真伪研究的重要价值,而凭借本学科属于“现代科学”的

自信,遂勇于对复杂的古史材料进行未必适切的(relevant)学理判

断.实际上,考古学和古史学的材料和运作程序应当严格划分,彼

此在证据上的相互支持,也只能是间接性的.二者之间的互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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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研究固然属于跨学科科研方向,但“交跨方法”的适切性是要加

以特别考察的,不能随意“拼合比附”.特别有趣的是,考古学作为

偏重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社会科学学科,却往往会将研究者个人的

感情因素引入研究过程.结果,准自然科学式的考古学学者最后

可能不以求真为最终目标,反而以在对象域上“求用”为目标(如以

“拉长”时间、“扩大”地域之结果为科研之成就判准之类);不以分

析出土文物之史学学术涵义为目标,而以发现和积累物质性史事

之多少(所谓挖宝)为目标(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一些学者在一

个层次上强调以自然科学为榜样,而在另一个层次上则皈依于传

统思维.这样在一个人身上维持着两套不同思维习惯的现代学

者,颇不乏见).结果,战后最先从港台美华所处特殊史地环境内

发展起来的新型学术民族主义,不仅在史学方法论上趋于保守,而

且在为学目标上也不能尽合科学精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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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广义汉学系统而言,西方汉学和西方史学理论主流之间较少有可能在理论

层次上进行深入对话,而对于华裔汉学来说,虽有个人语言上的方便,而由于国外教学

系统内目标上和语言条件上的限制,又不可能在海外地区深入开展对中国古典文献学

的研究.五四时代学人的学术背景及文化环境,和战后海外华裔学人的学术背景及其

文化环境,是非常不一样的,尽管二者都被简单地划在中国史学界或“中国学”界之内.
也许这正是导致海外汉学界长期忽视顾颉刚学术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一个十分重

要的战略性问题是:“西方汉学”(港台国学几十年来大幅向其靠拢)和“中国传统学术

现代化发展”这两个学术领域和任务方向,在范围、目标、层次、复杂性、深入性等等方

面,都是非常不同的,不可混为一谈.对后者而言,在文献学研究任务方面,要比汉学

更为深广,而在参照当代西方前沿理论方面,同样也须比汉学更为深广.这一情况与

学术活动运作的地理位置并无关系(例如,一个华侨每天都经过西文图书馆而并不阅

读,就不能说你离西文图书“更近”或更了解西方学术;一个人待在外国而不花时间研

究外国学术,就不必特意使国人产生你比国人更了解外国学术的假象.否则岂非现代

之“乡愿”).如果不认识这种“学科学”上的本质区别,而是通过百年来国人“洋化情

结”来构建某种关于当代国学的海外学术等级次序,以期用之影响国内人文学科的发

展方向,这不仅是源于学科类别的似是而非,而且是源于通过“洋化情结”而对国内学

术产生方向上的误导.



五、超越“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
学科的局限

　　１．现代学术思想史:成就和局限

一方面,古史学的科学发展不可能只在传统古史学资料的基

础上经验主义地完成;另一方面,应当分清作为学科的“古史学”和

作为此学科指涉历史时段的“古史学”.前者可更多地相关于方法

论,后者则可更多地相关于经验材料.古史学理论的建设当然首

先是指方法论的建设,因此也就自然更多地相关于现代社会人文

科学的理论部分.作为“材料”的古史学甚为古老,而作为“方法

论”的古史学则须与时更新;方法学与历史时间段无关,它永远是

现代性的.考虑到符号学和中国古史学的关系,可能比任何其他

历史科学部门的关系都更具有相关性(relevance),中国古史学的

理论更新,可以说,反而偏偏会与最新型的人文理论,例如符号学

和解释学,发生密切关系.为什么? 因为在上述四类中国史学分

支中,先秦史类别在构成上和意义上最为含混,而符号学方法正是

擅长于以含混性文本为其分析对象.

２０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思想史明显的是中西思想汇通的历

史.早期梁启超、王国维一代在文化和学术方面发挥的开风气之

先的作用,受到来自日本的西方思想和方法论的启发.他们谈论

的材料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但观点和方法已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

有了明显的差别.不能因为他们使用的历史材料与清末以前学者

使用的历史材料相同,遂以为仅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再下一

代胡适、傅斯年等,将此中西汇通的潮流进一步向前推进,而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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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知识是直接来自欧美的.５０年代以来,海外中西学术汇通的

工作更进一步落实在西方本位的学术制度上,即随着欧美汉学界

的发展,海外形成了中西学术汇通的机构实体,研究的重心也已转

移到了海外.因此,现代时期每个阶段上中国国学和古史学的发

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中西学术汇通的产物.问题在于,此一中

西学术汇通的范围、方面和理论化程度究竟如何.情况是,百年来

中西学术汇通的方式是相当欠充分和相当片面的.目前探讨人文

科学学术方法论提升的各种努力,主要局限于回顾和思考现代中

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得与失,从而在范围和视角方面严重自我设限

(其中一个基本认识论误区在于,没有注意到百年学术史历程的内

容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并非就是当初必然须如此发展,

因此也就并不一定具有持久的学术思想价值,以至于可成为今日

学术反思的主要根据).只不过由于在特定“国学与汉学”学科共

同体内,形成了“行内”共同话语规范和评价标准,人们遂习以为

常,并维持了学科内理论共识的职业性之教与学循环.

五四以前梁启超一代的初期启蒙时代不谈,战后有华裔学者

参加的欧美汉学界,由于已成为为西方少数族裔文化教学目标服

务的特殊学术生态,也可暂且不谈.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学术思想史

的重要一支,是由胡适、傅斯年等欧美派确立的,最后并落实在中

研院史语所的建立和其运作方向的规定上.在此过程中,作为官

方学术组织者的傅斯年先生所起的作用最为关键.傅先是参加顾

颉刚、胡适等通过古代文献批判进行的“疑史运动”,史语所成立后

又成为依赖考古文字学建立“准信史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在２０

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中,文史哲三科内又以史学具有第一重要性.

这个现代时期唯物史观以外的中国史学及其理论主干,大致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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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留学生领导的,所取得的史学成就,毋庸置疑.但这种中西学

术汇通的方式,也表现出忽略理论建设的明显片面性,其结果不仅

影响到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而且影响到现代史料学的发展.“五

四”一辈“海龟学人”的长处短处应该区别看待.作为最早一批接

受西方文科教育者,他们的西学知识尽管还是非常初步的,但却在

不成熟的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意外地发挥了主导的作用.那些虽

然待在海外,但主要关心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

留学生们,他们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在海外研读当时西文社会科学

经典书籍、特别是理论书籍呢? 这一情况相关于他们那时对于当

时西方的学术思想究竟掌握到什么程度? 回国后,他们在国内学

界立即成为西学解释“权威”,这种情况究竟利弊如何? 事实上,他

们的学养和态度的确决定着当时和其后中国的文化、学术、乃至思

想的发展方向,甚至于时至新世纪的今日,复又卷土重来,提供着

颇为过时的学术理论观念.实际上,他们对当时西方学术思想的

主流及其理论的了解还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在当时中国具体社会

文化环境内,加上欠缺内在的求真冲动,他们选择了实质上是短线

功利主义的国学材料学研究至上的决策.当时中研院的重点不放

在中国学界亟待提升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知识研习上,而

是放在利用初步经验科学方法论来“整理国故”的目标上(“史学就

是史料学”为此精神的确切写照),而对于现代“整理”的方法却不

甚讲究,这一状况反映着一种什么样的时代知识分子性格呢? 另

一方面,按照此一不重视基本理论建设的中研院史语所所拟制的

“旨趣”,连其“史料学”观念,其实也是相当有局限的.从此大家不

忙于促进(在材料和理论两方面)“求真”所需的高级大脑活动,而

是满足于“动手动脚”、“到处挖宝”的准体力活动(人所共知,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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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当时对考古学的认知中,就包含着对传统学术专注于用大脑

“读书”而不重视用身体“考察”的批评.这一往事颇可说明当时一

些准自然科学方向的留学学者,在科学观念上的片面化和简单化

倾向).此一科研方向几十年来一直影响到海内外古史学界主流,

这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和学术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呢? 不外乎急于

积累中华物质史之遗迹(政治、文化、学术各个层次上的“求用”技

术),而缓于追求中华学术现代化所需的科学理论武器(各个分析

层次上的“求真”工具)!

物质类史料派的学术交流环境中含有两个关系面:传统学术

和西方汉学.对于前者而言,他们拥有了新知,分析能力明显较为

优越;对于后者,他们的国学修养当然是洋人望尘莫及的.这两种

优越感,后来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延伸至今日海外.因此对于什么

是“历史科学”这个整体,他们既未曾试图、也没有主观条件去进行

思考,以至于在学术宏观的视野上,还赶不上最早一代的梁启超.

他们的史学“经验主义”对于后来“国故研究”的范围和方向则带来

了严重的理论局限,未能认识到:和“学术思想”有关的,究竟是材

料呢,还是理论呢? 即使是“材料”,也应该是用现代方法论整理过

的材料,而这个现代科学方法论是要花大力气来研习的.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文科留学生凤毛麟角,国内没有可与首批“海

龟”相对比的现代知识力量,从而导致他们滋生了“过早成熟的”自

信心(传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志向中坏的一面:“大师”们往往以

不知为已知).首先,胡适、傅斯年一辈最早的欧美人文科学留学者

所掌握的基本科学观念,只是来自１９世纪主要以自然科学为模型

的早期社会科学认知.他们对于２０世纪初叶发展迅速的人文社会

科学理论进展还非常隔膜.胡适所谓实验主义,不过是初步哲学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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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而已,今日史学界因其说出的一个常识性口号,而认为其中含有

什么深奥学理根据.由于两人基本隔膜于当时的价值哲学、心理哲

学和社会学理论,对于有关于历史科学的复杂认识论和方法论要

求,了解十分有限.其情况肯定还不及当今的中国留学生.而人所

共知,留学生在国外学习时,尚处于较低学术等级,回国后还需另行

努力才能逐步提升各自的理论修养水平.然而事实上,胡适、傅斯

年二人回国后基本上并未再着力提高个人之西学修养,如何能说是

长期保持了中西学贯通之眼光因而仍可以成为今人国学认知之楷

模呢? 他们的长处是旧学的家学渊源与西学常识之结合.因此,他

们八十年前提出的有关中西学术结合方式的史学策略,只能视之为

阶段性目标,不能看作具有持久性意义.实际上,今后中国史学理

论建设,反而首先需要检讨中国现代史学史本身的得失,并克服其

时代性的认知局限.一般来说,他们那时还不能区分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在认识论上的不同,尤其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在

严复科学观影响下的当时新派人士中不少人都是如此.这是可以

理解的时代局限,而新时期的中国学界中还有人以为应该以他们那

一代的理论认知为基础.知识差距的盲点,竟可跨越八十年!).但

是,五四时代学人不少都是“暴得大名”;而问题在于,在中国社会环

境内,“学术声名”本身有自动增值能力,学术的影响力遂与名人效

应同步增长.后代学界中遂有不问学术本身而只问学者积累的知

名度大小的社会积习.现代学术史反思,遂充满着一种大家争炒偶

像知名度的智性娱乐(排比大师席次等等均反映了学界多么重视学

术的社会性“影响”大小,而不问此影响究竟有何内在学术价值,因

为要判断后者是有赖于另一种较高理论知识准备的.不幸这类炒

作往往出于媒体学术评论员的推波助澜,其结果则足可沉淀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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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录中,成为持续混淆真伪的原因之一).

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恐怕不能够因为非属唯物史观

派的一批批著名学人,在新时期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遂以为他

们几十年前的学术就有理由代表新时期学术的新方向.顾颉刚辨

伪学动机,是和他反对学术权威神圣化的动机完全一致的.新时

期三十年来,我们的西学知识已然大增,应该有能力对百年来中国

学术史进行批评性的检讨.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首先需要这种

批评检讨的求真态度.须知,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时学习西方社会科

学的中国留学生的西学认知,不仅必然是初步的,而且是片面的.

他们待在柏林时,不是像日本留学生那样知难而进、勇于关注周围

知识理论主流,以期在较高层次上理解西方知识,而是避难就易,稍

获西学常识后就转向对他们来讲较为容易的国故整理工作,于是在

海外大读流失的中国典籍.回国后,以为中国学术的主要任务就是

利用初步掌握的西方科学方法来解释中国古典学术材料,于是匆忙

地完成了一种“史料学民族主义”的学术共识.在此情况下,他们的

史学认识论主要缺欠有二:未能明确区分事实和价值(因为对于自

然科学来说如此区分不大必要);以及未能区分事实与意义.这两

点不仅与学者的真理观直接相关,而且恰恰与古典史料整理方法论

密切相关.前者与区分信仰和真实相关,后者与区分书写话语和历

史现实相关.胡适和傅斯年二人从早年的“疑古健将”到后来倾向

于“信古”、“卫古”,并倾国家机构力量,企图通过“自然科学式”的考

古学操作,来重建所谓“信史”,其根本原因乃源于其史学认识论之

局限,未曾明确考虑究竟什么是现代“历史科学”之规模.

傅斯年的史学真理观不如顾颉刚的史学真理观,这主要表现

在二人有关区分事实和真理问题上的基本观念不同.从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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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也是学人在治学伦理学态度方面的不同.结果,留洋者的西

方理性主义,反会弱于未留洋者的西方理性主义.这种情况,今日

依然可见.结果则是:顾颉刚能够坚持文字史料考辨而以“识真”

为喜,傅斯年后来则倾向于通过挖掘实物和组织编制古历谱而以

“证事”为喜.求真目标本来主要属西方传统,重事目标主要属中

国传统,结果反倒是留学西方者坚持了后者,未曾留学西方者则坚

持了前者.实际上,顾颉刚所坚持的文本实证辨伪实践,正是与人

类普适学术理性主义精神相符的.

２．现代学术民族主义和跨学科方向

百年来具有浓厚信史派倾向的若干学术派别之局限性,可通

过跨学科方法论的沟通加以克服.只有通过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理

论性交流,才能认识本学科理论框架的局限.① 学科自身的理论

性建设很难只在单一学科内部加以经验性的完成.对于中国古史

学而言,首先需要超越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内形成的学术等级观

局限,要像顾颉刚一样不为“大师”和“权威”的声名所震慑.② 在

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唯物史观以外存在四大史学主流,他们一方面

对现代史学研究作出过各自积极的贡献,而另一方面又程度不同

地成为导致中国史学界理论知识不足的历史性原因之一:

(１)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系统:涉及文本分析和史实推证关系

４４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顾颉刚年轻时写道,“学问是没有界限的,实物和书籍,新学和故书,外国著作

和中国撰述,在研究上是不能不打通的”(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９２页).
这反映了一种素朴的跨学科研究意识.

顾说:“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
我固然有很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并不是愿把我

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对今人如此,对古人亦然.”(顾颉刚:«古史辨»第一

册«自序»,第８１页)



问题;

(２)傅斯年史语所系统:涉及甲骨文史学和先秦文献史学关系

问题;

(３)钱穆新亚书院系统:涉及史实信仰态度和历史求真态度之

关系问题;

(４)当代汉学系统:涉及东方考古学、汉学教养学和中国历史

科学的关系问题.

王国维青年时期的一时哲学爱好,自然有助于他在技术层面

上所进行的文本科学考证工作,但这并不说明他的文化观和史学

观是建基在中西学术充分汇通之上的.应当说,他的人生观仍然

属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范围.很多人都是在某一层次或某一方面

采取某种立场,而在其他层次和其他方面则采取不同的另一种立

场.陈寅恪在王国维自沉后对其文化精神之称扬,应该说是“意思

不明”或者说是感情用事的(顾颉刚的有关感言则真切而公正).

我们今日必须不为中国现代学术史框架所局限,而是重新选择更

宽广的人类学术视角,以客观地重估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的得与失:

既要认真学习五四时代学人的丰富研究成果,又须超脱其理论上

的时代局限性.百年前梁启超“新史学”一代的文化学术环境早已

时过境迁,今日必须在更全面的学术知识框架内,设定我们当前的

“新史学”之身份.应该记住顾颉刚史学实践的意义:我们的任务

是为今人和后代求往事之科学真理,不是为了美化古人及其事迹

以求今人之感情安慰.民族的信仰应该建立在自身对真理追求的

信念和理性实践之成就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传统封建权威系统的

情感怀念上(新时期史学家颇应克服传统史学家的一种倾向:求真

意识和思古情怀间的相互干扰.人们往往会把这两种心理活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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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混合存在,当作思绪深沉之表征,而掩饰以“文学与史学不分

家”观点).

在对比顾颉刚和钱穆的古书考辨的工作时,我们可以清楚看

出两人的不同.钱穆从香港新亚书院到后来成为台湾“国师”,一

直秉持着强烈的史学信仰主义.当他把信仰主义带入思想史考察

和政治史分析后,其学术民族主义立场遂正式形成,并成为海外各

地五十年来国学、甚至华人汉学的思想方向根源之一.其突出特

点是:忽略世界思想大势,宣扬史学怀古主义.以至于其后继者会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时还能公开提出“天地君亲师”之口号,这是多

么令人惊诧的时代倒退观! 学术民族主义者的根本问题,并非因

为他们更尊重孔子思想,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未能遵循孔子之教导,

结果往往以不知或浅知为已知.人生有限,谁也不可能不学而尽

知,于是在知识膨胀之今日,必须讲求个人知识结构的合理性以及

“合作问学之道”.这正是跨学科方法论的宗旨之一.为此,不同

学科的专家之间应该相互问学、相互论辩,而不是谨守学科本位和

崇奉学科内的权威等级,以图功利主义地维持本学科的“论述自治

区”.就古史学而言,开展跨学科对话尤其必要.也就是,本学科

的专家应当欢迎和鼓励、而不是排斥和阻止相邻学科内的学者参

与共同的学术讨论和建设事业.学术聚会是为了通过集体论辩以

求“公共之真”,不是为了营造和巩固学科等级系统以成“个人之

势”(正如顾潮教授引述的顾先生名言:知出于争.必意见相异而

始有争.如预设“党同伐异”方略,即非为求真,而为求利了.此义

今日海外学界中已鲜有行之者).

五四时代以来,一些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在对待史学的态度上,

也不免一定程度上采取封建信仰主义,因为他们对现代人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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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比较隔膜,而又以为数理化需专门训练,文史哲则人人可为.

结果在文史哲领域内,他们听任常识和习惯支配,有时不免会以其

自然科学的背景掩盖其对文史哲理论的非科学态度.对于如此严

重的学理认知问题,国学界和古史学界至今尚未能明确识别.如

果以自然科学的眼光来规划中国古史学研究,就会受到理解条件

的限制;因为科学和科学是不一样的.于是即使在处理有关考古

学和古史学关系的现代史料学概念上,也会出现学术民族主义和

自然科学家之间倾向于相互“默契”以维持保守科研方向的现象.

例如晚近在台湾中研院,已故张光直副院长要把中研院文科办成

世界“汉学中心”一事表明,他以为中国的人文科学中心就是“汉

学”(傅斯年当初要把史语所办成“东方学”之中心,其基本观念,如

出一辙).学术民族主义甚至于误认为,坚持对传统学术进行批评

整理的观点,表现了学者欠缺爱国主义或“数典忘祖”(徐复观语).

海内外不少自以为具有科学观的学术民族主义者,其实所欠缺的

正是顾颉刚具有的那种求客观真理之心念和意志.为什么五四时

代一些知识分子先是以“求真”为目标,后来反而转为以“求用”为

目标呢? 因为:一以贯之为难,择善固执为难.个人选择意志和时

代潮流之间的互动关系方式,决定了学人的学术方向:是不论环境

变迁而始终以求一己认知之真为目标(学为己),还是顺应潮流以

求一己之声名利益为动机呢?

六、中国古史学的世界学术意义

１．五四时代史学家的独特成就

五四时代众多杰出史学家的个人“知识组合”,不妨称之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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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史上的一种“绝配”.一方面他们曾作为儒教社会史上最后一代

学人,有幸自幼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近乎和古人一样熟悉旧籍;

另一方面,在进入青年期后又逢科学时代兴起,结果,在他们身上,

中华学术史上重实证的积极方面(体现于“良史观”、考据学和辨伪

学),得以汇通于现代科学思考方式,从而使他们能够“空前绝后”

地完成了对古籍文本进行科学批评整理的阶段性任务.前清儒士

没有现代科学观念,即使具有一定的实证性批评精神,如崔述、康

有为、崔适等,因时代所限,也不可能对历史文本进行充分、彻底的

理性分析(如仍然迷信六经思想内容和相信孔子为经学祖师之

类),尽管他们为五四时代史学家们准备了革新考据学和辨伪学的

学术条件.五四学人达到了２０世纪至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史上

仍属最高水平的成就.当然,因时代所限,他们还来不及处理中国

史学学术现代化过程中的下一阶段任务:提升国学,包括史学研究

的理论化水平.① 当今的古史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应该在五四时

期史学家研究的基础上,以及在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全方位对外

开放以来所获得的人文社会科学新知新学范围内,沿着正确的科

研方向独立探索和发展.

８４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顾氏区分了历史研究中的“下学”和“上达”,“〔清代学者的〕校勘训诂是第一

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

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顾颉

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２２页).实际上此处所说的“唯物史观”,可理解为当

时顾颉刚心目中的某种理论层次上的学术之概称.他本人很早就为自己限定了研究

范围而从未进入他自己并不了然的此理论层次.但他清楚地知道此理论层次存在的

必要性,这是他和各种“唯史料主义”史学家在思想上根本不同之处:他的史料分析

学实际上是有意识地为未来的历史理论建设做准备的,其学术之史学理论意义正在

于此.



２．古史辨派“文本实证主义”之现代意义

顾颉刚的理性主义文本考据学研究,基本上没有受到８０年来

海内外各种保守主义史学观点的影响.古史辨派的史学研究,在

摧毁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乃人所共知;而他们

在历史文本分析方面积累的研究成果,才是该派的、特别是顾颉刚

本人的更为重要的贡献方面.①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史学

思想,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而

且在未来中国古史学和中国的乃至世界的史学理论建设方面,也

将发挥重要作用.② 正是在国际非理性主义史学思想广为流行的

今日,古史辨派表现出来的坚强学术理性主义,可进一步增附其世

界意义.这一意义甚至于不限于史学界,更可影响到人文学科的

各个领域.③

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

与组合.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历史符

号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正是史学材料学的分析研究.现代史学理论

包括史料学理论的现代化发展,其关键正在于从相关学科中吸取

理论性和技术性资源.现代化的史料学,既包括传统的小学和考

据学(作为现代史料学的材料来源和技术层面的传统方法论技

术),也包括现代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和解释学.后几种现代学

９４２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　

①

②

③

顾早年立志说,“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有两项:一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

构成的原因,二是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作为系统的叙述”(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
序»,第６１页).

顾说:“到了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许多学问思想上的

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７８页)
海外６０年来对顾颉刚学术研究的忽略,主要不在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而在

于汉学界和国学界内史学认识论的“实用主义转向”,从而导致汉学界和国学界长期忽

略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科,恰恰属于今日西方人文科学主流之前沿.中国古史学作为历

史１,固然属于远古史事范畴,而作为历史２,则完全可以属于现代

科学范畴.重要的是需注意到,顾颉刚学术,比其他现代中国史学

家,更适于与当代前沿史学理论“接轨”,即成为当代史学理论、语

史学、符号学和解释学的组成部分.因为他所使用的古史辨派“术

语”都可转化为时代的科学语言(“信古派”者的史学话语则包含着

过多的难以翻译的信仰修辞学话语).这类广义的现代化的史料

学,可以接着与其他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部门,进行“有机的”结合

(而非随意“拼合”).

我们不妨把顾颉刚的学术遗产看成是一个庞大的、进行史学

提问的个人笔记系统.① 它并可为后世古史研究奠定坚实的文献

分析“设问学”范式.由其«古史辨»和«读书笔记»为主体形成的这

个“笔记系统”,由于其课题广泛、构成复杂和意义深刻,必然会成为

未来中国史学理论乃至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史料学基础之一.②

顾颉刚学术思想的理性主义特色和今日结构主义学术方法论

也有相符之处:这就是首先选择学术思想的适切性运作域策略.

在承认各种其他历史学分支(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等研

究)的重要性同时,将这些实质性的史学课题,合理地暂时划在自

己的研究范围之外(加上括号).但在上述被搁置的科研领域和自

０５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顾氏言,“我对于我的笔记簿始终看作千金的敝帚”(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

«自序»,第２８页).
顾氏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曾说,“现在还是提出问题的时候,而不是解决问

题的时候”(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册第二十七页).他

又说,他编辑«古史辨»的动机,是要成就一种«史料汇编»,“要使人读了这部汇编,可以

有几个清楚的问题梗在心头”(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自序»,第１页);“«古史辨»只
是一部材料书它只是装箱的原料而不是工厂里的制造品”(顾颉刚:«古史辨»第三

册«自序»,第３页).



己所从事的文本分析领域之间仍然隐存着逻辑性关联,二者之间

的“重新联接”将可在其他运作域(相关学科组群)中继续展开.顾

颉刚史学思想相当于一种史学语义学分析,其学术话语的“语义学

同质性”,使其得以“适切地”外接于其他历史科学研究课题.

３．中国古史学的普遍学术意义

顾颉刚为古史学研究奠定的广义史学材料学基础,有助于后

世学者在历史科学的两大方面向前发展:在史料学的全面现代化

方面和在历史科学其他部门的研究方面.五四时代史学家在史料

科学整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成为中国古史学研究发展的主要基

础.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越过五四时代史学成果来研究中国古

代史.史学家应该一方面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的现当代理论,扩

大和深化现代史料学的科学建设;另一方面,在现代史料学发展的

基础上,结合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来拓展中国历史科学内部的

各种“上层建筑”(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宗教史、文化史等等)研

究.因此中国史学,特别是古史学,需要在两个方向上开展跨学科

研究:在现代史料学(包括符号学、解释学)层次上和在现代人文社

会科学(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层次上.大致来说,历史科学

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主要存在于技术层面上(胡适、傅斯年基本上停

留在这个阶段),而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才是存在于认识论

和方法论层面上.

中国历史科学,由于已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原始历史资料和

可能将拥有世界最前沿的理论工具,必将有朝一日对世界史学发

挥重大影响.就古史学而言,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把有关中国古代

史研究的科学真理贡献于全人类,以丰富人类共同的历史知识.

“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如确,“国学”就也是属于全人类的,而非仅

１５２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　



“属于”本民族的.我们研究中国古史学,也有一个对世界学术尽

责的意义在.因此中国史学同样地有一个如何与世界史学主体建

立有机联系的问题.世界史学及其理论必然有助于中国史学及中

国古史学的理论化发展.反过来,世界史学也期待着中国史学及

其古史学部分所提供的独特研究成果.为此,中国古史学必须进

一步使其学术话语的组织和风格现代化或科学化,以便使其成为

可在世界主流学术界参与交流和对话的通行学术话语.那么,在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全球化的时代要求下,一个更具学术战略性的

深刻问题是:一方面中国史学是世界史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世界

史学也是中国史学的一部分.后者的意思是:中国学界应当把全

世界、全人类的史学学术,都纳入自己的史学实践范围之内,并在

此广阔、全面的人类史学实践框架内,策划其中国学术区内的各种

史学研究方略.“中国史学”,不仅指各种传统史料本身(民族性遗

产),而且特别指依据现代观点和科学方法(来自世界的方法论工

具)对传统史料进行解剖分析后的成果.符号学和解释学理论是

来自西方的,但它们正是在此地所说的意义上必定也要是“属于”

中国学术的,其道理和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现已完全属于中国社

会文化一样.中国古史学的“材料”固然甚老,但有关此古老材料

之“学”却可能很新.实际上我们应该运用西方最前沿的史料学方

法和技术及其解释说明之前沿理论,来研究东方古老文明的材料.

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加人类历史理论整体

的重建事业.“中国—古代—历史”和“西方—现代—理论”之间的

“相反相合”式的学术对话,在笔者看来,乃是新世纪中属于人类学

术最前沿的思想探讨领域之一.对于这一重要的人类共同学术目

标来说,中国历史学家以及中国人文科学学者,自然是责无旁贷、

２５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当仁不让的.

(原载«文史哲»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３５２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　



“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吴　锐

　　１９２３年,在古史辨运动草创时期,这一运动的主将顾颉刚先

生根据«说文»“禹,虫也”,猜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鲁

迅于１９３５年在小说«理水»中将作为动物之名的“虫”偷换为蠕虫,

顾先生的假说遂被讹传为“禹是一条虫”.虽然顾先生不久后就放

弃了这一假说,但这一假说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被论敌当作软肋加

以要挟和揭发.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席卷全国的批判“胡适派”运动

中,“禹是一条虫”是必不可少的讽刺话头,①直到２０世纪末还不

止一人提起.② 确实如学者指出:“夏史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中

之备受注目,则起于１９２３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９期发表的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这封信顾先生说了一句‘禹是蜥蜴’之

类的话,于是禹是一条虫就变成简单的口号,而引起如火如荼的古

史论战.事后我们知道顾先生的意思不能这么简单地理解,而他

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也含有更深刻的意义,不只是在推翻

古史传说而已,但大家都不太理会.”③在古史辨运动早期,已有学

①

②

③

参见«古史考»(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一至四卷所收诸文.
如廖名春先生提醒人们要警惕“疑古派”,因为“他们宣称大禹是爬虫”,见«出土

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笔谈»,«中州学刊»２０００年第２期;并见«古史考»第五卷,第５５２页.
张立东、任飞编著:«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７２页.



者指出:“以己所处之时代较前人为优越,因而菲薄前人,轻议苛

诋,当非学人态度.”①可是对于“禹是一条虫”这个把柄,“大家都

不太理会”!

更有甚者,将“禹是一条虫”作为一颗炸弹捆绑在“疑古派”身

上,试图令它与“层累说”同归于尽.朱渊清先生近年的«古史的证

据及其证明力———以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为例»一文认为,“顾

颉刚先生的疑古理论与他早年对禹的身份的怀疑密切相关”,顾先

生晚年仍然坚持“禹为动物”一说,这一具体的学术考证中已经体

现了顾先生论证问题的方法,“这项具体的学术考证既是顾先生上

古史研究的原始出发点,也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理论建

设依据的基础”,因而“是我们必须正视而决不能回避的”.

在讨论之前,我愿意引用首次公布的顾先生为«古史辨»第七

册写的序:

　　在第一、二册«古史辨»中,只凭我一个人乱闯,到现在居

然有许多人同我一块儿工作了,集团工作的结果,居然把古史

传说理出一个系统,像这本书所载的了.这就[是]二十年来

学术界的进步,可是一般贵耳贱目的人,还在骂“顾颉刚说禹

为虫”,“«古史辨»太过火了”,我愿意他们肯耐心把这本书翻

一下,千万不要使疑古的人不盲目而反对疑古的人反盲目

了.②

现在离顾先生写这段话已过半个世纪,骂“顾颉刚说禹为虫”、

“«古史辨»太过火了”的状况依然故我,大有墙倒众人推之势,说明

５５２“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①

②

赵贞信１９３２年语,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

９３１页.
顾颉刚:«古史辨»(修订本)第七册«顾序»,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页.



这一八十多年的公案确实仍存在正本清源的必要.作为后学,也

有责任将学术先辈从被绑架的状态解救出来.

一、“禹”名能否作“说文解字”式的分析

在１９２３年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先生写道:

　　至于禹从何来? 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

文»云,“虫也,从禸,象形”.禸,«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

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

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

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

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

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顾先生对“禹”字字义的假定,当时被刘掞黎斥为:“这种«说

文»迷,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底附会,真是奇得骇人了!”①柳诒徵讥

笑顾先生不懂«说文»的义例:“比有某君谓古无夏禹其人;诸书所

言之禹皆属子虚乌有.叩其所据,则以«说文»释禹为虫而不指为

夏代先王,因疑禹为九鼎所图之怪物,初非圆颅方趾之人.”这种傲

慢态度当即遭到钱玄同先生的有力驳斥.② 现在还有人认为顾先

生以虫释禹是“说文解字”式的分析了.其实顾先生在１９２５年对刘

掞黎的答辩中列举的七条证据,③已经很有说服力,只是不必胶着于

６５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刘掞黎:«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古史辨»第一册,第

９４页.
钱玄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古史辨»第一册,第１９５—２０２页.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第１１７页.



“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在回答柳诒徵的讥讽时,顾先生

强调虫是动物的总名,«大戴礼记»中有羽虫、毛虫、甲虫等称谓:

　　言禹是虫,就是言禹为动物.看古代的中原民族对于南

方民族称为“闽”,称为“蛮”,可见当时看人作虫原无足奇.禹

既是神话中的人物,则其形状特异自在其内,例如«山海经»所

说“其神鸟身龙首”,“其神人面牛身”,都是想象神为怪物的表

征.这些话用了我们的理性看固然要觉得很可怪诧,但是顺

了神话的性质看,原是极平常的.

顾先生说“言禹是虫,就是言禹为动物”,精确不移,试申论之.

(一)金文中的“禹”字

(１)先看“禹”字.在金文中的字形如下(«金文编»第９５８页２３５５):

其为虫的象形一目了然.由于«秦公簋»铭文“受天命鼏宅禹责”之

“禹责(迹)”可以和文献中的“禹迹”对应,金文中的“禹”字不可能

释错.金文中的“禹”字常带“土”,如«齐侯钟»“禹”作“ ”.上海

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容成氏»中的“禹”字也带“土”.

再看“虫”字.在金文中的字形如下(«金文编»第８７３页２１３２):

(２)再看夏人是娰姓.“以”字金文作 ,小篆作 ,还保留金

文余意.杨向奎先生认为本像盘蛇,为图腾之标志.①

７５２“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①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３页.



１９３７年,顾颉刚先生在«禹贡»半月刊发表的«九州之戎与戎

禹»一文,①独辟蹊径,从九州四岳的原居地推测禹传说的起源,放

弃了“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之旧说,改从西方寻找禹的

起源.童书业先生在该文跋语中说:“禹名从‘虫’,亦即‘句龙’.”

杨向奎先生称赞这是“卓见”,“此为引进图腾说以证古史,将开辟

新径,为«古史辨»增色”.② 顾先生说“言禹是虫,就是言禹为动

物”,已是以图腾证古史,晚年依然强调禹是夏之图腾.③ 新中国

成立后,顾先生参观中央民族学院,见到台湾高山族的器物,高山

族以蛇为图腾,由此联想到殷周铜器上的盘螭、盘虺纹,可能即禹

图腾之遗留.顾先生所见台湾高山族器物,现在陈列于中央民族

大学民族博物馆内,笔者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目验,器物系木牌,

纹饰中央是人面,人面外绘制一条蛇,蛇尾在内层,蛇头在外层.

我愿意称之为人蛇组合纹饰.笔者曾经引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彩

绘龙纹盘,④其构图方式类似高山族的人蛇组合纹饰,只是高山族

的人蛇组合纹饰正中是人面,而陶寺遗址彩绘龙纹盘正中没有人

面.但这件彩绘龙纹盘可以帮助理解“禹虫”.顾颉刚先生引用«说

文»“禹,虫也”来推断禹出于神话传说,柳诒徵指责这是“不明«说

文»谊例”.而亲历古史辨运动的杨宽先生晚年则指出,这是一种很

有锐利眼光的推断,根本与«说文»的谊例无关,禹和句龙、应龙一样

８５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④

见«古史辨»第七册,第５６１—５７２页.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３７页.
顾洪编:«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十卷,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０年版,第

７９７９页.
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４９页.



是一条“大虫”.①

虫为动物总名,顾先生已指出,这也是个常识问题,顾先生的

批评者似乎还缺乏这个常识.按:«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虫状

如菟”,郝懿行疏云:“菟、兔通.此兽也,谓之虫者,自人及鸟兽之

属,通谓之虫,见«大戴礼易本命篇».”以下我们还要进一步探讨

禹究竟是什么虫.

(二)试对禹父“鲧”名作一“说文解字”式的分析

禹父“鲧”,又作“鮌”.«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

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

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鲧入羽渊所化,«国语晋语八»说是

“化为黄能”,«左传昭公十七年»则说“化为黄熊”,«归藏启筮»

说“化为黄龙”,«拾遗记»卷二说“化为玄鱼 ”.黄龙、玄鱼字义明

确,“黄能”和“黄熊”究竟孰为正字? 按:«国语»韦昭注:“能似熊.”

«左传释文»云:“熊,一作能,三足鳖也.”«史记夏本纪正义»也

说:“鲧之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熊音乃来反,下三点为三足

也.束皙«发蒙记»云:‘鳖三足曰熊.’”王引之力主«国语»、«左传»

原本应该作“熊”.② 鲧入羽渊虽然是神话,熊究非入水动物,我们

还是主张原本作“能”.«山海经»权威研究者袁珂先生也认为“能”

者“熊”字之讹,但又认为三足鳖、熊、水居之能、玄鱼都不如“黄龙”

为近正.③ 其实“鮌”化玄鱼之说,虽然出自晋人«拾遗记»,也有渊

９５２“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①

②

③

杨宽:«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杨宽自传»,台湾时报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

版,第７１页.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九,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７４页.



源.按天、玄古音相通之理(详下),“玄鱼”等于“天鱼”,意谓神圣

的鱼族.“鮌”实为“玄鱼”二字的合写.«甲骨文合集»第２１４７０片

有一个没有释读的“”字,我一向主张是“天鱼”二字的合文(上下

组合).«南明»四七二著录的一片甲骨,“白”字(通“伯”)前的那个

“ ”字,我主张是“天鱼”二字的合文(左右组合),“天鱼白”正像周

文王在商朝被称为“西伯”一样.在青铜器上,“鱼”字还经常用象

形表示,①且多次出现“白(伯)鱼”,如«伯鱼鼎»“白鱼乍宝彝”(«殷

周金文集成»２１６８,西周早期,河北易州出土),«伯鱼簋»“白鱼乍宝

棦彝”(«殷周金文集成»３５３４、３５３５,西周早期),«棴簋»“白鱼乍宝

棦彝”(«殷周金文集成»３８２５,西周早期,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墓葬出

土),«伯鱼卣»“白鱼乍宝棦彝”(«殷周金文集成»５２３４,西周早期),

«伯鱼器»“白鱼乍宝棦彝”(«殷周金文集成»１０５４５,西周早期).

令人惊异的是,写实鱼纹早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公元前

５０００—公元前４５００)已经相当发达.我国考古学家对它们的研究

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特别是１９５４—１９５７年对半坡遗址

的发掘,实际上标志着诞生了中国自己的考古学派.主持发掘的

石兴邦先生推想半坡彩陶上的鱼纹,可能就是半坡图腾崇拜的徽

号.其中一件残片,仅留头部一段.外部轮廓是鱼头形,里面却画

着一个人面形的花纹,石先生推测有特殊意义,似有“寓人于鱼”或

者“鱼生人”,或者是“人头鱼”的含义,可以作为图腾崇拜对象来理

解.② 另外一件人面和鱼的结合更显著(图一,１),这种构图又见

０６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１９６１年河南鹤壁市东南郊庞村墓葬出土,见徐中舒主编:«殷周金文集录»

２０１,四川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６５页.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

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６５、２１７—２１８页.



于陕西宝鸡北首岭(图一,２)及临潼姜寨(图一,３),都在渭水流域.

　１．西安半坡　　　２．宝鸡北首岭　　　３．临潼姜寨

图一　渭水流域仰韶文化鱼纹①

笔者主张这是一种神秘人面和鱼纹的组合,表达的是一种“神

鱼”或者“天鱼”观念,因为当时没有文字,只好用这种图画来表示.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的人面到了有文字的时代,固定为“天”字,字形

还是人站立之形;仰韶文化的鱼纹到了有文字的时代,固定为“鱼”

字.

这种人、鱼紧密型构图方式虽不见于汉水上游的龙岗寺和何家

湾两个仰韶文化遗址,但那里仍有单独的“蒙面人”纹饰和单独的鱼

纹.龙岗寺的“蒙面人”纹饰,见于一件尖底罐(标本 H２３:１).② 这

种神秘的人面纹或兽面纹还可举出如下仰韶文化遗址:陕西西乡

何家湾、甘肃正宁县、甘肃半山.另外,仰韶文化很多几何图案花

纹也是由鱼形花纹演变而来的,可见鱼对仰韶文化先民的精神生

活是多么重要!

夏族的后裔有襃国,西周末年立国于今天的陕西汉中.周幽

１６２“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①

②

以上三图分别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

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第１８０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

岭»,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９页;半坡博物馆等:«姜寨»上册,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版,第２５５页.
«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４、３５页.



王宠幸襃娰而亡国,«国语郑语»云:

　　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

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

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漦

在,椟而藏之,传郊之.”及殷周,莫之发也.及厉王之末,发而

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帏而噪之,化为玄鼋,

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当宣王时

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

这是说明褒姒的来历.«周语郑语»叙述龙漦化为“玄鼋”,后来

才有褒姒的出现,韦昭注:“鼋,或为蚖.蚖,蜇蜴,象龙.”玄鼋既然

是龙漦所化,当然与龙有关.杨向奎先生指出,褒为姒姓,以龙蛇

为图腾,故“褒人之神,化为二龙”,而龙漦化为玄鼋,遂有童妾遇之

而孕生女的故事.“玄鼋”韦注以为象龙蛇者.玄鼋即天鼋(金文

作“ ”),本为夏族图腾,故有此传说.«金文编»所收多例“ ”图

像,古文字学家自来无解,杨先生首次释出这是“玄鼋”二字的合

文,指出下一字与铜器中天鼋之鼋字相当,而尾部更显著.上边之

“”,杨先生认为实龙蛇盘物形,所谓“物”或即古代之华表,因为

这是图腾,所以大其形象,字应释为“玄”.笔者曾经列举更多的青

铜器铭文,证明杨先生的释读.① 从音韵学的角度看,天、玄古音本

相通.«淮南子原道»称赞舜“执玄德于心”,«览冥»云“星耀而玄

运”,高注:“玄,天也.”据«宋史天文志»,“天戈星”又叫“玄戈星”.

«郑语»记玄鼋为龙漦所化,龙是对蛇的神化.鼋为龟,龟、蛇

长期被古人认为雌雄异体.那么鱼呢? «山海经海外南经»:“南

２６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吴锐:«百年树人怀拱辰»,«古史考»第八卷,第５４９—５５０页.



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郭璞注云:“以虫为

蛇,以蛇为鱼.”可见蛇也可称为鱼.不仅如此,蛇还能化为鱼.

«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

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又«海内北

经»:“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柸而东向立.一曰龟山.”可见蛇巫之山

可以称为龟山.是不是因为鱼、龟、蛇都是水族动物,所以被古人

不加区别? 凡此古人的生物学观念,极有助于破译古史,值得大力

研究.

现在可以推测:渭水流域(以今甘肃、陕西为核心)仰韶文化居

民形成了一支“天鱼”部落,经过２０００年左右的发展,分化出“玄

鼋”族,也就是夏族.

张富祥先生近年对上古日名制的研究,独辟蹊径,认为十日名

制乃由十二辰名制转换而来.张先生引«说文»释“禹”为“虫”,虫

即蛇.“蛇”之初文为象形字,后来隶定作“巳”或“它”,西周金文中

的“巳”字尚有逼肖蛇形者.而“禹”字初文的结构,实象以叉具捕

蛇之状,与«说文»所录的“拕”(拖)、“捈”、“抴”(拽)诸字同义.

“禹”释为“虫”,当是借“禹”为“巳”,或二字本自通用,与“禽”、“兽”

等字由动词转为名词皆同例.禹之名实出于十二辰名的“巳”,“大

禹”即“大巳”,犹如商汤之称“大乙”.① 笔者前几年提出商周

“‘天’字族群”假说,②认为在商代甲骨文和商周金文中存在“天”

字(或“玄”字)和动物、器物、自然物等等的组合形式,现在可举出:

(一)天鱼,(二)天鼋(玄鼋),(三)玄鸟,(四)天熊,(五)天豕,(六)

３６２“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①

②

张富祥:«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历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参见吴锐:«甲骨文金文“‘天’字族群”假说»,载«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

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天虎,(七)天戈,(八)天弓,(九)天刀,(十)天钺,(十一)天刑,(十

二)天禾,(十三)天木,(十四)天周,(十五)天己,(十六)天井,(十

七)天 ,(十八)天 ,(十九)天车(玄车),(二十)天中,(二一)天

山,(二二)天于.还有不少干脆把“天”字(或“玄”字)省略了,例如

天鼋( )省略为鼋( ).夏人为玄鼋族,鼋即鳖,古人认为龟、蛇异

体,夏人当然也可叫做天蛇族,应当是从天鱼族分化出来的.

二、夏文化发源于陕西说

如果说禹为虫,它的发源地又在何处? 由于没有发现夏代文

字,这一问题虽然十分重要,但却不易解决.二十多年前,夏鼐先

生对夏文化的定义是:夏文化指的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①

这一定义似乎有点过窄.夏王朝建立以后,族系融合,原先建立夏

王朝的夏民族已经很难与其他民族区别看来,“夏”逐渐成为“中国

之人”的代名词(«说文解字»),被赋予“大”等褒义,还成为正统的

象征,如历代的夷夏之辨.夏文化的起源地和夏族的起源地当然

是密不可分的.困难在于,族群在迁徙,地名跟着搬家,各家的认

识也不同.

(一)夏文化起源地的种种观点

１．中部说

关于夏族的发源地,传统上认为在河南.«史记货殖列传»: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

４６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河南文博通讯»１９７８年第１期.



敦愿.”«集解»引徐广曰:“禹居阳翟.”«正义»:“禹居阳城.颍川、

南阳皆夏地也.”阳翟在今河南登封东南、颍水流域的禹县,１９５９

年,徐旭生先生调查“夏墟”,即以此地为首选.禹父号“有崇伯

鲧”,学者多认为“崇”即嵩山,也在登封.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二

十多年来,一直是探索夏文化的焦点.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傅斯年先生提出著名的“夷夏东西说”,主张

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至于夏,因为禹迹无

所不在,傅先生将它排除,以启以下为限.夏的区域包括今山西省

南半部(即汾水流域),近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

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流.虽然傅先生说“夏为

西方之帝国或联盟”,那是相对东方的殷商说的,傅先生强调夏以

河东为土.都洛阳,与周人以岐渭为本不同.① 可见傅先生“夷夏

东西说”实为中部说.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刘起棞先生结合山西陶寺遗址的新发现,纵

论夏文化始于晋南,然后东进河南.② 刘先生认为,禹族向东发展

到山西南部汾水流域,在历史上留下五个“大夏”或“大夏之虚”,两

个“夏虚”,至今有地名曰“夏县”.第一个夏虚位于襄汾、翼城、曲

沃之间,有一座处于中心地位的崇山,成为该族的神山,所以夏人

的远祖鲧、禹又称为有崇伯鲧、崇禹.在崇山下发现的陶寺遗址,

刘起棞先生认为应属夏文化,也说明夏文化起于晋南.禹族有可

能兴于陕西,还没有称为“夏”;后向东发展到汾水流域,停留下来,

创造了“曾经有过数百年长期繁荣”(考古学者介绍陶寺语)的夏文

５６２“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①

②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
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１９３３年.

刘起棞:«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３２—１６６页.



化,才称为“夏”.由于积数百年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力量壮大,才

一举东入豫境,击败鸟夷有扈氏之族,建立了夏王朝,都阳城(河南

登封告城镇).①

２．东方说

傅斯年先生在北京大学课堂上教授“夷夏东西说”,正在听课

的杨向奎先生起而反驳师说,认为夏民族起于东方,夏代在中叶以

前之活动中心以山东为主要地区,后来向西边的山西等地发展.

杨先生晚年著作«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还在发挥这一观点.现在

仍然有学者主张夏族起源于山东.

３．西方说

主张夏起于西方并且实定为陕西中部的只有顾颉刚先生一

人.他将中国古史中的民族分为东、西两大族:

东方族

虞

商

ì

î

í

ï
ï

ïï

西方族

夏

姜

周

ì

î

í

ï
ï

ï
ï

　　自注:“夏———在今陕西中部,后迁于东方洛阳,其疆域远

及山东.其宗神为禹.姒姓.”

顾先生这篇读书笔记似乎写于１９６８年,这应当是“夫子晚年

定论”了.笔者编辑«古史考»第六卷«帝系的偶像»时,即以此文开

篇;“帝系的偶像”也是顾先生原话.

６６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引自刘起棞先生谈话,并见顾颉刚、刘起棞«尚书甘誓校释译论»(«中国史研

究»１９７９年第１期),以及刘起棞«古史续辨»第１３２—１６６页.



４．南方说

相传禹娶涂山氏女,涂山被定在安徽.史书又载汤伐桀,桀逃

往南巢,南巢也被定在安徽.若按这两种说法,夏文化自始至终都

与安徽有关.① 可是若按前辈学者如傅斯年、钱穆的考证,涂山即

三涂山,在今河南境内.而且蚌埠在上古是鸟夷族的腹地,②夏王

朝不大可能起源于此,更何况那时还没有夏王朝.

(二)夏族的起源不出渭水—汉水流域

据许多文献上都有“禹都阳城”的记载,随着河南登封县告成

镇西的王城岗城址的发掘,主张禹都阳城即王城岗的人不少,更何

况登封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带“阳城”字眼的陶文.可是,即使王

城岗城址的年代在夏代纪年范围内,就一定能证明就是禹的都城?

出土了战国时期的带“阳城”字眼的陶文,就能担保禹时的阳城就

在这里而不在别处? 而且古史中的阳城至少有七个.按照我们的

理解,古人以山的南面或水的北面为阳,则“阳城”只是山南之城或

水北之城的意思,容易出现异地同名.例如,据«史记张仪列

传»:“秦惠王十年仪因说魏王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

王.惠王乃以张仪为相,更名少梁曰夏阳.”«集解»引徐广曰:“夏

阳在梁山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司马迁就是韩城人.«索隐»:“夏,

山名也,亦曰大夏,是禹所都.”可见禹都传说之多.

前面指出渭水流域(以今甘肃、陕西为中心)的仰韶文化,辐射

到汉水上游(也在今陕西境内),在这两大流域内,形成了一支强盛

７６２“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①

②

«解放日报»(上海)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３日.
据古本«竹书纪年»,后相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风夷.淮夷、风夷(凤夷)应属鸟

夷族系.



的天鱼族,经过漫长的发展,分化出一支玄鼋族,即夏族.可是当

今学术界似乎没有人主张夏文化起源于渭水、汉水流域的,如何看

待这一矛盾呢?

夏文化既然因“夏”而起,当然与夏族有关.当夏族建立夏朝

以后,“夏文化”就不能局限于夏族所创造的文化了.

首先从逻辑上说,夏朝作为我国第一个王朝,必然产生于有丰

厚的文明积累之地.在夏朝以前,文明积累最丰厚的,我以为是炎

帝族系、黄帝族系和鸟夷族系.

鸟夷族系有着明显的鸟图腾崇拜,与“禹虫”判然有别,又跨

«禹贡»之冀、扬、兖、豫、徐、青诸州,可以排除.

炎帝族系、黄帝族系的发祥地,众说纷纭,我以为最切实的办

法是寻找它们的母亲河.«国语晋语四»说炎帝以姜水成,黄帝

以姬水成,姜水可以说是炎帝的母亲河,姬水可以说是黄帝的母亲

河.«水经注渭水»以岐水东流、径姜氏城南为姜水.这条水即

经过现在岐山、扶风、武功入渭水的那条水,在谭其骧先生主编«中

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漆水西南.历代并

没有关于姬水的直接记载,杨向奎先生考证姬水即漆水,发源于今

麟游西偏北之杜林,而在今武功(邰)入渭水.① 刘起棞先生认为

姬水即渭水,姜水即羌水,亦即连白龙江、白水江之水.② 姜水、姬

水无论如何讨论,都在渭水流域,无疑是尔后王朝诞生的沃土.

其次,从史实上看:

(１)关于夏族的兴起,还是要从鲧说起.«国语周语上»:“昔

８６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１６—１８页.另参看谭其骧主编:«中国历

史地图集»第一册«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中国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版.
刘起棞:«古史续辨»,第１８１页.



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国语周语下»:“昔在有虞,有崇伯鲧.”

这“崇山”真是夏族的龙兴之地,难怪鲧称“有崇伯”.韦昭以今河

南嵩山解“崇”.可是据«尔雅释山»:“山大而高,崧.”“崧”即

“崇”,可见高大的山都可叫“崇山”.«山海经»西次三经之首叫崇

吾之山,在河之南.崇吾,郝懿行注:“«博物志»及«史记封禅

书索隐»引此并作崇丘.”«尚书尧典»记舜摄位,便“放驩兜于

崇山”.«史记五帝本纪»云“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集解»

引马融注:“崇山,南裔也.”«御览»四九引盛宏之«荆州记»:“«书»

云‘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在澧阳县南七十五里.”长期以来,人们相

信古籍中的澧水就是现今湖南省境内的澧水,其实应如石泉先生

所考,先秦至齐梁以前的澧水即今湖北省钟祥市西北的浰河.①

陕西关中也有“崇”地.«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歌颂文王的伟大

功绩:“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崇、丰都在周人

发祥地周原附近.“有崇伯鲧”的“崇”可能也在这一带.

(２)在夏族产生之前,炎黄两大族系融合的时间已经相当长.

夏禹的丰功伟绩是治水,而姜姓四岳则是禹的得力辅佐.② 顾颉

刚先生考证姜族原居地在四岳,为西方萃聚之四山,在陕西、甘肃

交界一带.③ «山海经西次四经»中有申山,其西有上申之山,其

西又有申首之山,都在陕北.«逸周书王会»有“西申”,显然指姜

族居住在西部而言.那么四岳所辅佐的禹必然也在西部.

(３)前引«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还说道:“丰水东注,维禹之

９６２“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①

②

③

参见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６０—

２２８页.
参见«国语周语下».
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所附“四岳与五岳”地图,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



绩.”«秦公簋»铭文“鼏宅禹责”,活像«文王有声»的“维禹之绩”,

“责”、“绩”即迹.又,«诗经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

之.”南山在宗周南.随着禹治水神话的扩散,“禹迹”也无所不在.

最初的禹迹何在? １９３７年,顾颉刚先生在«禹贡»半月刊发表的

«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后收入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

册),是一篇“从文献到文献”①重建夏史的重要文献.顾先生的基

本结论是:九州为“中国”的代称,夏人的祖先禹与九州有极深的关

系,而九州最初是戎族的聚居地,故禹又称“戎禹”.也就是说,原

居住小地名九州(其地有一簇丛山称“四岳”)的戎族,逐步发展成

文化先进之族,就把原地名带来,称天下为“九州”.先把四岳山名

带到山西境,因字形转写成“太岳”,而四岳又演化为全境的四岳、

五岳.总之全境的九州、五岳,是由小地名九州、四岳发展而成.

按:“戎禹”虽不能证明禹出于戎族,却能证明禹与戎族关系密切,

从而说明禹的地域靠近西部.

(４)据«左传昭公元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

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马克思曾经引用摩尔根的话说:“世袭

继承制在凡是最初出现的地方,都是暴力(篡夺)的结果.”②据古

本«竹书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战国楚简«容成氏»也说:禹有

五子而不传子,乃让天下之贤者,“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击益

自取”.“益”和禹相传都是舜的得力助手,«孟子滕文公上»:“当

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

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

０７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从文献到文献”为李学勤先生批评“疑古派”语,见张立东、任飞编著:«手铲释

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第１３２页.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２３页.



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

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

也.”“益”字或写作“嗌”,为鸟叫声.“益”有时作“伯益”,为皋陶之

子;有时作“伯翳”,为秦人之祖.总之都属鸟夷族系,所以益为掌

鸟兽之官.① 中国思想史艳称“二帝三王”,“二帝”指尧、舜,“三

王”指夏禹、商汤、周武王,尧、舜、商汤都是东方鸟夷族系的首领,

夏禹、周武王是西方黄帝族系的首领而与炎帝族系结盟.中国上

古史的主干可以说是东方鸟夷族系与西方黄帝族系的斗争,“益干

启位”也是如此,最后的结果则是夏族胜利了.

前引«左传昭公元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举出的例子是

“夏有观、扈”,与“虞有三苗”、“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并举.启

建立夏王朝,有扈氏起而抗启,大战于甘,现在传下来的«尚书»中

有«甘誓»一篇,记载的是启有扈的誓词.启指控有扈氏“威侮五

行,怠弃三正”,假借天命用武力消灭了有扈氏,汉代人认为:“昔者

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淮南子齐俗»)有扈氏,

«史记夏本纪»列为夏族支系,汉代马融、郑玄诸人都认为是夏的

同姓国.钱穆先生认为有扈不在陕西而在今河南原武县西北.②

顾颉刚、刘起棞二先生提出新解,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论

少皞氏鸟名官,有“九扈”,为九农正,而“九扈”«说文»作“九雇”,

“雇”的篆文作“鳸”,因古篆中“鸟”、“隹”实是一字.王国维因卜辞

地名中有“甘”有“雇”,遂认为“扈”即卜辞中的“雇”,在今河南原

阳、原武一带.甘在今河南洛阳西南.刘起棞先生进而分析,夏后

１７２“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①

②

参考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七册,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

２２２—２２９页;顾颉刚:«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古史考»第六卷.
钱穆:«史记地名考»卷六,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４４页.



氏这一部落联盟的活动区域首先当在较西的陕西以东、山西一带,

是逐渐向东发展的.可能在启以前,其活动区域基本在平阳、安

邑、晋阳等今山西省境,再东向就达到河南,因而遇到郑州附近的

有扈氏的阻挡,有扈部落向西抗击有夏部落,就在洛阳附近的甘水

一带作战.①

笔者同意将有扈氏解释为鸟夷族,但不同意将有扈氏和甘之

地定在河南郑州、洛阳一带.首先是我们以为早在夏代以前,鸟夷

族的势力已达今陕西境内,最明显的有关舜道死苍梧的传说,应当

在今陕西东南(详下考).其次«山海经中山经»记有一条向北流

入洛水的甘水,同时记发源于讙举之山的洛水东北流注于玄扈之

水,玄扈之水则出自玄扈之山,讙举之山和玄扈之山中间夹的是洛

水.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第３５—３６页«战

国韩魏»绘有“玄扈水”,在今天的陕西上洛东南流入洛水上游.玄

扈水北方不远就是华山,在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的仰韶文化庙底

沟类型黑套大鹰鼎,“堪称原始艺术杰作”,②仰韶文化鸟形陶器虽

然远远少于东方大汶口文化,但不排除这件大鹰鼎有图腾崇拜之

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约在公元前４５００年至公元前３６００年之

间,其末期也比夏初早出约１６００年.鸟夷族的大本营在东方,扩

张的方向是向西,“玄扈”的意思应当等同于«诗经»“天命玄鸟,降

而生商”的玄鸟,也等于天鸟,意思是“圣鸟”.这一支扈族从今陕

西东南发展到关中成为有扈氏是有可能的.据汉代马融等人的注

２７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顾颉刚、刘起棞:«尚书校释译论»第二册,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第８６６—８６７
页.

图片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

６０１页.



解,有扈在扶风鄠县,即今西安西南方不远的户县.甘,马融注为

有扈南郊地名.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邑部»,鄠地还有户谷、户

亭、甘亭.或以为马融是扶风人,才把扈和甘说成在扶风鄠县,其

实这种可能性并不比马融作为本地人更熟悉当地地名的可能性更

大.

(５)由于自古以来夏朝与河南、山西、山东相关的记载颇多,加

之河南、山西发掘了二里头、陶寺等重要遗址,陕西与夏文化的关

系鲜有提及.① 如果翻开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一册第９—１０页的«夏时期全图»,就会发现在今陕西境内的地名

只有扈和甘两个.如果按钱穆、顾颉刚、刘起棞等先生的新解,这

两个地名应该在河南,那么陕西与夏文化的关系真可谓不绝若线

了.按:«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

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杜«注»:在弘农渑池县西,即

今河南渑池县西.殽山和函谷关是关中通往中原的要道,所以张

良等人力劝刘邦以关中为都.顾颉刚先生推测:“殽山一带,是秦、

晋之关隘,其在前代,亦为夏、周之关隘,犹明、清之榆关然.文王

辟风雨于是,即其翦商时东出之道.至夏后皋之墓在是,若以夏都

阳城或安邑解之,实不可通,以其舍帝都之近而远葬于山陵峡谷之

中也.意者夏本都关中,其后拓土东方,后皋往来两地,中途暴卒,

３７２“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① 笔者几年前向西北大学考古学家刘士峩先生请教,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１日得刘先

生回信:“当前对夏、商族的起源问题,不仅在史学界是亟待攻克的难题,而在考古界也

是引人关注的重大课题.据我在陕西考古系统所接触到的许多年轻学者,也都极其注

意这一问题的线索,虽假设立说,均苦无科学依据.在陕西地区发现了不少原始社会

末至商初的考古学文化,但哪一类型文化是夏文化,说不清楚.或者是尚未发现,或者

是发现后我们尚不认识,二者都有可能.”



遂葬于斯乎?”①据古本«竹书纪年»,夏朝从禹算起,传十七世,夏

后皋是第十五世国王.末代国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

在其南,羊肠在其北”.② “泰华”即华山,在今陕西.至少说明迟

至夏朝末年,陕西仍然是夏朝的大后方.

(６)汉代的«说文解字»将“夏”解释为“中国之人也”,清人朱骏

声主张“夏”字的本义为“大”,同时又说:“按,就全地言之,中国在

西一小隅,故陈公子少西字夏,郑公孙夏字西.”③“中国”本指中

原,地方并不大,不能说是“在西一小隅”.按古人名、字相应之理,

春秋人的名、字,夏、西对应,诚如刘起棞先生所说,“说明春秋时人

的心目中也认为夏人原是处于中原以西的西土的”.④ 不仅如此,

后世尚以“夏”代表西北.«洛阳伽蓝记»:“北有二门:西曰大夏门,

汉曰夏门,魏、晋曰大夏门.”«乐府诗集»二十七«陇西行»一曰«步

出夏门行».顾颉刚先生据此指出古代即以夏指西北隅.或称夏,

或称大夏,一也.⑤

现在的问题是:春秋时人心目中的夏在西,“西”至何处? 我们

以为必然包括今陕西,甚至包括今甘肃的一部分.首先是禹有“戎

禹”之称,历来是将“戎”定在西方的.大禹兴于西羌等说法将禹的

始兴地向西推得更远.其次,周人以夏自承,屡见于«尚书»、«诗

经»,现代的研究者往往认为是高攀,实际周与夏有族系和地域上

的渊源.族系方面,杨向奎先生认为从褒娰的传说中可以看出夏

４７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④

⑤

顾洪编:«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九卷下,第７５６６页.
见«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载吴起语.
«说文通训定声豫部第九».
刘起棞:«古史续辨»,第１５２页.
顾洪编:«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五卷上,第２８０４页.



人崇拜“玄鼋”,从«国语周语»“我姬氏出自天鼋”可以看出周人崇

拜“天鼋”,而玄鼋、天鼋是一回事(已见前引).地域方面,«尚书

周诰»及«诗周颂»,周人皆自称为夏(“区夏”、“时夏”).«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观周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

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顾颉刚先生解释说:“夫秦声而

曰‘夏声’,且曰‘周旧’,明周与秦所处者皆夏境也.”①孙作云«说

雅»指出秦人居周故地(即夏故地),«秦风»得称为“夏声”,西周诗

也可以称为“夏声”,«小雅鼓钟»篇所说的“以«雅»以«南»”也就

是“以«夏»以«南»”,这个“«雅»”字也指夏地.顾先生补充«墨子

天志下»的一条材料:“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

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所引«大夏»在今«诗经大雅皇

矣»,为夏、雅相通之一证.②

(７)如上所述,“夏”有大义,有“雅”义,都是褒义.我以为“夏”

字的另一意义值得重视.«周礼天官»有染人一职:“掌染丝帛.

凡染:春暴练,夏纁玄,秋染夏,冬献功.”郑玄注:“染夏,染五色.”

并引«尚书禹贡»“羽畎夏翟”,这是徐州的贡品,“羽畎夏翟”即羽

山所出五色雉羽.而“华”字的基本意思是草木开花,也有彩色之

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豫部第九»解释“华”字的多种意义,

即引«汉书五行志»“华者,色也”,又引«尚书顾命»“华玉仍

几”,«传»:“彩色.”刘起棞先生则援用更多例子来证明华、夏二字

意义相通.③ 流行看法认为“夏”的本义为“大”,我以为这是后起义,

最初义就是“华”,也就是“花”,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的花叶纹.花

５７２“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①

②

③

顾洪编:«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九卷下,第７５６７页.
顾洪编:«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七卷上,第４８９６—４８９７页.
刘起棞:«古史续辨»,第１５４—１５５页.



叶纹和鱼纹可以说是仰韶文化两大标志性纹饰,花叶纹的强大传播

力可以说令人叹为观止,北至内蒙古、辽宁,南至湖北、上海,西至青

海,笔者曾举出数十例图案.① 石兴邦先生曾经绘出各地方考古文

化的代表性花纹,以显示仰韶文化对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崧泽文

化、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影响.② 有学者甚至认为,仰韶文化庙

底沟类型花叶类纹饰其实是鱼纹,③石兴邦先生也持相同看法.如

果存在这种可能性,则仰韶文化的“鱼文化”底蕴真是太深厚了.

仰韶文化分布极广,我们特别注意渭水流域和汉水上游.渭

水流域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可举出甘肃秦安大地湾、陕西宝鸡北

首岭、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汉水上游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可举出

陕西南郑龙岗寺、西乡何家湾.而且渭水流域、汉水上游都有早于

仰韶文化的遗址发现,考古界或称之为“前仰韶文化”,或称之为

“大地湾一期”,可见仰韶文化本身还有很深厚的根基.很可能,渭

水流域(以今甘肃、陕西为核心)和汉水上游的仰韶文化居民形成

了一支“天鱼”部落,经过两千年左右的发展,形成“玄鼋”族,取名

为“夏”,意义等同于“华”,赞美他们的民族像花一样有生命力.渭

水流域的华山可能是夏族在某一时期崇拜过的圣山.

«山海经海内南经»载: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

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

６７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一卷,第２４１—２７０页.
参见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载«亚洲文明论

丛»(一),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以及«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辩证的发展过程及其

源流的考察»,载«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４２页.
马宝光、马自强:«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新探»,«中原文物»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郭璞注:

　　听其狱讼,为之神主.不直者则血见于衣.(请生),

言好生也.

夏后启是夏朝第一个国王,他手下的大臣孟涂是个司法神.到了

春秋时期,则有文献资料可以证明巴人的活动地区仍然在汉水流

域,半个世纪前,古史辨派健将之一童书业先生已倡此说.以研究

湖北历史地理著称的石泉先生用更多材料证明,先秦时期的巴国

故地以及巴人活动的中心地带当在汉水上游、今陕西东南的安康

地区.① 夏代巴人活动的中心地带也有在汉水的可能,夏朝的统

治中心应当距汉水不远.

汉水流域有两个“夏水”地名,可能也与夏文化有关.

一是今湖北襄樊市以西,上至丹江口、老河口一带的汉水河

段,古称“沧浪之水”(或“苍浪之水”),至迟从东汉开始,沧浪之水

又称“夏水”.«史记夏本纪»引«尚书禹贡»汉水“又东为苍浪

之水”句,«索隐»:“马融、郑玄皆以沧浪为夏水,即汉河之别流也.”

比临丹江的河南省淅川县有重要的下王冈仰韶文化遗址.

二是另外还有一条古夏水,流行说法定在今湖北荆州市江陵

以东的江汉平原上,流经今江陵、监利、潜江、仙桃等县市,在今仙

桃市附近注入汉水,汉水受纳夏水后亦得称夏水,流至今武汉市区

注入长江,这是因为自唐初以来,人们都认为先秦楚国的郢都、秦

汉至齐梁时的江陵就是现今荆州市江陵城市北的纪南城,实际根

据石泉先生新考,古江陵在今湖北宜城南境,公元５５４年西魏攻陷

梁元帝建都的古江陵城并加以毁灭性破坏,后梁主萧詧才在现今

７７２“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①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第１８—１９页.



的江陵建立起附庸国.结合古华容、监利、惠怀县的新定位,石泉

先生推定古夏水当流经今宜城南境、钟祥西北境,可能在今钟祥西

北境丰山口稍南处流入沔水.而且古夏口也不在今天的武汉,而

在今天的钟祥城或稍南.①

近年公布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②所记汤伐桀、桀逃亡的最

后两站是南巢和苍梧.

南巢的地望,从古至今被定为今安徽巢湖,这也是鸟夷族的腹

地,似乎不适合作为避难所.而且安徽与夏文化的关系,多因附会

禹娶于涂山氏而起.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夏本纪集解»所引郑玄的注解,说南

巢是“南夷地名”.郑玄是东汉人,另一东汉人班固作«汉书地理

志»,列入正南的是荆州,则南巢有可能在荆州.南阳郡、南郡、江

夏郡都属于荆州,其地域大多在今南阳盆地和汉水流域.«荀子

解敝»:“桀死于亭山.”杨注:“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王

先谦«荀子集解»引王念孙说,认为作“鬲山”者是.我以为还有一

种可能,“亭山”可能为“章山”之讹,章山即南巢.«山海经大荒

西经»:“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大荒西经»记汤伐桀于章山还

涉及另外一个地名巫山:

　　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

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此巫山大概不会离章山很远.郭璞注:“自窜于巫山,巫山今在建

平巫县.”历代都认为即今重庆市最东边的巫山县,位于长江三峡

８７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第１１７—１５８页.
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中的巫峡,与湖北省巴东县接壤,这是极大的误解.按«汉书地

理志»云:“南郡巫.”应劭注云:“巫山在西南.”又说:“夷水出巫,东

入江.”历代又以为“江”是“长江”的专称,导致坐标大移位.其实

汉水在古代屡被称为“江”,周昭王南巡不复,就是卒于“江”(汉水)

上的.石泉先生指出,沂水、淮水都曾称“江”,尤其是指出今湖北

宜城市南境、汉水的支流蛮河,古代也称“江”,①石破天惊.早在

“禹贡学派”活跃的时期,钱穆先生已经指出巫山最初在湖北随县

西南百二十里之大洪山.石泉先生也指出三国吴时的巫县还在今

宜城市西南角、南漳县东南境,巫山也当在此,不在今巫山山脉.②

如此,汤伐桀于章山的所在,也应该在今湖北西部.«汉书地理

志»荆州“江夏郡”下列十四县,班固在其中的竟陵下注云:“章山在

东北,古文以为内方山.”即今大洪山脉的中段.③ «山海经大荒

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

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这里的“苗民”应当

就是三苗,三苗的范围,前引吴起所说“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

则章山必靠近洞庭、彭蠡,«山海经»置于西北海外、黑水之北,可能

是传闻之异.还有一种可能是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说“三苗在

江淮荆州数为乱”,被赶到三危,历代注家认为三危在今甘肃最西

之敦煌,钱穆先生认为在今甘肃渭源、岷县一带,④«山海经»也置

三危于西北,又补叙三苗原居地有章山.

９７２“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①

②

③

④

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载«文史»第六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

版.又收入其«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石泉:«古巫、巴、黔中故址新探»,收入其«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３８５—３８６页.
钱穆:«史记地名考»,第６７页.



苍梧,历来定在今广西东部、靠近广东的苍梧,实际上桀是绝

不可能逃这么远的,此“苍梧之野”必然别有所指.«文选»卷八司

马相如«上林赋»:

　　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 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

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余委蛇,经营

乎其内.

«上林赋»是文学作品,极尽铺张之能事,或以为这一段出现的

地名都是虚指.比如２００６年国庆节前夕,天安门广场搭起一个布

达拉宫景观,难道可以说布达拉宫在北京而不在西藏? 南宋吴仁

杰«两汉刊误补遗»卷六具体指出«礼记檀弓»言舜葬于苍梧之

野,注谓零陵是其地,零陵在长安之南,不得云左.其实清初王夫

之已经指出屈原曾居汉水北.钱穆先生也曾指出今湘西之湘水、

澧水、沅水在长江北不在今湖南.石泉先生的考证更加细密.与

此相关的零陵等现在湖南境内的地名原来是从汉水流域带来的.

苍梧,李善注引文颖曰:“苍梧郡属交州,在长安东南,故言左”.汉

代确有交州,可是«上林赋»中提到的几个地名:

西极,李善注引«尔雅»曰:“至于豳国,为西极,在长安西,故言

右也.”

丹水,李善注引应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领山,东南至析县入汋

水.

紫渊,李善注引文颖曰:河南谷罗县有紫泽,在县北,于长安为

在北也.

灞浐,李善注引张揖曰:灞、浐二水终始尽于苑中,不复出也.

泾、渭二水从苑外来,又出苑去也.

酆镐潦潏,李善注引张揖曰:酆水出鄠县南山酆谷,北入渭.

０８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镐在昆明池北.(李)善曰:潦,即涝水也.«说文»曰:涝水出鄠县,

北入渭.潏水出杜陵,今名沇水,自南山黄子陂西北流经至昆明池

入渭.

可见这四个地名都在首都长安周围,则苍梧不会远到交州.

钱穆先生认为这个“苍梧”就是苍野.«左传哀公四年»:“楚右师

军于苍野”,杜预注:“苍野在上洛县.”«水经注»:“丹水自苍野,东

历菟和山.”钱先生推测苍梧之野亦可称苍野,相其地望,当在今陕

西商县东南,菟和山西境.①

笔者主张这个“苍梧”可以参照«文选»卷八扬雄«羽猎赋»:

　　入洞穴,出苍梧.乘巨鳞,骑鲸鱼,浮彭蠡,目有虞.

洞穴,李善注引晋灼曰:洞穴,禹穴也.(李)善曰:郭璞«山海

经注»曰:吴县南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道也.言潜行水底,

无所不通也.

彭蠡,李善注引应劭曰:彭蠡,大泽,在豫章.

有虞,李善注:有虞,谓舜也.

应劭是东汉人,他说彭蠡在豫章,“豫章”应指豫章大陂,远古

的豫章大陂并不在今天的江西,而在今湖北省襄樊市东北约四十

里的唐河与白河之间近白河东岸处,亦即以新野以南、汉水以北的

南阳盆地南部较低洼地带,«方舆纪要»卷五十一«河南»六«南阳府

邓州新野县樊陂»尚有记载.② 看来«羽猎赋»里的“洞穴”只是

普通的入口,不是“洞庭”.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自古以来就是一

条息息相通的大通道,扬雄所描写的正是从陕西出发东南行,到达

１８２“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①

②

钱穆:«古地理论丛»,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８０页.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第３６０页.



湖北西北的襄樊一带.

而且彭蠡的地望还可参照洞庭.«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

列传»记吴起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既不是主流看法

所指认的今湖南洞庭湖,更不在江苏吴县.«山海经中山经»: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澧沅之风,交潇湘之

渊,是在九江之间.

先定“九江”的所在,这也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尚书禹

贡»云“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

梦作乂”,后面还说到“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

南河”.«汉书地理志»认为在庐江郡寻阳县,南宋蔡沈«书集传»

认为九江明明写在荆州,“今详汉九江郡之寻阳乃«禹贡»扬州之

境,而唐孔氏又以为九江之名起于近代,未足为据”.直到清代的

胡渭、杨守敬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都坚持寻阳属«禹贡»之扬州.

蔡沈采纳胡氏(旦)、曾氏(旼)、朱熹的意见,认为九江在洞庭.这

是正确的意见,不过他承袭了洞庭在长江以南的旧说.按:«战国

策秦策»载张仪说秦王曰:“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

都江南.”“五都江南”,«韩非子初见秦»作“五湖江南”.«史记

苏秦列传»载苏秦游说楚威王曰:

　　楚南有洞庭、苍梧.

同篇后文又云:

　　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

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巴,«索隐»:“巴,水名,与汉水近.”«正义»:“巴岭山在梁州南

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岭山.南回(记)大

江.此南是古巴国,因以名山.’”

２８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五渚,«集解»:«战国策»曰“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

庭、五渚”,然则五渚在洞庭.«索隐»:“按:五渚,五处洲渚也,刘氏

以为宛邓之间,临汉水,不得在洞庭.”

可见前人早已认识到五渚在长江以北的汉水流域,因而怀疑

不会在长江以南的洞庭,如果加以“疑古”,把五渚、洞庭都置于长

江以北,就无疑滞了.钱穆先生已经有比较详细的论证,①石泉先

生大畅其说,指出春秋战国时的洞庭,尚在今宜城东南境、钟祥西

北境之汉水西岸,朱堡埠西处.②

主张九江在庐江寻阳的学者,常用«史记龟策列传»“庐江郡

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太卜官”作证,最近刘起棞先生

仍如是说.③ 实际长江本来多龟,«山海经中山经»:“又东北三

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良龟.”

又,«山海经中山经»:“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澧

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湘水、资水、澧水、沅水是现

今湖南西部四大水,钱穆先生已考证它们原来也在长江以北,石泉

先生论证转精.④ «山海经»保存古代史料的价值,于此可见.清

代史家胡渭在«禹贡锥指»中评论说:“太史公不敢言«山海经»,然

其中亦有可信者.如谓澧沅潇湘在九江之间,赖此一语而九江遗

迹犹可推寻,其有造于«禹贡»不小也.”⑤

与苍梧联系最多的,是说它是舜的死处、葬处.«礼记檀弓

３８２“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钱穆:«楚辞地名考»,«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三期,１９３４年.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第２１９—２２１页.
顾颉刚、刘起棞:«尚书校释译论»第二册,第６５６页.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第１６０—２２８页.
胡渭撰,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０８页.



下»云:“舜葬于苍梧之野.”«史记五帝本纪»:“(舜)崩于苍梧之

野.”«山海经海内南经»置苍梧于南方,说帝舜葬于苍梧之山之

阳,尧的儿子帝丹朱葬于苍梧之山之阴.舜的最大武功是征服三

苗,“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都在今湖北西北.回顾«容成氏»所

载汤伐桀、桀逃亡的路线是戎遂→鬲山氏→鸣条之遂→南巢氏→

苍梧之野,桀的意图是想从鸟夷大本营逃脱,进入西北夏人的老根

据地.可见夏文化与西北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

科学发现通常从提出假说开始.“禹是一条虫”正是一个富有

远见卓识的假说,不应予以轻易否定乃至于讥笑.

(原载«文史哲»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４８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常玉芝

　　黄帝,传说是生活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现在一般中国人都说自己是黄帝的子孙.但是,早在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顾颉刚先生就指出,“黄帝”一称是在距今两千数百年前的战

国时期才出现的;①“帝号的作为职位和称谓始于秦”;②秦以前的

“«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帝尧、帝舜等不算)”;③“黄帝是

西北民族的神话人物”,④“看«封禅书»便可知道是秦国所奉的‘上

帝’之一,到战国时竟变成了‘人帝’,做«世本»的又拿古帝王的世

系一个个牵引上去,于是黄帝就成了中国人公共的祖先”了.⑤ 胡

适同意顾先生的意见,他说:«诗»、«书»里的“帝”是指“天帝”,“看

«郊祀志»,可见许多‘帝’为西方民族(秦民族)的天神”.⑥ 总之,

顾、胡二先生都认为秦以前的“帝”是指天神“上帝”,黄帝是西北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９期,１９２３年５
月６日.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中编,朴社１９３３年影印本,第６０页.

顾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古史辨»第一册下编,第２０５页.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中编,第６２页.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中编,第１２１页.
顾颉刚:«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古史辨»第一册上编,第２０页.
胡适:«论帝天及九鼎书»,«古史辨»第一册下编,第１９９页.



民族的天神,而不是指的人帝.① 笔者认为,顾颉刚、胡适先生关

于秦以前的“帝”是指天神上帝,战国时期才出现的“黄帝”不是

指人帝的说法,是极为正确的.这由距今三千年前的商王朝的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帝”字的用法可以得到坚实的证明.在商代

甲骨卜辞和金文中有不少“帝”字,这些“帝”字绝大多数作“ ”形

和“ ”形.陈梦家先生曾总结卜辞中的“帝”字有三种用法:“一为

上帝或帝,是名词;二为禘祭之禘,是动词;三为庙号的区别字,如

帝甲、文武帝,名词.”②陈说基本正确.下面分别论述这三种用

法.

一、“帝”作祭祀动词———禘祭

作祭祀动词用的“帝”主要出现在甲骨卜辞中,其写法多作

“ ”形,极少数有作“ ”形的.作祭祀动词用的“帝”是指“禘”祭.

何为“禘”祭? 自汉代以来有三种说法:一曰时祭,即四时之祭;二

曰殷祭,即大祭;三曰郊天之祭,即郊祭昊天.这三种说法都不符

合商代禘祭的内容.近些年,甲骨学者严一萍、王辉曾先后通过对

甲骨文中“帝”字的字形的分析来探讨商代“禘”祭的内容.严一萍

说:“按帝 与 燎 柴为一系,柴为束薪焚于示前,燎为交互植薪

而焚,帝者以架插薪而祭天也.三者不同处,仅在积薪之方式与范

６８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还有一些学者如刘半农、魏建功、刘起棞等也都认同顾先生的说法.见魏建

功:«读‹帝与天›»,«古史辨»第二册上编,第２８页;顾颉刚、刘起棞:«尚书校释译论
尧典»第二册,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第８页.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６２页.



围.故辞言‘帝一犬’,犹他辞之言‘燎一牛’也.”①王辉在全面归

纳、研究了卜辞中的帝字的字形以后,认为:“我们可以把帝字看作

是由头上的一和下部的 (或 )两部分所组成 祭是柴祭,

乃是束祭,也是柴祭的一种,所以从字形上看,禘必然是火祭的一

种.问题是帝字上部的一究竟代表什么? 一在甲文中可以代表各种

意义,但在帝字顶部,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指示符号,代表天空.帝

字从一从 (或 ), 或 表示柴祭,一指明祭祀的对象为居于天

空的自然神.”②二位学者所论有得有失.笔者接受他们关于禘祭

是火烧柴薪之祭的考证,但不接受他们关于禘祭是祭天和只祭居

于天空的自然神的说法.首先,遍查殷墟甲骨卜辞可知,商人是不

祭祀天的.卜辞表明,商人确有天神崇拜,他们把居于天上的神称

作“上帝”或简称作“帝”(见下文),但绝不称作“天”.卜辞中的“天”

字都不是指天空,也不是指天神,而是与“大”字的意义相同,如商人

把商都称作“大邑商”,又称作“天邑商”,把商王“大乙”(即商汤)又

称作“天乙”等等,这表明,在商人的意识中,尚没有“天”的概念.其

次,禘祭也不只是祭祀居于天空的各种自然神,而是还用来祭祀其

他自然神,如祭祀土(即社神)(«合集»１４７７３)、川(«合集»１４３６３)、鸟

(«缀合集»１６８,即«合集»１４３６０＋«英藏»１２２５)、虎(«合集»２１３８８)等.

值得注意的是,禘祭几乎不适用于祭祀祖先神,祭祀祖先神用燎祭,

禘祭与燎祭虽然都是烧柴薪以祭,但二者“积薪之方式与范围”不

同,“燎为交互植薪”,“帝者以架插薪”(上引严一萍言),但其范围究

７８２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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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一萍:«美国纳尔森艺术馆藏甲骨卜辞考释»,艺文印书馆１９７３年版,第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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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殷人火祭说»,«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１０辑),

１９８２年,第２７１页.



竟如何不同,我们是不得而知的.

二、“帝”作名词———指天神上帝

从商代甲骨卜辞和金文中可以看到,商人有天神崇拜.他们

把居于天上的神称作“上帝”,多数时候就简称作“帝”,但绝不称作

“天”.下面是几版记有“上帝”一称的卜辞:

　　(１)□□卜,争[贞]上帝[不]降湤.

　　　　　　　　«合集»１０１６６

　　(２)閛五鼓上帝若,王[受]又＝.

　　　　　　　　«合集»３０３８８

　　(３)□□[卜],出[贞]上帝祝

　　　　　　　　«合集»２４９７９

这三条辞中都有残掉的字.第(１)辞卜问上帝不会“降湤”吧.

“湤”,唐兰先生读为“嘆”,即今“旱”字,①该辞是卜问上帝不会降

下旱灾吧.第(２)辞卜问“上帝若,王受又＝”,“若”之义,饶宗颐先

生说:“按«尔雅释言»:‘若,顺也.’又«释诂»:‘若,善也.’«汉书

礼乐志»:‘神若宥之.’注:‘若,善也.’殷时习语‘若’与‘不若’习

见.”②因此,该辞的“上帝若,王[受]又＝”是卜问上帝是否保佑商

王,使商王顺利.第(３)辞残缺过甚,辞意不明.卜辞中有“上帝”

一称的辞例较少,商人绝大多数时候是将“上帝”简称作“帝”的.

将天上的神称作“上帝”或“帝”,在古文献中也有记载,如«礼记

８８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唐兰:«殷虚文字记»,转引自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

５６４页.
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上册,香港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２０页.



曲礼»曰:“天神曰帝.”又«字汇  巾部»说:“帝、上帝,天之神

也.”①

在商人的心目中,上帝(或帝)是高高地居于天上的神灵,这由

下面几点可以得到证明:

(一)上帝或帝可以降下祸福

商人在说上帝或帝时,往往都是卜问它是否“降”下什么灾祸.

上举的第(１)辞是卜问上帝不会降下旱灾吧,下面再举两版卜辞证

之:

　　(４)戊申卜,争贞:帝其降我旱.一月.

戊申卜,争贞:帝不我降旱.

　　　　　　　«合集»１０１７１正

　　(５)贞:帝不降大旱.九月.

　　　　　　　«合集»１０１６７

第(４)版的两辞从正反两面卜问帝是否给我(商王)降下旱灾.第

(５)辞卜问帝不会降下大旱灾吧.同是卜问降旱灾的,前举的第

(１)辞写的是“上帝”,而这两版卜辞写的是“帝”,这确凿无疑地证

明了“帝”是“上帝”的简称.

　　(６)癸亥卜:翌日辛帝降,其入于 大 .在鉯.

　　　　　　　　　«合集»３０３８６

　　(７)□□卜, 贞:我其巳宾作,帝降若.

　　　 □□[卜], 贞:我勿巳宾作,帝降不若.

　　　　　　　　　«合集»６４９８

９８２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① 转引自«汉语大字典»“帝”字解,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８)贞:帝不隹降鈶.

贞:帝隹降鈶.

　　　　　　　«合集»１４１７１

　　(９)贞:卯帝弗其降祸.十月.

　　　　　　«合集»１４１７６

　　(１０)[来岁]帝不降永.

来岁(戌)帝其降永.在祖乙宗.十月卜.

　　　　　　　　«屯南»７２３

以上五版卜辞都是卜问上帝是否降下什么的.第(６)辞中的“翌

日”指未来日;①“ 大 ”的“ ”为地名,“大 ”之“ ”,陈梦家先

生说:“ 字从大,与作 者或是一字.‘ ’‘昃’古与 ‘侧’相

通疑所谓夹室、侧室在大室的两旁,大室在正中.”②则“大 ”

是指宗庙里的大的侧室;“在鉯”的“鉯”为地名.则该辞是于癸亥

日卜问,问在未来的辛日(应是距癸亥日最近的辛未日)上帝是否

降入于在 地的宗庙里的大侧室,该辞是在鉯地占卜的.第(７)版

上的两条辞卜日均残掉,是由贞人从正反两面卜问“我其巳宾作,

帝降若”、“我勿巳宾作,帝降不若”.“我”指商王;“巳宾作”不太好

解释,知是卜问商王做某事上帝是否会降下顺利.第(８)版上的两

辞从反正两面卜问“帝不隹鈶降”、“帝隹降鈶”.“隹”为语气词,没

有具体意义;“鈶”字,于省吾先生读作“摧”,指摧毁性的灾害言

之.③ 则该两辞是卜问上帝是否降下摧毁性灾害.第(９)辞卜问

０９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翌日”指未来日.卜辞中多指次日,但也有一些是指九日以内的,极个别有指

十日以后的.见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４１页.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４７２页.
于省吾:«释»,«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２７页.



“卯帝弗其降祸”,“卯”指卯日,是单用地支记日,“弗”是“不”的意

思,即该辞是卜问在卯日上帝不会降下祸患吧.第(１０)版上的两

辞从反正两面卜问来岁上帝是否降永.“来岁”(包括“今岁”)之

“岁”,陈梦家先生认为是指季节,①笔者通过梳理“今岁”、“来岁”

的卜辞,论证了“今岁”、“来岁”的“岁”是当年岁解;②“永”,典籍中

训为长、训为久,即长久之意.因此该版卜辞是卜问上帝是否在来

年降下长久的福祉.以上例举的卜辞说明,商人在说到上帝(或帝)

时,往往是说帝是否降下什么,如“降旱”、“降大旱”、“降入”、“降若”、

“降鈶”、“降祸”、“降永”等,正如«尚书伊训»所说“惟上帝不常,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上帝能够降下福祸,能够降入庙室,

说明上帝是个高高地居于天上的天神,而不是居住在地上的人帝.

(二)上帝的权能

由上帝所拥有的权能也可看出上帝是个高高地居于天上的天神.

１．上帝主宰气象

卜辞表明,商人心目中的天神上帝能够统领雨、雷、雹、风、云

等自然神,它拥有主宰这些自然现象的权能.下面例举卜辞证明:

①帝令雨

卜辞中有不少“帝令雨”的卜问,即卜问上帝是否命令雨神下

雨.卜问帝是否令雨的辞例最多,下面选录几条略见一斑:

　　(１１)贞:今一月帝令雨.

　　　　　　«合集»１４１３２正

１９２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①

②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２２４页.
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３４４—３５２页.



　　(１２)今二月帝不令雨.

　　　　　　«合集»１４１３４

　　(１３)□□[卜],贞:今三月帝令多雨.

　　　　　　«合集»１４１３６

　　(１４)辛未卜,争贞:生八月帝令[多]雨.

贞:生八月帝不其令多雨.

　　　　　　«合集»１０９７６正

　　(１５)来乙未帝其令雨.

来乙未帝不令雨.

　　　　　　«合集»１４１４７正反

　　(１６)自今庚子[至]于甲辰帝令雨.

至甲辰帝不其令雨.

　　　　　　«合集»９００正

以上六版卜辞都是卜问上帝是否“令雨”的,“令”是命令之意,即都

是卜问上帝是否命令雨神下雨(或多下雨)的,这些辞中的“雨”都

是作动词用的.第(１１)辞卜问“今一月帝令雨”,“今”即现在,即问

在现在的一月上帝会命令下雨吧.第(１２)辞卜问在现在的二月上

帝不会命令下雨吧.第(１３)辞卜问在现在的三月上帝会命令多下

雨吗.第(１４)版上的两辞是从正反两面卜问“生八月”即下个月八

月,①上帝是否命令多下雨.第(１５)版的两辞从正反两面卜问在

未来的乙未日上帝是否命令下雨.第(１６)版的两辞从正反两面卜

问“自今庚子至于甲辰”这段时间内(共五天)上帝是否命令下雨.

２９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生月”指下一个月,由陈梦家先生最先考证.见其«殷虚卜辞综述»,第１１７—

１１８页.



以上辞例表明,在商人的心目中,上帝操纵着下雨与不下雨,多下

雨与少下雨的大权.下雨是一种天空中的自然现象,只有天上的

神才能够操纵这些自然现象,因此这些辞中的帝应是指的天上的

神,人间的王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权能的.同时,我们由这些卜辞又

可以看到,商人是不能祈求上帝下雨或不下雨,多下雨或少下雨

的.卜辞中卜问下雨的辞例最多,因为下雨的多少,在什么时候

下,在什么时候不下,都关系到商人的生产和生活,因此,他们总是

在战战兢兢地卜问,通过占卜去揣摩上帝的意志.

②帝令雷

　　(１７)癸未卜,争贞:生一月帝其弘令雷.

贞:生一月帝不其弘令雷.

贞:不其雨.

　　　　　　«合集»１４１２８正

　　(１８)壬申卜, 贞:帝令雨.

贞:及今二月雷.

　　　　　　«合集»１４１２９正

　　(１９)贞: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

帝其于生一月令雷.

　　　　　　«合集»１４１２７正

以上三版卜辞是卜问帝是否命令打雷的.第(１７)版上的三条辞卜

问的是一件事,前两辞是于癸未日从正反两面卜问“生一月”帝是

否“弘令雷”,“生一月”即下个月一月,“弘”字作“”,于省吾先生

释,他解释该辞说:“按弘训大,此言帝其大令雷也.”①因此这两条

３９２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① 于省吾:«释靁»,«甲骨文字释林»,第１１页.



辞是卜问上帝是否在下个月一月份大令雷神打雷;雷和雨往往是

相连的,故第三条辞卜问“不其雨”,即问不会下雨吗.第(１８)版上

有两条辞,第一条辞于壬申日卜问上帝会命令下雨吧;第二条辞卜

问在现今的二月份会打雷吧,由此知第一辞的壬申日也应是在二

月.总之,该版卜辞是卜问上帝是否在二月份命令雷神打雷,雨神

下雨的.第(１９)版上有两辞,第一辞贞问帝会在现今的十三月命

令打雷吗,第二辞卜问帝会在“生一月”即下个月一月份命令打雷

吗.商代武丁、祖庚时期多将闰月加在岁末称“十三月”,“十三月”

的下一个月就是下一年的岁首一月.以上三版卜辞表明,在商人

的心目中,上帝是主宰着打雷、下雨的权力的,天空中是否雷雨交

加,由上帝说了算;这些卜辞也反映出商人是不能祈求上帝打雷、

下雨与否的,他们只能通过占卜贞问上帝是否会命令打雷下雨.

打雷往往伴有雨水,只有有了充足的雨水农作物才会获得好收成,

所以商人卜问上帝是否命令打雷也是为了有个好年成.

③帝令雹

　　(２０)丁丑卜,争贞:不雹,帝隹其.

丁丑卜,争贞:不雹,帝不隹.

　　　　　　«合集»１４１５６

该版上的两辞是于丁丑日卜问的,先问“不雹,帝隹其”,再问“不

雹,帝不隹”,是正反两面的卜问,“不雹,帝隹其”是问上帝不会命

令下雹子吧,“不雹,帝不隹”是说上帝不会不命令下雹子吧.下雹

子会损害农作物,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灾害,商人担心降雹会

造成灾害,所以有此卜问.卜问降雹的卜辞也说明,在商人的意识

中,上帝掌握着降雹与否的大权,人们不能祈求上帝不降雹,只能

战战兢兢地卜问上帝是否降雹.

４９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④帝令风

　　(２１)贞:翌癸卯帝其令风.

翌癸卯帝不令风.夕雾.

　　　　　　«合集»６７２正

该版上的两辞从正反两面卜问在第二天癸卯日(“翌”指未来日,多

指第二天)上帝是否命令风神刮风,验辞说“夕雾”,“夕”指夜间,即

癸卯日夜间下雾了(当是没有刮风).大风会给农作物和人们的生

产、生活带来灾害,所以商人要卜问.该辞不但表明商人不能向上

帝祈求不要刮风,而且表明下雾也是由上帝控制的.

⑤帝云

　　(２２)贞:燎于帝云.

　　　　　　«合集»１４２２７

该辞卜问用燎祭即火烧的方法来祭祀上帝的史臣云可以吗?① 该

辞的“帝”字不能作祭祀动词“禘”解,因为前面已有祭祀动词“燎”

了,燎祭与禘祭的祭祀方式一样,都是烧柴薪以祭,因此“燎于帝

云”的“帝”应是名词,指上帝,“帝云”是指上帝的使臣云.该辞透

露出了三个问题:一是有云与无云由上帝说了算.二是商人可以

对上帝的使臣云进行祭祀.商人为什么要祭祀上帝的使臣云呢?

这是因为云多才会有雨水,有足够的雨水才能保证农作物有好收

成,所以商人祭祀云是与祈求雨水有关的.三是说明对于上帝所

控制的气象神人们是可以进行祭祀的,人们对某一种神灵有所祈

求,才会对其进行祭祀.如祭祀上帝的使臣风的卜辞:“于帝使风,

二犬.”(«合集»１４２２５)“燎帝使风,牛.”(«合集»１４２２６)这两辞分别

５９２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① 云是上帝的五个史臣之一,详待见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一书.



卜问用二条犬和烧一头牛来祭祀上帝的使臣风.殷墟甲骨卜辞记

录,上帝有五个使臣,称作“帝五臣”、“帝五丰(工)臣”、“帝五丰

(工)”,或省略“五”字,简称作“帝臣”、“帝工”、“帝史(使)”.据笔

者研究,天神上帝的五个使臣分别是风神、云神、雨神、日神、四方

神(详细论证待见«商代宗教祭祀»一书).由上帝帝廷组织中的臣

工也可以看出上帝是天神而不是人帝.

由以上卜问上帝是否令雨、令雷、令雹、令风(下雾)、燎帝云来

看,在商人的心目中,天神上帝是个凌驾于天上其他诸气象神之上

的主神,它主宰着自然界的气象变化,它有权命令诸气象神是否下

雨、打雷、下雹、刮风、下雾、出云等等.它高高地居于天上,世间的

人们对其是既不可望也不可及的,人们不能向它祈求满足自己的

各种愿望,即不能祈求它给予充足的雨水,不能祈求它不要使雨水

过多而造成涝灾,或不要使雨水过少而造成旱灾;不能祈求它不要

降下雹灾、风灾等等,对于这个威力无穷的天神,人们是既看不见

也摸不着的,所以人们只能通过占卜来揣摩它的意志,揣测它是否

会给人间带来各种灾祸,人们所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但是人们

对于上帝的使臣雨、风、雷、雹、云、雾等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们

将其所祈求的愿望寄托在这些上帝的使臣即诸气象神身上,他们

对这些气象神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祭祀,以祈求它们满足自己的各

种愿望.上帝能够操纵雨、雷、雹、风、云等气象神,反映出上帝是

个天神而不是人帝,人间的帝王是绝对没有这样的威能的.

２．上帝支配年成

①帝令雨足年、帝令足雨

　　(２３)贞:帝令雨弗其足年.

帝令雨足年.

６９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合集»１０１３９

　　(２４)帝令雨足.

　　　　　　«合集»１４１４１

以上两版卜辞中,第(２３)版的两条辞从反正两面卜问“帝令雨弗其

足年”,“帝令雨足年”,“足”是丰足之意,“年”是年成的意思,甲骨文

中的“年”字从禾从人,«说文»“年,谷熟也”,是“年”的本义指收成,

“足年”就是指丰足的年成;“弗”义为不会;“其”在该辞中应是指

“雨”;因此,第(２３)版的第一辞是从反面卜问上帝命令下雨,这个雨不

会使年成丰足吧,第二辞是从正面卜问上帝命令下雨,这个雨会使年

成丰足吧.可见,商人年成的好坏全在于上帝是否合理地给予足够的

雨水.第(２４)辞卜问“帝令雨足”,“雨足”即充足的雨水,是卜问上帝

是否命令给予充足的雨水.由“帝令雨”的语句我们可以看到,雨不是

由上帝自己直接下的,而是他命令有此功能的使臣雨神去行使的.

②帝降旱

前文曾举出第(１)、(４)、(５)三版卜问上帝是否降旱的卜辞,这

里再举三条辞作说明:

　　(２５)丑卜,贞:不雨,帝隹旱我.

　　　　　　　　«合集»１０１６４

　　(２６)己酉卜,亘贞:帝不我旱.

贞:帝其旱我.

　　　　　　　　«合集»１０１７４正

　　(２７)庚戌,争贞:雨,帝不我[旱].(正)

王占曰:鉡不旱.(反)

　　　　　　　　«合集»１０１６５正反

第(２５)辞卜问“不雨,帝隹旱我”,即上帝不命令下雨,是要给我(指

７９２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商王朝)降下旱灾吧.第(２６)版上有两辞,从反正两面卜问“帝不

我旱”、“帝其旱我”,“我旱”是“旱我”的倒装句.第(２７)辞卜问“雨,

帝不我[旱]”,即(上帝命令)下雨了,是上帝不给我商王朝降下旱灾

吧,商王视兆后的占辞说“鉡不旱”,“鉡”是地名,即鉡地不会有旱

灾.殷墟甲骨卜辞中,这种卜问降旱与否的卜辞数量不少,说明商

人担心旱灾的心情是经常的,因为发生旱灾会影响农作物的收成.

③帝巖年

　　(２８)贞:隹帝巖我年.二月.

贞:不隹帝我年.(正)

王占曰:不隹帝巖,隹 .(反)

　　　　　　　　«合集»１０１２４正反

　　(２９)□寅[卜]帝弗巖年.

　　　　　　　　«补编»４０６５

第(２８)版上的前两条辞从正反两面卜问上帝是否“巖我年”,“巖”

为伤害之意,①“隹”为语气词,即这两条辞是卜问上帝是否伤害我

(商王国)的年成,第三辞是商王视兆后的占辞说:“不隹帝巖,隹

”,是说上帝不会伤害我们的年成,而是会有“ ”.“ ”,郭沫若释

为“古”,读为“故”;②杨树达认为“古与蛊二字古音同”,“古亦当读

为蛊也”,③蛊为表示灾害不祥之意的字.第(２９)辞贞问“帝弗巖

年”,“弗”为不会之意,④即卜问上帝不会伤害年成吧.这两版卜

８９２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④

裘锡圭:«释鈱»,«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１—１６页.
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７０页.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７页.
裘锡圭:«说弜»,«古文字研究»第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２１页;又见

«古文字论集»,第１１７页.



辞贞问上帝是否“巖年”,但没有说上帝所要降下的灾害是什么,估

计也就是水、旱、风、雹等灾害.

以上七版卜辞反映出在商人的心目中,上帝是个支配农业生

产年成好坏的最高神.上帝是否命令给予充足的雨水来保证有丰

收的年成,是否降下旱灾、大旱灾,以及降下其他灾害来伤害商人

的年成,都是商人经常担心和忧虑的.上帝支配年成的功能说明

它是个具有自然力的天神,而人帝是绝不可能具备有这样的功能

的.

３．上帝左右城邑安危

商人以为上帝高居于天上,可以随时降落人间,左右着人间的

城邑建设.如卜辞:

　　(３０)庚午卜,内贞:王乍邑,帝若.八月.

庚午卜,内贞:王勿乍邑,鉰兹,帝若.

贞:王乍邑,帝若.八月.

贞:[王]勿乍邑,帝若.

　　　　　　　«合集»１４２０１

该版卜辞两次从正反两面卜问“王乍邑,帝若”,“王勿乍邑,帝若”.

“乍”即“作”,«尔雅释言»曰:“作,造、为也.”«诗经大雅文王

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祟,作邑于丰.”即“乍邑”是

建造城邑之意,“勿乍邑”是不要建造城邑;“若”,即顺利之意;“鉰

兹”,即在兹,是在此地之意.即该版卜辞是卜问:商王要建造城

邑,上帝会保佑顺利吗? 商王不建造城邑,上帝会保佑顺利吗?

　　(３１)壬子卜,争贞:我其乍邑,帝弗左若.三月.

癸丑卜,争贞:勿乍邑,帝若.

癸丑卜,争贞:我宅兹邑大宾,帝若.三月.

９９２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癸丑卜,争贞:帝弗若.

　　　　　　　«合集»１４２０６正

该版上有四条辞:第一辞于壬子日卜问“我其乍邑,帝弗左若”,

“我”指商王,即商王要建造城邑,上帝不会保佑顺利吧? “左”即

“佑”之意;第二辞于第二天癸丑日卜问,说商王“勿乍邑,帝若”,即

商王不建造城邑,上帝会保佑顺利吗? 正反两问在前后两天内卜

问;第三辞也是于癸丑日卜问,说“我宅兹邑大宾”,即商王要住在

这个城邑举行大宾之祭,上帝会保佑顺利吗;第四辞于同一天卜

问,是上一辞的反问,问“帝弗若”,即上帝不会保佑顺利吧.

　　(３２)丙辰卜, 贞:帝隹其终兹邑.

贞:帝弗终兹邑.

贞:帝隹其终兹邑.

贞:帝弗终兹邑.

　　　　　　　«合集»１４２０９正

该版的四条辞从正反两面两次卜问“帝隹其终兹邑”,“帝弗终兹

邑”.“终”字,卜辞作“冬”,“冬”即“终”,“终”字在卜辞中有多种意

义.对于“终兹邑”的意义,于省吾先生说:“终字应训为终止或终

绝帝隹其终兹邑和帝弗终兹邑,是就上帝是否终绝兹邑言

之.”①即“终兹邑”是灭绝此座城邑的意思.

　　(３３)戊戌卜,争贞:帝葹兹邑.

贞:帝弗葹兹邑.

　　　　　　　«合集»１４２１１正

该版的两辞是从正反两面卜问“帝葹兹邑”,“帝弗葹兹邑”.“葹”

００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于省吾:«释“帝隹其冬兹邑”»,«甲骨文字释林»,第１８８—１８９页.



字,从矢从子,学者多认为是灾害字,因此,“帝葹兹邑”当是问上帝

要降灾害于此城邑吧,“帝弗葹兹邑”当是问上帝不会降灾害于此

城邑吧.

　　(３４)癸巳卜,宾:帝毋其既入邑摧.

　　　　　　　«合集»９７３３正

该辞于癸巳日卜问“帝毋其既入邑摧”,“摧”卜辞作“鈶”,于省吾先

生释作“推”,读作“摧”,“指摧毁的灾害言之”,①证之卜辞,此说甚

确.则该辞是卜问上帝不会在它降入城邑之后,给该城邑以摧毁

性的灾害吧.

总之,商人在建造城邑时要贞问上帝是否保佑其顺利,建成后

又要担心上帝是否伤害、灭绝、摧毁其城邑.因此,在商人的心目

中,上帝是左右其城邑的建设和安危的.值得注意的是,商人也只

是揣摩上帝是否保佑、伤害其城邑,而不能祈求上帝保佑或不伤害

其城邑.上帝能摧毁、灭绝城邑,说明上帝是个具有巨大威力的自

然神.其降入城邑又说明它是个居于天上的神灵.

总而言之,从以上所述的上帝的权能可以看到,在商人的心目

中,天神上帝(或简称帝)是个主宰着天上、人间一切事物的至上

神,它有着至高无上、威力无比的权能:它主宰着自然界的气象变

化,它呼风唤雨,决定着雨、雷、雹、风、云等自然现象的发生和程

度;它支配着商人的农业生产,商人年成的好坏要由上帝来决定;

它左右着商人城邑的建设和安危,左右着商王的福祸;它还左右着

商王战事的胜负(此处从略).总之,商人的生产和生活以及安危

都要由上帝来决定.而商人也只能是战战兢兢地揣测着上帝的意

１０３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① 于省吾:«释鈶»,«甲骨文字释林»,第２２７页.



志.仅此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商人的心目中,上帝权力无上,主宰着

人间的吉凶祸福,但卜辞表明,商人却从来不向上帝祈求,从来不

对上帝进行祭祀.① 这种现象,令许多学者,包括一些宗教界的学

者,不得其解,甚至不可思议.那么,对这种现象应该作何种解释

呢? 陈梦家先生说这是因为“上帝与人王并无血统关系”的缘

故,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也证明了上帝是个自然神,不

是人帝.笔者认为还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商人敬畏上帝,认

为上帝高高地居于天上,太虚无缥缈了,凡人对它是看不见、摸不

着的,它的意志都是通过它的臣使来实现的,所以只要祭祀贿赂好

它的臣使,人们所期望的和所祈求的就会由其臣使来实现.当然,

这只是一种猜测,实际情况还有待于今后作进一步的研究.

三、“帝”作庙号———商王不称“帝”

殷墟甲骨卜辞中,有几条子称死去的父王为“帝某”的辞例.

如:

　　(３５)甲[戌卜],[王]曰贞父丁又.

甲戌卜,王曰贞:勿告于帝丁.不鉣.

　　　　　　　«合集»２４９８２(«粹»３７６)

这是一版祖庚或祖甲卜辞,上面有两条辞.第一条辞虽然残掉数

字,但知是于某甲日卜问祭祀“父丁”的;第二条辞于甲戌日由商王

２０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殷人不祭祀上帝,前人已有指出.如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５７７页;〔日〕
池田末利:«商末上帝祭祀的问题»,«东洋学报»第７２卷第１、２期,１９９２年.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５８０页.



祖庚或祖甲亲自卜问“勿告于帝丁”,即是卜问不要对帝丁举行告

祭吧.两条辞,一辞卜问祭祀的对象写的是“父丁”,二辞卜问祭祀

的对象写的是“帝丁”,“帝丁”与“父丁”应该是指的同一个人,祖庚

和祖甲的父亲是武丁,所以这里的“父丁”和“帝丁”应该是指的武

丁,“帝丁”是祖庚或祖甲对死去的父王武丁的另一个称呼.两条

辞是在同一日甲戌日就告祭死去的父王武丁一事从正反两面进行

卜问的.“帝丁”与“父丁”同版,并在同一日被祭祀,这证明“帝＋

日干”是子对死去的父王的称呼.

　　(３６)□酉卜,鉐[贞]:帝甲祊,其牢.

　　　　　　　«合集»２７４３８(«戬»５１３、«续»２１８９)

　　(３７)贞:其先帝甲,其弘.

　　　　　　　«合集»４１２１４(«库»１７７２)

　　(３８)己卯卜,鉐贞:帝甲鉲□其及祖丁

　　　　　　　«合集»２７４３９(«后上»４１６)

　　(３９)贞:其自帝甲,又延.

　　　　　　　«合集»２７４３７(«粹»２５９)

这四条有“帝甲”称谓的卜辞都是康丁卜辞.① 第(３６)辞卜问用

牢,即经过特殊饲养的牛祭祀帝甲.② 第(３７)辞卜问先祭帝甲

(“先”为祭名).“帝甲”是康丁对其死去的父王祖甲的称呼.第

(３８)辞卜问祭祀帝甲及祖丁,帝甲是指祖甲,祖丁是指康丁的祖

父、祖甲的父亲武丁.第(３９)辞卜问祭祀帝甲,并“又延”,意指祭

祀的对象又延续到其他祖先,由第(３８)辞知应是延续到祖丁即康

３０３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①

②

«史记殷本纪»说康丁之兄廪辛也曾即位为王,但在卜辞中并未见到有“廪
辛”的称谓.

姚孝遂:«牢、鉎考辨»,«古文字研究»第９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５—３５页.



丁的祖父武丁.第(３８)辞、(３９)辞祭祀的祖先的世次是由近世向

远世排列的,是所谓的逆祀.

　　(４０)乙卯卜:其又岁于帝丁,一牢.

　　　　　　　«合集»２７３７２(«南辅»６２)

这是一条武乙卜辞,于乙卯日卜问用割杀(“岁”作祭名时为割杀之

意)一头经过特殊饲养的牛来祭祀帝丁.武乙的父亲是康丁,所以

“帝丁”是武乙对其死去的父王康丁的另一个称呼.

对于以上卜辞所显示的商王对其死去的父王称“帝某”的现

象,陈梦家先生说“帝某”的“帝”是庙号的区别字,①即«礼记曲

礼»下的“措之庙立之主曰帝”的帝,“帝即庙主.卜辞帝丁、帝甲之

帝,其义与示相似”.② 此说很有道理.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上甲、

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六位先公的庙号就是在日干名前加庙

名设置的.商朝第一王商汤在灭掉夏朝,建立了商王朝以后,就建

立了祭祀祖先的制度.这一点由商先公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

壬、示癸和示壬、示癸的配偶的庙号的建立就可以得知.上甲的庙

号,卜辞作“ ”,晚期卜辞又作“ ”、“ ”,“报乙”、“报丙”、“报丁”

的庙号,卜辞分别作“ ”、“ ”、“ ”,这几位先公的庙号的写法反

映出他们是有宗庙的,是受到祭祀的.杨树达先生说:“甲文 字

所从之□为何字乎? 曰:此即经传之祊字也.«国语周语»云:‘今

将大泯其宗祊.’韦注云:‘庙门谓之祊,宗祊犹宗庙也.’«诗小

雅楚茨»云:‘祝祭于祊.’毛传云:‘祊,门内也.’«礼记郊特牲»

云:‘索祭祝于祊.’郑注云:‘庙门外曰祊.’余谓韦注‘宗祊犹宗

４０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５６２页.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４４０页.



庙’之说最为得之.盖祊即是庙,其训庙门,又或训庙门内,或训

庙门外,皆庙义之引申也.«国语»曰:‘上甲微,能率契者也,殷

人报焉’报为祭名,韦昭释为报德之祭,义或然也.行此报

祭,必有其所,于是特为立庙焉.故 从□从十者,谓特起一庙行

报祭之甲也. 从乙丙丁在 中者,亦为特起一庙见祭之乙

丙丁也. 何祭? 殆亦报祭也.后人释 为报乙报丙

报丁,正谓被报之乙丙丁也.盖 字之从 ,举其祭所,释义

作报,称其祭名,其意一也上甲与报乙报丙报丁皆为特庙:与□

乃 特庙之标符.”①由杨先生之所论,知上甲、报乙、报丙、报丁是各

有其宗庙的,是享受后人的祭祀的.示壬、示癸庙号中的“示”,«说文»

谓“神事也”,卜辞中“示”字的字形“象以木表或石柱为神主之形”,“示

即主,为庙主、神主之专用字”.② 据于省吾先生研究,上甲、报乙、报

丙、报丁的庙号因为年代久远是由后世追定的,而成汤的祖父和父

亲示壬、示癸及他们的配偶示壬之配妣庚、示癸之配妣甲的庙号则

是有典可稽的,③是成汤立国之后建立的.这就是说,卜辞中对死去

的父辈祖先称“帝某”即“帝＋日干名”,其“帝”字的意义为神主之

义,与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庙号中的□、 、示所表示的

意义是相同的.

除了上举的祖庚或祖甲称其父武丁为“帝丁”,康丁称其父祖

甲为“帝甲”,武乙称其父康丁为“帝丁”外,在帝乙卜辞中,还有“文

５０３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①

②

③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释 »卷上,第４３页.
引自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示”字条,四川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１

页.
于省吾:«释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甲骨文字释林»,

第１９３—１９８页.



武帝”一称.笔者曾通过对卜辞文例特征的分析,详细论证了“文

武帝”一称的日干名是“丁”(“文武帝”应是“文武帝丁”的省称),

“文武帝”是指丁名王文武丁即文丁,①“文武帝”是帝乙对其父文

丁(典籍称“文丁”,② 卜辞中称作“文武丁”,又简称作“文武”、

“文”)的称呼.另外,在商末铜器“四祀邲其卣”铭文中以及１９７７

年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发现的西周甲骨文中(H１１:１)有“文武

帝乙”一称,“文武帝乙”即是指典籍中的帝乙,是帝辛(即商纣王)

对其死去的父亲帝乙的称呼,③加在“帝乙”之前的“文武”是美称.

在商纣王时,商王朝被周武王灭掉了,因此,商纣王的庙号在殷墟

甲骨卜辞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后世的文献中称其为“帝辛”,“帝辛”

的称谓也是“帝＋日干名”,这或许是纣王之子,也或许是后世的人

们根据商人的习俗而追加给他的称谓.

以上关于“帝某”的卜辞和铜器铭文证明,商代盛行着对死去

的父王在其日干名之前加“帝”字的习俗,“帝某”之“帝”不是指商

王称帝,它的意义即如«礼记曲礼»下所说是“措之庙立之主曰

帝”的帝.这样,引起顾颉刚、胡适、刘起棞诸先生所疑的商代最后

两王帝乙、帝辛的“帝”的问题,就有了明确的解释.

胡厚宣先生对上引子称父为“帝某”的卜辞却有不同的解释,

他说:“殷人于天帝称帝,于祖先亦称帝.甲骨文中贞卜殷王祭祀

祖先,于其生父每亦称帝.”这是没有弄清“帝＋日干名”的“帝”字

６０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常玉芝:«说文武帝———兼略述商末祭祀制度的变化»,«古文字研究»第４辑,
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０５—２３３页.

«史记殷本纪»称其为“太丁”(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０４页),显误.
“文武帝乙”是指帝辛之父帝乙,丁山先生已早有所论,见丁山:«邲其卣三器铭

文考释»,«文物周刊»(上海)１９４７年第３７、３８期.但在该文中,丁山先生又说“文武帝

乙”就是卜辞中的“文武帝”,现在看来是错误的.



的意义的缘故.他还认为商王对已死的生父还称“王帝”.① 陈梦

家先生虽然认为“帝某”之帝是庙号的区别字,其义与示相似,但他

也指称卜辞中有“王帝”的称呼,不过,陈先生与胡先生不同,他认

为“王帝”不是指人帝而是指上天或天神上帝.② 胡、陈二先生所

举的关于“王帝”的卜辞完全相同,都是举的下面三条卜辞:

　　(４１)□□王卜,曰:兹下,[不]若,兹鉓王,帝[不]冓见

　　　　　　　«合集»２４９８０(«续存上»１５９４)

　　(４２)隹王,帝亡不若.

　　　　　　　«合集»２４９７８(«续»４３４７,«南诚»７５)

　　(４３)[东]爯王,帝今日

　　　　　　　«合集»３０３８９(«宁»１５１５)

这三条辞中两条有缺字.陈梦家先生在１９５６年,胡厚宣先生在

１９５９年的释文均有错误,今更正如上.对第(４１)辞,陈先生没有

释出“王卜”,并主观地将“兹下”后残掉的字补作“上”,将“兹鉓王,

帝”错释成“兹求于王帝”,之后的“冓见”也没有释出,并将“王”与

“帝”字连读.胡先生将该辞的叙辞读成“兹下若兹求于王帝”,“冓

见”二字也没有释出.陈、胡二先生分别将叙辞释读成“兹下[上]

若,兹求于王帝”,“兹下若兹求于王帝”,这里的错读关键是将虚字

“鉓”读成“求”,并在“求”字后多加一“于”字,并将“王”字与“帝”字

连读,变成了“求于王帝”.笔者重读后的叙辞释文是“兹下,[不]

若,兹鉓王,帝[不]冓见”,一看即知该辞仍是一条卜问上帝是

７０３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①

②

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下)»,«历史研究»１９５９年第１０期.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５７９页.在该书中,陈先生对“文武帝”之“帝”,一

说与“帝甲”之“帝”相同,是庙号的区别字(见第５６２页),又说是“实有帝王之义”(见第

４２２页).两种说法相矛盾.



否不干什么会使下界人间和商王不顺利吧(“若”之意为顺意;据他

辞和下辞[第(４２)辞]知“若”字前面残掉的字应是“不”字,即应释

成“不若”).该辞是将“帝[不]冓见”放在了“兹下,[不]若,兹

鉓王”之后,并且“[不]若”又放在了“兹鉓王”之前,是重复倒装句

(卜辞中这种倒装句并不少见),该辞如按常规写法应是“□□王

卜,曰:帝[不]冓见兹下,兹鉓王,[不]若”.所以该辞中并没

有“王帝”一称.陈梦家先生将该辞释成“兹求于王帝”,将“王帝”

又认成是上天或天神上帝,这就造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对“王帝”

举行求祭,就与他所说的商人对天神上帝不举行祭祀的说法相矛

盾;第二个是商人尚没有天的概念,何以会有对天的祭祀? 对第

(４２)辞,陈先生、胡先生都释作“贞隹王帝人不若”,“贞”字原无,是

二位先生根据卜骨的蚀痕臆测上去的;对释的“人”字,陈先生说:

“‘人’字正在残缺处,是否人字尚待考订,但它的地位应是动词.”

陈先生认为“帝”字后的字应是动词是对的,但他释作“人”字就不

是动词而是名词了,这是自相矛盾的;二位先生都将“王”与“帝”字

连读.笔者仔细审视了拓片,发现“帝”字后的字是“亡”字,甲骨文

中“人”字做“”形,“亡”字做“”形,陈、胡二先生错将骨上的蚀痕

当成了一横画与“亡”字的左部小竖画连接,同时又忽视了“亡”字

中间的横画,结果将“亡”字释成了“人”字,读该辞为“隹王帝人不

若”,这样释读卜辞是不通的.笔者重释后的释文为“隹王,帝亡不

若”,是卜问上帝不会对商王降下不顺利吧,即该辞中也没有“王

帝”的称呼.第(４３)辞残缺过甚,“爯”上有一字只存下半部,陈、胡

二先生均未释.笔者审视拓片,疑该残字应是“东”字的下半部,现

存的残辞是“[东]爯王,帝今日”,“爯”字在卜辞中可作祭

祀动词,为举义;在战争卜辞中多有“爯册”一词,作“称述册命”解,

８０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也有举兵,指军事行动之意.① 准此,则笔者认为该辞应是卜问商

王在东边举兵,上帝在今日是否保佑其胜利.即该辞中也没有“王

帝”一称.总而言之,上述三条残辞中的“王”与“帝”都不能连读成

“王帝”,连读成“王帝”不仅会使卜辞读不通,而且辞意也相矛盾:

如将第(４１)辞释成“求于王帝”,是求祭王帝,按胡先生的说法“王

帝”是指死去的商王,则是对死去的商王举行求祭;而又将第(４３)

辞释成“[东]爯王帝,今日”,则“王帝”是指的活着的商

王,两辞中所指的“王帝”一死一活,显然是矛盾的.因此,上述三

条残辞中的“帝”仍然都是指的天神上帝,不是指的人帝.

商王不称“帝”,不称“王帝”,还可由大量的在同一条卜辞中

“帝”与“王”同时对举的辞例得到直接的证明.下面举几条辞作示

例:

　　(４４)庚午卜,内贞:王乍邑,帝若.八月.

庚午卜,内贞:王勿乍邑,鉰兹,帝若.

贞:王乍邑,帝若.八月.

贞:[王]勿乍邑,帝若.

　　　　　　　«合集»１４２０１

　　(４５)己卯卜,争贞:王乍邑,帝若.我从之唐.

[王乍]邑,帝弗若.

　　　　　　　«合集»１４２００正

第(４４)版上的四条辞是两次从正反两面卜问商王要建造城邑,上

帝会保佑顺利吗;商王不建造城邑,上帝会保佑顺利吗.第(４５)版

上的两辞是从正反两面卜问商王要建造城邑,上帝是否保佑顺利.

９０３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①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１３８—３１３９页.



在这两版卜辞中,“王”是指商王,“帝”是指上帝,王是王,帝是帝,

两者是不同的所指,商王绝不称“帝”,也不称什么“王帝”.下面所

举的辞例皆如是,不再作重复解释.

　　(４６)□午卜, 贞:今春王循方,帝受我[又].

　　　　　　　«合集»６７３７

该辞卜问“今春王循方”,叶玉森说:“循即巡,«左»庄二十一年传

‘巡者循也’循巡古通.”①则该辞是卜问今春商王要巡视方国,上

帝是会授予我(指商王)保佑吧.

　　(４７)丙辰卜,争贞:沚鉌啓,王比,帝若,受我又.

贞:沚鉌啓,王勿比,帝弗若,不我其受又.

　　　　　　　«合集»７４４０正

该版上的两辞从正反两面卜问“沚鉌啓,王比,帝若,受我又”,“沚

鉌啓,王勿比,帝弗若,不我其受又”.“啟”在卜辞中除了作人名、

地名之外,还有两种用法:一是在气象卜辞中作开启讲,即雨止云

开天晴;另一种是在征伐卜辞中有在前的意义.于省吾先生曾就

第二种用法作过详细论述,他说:“甲骨文的征伐方国,往往用联盟

方国的将领率军在前,而商王或妇好则比次在后以督阵,因而称前

军为启.”②准此,则该版第一辞的“沚鉌啓,王比”,是说由沚鉌打

前军,商王(武丁)在后督阵,“帝若,受我又”,即(这样做)上帝是会

保佑我(商王),使战事顺利吧.第二辞说“沚鉌啓,王勿比”,是说

由沚鉌打前军,商王(武丁)不在后督阵,“帝弗若,不我其受又”,即

(这样做)上帝不会保佑我(商王),战事不会顺利吧.该版卜辞是

０１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叶玉森:«殷契钩沉»,转引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 “循”字条,
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２５１页.

于省吾:«释启»,«甲骨文字释林»,第２８９页.



就战争时商王是否督阵的问题进行卜问,问商王怎样做上帝才会

保佑使战事顺利取得胜利.

　　(４８)贞:隹帝肇王疾.

[贞]:隹帝肇王疾.

　　　　　　«合集»１４２２２正乙、正丙

这两辞卜问的是同一件事,都是卜问“隹帝肇王疾”,“隹”为语气

词,“肇”字诸家训作“启”,训作“开”,①“‘帝肇王疾’,即‘帝启王

疾’,谓疏导王疾”.② 即该两辞是卜问上帝会疏导商王的疾病,使

其好起来吗.

　　(４９)壬寅卜, 贞:帝弗左王.

壬寅卜,[ ]贞:[帝]其[左]王.

　　　　　　«英藏»１１３６

该版上的两辞从反正两面卜问上帝是否“左王”.陈梦家先生说

“左”即“佐”,“义为佐助”;③胡厚宣先生说:“甲骨文 字,因对称

关系,常左右不分.”④准此,则该版卜辞是从反正两面卜问上帝是

否佐助商王.

　　(５０)帝弗缶于王.

　　　　　　«合集»１４１８８

该辞卜问“帝弗缶于王”,陈梦家先生说:“缶即保,«韩非子难势

篇»‘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也’.”⑤准此,则该辞是卜问上帝不保佑于

１１３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①

②

③

④

⑤

刘钊:«卜辞所见殷代军事活动»,«古文字研究»第１６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第２３１４页按语.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５６９页.
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上)»,«历史研究»１９５９年第９期.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５６９页.



商王吧?

　　(５１)贞:不隹帝咎王.

　　　　　　«合集»９０２反

该辞卜问“不隹帝咎王”,“咎”之意,«说文»谓“灾也”,故该辞是卜

问上帝不会降灾害于商王吧.

　　(５２)帝其乍王祸.

　　　　　　«合集»１４１８２

该辞卜问上帝会给商王制作祸患吗? 由前文知,上帝给商王和商

王朝制作的祸患是有很多种的,如有风、雨、雹、旱等自然灾害,有

摧毁城邑之灾,有让方国侵犯之灾,疾病之灾等等.

在以上九版卜辞中,“王”与“帝”是对举的,“王”指商王,“帝”

指上帝,说明卜辞中的“王”与“帝”是两个不同的所指.胡厚宣先

生说商王称“帝”,又称“王帝”,陈梦家先生说上天或天神上帝又称

“王帝”,二位先生均将“王”与“帝”连读,这都是没有根据的臆读.

历史事实表明,不止在商代,就是到了周代,周王仍是称“王”,而不

是称“帝”或什么“王帝”的,如西周时期的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等

等.

由本文对商代甲骨文、金文中“帝”字的用法的分析,可以看

到,即使在三千年前的商王朝,“帝”字在作名词用时,仍然是指的

“上帝”,即是指属于自然神的天神上帝,而绝不是指人间的帝.这

证明«诗»、«书»里的“帝”指上帝、指天帝是有所本的.商王对死去

的父王有时称“帝＋日干”,此时的“帝”是作庙或庙主解的,日干名

是人死后所追加的.商王无论在生前或是在死后都不加称有帝王

意义的“帝”;所谓“王帝”的称谓在卜辞和金文中是不存在的.

既然在三千年前的商王朝,商王都不称帝,那么,所谓生活在四

２１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五千年前的黄帝,又怎么会是指人帝呢? 又从传说中可以看出,所

谓黄帝生活的时代,还处于父系氏族社会的原始部落时期,原始部

落时期的首领又怎么会称帝呢? 本文的论证至少可以证明,在三千

年前的商王朝以前,是根本不可能发生有人王称帝的现象的,这也

就是说,传说中四五千年前的所谓人帝———黄帝是根本不存在的.

顾颉刚、胡适先生已指出黄帝本是西北秦民族的天神和神话人物,

到了战国时期却变成了人帝,“做«世本»的又拿古帝王的世系一个

个牵引上去,于是黄帝就成了中国人公共的祖先了”.黄帝一成人

间之共祖,就广为民间所接纳,其原因正如顾先生所说:“当时各国

以疆土之开拓,交通之频繁,经济之联系,人民心胸开广,皆欲泯除

旧日种姓之成见而醖釀民族统一运动,故假黄帝之大神为人间之

共祖,此固我国民族史上一嘉话矣.”①笔者还推测,战国晚期之人

所以选择秦民族的天神黄帝作为人间之共祖,很有可能是因为在

那时的列国中以秦国最为强大的缘故.秦国灭掉其他六国完成统

一之后,秦王也取天神的称谓“皇帝”自称(西周金文«师询簋»、«吕

刑»有“皇帝”,皆指上帝),②即秦始皇帝.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在

«史记殷本纪»中,在商王太乙(即成汤)之子外丙起的每位商王

名前,都加了一个“帝”字,这显然是受了秦以后的影响所致.

顾颉刚先生说:“战国时不但随便编造‘伪事’,而且已在著作

‘伪书’.”③“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④如传说中的“五

３１３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①

②

③

④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黄帝»,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５７９页.
顾颉刚:«论孔子删述‹六经›说及战国著作伪书书»,«古史辨»第一册上编,第

４２页.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中编,第６５页.



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就首见于战国末期的«五帝德»中,并

先后出现过八种不同人物组合的五帝说.① 司马迁在«史记»的开

篇虽然写有«五帝本纪»,但看得出他对所谓的黄帝也是将信将疑

的.顾先生曾指出:“史迁之作«五帝本纪»也,其词恧焉:一则曰

‘«尚书»独载尧以来’,明不当超出孔子而上溯至黄帝;再则曰‘百

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明黄帝传说虽丰富而多

不可信.然而犹为此纪者何? 盖«五帝德»、«帝系姓»二篇,儒者尚

多传之,其曰‘儒者或不传’,可证不传其书者居少数,故向一般儒

者看齐,便不得不为,一也.迁足迹既远,所至均闻长老称道黄帝,

既黄帝之说徧于寰宇,故信其有实际之人格,择其尤雅者而成篇,

二也.自今日观之,则«五帝德»、«帝系姓»及此本纪都从神话中汰

濯而来,如无神话,即无史事,强别之为二而取其雅,则真神话被摈

而伪史事登场,反两失之矣.”②两千多年来的古史传说,一直流传

到今天,其影响是深远的.前辈学者对辨古书、辨古史已做了大量

的工作,我们要继承他们未完成的事业,将辨古书、辨古史的科学

研究工作进行到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原载«文史哲»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４１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顾颉刚、刘起棞:«尚书校释译论»第一册,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第８页.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黄帝».



文献研究与“疑古”学说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
及其相关问题

———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　曹　峰

一、“古史辨”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前期仍有很大影响

　　曹峰(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曹):您的学术研究涉及众多学

科领域,而您在不少文章当中都征引、辨析了“古史辨”派的相关论

点.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始接触到“古史辨”

派学说的? 您对他们的古史研究有着怎样的认识?

裘锡圭先生(以下简称裘):我接触到“古史辨”派,开始看一些

“古史辨”派的东西,主要还是在１９５２年进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之

后.虽然那个时候院系调整已经基本结束,也经过了思想改造运

动,但我感到,当时的史学界,———至少在北大、复旦这些学校的历

史系和中国科学院的历史所,其实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延续着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那种史学传统.譬如我们的“中国通

史”课程,开始一段由胡厚宣先生来讲,接下来的是谭其骧先生.

他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接受过“古史辨”派的影响,当然



无形之中会让我们这些学生受到一些熏陶,我们通过自身的理解,

也感到“古史辨”派的好多看法是正确的,可以接受的.同时,对于

他们的有些讲法也并不认同.我们都知道,对“古史辨”派的批评

并不是从建国以后才开始的,过去就有张荫麟就“默证”问题提出

的批评,钱穆针对刘歆伪造说的批评.我对“古史辨”派辨伪书的

不少具体说法,当时就感到不能接受.总的来说,“古史辨”派的观

点是有过分的地方,但他们对古书和古史传说不盲目信从的态度,

还是应该肯定的.像“三皇五帝”的系统不是历史事实,似乎是不

言而喻的,当时很自然地就接受了.

曹:您刚才讲到,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前期的史学界,仍然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延续了三四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学统,这是２０世纪中

国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能否再谈一谈您这方面的感受?

裘:至少可以说,“古史辨”派在当时还很有影响,只是后来经

过了一系列运动,这个传统才渐渐淡薄,人们才把“古史辨”当作

“资产阶级史学”加以批判.总的印象上,在我读大学的时期,至少

在前两年,虽然已经经过了主要是针对我们上一辈的思想改造运

动,也有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２０世纪

三四十年代以来的学术气氛和传统.———老师在上古史课堂上讲

辨伪,讲伪古文«尚书»等伪书不能用等等,我们也很自然地接受了

这样的观点,接受了“古史辨”派辨伪思想的熏陶.这样的学术环

境,与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之后经历了“反右”、“双反”、“厚今薄古”以至

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还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们的老师是从２０

世纪前半期过来的那一辈人,他们对学生的熏陶,跟在建国以后的

政治气氛中成长起来的那些老师是不同的.当然,建国初期的思

想改造运动就已经很猛烈了,听说山东大学历史系的丁山教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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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那个时候禁受不了冲击而自杀的.但事实上,“旧史学”、“资

产阶级史学”的基础还没有真正被摧毁.我记得很清楚,我念谭其

骧先生的古代史课程应该已经是在１９５３到１９５４年间,他在课堂

上向我们推荐中国通史方面最好的参考书,就是钱穆的«国史大

纲».当时还能介绍这样的书,你说后来行吗?

实际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学术界的发展情况是比较好的,

各种新的东西都进来了,大家都认识到应该尽量地拓宽视野.就

史学界来说,在史料方面,除了“古史辨”派的疑古精神,傅斯年的

思想也很有影响.他提倡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

西”,———一切有用的史料都要使用,尤其要注意发掘新的史料.

在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方面,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

重要作用都已经被认识到,以中国古代社会跟其他地方的古代社

会和边裔民族的社会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也已逐渐流行.马克

思主义史学在当时也发展起来了,当然还不占主导地位.

到我们进大学的时候,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占了主导地位,但

其他传统的影响并不是一下子就消失了,都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

曹:看来您对上古史的兴趣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扎根了.

裘:我当初是自愿报考历史专业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我的第

一志愿.进系后首先学上古史.我们的老师胡厚宣先生是甲骨学

专家,所以我对甲骨文和上古史就有了兴趣.后来,我的治学路子

跟胡先生不太一样,但他的一些要求,如充分占有史料,要注意古

文字资料等,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当时比较时髦的是古史分期

问题,我对此很有兴趣,想研究古代的社会性质,也是赶时髦吧!

我认识到要研究上古社会,必须充分利用古文字资料和古书资料,

因此花了很多时间学古文字并提高古书阅读能力.可以说我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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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兴趣是在研究商周直到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这也是

受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

我念大学时,政治上很落后,用当时的话来说,我走的是白专道

路,本已做好思想准备,毕业后被分配到条件最坏的地方去,但运气

比较好,临近毕业的时候,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我一下子变得

吃香了,胡先生就留我做他的助教(１９５８年之前,教授的权力相对来

说还比较大,后来就不行了).历史研究所(那个时候还属于中国科

学院)早就要调胡先生.当时的所领导是尹达先生,既管考古所,也

管历史所.他跟胡先生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感情

很好.他要调胡先生去历史所,但一直没有调成.正好我毕业留为

助教的时候,胡先生的调令到了,胡先生就临时让我考他的“甲骨学

与商代史”研究生.当时学习苏联,叫副博士研究生,学制四年.我

的学籍还在复旦大学,但跟胡先生去北京,在历史所学习.

那时郭沫若兼历史一所的所长,他平时不在所里,但在“反右”

前,每隔一段时间要到所里来一次,跟各个研究室的每位研究人员

都要握握手,包括最年轻的.我就赶上一次.领导把我们几个年

轻的先集中到一个房间,免得让他一个一个房间走.陪同的人说,

有问题可以向郭老请教.我当时年轻,没有什么世故,就问郭老

说,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大家用的史料都差不多,但一个说是奴

隶社会,一个说是封建社会,好像已经不是史料不够的问题了,这

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郭老就问我:所有的史料你都已经看了? 我

当然只能说没有.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后来我就做卡片.张

政烺先生对我们年轻人说,研究上古史最重要的书是«左传»跟«周

礼».我就按照研究上古社会的要求,做这两部书的卡片,后来也

做其他有关古书的卡片.这批东西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当然也读

０２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甲骨文、金文,也是按照需要做卡片.卡片的内容也不完全局限于

我本来想搞的题目.在这个过程当中,阅读古书的能力,对古文字

的研究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到１９６０年,研究生就结业了,———没有毕业.因为当时运动

很多,“双反”、“拔白旗”等等,“副博士”不提了,毕业论文也没让

做.我虽然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但在历史所里跟实习研究员一

样被使用,比如开学术会议作记录,国庆十周年历史博物馆建新馆

时被派去协助搞陈列等等,做很多杂事,根本没有时间做毕业论

文,只能算结业.结了业就要分配工作.那时候政治形势跟１９５６

年已经很不一样了,各单位挑人首先要看政治条件.但我又碰上

好运气,在北京开的分配会议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位年轻的老师

去挑人,他比较重业务,中文系也正好需要搞古文字的人,就挑上

了我(开会时我当然没资格去,他是根据档案挑的).进北大后,虽

然对历史研究还是有兴趣,但毕竟是进了中文系,要开中文系的

课,讲文字学,研究重心就向语言文字方面倾斜了,但上古史研究

也并未放弃.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陆续发表了一些上古史方面的

文章,数量不多.大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要说有多大成绩,也很难

说得上.不过,在考释古文字资料的时候,古代史方面的知识还是

很有帮助的,“文史不分家”嘛!

曹:那么在您读书的时候,围绕着上古史,您还关心哪些问题呢?

裘:因为我喜欢上古史,就感到一定要掌握古文字资料,对考

古学也比较关心.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上海这边还没有设立考古

专业,但古代史专业要学习“考古学通论”.另外,我对文化人类学

也很感兴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苏联,不用“文化人类学”这个名

称,而用“民族学”、“原始社会史”来代替),当时对闻一多利用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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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一些材料来研究神话、讲«诗经»等等,是很钦佩的.给我们年

级讲“原始社会史”的是前不久去世的田汝康先生,他讲了一些文

化人类学的东西.

我们当然也学习马列主义.我感到唯物史观对研究上古社会

是很有用的,但对当时所讲的“社会发展阶段”,慢慢就有点怀疑

了.———我这个人还不是很盲从的,对于“古史辨”派也好,对于当

时的马列主义史学也好,都是这样.当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有一位

陈守实先生,公认马列主义水平很高.有一次我就去问陈先生:现

在大家都讲五种社会形态,但东方的奴隶社会,它主要的生产关系

并不是奴隶制生产关系,苏联史学家解释说奴隶制生产关系虽然

不是主要的,但起主导作用,因此还是属于奴隶社会的范畴,可是

既然奴隶制生产关系不是主要的生产关系,又怎么能叫做奴隶社

会呢? 陈先生肯定我的想法,他希望我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研究.

对东方奴隶社会的理论,稍微有点头脑的人其实都是有怀疑的,５０

年代«文史哲»杂志上就发表过怀疑奴隶制阶段的文章.我问陈先

生这个问题,目的就是要印证一下我这样想到底是不是有道理,但

是我主要的兴趣还是在具体的上古史上面,所以并没有在理论问

题上继续下工夫.

总的来说,我感到研究上古史,应该注重全面掌握史料,包括

古文字资料及其他考古资料.在使用古书方面,应该有“古史辨”

派的基本训练,注意史料的可靠性、时代性,当然也要了解他们对

于上古传说的看法.同时应该学一些世界史和文化人类学方面的

知识,通过跟其他民族的思想、风俗习惯、制度等等的比较,来研究

中国古代.当然也要注意跟古今的边裔民族比较,许多前辈史学

家已经在这么做了,像徐中舒先生研究上古社会便十分注重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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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民族,比如契丹相比较,还有李亚农先生,他研究西周社会时也

将其与拓跋魏社会的变化联系起来.

二、中国古典学研究的现阶段

曹:刚才在谈话中,您回顾了早年的学术训练和当时社会政治

对学术的影响.从“文革”后期开始,情况又有了变化吧!

裘: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涌现了大量的出土典籍,开始是西汉前期抄写的,后

来又有了战国时代抄写的.其中既有一些尚有传本的古书的最古

抄本,更有不少重要的佚书.在我国很早就有人辨古书之伪,“古

史辨”派在这方面走得更远.７０年代以来出土的典籍可以证明有

些过去被疑为秦汉以后出现的古书确是先秦著作.李学勤先生也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对古书的反思”以及“走出疑古时代”.

这其实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当然彼此的具体观点也不完

全相同.“古史辨”派在辨伪方面的具体意见的确有好多是站不住

脚的,是讲过头了.因此,所谓“走出疑古时代”,如果是指纠正“疑

古”派的偏向,不仅在古书的辨伪方面,也包括古史的辨伪方面,那

是可以成立的.

近代以来的古史辨伪也许可以说是从胡适正式开始的,他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开端,我在相关文章里也提

到过.① 后来由于殷墟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怀疑古史

３２３“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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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包括顾颉刚,是有变化的.而且顾颉刚也没有完全否定夏代

的存在.他认为鲧、禹、夏后启等传说不是历史,不等于否定夏代.

开始的时候有人认为东周之前无信史,后来有了一系列的考古发

现,发现了西周、商代后期的遗址,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发现了商代前

期的,看法当然不能不变.现在对于夏代还有些争论,但哪些考古

遗存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仍然是比较清楚的.关键是怎样具体

地跟历史记载中的夏朝联系起来,这个还是有问题的.所以,如果

说“走出疑古时代”意味着有了新的资料,应该不要再受到“疑古”学

派一些不正确的具体看法的束缚,我是完全同意的.但如果是从

“疑古”变成“信古”,我就完全不同意了.这是一个根本的态度问题.

曹:我们注意到,您在«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①中提

出,“古史辨”派考辨古史的成绩要远远超过考辨古籍的成绩.包

括在刚才的谈话中,您都把“古史”和“古书”作了一个比较清晰的

区分,这两者不是互相依存的吗? 像当时有人批评“古史辨”派把

“古史辨”做成了“古书辨”,顾颉刚先生自己就说,有很多伪古史是

依靠着伪古书建立起来的,而伪古书正是伪古史的材料,所以两者

之间的关系还是很紧密的.

裘: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古史上有些问题比较容易辨别,

“古史辨”派对古史的看法,并不是全靠古书辨伪得出来的.比如

说大禹,不论他是由神变成人,还是由人变成神的,从«诗经»和«尚

书»的«立政»、«吕刑»篇里讲到的禹来看,他显然是带有神性的.

关于禹平治洪水,«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书所反映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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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传说,完全是神话性的.至于«尧典»、«禹贡»等,其著作时

代较晚,不会早于春秋.这一点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并非“古史

辨”派的私见.在禹的问题上,近年出土的 公渹①也未必能改变

什么,铭文说“天命禹”,而不是像«尧典»那样说尧、舜命禹.这其

实对“古史辨”派有利,证明了顾颉刚«吕刑»中命禹的“皇帝”是上

帝的意见(«洪范»中命禹的也是上帝,顾氏也已指出,但他认为«洪

范»的时代晚到战国则不正确).连禹原来都不是后人所说的那种

圣王,何况“五帝”、“三皇”呢? “古史辨”派说“三皇”不是历史人

物,“三皇”的说法是后人造出来的,这是有他们对古书中有关三皇

的资料的通盘整理为依据的,不是靠古书辨伪得出的结论.五帝

的问题很复杂,不能细说了.从古书看,三皇五帝的说法的确有一

个形成过程.我认为否定三皇五帝系统的历史真实性是很大的贡

献.

古书辨伪的问题就不同了.他们求之过深,有好多观点其实

并不正确,但他们却要用这种不正确的观点来评判古书的时代,那

就出问题了.比如他们认为“少康中兴”的传说一定起得很晚,就

说«左传»中的有关记载是造伪者窜入的,那就荒唐了.类似的例

子很多,我在«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里提到过一些,其他学

者也提到过,这里就不多说了.

曹:那么我们能不能把您的工作看成是对“古史辨”派一种批

判的继承? 我们看到您最近做的工作,几乎都是建立在他们的基

础上面.比如您讲到“大禹治水”、“禅让”还有“大一统”问题的时

５２３“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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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对很多具体的问题都有细致的辨析,然后对他们该批判的加以

批判,该肯定的加以肯定.

裘:我们就是要继承“古史辨”派好的东西.对于古史传说,很

多细节问题他们讲错了,但大的方面他们讲对了,我们就应该承

认,总之一句话就是实事求是.而且我刚才讲了,我读书时就是那

样一个背景,在他们的基础上开展研究也是很自然的.

曹:但现在似乎有种倾向,对“古史辨”派基本予以否定,然后

建立一个新的体系.

裘: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我有个看法,可能不正确,欢迎批

评.我觉得目前似乎不必花太多时间去进行方法论上的争论,也

不必忙于建立新体系,最重要的是,大家要端正研究态度(即一切

以学术为依归),扎扎实实地做工作.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但

我仍勉励自己努力去做.进行研究时,除了端正态度外,还是傅斯

年那句话,什么史料只要有用我都要.当然,各种相关学科有用的

知识也都要,国外的也好,国内的也好,都要.做研究当然是资料

越丰富越好,要“充分占有史料”嘛! 过去有个时期连这个都不敢

说了.我的老师胡厚宣先生是非常强调充分占有史料的,他做甲

骨文方面的题目,一定要把相关甲骨文资料搜集齐全.不仅要充

分占有史料,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古史辨”派的研究成果,也要

充分占有.

曹:您在«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文章最后引用了郭沫

若的一段话,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意思?

裘:是的.

曹:还有像您曾经指出的,我们当前古典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

一在于“部分学者对古书辨伪的已有成果不够重视”,也是基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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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种认识吧?

裘:我在以前的文章当中讲过①,“古史辨”派和历代从事古书

辨伪工作的学者,确实“对古书搞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同时也确实

取得了不少成绩,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决不能因为要

平反冤案,结果连正确的也一概否定,就像不能因为倒脏水而把婴

儿也倒掉一样,可是现在有些学者恰恰就是这种态度,对前人的成

果置之不理,或者轻易否定,这在学术上的危害性还是相当大的.

«列子»就是这方面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列子»为伪书也不是从

“古史辨”派开始的意见,证据很多.现在有人认为«列子»比稷下

道家还要早,是后者的源头,把它放在这样一个地位来使用怎么能

行呢? 当然,过去受到“古史辨”派的影响,好多先秦的书都不敢当

作先秦的书来用了,像«晏子春秋»、«尉缭子»、«六韬»等.上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出土的古代典籍,证明了这些基本上是先秦的书.就

此而言,我们现在当然应该“走出疑古时代”.总之,该纠正的就纠

正,该继承的就继承.

曹:您在２０００年的时候曾说,“古史辨”派的工作属于近代以

来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而第二次重建从７０年代就已经开始

了,但三十年以后所处的阶段还只能算是初期.您作出这样判断

的背景,是不是和您刚才所说的有关系呢? 换句话说,您为什么讲

现在仍然是初期?

裘:一方面是觉得研究态度还不够端正,———当然这个也很难

说,就算是进入了成熟时期,也不能保证研究者态度都很端正.另

７２３“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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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是我认为主要的方面,就是研究还不深入.随便举个例子.

现在大家都认识到,“疑古”派对于«礼记»的看法是有问题的.过

去认为«礼记»各篇最早是战国末年的,甚至有不少是秦汉时代的,

现在看起来并不是这样.因为好多看起来是很晚的东西并不是战

国末期或秦汉时代的,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比如说根据

考古学上的证据,根据我们的常识,出上博简、郭店简的楚墓,还不

是晚到战国末期的墓葬,———当然不是很早,或许战国中期偏晚,

或许就是中期.这些墓里埋的书,时代当然更早,而这些书里,就

有«缁衣»和其他一些见于«礼记»和«大戴礼记»的内容.所以对

«礼记»的看法应该改变了.但仅仅有这么一个笼统的认识行不行

呢? 应该深入地研究,一篇篇地研究,要把能够跟出土文献比较的

内容研究透.同时,也应该结合其他线索来研究«礼记»的性质以

及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等等.现在有些人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

了,但还比较浅,而且科学性不够.已经看出苗头了,但还没有深

入去研究.除了«礼记»,类似的问题还多着呢! 因此只能认为目

前还处在初期阶段.因为你拿不出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比较具

体深入的东西.

曹:那您是认为从“初期”到一个更成熟的阶段,不仅需要时

间,更需要学者们主动地去调整自己的态度?

裘:学术界现在存在着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现象,能够不受外

界不好的影响,实事求是做研究的人,恐怕比上个世纪３０年代要

少.就我的立场来看,讲信古的当然不够实事求是;反对的,包括

«文史哲»“疑古与释古”专栏上面刊登的某些批评文章,也不一定

完全做到实事求是.杂志所做的这项工作本身非常重要,是应该

对于这方面的一些不利于学术发展的风气加以抨击,但抨击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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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们自己要尽量站在一个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其中有的文章写

得很不错,但一些牵涉到具体问题的,你批评人家不科学,但如果

你自己拿出来的成果也不够科学,就没有说服力了.

三、对上古史的基本描述

曹:刚才您说对上古史的兴趣从青年时期一直持续到现在,在

这几十年的研究过程中,您对上古史有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

看法、一个整体性的观点?

裘:我工作之后也写了一些古史方面的文章,彼此大都是有联

系的,主要还是关注社会阶级结构、社会形态等方面.也有一些看

法在演讲中提到过,但没有写成文章.关于古史传说,我刚才说

了,基本倾向于“古史辨”派的观点,承认有夏代,夏代以上是传说

时代,三皇五帝的系统不是历史实际.关于于我所关心的社会性

质,我认为中国古代是在父系氏族、父系宗族、父系大家族的组织

没有崩溃的情况下,进入了文明时代(“宗族”、“大家族”的说法,据

苏联学者柯斯文的«原始文化史纲»①,我国古代的“小宗”,既可以

相当于宗族,也可以相当于大家族).恩格斯曾讲过文明社会产生

于分工.在我国古代,较大规模的分工开始是在族与族之间进行

的,前辈学者像童书业、唐兰两先生都谈过百工氏族的问题,例如

周代薛国的祖先奚仲善于做车,给中央王朝做车,还有专门负责制

陶、冶金的氏族.在父系氏族组织没有打破的情况下,族与族之

间、部落与部落之间开始了分工和交换.从文字学上讲,商业的

９２３“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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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本来就是赏赐的“赏”,交易的“易”就是赏赐的“赐”,所以在比

较早的时候,部落、氏族之间,上下级之间(也就是地位高和地位低

的部落、氏族之间)正是通过送礼,通过赏赐和纳贡来实现交换的

关系.“锡”字也可以用于下级对上级,如«尚书禹贡»“九江纳锡

大龟”的“锡”.分工、交换的发展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必要条件,在

我国,这个过程是在父系氏族制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下进行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氏族、部落之间发生了统治与被统治或

从属的关系.氏族内部也有分化,也可以使用奴隶,但族的系统(包

括氏族、宗族、家族)没有打破.我在有的文章里曾根据侯外庐先生

的说法,认为我国古代早期的所有制是贵族宗子所有制.父系宗族

和大家族的框架还没有打破,族人之间还存在一种公社关系.“宗

子”就是宗族长,也可以是大家族之长.在春秋时代的史料里,所谓

“子”,还往往指宗族长.宗子有族产的支配权,但同时也有“庇族”、

“收族”的义务,要照顾族人的生活,财产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公有的

性质.但因为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公有性质已经扭曲了,是通过宗

子所有、占有体现出来的,跟原始社会的情况不一样.在统治阶层

中,天子也可以说是最高的宗子.被征服者虽然受到役使,但往往

也保留了族的组织,有的甚至还有比较高的地位,如周初分给鲁、卫

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这一点最早是张政烺先生指出来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贵族的宗族里会不断分化出一些平民(即

庶人)来.这些人已经不能包括在族的系统里,也就是说,已经在

宗子收族、庇族的范围之外了,«礼记»里说的“五世而迁”就反映了

这一情况.如果被征服者在被征服时,内部已经分化为贵族和平

民,他们在被征服之后的命运可能会不一样.西周时期有所谓“虎

臣”和“仆”一类人,是主要负担军事方面任务的臣仆,可能在被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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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以前是有战争技能的贵族;又有所谓“庸”,主要从事劳动生产,

可能在被征服以前是平民.不过,“虎臣”、“夷仆”之类也有可能由

内部尚无明显分化的骁勇善战的较落后种族的人充当,“庸”也可能

原本就是被征服族的贵族所征服的人.臣仆一般也有家,甚至也有

族的组织.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从事农业生产的统治族的平民和

被征服的农民(庸)开始时大概都有“农村公社”性质的组织.

宗法制度是存在于统治阶层内部的父系氏族组织的反映.早

期的国家形态比较原始,在很大程度上跟统治阶层的宗族组织是

重合的(这里所说的“宗”是古汉语中的“宗”,所以这里所说的“宗

族”跟柯斯文书译本中的“宗族”不能画等号).

曹:那么宗族组织内部是如何走向分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是

如何实现的?

裘:到了春秋时代,尤其是春秋晩期,社会变化得很厉害,这些

很多学者都曾经讲过.统治阶层内部的宗族组织,慢慢就无法维

持了.«礼记»里面就讲到,存在着族人当了大夫,族长(宗子)还是

士的情况.本来政权和族权统一,慢慢就分离了.宗族组织逐渐

趋于崩溃,很多贵族成为平民.“农村公社”性质的组织,由于生产

力发展,也慢慢地瓦解了,生产趋于个体化.同时,统治族和被统

治族的界限也慢慢泯灭了.

春秋晩期到战国时代出现了很多依附人.依附人是一直都有

的,但从春秋晩期开始到战国时代,就成为一种比较突出的社会现

象.我在«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①的文章讲到过这个问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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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往往被称为“徒”,春秋晩期时已有很多.他们不是所依附的

主人的族人,在春秋晚期,这种徒主要并不从事生产劳动,而是成

为主人的武装力量.他们往往是从贵族中分化出来的,也有从平

民中分化出来的,其实就是后来的“士”(与春秋以前大夫、士的

“士”不同)的萌芽.

到战国时代,剥削阶级直接从事生产的经济单位主要是父系

大家族,但已经不是宗族制下的大家族了.这种家族里面有奴隶,

有依附人,有本族的子弟,有时本族子弟跟奴隶、依附人的地位差

不多.另外也使用雇佣劳动.除了这种大家族,当然还有好多个

体农户,还有个体的手工业者,但我们不能把他们想象得太现代

化.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很严,对手工业者更是如此,并不是后来意

义上的那种自由生产者.但无论如何,生产单位小了,即便是剥削

阶级的大家族,也不是四世、五世那样的大家族.不过,他们控制

的奴隶和依附人(这时主要已是生产者)可能很多.个体生产者既

有随着农村公社的瓦解而产生的,也有从贵族中分化出来的.

战国时代的土地所有制基本上是国家所有制.国家奖励耕

战,实行爵等制,———这跟西周、春秋时期以贵族宗族制为基础的

卿大夫制不一样.生产好,战争有功,爵等就能上升.爵等高低与

占有土地和奴隶、依附人的多少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是国家控制的

一个系统.

曹: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古代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大变动

的时期.在您看来,这种变动在社会经济等方面又有那些体现呢?

裘:秦朝在社会经济方面基本上继承了战国时代的制度.到

了汉代,国家控制好像有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我们看到的西汉初期

的情况,变化似乎并不大.民间土地兼并和租佃关系的发展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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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过程的.“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其实在战国时代就出现

了,但在那时不是由于民间的土地兼并引起的.那时国家控制很

多土地,成年男子如能成家立业,就可以从国家取得土地进行生

产.但是贫家子弟没有足够的生活、生产资料,就无法成家立业.

不是国家没有土地给你,问题是领了一份土地成了家,就要承受国

家加给这份土地和这个家的各种负担.如果你承担不起,就只能

当“无立锥之地”的贫民,只能投靠私人,或是变为国家控制下的

“徒役”,这都有具体的史料可稽.如果成了家,种地种得不好,不

能满足国家的要求,也要“罚为公人”,抑为徒役,为国家服劳役,或

由国家分配给私家当徒役.所以说国家控制是很严的.经过秦汉

之际的大变化,控制当然会有所松动,但地主和租佃关系的发展,

仍需要一个过程.过去认为商鞅变法以后,土地兼并和租佃关系

很快就发展了起来,这是不对的.这些我在关于战国社会的那篇

文章里已经讲过了.

到了西汉中后期,大地主发展起来了,大地主与国家争夺劳动

人口的现象就突出了.在汉初,二十等爵的制度还相当受重视.

后来爵等就逐渐变得不太值钱了.包括大地主在内的豪强逐渐崛

起.到汉武帝时开始着力打击豪强,这说明他们和国家的矛盾已

经很尖锐了.另一方面,在汉代,跟战国时代相似,奴隶劳动和雇

佣劳动的使用仍比较普遍.汉代社会,至少是西汉社会,具有从战

国类型的社会向中古社会过渡的特点.

曹: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您在做古文字、古文献研究时,背后已

有一个您自己对于古史的系统理解.不然有些问题的考虑,不会

那么深入.

裘:前面已经说过,古代史方面的知识,对我考释古文字资料

３３３“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　



是很有帮助的.

四、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

曹:近年来,与中国古代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相关的出土文献

不断问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三大发现,即湖南长沙马王堆汉

墓帛书,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所藏湖北楚简.您如何评

价出土文献的作用,出土文献能否改写思想史、学术史?

裘: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要看所用的词语如何解释.“改

写”,可以是彻彻底底地改写,可以是部分地改写,要具体问题具体

回答.有人比较反感“改写学术史”这个提法,我感到也不用这样.

传世文献、前人对传世文献的研究,是基本的东西,我们离不开的

东西,所以改写当然不是彻底地改写.其实我们随时都在改写学术

史.过去我们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２０世纪早期的中国古典

学研究受日本影响,有了一些现代形式的思想史,但内容还是比较

旧.到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又是一种改写.“古史辨”派也

是一种改写.新中国成立以后,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这又是

一种改写.比如冯友兰,当然他有沿用胡适的地方,也有他自己的

创造,对于旧的写法而言,他是一种改写.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接受

了马列主义.冯友兰接受马列主义是真的,不是假的,当然也是个

悲剧,因为他接受得并不是很好,有的地方很机械,阶级分析做得很

肤浅,但看得出他是真心的.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相对于其旧

作又是一种改写.我们现在对于«礼记»一些篇章的成书时代,对

于早期儒家,有了比较切实的认识;对于荀子、孟子在儒家系统中

所处的地位,对于从老子到后来的道家的发展,都有了一些新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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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这些方面,当然需要根据新出土的东西进行一些改写,但是很

多大的方面,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是没法改写的,所以就看你对改

写怎么理解了.现在的毛病是往往喜欢讲过头,提出某种看法的

人是这样,反对某种看法的人也是这样.大家应该心平气和,实事

求是一点.

曹: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这是毫无疑

问的,但究竟应该如何把握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之间的关系? 您

能否为我们作一个概括?

裘:这个问题很多先生都曾讲过.相对出土文献而言,传世文

献还是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出土文献必须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研

究.我看到过一篇文章(可能是李学勤先生的,记不清了),其中讲

到陈寅恪先生有一段话,大意是说,如果得到一副古画的很多残

片,要想复原它,想把每个残片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去,那你就需要

这幅古画传下来的摹本作依据.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跟

古画残片和古画摹本的关系有点相似.这话颇有道理.传世文献

是经过两三千年的传承、淘汰而存留下来的,当然有好多古书后来

就丢失了,但流传下来的毕竟是一些比较基本的、根本的东西.某

些不为中古以后人所重视的,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像房中

术、日书和某些数术、方技等方面的东西,很多都丢了,但比较根本

的,作为我们民族思想基础的东西,保留得还比较多,出土文献在

完整性上是无法与其相比的.我们的确发现了好多新的东西,既

有已知名目的佚书,也有过去根本不知道的,但总体上讲,如果你

没有对传世文献以及前人对于古代文献研究状况的最基本的知

识,那就没有资格去整理出土文献.

曹:现在出土文献越来越多,越来越受重视,研究它的人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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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出土文献已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领域.那么,在您看来,

作为一名学者,要研究出土文献的话,至少要具备哪些方面的条

件,掌握哪些技能,才有资格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裘:这个问题不能讲得太绝对.谁敢说该有的知识基础我都

已经有了? 好多是在整理研究的过程当中,感到要补充时才去补

充的.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在７０年代,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那时候

开始参加临沂银雀山汉墓竹书、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工作.我虽然

对上古史各个方面都感兴趣,但应该说在思想史方面知道得非常

少,非常肤浅.我在做马王堆«老子»甲乙本的卷前后佚书整理工

作的过程中,接触到了这方面的问题,那就不得不去学,去补充有

关的知识,后来也写了一些思想史方面的文章,以后可能还要写.

因此说“边干边学”这个话没有错.但你总得有一些最起码的基

础,我们可以借古文字研究来说明,古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有的人

对上古汉语知之甚少,语言学观念一点儿没有,就去考释古文字,

那他等于是在看图识字,看图猜字.猜一千次有一两次对,那也有

可能,但从原则上讲,这样考释古文字是不行的.但是我们不能要

求一个人什么基础都打好了再来进行研究,我本人就不是这样的.

总之,不能说你的基础还不够全面就不能作研究,但一定要边干边

学,随时补充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知为

不知,把握不大的暂时就不要说,多找些资料,再深入下去.这主

要的还是一个态度问题.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做得不理想,举例来

说,有时考释一篇较长的青铜器铭文,总想多解释一些,就出现强

不知以为知的情况了.有时文章刚寄出,就发现有些地方讲错了.

曹:您曾说过,出土文献研究中有不恰当的趋同和立异现象,

您２０００年在一次演讲的时候就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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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还存在这样的现象呢? 在您看来,这七年当中有没有什么变化?

裘:不恰当的趋同和立异现象恐怕难以完全避免,我也看不出

在这方面有什么大的变化.现在写出土文献研究论文的人很多,

有些人没有做这类研究所需要的起码的基础,他又要讲,这些问题

就免不了会出现.就是基础比较好的人,有时也难免有这种问题.

我自己就犯过这方面的错误,而且也不能保证以后就不犯这方面

的错误.总之我们提高警惕就是了.至于有的人根本没有实事求

是之心,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曹:也就是说,有些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可以马上得出结

论,需要不停地反复地修正自己的意见.您在很多文章里,专门加

注或加括号,说我以前讲错了.我想,在做出土文献研究时,这种

态度可能更重要.

裘:现在有些人不但不愿对自己的观点作修正,而且曲解出土

文献,将其当作为自己观点服务的一个工具.最近有篇论文,将出

土文字资料与五帝相印证,他在不少地方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

思来使用出土文献的.

曹:这种现象也和目前论文写得太多、太快、太急有关.

裘:这跟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风气有关,你也不能完全怪个

人.

曹: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在目前的出土文献领域,有

很多来自多种学科的人员在做研究工作,首先当然是古文字学界,

其次还包括思想史、学术史、古典文学、古代军事、古代医学、书法

等许多领域,各领域之间缺少协同,而且目前搞古文字的好像不太

瞧得起其他行当的人,认为别人古文字都没读懂就开始做研究、下

结论了,有没有这样一种倾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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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这种现象也不能说完全不存在,但不能说搞其他领域研究

的就一定不善于利用出土文字资料.我在写出土文献方面的论文

时就曾引用过李存山先生的成果,他是搞思想史的.他结合出土

文献,对禅让说在战国时代流行的情况和背景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有助于我们考虑禅让说的起源和出土文献的时代等问题.从时间

上来说,他提出的一些看法比我们这些搞古文字的要早.我感到

我们不应该排斥别的领域的学者,他们讲得好的我们就应该引用,

当然有些好的意见我可能没有看到,失于引用.总之,要善于借

鉴、利用其他学科的优秀成果.

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些搞古代思想史的人,不仅是对于出土文

献,就是对传世文献也有基础不够的问题.以前我写过一篇小文

章,批评一本«中国哲学史»讲王充说孔子是“诡辩”.实际的情况

是,就整体而言,王充对孔子是非常尊敬的.那位作者之所以会认

为王充批评孔子“诡辩”,是因为不懂“诡”字的古义.这个字本来是

中性的,就是“不同”的意思,而且往往用在好的方面,当“与众不同”

讲.那位作者只熟悉“诡”字的贬义用法,就把王充所说的“诡论”理

解为“诡辩”了.有一部分搞思想史的学者文献功底的确需要加强.

曹:在研究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时,年代问题往往出现争议,

而这种争议又往往和同文现象有关系,就是说同样的文字同样的

段落,在不同文献中出现时,有人说 A书在前面,有人说B书在前

面,结果造成结论的完全不同.如果出现相同的文句、相同的段

落、相同的关键词,您是如何看待它们的先后关系,在确定一部文

献的年代时,您会从哪几个角度入手?

裘:这个很难断定,有时无法断定.但譬如上博简,其中有大

段的文句和«礼记»、«大戴礼记»相同,看起来好像不是先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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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大戴礼记»,而是«礼记»、«大戴礼记»综合了以前的东西,这

个痕迹看得比较清楚.但有的时候又很难判断.有些问题需要放

在广阔的背景中,从多方面进行考虑.即便如此,有时仍难下结论.

这里附带谈一个问题.有的学者把郭店简«穷达以时»、«五

行»的成书时间放得很晚,可能是因为他有一个观念,就是其中有

的思想与荀子思想相类似.难道说这些思想就不能在荀子以前先

已出现,而荀子是受其影响的吗? 我认为这是受了“古史辨”派在

古书辨伪方面不好的影响.郭店楚墓,就算是白起拔郢以后下葬

的,但总不能晚于战国末年吧! 墓葬中的书的时代肯定比墓葬时

代早一些.荀子已是战国晚期的人.荀子的思想影响了别人,别

人写了书,这些书得到了流传,并被人埋入墓里,这是需要时间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时间还不会很短.说战国末年墓葬所出的书,是

受了荀子影响的人写的,于事理难合.何况按照考古专家的意见,

郭店墓的时代不会晚于战国中期偏晚呢! 我们不能根据自己并没

有得到确证的观点,去判断出土文献的时代.

曹:您在很多研究领域,包括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都有很高

的成就.如何才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如何才能提高自己的学

识素养,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指导?

裘:不要说指导,只能谈一些经验教训.我直到今天仍然感到

自己缺乏的知识非常多,读书踏实的程度跟过去的学者没法

比,———也是因为处在我们这个时代,事情太多,顾不过来.虽然

我还不愿意很草率地写东西,但是你不写东西也不行啊! 不能完

全由着自己的意愿慢慢来,所以还是很不够踏实.要谈你所提的

问题,首先要提到我们前辈常常讲的,我在前面也说过的“文史不

分家”.你要搞中国古代的东西,没办法分得太清楚.学科分类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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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好事,但是作为基础,有些东西你不能不管.研究上古史,

文献学上的知识、对于古书的知识,你不能没有,至少不能一点没

有吧.像我整理出土的古文字文献,尤其是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

时常碰到思想史的问题,过去对思想史一知半解,那就需要补充这

方面的知识.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该补的你就认真地去补.马

克思就是这样,可以为了研究的需要专门学一种外语.你得有这

种精神.我也犯过不少错误,自己实际上没有真正弄懂,就去发表

意见.当然,知道自己错了,就应该尽可能地加以纠正.所以,你

不懂的东西就不要随便说,先补充知识,多加思考,弄懂了再去说.

五、关于“五帝时代”及
“二重证据法”问题

　　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出土的大批先秦文献为我们研究古

书古史,以及评判前人的研究,都带来了新的契机.同时,考古学

与古史学的结合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对夏以前时代的重新评

价也成为焦点.在您看来,这方面存在哪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裘:举一个例子,我对目前“五帝时代”的提法就不大同意.我

们承认夏代,但夏的历史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传说,还可以继续

研究.绝对不能说我们承认了夏,就一定要承认禹本是尧舜朝廷

上的一个大臣.当然,夏代之前,我们的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了,在

夏代之前就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可能也不是不存在,像陶寺文化

的水平就相当惊人.甚至在更早一些的时期,从各地发现的遗存

来看,发展水平也已相当高,所谓的“氏族贵族阶层”就已经出现

了.这与古书记载的情况也不是完全不能对应起来的.很多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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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指出,战国古书上不但讲三代,还讲四代.夏代以前还有虞

代,尧、舜以至更早的某些传说中的帝王都属虞代.这个时代的文

化应该已经比较发达了,不然不会有“虞夏商周”这样的提法.但

如果要把“五帝时代”当作科学术语,不但用在历史学上,还用在考

古学上,我是很反对的.甚至用那个时代某个比较典型的考古学

文化来命名,可能都更合适.

五帝的系统不真实,而且从比较可靠的古书看,黄帝、颛顼、帝

喾的情况跟尧、舜很不一样.这里面还牵涉到考古学与历史学如

何结合的问题.我国早期的新石器考古、旧石器考古是依靠外国

人发展起来的,我们自己的考古学真正起步是从殷墟考古开始的,

它本身就是一个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结合.考古学和历史学到底应

该是怎样的关系? 是不是我们以往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结合得太密

切了? 现在已经成为争论的问题了.我注意到,有的学者强调考

古学有自己的规律,我们根据考古发现,根据新的方法,可以恢复当

时的社会面貌,不应该轻率地与历史记载相对应,使考古学成为历

史学的附庸.有的学者则强调我们考古学的传统,认为就是要跟历

史学结合.我认为如果能结合,当然要结合,但不能勉强去结合.

在考古资料与我们的历史传统相结合方面,我非常反对像现

在这样提“五帝时代”.“五帝”在历史学上都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就

用到考古学上来了? 现在社会上有“信古”倾向.祭黄帝,祭炎帝,

找这个的陵墓在哪儿,那个的都城在哪儿,尽可能把他们讲成一个

个具体、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在

这种情况之下,在学术上使用“五帝时代”这种术语,危害性很大.

曹:所以我们当前学界就“信古”、“疑古”、“释古”的问题,往往

会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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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名词、术语的争论有时不解决问题.在古史学和考古学

上,主要的问题是必须实事求是,能够讲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讲到

什么程度.比如刚才讲到的考古学跟古代历史记载结合的问题,

的确可以结合的当然要结合,如殷墟.情况不够明确的,也不能绝

对不允许在这方面提出比较合理的假设.像陶寺文化,这个地区

是否就是“尧都平阳”之地?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的确很近.而且看

起来时代跟传说中的尧舜也差不多,它比夏还早一点嘛.有人假

设它就是唐尧的文化,这个假设你应该允许他提出,但我绝对不承

认这就是一个定论,因为你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说有一定的可能

性.如果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把它绝对化,这就不够科学了.还有

人说陶寺这个地方就是黄帝跟帝喾的都城,这就一丝一毫实事求

是的意思都没有了.再举一个例子.伏羲跟女娲一样,本出神话,

原无历史年代可考.但有人因为较晚的古书里有伏羲生于成纪的

说法,而成纪故地在今甘肃秦安一带,就说秦安发现的大地湾新石

器时代文化就是伏羲文化,就是中华文明的根源.这样的“发现”

简直叫人“哭笑不得”.如果反对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的人,反对

的是这一类的结合,那我举双手赞成.

所以我对考古学与历史学要不要结合的争论有些不理解.可

以结合就结合,不可以结合就不要结合,不要勉强结合,那不就可

以了嘛! 我想,主张结合的人也断然不会反对用比较新的方法,根

据考古的遗迹、遗物,用考古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方法来尽可能地恢

复当时的社会面貌,这有谁会来反对呢?

曹:刚才您谈了历史学与考古学两者的结合,在出土文献研究

领域,也同样面临地上文献与地下材料相对照的问题.您对此有

没有特别推重的理论和方法? 您如何评价“二重证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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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我不太同意这样提问题.我在前面讲过,目前似乎不必花

太多时间谈理论、方法,存在的主要是研究态度上的问题.近来有

人认为,不应该把“二重证据法”的地位抬得太高,我是赞同的.

“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下材料和书面材料互相比较、印证,从古代

到近代,不少人都在这样做,并不是王国维发明的新方法.当然,

王国维看到的地下材料比前人多,他强调了这种方法的重要性,写

出了«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等使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作品,这

是我们应该承认的.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中国古代的很多学者,不但使用出

土文字资料,也使用其他考古资料,就是结合文化人类学进行研究

的也不乏其人,如李宗侗(玄伯)等先生.不但是“二重证据法”,就

是所谓“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

者,以至５０年代初念大学的人来说,就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东西了.

现在的年轻人更不会拒绝这些方法.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于

你究竟怎样把地下材料跟书面材料相结合,怎样把考古资料与历

史记载相结合,怎样使用文化人类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的问

题.如果只强调一个“结合”,同样去结合,出来的结果可能很不一

样.有的人能拿出很好的成果,有的人可能反而“添乱”.有些人

搞“结合”或引用新资料,是为自己不正确的观点服务的.所以主

要问题不在有没有“方法”,而在研究的态度.———你是实事求是

的态度,还是应付工作的态度,哗众取宠的态度,“六经注我”的态

度,追求轰动效应的态度? 主要问题就在这儿.

曹:２０世纪那一代学者,不仅仅王国维或“古史辨”派,像郭沫

若等人,他们的理论和方法,我们是否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裘:像郭沫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对他的研究很有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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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地下材料和外国的东西,他也很注意.他的古史研究达到了

当时的最高水平.当然现在看来,有很多错误.这不能过多地责

怪他,有不少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避免.他的好的东西我们

当然要继承.在研究古代社会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很有用的,

但不要为马恩的某些具体说法所束缚.

曹:您还有没有特别想要告诉我们的话?

裘:该讲的都讲了,最后强调一下我的主要意思.我不反对提

倡或引进好的理论、方法.但是我感到,就我比较熟悉的那一部分

学术界来说,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没有理论或方法,而是研究态度

的问题.要使我们的学术健康发展,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

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我不是说

自己在这方面就没有问题,一个人不可能完全不受社会环境的影

响,何况还不可避免会有认识上的偏差.大家共勉吧!

(原载«文史哲»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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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

“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

———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

〔日〕池田知久　西山尚志

一、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

西山: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不仅在中国国内,就是对日

本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近年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

对其研究成果的评价都开始发生变化.发生这种变化的最大原

因,主要还是在于近年来发现了大量的出土资料.利用这些出土

文献,人们开始重新考察、评价过去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可以

这样说,重评古史辨派的新时期已经到来.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

古史辨派的研究内容究竟是什么? 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池田:所谓“疑古”,第一,是历史事实的问题,就是对于传世文

献所描述的古代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信,想要批判地加以研究;第

二,是文献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些古代的典籍果然就是文献所自

称的时代完成的作品吗? 对此也要进行批判的研究.以上两点就

是疑古派的主要工作.

说得再具体一点,例如在传世文献所描述的古代史中,众所周



知有尧、舜、禹三代圣王之记述,这类记载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数

不胜数.但对于这样的记载,可以毫无疑问地全盘接受吗? 难道

就没有可疑的地方吗? 对此,古史辨派的态度首先是怀疑.

还有一个就是文献的问题,我们可以举«老子»为例.«史记»

中有老子的列传,说有个叫老聃的人物,他是孔子的前辈,在他抛

开尘世从函谷关到沙漠去的时候,函谷关的关令、一位叫尹喜的人

希望他能够留下几句话,于是老子写下了«老子»五千言.对于«老

子»的字数、著述的经过、成书的年代等,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有

所描述,但是否就可以根据这些记述相信«老子»之来历? 这就是

问题的所在.古史辨派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两个方面,即质疑古

代史实、质疑古代文献.

上面提到的两点都使用了“疑”字,这个字在中文和日语中基

本上都是贬义的.这是因为“信”给人的感觉是明亮而健康的,而

“疑”字给人的感觉是对于没有必要怀疑的事情也要“猜疑”,是贬

义.但是,上面所说的两种“疑”在学术层面上的涵义却不同于一

般意义上的“疑”字,它们指的是对资料的推敲.例如,质疑古代史

实,就是对文献所记载的中国古代的历史事实发出“疑问”,正如刚

才所说的,指的是质疑历史上究竟是否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种

对历史资料的批判,不局限于历史学或思想史,不论人文学科或者

自然科学,只要是学问,对于自己所使用的材料提出质疑之精神是

绝对必要的.这是一种科学的、超越时代和超越国界的精神,使用

或不使用“疑”这个词都无所谓.而且这种精神并不是仅仅针对古

代文献,所有的历史书籍,它是否由其自称的那个时代、那位作者、

那种背景下形成的,对此一定要反复加以吟味考究.所以,某人是

疑古派之类的话,没有必要特意标榜,做学问的人都应该遵循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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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

西山:现在提到“疑古”,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贴上了一个不好的

标签,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表达方式呢?

池田:例如,东京大学的平势隆郎教授使用的是“史料批判”.

用一般日语来表达的话,可以用“文献批判”这个词,用英语表达则

是“textualcriticism”.

除了“疑古”之外,还有人使用“信古”、“释古”等词语.例如,

曾有过这样的争论,认为“疑古”和“信古”都不正确,“释古”应该更

贴切一些等等.但事实上,这些都不是很确切的词语,并不能作为

现代的、科学的、学术的专业用语在世界通用.我刚才讲了,用不

用“疑古”的字样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疑古派”

的科学研究方法.

西山:那么,对于“疑古派”的研究方法,能不能再介绍得更加

具体一些?

池田:例如,疑古派在进行尧、舜、禹三代圣王的研究时,是以

王国维的“二重证明法”,或以所谓的“层累说”为基础来说明的.

“层累说”说的是,历史上后来出现的事情反而成为更早之时代的

现象.因此,就尧、舜、禹而言,最初先是有禹的传说,然后再有舜

的传说,而且认为舜比禹要更早.之后又出现了尧的故事,虽然尧

在历史上是后来出现的,但在神话中,却把他看作是历史上先于

舜、禹的圣王.古史辨派就是这样去理解古史系统形成之构造的.

将文献记录直接当作历史事实而全盘相信是很危险的,古典文献

中由轻信导致的危险相当多.所以,必须对这类文献记载进行全

部的、彻底的批判性研究.不能说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

学者们已经把主要的工作做完了,实际上他们所做的还只是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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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可以说,古史辨派的重要贡献更在于明确了“层累说”

的结构,以及确立了研究的方法论等,但他们在全面探究中国古代

史和中国思想史等方面还做得很不够.在我看来,疑古派的质疑

还不够彻底.也就是说,文献批判和史料批判还不彻底,必须做得

更彻底、更全面,而且这也是能够做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

今天的古史研究,包括古代史、古代思想史,也包括出土资料研究,

需要沿着疑古派开辟的方向和道路,发扬他们探索出来的科学方

法,把研究做得更细致更深入.

西山:所谓疑古派的工作还不够彻底指的是什么呢?

池田:首先,数量上还不够,未完成的事业还有很多.其次,方

法上只有“层累说”等,太单一了,应该更多样化一些,理论方面还

需要更多的开掘.还是举尧、舜、禹的例子,他们之后的时代是禅

让还是放伐,这都是一些很困难的问题,至今仍没有令人满意的答

案.的确如顾颉刚先生所言,在尧→舜、舜→禹的禅让关系中存在

着尚贤思想.但是,顾颉刚先生这一观点可以商榷的地方在于,墨

家的尚贤思想指的是将贤人作为官僚选拔使用,这和禅让天子之

位的思想不一样.两者,也就是尧舜禹的尚贤和墨家的尚贤之间,

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顺便指出,中国古代的禅让思想,在最近公布

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中也有好几个地方都能够看到,所以我们这

个时代比起顾颉刚先生的时代,数据增加了不少,更容易作出进一

步的研究了.还有,在尧→舜的禅让中,舜之孝德被特别强调.可

以想见,这种情况是儒教将孝当作天子等为政者之德,特意加以强

调的时代才会出现的产物.那么,这种思想究竟是什么时代、由儒

教的哪一支、由谁来倡导的? 对此还需要进行冷静的、实证的、科

学的研究.有人说儒教在任何时候都主张孝,我觉得这种主张太

８４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暧昧模糊了.

此外,把禹看作是治水的、从事土木工程的圣人,这在«尚书»、

«史记»等古籍中都有记载;认为这一观念同样始于墨家的看法是

否确凿,还需要慎重研究.因为就常识而言,治水未必只是墨家一

家的主张,从形成于西汉初期的«淮南子要略»中显然也能看到

相同的故事,因此有必要将禹治水的传说发生、展开的过程作进一

步的分层以及全面的阐述.不这样做,要认可它来自墨家思想就

很困难.

西山:现在发现了很多出土资料,那么今天我们如何从出土资

料研究的角度来评价疑古派的工作? 具体而言,出土资料能告诉

我们什么?

池田:首先需要指出,出土资料出现以后,疑古派有疑问或认

为要批判的地方就可以全部推翻了,文献记载就可以全盘相信了,

这类事情并不会发生.出土资料面世之后,那些反对疑古派的人

常说,文献记载的正确性得到了证实,这实际上是错误的想法.例

如,即便有了出土资料«老子»,也不能证实«史记»的老子传所载关

令尹喜命老子写下«老子»,之后老子消失于函谷关以西等等描述

为事实.还有,«史记»中记载«老子»有五千字,但其郭店楚简本却

并没有五千字.郭店楚简本«老子»和通行本«老子»看上去很相

似,所以很多人认为五千言的«老子»完本早已出现,简本只是完本

的摘抄而已.其实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大.我有一篇论文叫«郭

店楚简‹老子›各章的上中下段———从‹老子›文本形成史的角度出

发»,①专门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探讨其差异.我认为,郭店楚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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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特征上,如内容、形式上与«老子»诸通行本,与和«老子»诸

通行本密切相关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乙本在许多地方

都存在差异.不同之一就是«老子»各章的“上中下段”问题.就是

说,马王堆«老子»甲本、乙本和通行本«老子»各章的“上中下段”完

全具备,郭店«老子»甲本、乙本、丙本则不同,有些篇章只具“中段、

下段”而缺“上段”,有些只具“上段、中段”缺“下段”,即只出现“上

中下段”中的一部分.通过极其细致、甚至琐碎的比较与分析,我

在提供大量证据的基础上,自信可以提出以下结论,即郭店«老子»

本先出,是施加影响的本子,马王堆«老子»甲本、乙本及通行本后

出,是接受影响的文本.这一套不受他人影响、严格遵从证据说话

的研究方法,我认为和疑古派的学风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在做

学问的方法上,疑古派给我的启发最大.

所以,出土资料的出现,并未反过来证实以前疑古派所怀疑之

内容完全没有问题.由于出土资料之出现,文献所记载的史实得

到了确认,这种说法有点夸大.例如,常常有人说,殷代甲骨文的

记载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所描述的殷王族谱是真实的.大致上确

实可以这么讲,但是,大致的讲法并不是严密的学问.我们也并不

能因此便认可«史记»中的其他记载都是可信的.

西山:这就是说,我们只能认为文献的记载有时是与史实相吻

合的.

池田:是的.但只能说有时是吻合的,并不等于过去疑古派所

批判的现在又全部变成正确的了.疑古派出现在王国维之后,但

学者们并没有因为出土数据证实了«史记»的殷王族谱,就觉得不

需要疑古了,相反地,疑古派的理论、方法、实践都是在王国维之后

发展起来的.因此,现在有人认为尧、舜、禹作为真实的人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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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确实存在,或者夏王朝确实存在,这只不过是简单地将疑古

派所批判的古代学问又翻过来而已.而且,关键不在于结论本身,

而在于导出结论的方法是否科学、是否实证.疑古派的工作就是

想要用科学的方法确立古代历史,虽然这项工作没有全部完成,但

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我们今天不应该轻易否定他们的成

就,打断由他们艰难开创出来的科学史学之路.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疑古派所做的工作,他们做学

问的方法、学术观点、科学态度为什么会形成? 这必须与近现代中

国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去思考.这一点已经被那些批判疑古派的

人所遗忘,或者说疑古派所追求的那种精神已经消失了.

西山:那种精神指的是什么?

池田:疑古派所做的“古史辨”等事业,概括地说,就是五四新

文化运动的学术版、文化版.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近代史上的

中国无法再存续下去了,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清

算.古代的中国、传统的中国长久以来因循儒教的思想,在社会、

文化、政治方面都没有进步,所以,那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以

自我批判的姿态发挥自我净化的作用,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修正.

当时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是,传统的研究问题的方法,缺少

一种科学的精神,缺少一种不受他人的影响,任何事情都通过自己

的眼睛、头脑和手来重新确定,在合理的研究方法基础上再建古代

历史的科学精神.在清末民初的社会思想背景下,儒教的价值观

仍然是主流,孔子及其相关思想仍然受到人们的尊崇,而反对以孔

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之观点,将会受到来自以儒教一尊为基础的

家庭制度与社会制度的攻击.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中国将无

法走上现代化的进程,这也是古史辨派和当时年轻有识之士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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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想法.当然,他们所考虑的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止一个.当时还

有梁启超这样的改良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以及其他众多的

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如果

现代中国只是继承历史的遗产,那就不会有任何社会进步,就会被

欧美和日本等列强吞食.这是一种自我革新的意识.古史辨派就

代表了这种革新意识的学术版.

古史辨派正是将人为制作出来的历史假面揭开,还历史以本

来面目,并在确认事实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建设新的社会.其中的

重要意义,恐怕现代那些批判疑古派的人都已经忘记了.

西山:那么,现代那些批判疑古派的人是怎么想的呢?

池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其问我,不如问

那些批判的人.在我看来,这些批判者中的不少人都带有心理上

的倾向,即认为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疑古派对这样辉煌的中国历

史进行质疑是吹毛求疵.

西山:古史辨派同样也以自己国家的历史为骄傲,也有民族主

义,但他们为什么没有简单地相信古代的历史呢?

池田:任何人都有民族主义,批判民族主义的人也有民族主

义.因此,对于民族主义也应该根据其性质进行区分.例如,政治

的民族主义和文化的民族主义就有所不同.虽然我没有认真地研

究过古史辨派的民族主义,不能妄加评论,但是,当年的五四运动

确实存在着鲜明的民族主义.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的中国学生

运动全都源于民族主义.他们担心中国被欧美和日本“瓜分”,沦

为其殖民地,为了挽救中国不走向灭亡而自然萌发出政治民族主

义.当然,一般而言,古史辨派也带有这样的民族主义.但是,古

史辨派的学者中恐怕没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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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了解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等世界各国的文化以后,得以更为客

观地评价中国文化.例如,钱玄同先生就曾来过日本,当时的古史

辨派中有许多学者都到过海外,这对他们公平而客观地评价世界

很有帮助.古史辨派的民族主义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课题,但目前

对其研究甚少.或许这能成为现在被批判的古史辨派为自己辩护

的一个有力证据.因为这证实了“疑古”与民族主义并不相抵触.

西山:古史辨派过了最盛期之后,“文革”前后的研究情况如

何?

池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结束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学术

界总体上对儒教持批判的态度.当时人们认为,儒教唯心主义的色

彩浓厚,但其中也有唯物主义的好的地方.孔子、孟子、朱子、王阳

明等是唯心主义的代表.其中朱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王阳明是主

观唯心主义者.这样看来,中国儒教的主流就是唯心主义.作为唯

物主义的代表也有荀子、墨子、法家等人物,但他们都不是主流.虽

然当时把王充抬上去充当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加以赞誉,但他并不

处于古代思想的中心.作为核心部分的儒教、老庄、佛教思想等中

国文化的主流,从整体上一直评价不高.“文革”时期以及“文革”结

束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对儒教的评价始终很低,后来学术界开始重

新评价儒教,这是一件好事.但唯物、唯心这种简单化、公式化的思

维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然而,取而代之的理论是什么呢? 目前在中

国还没有出现.对于今后中国的理论建设,我十分关注、十分期待.

二、日本的文献批判主义

西山:相比而言,日本学界的文献批判情况又是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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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在中国,有学者认为顾颉刚的观点只是对日本学者白鸟

库吉的囫囵吞枣而已,这也是一种民族主义式的批判吧.那意思

是说,了解一下就知道,白鸟库吉是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顾先生

只是模仿了如此低层次的学问而已.白鸟库吉是从事满蒙地理研

究和西域研究的学者.当时日本的东洋史学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

映了当时的国策,无论是东京大学还是大东文化大学,情况都是如

此.例如,１９１０年日韩合并之后,很快就在东京帝国大学开设了

朝鲜史讲座,这是因为国家立即为此拨出了预算.南方史等讲座

也是在日本势力进入南方地区之后立即开设的.中国、中国台湾、

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国立大学居多,这些大学都是国家政策

的产物,这也是落后国家的一个特征.欧洲和美国等主要都是私

立大学.私立大学是因为学生和周围的人自费来听自己喜欢的讲

座,大学因此而成立.日本在明治以后,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国策,大

力研究科学技术,但由于民间缺乏资金,便由国家来创办大学,大学

承担起培养国家未来栋梁人才的责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

的大学教育是以医学、化学等实学为中心的.白鸟库吉当时所在的

东京帝国大学所开设的讲座就露骨地反映出这种理念.因此,与其

说是白鸟库吉和东大的问题,不如说是当时国家政策的问题.所

以,仅仅让白鸟库吉一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有些不近情理.

虽然白鸟库吉确实对尧、舜、禹的历史提出过疑问,他却从未

像顾颉刚先生那样提出过系统的方法论.白鸟库吉和顾颉刚两人

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这一点不认真调查不能妄加

评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质疑尧、舜、禹是否真实存在的观

点早在明治初期就已在日本出现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日本史教授

久米邦武先生最先提出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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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那么,久米邦武先生提出这一观点是从纯粹的学术角度

出发呢? 还是有日本民族主义的背景?

池田:久米邦武在他著名的论文«神道是祭天的古俗»①中谈

到神道的起源时认为,神道只不过是古代祭天的习俗.他的这一

观点遭到了社会舆论的非难,因而不得不辞去东大的职务.当时

的皇室与神道的关系比现在结合得要更为紧密,因此久米邦武的

这一研究被认为是对天皇制的强烈批判.从这一点来看,他对中

国古代史提出质疑的动机与民族主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实

际上,不仅对中国史,他对日本史中的神话和传说也提出了强烈的

批判,认为那些不是史实.当然,这些批判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

在列举证据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他所做的只是列举历史事实,

然后进行论证.

另外,在明治时代,关于尧、舜、禹是虚构的说法已经广为流

传.因此,在久米邦武和白鸟库吉生活的明治初期,且不论方法论

的流派和学术倾向,质疑尧、舜、禹的观点确实已经存在.

这是个大胆的推论,即在明治时代已经出现了很多像久米邦

武、白鸟库吉和津田左右吉这样对历史怀有强烈疑古倾向的研究

者,他们都是明治时代培养出来的“明治人”.明治人具有积极的

进取精神,大多崇尚欧美,认真学习欧美文化,如白鸟库吉曾留学

德国,津田左右吉也曾阅读了很多欧美的书籍.他们都对过去的

日本旧文化和旧社会持批判眼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

方面,他们与顾颉刚先生有共通之处.对于学习和研究过欧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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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说,像江户时代以前那样的日本社会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日

本的未来就是暗淡的.津田左右吉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也是明治人的特征.

西山:津田左右吉的民族主义也很强烈,那么他是否将实证主

义与民族主义严格区分开来了呢?

池田:白鸟库吉和津田左右吉的民族主义的确都非常强烈.

但是,他们二人并不以国家意志为转移,而是坚持以自己的意志来

做学问.

津田左右吉在战前主要批判的是军部与战争执行政策,以及

以战争执行政策为背景的社会与思想.简单地说,他反对所谓的

八纮一宇、大东亚共荣圈以及将亚洲视为一体的主张.因此,他在

当时是明显的左派,认为亚洲不是一体的.与亚洲各国不同,日本

应该更加现代化、更加民主化、更加自由,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

以欧洲为榜样.从某种程度上讲,津田左右吉的思路与福泽谕吉

的“脱亚入欧”思想有相似之处.虽然当时的军部也高抬民族主

义,但那是八纮一宇和大东亚共荣圈式的民族主义,津田左右吉的

观念和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完全不同.战后大家都向左,而津田左

右吉的民族主义却转向右.战后津田左右吉批判的是什么呢? 例

如,当时的苏联、中国和朝鲜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家为了对

抗欧美,想在亚洲形成联盟,津田便反对这些国家的路线,他认为

日本虽然属于亚洲国家,但应该走与中国等国家不同的道路.

他还主张战后对天皇制作某些修正后保留其存在,这就是津田的

民族主义.研究津田左右吉思想的家永三郎先生认为,战前和战

后津田的动向是截然相反的.但是,这并不是津田本人的意志,而

是外部环境在改变,而他本人从最初开始似乎就选择了一条中间

６５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的路线.

我们如果将顾颉刚先生与津田左右吉的民族主义相比较就会

发现,顾颉刚先生的似乎更健全一些.顾颉刚先生的民族主义是

与五四运动相共鸣的民族主义.

白鸟库吉的思想中是否言及天皇制尚不清楚,从整体上来说

他的民族主义也很强烈.但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是否与其文献批

判直接相关,尚不得而知.我个人认为两者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关

联.

西山:白鸟库吉等人的文献批判精神来自何处?

池田:有学者认为白鸟库吉受到了兰克史学思想的影响,但我

却不这样认为.兰克史学是以“国民历史”为视点,而白鸟库吉则

基本上不持“国民历史”的态度.兰克史学研究的实际上是一国的

历史,即德国国民史.为什么国民史对他们如此重要? 这是因为

欧洲的德国、意大利等国家作为近代国家建立时间比较晚,国家和

民族问题较多.当时德国包括有威斯特法伦(Westfalen)侯国在

内的众多国家,最后以普鲁士为中心逐渐统一.兰克史学的重要

意图致意就是要维护德国当时的统一局面.而日本由于是一个岛

国,所以从一开始就已经限定了国界,地区统一的问题也只关乎北

海道和冲绳而已.

三、当代的中国古典研究

西山:当代中国的古典研究情况如何?

池田:对于出土资料的研究,日本和中国都有偏颇之处.对文

献的研究,日本和中国也都存在很大的问题.２０年前日本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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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学研究方面做得相当好,当时著名的学者有重泽俊郎先生、

木村英一先生、金谷治先生、楠山春树先生、内山俊彦先生、户川芳

郎先生、町田三郎先生等人.这些战后的优秀学者都对当时中国

的研究状况提出了批评.批判的主要理由是,当时的中国只有教

条式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研究.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将思想史的发

展简单地看作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相斗争的历史,从而判

定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也是如此.这种观点认为,当某种成熟的唯

心主义理论出现以后,为对其展开批判,就会出现某种杰出的唯物

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又出现更加成熟的唯心主义,如此循环往

复,便促进了思想史的发展.由此也可以将在思想史上登场的人

物划分为两个群体,然后说明双方究竟如何对立、势力如何消长.

我这样的解释,实际上是将问题简单化了,实际的公式还要复杂一

些,唯物和唯心也可以划分得更细,如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

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等.

这个唯物、唯心的公式究竟是什么时候、由谁发明的、在中国

哲学史上又是由谁将其定型的? 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者

尚有不清楚的地方.对此我曾经有过研究.据说苏联历史上有个

共产党的理论家叫及达诺夫,好像是在１９３７年时曾到过中国,并

在很多地方进行演讲.演讲的内容就是哲学史上存在唯物主义与

唯心主义,由于两者的对立与抗争从而发展了哲学史.他的演讲

内容对当时的中国学者产生了影响,唯物、唯心的公式开始逐渐形

成,中国的研究者们都这样认为.但实际上,相关理论的形成还要

更早一些,上世纪２０年代时就已经出现了.例如,有叶青这个人,

后被视为极左派而遭到批判,另外还有李达(武汉大学的首任校

长),他曾经向中国介绍过塔鲁哈依玛的理论.除此之外,还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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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目前在中国,大家都认为这是由苏联强加的理论公式,这些

理论都已经得到了清算,这是一件好事.但作为当时的历史事实,

战后的日本学者观察中国时,自然认为中国哲学的研究水平不高,

因为它们多以这些公式为基础.之后,中国又经历了“文化大革

命”,大约十年的时间研究几乎是空白.直到８０年代,研究与教育

才开始慢慢恢复.但是,要想摆脱“文革”后遗症直到完全治愈,尚

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时中国青年学者们的行为与在日本出现的情

形一样,都去追逐尼采、萨特、马克斯韦伯等哲学大家,追逐了一

段时间之后,他们才渐渐发现这样下去不行,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去

思考,创作自己的哲学与方法论.当然,即便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

做研究的学者中,也有潜心阅读文献、不发空论的人,所以他们的

学问经得起考验,如山东大学的高亨先生、北京大学的王力先生

等.这些认真研究古典的学者也为数不少,他们的研究非常值得

信赖.但是,后来出现的一些学者就达不到那么高的水平了.

西山:那么,战后日本人的研究如何?

池田:说到日本,老一辈学者对文献曾有过非常好的研究.这

些学者对出土资料的使用就仅限于马王堆帛书、临沂银雀山汉简

等,但即使基本只限于文献,他们也作出了非常深刻的研究.以

«老子»为例,马王堆帛书的发现证实了道经与德经的顺序是颠倒

的.在马王堆帛书发现之前,小野泽精一先生一直在研究«韩非

子»的«喻老»篇、«解老»篇.小野泽先生从«喻老»篇、«解老»篇中

引用的«老子»语句发现,对德经的引用在前,对道经的引用在后.

于是,他推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老子»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但

«韩非子»的作者们所看到的文本顺序实际上完全相反.结果,马

王堆的出土资料证实了他的推测是正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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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依赖文献研究也可以进行精确的推测,这一点我在东大的退

官纪念演讲中也曾提到过.大家还可以阅读木村英一先生关于

«庄子»、武内义雄先生关于文献学的研究论文,当然里面也有错误

的地方,但从中可以看出过去的历史文献研究有多么精密.例如,

武内义雄先生有一篇叫做«庄子考»(１９１８年)的论文,用文献学的

方法将«庄子»向秀注作了再现、复兴,其考证的过程、结论直到现

在依然有着重要意义.武内义雄在«庄子考»中所作«庄子»郭象

注、司马彪注的再现、复兴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此外,武内先生有

篇叫做«读庄私言»(１９３４年)的论文,复原了司马彪注«庄子»时应

该存在的“解说”,其方法也是文献学的方法.他的考证过程及结

论,在今天看来依然可以使用,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西山:所谓精密的研究,是什么意思?

池田:这仍然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也就是刚才所说的疑古

派所用的方法.疑古派的研究方法在日本也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例如,作为老子的传记,最基本的要属«史记»,但其中的记载究竟

有没有失实的地方?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史记»的老子传有

很多存在问题和矛盾的地方,甚至有人讽刺说司马迁根本不知道

老子是何许人也.那么究竟该如何去除矛盾的地方,在可能的限

度内合理地解释这些问题呢? 对此顾颉刚先生就采用了层累说的

方法论.当然,只有一种方法是远远不够的,但这个方法确实适用

于老子传的研究,由此可以发现构成老子传记的诸多要素.实际

上,在研究老子传的形成过程中就会发现,老子传中的许多记述都

是来自于«庄子»中的故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史记»的老子传

借用了«庄子»所载许多老子的故事,并经过了整理和加工.那么

这一个个故事,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由谁、在何处写的?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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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一一追根问底,最终就能够得出相关的研究成果.在老

子传是否可信的问题上,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但比这更重要的

是,老子传究竟是怎样构成的? 每个部分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也

就是说,老子形象的塑造是如何展开的? 只要使用正确的方法论,

应该可以解决这类问题.用顾颉刚等人提出的方法,哪怕仅仅利

用传世的资料,只要进行更广泛、更深层的精密研究,也一定会得

出更多的研究成果.以上这些方法,实际上木村英一先生、小野泽

精一先生、金谷治先生、楠山春树先生等人都已经实践过了,也因

此形成了非常精湛的学术体系.我们今天使用出土资料从事研

究,可以看作他们的学术研究的补充和延伸,而不是否定和颠覆.

四、关于出土资料的使用

西山:最近,我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会上有位先生说,“最近出

土的文献资料,使我们有必要对以前的研究作重新修正了”.即使

是与中国的民族主义没有关系的日本人,也认为修改旧说是现代

学者被赋予的任务,这就是这位先生给我的印象.但我却认为,并

不是非要作牵强的修改.对此您怎么看?

池田:所谓修改或重写,应该有一个修改或重写的标准,这个

标准是什么?

西山:我想这可能是针对重视史料批判的疑古派来说的吧.

池田:这种姿态并不坏.也就是说,所谓学问就应该有新的内

容,否则就不是学问.如果只是重复过去的东西,那么你所主张的

和过去就是一样的,从而也就失去了作为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西山:例如,现在的热门话题是«周易».过去学界一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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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经典化是在秦代,但最近在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楚简中发

现了«周易»,它在当时是否被视为经典尚不得而知.郭店楚简«六

德»中也提及“易”,在那里它大概是被当作经典的.有观点认为,

«周易»的经典化是在战国早中期,甚至于更早.这一主张或许是

正确的,但仅靠一个例子就要把什么都翻过来,这我还有点难以接

受.

池田:一般而言,向旧说、定说挑战不是一件坏事情,如果没有

挑战就做不成学问.但是,如果认为只要翻过来就是好的,那就有

问题了.例如,在«六德»中确实提到了“易”,但首先需要确认的是

郭店楚简是否完成于公元前３００年以前.郭店楚简«六德»中出现

的“易”字当然就是占卜的“易”,这一点我也认同.荀子使用过

“易”,战国时代存在“易”,儒家在那个时代也开始使用“易”,但是

那个时代的“易”是否作为经典使用尚不明确.«六德»的“易”或许

是将“易”经典化的初期,不过,仅通过这么偶尔提及的一句话,就

想证实当时已将“易”作为最重要的经典来解说了,这也很难说.

过去的研究有很深厚的底蕴,如果只有零星的证据,是很难撼

动其结论的.例如,不久前在我们召开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研究

会”上,北海道大学的近藤浩之先生作了关于上博简«周易»的研究

报告,让我们以这个报告为例作些说明.近藤浩之先生认为«周

易»与日书、式法、归藏一样,也是占卜书籍的一种,它们在表达方

式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当时(战国时代或秦汉时期)出现了许多类

似的占卜读物,这一点从出土资料也可以得到证实.而在这些占

卜读物中,«周易»是整理得最为完善的.我也赞同近藤先生的这

个观点.但是,也有人认为是先有了«周易»这样的占卜书籍,在广

为流传之后,才渐渐出现了日书这样的民间占卜用书.我以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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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 不 了 解 文 化 的 本 质 才 会 有 的 想 法.例 如 儒 教 的 国 教

化,———汉武帝时期开始将儒教国教化,但不要以为董仲舒很快就

将其推广开来了,儒教最终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花费了很长时

间.一部文献或一种思想要想真正地从上到下普及,这甚至在独

裁国家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占卜自古以来就存在于民间,

它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因如此,«易»这种普通

的占卜书才会容易流传,后来才经人整理并经典化.«日书»与«周

易»的关系,或«归藏»与«周易»的关系,如果从合理的角度来判断,

也许正如近藤先生所主张的那样,原来都是普通的占卜用书,而不

是经典,后来才通过归纳、整理、解说,形成了«周易»这样的经典之

作.但这一点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指出过,近藤先生的解释非常

合理,不会有问题.

我本不是一定要去怀疑中国古代的东西,只是想通过科学的

证据进行合理的判断.也就是说,拿出证据、研究史料,然后用客

观、冷静的态度去整理、思考,从而得出合理的结论.如果将这些

合理的结论贯穿起来,就形成了一部思想史.这样就能回答顾颉

刚先生所要探求的,尧、舜、禹是什么时代出现、怎样出现的等等历

史事实以外的问题.总之,仅仅表明尧舜禹是虚构的人物,这是不

够的.实际上,顾颉刚先生所做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批判,而

是要更复杂一些.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故事? 何

时、何人杜撰了这样的故事? 这其中又有什么寓意? 比如说禹这

一人物形象的形成,以及他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的不同的涵义.

顾颉刚先生与其说是一位历史学家,不如说是一位思想史家.作

为传说的禹和作为事实的禹是完全不同的问题.禹在«尚书»等书

中被作为事实来记载,但顾颉刚先生对于这位作为事实存在的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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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太关心,他所关心的是作为传说存在的禹.他从一开始就

注意探讨,这位存在于故事中的禹,是什么时候、怎样被虚构出来

的,其制作背景是什么? 这个故事本身有一个逐步展开的历史过

程.关于禹的历史起源,顾颉刚先生认为,禹被写成像虫一样的文

字,那么他的起源是不是一种动物、或者就是虫子的图腾呢? 我曾

经思考过,顾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民俗学是有关联的吧.其实,我并

不反对探究作为事实的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但这不是我们所

追求的方向.顾颉刚先生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和津田左右吉有着

共同之处.例如,«晏子春秋»中记载了很多故事,也许历史上确实

存在过一位叫晏子的人物,那么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就出现了两个

研究方向,即把晏子作为实际存在的人物来探求的方向,和将其作

为故事人物来探求的方向.第一个方向的研究其实是非常困难

的.如果把«晏子春秋»当作资料来引用,那么就需要辨别其中哪

些是史实、哪些不是史实.那么怎样才能辨别呢? 如果找到了更

多的相同的内容,那个资料就可以判定为史实吗? 严格地说并不

能这样判定.资料少的有时是真实的,资料多的有时是虚构的.

因此,即使有了出土资料,也并不能简单地判定何为史实.出土资

料同样也有作者,同样也有作者的思索,同样也有作者的立场,这

份资料同样是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换句话说,作者在写

作时一定赋予了这些资料以特定的含义,并不一定是对当时事实

的单纯记述.我是一名哲学史、思想史研究者,最关心的并非在于

材料是否为历史事实.或许顾颉刚先生也是这样考虑的.

西山:现在一些研究者大量引用出土资料来反映当时的所谓

史实,这样会不会将研究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呢?

池田:这也未必.总之,我的意思是,出土资料也好,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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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都需要进行史料批判.并不是说出土资料讲的就是纯粹的

事实,没有任何的加工成分;同样的,并不是说文献资料描述的历

史就容易出问题,引用出土资料就可以反映正确的历史了:出土资

料并没有这种特权.这一点很容易被误解.总之,出土文献不见

得比传世文献更可靠,尽管它是数千年前的东西,但它只是将数千

年前的思想面貌呈现了出来,并不等于所反映的数千年前的历史

事物就真实可靠了.

比如说,上海博物馆藏楚简中有一部叫做«孔子诗论»的文献,

讲孔子如何评价«诗经».这篇东西出土后,很多学者、尤其是从事

文学史研究的学者非常激动,认为«论语»中虽然可以看到孔子对

«诗»的一些评论,但并不系统,«孔子诗论»的出现,使我们终于能

看到孔子本人对«诗»完整的、系统的论述了.其实这样的想法是

非常轻率的.因为在没有对«孔子诗论»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分析

之前,你根据什么断定«孔子诗论»就是孔子本人的亲口讲述呢?

我们知道,除了«论语»之外,古典文献中还有大量的与孔子相关的

资料,自清人以来,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孔子资料的搜集,又有很多

的学者站在疑古的立场上,对这些资料作出客观的、冷静的史料分

析,判断这些有关孔子的资料是何时、出于怎样的目的编撰出来

的.其结论是,绝大部分的孔子资料是后人假借孔子的口吻制作

出来的,因此是伪托的孔子,而不是真孔子.今天,我们在研究出

土资料«孔子诗论»时,与对传世文献的分析一样,也要站在疑古的

立场上,对比其他的孔子资料以及相关的思想史资料,给«孔子诗

论»定性定位.显然,«孔子诗论»也是后人假借孔子名义制作出来

的孔子资料的一种.在«孔子诗论»中,关于«关雎»这首诗,孔子说

它是“以色喻于礼”,与之类似的说法亦见于«荀子»和«五行»,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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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与«荀子»、«五行»结合起来,判断其思想特征,从而最终

判断其成书时代.如果一上来就一口咬定它是真孔子的遗篇,那

就作不出任何有意义的研究.虽然«孔子诗论»是出土文献,但除

了过识字关以外,其他的操作与对传世文献的研究没有任何区别.

同样,我们在读马王堆帛书«易»传时,只要稍作仔细的分析,

就能在一段段“子曰”中,读出战国时代的气息来,———你能轻信这

是真孔子写出来的吗?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中还有一篇«鲁邦大旱»,讲鲁国发生旱灾

后,鲁哀公向孔子求教国策的事情.一些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非常

热心地计算这次大旱发生于鲁哀公的哪一年,但在我看来,这样的

计算意义不大.首先,你很难找出有力的证据来断定这位孔子就

是真孔子.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众多的鲁哀公与孔子之间的对话,

«鲁邦大旱»只不过又在其中多加了一篇.其次,我们更为关心的

是这篇新近增加的孔子故事具有怎样的思想史意义,这才是研究

的价值和魅力所在.而这类研究,古史辨派的学者们已经为我们

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杰出范例.

所以,史学研究者往往更容易走错路.例如,过去曾有一位历

史学界的先生邀请我参加«韩非子»的读书会,我发现他们的读法

非常单纯:他们认为历史就像韩非子所写的那样,因此毫不怀疑地

全部相信了.韩非子是一名思想家,他是以思想家的视角来记述

历史,因此与本来的历史事实一定会有出入.阅读历史书籍时如

果对这一点不加考虑,那是绝对不行的.我曾几次提醒他们,但没

有人明白.其实所有的文献都是如此,出土资料也不例外.只写

有日期和单纯事实的文献且不论,只要是和当时的政治、思想、道

德等内容相关的文献,作者无一例外都会加入自己的主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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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认为«春秋左氏传»记述的就是春秋时代的史实,实则

非然.«国语»、«史记»也都是如此.

西山:对于今后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资料,应该用怎样的方法

进行具体研究呢?

池田:第一步,应该把传世的文献资料和出土资料不加区别地

全部收集到一起,就像我在研究生院带领学生阅读«性自命出»时

做译注一样,①首先全面梳理能够搜集到的所有资料,在逻辑上对

其前后关系的合理性展开全面的推测.这正是古史辨派学者坚持

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科学方法.例如,«性自命出»中有段“独处而

乐”的文章,我们首先将有着类似表达方式的所有文章集中在一

起,然后通过比较看哪一篇与其最为接近,并推测那篇文献的思路

与出土文献相互之间的关系,最终推断出土资料的成书年代.当

然,只通过一处分析是不能得出最后结论的,必须对更多的关键部

位进行分析、推测.«性自命出»这篇文献中就有许多需要研究的

地方.郭店楚简中有一篇«穷达以时»,虽然文章不长,但它涉及中

国哲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天人关系”的问题.仅仅指

出在文章表达方式上,«穷达以时»与«荀子宥坐»、«吕氏春秋

慎人»、«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孔子家语在厄»有相似

之处是不够的,要将这些文章的各自的写作背景、思想特征再作

一次彻底的分析,同时对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思想,尤其是

“天人有分”的观点作全面细致的梳理,才能通过比较,找出«穷达

以时»在思想史上的位置.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不下周密的功夫是

７６３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　

① 参见池田知久监修:«郭店楚简的研究»第１—６卷,大东文化大学郭店楚简研

究班,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００３年５月.



不行的.有些论文只是作浮浅的比较,然后匆匆得出结论,而且作

者在写完之后就把它放到一边,从此不再涉及,忙着炒作其他新的

话题,这种浮躁的学风是为古史辨派学者们所不齿的.

回到«六德»将«易»视为经典的话题,仅仅指出这一点也是不

够的,必须搜集更多的将«易»视为经典的文章.例如,«庄子»中也

有几处提到过,汉代一些文献中也曾提到过.然后通过比较和分

析,指出«六德»如何定位最合适.而且,«六德»中不只有一个«易»

的问题,也许有一百个问题、两百个问题,都需要从事这样的操作.

我们在作«性自命出»的译注时,就是这样不急不躁、不计时间、不

计人力、一步一步去做的.当然,我们绝不是随意地给出解释.那

种仅仅视其表面上相同就将资料收集到一起的行为无疑是非常浅

薄的,研究者应当充分考虑其内容,分析为什么在这里要使用这样

的表达方法.当你以十分谨严的态度、扎扎实实地去做时,中国古

代思想史在你脑中就会自然成型.这样的感觉,金谷治先生、楠山

春树先生、户川芳郎先生、内山俊彦先生等人都曾经体验过.传世

文献的研究与出土文献的研究都是一样,并无区别.当今日本从

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人之中有这样体验的已是越来越少.总

而言之,一方面是现在的研究者本来就根柢不厚,一方面是出土资

料出来以后,很多人更不能安安心心加强学习了.一个学者如果

自己不具有判断能力会怎么样? 那就只能跟着权威走了.只相信

大学者的理论,相信旧说、定论.作为一个优秀的研究者,不突破

前人这个关口是不行的.

西山:最后,能否请您用几句话,对出土资料研究与疑古派科

学精神的关系再作一点总结?

池田:第一,出土资料研究并不能成为否定疑古思想的理由,

８６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考古发现只会修正若干古史辨派的结论,而不能从根本上动揺其

科学基础.第二,从根本上讲,“疑古”并不只是某一时代的产物,

也不仅是一种思潮,而是一种贯通古今、不分国别的科学精神.出

土资料研究也完全需要遵循疑古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

第三,我们现在所做的出土资料研究其实也是疑古派所做工作的

一部分,是他们的工作在新时代的延伸.我们必须沿着古史辨派

所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通过新的研究,对古史辨派的理论、方

法和未竟的事业进行新的开拓.既然疑古学派的研究方法是继承

乾嘉考据学的、最具批判意识和科学精神的、最值得信赖的方法,

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反对、要舍弃呢?

西山:非常感谢您接受这次采访!

(原载«文史哲»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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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

———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沈颂金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４日上午,我们一行六人按照事先约定时间,

来到林甘泉先生家中,就“古史辨”及其相关问题对林先生做了一

次极有意义的访谈.林先生的谈话涉及现代学术史上许多重要问

题,使我们深受启发,获益良多.事后,我们据录音和笔记将访谈

内容整理出来,呈林先生审阅时,又增加了部分内容.现发表出

来,以飨关心“古史辨”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读者.

问:林先生,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对过去１００

年的学术发展做一番回顾和总结.“古史辨”作为２０世纪最有影

响的疑古思潮,怀疑古史,考辨伪书,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尤

其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曾在学术界

引起一场大争论.新中国成立后对“古史辨”的评价起伏很大,直

到今天,学术界对“古史辨”仍有不同看法,作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

家,您是如何看待“古史辨”的疑古运动的?

答:新中国成立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与当时的

政治气氛有关.但把它作为对中国史学起不好作用的学派来批判,

好像还没有.１９５４年后,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运动



中,顾先生因为和胡适的关系,受到过一些压力.有些学者如童书

业先生,还作了自我批判.现在回过头看,有“左”的东西.当时学

术批判运动本身就带有“左”的倾向,没有一个自由讨论的环境,不

可能实事求是对待“古史辨”派的学术成绩.但相对于«食货»而

言,对“古史辨”的评价就很不一样.«食货»因为陶希圣的关系,上

纲上线,全盘否定.陶希圣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他先跟汪精卫跑过

一阵子,后来当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写了«中国之命运».陶希圣的

个人问题是他政治态度问题,要与其学术分开来讲.我曾经说,陶

希圣办«食货»对中国经济史研究有好处;另外,«食货»也不能一概

而论,在«食货»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他们的学术思想、理论倾向、政

治态度并不完全一样.过去对«食货»评价太片面化,现在应该从

整体考虑.这也涉及３０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参加的人很复杂,不

完全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有些参加论战的人前

后的政治态度、理论倾向都有变化.搞学术史的人要持一种理性

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笼而统之,搞一刀切.

我觉得对“古史辨”的评价,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总的来说还

是比较积极的.从政治上来讲,当初建历史所时,调顾颉刚来,这

是中央决定的,是经过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１９５３年,为了贯彻

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央决定成立历史问题研究

委员会,创办«历史研究»杂志和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研究

所.从中央到科学院,对顾先生都是很尊重的.他被定为一级研究

员,工资标准是３００多元.顾先生说家里开销大,他家子女多,过去

生活条件好,再加上喜欢书,开销确实大.后来想怎么办呢? 尹达、

刘大年与科学院领导商量,因为工资级别是国家统一规定的,无法

变化,只有采用其他补救办法,好像是中华书局出一部分钱,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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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替他们审理稿件,这样给顾先生凑满每月５００元.５００元的

工资水平在５０年代学者中很少有,可以说是相当高的.

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①中说过,对胡适的评价也应

一分为二.中国近代有三大思潮,即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文化保守

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三大思潮互相碰撞,对中国历史的

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胡适作为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在知

识界影响很大.胡适的思想也有一个演变过程,他曾经有一段时

期是反对蒋介石的,后来蒋介石发动内战,召开“国大”,竞选总统

都拉上他,结果胡适成了蒋介石的殉葬品.现在以适当的地位来

评价胡适,是应该的.但又出现一种倾向,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这

也不对.我们研究历史,评价一个人,要把政治与学术分开,但也

要看到二者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系.建国以后,对有些学者因为他

的政治态度而否认其学术成就,这是错误的;但现在如果肯定一些

人的学术成就而完全掩盖、回避其政治立场,也是不应该的.尤其

是１９４７年以后,国民党垮台的情形已经很明显,许多知识分子,包

括陈寅恪,政治态度都比较明朗了.但胡适在那个时候态度依然

很顽固,死心塌地跟着蒋介石,这取决于他的政治立场.新中国成

立后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怎么评价是另一回事,肯定有“左”

的东西.但胡适从一开始“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针对马

克思主义的传播而提出的,确实影响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可

以说文化精英吧.解放初期,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确实存在崇

美、亲美、恐美的心理,对这种思想做一些教育工作还是必要的,但

采取运动形式不一定好,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

２７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没有把胡适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立场区分

开来.在学术问题上,他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他的一些治学方

法,未必都是错的,包括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看你怎

么理解,放在什么范围内来讲.抽象地讲“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

证”是不行的,自然科学需要假设,社会科学也需要假设.我在首

都师范大学举办的经济史研讨会上,特别强调中国的实证传统不

能丢.我很反对离开具体的研究,空谈什么理论.职业历史工作

者的理论研究也必须以实证为基础.一般的史学理论由搞历史哲

学、西方史学史、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同志来谈要比我们熟悉和深

入.我们需要着重研究的是历史研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问题.比

如说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历史问题.恩格斯

说过,国家不仅仅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也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

我们研究文明的起源,不要仅仅纠缠于产生文明的诸要素,而要研

究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我今天还是要强调,实证传统

不能丢,必须紧紧抓住.只是从马、恩、列、斯、毛著作里,从概念到

概念,讨论理论问题,实际上对我们历史研究工作帮助是不大的.

现在借鉴西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一些理论和方法,建设历史学新

理论,也是如此,不应空谈理论问题.当初“三论”(控制论、系统

论、信息论)成了一股风,大有取代马克思主义,使历史研究进入新

阶段之态势.我就跟有的同志说过,这种讨论只开花,不结果.后

来果然如此.

历史研究要以实证为基础,但不应忽视理论指导.有些人可

以完全做实证,这也是一门不可或缺的学问.但从整个历史学的

发展来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总是后代胜于前代,历史

学要有发展有突破,没有理论不行.无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

３７３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　



好,还是参照西方史学理论方法也好,不是学习其具体的结论,而

是要学习其理论和方法.西方一些大师之所以能产生重大影响,

并不在于他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考证,而是他研究历史问题的切入

点,他的视角,他的理论和方法,乃至于他对历史发展模式的概括.

我们尤其要注意西方一些最新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白银资

本»这本书,是由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所

著.它颠覆了长期以来盘踞在欧美学人心目中“西方中心论”的历

史依据,提出重建世界历史构架的设想,指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史的

地位.还有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的所谓过密化理论、传统经济内

卷化等,都涉及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转

型困难等大问题.西方学者对中国史料不熟悉,他们的观点也未

必正确,但他们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重视,对我们有

启发.我们现在研究历史,既要以实证为基础,也要重视理论创

新.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即不重视理论,缺乏抽象思维的训练,以

至于同样的材料,有的人能看出问题来,有的人却不能.材料的积

累需要付出劳动,只要你下功夫,就会取得成绩.但史识、见识的

“识”,即刘知几说的“才、学、识”中的“识”,可不是一天二天就能突

然冒出来,需要抽象思维的训练.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一文中,我主张对新中国成立后

１７年史学要做出实事求是的估计,要看到成绩,不能说得一无是处.

１７年出了那么多研究成果,能说没有成绩吗? 不能那么说.我们研

究历史,评价人物,一定要根据材料说话,要弄明白研究什么问题,

研究到了什么程度,涉及了其他什么问题,然后才能做出比较客观

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有人说１７年史学完全

政治化,单一化了.实际上,有些问题的讨论还相当深入,就连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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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訾议的“五朵金花”(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

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也促进了相关学科的进展.

历史研究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有些人适合做材料积累的工作,做微

观研究,有些人适合做宏观研究.即便做宏观研究,也要以实证为

基础.我们需要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研究,做长时段的考察.这些

年来我们对某些制度史方面的研究是很有成绩的.但制度史的研

究如果只停留在一些零碎的问题上,不能从中总结说明历史发展

变化的规律,就还只是像顾颉刚所说的是做打基础的工作.我们

的研究还需要再深入一步.陈寅恪关于制度史的研究就总结出一

些规律性的东西来,而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回过头来谈“古史辨”.新中国成立后对“古史辨”并没有像对

«食货»那样,完全加以否定.无论是中央领导,还是学术界,对顾

先生都是尊敬的.处在那样的一个大环境下,一个运动接着一个

运动,顾先生感到受压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有关领导对顾先生

很尊重,从中宣部的周扬、胡绳,一直到后来的胡乔木,对顾先生都

是很尊重的.胡绳在１９５７年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古史辨的“‘疑

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① １９９３年,在“纪念顾颉

刚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者

的朋友”,②这个评价可是不低.

顾先生在２０年代学术成就很高,考辨古史,提出一系列富有

创见性的观点.他在３０年代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

５７３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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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胡绳:«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１００周年»,见陈

其泰、张京华主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京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９７页.
胡绳:«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１００周年»,见陈

其泰、张京华主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第２９９页.



月刊.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辗转西北、西南等地,宣传抗日,后又

开办书局,经商做生意,学术研究受到很大影响.倒是在新中国成

立后,他脱离了一切干扰,专心致力于«尚书»研究,校勘、注释、翻

译、评论,不仅对«尚书»字词作了疏证,而且对其每篇产生的历史

背景也进行了细致考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可惜这一工作没有

完成,只留下一些依据零星的考证整理而成的单篇文章,尚未形成

体系,但这也是«尚书»研究一笔极为宝贵的遗产.不可否认的是,

１９５８年,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全国开展了一场所谓“批判资产阶

级学术思想”的群众运动.在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搞“拔白

旗”,批“白专道路”,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粗暴地对许多专家教

授进行过火和错误的批判,给他们造成极大的伤害.顾先生也受

到一些冲击,被迫写检讨.一些人在报上写文章批判“古史辨”,这

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并不等于全盘否定“古史辨”,两者是有区

别的.何况到了１９７１年,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提议,顾先生主持

标点廿四史工作,自此从“反动学术权威”大帽下解脱,得到恢复工

作的权利.

胡绳为什么讲“古史辨”是“五四”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 按

照我的体会,“古史辨”是想推翻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不能尽信

书,特别是经书.实际上,疑古并不是从“古史辨”开始的,唐人刘

知几就已经提出,甚至东汉的王充在«论衡»里也有了,宋以后就更

普遍了.但他们疑古,可以疑史,不敢疑经,崔述也是如此.“古史

辨”把矛头首先对准经,主要针对以«尚书»为中心的六经,经书在

当时是很神圣的,这对传统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历史发展总

是这样:一种新的思想出来,有它的物质基础,发展成为政治行动,

从而产生上层建筑的变动;政权的变动,回过头来又要利用上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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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力量,对意识形态做一些清理,这是历史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都是唯物史观的

精髓.唯物史观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揭示了这种规律性的现

象是推不倒的真理,迄今还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代替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过去我们把它教条化了,应该改

正.现在无论西方什么时新的理论,都不如马克思主义全面深刻.

唯物史观对我们研究历史有指导意义,只要不做僵化和教条理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思想上是

一大解放.但是随后袁世凯、张勋的复辟,再加上民国初年出现的

一股尊孔逆流,一个时期社会思想是相当混乱的.在这种情形下,

知识界分化了,有些人往前走,有些人落后了.政权变动了,思想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深入,再加上很多西方思想介绍进来,包括

马克思主义,难免要产生分化.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科学”口

号,打倒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今天看来有许多过激行动.但在

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三纲五

常,“古史辨”继承了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反封建思潮向学术领域的

一种延伸,要把经学做一个清理,不是旧传统讲的那么回事.刘起

釪先生写的«尚书学史»中谈到,顾先生为了破坏旧的古史系统,准

备作«古史考»,包括«帝系考»、«王制考»、«道统考»和«经学考».

清理经学对准道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反道统的.这里讲的

道统,就是理学家讲的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尧、舜、禹三圣心

传的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是

从«尚书大禹谟»来的.真正的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确立,经学

起了很大的作用.“古史辨”在思想启蒙,甚至顾先生自己说革

命方面,有积极的意义,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这一点应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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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肯定.

“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中国历史砍掉几千年,“东周

以上无史”好像是胡适讲的,顾先生曾经转述过,在这点上受胡适

的影响.后来,俩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冷淡.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

逃离大陆时,顾先生实际上是被冷落、被抛弃的人.从今天来讲,

“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就看你怎么疑,

疑到什么程度.历史是复杂的,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现代史学研

究必须与传统史学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历史研究一

般说来有三个层次,即事实判断、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事实判断

运用归纳、演绎等形式逻辑方法,从考证史料出发,对史料真伪做

出判断,没有阶级性,属于较低层次,考证学派即属此一层次;认知

判断要分析历史的前因后果,总结出规律性来,不同的人做出的判

断不同,如陈寅恪的文化史观;价值判断属于最高层次,受某个阶

级集团利益支配,以及时代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学者对相同的史料

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人对物也可以有不同的判断.顾先生自己

也承认,他做的是盖房子打基础的工作,主要考证史实和古书的真

伪.１９３２年,他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言”里就曾说过,我自己

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但感觉到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

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我现在做基础性的工作,然后由唯物史观的

人来构筑大厦,这个思想很难得.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学

术定位工作,顾先生所作的就是考辨古书的真伪.“古史辨”主要

是疑古,但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现在也不能说“古史辨”都错

了,有的怀疑错了,但许多怀疑是正确的.

问:近几十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各地出土了大量

文物资料,我们可以根据这批新材料对“古史辨”的成果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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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李学勤先生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学术界也存在争

论,有人表示赞成,也有人极力反对,您的观点如何?

答:一个学术观点出现后,引起各方面不同的反应,这是正常

的现象,也是学术环境宽松,可以自由讨论的表现.冯友兰先生最

早提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有人说现在处于释古阶段,我不赞

成把信古、疑古和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信古不能无原则去信,

疑古也不能无边无际去疑,释古也应有标准,不能胡乱去释.我个

人是不赞成“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不是

三个阶段的问题.不能笼统地说“古史辨”以前是信古,“古史辨”

是疑古,我们现在应该“走出疑古时代”.实际上,“古史辨”并没有

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派,顾先生的弟子有些意见跟他一致,有些并

不一致,方法上也未必完全一样,只能说疑古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思

潮.“古史辨”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论,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等人

都极力反对.王国维在«古史新证»里讲信与考的关系,说有些书

是假托的伪书,但即使是伪书,也可以找出真的历史的影子,这个

讲法比较实在,今天看起来也靠得住.张荫麟在«古史辨»第二册

上有一篇文章,①直接评“古史辨”,批评它用默证的方法.顾颉刚

说«诗经»里没有禹,可见禹在战国以前并不存在;«论语»里出现尧

舜,可见尧舜是孔子时才有,这就是默证,好像古书里没有出现就

不存在.胡绳批评“古史辨”,说它没有把历史学和史料学区别开

来.实际上“古史辨”所做的工作是史料学的工作,史料学可以追

根,顺藤摸瓜,找出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顾先生说过,我们不能

９７３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　

①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７１—２８７页.



知道商周的历史,但我们可以知道春秋战国时代人的商周历史观,

这实际上把历史学和史料学混同起来了.我觉得指出“古史辨”没

有把历史学和史料学做严格的区别,这样说可能讲得更清楚.张

荫麟批评得也有道理,不能用默证.你没有见到,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出现了新的材料.比如«老子»,顾先生当时认为是战国晚期,现

在新的简牍材料(郭店楚墓竹简)证明其成书年代最迟在战国中

期,就是显著的一例.

汤用彤先生讲过,说“有”易,说“无”难,这是我们做实证研究

要注意的一点.我们找到一点材料,可以说“有”,但说“无”就要慎

重,因为时代有时代的局限,个人更有个人的局限,你没有看到,就

不能说没有.顾先生倒是很注意神话传说,他批评过去的史家看

不起民谣、传说,将其排斥在历史殿堂之外.他主张从神话传说中

来做历史研究.但他没有意识到,神话传说里透露出古代社会历

史的影子,他再往前走一步,可以走到这一步.其实这一步很容易

跨过去,但他没有跨,停留在“古史辨”的层面上.这与顾先生的思

想有关,他始终认定他所做的工作是书的真伪,所以没有跨进一

步,探究历史的深层问题.当时“古史辨”影响很大,对推倒三皇五

帝的古史系统起了很大作用.但它是不是把中国历史砍掉了一

半,回答是否定的.至少在史学界不存在“东周以上无史”这样一

种主流意见,最多是说东周以上的历史得不到可信文字的论证,不

可能讲中国没有历史.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１９２５年就已经

提出,他在«古史新证»里批评疑古过头,提倡利用纸上之材料与地

下之新材料来研究历史.比王国维、顾颉刚更早的夏曾佑写«中国

古代史»,把上古称作“传疑时代”,而不是漏掉这一段历史.现在

有些外国学者,如«剑桥中国先秦史»的作者,在概要介绍了新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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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考古发现之后,依次讨论了商、西周、春秋和战国四个时期

的物质文明和政治形态,商朝以前的夏代不写,外国人认识中国历

史总是隔了一层.

实证学派中有人不同意顾先生疑古过头的观点,吕思勉、钱穆

等都有批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意见也并不赞成疑古过头.吕振

羽写«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除了用考古发掘,如殷墟发掘、新石

器发掘外,也用了神话传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用了

文献材料,如«易经»、«诗经»等.实际上,“古史辨”出来以后,中国

史学界根本不存在一个疑古时代,只存在对“古史辨”评价不同而

已.疑古疑什么,三皇五帝古史系统当然要疑,现在如果我们倒过

来要信三皇五帝,但三皇五帝有好几个组合,我们信哪一个? 二三

十年代以来,认为不能完全相信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但又认为这

种传说反映了真实历史的影子,这种认识才是主流认识,不管是马

克思主义学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多数都是这样认识的.

问: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了阶段性研究成果,

对三代帝王世系作了重新排定,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学年表.但

国内外学术界对此有不同意见,尤其是海外一些人,认为工程的学

者受政治驱使,试图跨越缓慢而无序的科学研究去证明中国文化的

原初性和独特性,因此抵触情绪特别大,您是怎么看的呢?

答:“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

学、历史地理学、世界古代史、天文学、C１４测年技术等众多学科的

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

成功范例,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先秦史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促进

了相关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对考古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海

外有些人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这如果不是恶

１８３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　



意攻击,显然就是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缺乏了解.更有甚者,有的

人竟然说安阳殷墟、郑州商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这些观点都是

民族主义特征的体现,这就是胡说八道了.但考古文化断代与历

史学断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不能混同.比如河南偃师的二

里头文化,现在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我也同意.

小屯文化之前,龙山文化之后有这么一个文化层,相当于文献记载

中的夏文化,这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这并不等于夏朝的历

史已经得到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在不久

前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阶段成果概要»中说,对

夏代的目标是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这样说就比较慎重,不要让一

般公众误解为夏朝的历史已经被证实了.比如说武王克商之年,

两千年来形成了至少４４种结论,我们现在根据考古遗址的 C１４
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寻找克商的可能年

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最佳年代(公元前１０４６年),但这并不是唯

一最终年代,还需要不断加以研究.

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早就提出夏文化要

在豫西和晋东南去找.偃师位于河南西部,正是夏文化范围.二

里头文化不同于小屯文化和龙山文化,与龙山文化又有交叉,可以

说相当于夏文化层,但夏朝的历史要得到证明还不好说,我们只能

根据文献来说,文献说的是不是完全正确,句句真实,也很难说.

张忠培先生说:“无论是从考古学技术手段的现今发展水平来讲,

还是自考古学本身的研究内涵来看,目前考古学认识历史的能力,

都存在相当的局限性.”①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考古学也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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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商代之所以能证实,关键是有大批甲骨文,填补了许多历

史的空白,印证商代的帝系、阶级关系、社会经济状况.夏朝呢?

就看以后的发掘能不能发现夏朝的文字了.

考古学家并不完全赞同把考古文化层与历史记载一一对应起

来,比如说夏文化往上是尧、舜,再往上是黄帝.新石器时期考古

学文化的链条可以找出来,但与传说古史系统完全印证,我觉得

难,也没有必要对号入座.我们知道黄帝、尧、舜、禹,都是氏族部

落的神话人物或称号,没有像甲骨文这样的文字材料,要印证是很

困难的.中国历史记载很丰富,我们要发扬这一优势,既要把考古

材料与文献记录相参照,又不要生搬硬套,这样做对考古资料的解

释也是有益的.

有些人批评“古史辨”是民族虚无主义,我觉得这样讲不合适.

即使尧舜禹的历史现在得不到地下发掘的证实,也不会影响中国

文化的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中华文明的悠久辉煌,连绵不断,科

学的问题最后还得靠事实说话.大家都知道,距今５０万年前的北

京猿人是我们的祖先,但是近两年国内媒体又报道,根据利用

DNA研究的结果,中国人的祖先是大约６万年前才从非洲迁移来

的.有些人觉得不得了,说这岂不是要否定中国文明起源本土论

吗? 其实这是误解,人类走出非洲,西方大部分学者都相信,近年

也有少数人反对.究竟是多元还是一元,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中国已有６０多处发现了人类化石,从１００多万年前的云南元谋和

陕西蓝田的直立人开始,旧石器文化考古链条没有中断,可以接续

下来,所以古人类学家吴新智先生不同意走出非洲说,认为这一说

法的基础都是从很小片段的遗传物质得出的间接资料,推论的过

程中包含很多假设,因而对实验室结果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带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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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主观成分.他主张北京猿人依然是我们的祖先,但中国早期

人类可能既有本土的因素,又有外来的因素.所有这些都需要进

一步研究,但与中国历史价值判断没有关系.汉族有多少纯粹的

汉民族成分? 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就是这个意思,连汉民族本身,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考古发

掘更是证明中华民族结构关系呈现“多元一体”的格局,但各地之

间的发展又存在着不平衡性.

民族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前苏联为什么会垮台,没有处

理好民族关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我在«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①

一文中,指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三种情形:１．中央征服边远少数

民族地区,使其成为中原王朝的臣民;２．少数民族建立起自己独立

的政权,但归顺中央政府,并纳贡,维持一种名义上的隶属关系;３．

两者和平关系破裂,爆发战争.过去我们把民族之间的关系说成

是和平,这不符合事实;但只讲战争,也是错误的.应该看到既有

和平,又有战争.各个民族逐渐融合,最后汇入中华民族的大河之

中.这是文化认同的作用,而夷夏之辨则是大汉族主义的体现.

只有各民族在文化上认同了,中华民族才有凝聚力和创造力.综

观历史,任何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如果认同华夏文化,其

统治时间就会长久,反之则是短命的王朝.清代和元代就是文化

认同与否的最好例证.把“古史辨”戴上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在

学术和政治上都没有好处.

(原载«文史哲»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４８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林甘泉:«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

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

———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谢维扬

　　２００６年是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

在中国近代学术,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古史研究的整个发展历程

上,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件事.裘锡圭先生曾说:“近代以来中

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可以认为是从２０世纪一二十年代开始

的.”①所谓“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依我的理解,应该是指中

国古典学在其方法和目标上首次试图进入近代学术的形态.对于

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这

当然是最重要的一步.这在当时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及其与外部

交往情况变化的总的背景下,应该是必然要发生的一个过程.而

在这个过程中,以顾先生以及胡适、钱玄同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

者在这一时期中对于中国古典学,也就是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方法

等重大问题所做的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无疑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对中国古典学最初进入近代形态时所显现的面貌有十分

① 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见«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
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页.



重大的影响.«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正是这些工作的第一项至关

重要的成果,同时也成为由这些工作所体现的,后来长期对于中国

学术尤其是古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关于中国古史研究方法的所

谓“疑古”思潮形成的标志.

«古史辨»的工作,尤其是它所包含的关于中国古史研究方法

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历史性影响是积极的.

我们都知道,«古史辨»中占主要地位的工作的最大特征就是“疑

古”.如钱玄同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中著文谈论“现在研究国学

的人有三件首先应该知道的事”,其中第二条说的就是“要敢于‘疑

古’”,而在第一和第三条中说的是“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以及

“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这应该是更具体地指出钱

先生认为“疑古”所要“疑”的最主要的方面.① “要敢于疑古”,这

是一句非常响亮的口号,然而又不仅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已.它

显然表明了钱先生在那个时代所认为的,为建立具有近代品格的

中国古史研究所应做的最重要的事.这段话,可说是对“古史辨”

工作主要倾向的一个非常鲜明、也非常准确的概括.如果我们完

整地来看钱先生这段话,那么它还非常简明而清晰地告诉了我们,

“古史辨”的疑古,无论其切入点或重点,都是关于古书的.所谓

“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其实就是说对所有先秦古书都不

应轻信.而作为“第一件事”所提出的“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

就更是把清算“伪书”(也就是经伪造的古书)的问题提到了一个很

高的高度.可见“古史辨”的疑古,其直接、正面和首先处理的实际

６８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钱玄同:«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

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０２页.



上乃是属于史料学范畴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疑古工作

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正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

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这对正处于向近代形态转变的中国学术

包括中国古史研究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中国古史研

究的史料学基础问题,其本身就是一个“近代”的问题.裘锡圭先

生在评论«古史辨»和由它形成的疑古思潮的历史地位时曾说,“虽

然怀疑古书之风早就存在,但是只是到了这一次才发展成主流思

潮,怀疑的广度和深度也大大超过以往”.① 这是很确切的.而这

其中的原因,我想就是只有到了“古史辨”时代,疑古才真正具有了

试图解决古史研究的史料学基础的完整含义.因此,我们说“古史

辨”的工作是促成中国古史研究“近代化”的功臣,应不过分.这也

是顾颉刚先生,以及众多疑古学者对于中国学术的最大功绩.而

由«古史辨»而来的疑古思潮对于一个时代学术思想冲击与影响之

大、之深、之久远,更是学术史上所不多见的.当然,近代中国学术

界在试图解决古史史料学基础这个问题上,并不只有“古史辨”派

和疑古学者贡献了他们的努力.在史料问题上提出“二重证据法”

理论的王国维先生的工作,便同样是为了在符合近代历史学和文

献学方法规范的要求上解决这一问题,并且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成

就.我认为,所有这些在中国近代以来学术的发展上都是有重大

意义和贡献的.而所有这些工作所体现的关于古史研究方法的一

些理念,比如说古书资料作为古史研究史料的品格,惟有在追究其

自身可靠性和可信性问题后方得被认可,等等,已经成为绝大多数

７８３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　

① 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３
页.



现代中国古史学者的共识.这是现代中国古史研究健康发展的必

要条件.为此,我们也应该感谢八十年前顾先生及众多其他前辈

学者所做出的杰出工作.

当然,为建立现代中国古史研究所需的合格的史料学基础理

论,学者们要达成的认识远不止上述这一点.«古史辨»第一册出

版八十年以来的学术史表明,为建立近代品格的中国古史研究寻

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其中所涉及的问

题实在太多,也极其复杂.尤其是在对一些问题探讨的条件尚未

真正具备时,学者们尽管有解决问题的清醒意识,也很难有真正的

突破.从许多方面可以说,这一基础性的任务直至今日也还远没

有完成,甚至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距离达成较为明确或公认的认识

都仍然相当遥远.因此,中国古史界多年来在这方面的探讨始终

没有停止,而且今天仍然需要所有古史学者携起手来,通过不断的

讨论与相互切磋,努力使这一基础性的研究有新的、重要的进展.

在近年来学者们对涉及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

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我认为是在对新出土文献的研究中.几

年前我曾提到:“近年来中国古代早期文献文本的不断发现对于治

古史而言,除提供给我们大批新资料而外,最深远的意义也许莫过

于对古史研究的史料学基本概念的问题,促使人们根据对新资料

的研究从更多方面作一些反思,以获得某些新的认识.”①现在我

仍然认为这一情况应当引起人们充分的关注.新出土文献的研究

之所以与古史史料学问题息息相关,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们提

８８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谢维扬:«二十一世纪中国古史研究面对的主要问题»,«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
期.



供了以前从不为我们所知的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某些真实细

节,从而能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判断与古书成书和流传过程有关

的史料学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在看到大量古书的早期文本的实

物资料之后,我们才能真正逼近了解古书和其他古代文献资料形

成的真实过程,从而逼近了解所有已知古代资料之间真正的关系,

而这时我们用来处理古史史料问题的方法才可能是真正合理的.

在这方面,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做了重要的工作.例如,自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开始,李零、李学勤等先生便先后就新出土文献所提供

的情况,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与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有关的一些问

题.我曾从他们的论述中归纳出这样三点,即“一、对于古书成书

的真实情况需要研究;二、对于古书成书情况的研究需以对新出土

古代文献文本的研究为基础;三、对于古书成书情况的误解是‘传

统的’古史史料学所存在问题的关键”(若归纳更准确一些,应在三

处“成书”后面再加上“流传”).① 在对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

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三点认识,其核心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以往用

来构成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涉及古书成书和流传方面情况的知识有

可能是不全面、不确切,甚至是不正确的.这在未能大量直接看到

古代文献文本实物的条件下是很自然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而在这

样的知识基础上所得出的一系列推论和结论,当然也就很可能有问

题,也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合格的古史史料学概念体系.所以这三

点认识我认为很可贵,也很重要,因为只有在有了这些认识的基础

上,才会促使我们去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

９８３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　

① 谢维扬:«二十一世纪中国古史研究面对的主要问题»,«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
期.



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从学者们近年来对与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问题所作的研究来

看,人们以往对于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认识的主要问题是在于很

容易把这些情况理解得过于简明、简单.而实际上,古书成书与流

传的真实过程是非常复杂和纠缠的,与现代人所熟知的现代出版

物成书、发行与传播的过程有绝大的不同.在这方面,学者们根据

对新出土文献文本实物的最新了解,对于古书成书与流传情况所

归纳出的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细节,应该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比如

李零先生早在１９８６年论新出土«孙子兵法»的几篇文章中就已经

谈到了古书形成和流传过程的一些问题.① 在１９８８年写成的«出

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一文中,他又通过以新出土文献情况

与余嘉锡先生早年所著«古书通例»中所归纳的古书体例特征参照

研究的方式,归纳了“古书体例”的八大特征,即:(一)古书不题撰

人;(二)古书多无大题,而以种类名、氏名及篇数、字数称之;(三)

古书多以单篇流行,篇题本身就是书题;(四)篇数较多的古书多带

有丛编性质;(五)古书往往分合无定;(六)古书多经后人整理;

(七)古书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八)古人著述之义强调“意”胜于

“言”,“言”胜于“笔”.② 这实际上谈的也就是古书成书和流传情

况的问题.李学勤先生近年来对此也有许多研究,其在«对古书的

反思»一文中,就对“古书产生和传流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情况”作

了详细的归纳.他提到了以下十种情况:第一,佚失无存;第二,名

０９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参见李零«关于‹孙子兵法›研究整理的新认识»及«‹孙子›劄记»,均收入«‹孙
子›古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分别见第２７５—２７７、２９１—２９３页.

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见«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７—３１页.



亡实存;第三,为今本一部;第四,后人增广;第五,后人修改;第六,

经过重编;第七,合编成卷;第八,篇章单行;第九,异本并存;第十,

改换文字.① 还有其他学者就这一问题也作了重要研究,在此恕

不赘引.对于上述研究所揭示和提请注意的古书成书与流传过程

中的这些复杂情况,我想从帮助我们更深入思考和恰当处理古史

史料问题的角度,再归纳为以下一些认识:(一)古书成书,就绝大

多数个案而言,都是一个经历了很长时间和具有复杂环节的过程;

换言之,所谓古书著作年代问题往往不是一个可有简明答案的问

题(这意味着当人们试图以对古书著作年代问题的判断来帮助确

认有关古书资料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等问题时,由于必须充分估

计到这两者关系上的复杂性,往往不容得出过分简单或简明的结

论).(二)古书题名作者与实际成书年代之间在很多个案中只存

在约相关关系,因为大多数具有今日所见之内容的古书传本,前后

涉及这些文本作成的人员往往不止一人,这也就意味着,古书成书

年代与后所题名之作者生卒年代之间同样没有简单或简明的关

系.(三)古书经流传示人的文本中,所谓“本文”或“正文”与在著

作顺序上次一级的“传说”或“传解”之间往往或有很大可能混而不

清(因此在据今所见之有关文本内容讨论相关资料的真实性与史

料价值等问题时,必须注意到分辨不同性质文本内容意义的必要

性).(四)古书传本之内容以有附益为常.(五)古书内容的取材

所自不必早晚、真伪如一,而以驳杂为常(以上两条同样提醒我们

应注意分辨不同性质文本内容的不同意义).(六)古书实际流传

１９３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　

① 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见«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版,第２９—３２页.



情况繁于传世著录所示(因此不能以引述已知传世著录资料为判

断古书实际流传情况之充足证据).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条对我

自己来说还只是初步认识到其意义的情况,即我们今日所见的所

有古书文本,其在当日为古人使用时在文本性质上应各有不同.

比如,最简单的一个可以想见的事实是,在任何一部古书形成与流

传过程中所出现的各宗文本中,应该有原稿本与传抄本的区别,而

这两者在说明古书成书与流传问题上的意义是不同的.在讨论古

书问题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李学勤先生就曾经提到过:“迄今

所见战国到汉初简帛古籍,都是传抄本,还没有能证明是原稿本

的.”①这实际上就是说,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古书文本资料的品

质而言,我们还不能有把握地说已经能够对古书成书最早阶段的

情况做出准确而具体的判断.其实就是传抄本,在古人使用当时

也还可能有性质上的区别.比如著名的郭店楚简中的«老子»,虽

然有学者将其看作«老子»早期的一个传本,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只

是早期«老子»的一种“摘抄”本,其时还应该有篇幅与今本相同的

简本.② 或者更进一步地说,“简本实际上是三组«老子»的摘抄

本,其内容仅为«老子»的一部分,是郭店墓的主人生前在教学中使

用的”.③ 总之,还不能将其看作一个具有严格“版本”意义的传

本.但以郭店本与今本或汉代的马王堆帛书本«老子»相比较,前

者与后二者无论在用字上还是在句序和句子结构上,乃至特定文

２９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李学勤:«新出简帛与学术史»,见«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５页.
裘锡圭:«郭店‹老子›简初探»,载«道家文化研究»第１７辑,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

版.
李学勤:«论郭店简‹老子›非‹老子›本貌»,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４页.



句的有无上,都有显著而系统的区别,因此似乎也反映了«老子»文

本发展过程中的某种阶段性的特征,故也有学者推断,为我们所知

的今本«老子»文本的面貌应是在自郭店简本至马王堆帛书本之间

的时期内逐渐形成确定的.① 像这样的问题,无疑很有深入研究

的价值.再如,在郭店楚简中有一组被整理者称为«语丛»的文献,

其在当时使用上的性质也很值得研究.因为它们显然不像是某种

内容上自成一体的“著作”,其文字多为对各家著作的摘录,因此有

学者认为其可能也是“教学所用的一种选编”.② 由于«语丛»的内

容有一些可以明显看出是引«论语»和«礼记坊记»等传世古书

的,所以这组简对于讨论«论语»、«礼记»等古书的成书和流传问题

是有说明意义的,而它们在使用性质上的特征就更具有特别的文

献学意义,说明了古书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不同

用途和性质文本的复杂情况,包括产生一些自用抄本的情况.提

出新出土文献文本实物在使用上的不同性质这个问题本身是有意

义的,因为古代不同使用性质的文献抄本,包括古人自用的抄本与

作为古书在某一时期的传本的抄本,在解释古书形成与流传问题

上的意义自然是不同的.正如以上已提到的,对于这方面的问题

学术界已有注意和讨论,但我们目前似乎还很难明确地整理出区

分不同使用性质的古书文本的规律,以及由这些情况所反映的古

书成书过程中某些尚不为人所知的环节的真相,而这也会影响到

我们对有关古书文本形成和流传真实过程的确认,和据此对相关

史料的来源、真实性与价值等问题所作的判断.总之,在经过对

３９３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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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出土的古代文献文本实物考察和研究的今天,中国古史研

究者应当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有足够充分的意识.

这种复杂性,由于客观条件的原因,应该说是超出“古史辨”时代

学者们所能足够深入地了解和意识到的,因此在当时的工作中

也是反映较少的,这当然会影响到当时对一系列相关问题探讨

的方法的完整性乃至其结论的正确性.但是今天我们就必须正

视这种复杂性,从而帮助我们去推进和完善由“古史辨”时代的

学者所开始的寻求合乎近代科学理念要求的中国古史史料学基

本概念的工作.

那么,关于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研究,究竟将如何影响到古

史史料学的基本概念呢? 或者说,由于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有

了更具体、更确切,也更真实的了解,我们对正确运用古史史料的

问题会有哪些新的认识呢?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仅不

可能在这样一篇小文中谈好,事实上我本人也根本不敢说对此已

有充分的研究.但我很想在此谈一点非常初步的想法,冀为抛砖

引玉,对于推动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入思考或有裨益.

我认为,经过这些年古史界对于古书和古史史料方面问题的

大量研究与探讨,我们在总结以往与史料学问题有关的研究之得

失的基础上,在力求正确对待古书资料和希望形成成熟的古史史

料学概念的方向上,似乎已经可以有如下的一些认识:

(１)在没有确定已拥有完整证据的条件下,不要急于认定某部

古书为“伪书”.我希望这一条能成为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中首先

被确认的一条.这实际上也应该是近年来新出土古代文献研究的

大量成果不断涌现后,最先使人们想到,也最易于令人们认可的一

个问题.因为新出土文献尤其是新出土古书文本资料的大量发现

４９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和研究确实使我们看到,自传统疑古方法(包括“古史辨”方法)发

展以来所论及的许多所谓“伪书”案例,其实是不能坐实的,有一些

已经翻案.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说:“简帛古籍的出土,为一批被人

视为伪书的先秦古籍恢复了名誉.”①这方面的例子很多,都已颇

为人们所了解.比如在近代疑古思潮兴起后被很多人认为是汉以

后人的伪作的«尉缭子»、«晏子»、«六韬»等书,由于银雀山汉墓中

发现了这些古书中一些篇章的抄本,且内容与今本基本相合,因而

最终被学者们认定应该是先秦的古书.又如«归藏»是传说中重要

的方术书,古书中有称引,乃因原书早佚,历来多以为所引的应是

伪书.而现在已在王家台秦墓中发现«归藏»残简,文字与古书所

引基本相合,证明古书所引确是先秦古书.② 诸如此类,可以说已

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应该引起人们的思考.如果说以往对古书

“辨伪”的工作有“过度”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还很难全

面了解和注意到古书成书与流传过程的复杂情况.因此,现在我

们对判定某部古书为伪书的问题,理应慎重得多.由于我认为迄

今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古书成书与流传过程的所有细节

和各种变化,因此我曾经提出过在对古书辨伪时要注重发现反映

辨伪行为的直接证据.③ 我这样说,并非主张若无此类证据,就可

以把有关对象认定为真书;而是说在缺乏此类证据的情况下,应该

避免轻易作出是伪书的结论.这是因为以往所作“辨伪”的正反两

５９３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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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经验事实上已经告诉我们,获得包括正面反映辨伪行为的直

接证据在内的多方面的、完整的证据,而不仅仅或主要的是依靠文

献内容上的所谓“内证”性的证据来下判断,是避免在判定古书真

伪问题上再次出现错误的很重要的要求.我想可以把这样一个认

识称之为关于论定古书真伪问题的证据的完整性的概念.用这个

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在你没有完全弄清楚证据是否完整之

前,尤其是在没有取得与古书成书与流传情况有关的证据之前,在

古书真伪问题上所下的任何结论都可能是错误的,因而也是不能

最终论定的.应该相信,未来新出土文献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不仅

会帮助我们在认识什么是判定古书真伪问题的完整证据方面获得

越来越多的知识,而且最终会导致形成越来越明确而合理的、针对

这方面要求的关于证据完整性的概念.

(２)对有些古书的真伪问题可能要有比较复杂的认定.在对

大量新出土古书资料研究之后,学者们已经感到,对于古书真伪问

题本身,也必须有一个切合古书情况实际的认识.其中就包括认

识到,对有些古书,简单地判定为“真”或“假”都可能是不确切的.

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的:“对古书形成和传流的新认识,使我们知

道,我国古代大多数典籍是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的.”①现

在已有不少这方面的例子,如裘先生曾就今本«文子»的问题表示:

“通过跟八角廊竹书中的«文子»残简对照,发现今本«文子»既

不能简单地看作真书,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抄袭而成的伪书.”②李

学勤先生也认为,八角廊简«文子»说明“今本«文子»的«道德篇»含

６９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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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见«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３２页.
裘锡圭:«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见«中国出土古文献十

讲»,第８８页.



有古本的内容,同时也证实今本大部分乃后人所补辑,并非古本的

原貌”.① 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处理古书作为古史史料的问题时,

辨伪本身的意义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对有些有特定情况的个案而

言,在满足史料学要求的目标上,对有关文本资料内涵的仔细比较

与分析,可能比辨伪更重要.就这个问题的实质而言,我们还可以

说,对于某些特定个案,即使已被正确认定为伪书,也不等于其在

史料学概念上毫无价值.比如梅赜古文«尚书»是大家都知道早已

由前人认定为伪书的一部文献,其有«大禹谟»一篇,而这篇在今文

«尚书»中则阙如.现在可发现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引用了«尚

书大禹谟»的话(“余才宅天心”),只是这句话并不见于今传古文

«尚书大禹谟».裘先生认为这是今传古文«尚书»是伪书的又一

证据.②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情况又可以表明,今传古文«尚

书»的«大禹谟»这个篇目还是有真实来源的.由此甚至可以进一

步联系到如何看待今传古文«尚书»的真伪及其史料学地位的问

题.李学勤先生在写于多年前的«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一

文中,曾仔细考察了文献所载今传古文«尚书»自东汉“中晚期”即

有流传,并与孔氏家族中人如孔安国、孔僖、孔季彦等的著作活动

有关的情况,认为“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研究孔氏家学,也许是揭

开«尚书»传流疑谜的一把钥匙”.李先生指出,«尚书尧典»正义

引十八家«晋书»佚文,对晋代古文«尚书»在郑冲至梅赜数代学者

中相传的事实是有清楚记录的,同时也有许多证据表明“西晋皇甫

谧已经看到了今传古文«尚书»和«孔传»”,加之清代一些学者如吴

７９３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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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作«古文尚书正辞»)等还指出了“今传本古文«尚书»的出现,

比王肃的时期还要早”.① 甚至«尚书孔传»的出现,李先生也经仔

细考察后认为“是在魏晋间,不像很多学者所说是在东晋”.② 这

些情况,很显然是对长期以来具有压倒性影响的所谓梅赜伪造古

文«尚书»的说法提出了严重质疑.这实际上表明,以往对所谓“伪

古文«尚书»”问题的考证,多于对所谓“内证”的辩论,而疏于对学

术史与文献学证据的全面整理与分析.当然,尽管这样,在不能完

整解释由“内证”表明的疑点之前,今传古文«尚书»文本自身的真

伪问题,仍不能认为可以简单翻案.上述郭店简引«大禹谟»文字

而不见今本«大禹谟»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对此,李先生也同裘

先生一样,认为“这证明今本«大禹谟»确系汉以下人所编成”.③

但是,由学术史和文献学上的证据所提出的问题,如何同对于所谓

“内证”问题的辨析相统一,这毕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在另一

处,李先生曾提出过:“清代学者批评今本古文«尚书»,其中有些问

题也许就是出于整理的缘故.”④这或许预示着对今传古文«尚书»

文本整体的真伪问题的认定最终并不是很简明的.总之,李先生

的这些研究实际上是在古文«尚书»这样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个案

上,提出了如何在更完整地反映古书成书与流传实际的方法的基

础上来分析其所谓真伪问题的课题.对于围绕古文«尚书»的整个

问题,当然还需要作更全面的研究.但现在应该可以知道,对这个

问题的讨论将涉及比古人论定古文«尚书»为“伪书”时更多方面的

８９３ 　“疑古”与“走出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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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而且可能会面对某种更为复杂的结论.而在最终解决这个

问题之前,我们现在至少可以合理地提出从古史史料学角度应如

何更恰当对待今传古文«尚书»的问题.原因就是古书真伪的问题

并不是确定其史料学价值的全部和唯一依据.

(３)由于古书在成书与流传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复杂情况,对古

书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的认定都要注意避免简单化,尤其是要充

分考虑到古书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后人附益、删选、修动等情况

所带来的影响.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很多.比如在银雀山汉墓

出土的«孙子»简本«用间»篇内,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一句.裘

先生认为这“显然是后学所增的”,而“如果这一本子一直留传下

来”,有人“很可能就会以此来证明«孙子»的编成在苏秦之后”.①

如果这样,关于«孙子»成书年代及作者等问题的看法就都要大变,

但却是错误的.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古书资料内的许多因素都可

能影响对其成书情况的判断,但有些因素的影响是有理的,而也有

些因素的影响则是不应认可的,这其中的区别就需要研究者仔细

分辨.

(４)作为古史史料的古书内容,对其来源的分析和认定,不完

全取决于对已知的有关古书成书年代等情况的认识,也就是说,要

估计到古书中的有些特定的内容可能起源于更早的时期.这一

点,对我们恰当地利用古书资料作为史料是很重要的.例如在关

于禹的传说生成年代的问题上,过去顾颉刚先生就曾因为文献中

对禹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周穆王末年时的«尚书吕刑»中,便认定

９９３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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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① 但近年来发现的西周中期器 公渹铭

文中却长篇记述了禹的事迹.② 这显然表明,禹的传说的起源要

远早于西周中期.裘先生甚至判断,西周中期时,禹的传说“已经

是相当古老的被人们当作历史的一个传说了”,“不然,器主是绝不

会把禹的事写进一篇有明显教训意义的铭文”中的.关于尧舜传

说起源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对 公渹铭文作分析时,裘先

生认为禹被说成是“受天,即上帝之命来平治下界的水土的”,“在

这样的传说里,根本不可能有作为禹之君的人间帝王尧、舜的地

位”.③ 因此他同意顾先生关于尧、舜传说较禹的传说后起的观

点.但是我们看到,在上博馆藏楚竹书«子羔»篇中,在孔子与子羔

的对谈中,一方面孔子承认三代始祖禹、契、后稷为“天子”(天帝之

子,指其有神性),另一方面又明确说到了禹、契、后稷均为舜之臣

之情节(“舜,人子也,而叁天子事之”).④ 可见, 公渹关于禹受

“天命”的记法,丝毫也不意味着在当时对禹的整个传说中不可能

有关于舜和尧等人的地位以及禹同舜之间关系的内容,只不过在

公渹铭文中确未包括这些内容罢了.⑤ 这个例子再次说明,对于

００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④

⑤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见«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版,第１３３页.

铭文释文参见李学勤«论 公渹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第１２６
页.

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见«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２２页.
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版,第３３—４７、１８３—１９９页.
顺便提及,上古对于人王受“天命”治事的观念在早期文献对商周人物的描述

中也非常多见,如«尚书大诰»中就有 “天休于宁王(指周文王),兴我小邦周,宁王(同
前)惟卜用,克绥受兹命”的记法.这里只是反映了古代对周文王权力来源的一个说

法,并不意味着周文王本人就真的是神性的,而他的权力也真的不具有人世的来历.



古书内容来源的研究,需要非常细致、全面的考量,而这对满足史

料学的目标或许是最重要的.

(５)由于古书流传情况的极端复杂性,对于各宗古书资料内容

之间的全部关系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并应该认真结合这些研究

的成果来进一步判断有关古书资料的史料学价值和地位.古书流

传情况的复杂性是新出土文献文本实物给予人们的最深刻印象之

一.在这个问题上,仅依靠传世的少数古书著录资料来研究,显然

是非常不够的,不仅不敷应对大量于传世著录失记的案例,而且由

于不掌握完整的资料,我们对于古代各种记述系统之间关系的认

识也可能是不正确或不确切的.裘先生就曾指出过:“马王堆帛书

«周易»、双古堆竹书«诗经»、武威汉墓«仪礼»、八角廊竹书«论语»,

都是我们所已知的各家之外的本子,可见当时经书传授的情况极

为复杂.”①经书传授的情况如此,其他古书资料在流传上的情况

也不例外.而从对今日自地下获得的大量古书文本实物利用的角

度,我们还需要将具有不同品级“版本”意义和与不同记述系统相

关的文本种类加以区分,因为正如前文已提到过的,在今天所掌握

的各宗古书资料之间,还可能有传本、自用本以及通用本等等性质

上的差别,其“版本”意义以及相关的记述系统很可能也是不同的.

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对其作为史料的意义的把握.在这方面,对上

博简中的重要一篇«容成氏»史料价值认定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容成氏»的全部内容,现根据陈剑的拼合与编连,可以看出

它非常有序地叙述了自远古开始的整个古史历程,并大体上可分

１０４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　

① 裘锡圭:«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见«中国出土古文献十

讲»,第９０页.



作三段:一是尧以前;二是从尧至禹;三是禹以后.① 这里的问题

是,第一段与第二、第三段叙述的内容显然有着不同的来源.以徐

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对古代古史系统问题的分析

来看,第二和第三段所叙述的内容大体上应以所谓东方系统的“五

帝说”为蓝本,而第一段所说则与此系统并无关系.② 第一段中所

叙述到的古帝王(包括原残缺而由学者合理补释的部分),有的与

«庄子胠箧»等古书中提到的相合,但«庄子»的这个古帝系统后

来被采入源自«春秋纬»中的«命历序»的古史系统.③ 这些显然有

着不同来源和生成路径,因而也就可能在资料本身的性质上有不

同的内容,为什么和如何被一起而又有序地写入«容成氏»这一篇

中,这是十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再比如,在上博简«子羔»篇中,

借孔子和子羔的口先后说到禹、契、后稷的故事,但其中对禹的故

事的记述按李学勤先生说是“不知所本”,而契、后稷的故事“则本

于«诗经»的«玄鸟»、«长发»和«生民»而有所铺陈”.④ 裘锡圭先生

则指出«子羔»中禹的故事的记述跟“汉以后书中的禹生神话很相

近”⑤,所以与同篇中对契和后稷故事的记述也还是不属于同一记

述系统.由此,我们应可注意到数量众多的古书资料和五花八门

的古代记述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何等复杂而不为我们所全盘知晓.

对这方面问题的深入和严谨的研究,应该是关于古书成书与流传

２０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陈剑:«上博简‹容成氏›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载上海大学古代文

明研究中心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第３２７—３３４页.
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０４—２１５页.
参见上书,第２４２—２５９页.
李学勤:«楚简‹子羔›研究»,见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上博馆藏战国

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４页.
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见«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２８页.



情况以及古史史料学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古史辨”时代,顾

先生曾以异常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思想力提出了关于中国古代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学说.而这个学说实际上就是关于各宗古

书资料以及各种古代记述系统之间关系的一种假说.而在今天看

来,整个问题应该远比所谓“层累说”所论及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有

些方面“层累说”提出的事实也还有不准确或不切实的地方.因此

这方面的研究尚需继续深入开展下去,而这也许会最终帮助我们

发现中国古史史料学中某些曾被忽视,而实际上很重要的概念问

题.

对中国古史研究而言,史料学问题似乎始终是它面对的一座

高山.八十年前,“古史辨”学者们所开创的就是试图征服这座高

山的路.今天我们仍需继续努力的,也还是要把这条路真正走通.

在这方面,我认为建立健康的研究氛围,从而在具有不同见解的学

者间开展有益的讨论乃至辩论,是十分重要的.我相信,在继承前

辈学者宝贵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在今日古史研究所拥有的新的良

好条件下,我们将会一步步更接近于达成中国古史学者这一夙愿

的一天.

(原载«文史哲»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３０４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　



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曹　峰

　　近年来,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相关的出土资料不断问世,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三大发现,即１９７３年末至１９７４年初出土的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１９９３年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与

１９９４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董市场购回的湖北楚简.这些重大

发现,使海内外从事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学者为之振奋.尤其２０世

纪末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问世之后,无论是媒体还是学界,都处于

极度兴奋的状态之中,“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频繁

见诸报刊.然而,随着学者们对简帛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态度的

日趋冷静,“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提法开始少见了.这

究竟是一个严肃的命题,还是一个供媒体使用的口号,现在已经到

了予以重新审视、评价的时候.应该如何去除情绪的色彩,如何赋

予科学的意义,如何反思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都

是值得我们去总结的问题,同时也是对今后的研究必然产生影响

的问题.

就此,本文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出土文献为改写

中国思想史提供了哪些可能性,利用出土文献改写中国思想史要

注意材料的局限性,以及利用出土文献改写中国思想史要注意研

究方法的局限性.



一、利用出土文献改写中国

思想史的可能性

　　在中国思想史上,从«左传»所记最后的年代(鲁哀公卒于有山

氏,周贞定王二年,公元前４６７年)到«战国策»所记开始的年代(六

国以次称王,苏秦为纵长.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３３４年),由于

文献的欠缺,历史记载出现了一段很大的空白,即从公元前４６７年

到前３３４年,空白了约１３３年.从社会风俗看,这段时期变化很

大,顾炎武曾经提出过好几个现象加以论证,例如,到«左传»为止

的时代,士大夫以上阶层在交往时都要赋诗,到了«战国策»以后的

记载中找不到了.春秋时代“尊礼重信”,而到战国时代则绝不言,

等等.① 从思想史现象看,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从不“仁义”并举,

而孟子从不只单独谈“仁”.由于历史的巨变和转折,在思想史上,

这绝不是一个平平淡淡、可有可无的１３０年,历史变迁引发的社会

所有阶层的观念变迁,也一定会在思想史上留下浓重的痕迹.由

于材料的限制,顾炎武只能通过对比,论及他所注意到的一些现

象,这１３０年间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不能提供那个时代的实

物资料,那就永远只能停留于想象和推测,只有当出土文献放在我

们面前,我们才能将想象和推测化为真实的讨论.

５０４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① 顾炎武:«日知录»,黄汝成集释,民国元年鄂官书处丛刊本,卷十三“周末风俗”
条.原文为:“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
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

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
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虽然对郭店楚简、上博馆藏楚简的下葬时代有争议,对马王堆

汉墓帛书的成书时代有争议①,但是,哪怕是同时抄写、同时出土

的文献,不同的文章在成书时代上也绝不可能完全相同,而且,抄

写时代并不等同于成书时代,就是说,既有早期形成的部分,也有

晩期形成的部分.因此,其中一定存在上述空白时期形成的文献、

或反映上述空白期思想变化的内容.所以,从纵的角度、从思想史

变迁的角度看,在客观上,上述出土文献为这段空白期思想史的研

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这是无可争议的.即

便上述出土文献不属于这段空白期,而形成于空白期之前或空白

期之后,也同样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再从横的侧面来看,出土文献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史资料,就

像一个被横剖开的考古文化层,静止地凝结于某一历史时段,有如

今天所使用的教科书或报刊杂志、文件书信突然被封存,过了几十

年或几百年后再被打开一样,保持了原汁原味,未经后人整理、润

色、增删、修改.而传世文献则不同,有时是天灾、战争等客观因

６０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关于郭店楚简的下葬时代,目前为止有两种意见,一是战国中期偏晩说,即公

元前３００年左右,“白起拔郢”(前２７８年)之前,郭店楚简的发掘整理者首倡此说,大部

分学者同意这一说法,参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前言»,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另一种意见认为,不排除“白起拔郢”之后的可能性,以王葆玹、池田知久为代

表.王葆玹的意见参见其«试论郭店楚简各篇的撰作时代及其背景———兼论郭店及包

山楚简的时代问题»,«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６６—３９０
页;池田知久的意见参见«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５０—１５１、

２６７—２７０页.上博楚简因属盗掘,没有确定下葬时代的依据,但一般认为接近郭店楚

简的时代;马王堆汉墓的下葬时代不存在问题,在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１６８年),但对

其中文献成书时代的争议颇大.以«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通称«黄
帝四经»)为例,有战国中期以前、战国中期左右、战国晩期,乃至楚汉相争时期到西汉

初年各种说法.参见刘国忠«古代帛书»,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４８—１４９页;以及

张增田«黄老治道及其实践»,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４—２７页.



素,决定了或存或毁的命运,有时则依据不同时代的要求,被反复

筛选、诠释,注上加注,层层叠叠,作品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出土资料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为我们提供了

较为真实的文本,在研究思想史流变时提供了某一时段的可信的

参照物.众所周知,过去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第一要做的就是

文献整理和批判,这样,因为在文献的“可信”和“可疑”,是“真”还

是“伪”上常常发生分歧,使用同样的材料,思想史的研究结果可以

出现巨大的差异.

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早已残缺不全、或湮没无存的思想史

资料,这里仍以前述三大发现为例,和«诗»相关的资料有上博楚简

«孔子诗论»、«交交鸣乌»及一些出土文献中对佚诗的引用①;与

«易»相关的资料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经传(«易之义»、«要»、

«二三子问»、«缪和»、«昭力»等)②;与«礼»相关的资料是上博楚简

«昔者君老»、«内礼»等③;与儒家相关、特别是与孔门传承相关的

资料包括:竹帛两种«五行»,马王堆帛书«德圣»,郭店楚简及上

博楚简两种«性自命出»,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

时»、«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语丛一»、«语

丛二»、«语丛三»,上博楚简«子羔»、«鲁邦大旱»、«从政»、«相邦之

道»、«仲弓»、«弟子问»、«君子为礼»、«季康子问于孔子»等④;与道

家及黄老思想相关的资料有: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九主»,郭

７０４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①

②

③

④

其他可参考者有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诗经»,以及山东银雀山汉简«唐勒»、江
苏尹湾汉简«神乌赋»、敦煌汉简«风雨诗»等诗赋类作品.

其他可参考者有湖北荊州王家台秦简«归藏»、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
其他可参考者有甘肃武威磨嘴子汉简«仪礼».
其他可参考者有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

傅传».



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博楚简«恒先»、«三德»、«彭祖»等①;与古史

传说及历史人物相关的资料有: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春秋事语»,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上博楚简«容成氏»、«融师有成

氏»、«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姑成家父»、«柬大王泊

旱»、«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②;与兵家相关的资料是上博楚

简«曹沫之陈»③;与墨家相关的资料是上博楚简«鬼神之明»;与纵

横家相关的资料是郭店楚简«语丛四»;与古乐相关的资料是上博

楚简«采风曲目»;与阴阳家思想相关的是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

两种、«刑德»三种④;与医学相关的有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等

多种;与天文学相关的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

等;与相术相关的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等多种.与阴阳家、医

学、天文学、相术相关的内容也可以归为术数、方技类.⑤ 可见出

土文献中思想史资料数量极大,涉及面广,很多都是至少唐以后古

人所看不到的全新材料.⑥

８０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其他可参考者有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太公»、«文子»;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

«庄子»杂篇;张家山汉简有与«庄子盗跖»相关内容.
其他可参考者有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上博楚简中

史书类有二十多种,未发表篇目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

版,第２７３—２７６页.
其他可参考者有山东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守法守令等十三

篇»、«地典»等,两部兵法的出土证明了«孙膑兵法»并非伪书,«汉书艺文志»所载«吴
孙子兵法»和«齐孙子兵法»确为两部书.未发表的兵家篇目参见前引李零«简帛古书

与学术源流»,第３６９—２７０页.张家山汉简有定名为«阖庐»的兵家书籍.
两种«阴阳五行»中有一种后改名为«式法»正式发表.
其他可参考的术数、方技类有以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为代表的时令材料;包山楚

简卜筮祭祷简为代表的卜筮祭祷材料;以睡虎地秦简日书为代表的各种日书;这类资

料数量多、内容杂,前引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有较好分类,参见第４０１—４１７页.
其他值得重视的子类著述还有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申徒狄»;山东银雀山汉

简«尉缭子»、«晏子春秋»、«六韬»及与«管子»相关内容;湖南慈利楚简«宁越子»等.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有助于对传世古籍的校读,有助

于对古籍形成过程的认识.例如,马王堆帛书«老子»①、郭店楚简

«老子»甲乙丙三篇②和今本«老子»;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③

和今本«战国策»;马王堆帛书«周易»④六十四卦经文、上博楚简

«周易»⑤和今本«周易»的经文部分;马王堆帛书«周易»中«系辞»

和今本«周易»的«系辞»;郭店楚简及上博楚简«缁衣»和今本«礼

记缁衣»,上博楚简«民之父母»和今本«礼记孔子闲居».⑥ 通

过其中文字文句的异同对比,我们可以了解文本的变迁和诠释的

变迁,校订古书的错误.同时,出土文献的出现,也使中国思想史

上一些重要著作成书时代的推断有了可靠的依据.例如,通过马

王堆帛书«老子»,可以断定,与今本相似的文本至少在战国晩期已

经定型.⑦ 上博楚简«周易»的出土,证明了至少在战国中期,与今

本相似的六十四卦经文已经定型.⑧ 通过郭店楚简«六德»和«语

丛一»中的描述,可知“六经”观念至少在郭店楚墓下葬时期已经成

型.

出土文献还有助于对古籍真伪的辨别和时代的判断,可以激

活一些过去因判为伪书而长期冷落、评价不高的文献,并重新估量

９０４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王堆帛书并不自称«老子»,分为两篇,“德”在前,“道”在后,可以称为«德道

经».
郭店楚简并不自称«老子»,整理者根据竹简形制和笔迹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篇.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本无篇题,是整理者所定.
马王堆帛书«周易»本无篇题,是整理者所定.
上博楚简«周易»本无篇题,是整理者所定.有缺损,剩余内容和三十四卦相

关.
尚未公布的上博楚简«武王践阼»很可能可以与今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相

对照.
但郭店楚简本是节选本,还是形成中的文本,目前还有争议.
但«周易»传文在战国中期是否已经定型,目前还有争议.



其价值.这项工作可以说是从唐兰先生开始的,他的论文«马王堆

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儒法斗争的关

系»及其“附录一”①将«黄帝四经»中一些文句抽出来,和«鹖冠

子»、«尉缭子»、«尸子»、«文子»等相比较,证明了这些文献中的内

容不可能全伪,所谓的“伪书”中有其真实的部分.近年来,通过深

入研究,学者们又陆续有新的发现,例如,从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

所出«文子»残简看,今本«文子»虽经后人作过较大的改动,但也不

能简单地视其为抄袭«淮南子»等书而成的伪书.曾被疑为非先秦

之书的今本«六韬»、«尉缭子»、«晏子»有部分文字与山东银雀山汉

简本大体相合.通过对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的整理与发掘,一些过

去不受重视的儒家典籍,如«孔丛子»、«孔子家语»等,其部分内容

之价值也得到了重新认识.

对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促进了对中国先秦秦汉思想史脉

络的梳理,为原来不甚明了的问题提供了得以展开的新资料.兹

举数例.

１．早期儒学.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正好

就是前述思想史上那个空白的、已经失落的部分.具体而言,孔子

比孟子大１８０岁,从孔子到孔子弟子再到孟子,正好在约１３０年

间②.而且,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中出现了很多«史记孔子世家»

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人物,如颜回、仲弓、子路、子贡、子

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因此,新出土资料对了解孔子死

０１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文载«考古学报»１９７５年１期,第７—２１页.
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庞朴和李学勤.参见庞朴:«孔孟之间»,«中国哲学»第二

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２—３５页.以及李学勤:«孔孟之间和老庄之间»,
«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６辑,２００５年６月,第１０—１３页.



后“儒分为八”的情况,对推进“七十子”研究,对探讨“子思学派”

的存在与否,提供了帮助.因此,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一定是孟子、

庄子以前的作品.

此外,也有人认为,较之早期儒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与孟

子、荀子关系更为密切,如日本及欧美的一些学者.①

２．儒道关系.通过简本«老子»,可知简本并不像今本那样反

对“仁义”,对“孝”既否定又肯定,反映出道家对包括儒家在内吸收

兼容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郭店楚简«语丛一»、«语丛三»,上博楚

简«恒先»、«三德»中,可以看出,虽然不同文献或倾向儒,或倾向

道,但存在儒道兼容的迹象.②

３．黄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黄老思想成为一门有实质内容的

学问,实际上是在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出土之后.郭店楚简«太

一生水»,上博楚简«恒先»、«三德»为黄老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

丰富的材料.对出土文献的诠释,又带动了«管子»四篇、«韩非子»

四篇、«吕氏春秋»、«淮南子»、«申子»、«慎子»、«鹖冠子»、«尹文

子»、«文子»、«列子»、«尸子»等一大批相关文献的再研究.我们由

此得知,汉初黄老道家的渊源在楚地,而齐地的道家可能非主流.

«史记»、«汉书»所述学术传统,多侧重北方,对南方楚地的学术史

涉及较少.楚地黄老简帛的发现,正好可以弥补缺环.

４．«周易»经传研究.由于新材料的扩充,«周易»在术数和义

１１４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①

②

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日本池田知久.参见前引«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中与

«五行»、«穷达以时»、«孔子诗论»相关之论文.
陈鼓应认为郭店楚简«忠信之道»也是呈现出儒道交融而又接近老学一系的作

品,参见«郭店楚简所呈现的重要哲学问题»,收入«九州学林»,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１８０—２０１页.



理两方面的研究都得以深入.上博楚简«周易»的特殊符号,马王

堆帛书«周易»的卦序,马王堆帛书«周易»大量的传文都是研究的

热点.

５．宇宙生成论.宇宙生成论是思想史上的重要话题,过去依

据的资料只有«楚辞天问»、«淮南子天文»等.而长沙«楚帛

书»、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博楚简«恒先»的出现,则大大促进了

这项研究的发展.

６．民间思想研究.阴阳五行、天文、历法、算术、星象、占卜、释

梦、医学、养生、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

史»第一卷①中称之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内容.由于资料

的匮乏,也由于过去只重视精英阶层思想的研究,民间思想研究还

是一片空白,而现在这项研究越来越兴旺,跟出土文献提供了条件

有很大关系.

７．一些长期争议、难以解决的思想史现象、命题,如儒家对“心

性”问题的探讨、对“情”的重视、对“禅让”的宣扬.道家“自生”观

念的提出,黄老思想“道―名―法”思想架构的产生,等等.过去十

分模糊,现在有了展开的可能.

８．对先秦学派划分的谨慎认识.在我们使用“六家”、“九流十

家”的概念去排列梳理出土文献时,出土文献的真实面貌告诉我

们,那时很可能并无后代命名的、具绝对意义的门派观念,我们只

能说某一文献以某种倾向为主.② 例如,上博楚简«鬼神之明»可

能是儒墨之间的对话,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存有墨家思想影响的

２１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李锐«“六家”、“九流十家”与“百家”»(«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５年第３期)对此问题

有过讨论.



痕迹.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的天人关系论可能有着道家天人论的

思想背景.郭店楚简«语丛一»、«语丛三»中的许多论述将儒道术

语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上博楚简«恒先»中显然夹杂着名辩的色

彩.上博楚简«三德»既有和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相近似的地

方,也有和«礼记»、«大戴礼记»相近似的地方.马王堆帛书«黄帝

四经»虽然以道家为主干,但將儒、法、名、阴阳都包融在内.

总之,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新鲜的材料,丰富了思想史

的内容,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盘活了一批长期未受重视的传世文

献,引发了史料的重新评估和排列,为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提

供了新的机会,从各个侧面对中国思想史产生了影响,使所有研究

古典学的人都不得不关心出土文献.从这些意义上讲,出土文献

具备了改变思想史面貌的可能性.

二、利用出土文献改写中国

思想史的局限性

　　然而,出土文献只是为我们提供了改写思想史的可能性,也就

是说创造了条件,并不等于有了出土文献就有了一切.通过出土

文献改写思想史,正如廖名春先生所言,必经两途:一是理论反思,

一是史料出新.① 理论反思的问题在下一节讨论,在此讨论出土

文献作为一种史料本身的局限性问题.在新材料频繁出土,不断

引起学者们期待和兴奋的过程中,人们对出土文献所具备的神奇

３１４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① 参见廖名春:«出土文献与先秦文学史的重写»,见姚小鸥主编:«出土文献与中

国文学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８页.



作用谈得多,仿佛出土文献是灵丹妙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

忽视出土文献自身所存在的局限.

第一,出土文献是否提供了足以改变思想史主线的材料.从

现有的出土文献看,除了上述“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层面,以

及黄老思想等,由于过去未曾深入研究,会有较大改观之外,其他

的层面尤其是和“诸子百家”相关的精英思想的层面,我们很难通

过出土文献从根本上动揺过去通过传世文献构建起来的思想史脉

络.仅以在大陆形成的学科体系为例,在胡适、冯友兰、任继愈等

学者构建的“中国哲学史”,在侯外庐等学者构建的“中国思想史”

中讨论的主要话题、主要概念、主要人物在出土文献中依然扮演着

主要角色.刘大钧先生在阐述易学史研究方法时指出:“我们仅凭

目前的出土资料,绝不足以完成对汉人今文«易»的解读和研究,我

们对汉人«易»学史研究,还须以传统资料为主.”①因此,至今为止

的出土文献研究,只是一个个局部弥补、激活、丰富、充实了依赖传

世文献研究构筑起来的思想史框架,而不足以从深度和广度上推

翻之、颠覆之.在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传世文献依然是主,而

出土文献依然为辅.因此,更为精确地说,就思想史整体而言,出

土文献只是从局部上改写了思想史,或出土文献补写了思想史.

第二,如前所述,传世文献因种种自然的或人为的原因,有的

被淘汰、毁灭,留存下来的也遇到被修改、被诠释的命运,使其面目

发生变化.但许多传世文献得以流传也绝非偶然,首先,经过时间

冲刷能够留存下来的必然是值得代代传承的精华部分.其次,传

４１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刘大钧:«读帛书‹缪和›篇»,见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编:
«‹周易›经传解读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日,第４页.



世文献大多经过整理、筛选,所以流传下来多为比较好、比较完整、

比较定型的文本,中国古代历来重视文献整理,«国语鲁语下»

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汉书

礼乐志»曰:“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

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

子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浩大的文献整理工作.赵生群先

生指出:“刘向、刘歆校书时,条件相当优越.一是去古未远,可以

见到大量古书,其中有不少是古文,甚至有一定数量的出土文献.

二是用以校勘的资料亦相当丰富.”“刘向父子整理古籍,大致可以

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文字、篇章进行校勘.二是汇编和

辑佚.三是辨伪与存疑.”①对传世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作为

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业,几乎历代都在得到国家支持的前

提下,由最优秀的学者反复进行.所以,尽管传世文献的文本面貌

及意义诠释随时代变迁会发生变化,但依然具有相当的价值.

出土文献的价值在于它保留了特定时期的思想面貌,可以成

为值得信赖的参照物,但思想史更关心的是思想的传承和迁变,关

心的是哪些部分被留存了下来,以及为什么会留存下来.当然,出

土文献自身也是传承和迁变的产物,但由于文物出土的偶然性,我

们同样无法保障手中的出土文献就是最值得比较、最值得参照的

东西.因此,出土文献即便具有参照物的价值,其价值也要打一定

的折扣.

就文本而言,因为出土文献没有经过整理、筛选,所以并非十

５１４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① 赵生群:«关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关系的几点看法»,见台湾大学哲学系等

编:«新出土文献与先秦思想重构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５—２６日,
第１０篇第３—４页.



全十美.相反具有不确定、不完善的特征.不确定指的是我们所

从事的出土文献研究,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充满了许多有待讨

论和解决的问题,一些前提是不确定的.不完善指的是同传世文

献相比,几乎大部分的出土文献都支离破碎,不经过长期的、艰苦

的文本整理和复原,是不能轻易使用的.

如前所述,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都有成书年代的

争论,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成书年代之不同观点,从战国中期以

前一直到西汉初年为止,年代要跨越一百年以上.成书年代差异

越大,思想史结论也就差异越大.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的争论焦点

在于最终成书年代究竟为秦兵占领郢都之前还是之后,年代跨度

虽然不大,但在思想史上却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对于郭店楚简的

下葬年代,考古学界作过详细的论证,如崔仁义先生①、刘彬徽先

生②,认为至少在“白起拔郢”之前.但也有学者表示难以认同,例

如王葆玹先生从“白起拔郢”之后楚墓残存及楚文化流传的可能性

出发③,池田知久先生从思想内容出发④,李承律先生从考古类型

６１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④

参见崔仁义:«荆门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初探»,«荆门社会科学»１９９７年第５
期.

参见刘彬徽:«关于郭店楚简年代及相关问题的讨论»,«简帛研究２００１»上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７—５４页.又收入氏著«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
岳麓书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３２—２３８页.

参见前引«试论郭店楚简各篇的撰作时代及其背景———兼论郭店及包山楚简

的时代问题».此外,王葆玹«郭店楚简的时代及其与子思学派的关系»(载武汉大学中

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

６４４—６４９页),«再论郭店楚简之时代及其文化背景问题»(“古典学の再构筑”东京大学

郭店楚简研究会编:«郭店楚简の思想史的研究»第六卷,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５—３１页),«郭
店竹书时代新证»(«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七号,２００３年,第２５—３６页),也讨论过这一

问题.
参见前引«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



学说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出发①,表述过不同的意见.

就“成书”的概念而言,各家认识也大不相同,有的学者看到与

今本类似的部分内容出现于出土文献,就认为此书在出土文献所

在时代已经“成书”,而有的学者则强调必须是大部分的内容、基本

的框架、重要的概念定型之后才能算“成书”.如果对成书年代认

识不同,那么对思想内容性质上的认定就判然有别,得出的结论也

会大相径庭.

众所周知,马王堆汉墓未经窃掘,得到了科学的发掘,但由于

帛书已有很大程度的损毁,帛书整理中人为造成的影响依然很大.

郭店楚简受到过盗掘的干扰、上博楚简是盗掘出来的文物,竹简的

保护、整理完全依赖人工,因此从一开始,竹书的整理就充满着人

的主观.简帛文献作为一种特殊的史料,受文字及音韵释读、简序

排列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出土文献的释读带有较大的模糊性,可以

造成百人百义的局面,形成千差万别的结论.

出土文献研究的第一步是文字释读,这是一切研究的前提.

六国古文的研究,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古文字学领域

的热点,虽然成果异常突出,但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文字的

构型如何判断,字形如何隶定,各种符号的作用如何认识,写手的

特征如何确定,声符如何确认,依据传世文献确立的假借原理在楚

系文字中是否可以直接借用等,古文字学界还在探索之中.以隶

定为例,李守奎先生就指出过其中存在的问题:

　　“隶定”在出土文献整理和古文字研究中是常用的一个

７１４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① 李承律:«郭店一号楚墓より见た中国“考古类型学”の方法论上の诸问题と
“白起拔郢”の问题»,“古典学の再构筑”东京大学郭店楚简研究会编:«郭店楚简の思

想史的研究»第六卷,２００３年,第３—２３页.



词,但究竟什么是隶定,如何隶定,隶定的方法有哪些等具体

问题一直不是很明白.当前,出土古文字文献剧增,古文字隶

定文本日夥,但隶定得非常混乱,没有标准可依,各种方法杂

糅;同一古文字文本的隶定,常常是人人各异,同一人的隶定,

也前后不一.理论的匮乏和实践的混乱是相辅相成的.①

所以战国文字研究还不是一门非常成熟的学科,公认暂时无

法释出的字,观点对立、尚无定论的字屡见不鲜,这就在相当程度

上影响到文义诠释的可靠性.

以上博楚简«鲁邦大旱»为例,这篇文献很短,只有６支简,２０８

字,说的是鲁国发生大旱时,鲁哀公向孔子请求对策.其中,孔子

有这样一句话“女(如)毋 珪璧棑(幣)帛于山川,政(正)坓(刑)与

椆(德)”,对“ ”字的解释,目前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整理者马承源先生认为,“ ”当读为“薆”,声符和字义同于“瘞”,

意为“埋”,整句文意的基调为“不进行大旱之祭,但须保持刑德之

治”.② 即孔子完全否定祭祀之举,只强调政治上的作为,这个解

释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也有学者认为该字应读为“爱”,意

为吝惜,因为在出土文献中,“ ”多释为“爱”,而且“不爱”或

与“不爱”相类的句式多见于传世文献,并常用于与祭祀相关场合.

这表明孔子虽然不否定祭祀,但更强调政治上的作为.③ 对祭祀

是肯定还是否定,有着重要的区别,仅此一字解释之差,对«鲁邦大

８１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李守奎:«‹曹沫之陈›之隶定与古文字隶定方法初探»,«汉字研究»第一辑,学
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９２页.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

２０６页.
相关见解参见朱渊清、廖名春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版)中讨论«鲁邦大旱»的多篇论文.



旱»整体思想的判断,对«鲁邦大旱»在思想史上意义之认识,顿时

判然有别.

除了文字的释别、音韵的考定以外,帛片的拼接、竹简的排列

也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由于简帛长期埋于地下,浸在水中,出

土时帛书裂成碎片,出现残损,竹简散乱、扭曲、变形、破碎,需要整

理者重新编联.而完全依赖最初整理者的释文去阐述文义,在某

种程度上讲,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像«老子»、«缁衣»、«五行»、«周

易»这些有传世本或其他出土文本可以对照者,编联时错误可能会

少些,那些没有参照物的出土文献,几乎都会遇到重新排列的问

题,有的问题还非常大.例如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根据原整理

者的排列,首句为“成之闻之曰:‘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这

样说来,“成之”或“成”必须当人名处理,可是按照这一编联,«成之

闻之»整篇有许多地方难以读通.郭沂先生发现,传世古书中有

“闻之曰”之体例,故“成之”应系上句之末.这样一来,«成之闻之»

的首句就要调整,«成之闻之»的篇名也是错误的.按照郭沂先生

的排列,«成之闻之»的首句当为原第八号简的“天降大常,以理人

伦”,篇名也当改为«大常».① 姜广辉先生进一步认为,«成之闻

之»可以分为«求己»、«天常»两篇.② 上博楚简«从政»原来分为甲

乙两篇,但经过陈剑先生的重新编联,发现这两篇其实就是一

篇.③ 通过这些学者的重新调整,«成之闻之»、«从政»排除了释读

９１４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①

②

③

郭沂:«郭店楚简‹天降大常›(成之闻之)篇疏证»,«孔子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后收入氏著«郭店楚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一卷之“肆 «大
常考释»”,第２０８—２２９页.不过按照出土文献整理惯例,即便最初整理者的定名有

误,篇名也不可能再作更改.因此学界仍称此篇为«成之闻之».
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哲学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７期.
陈剑:«上博简‹子羔›、‹从政›篇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文物»２００３年

第５期,第５６—５９页.又见简帛研究网 www．jianbo．org,２００３年１月８日.



上最大的难题,新编联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也有在编联上各执一词,互不认同,意见难以统一的情况,而

且更为普遍.例如«孔子诗论»最初整理者所作简序显然有不合理

之处,学界先后提出过多种新的设想,但由于在留白简、满写简等

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使得局部编联虽然开始趋向一致,却至今无法

形成一个为学界所共同认可的总体方案.①

郭店楚简、上博楚简几乎每一篇都会或多或少遇到简序的问

题,即便简序无须调整,也会出现断句、释读方面的问题,使得很多

讨论难以展开,因为焦点无法集中起来.仍以«鲁邦大旱»为例,其

中有一段很有趣的话:

　　夫山,石以为肤,木以为民.女(如)天不雨,石怮(将)怐

(焦),木将死.亓(其)欲雨或甚于我,或必寺(待)怓(乎)名怓

(乎)? 夫川,水以为肤,鱼以为民.女(如)天不雨,水怮(将)

沽(涸),鱼怮(将)死.亓(其)欲雨或甚于我,或必寺(待)怓

(乎)名怓(乎)?②

这段话通过形象的比喻,指出如果遇到大旱,山川之神灵自身

难保,哪还有心接受人的祭祀.从简文中出现的主语来看,这应当

是子贡讲的话,但也有学者援引古文献的写作特征,详细地论证了

子贡话中插入“孔子曰”的可能性.③ 也就是说,通过不同的断句

０２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刘信芳«孔子诗论述学»(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及季旭升主编«上海博物

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读本»(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版)对各家编联作

了汇总,参照刘书第２８１—２８４页,季书第２页.
这段话的释文与整理者有所不同,参见曹峰:«鲁邦大旱初探»,收入朱渊清、廖

名春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２１—１３８页.
如俞志慧«‹鲁邦大旱›句读献疑»(简帛研究网,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７日),广濑薰雄

«关于‹鲁邦大旱›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和释读,«鲁邦大旱»中关键话语的发言者有人认为是子贡,有人认

为是孔子,这就使得这篇文献的性质发生了极大变化,使讨论走向

不同的方向.

再来看补字的问题,简帛由于缺损,有时需要根据文义加以弥

补,但这也是常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以«五行»为例,有许多学

者依据上下文或传世文献曾对马王堆帛书«五行»作过弥补,在郭

店楚简«五行»没有问世以前,这些弥补并未引起多少质疑,根据弥

补后的文本可以作出更为完满的解释.然后,郭店楚简«五行»出

现之后,一些补字的失败立刻昭显出来,那些曾经看似完美的解释

也无法再使用.因此,补字是一件必须极为慎重处理的事,没有确

凿证据的补字,将会把人导向错误的方向.

出土文献未经后人整理、改动,保持了它的新鲜和生动,这是最

有价值的地方.可是,就文本而言,出土文献具有不完善的特征.

金谷治先生通过对郭店楚简及上博楚简«性自命出»的分析,发现其

中既有说理透彻,前后呼应的部分,也有与主题互不关联,可以视同

杂乱堆积的部分,他将«性自命出»分为上中下三篇,认为其中的下

篇命名为“杂篇”才合适.他提出«性自命出»是一部“抄集书”,就是

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① 其实,“抄集书”在简帛中是相当普遍

的现象,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的墓主手中的文本有些可能是流传有

年,相对定型的作品,有些可能只是文章的草稿、讲课或学习的材

料,是墓主为了某一目的收集起来的.这使得我们在利用出土文

献时,难以把握文本准确的、整体的思想,使其利用价值大打折扣.

１２４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① 参见金谷治:«楚简‹性自命出›的考察»,载庞朴主编:«儒林»第二辑,山东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９—６０页.



而传世文献虽然历经变迁,但如前所述,传世文献多为选择、整理、

去粗取精之后的定本,文字之错讹、编联之混乱、主題之不集中、内

容之不连贯、思想之不系统方面的问题,要相对少一些.

因此,我们未必敢说出土文献的可信性就一定超过传世文献.

赵生群先生以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为例对此问题作过阐

述.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有关苏秦的资料较为集中,且与

«战国策»、«史记»的记载大相径庭,曾有唐兰、杨宽、马雍等先生据

此对«战国策»、«史记»的可信性提出质疑,例如马雍先生断言:

“«史记»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其材料来源多出伪造,可凭

信者十无一二.”①这些观点一时几成定论.但赵生群先生经过严

密的史料排比,指出司马迁所看到的后人假托附会的“苏秦资料”

不在少数,所依据有明确纪年的“苏秦资料”也极为丰富,当不难审

定苏秦、张仪的先后秩序,因此错不在«史记»,而在于马王堆帛书

«战国纵横家书».导致上述大家也会犯错的原因,除了“苏秦资

料”本身的复杂性外,也在于那些学者过于相信出土文献,对传世

文献未作认真审查所致.②

第三,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这三大发现,全部集中

出土于楚地,这种现象是由两湖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决定的,是人

力所无法改变的,因此这批思想史材料具有偶然性的特征.它们

能否同其他传世思想史文献平等比较,是否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

想主流,是否真能代表当时中国的普遍思想,都是我们不得不认真

思考的问题.

２２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马雍:«帛书‹别本战国策›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文物»１９７５年第４期.
详见赵生群:«关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关系的几点看法»,台湾大学哲学系等

编:«新出土文献与先秦思想重构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第十篇第５—６页.



我们当然也期待出现三晋地区①、秦地、齐地②、赵地、燕地乃

至鲁地、吴越地区的思想史资料,但如果这种可能性永远不出现,

或即便出现,却不成规模,残损严重,无法利用,我们是否允许经过

楚人之手选择、记载、整理、保留的资料作为代表中国古代普遍思

想的资料,和由传世文献描述的主流思想作直接的比较呢? 从逻

辑上讲,这是不应该的,但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人都在毫无顾虑地

进行着这样的操作.

反之,将其作为具有楚地思想特征的资料是否合适呢? 道家

及黄老思想发源成长于楚地,而其中大部分具儒家思想倾向的文

献,则显然来自于他邦,那么,向楚地输出思想文化的是哪一个国

家,又是何时,通过那些学者、学派输出的? 这些文献的收藏和墓

主的身份有什么关系? 当时在楚国居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什么? 一

般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倾向究竟如何? 如果不能较为客

观、完整地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最好不要匆忙利用问题成堆的原始

资料去“改写”思想史,否则只会越改越模糊,被“改写”的思想史也

很难长久立说.

第四,如前所述,出土文献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由于种种

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其结论常常出现差异甚至对立,研究成果不易

得到广泛认同,而出土文献学界近年来出现的急功近利、随心所欲

的学风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

以上博楚简«孔子诗论»为例,最初整理者所作的简序和释文,

３２４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①

②

三晋地区历史上出有“汲冢竹书”,但大部分已佚失,留存下来比较可靠的资料

有«穆天子传»和王国维辑佚的«古本竹书纪年».
如前所述,山东省临沂市出土有银雀山汉简,多兵家文献以及与行政、法律相

关的内容.



因为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很快受到来自古文字学界和思想史学

界的修正.由于内容复杂,诠释者众多,仅仅集中各家见解的书籍

大陆地区就已经出现两部①,«孔子诗论»至今没有一个为绝大多

数学者所公认的解释系统.然而,由于«孔子诗论»在«诗经»研究

及古代文学研究地位上的重要性,近年来,有关«孔子诗论»的论文

以极快的速度增长,据一位专门从事上博楚简«孔子诗论»研究的

学者透露,从２００２年年初材料正式公布,近五年的时间里,不包括

港台和国外,仅仅国内已有五部专著,硕博论文十五六篇.论文连

同会议论文在内有６００篇左右,而这只是统计到２００５年６月.其

实,港台和国外的论著也不在少数.这数字实在惊人.虽然这反

映出«孔子诗论»的学术价值,但以这样的速度制造出来的学术产

品里面有多少泡沫啊! 要知道«孔子诗论»只有２９支简,１００６个

字.这些论文中对早期的考证能够有完整把握的并不多见,往往

只引少数论文为自己观点服务,有些甚至仅仅采用整理者的最初

释文.当研究者拿着经不起推敲的释文去诠释文学史乃至“改写”

文学史,这样的改写又有多少价值呢?

出土文献仿佛是一潭池水,最先向其中投入石子的是从事考

古及古文字研究的人,这批人比较少,产生的波纹也比较小.其次

向其中投入石子的是研究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的人,这批人相

对较多,产生的波纹也比较大.当更多的人,更多的学科向其中投

入石子时,产生的波纹越大,离开中心的波纹也越远.并不是说中

心的波纹绝对正确,而外圈的波纹不具备参考价值,但外圈的波纹

４２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前引刘信芳«孔子诗论述学»、黄怀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集中了各家之解释.



一定要融合、消化中心的波纹,不能只索取对自己有用的见解.由

于出土文献研究的特殊性,受信息、资源、精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其间不同学科、甚至同一学科不同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影响、协

同、合作较之其他学科要更为复杂、困难,这就必然影响到“改写思

想史”的科学性.

有的学者强调不受传世文献诠释系统的影响,对出土文献作

独立、客观的研究,这虽然是一种科学的精神,但如果走向极端,抛

开传世文献的印证和启发,主题先行,凭空解释,其结论可能更不

可信.其实,在出土文献研究中,传世文献以及关于传世文献的历

代研究,古代及近现代学者治学方面的成功与失败是出土文献研

究最值得借鉴的经验,出土文献离不开传世文献,如果说出土文献

可以激活传世文献,同样,传世文献也可以激活出土文献.出土文

献只有放在传世文献的长河中,才能确定其位置、意义和价值.现

在在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利用文本的破碎、解释的多样和歧义,断

章取义、各取所需的现象非常普遍,很容易出现裘锡圭先生所说的

“不恰当的‘趋同’和‘立异’”.①

如果说传世文献因代代作注,反复整理,容易丧失真义,其实,

出土文献也有着同样的问题,甚至更为严重,试想,不同的人拿着

不同的结论去“改写”思想史,那思想史就改不胜改了.

正如陈伟先生指出,“任何一批时代较早的出土文献,都会在

原始资料公布之后有一个历时较长、由较多相关学者参加的讨论

过程,才能在文本复原和内涵阐释上,达到较高的水平,取得大致

５２４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① 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原载«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

究中心集刊(二)»(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后收入氏著«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参见该书第８—１２页相关论述.



的共识”,“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愿望或期待,是不切实际的”.①

如黄钊先生所言,“对出土简帛文献的评价不能人为拔高”、“对传

世今本文献的评价不能人为贬低”.② 因此,目前出土文献研究还

处于隶写、编联、训释、笺注的早期阶段,对文义的大部分阐述,都

只能说是一种假说,是一家之言,不可偏信,而当兼听.与文本、释

义相对定型之传世文献相比,目前阶段的出土文献研究,在对思想

史的重构上,未必有多少确定的贡献可言,一切有待于出土文献整

理达到一定高度之后.

总之,出土文献由于自身特性,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在

文本整理、字句释读没有形成较为公认的见解以前,必须谨慎使用

出土文献,出土文献目前依然是传世文献重新阅读、重新探讨、重

新思考的一个引子、一种手段而已.

三、出土文献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如果说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那

么,出土文献的研究方法和传世文献的研究方法,就既可借鉴,又

相区别.既然有可资借鉴之处,轻易否定传统的研究思路、方法,

就是不可取的.

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加以及这项研究的繁盛,在出土文献研究

的方法论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种现象是将

“疑古”学派的研究方法和出土文献的研究方法对立起来,似乎不

６２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陈伟:«文本复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湖北大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黄钊:«关于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思考»,«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走出疑古”,就无法有效地展开出土文献研究,就不能真正改写思

想史.应该看到,这种通过理论上推翻“疑古”来为改写思想史铺

平道路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诚然,出土文献的出现在客观上改变

了许多疑古学派的结论,尤其是古书辨伪和古书年代断定上的结

论,但在否定有些结论的同时,并不应该否定疑古学派对文献的批

判态度、怀疑精神,不应该否定“层累”学说的丰富内涵,不应该否

定其对历史文本“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科学立场.“疑古”思潮

在２０世纪中国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疑古”学派的理论、

方法、实践依然值得当代学者发扬和继承.①

池田知久先生认为,“顾颉刚先生与其说是一位历史学家,不

如说是一位思想史家”.② 这是很有道理的见解,因为顾颉刚先生

一生的研究对象,其实很大程度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思想史.当

然,他和胡适等哲学史家,和侯外庐等思想史家不同,并不预先设

立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而主要是从传世文献出发,这使得我们容

易把他归入史家.但他的“层累”说,他将文献形成和历史现象结

合起来(包括对刘歆“伪造古史”的研究)之尝试,都是典型的思想

史研究方法,所以才有可能提出“不立一真,惟穷流变”这种极其精

辟的见解.由于中国思想史的复杂性,结论出现错误或偏差是在

所难免的,我们不能因此抹杀他的探索.

在出土文献尚未大量出现的时代,尽最大可能占有传世文献

７２４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①

②

这方面的详细论证可参见杨春梅«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文史哲»２００６年

第２期),〔日〕池田知久、西山尚志«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

神———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文史哲»２００６年第４期),以及林沄«真该走出疑古时代

吗? ———对当前古典学取向的看法»(«史学集刊»２００７年第３期诸文).
〔日〕池田知久、西山尚志:«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

«文史哲»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材料,经过严格的史料审査,展开扎实的推理分析,从文献内部挖

掘证据,是学者的基本功.没有人会说,不管怎么推理,将来出现

的出土文献很可能推翻现在的结论,与其白忙活,还不如等待出土

文献,这是不现实的.平心而论,顾颉刚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

公认的大家,不仅仅是因为他创立了“层累”说,也是因为他具有极

为深厚的古文献根柢、独到的眼光以及敏锐的分析能力.他的许

多论文,论据照顾到方方面面,论证极其翔实,让人叹为观止.一

篇好的学术论文,在其结论没有被新的、更有力的材料推翻以前,

其他学者在从事相关研究时就无法漠视和回避,而必须予以重视、

引述;并且,即便是其中具体的结论必须加以勘正,作者的研究方

法、视野、态度等仍然具有长久的学术价值———顾颉刚先生的论文

就符合这样的条件.结论被推翻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并不能因此

认定其研究方法和态度也是不可取的,否则就不免有倒脏水把孩

子一起倒掉的意味了.以现在的“有”要求过去的“无”,岂不强人

所难? 我们今天研究出土文献,不可能仅仅依赖证据,而不借鉴学

界前辈的治学方法,更何况,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出土文献作为

一种证据是有各种局限性的.

第二种现象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说的再度盛行.目前,几

乎所有从事出土文献研究的人都会提到“二重证据法”,这似乎已

成为出土文献研究中无往而不胜的法则,成为出土文献研究方法

论的支柱.但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其中并

不存在内在的逻辑体系,也没有多少可以指导具体研究的方法论

成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学者愿意抱残守缺,无视日益增

加的出土资料,而仅仅依据传世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了.出土文

献研究,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对照起来只是第一步,是不是可

８２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以简单对照,应当在怎样的前提下进行对照,才是研究的核心部

分.

杨宽先生在«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一文中指出“二重证据

法”有其适用范围,“目前保存的商代文献很少,应该依靠甲骨卜辞

结合文献来研究商史.目前已出土的西周铜器很多,长篇的西周金

文不少,同时«尚书周书»中也保存有多篇重要史料,因此必须以

新旧史料结合方式来建设西周史.春秋战国的文献很多,就应该在

整理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新史料来建设春秋战国史”.① 杨宽先生和

裘锡圭先生也都曾指出过“二重证据法”不成功的例子,②李若晖

先生指出了“二重证据法”存在的缺陷,即“只能针对微观事实”、

“在宏观把握上的无能为力”.③ 李幼蒸先生认为“从历史符号学角

度看,所谓‘二重证据法’显然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因为它将

两个不同学科(考古学和古史学)运作程序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了”.④

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问世后,后来又有饶宗颐先生、李学

勤先生的“三重证据法”,但这并不是理论上的创新,只是将王国维

所说“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细分为“文献记载、田野考

古、甲骨文”(饶宗颐)、“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李学

勤)而已.⑤

９２４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①

②

③

④

⑤

杨宽:«先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２８页.
参见杨宽:«三个新学派兴起的巨大影响»,«先秦史十讲»,第４１８页;裘锡圭:

«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论»,第５页.
李若晖:«郭店竹简‹老子›论考»,齐鲁书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１页.
李幼蒸:«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文史哲»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李若晖«郭店竹简‹老子›论考»对“三重证据法”有所介绍,参见该书第６３—６４

页.也有学者认为“三重证据法”指的是“二重证据法”再加史学理论,详见江林昌«中
国上古文明考论»(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绪论»第二章第三节中“三、郭沫若与

‘三重证据法’”,第３７—３８页.



“二重证据法”其实有一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只要是出土资

料就是“真实可信”的.当年王国维将甲骨卜辞和«史记»所记“殷

之先公先王”相对照,推测出“«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

由殷商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

也”.① 这是因为甲骨文和神话、文学作品、私人论著不同,它基本

上是据实而录的,而«史记»所据之“世本”,属于世系资料,除非传

抄错误或故意删改,一般也是据实而录的.因此,这两者之间的对

照,很容易形成清楚明白的结果.思想史资料就大不一样了,它是

作者根据某一目的创作出来的,材料可以为作者所调遣,其中的史

实或真或假,不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密分析,对其内容

是不可全信的.这一点王国维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他说:“又虽谬

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墨子»、«吕氏春秋»,晩出之书如«竹书纪

年»,其所言之事也有一部分之确实性.”②也就是说,王国维也意

识到在与思想史相关的典籍中只有部分的真实.这部分在哪里,

怎么找,那是比将卜辞和«史记»对照起来要难得多的事.

梁涛先生指出“二重证据法”的特征是“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

重证据,不重推理”.③ 似乎有了证据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甚至

可以“不重推理”了.事实上出土文献的研究绝非那么简单,使用

甲骨卜辞的证据来证明«史记»所记“殷之先公先王”这种历史文献

固然可行,可是当我们面对的是成书复杂的思想史文献时,就不得

不考虑证据的数量、证据的有效程度、对证据的不同认识等许多因

素.因此,即便有了证据,在使用证据的同时,也依然离不开推理.

０３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３页.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５页.
梁涛:«疑古、释古与重写思想史»,«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５年２月号.



尤其涉及证据的种类和“真伪”的判断时,更是一项极重推理的复

杂工程,不是可以率性而为的事.

在出土文献研究中,常常会遇到和“真伪”相关的问题.在此,

我们有必要对几种不同属性的“真实”作一区别.第一,历史资料

的“真实”,其中又包括“直接的真实”,即第一手的、直接叙述的真

实,以及“间接的真实”,即借助其他资料转述的真实.从严格意义

上讲,所谓“间接的真实”在真实性上已经要打折扣了,因此,除了

王号、天文现象、自然现象等一些不易为人改变的内容,寻求绝对

的真实是非常困难的事.历史学者的工作就是最大限度地还原历

史的真实.第二,思想史资料的“真实”.思想史资料在史实上往

往真伪相混,例如用一个真的历史背景讲一个假的故事,或者完全

编造一个历史故事.对于思想史研究者而言,他们对真伪的要求

与历史学者不同,只要能够确定创作的时代,假的史实、伪的资料

在他们看来也是具有真实意义的、富有价值的研究对象.思想史

研究更为关注的是文本形态、人物形象、时代话题、创作意图、材料

选择、诠释方法,注意探索意识、观念、概念、框架的流变,重在寻找

这一思想现象与那一思想现象之间、特定思想现象与特定历史现

象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在思想史材料中确认出一些真实的历

史资料,说某个文本才是真正的定本,某部著作一定出自某人之

手,有时并不是最重要的工作.① 第三,考古学资料的“真实”.考

古学有其特殊的理论、方法、话语系统和操作方式.考古学的真实

１３４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① 黄钊和李若晖都曾指出“一切以帛书«老子»为准绳”、“帛书«老子»将会取代今

本«老子»”这种命题在思想史上其实意义不大.黄钊:«关于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

论思考»(«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３４—３６页;李若晖:«郭店竹简‹老子›论

考»,第６７页.



既不等同于历史的真实,也不等同于思想史的真实.三者虽然有

共同的关注点,会出现彼此的交叉,但只能相互借鉴,而不能相互

取代,不能将三种不同的真实简单等同起来.①

简而言之,我们应该将历史的真实和思想史的真实区别开来,

两者在界定和意义上有很大不同,前者也可以称其为事实,后者真

和伪、事实和虚构往往混杂在一起,但却具有“真实”意义,很难简

单地用“二重证据法”说明所有问题.

现在有一种倾向,证据就是一切.但如前所述,证据本身也要

经过分析.因为思想史材料的特殊性,使得我们在面对证据时,要

将各种不同层次的“真实”区分开来,这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也

是思想史研究魅力之所在.所以,基于传世文献研究形成的怀疑

态度、训练方法、研究经验,都没有过时,需要继承和发扬.我们不

可能因为没有新的证据出现,就停止推理.

对“二重证据法”的过度推崇,导致了许多不良后果,这些后果

其实是不利于思想史之“改写”的.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滋长了轻

率、粗糙的学风,促使了研究方法的简单化,当然这并非“二重证据

法”自身的过失.有学者总结古史辨派辨伪古史(包括古籍)的特

征是“对古代文献进行‘有罪推定’,一概存疑”.而现在要做的是

“由‘有罪推定’转变为‘无罪推定’”的方法调整.② 这一思维,施

用于某些具体文献时,也许并无错误.然而,将其放大成为一种方

针、潮流,一种普遍原则时,就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当下的出

土文献研究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热衷于翻案,———将原来

２３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陈淳对此有详细论述,参见其«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文史哲»２００６年第６
期.

梁涛:«疑古、释古与重写思想史»,«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５年２月号.



“古史辨”派怀疑为伪书的文献全部平反,将许多传世文献的成书

时代一再向前推.如果证据充足、论证严密,这样的做法原本无可

厚非.但一些学者不顾出土文献中也有历史资料和思想史资料的

区别,不顾思想史文献往往真伪相杂的事实,根据出土文献就一定

是“真”的原理,通过出土文献和某传世文献中个别真实之处、局部

真实之处的对比,便宣告某传世文献整体不伪.这实际上大有以

偏概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之嫌.以«尹文子»为例,通过

和«黄帝四经»等文献的比较,可以确认其中有的组成部分来自先

秦,基本上否定了汉末伪作之说,但从其内容、结构、文体、文气看,

先秦以后整理改编的痕迹也非常浓重.那么,断定整部著作都是

战国作品,而且毋庸置疑就是尹文自作,就不够谨慎了,因为文献

中的尹文形象和«尹文子»的著作特征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而现

在将«尹文子»完全当作稷下学者尹文之作,并以此研究所谓尹文

名家思想者大有人在.① 其他文献如«文子»、«列子»、«孔子家

语»、«孔丛子»也存在类似情况,将这些文献中出现的人物和历史

上存在的人物及其时代直接挂钩的现象比比皆是,过去谨慎的学

风、绵密的文献批判传统被抛弃了.②

有的学者看到出土思想史资料中出现历史内容,便忙于将其

同传世文献中的历史记载相对照,以此确认哪些历史记载是真实

无误的,殊不知,在很多思想史资料中,历史内容只是一个背景,可

以借用或编造,很难确认其真伪.前引上博楚简«鲁邦大旱»就是

３３４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①

②

这种倾向在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领域最为严重,参见曹峰:«回到思想史:先秦

名学研究的新路向»,«山东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裘锡圭曾指出,匆忙为«列子»、伪古文«尚书»翻案是不合适的,参见«中国出土

古文献十论»,第１２—１４页.



这样一则关于孔子或者说假托孔子的短篇故事,之所以可以称之

为假托,是因为极其相似的故事格局和对应话语在«晏子春秋»和

«说苑»中也出现了,只不过那里的主人公换成了晏子.真实的主

人公究竟应该是孔子、是晏子,或者是其他的贤人? 遇到大旱时山

川神灵也会自顾不暇的那段经典话语,究竟是孔子、晏子的发明,

还是套用民间谚语,通过名人说出而已? 鲁国是否发生了大旱,哪

一年发生的? 这种确认性的工作,不但难以做到,而且并不重要.

我们可以想象,这类关于大旱对策的套话曾经一度十分流行.它

是一个时代或一个学派在阐述天灾与人事的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

典范式的对应态度.那么,在这个或这类故事中,哪些是值得重视

的思想现象,这才是思想史研究者所欲探求的重点.

在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马王堆帛书中出现了大量的“子曰”

(包括相关的“孔子曰”、“夫子曰”、“闻之曰”等等),有的学者读到

这些“子曰”,就视为真孔子之言.其实,我们更应借鉴传世文献对

“子曰”的分析方法,通过对思想内容的分析,辨认出这是哪一个时

代的“孔子”来.例如,«鲁邦大旱»中出现了孔子和鲁哀公的对话,

结合马骕«绎史»卷八十六«孔子类记一»中的«哀公问»等材料可

知,其材料分布于«论语»、«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

氏春秋»、«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史记»、«孔丛子»、«孔

子家语»、«说苑»、«新序»等多种书籍中,这其中可能既有真实的成

分,也不乏编造和假托.目前出土的«鲁邦大旱»可以说又多了一

则新的鲁哀公与孔子之间的问对故事.我们并不能因为«鲁邦大

旱»是出土文献,就过高估价其作为孔子资料的价值,不能匆忙地

视«鲁邦大旱»中的“孔子”为真孔子.

与“子曰”、孔子、孔门弟子相关之记载、故事,是一个非常复

４３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杂、极其重要之思想史课题,目前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得出满意的结

果,出土文献中出现的大量“子曰”,只是为我们解决这个思想史

课题提供了更多的材料.轻率地视出土文献中的孔子资料为可靠

资料,并不是严格的思想史研究方法.

同样,轻易地利用考古学的证据去印证思想史也是不可取的.

如前所述,由于两种学科性质不同,对“真实”的认识也不相同.

总之,现在有一种将出土文献研究简单化的趋向,有些学者在

批判疑古者丧失史料审查客观性的同时,未必能保障自己在研究

出土文献时的客观性.

上述种种现象,正反映出出土文献研究方法论上的困惑.邢

文先生曾提出过所谓“四重证据法”,即将“国际汉学的研究成果”

作为“第四重证据”.① 不用说,这第四重证据和传世文献、出土文

献、考古学资料根本不在同一水平上,不能相提并论.但邢文先生

显然也意识到了方法论问题对出土文献研究的重要意义.本文

在此也并不是要为出土文献领域提供什么具体的研究方法,只

是想在方法论的探索上,提出一些前提和原则,供学界思考和讨

论.

既然出土文献具有不确定、不完善的特征,既然出土文献的出

土具有偶然性,既然目前出土文献研究还处于文本复原的早期阶

段,既然出土文献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协同作战,那么我们在研究这

种特殊材料时,就应充分考虑其复杂性,保持中立的学术价值观和

开放的学问姿态,尽最大可能排除主观意识,排除不同学科自身的

局限性,不设定一种标准、一个尺度,不轻易地否定他人的方法和

５３４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① 参见邢文:«帛书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页.



结论,不轻易断代、定性或者排出文献的先后秩序.从不同的角

度、不同的层次,尝试各种方法,多方位地、反复地分析对象本身,

才能为今后出现更丰富的成果创造条件.既然出土文献离不开传

世文献的依托,那么,传世文献的研究方法就必须得到重视、保持

和发扬,传世文献研究中心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则依然值得倡

扬,对文本的精密解剖方法,利用历史现象分析思想现象的经验都

不应该放弃.因此,目前的时代还是一个提供更多可能性的时代,

一个积累资料、分析资料的时代,不必急于拿出结论,在一些暂时

无法解答的问题上,宁肯阙疑,不作硬解,努力为出土文献研究领

域创造出既谨严认真,又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来.

(原载«文史哲»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６３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

及相关问题

———再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陈泳超

一

刘歆所著«世经»,为中国历史描述了一个从上古太昊庖牺氏

以来直至当时的五德帝王谱(见表一),顾颉刚认为:“这篇文字,是

中国上古史材料中最重要的一件.二千年来的传统的上古史记载

以及一班人的上古史观念,谁能不受它的支配! 虽是从我们的眼

光里看出来是七穿八洞的,但要是我们生早了若干年,我们便未必

能看出;就使看出了也未必敢这样说.这便叫作权威,叫作偶

像!”①这是从其社会影响上说的;而单纯从学术角度来看,该谱因

为关涉到两汉之际的政治与文化,尤其是与今古文之争关系密切,

所以从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崔述、康有为、崔适、顾颉刚、钱

穆、杨向奎等都对之发表了很有影响的学术文字,此后研究断续进

①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见«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９５页.按,该文原发表于１９３０年６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

期,后经作者修改,收入«古史辨»第五册,本文所引均据后者.



行,至今未有定论.最近,杨权出版的 «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

治———“尧后火德”说考论»(以下简称“杨著”)①,再次对这一问题

进行了集中探究,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由于«世经»帝德谱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又长

期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要对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一一表态,颇有治

丝愈棼之慨.幸好“杨著”中对该问题的学术史已经作了非常详细的

梳理,这是“杨著”嘉惠学林的贡献.为了减省头绪、凸现主旨,本文将

以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为叙述核心,因为该文就这一

问题论述最集中、也最具影响,所有其他研究都与之相关.

顾颉刚在该文中认为,以五德终始说来排列古代帝王的学说

起于驺衍,其原理是五行相胜,该学说在秦始皇时已经得到现实运

用,并有广泛的影响.汉朝前期礼制未备,有水德与土德之争.到

了董仲舒那里,又大力提倡另外一套世运理论,即三统说,其主要

目的是要推行寅正历法;在五行方面,董仲舒同时宣扬相胜与相生

两种理论.汉武帝太初改制,在历法上接受三统说,改行寅正;而

在五行上则依据相胜原理定据土德.但是随着汉武帝去世,国运

日颓,社会上又冒出许多异说,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所谓“汉为尧后”

与“汉为火德”之说②,它们背后的理论体系已经由五行相胜转变

为五行相生,并且都带有禅让或再受命的现实政治目的.“刘向父

子”接受了五行相生理论,又配以«易说卦»里“帝出乎震”的原

理,编制了一套全新的帝德谱,即«世经»帝德谱,这是东汉班固以

来的传统说法.由于这套帝德谱最显著的特点是将尧和汉都规定

８３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
“汉为尧后”、“汉为火德”的概称,也采自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一文.



为火德,融合了前述“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说,顾颉刚继承康

有为以来的说法,认为这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政治阴谋.因为王莽

自撰家谱«自本»里说,他是黄帝和舜的后代,这两个帝王在«世经»

帝德谱中皆据土德,根据五行相生原理,土德应继火德之后为帝

王,而广泛传播的尧舜禅让,正是“土火相乘”①的上古实例,所以

天命规定了汉朝应该禅位于新朝.顾颉刚认为,«自本»撰写在前,

«世经»帝德谱是为王莽簒权制造舆论的.由于刘向毕生忠于汉朝

反对王氏专权,而刘歆后来却效忠王莽并成为新朝的国师,所以顾

颉刚认为«世经»帝德谱完全是刘歆的创作,只是托名刘向以自重

罢了.为了让这个帝德谱同时满足“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个

条件,刘歆就将秦代设为闰统,并在黄帝之后插入了一个少昊.而

这样的编制与传统观念又有很多冲突,于是刘歆利用自己领校秘书

的身份,在传世典籍中作了很多伪窜手脚,其中最重要的有二:一是

在«左传»里插入了几段刘姓出于尧的证据;二是伪造了一个月令方

帝系统.顾颉刚在该文里根据«世经»的记载排列了一个帝德谱系,

并把它称作“全史五德终始表”(为减省名词,后文都用“全史五德终

始表”来指代«世经»帝德谱),本文将之改作成“表一”如下:

表一　全史五德终始表

第一次终始 第二次终始 第三次终始

木 太昊庖牺氏 帝喾高辛氏 周

闰水 共工 帝挚 秦

火 炎帝神农氏 尧 汉

土 黄帝轩辕氏 舜

金 少昊金天氏 禹

水 颛顼高阳氏 汤

　　刘歆遍伪群经是康有为最重大的学术发现,是此后疑古思潮

９３４«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　

① «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０１４页.



的基本前提之一.顾颉刚这篇洋洋洒洒的长篇论文,其根基也建

筑在这上面.但是钱穆于１９３０年撰写长篇论文«刘向歆父子年

谱»①,通过年谱的排列,列举刘歆遍伪群经说不可通者凡二十八

端,证明此命题实为虚说.具体到“全史五德终始表”,钱穆又撰

«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得出１０条结论,

其中重要的是认为:月令方帝系统在秦汉之际已经流传,五行相生

原理就是从这个系统来的,而少昊在这个系统里面的位置与后来

的“全史五德终始表”完全一致;董仲舒开始即杂以五行相生学说

排列帝德谱;因此,“刘歆王莽一切说法皆有沿袭,并非无端伪造”,

“只把当时已有的传说和意见加以写定(或可说加以利用)”.② 钱

穆的论证中心是揭示“全史五德终始表”的素材皆有来源,辟除一

切由刘歆伪造的观念,但是他始终不愿意直接说明这个帝德谱到

底是谁造的,是为了什么目的造的.这样,从他的文章里依然可

以提出这样的假设:这些素材固然都是早于刘歆、王莽而存在

的,但真正把它们改造成这么个“全史五德终始表”,却是刘歆的

创作,并且是为王莽簒权服务的.本文就是要来直接回答这一

问题:该谱的创作目的是什么,到底是“媚汉”还是“媚新”? 或者

转换成另外一个问题:它的作者到底是谁? 是刘向父子的共同

创建,还是刘歆的刻意改造? 若是前者,则为“媚汉”;若是后者,

则是“媚新”之作.

０４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该文原发表于１９３０年６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七期,后经作者修改,收入«古
史辨»第五册,本文所引均据后者.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

１７０期(１９３１年４月１３日),后收入«古史辨»第五册,第６３０页.



二

“全史五德终始表”的作者问题原本不成问题,东汉的记载都

认为是刘向父子二人的共同创造.班固«汉书郊祀志»“赞曰”:

　　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

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

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昔

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

是言之,祖宗之制盖有自然之应,顺时宜矣.①

荀悦«汉纪高祖纪»:

　　汉兴,继尧之胄,承周之运,接秦之弊.汉祖初定天下,则

从火德,斩蛇着符,旗帜尚赤,自然之应,得天统矣.其后张苍

谓汉为水德,而贾谊、公孙弘以为土德,及至刘向父子,乃推五

行之运,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于汉,宜为火德,其序之也,

以为«易»称“帝出乎震”(以下接«世经»精简版———引者

注)②

显然,依据这样的说法,该谱在刘向手里就已完成,它的目的是为

了证明汉朝统治的合法性,东汉以来几无异说.但是到了晚清之

时,这一传统说法遭到了康有为等疑古学者的质疑,顾颉刚在«五

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里就力辟此说:

　　刘向固然可以创立相生的五德终始说,但决不能创立«世

１４４«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　

①

②

«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下»,第１２７０—１２７１页.
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页.



经»的历史系统.因为«世经»的历史系统是从王莽的«自本»

上出发的,其基础实建筑于王氏代刘氏上.①

顾颉刚的理由归纳起来似乎有两条:１．«世经»的历史系统晚于王

莽的«自本»而出现;２．该系统的基础是建筑于王氏代刘氏上的.

果然如此吗? 让我们分别予以考察.

１．«自本»早于«世经»历史系统吗?

现在可以见到的王莽«自本»,载于«汉书元后传».从这段

文字里判断,«自本»撰作时间的最上限当为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

１年).② 但这个记载大概只是一个节本,所以只记到王莽的姑姑

元后而已,根本没有说到王莽本人,«自本»后面还有多少文字,不

得而知,所以它的具体写作时间到底要退后多少,就很难说了.

而据«汉书律历志»:“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

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

故述焉.”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考证,«三统历谱»大约作于平帝

元始五年(公元５年).现存«世经»即为刘歆«三统历谱»中的一

篇,如此,最多可以说明«世经»写作的时间下限为元始五年(公元

５年).

这样,«自本»与«世经»两者的时间都不能确定,就不能证明

«自本»一定早于«世经».况且,就在«世经»写作下限的元始五年,

王莽尚未居摄,他当时极力宣扬的是周公辅成王,是否即有篡位之

２４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第５９５—５９６页.
因为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昔春秋沙麓崩,晋史卜之,曰:‘阴为阳雄,土火相

乘,故有沙麓崩.后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其齐田乎!”春秋沙麓崩为僖公十四

年,即公元前６４６年,按照“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的说法,恰当哀帝元寿二年(公
元前１年),此年正好哀帝崩,太后临朝,委政王莽.



心,以至要热烈宣扬尧舜禅让,尚未可知.

再仔细分析顾颉刚的上述两条理由,这第一条根本就是无法

证明的,且不说考证不出二者的先后关系,即便«世经»的成书时代

可以考证出来一定晚于«自本»,依然不能证明“«世经»的历史系

统”必定晚于«自本»,它仍然可能是刘歆引用其父的创建,只是写

定时间比较晚而已.事实上,顾颉刚也没有认真考证过«世经»与

«自本»的先后关系.他只是先认定了第二条理由“«世经»的历史

系统”建基于王氏代刘氏上,才推导出第一条理由来的.可见,关

键就在这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本文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了———

２．«世经»帝王谱到底是媚汉还是媚新?

现存的«世经»帝王谱一直记到光武帝,显然,至少两汉之交的

部分被班固改动过,它有没有明确的写作动机,不敢据断.从现有

的文字来看,«世经»帝王谱所依据的“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

个命题,既可以证明汉朝的合法性,也可以证明新朝代汉的合法

性,这是由五行相生原理先天决定了的,因为五行相生是循环运转

没有穷尽的,所以媚汉与媚新,理论上都有可能.既然文本不能自

证写作目的,我们就只好从该命题的现实运用中寻求答案了.下

面将考察这两个命题在王莽篡位前后的实际影响:

(１)王莽篡位前.如前所说,“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这两个

命题流传于世的时间远早于王莽簒汉,那么它们出现的时候是怀

着怎样的政治目的呢?

先看“汉为尧后”说.«汉书»有载:

　　眭弘,字孟,鲁国蕃人也.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

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

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

３４４«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　



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

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

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岳,王

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

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

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

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

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

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

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祅言惑众,大

逆不道,皆伏诛.后五年,孝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征孟子为

郎.①

由于这段文字可以有不同的断句法,所以“汉家尧后”命题到底是

董仲舒、眭孟还是其他人提出的,可以有不同的理解②,但可以肯

定,当初提出这个命题,是强调汉室应效仿尧舜禅让而传位于民间

人士的,眭孟因此大逆不道而伏诛,时在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７８

年).但值得注意的是,昭帝之后继位的宣帝果然是“兴于民间”,

他感念这种命题的先兆,又立眭孟之子为郎.可见,禅位并不一定

要让于异姓,同姓亦无不可.有人甚至认为宣帝本人已经宣称“汉

家尧后”了,只是尚无可靠证据.③

４４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３１５３—３１５４页.
参见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第７７页.
徐兴无认为,宣帝在地节元年(公元前６９年)诏书里所说:“盖闻尧亲九族,以和

万国.朕蒙遗德,奉承圣业.”就是“汉家宣称为尧后的明证”,未免武断,这里“遗德”者不

能明确断定为尧,也可以解释为刘氏先帝,颜师古注文就只说来源于«尚书»文字,并没有

说是“汉为尧后”的意思.见徐兴无:«刘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０４页.



再看“汉为火德”说.关于汉初一段时间实行的“准火德制”,

可参见“杨著”相关部分,此不论.«汉书谷永杜邺传»载:

　　彗星,极异也,土精所生,流陨之应出于饥变之后,兵乱作

矣①

钱穆认为这里说彗星兆乱,必土德代汉之应.既然将代者为土德,

汉自然是火德了.时在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１２年).«汉书眭

两夏侯京翼李传»: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

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

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

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

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后贺良等复私以相

教.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

所挟忠可书.事下奉车都尉刘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

行.而李寻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

此道?”时郭昌为长安令,劝寻宜助贺良等.寻遂白贺良等皆

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②

对于夏贺良的具体主张,«汉书哀帝纪»建平二年(公元前５年)

六月记载更详细:

　　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

宜改元易号.诏曰:“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

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 夫基事之元命,

５４４«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　

①

②

«汉书»卷八十五«谷永杜邺传»,第３４６８页.
«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３１９２页.



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

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①

甘忠可和夏贺良师徒二人在成帝、哀帝两朝前赴后继宣扬的“更受

命”或“再受命”,都托名于“赤精子”,表明火德之运,其内容不是德

运转移、应让位于异姓,而是说汉家通过某种仪式重新受命,让旧

政权获得新生命.

关于“陈圣刘太平皇帝”的古怪称号,韦昭注曰:“敷陈圣刘之

德也.”如淳注曰:“陈,舜后.王莽,陈之后.谬语以眀莽当篡立而

不知.”②到底哪一种正确? 笔者以为韦昭注可从,如淳注有事后

诸葛之嫌,因为哀帝时王氏权力遭到最大抑制,王莽本人不得已离

开中央退处封地,怎么可能有篡国之心? 更怎么可能甘、夏二人来

为王莽篡国立言? 即便这里的“陈”不是敷陈之意而解作舜的后

代,也是撺掇火德尧后的汉家暂时假冒土德舜后,而完成这个五行

相生的“必然”过程,以此获得新生.钱穆先生说:“今自号‘陈圣

刘’,所以为厌胜.此后王莽乃袭其说,自托舜后耳.”③是完全合

乎情理的.

可见,“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这两种理论,其产生之初,

都不必然不利于刘氏天下,都可以被有意无意地用来媚汉.事

实上,对汉室耿耿忠心的宗室刘向,对上述两个命题也都乐于接

受.

(２)王莽簒权后.假如“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个命题是

专为媚新而存在的,那么照一般情理而言,王莽祸国殃民就在目

６４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汉书»卷十一«哀帝纪»,第３４０页.
«汉书»卷十一«哀帝纪»,第３４０页.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古史辨»第五册,第１７１页.



前,后起的刘秀等人应该竭力消除该理论的影响才对,事实恰恰相

反,这两个命题却成了刘氏复兴的重要理论依据.比如班彪为了

劝说隗嚣放弃偷窥神器的野心,特撰«王命论»以论证刘家天下的

“应天顺人”,他说:“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据

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①尤可

注意的是,当年“与国师公(即刘歆———引者注)从事出入,校定秘

书”的苏竟,在劝降刘歆兄子刘龚的«与龚书»中也说:“夫孔丘秘

经,为汉赤制,玄包幽室,文隐事明.且火德承尧,虽昧必亮,承积

世之祚,握无穷之符,王氏虽乘间偷簒,而终婴大戮,支分体解,宗

氏屠灭,非其效欤? 皇天所以眷顾踟蹰,忧汉子孙者也.”②可见

“火德承尧”,正是刘氏复兴的天命依据,与前面甘忠可、夏贺良宣

扬的“更受命”思想相通,并不以被土德承舜之人(比如王莽)替代

为必然指归.在时人看来,王莽只不过是偷簒汉祚、淆乱天命的偶

然事件罢了.

正是基于以上原理,光武帝刘秀在光复前后也大肆利用这一

学说,在图谶、符命等各方面都对“火德承尧”有所表示,并且在建

武二年(２６年)“始正火德,色尚赤”③,从此“火德承尧”被正式列入

王朝礼制,在封禅等祀典上多有表现,东汉后来的皇帝也都延续不

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世经»历史系统构造原理的“汉为

尧后”与“汉为火德”两个命题(也可以合并为“火德承尧”一词),都

并非以代汉媚新为指归,它本身更多是为媚汉服务的.只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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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相生天然规定每个德运迟早要被后一个德运所替代,所以它

蕴含着代汉的合理性罢了,碰到王莽这样的野心家和嗜古癖,就很

容易被利用了.顾颉刚着力做的工作,只是拆解了«世经»帝王

谱的素材来源及其编造的逻辑过程,就断定它为媚新之作,是没

有说服力的.当然,顾颉刚这样推断的根基还是过分相信康有

为以来所谓刘歆遍伪群经、以媚新换取古文经学合法地位的说

法,事实上,上述观点已被多数学者证明是不正确的了.而顾颉

刚的理由既然不能成立,那么«世经»历史系统的创立权,还是应

该回归到班固以来的说法,归还于“刘向父子”,而其创作动机是

为了媚汉的.

三

对于班固以来合称的“刘向父子”,通常认为是刘向创立、刘歆

继承并精密化,父子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原则分歧.但是很

多人鉴于刘向父子政治态度上的巨大差异,总感觉在这个问题上

也会体现出原则性的不同来,顾颉刚等因为有今古文之争的传统

偏见,把“全史五德终始表”说成是刘歆创立而托名刘向的,上文已

辨其非;但是“杨著”并没有今古文的偏见,却仍然坚持父子二人有

绝大不同,为此还特意区分出所谓“刘向版”和“刘歆版”的帝德谱

来,下文将予以集中辨析.

“杨著”的核心创见是说:刘向首创以五行相生原理来解说世

运的所谓“新五德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编制了一个所谓“刘

向版”的帝德谱(见表二),该谱符合“汉为火德”的命题,但还不能

满足“汉为尧后”的命题.后来,刘歆在此基础上改进成为«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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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谱,也即所谓“刘歆版”帝德谱(即表一的“全史五德终始表”),

使之同时证明了上述两个命题,其改进方法就是利用(不是伪造)

«左传»等资料加入闰统和少昊.至于刘向父子不同版本的创作目

的,“杨著”认为,刘向版要“证明汉朝是正统王朝”①,是忠于汉室

的;而刘歆版则是王莽为了簒汉的目的,“指使其心腹刘歆,通过编

造«世经»,对刘向版帝德谱做了精心的改造”.②

表二　所谓刘向版帝德谱

第一次终始 第二次终始 第三次终始

木 太昊炮牺氏 尧 秦

火 炎帝神农氏 舜 汉

土 黄帝轩辕氏 禹

金 颛顼高阳氏 汤

水 帝喾高辛氏 周

　　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把它简化为两个关联问题分别予以解析.

１．“新五德理论”是刘向首创的吗?

“杨著”说,所谓“新五德理论”是借鉴了汪高鑫«论刘歆的新

五德终始历史学说»的说法,不过汪文以为是刘歆创立,“杨著”

认为是刘向创立罢了.为了减省头绪,本文主要针对“杨著”立

言,冀图梳理清楚该理论的具体形成过程,对于汪文的回应自在

其中.

从现存典籍来看,最迟在秦汉之际,已经出现了月令方帝系

统,这个系统以五行配五方,同时又配季节,包含了五行相生的运

行原则,见«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

训»等篇.但是该系统里的五方帝还在神人之间,没有明确落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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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历史.当时真正对现实世运有影响的是驺衍的“五德终始

说”,它是以五行相胜为原则的,相对而言就是所谓的“旧五德理

论”吧.

到了董仲舒那里,五行相胜和五行相生两种原则都被大量涉

及,但是有没有被运用于历史和德运呢?

董仲舒的世运主张,主要集中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篇里,他的理论比较复杂,简而言之,他把当运的一朝与前面两朝

合在一起列为“三王”,其运作规则是“逆数三而复”;三王之前有

“五帝”,其运作规则是“迭首一色,顺数五帝相复”;“五帝”之前又

有所谓“九皇”、“六十四民”之类.这些阶段的位置是固定的,占据

这些位置的帝王则要随着世运的推移而依次前行一格.他之所

以要把连续的历史强行分出几个阶段,是因为杂糅了不同世运

理论,其中“三王”阶段的理论依据是“三统说”,而“五帝”阶段的

理论依据就是五行.我们关注的是,他的五行是相胜还是相生

的呢? 这得先搞清楚他的帝王谱都是哪些人,该篇论及周代当

运时说:

　　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

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

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

可见这些帝王依次是:

　　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商、周

这个谱系前后都不封闭.

然后我们可以考察它们的运作规则了,该篇说到商、周两朝当

运时的帝王谱分别是:

　　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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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曰皇(黄)帝;推神农以为九

皇.①

神农为赤、黄帝为黄,依次轮转,显然是相生关系,由此我们模仿表

二,将董仲舒的帝德谱排列为表三

表三　董仲舒的帝德谱

木 尧

火 神农 舜

土 轩辕 禹

金 颛顼 商

水 喾 周

　　显然,这已经完全符合所谓的“新五德终始说”了,而且将表三

续上后来的秦代和汉代,不就几乎和所谓的“刘向版”帝德谱一样

了吗? 事实上,这样的推演也已经面世了,前面引用的谷永所谓

“土精”预兆,就是土德将代汉室火德的意思.②

所以,钱穆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

中得出结论:“五德转移改取相生说,不取相胜说,远在刘向前.”③

本文的上述分析,其实钱穆在该文中就已说明白了,只是说得过于

简单,笔者这里比较详细地给予说明,并以表格的形式再次演示一

遍.“杨著”为了将发明权归于刘向,就认为董仲舒的理论没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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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政治历史领域,是不能成立的.“杨著”中所列举的证据,都

是针对汪文将创立权归于刘歆而作的,事实上,刘向父子都不能拥

有这一理论的发明权.

不过,笔者以为刘向父子对该理论除了宣扬、运用(比如编制

“全史五德终始表”)之外,还是有一项重大贡献的.此前的董仲舒

没有全力构建这套理论体系,他当时更热心的是“三统说”,按照他

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这样由近及远的阶段顺序,历史是根本

没有起点的.刘向父子则根据«易说卦»里“帝出乎震”的原理,

为这一理论设定了一个权威的开端,具体的帝王就是伏羲,这样一

来就使古史的开头部分与月令系统的五方帝完全吻合了,从而使

这一理论变得更加完善.

２．真的存在“刘向版”帝德谱吗?

其实“杨著”所谓的“刘向版”(即表二),只是将“全史五德终始

表”(即表一,亦即所谓“刘歆版”)去掉了闰统和少昊之后的一个推

理版本而已,这个推理版本顾颉刚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

史»里早已排好,但认为不可能实际存在过.“杨著”却将它归属于

刘向,并且认为真的存在过,它的证据主要是说在谶纬里,有把颛

顼称为“白帝”金德的说法,这只能出现于“刘向版”帝德谱,因为在

“全史五德终始表”里,颛顼应该是黑帝水德.这样的证据一共只

有两条,让我们来一一予以辨析:

«易纬是类谋»:

　　建世度者戏,重瞳之新定录图,有白颛顼帝,纪世谶、别五

符,元元之威冥因灾.【注文】建世度,谓五世之法度.虙戏氏

始作八卦以为后世;轩黄帝之表重瞳,定录图,黄帝始受河图

而定录;白帝颛顼,有为世谶,别五帝之符,异精元冥,又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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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灾也.颛顼氏,水标德王天下,于五帝次冥,故言有由者

矣.①

这里的原文与注文,是笔者直接从«纬书集成»里引来,其文字及断

句与“杨著”颇有差别(下条亦然).谶纬之文,多杂乱难明,这里似

乎交代了伏羲、黄帝和颛顼三个帝王,尽管确实直接称颛顼为白

帝,但是黄帝之前也不是神农而是伏羲,与所谓“刘向版”不合.更

重要的是,注文里明明说颛顼是水德,“杨著”故意不录注文最后

“颛顼氏”以下部分,而径称“以颛顼为金德”②,未免恣意剪裁,不

足为训.

«诗含神雾»:

　　瑶光如蜺,贯月正白,感女枢,生颛顼.③

但须注意,谶纬里的感生神话,未必感生物一定与帝德的颜色一

致,这里出现的白,并不表示颛顼就是白帝.在«河图著命»里就

说:“摇光之星如虹,贯月正白,感女枢于幽房之宫,生黑帝颛顼.”

又曰:“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生黑帝子汤.”④分明可证!

退一步讲,即便这些因素果然可以说明真实存在过这么一种

体系,前面已经证明,这一体系早在董仲舒那里就已经存在了,何

必一定要等到刘向呢? 董仲舒的影响,绝对不会比刘向小,看那些

早于刘向发出灾异怪论的眭孟等人,不就是董仲舒的传人吗? 所

以,“刘向版”只能看作是“杨著”标新立异之说,没有任何有说服力

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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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能证明“刘向版”的存在,那么又何以证明“全史五德终

始表”是刘歆媚新所作呢? “杨著”自己也说:“从理论本身看来,刘

歆版帝德谱的出现本应是对西汉统治很有利的.”可是它仍然说:

“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刘歆版帝德谱并不是为了维护西汉

王朝的政治权威而炮制的,而是为了给王莽篡权提供理论支持而

炮制的.”其理由是刘歆版帝德谱出笼的时候,王莽已“虎视眈眈看

着朝廷”想禅让了.“在这种形势下,有没有一个‘完善’的帝德谱,

对西汉统治者来说,又有什么意义?”①可是,“杨著”何以知道“全

史五德终始表”是出于王莽篡权前夜的呢? 依然没有提供任何证

据.归根到底,“杨著”是先认定刘向父子政治立场的差异一定会

体现在帝德谱上,于是强行虚拟出一个刘向版来,然后把“全史五

德终始表”归为刘歆媚新之作,于是创作时间就在王莽篡汉前夜

了;然后又倒过来说因为出笼于这个时间,“全史五德终始表”不可

能是媚汉,只能是媚新之作,媚汉的是另外那个“刘向版”.可见,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杨著”陷入了循环心证,无可跳脱.

要解除这样的循环心证,就必须证明刘向不可能作“全史五德

终始表”,按照“杨著”的逻辑,仅有一种可能,就是刘向只接受“汉

为火德”而不接受“汉为尧后”,因为所谓“刘向版”比“全史五德终

始表”差的就是“汉为尧后”的依据.但实际情况果然如何呢? 请

看«汉书高帝纪»里的一段重要文字:

　　赞曰:«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

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

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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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

者为刘氏.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

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

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

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及高祖即

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岂

不信哉! 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着符,旗帜上

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①

值得注意的是,前文说到“汉为火德”的时候所引用的«汉书郊祀

志»和«汉纪高祖纪»,都说是“刘向父子”,而这里说到“汉为尧

后”时,却单单说是“刘向云”,并且后面还有刘向所作的高祖颂词,

无疑刘向是完全接受这一说法的.

非但如此,我们知道,“汉为尧后”学说,在今文经里没有记载,

主要保存于古文经的«左传»里,«后汉书»载贾逵云:“又«五经»家

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②而刘向是

«穀梁传»大师,他曾经跟力主«左传»的刘歆辩难过.③ 不过,西汉

时候的今古文之争,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么壁垒森严,刘向在«洪

范五行传»、«烈女传»、«新序»、«说苑»等书里多处发明«左传»④,

所以他引用«左传»的记载来说明“汉为尧后”,毫不为奇.

这则记载还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汉为尧后”早

５５４«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　

①

②

③

④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第８１—８２页.
«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第１２３７页.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

义.”见第１９６７页.
徐兴无:«刘向评传»,第９８页.



就载于«左传»,而«左传»又保存了比较真实的春秋史料并一直在

流传,只是没有被列为学官而已,那么为什么汉武帝之前没有一个

人这么说呢? 像司马迁这么博览群书又欲“通古今之变”的人,在

«史记高祖本纪»里只字未提刘氏的高贵出身,却在«史记秦汉

之际月表»“序”里想不明白为什么以前各朝得天下者,都有祖上很

长时间“积善累功”的荫德,而刘邦却完全“起于闾巷”呢? 最后他

只好感叹:“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

乎?”①对此,疑古学者都认为这是刘歆伪窜«左传»的铁证,而不疑

古的学者又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从上引«汉书高帝纪»的记载

可以看出,刘歆作伪的猜测肯定不对,否则刘向怎么可能引用呢?

从这则记载中我们可以推测,刘氏为尧后尽管载于«左传»,理论上

司马迁等很多人都看过,但是天下姓刘的不止刘邦一家,而刘邦

“起于闾巷”人所共知,他父母的名字都无人知晓,又怎么可能有详

细的家谱世系流传呢? 那时候,秦汉之际生于楚地的刘邦,还没有

办法与春秋时期留在秦国、被认为是尧之后代的刘氏攀上瓜葛.

况且汉武帝之前国势强盛,还不是非常迫切要拿祖先的高贵来加

强政权的合法性.武帝之后,国势日颓,这种要求就变得急迫了.

原先难以说明的问题,正是在刘向那里获得了解决,上引“刘向

云”,不正是从战国说到秦代,编制了一张“秦—魏—丰”的刘氏迁

徙线路图的吗? 这样就把传世典籍记载的尧后谱系与汉室刘氏终

于挂上了钩.我们不敢说在刘向之前那些宣扬“汉为尧后”的人就

不可能编造类似的刘氏迁徙线路图,但是现存资料的最早记录确

实最先出自刘向之口,那么猜测是刘向的创作也不为过,至少可以

６５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史记»卷十六«秦汉之际月表»,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７６０页.



推测是由他而定论推广的.设想一下,刘向在当时领校秘书,可以

接触天下所有书籍,是最有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汉家宗室,“奕世宗

正”①,是最熟悉皇室宗谱的人.由他发布这一线路图,应该是最

合适也最权威的吧.由此看来,刘向非但完全可以接受“汉为尧

后”说,而且很可能正是他将这一说法完善并固定下来的! 这一

点,向来没人说破.② «左传»文字与这张迁徙线路图的衔接,历来

被人怀疑是包藏不同心思之人作伪的成果,但是从孔颖达以来都

怀疑是«左传»文字有伪③,康有为等人更将作伪者指定是刘歆,其

实,为什么不去怀疑这张迁徙线路图是伪窜,作伪者却是刘向呢?

所以,所谓“刘向版”帝德谱是根本不存在的,在没有更直接的

材料出现之前,我们还是得承认班固以来的说法,“全史五德终始

表”是“刘向父子”合作创立的,其初创目的是为了增加汉代政权的

合法性,父子二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原则差异.

这同时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前引«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

传»里关于“再受命”的故事,成帝朝鼓吹者是甘忠可,反对者是刘

向;哀帝朝鼓吹者是夏贺良,反对者是刘歆.师徒二人先后遭到父

子二人的反对,不正体现了刘向父子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性吗?

７５４«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　

①

②

③

«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第４２４７页.
班固在«汉书高帝纪»里论证刘向这个线路图的可信说:“及高祖即位,置祠

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顾颉刚等人反驳说如果

真的是这样设置祠祀官,说明高祖以来就明明白白知道这个迁徙线路,那么何以汉武

帝之前谁都不提呢? 本文认为这里“秦、晋、梁、荆之巫”,原本没有与刘氏迁徙相联的

背景,班固这里大概是勉强拉来作证的;如果一定要说有关联,笔者认为很可能倒是刘

向从这个祠祀官中得到启发而编制了那张线路图的,班固这里是因果倒置了.
«左传文公十三年»“其处者为刘氏”,孔颖达«正义»曰:“深疑此句或非本旨.

盖以为汉室初兴,捐弃古学,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刘氏从秦徙魏,其源本出刘

累,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８５２页.



当时的大臣解光就说:“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此道?”我

们不能因为刘歆后来的变节,就抹煞他此前所有与乃父相通、为汉

室效忠的地方.至于甘忠可师徒宣扬的“再受命”理论本身也是为

了媚汉的,刘向父子为什么要反对呢? 这里就有心态和技术问题

了.刘向作为三朝老臣,可以非常沉重地警告成帝:“王者必通三

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但是他显然不愿意汉室祚运夭

折,总希望尽忠臣劝谏之能,敦促帝王“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

光昭五帝、三王”.① 所以他不能允许民间人士随意揣测天命,哪

怕是媚汉的“再受命”,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视听淆乱.«刘向评

传»说:“尽管来自民间的自禅受命的思想也主张五德相生的次序,

但由于假借鬼神,不合儒家的经典,缺乏经学的依据,加之易乱朝

政,因而被他们视为邪门左道.因此,刘歆在此时毫不犹豫地与他

的父亲,甚至与他在学术上不合的丞相、大臣们站到了一起.”②这

是很正确的.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以五行相生来排列世德的所谓“新

五德理论”,至少在董仲舒的著作里已经确然存在,至于是否就是

董仲舒创立的,目前还难以明断.它的缺点是没有充分论述,尤其

严重的是没有首尾完整的德运谱系.“刘向父子”在此基础上,借

助«易说卦»里“帝出乎震”的原理,将伏羲推为第一个帝王,为这

一新理论设定了一个权威开端;而这一开端又正好可以移植月令

系统的五方帝,于是巧妙创作了«世经»帝德谱,使之可以同时符合

８５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１９５０、１９５６页.
徐兴无:«刘向评传»,第３５３页.



汉武帝以后逐渐在社会上流传的“汉为火德”和“汉为尧后”两个命

题;刘向本人还利用其校书与宗正的特殊身份,为汉室皇族编制

(或完善发布)了一套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家族迁徙路线图,为“汉为

尧后”设定了更权威的氏族谱.这一张历代帝王谱、一张汉室氏族

谱,都是刘向父子(刘向之功大概更大)托古建构的杰作,用以为日

渐颓唐的汉室政权增加合法性依据.在这个问题上,“刘向父子”

之间没有原则分歧,只是由于“新五德理论”先天具有的轮转特性,

这一杰构后来被野心家王莽利用来作为篡汉的舆论工具了.

最后要说一句题外话:本文虽然自认为解决了«世经»帝德谱

的来历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所依据的材料都是前人用过

的,所以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一个自认为比前人更加合理的解释罢

了,至于历史真相到底如何,谁也无法确知.更进一步说,即便机

缘凑泊,能发现更直接更有说服力的材料,我们能做的,大概也是

继续编制合理主义的历史镜像吧.

(原载«文史哲»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９５４«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　



河洛谶纬与刘歆

葛志毅

　　河图、洛书乃是汉代谶纬之学兴盛的思想传说根源.从文献

记载考察,至少自春秋战国以来它已在流衍传播之中,但对其意义

内涵的确切阐释却只能追溯及刘歆.以刘歆的这个阐释为核心,

汉儒将当下及前代流传下的相关资料汇为一炉,并以阴阳五行理

论为主干,整合融汇出汉代的谶纬思想体系.因此,刘歆的阐释成

为汉代谶纬之学的知识生发点.以此生发点为据去探求谶纬之学

的体系内容和发展脉络,才能真正把握住谶纬的内在意义理路.

如从现代的学术观点审视,刘歆谓伏羲画卦等于界定了中国古代

的文明起源,其意义是空前的,绝不比司马迁作«五帝本纪»推黄帝

为中华始祖的意义小.但近来的谶纬研究者虽然不少,却恰恰于

此注意多有不及.如有学者总结有关谶纬起源之十二说,唯独未

注意到刘歆之说的意义,这不能不是一种缺憾.① 本文拟由此入

手,分析谶纬形成的原因、影响和流变,冀就正于同仁.

一、衰世预言与谶纬

历来谶纬浑言无别,但其间也有学者指出二者的内涵性质有

① 钟肇鹏:«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１—２６页.



异,提出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此说以«四库全书总目»言之最

辨,其«易»类六«易纬坤灵图»案语谓:“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

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

流,衍及旁义.”又指出,纬多出儒者推阐,虽“渐杂以术数之言”,

“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但纬书终究“与图谶之荧惑

民志,悖理伤教者不同”.① 此从内涵与性质之异对谶、纬二者严

加辨析.是后有较多学者附同其说.但另有学者经过深入研究,

提出不同看法,如陈槃在«谶纬释名»中指出,谶、纬二者异名同

实.② 是后有学者循此思路研究指出,不论从汉魏人对谶纬的理

解来说,或者就谶纬的实质来看,谶与纬只是异名同实.只是追索

到谶与纬的产生时代,自然谶先于纬.因为在经学兴起之前,已有

谶语流传,在经学定于一尊之后,谶于是依傍经术而形成纬书,于

是有“经谶”、“经纬”、“谶纬”等名号.谶依附于经的最大特征就是

导致孔子的神化,这对汉代推尊孔子极有裨益,后来郑玄相信谶纬

与此有关.汉代今文经学衰微,于是魏晋以后谶纬屡遭禁绝,纬书

残佚,纬学不绝如缕,但谶语则历代广泛流传,所以谶与纬比,可谓

源远流长.③ 按照思想意识的发生顺序看,确实应该谶先于纬,谶

在纬先.

谶本指预言性谶语,谶语往往与卜筮占验相联系,因此有所谓

谶书,如«后汉书张衡传»:“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

之谶书.”谶书的出现还在此前,如«汉书贾谊传»:“发书占之,谶

言其度.”说明至少西汉初已有谶书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谶言

１６４河洛谶纬与刘歆　

①

②

③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７页.
陈槃:«谶纬释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１１本,１９４３年.
钟肇鹏:«谶纬论略»,第８—９、１１页.



其度”的“谶”字,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策言其度”.«史

记赵世家»:“秦谶于是出”,同样文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谶”作“策”.策又指蓍策,«战国策秦策一»:“数策占兆”,«庄

子外物»:“七十二钻而无遗策”,皆策用作卜筮占验之证,是谶之

义的互证.

从文献记载上看,谶的出现要以«史记赵世家»“秦谶于是

出”为最早,当秦穆公时代.但从谶作为占验性预言的本质,及人

们预知未来的希望看,谶的出现必定很早.人们出于对自身和社

会命运的关怀,尤其需要预知未来,而且越是世衰或社会危机时

代,人们对预言的关注愈是急切,这是预言性谶语出现的社会心理

基础.以周代为例,西周末年的王朝危机,已在迫使一些政治家密

切关注未来天下形势的变化.郑桓公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向史

伯请教.史伯分析了当时天下的形势,认为王室骚乱,周室必败,

必要出现“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国语郑语»)的局

面,断言秦、晋、齐、楚作为未来大国将相继兴起,告诉郑桓公应避

地济、洛、河、颍之间.其中史伯又提到宣王时童谣曰:“檿弧箕服,

实亡周国.”其实这就是一个谶语,其后应在褒姒,这是西周末社会

政治危机时代的产物.«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东迁

也,辛有适伊川,见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其

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按辛有预言非专为秦、

晋迁陆浑戎于伊川而发,而是预言周室衰敝,导致戎狄强大,并陆

续入居中原而侵凌诸夏,是接着史伯“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国

语郑语»)讲的.总之,西周的衰败,引致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于

是生出上引那种消极性的未来预言.«左传»一书好借占梦卜筮作

各种预言,反映出古代相信巫卜占验的神秘思维习惯,其中颇有与

２６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谶语相近者.如僖公五年预言虢亡的童谣,昭公二十五年预言昭

公出奔的童谣,由于都采用了韵语的谣谚形式,与后世的谶语尤为

相类.这类关系家国兴亡的政治预言,最易引起人们关注,也最易

传播保存,在谶言中占的数量比例也最多.«管子侈靡»亦曾托

于齐桓公、管仲之口记载了一个预言,其曰:“问:‘运之合满安臧?’

‘二十岁而可广,十二岁而聂广,百岁伤神,周郑之礼移矣.则周律

之废矣,则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者.然则人君声服变矣,则

臣有依驷之禄.妇人为政,铁之重反旅金.而声好下曲,食好咸

苦,则人君日退.亟则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应国之称号亦更

矣.’”对此预言,学者多有说解.① 应予指出的是,既托于齐桓公、

管仲之口,必是立于齐国的立场设言.细味其义,所言应与周政将

移、齐国将变有关.郭沫若据“妇人为政,铁之重反于金”,认为所

言乃西汉初惠帝在位吕后专政之事,并为此专作考辨.② 其说不

妥.其所作预言,除一般泛说之外,必应与齐国有关.故«管子集

校»引章炳麟曰:“此管子所定之谶,托桓公问以明之也.”似为有

理.如认为“妇人为政”乃吕后专政,倒不如说是王建在位时君王

后主齐政更为相近.③ 其大背景则与春秋战国时代周室既衰,天

下行将有变相关,尤其应与秦国强大行将统一六国有关.如“中国

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人君声服变”、“国之称号亦更”等,读之

都令人有上述之感觉.又战国政治变常,“妇人为政”除齐国外,秦

３６４河洛谶纬与刘歆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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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王母宣太后亦曾擅秦国之政,宣太后又有秽乱宫闱之事,此殆

«荀子强国»所记对齐相言“女主乱之宫”的背景.秦宣太后稍早

于齐君王后,同为战国后期妇女干政的现象,并为世人所瞩目.齐

国之士有鉴于此,于是托为此谶载入«管子».谶语是世衰或社会

危机时代的意识反应,是以秦代有“亡秦者胡也”、“今年祖龙死”、

“始皇帝死而地分”(«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楚虽三户,亡秦必

楚”(«史记项羽本纪»)等不吉告凶类谶语.秦以后每朝末世都

必有此类谶语.

与此类消极谶语相对,还应有积极性预言,即能满足人们对未

来希望的那种预言,希望能有圣人王者出而收拾残局,还天下以太

平、安宁与繁荣.因此,就谶语本身的内容而言,它可能是荒谬的,

但由于它担负着满足人们某种心理预期的社会现实功能,因而它

是必需的.至于谶在谶纬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可举一事明之.«后

汉书张衡传»载张衡因见“图纬虚妄”,遂上书请予禁绝;然其通

篇内容,或言“谶”、“谶书”、“图谶”,而绝不及“纬”之一字,谶在谶

纬体系中的代表意义,由此可知.

二、河洛受命传说与谶纬

由谶纬的话题必然要引出与之紧密相关的河洛受命传说,它

在先秦迄汉代是传播较广又备受人们关注的传说主题.从前文的

分析来看,西周末直至秦汉之际的衰乱积弊,应是河图、洛书传说

产生传衍的社会根源.从春秋战国直至汉代,河图、洛书作为一较

有影响的传说长期行世,后发展为汉代关于圣王河洛受命的新天

命说模式.它具有政治乃至文化上的重要影响意义,在汉代的学

４６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术思想中备受关注.为便于分析,现仅据截至汉初的文献记载所

见,搜寻其例于下: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 图,吾 已 矣 夫.(«论 语  子

罕»)①

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

(«墨子非攻下»)

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管

子小匡»)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上»)

老子曰:至德之世河出图,洛出书.(«文子道德»)

姬氏之兴,河出绿图.殷灭,周人受之,河出圆图也.

(«随巢子»)②

人亦有征,事与国皆有征.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

意之也,盖有自云也,绿图幡薄,自此生矣(«吕氏春秋观

表»)

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棷先王能修礼以达义,

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礼记礼运»)

圣人有国洛出服(符),河出图.(«大戴礼记诰

志»)

河出图,洛出书,因是之道,寄天地之间,岂非古之所谓得

５６４河洛谶纬与刘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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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０页.



道者哉! («新语慎微»)

古者至德之世洛出丹书,河出绿图.(«淮南子俶

真»)

大哉关睢之道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韩诗

外传»卷五)

臣闻五帝神圣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

(«汉书晁错传»)

在先秦及汉初的记载中,能较多见到“河出图,洛出书”这类陈述,

并无进一步的解释,但若联系其上下文,可以发现河图、洛书与圣

人明王、至德盛世或诸种祥瑞灵异之物相关,因此大致可以断定它

是圣王或至德盛世降临前后的一种征兆瑞应.此后大约在西汉中

后期,河图洛书传说引起汉儒的关注,并给出自己的解释.宋蔡元

定指出:“古今传记,自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皆以为河图授羲,洛

书赐禹.”①他指出河图、洛书与伏羲、大禹的关系,乃由汉孔安国

等人最初明确指示.按:

　　河图,八卦是也.(«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②

河图,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

卦,谓之河图.(«尚书顾命»孔传)

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

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尚书洪范»孔传)

«汉书五行志上»:“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

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６６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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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认为«河图»乃伏羲八卦,«洛书»为禹治水所赐洪范九畴,«五行

志»并指«尚书洪范»所述九畴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汉儒所言

不知何据,但这却是汉儒关于河图洛书的明确看法.汉儒又根据

自己的这种理解,构筑起以其所谓河图洛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思

想体系,«汉书五行志上»:“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

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

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今文学

以阴阳五行思想为主导,比傅演说«春秋»灾异及«洪范»征应而成所

谓天人之学.虽然今文阴阳五行之学的开创者为董仲舒,但刘向、

刘歆父子则继起为中坚,二人俱治«春秋»及«洪范»五行.«汉书

五行志»集汉代今文学五行说大成,其中载刘向、刘歆父子推演灾异

一百八十二事,言论二百二十六则,为«五行志»所载董仲舒、夏侯

胜、京房诸人所不及,可见刘歆本为今文学者.① 虽然刘歆本为今

文经学家,但后来因表彰研治古文诸经而在学术上有所转变,乃至

在学术史上主要被视为古文经学家.按«汉书五行志»所言,汉

儒关于河图洛书内涵的阐释,主要由刘歆作出,因而刘歆对汉代今

文阴阳五行体系的构筑,其功实为董仲舒之后第一人.他利用先

秦以来“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并通过自己的诠释,使蕴蓄于河

图洛书内的天人感应式受命理论被发扬出来,由是汉儒融合«周

易»阴阳、«洪范»五行及«春秋»灾异为一炉,构筑起今文阴阳五行

化的所谓天人之学.同样受其启发,谶纬河洛之学转而大盛.

河图洛书本是圣人受命的天降瑞应,它同时必然包含天下太平、

世道清明的内涵,这原本是长期以来衰世之中人们的期盼.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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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之徒的推阐,不仅使河图洛书具有了明确的意义内涵,更重

要的是它为谶纬之中的圣王受命提供了模式化的基本依据.此

外孔子也顺理成章地跻身河洛圣王受命的行列,这是今文经学

与谶纬结合的最大成果.可以说,河洛受命说既是春秋战国以

来广为传播的一则神话,又是期盼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降临的

一则原始预言.同时,它也为丰富汉代的经学思想内容,提供了

可资取用的材料.

关于谶纬文献的形成演变,陈槃早就指出,«河图»、«洛书»之

出在先,由«河图»、«洛书»更滋生«易»、«书»、«诗»、«礼»、«春秋»等

纬书.后有学者沿此思路进一步明确指出,谶纬文献按出现的时

间划分,可分为«河图»、«洛书»和“七经纬”.«河»、«洛»为出现于

秦汉之间的早期谶纬文献形式,其中儒家思想的色彩淡薄.“七经

纬”则晚于«河»、«洛»,产生于西汉五经被确立为官学之后,是以经

学附庸的面貌出现的谶纬文献形式.① 这种看法在相当程度上正

确反映了谶纬文献形成的先后次第,值得参考.还应指出的是,谶

纬文献«河图»、«洛书»的形成,直接与刘歆对河图、洛书意义内涵

的明确阐发相关,是刘歆的启发极大地推动了谶纬文献«河图»、

«洛书»的形成.如果再追溯其源,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广为流传

的河洛受命神话,充分反映了衰世之中人们对受命圣王与太平盛

世的一种期盼,那么,从此角度而言,河洛受命传说乃是为满足人

们期盼而被世人制造出来的一个预言,而这正是所谓的“谶”.因

此,若溯及汉代谶纬的起源原因,理应考察其前较早流传的相关谶

语预言形式.

８６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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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圣人受命之期与太平理想

与谶纬的兴起及其思想内容相关,还有两个话题必须涉及,这

就是圣人受命之期与太平理想.其实此二者从春秋战国以来就在

酝酿播衍之中.

前文的论述指出,在河洛受命传说中,本来包含着人们对受命

圣王与太平盛世降临的一种期望.其实自春秋战国以来,在河洛

受命传说之外,其他形式的预言中也出现过有关圣王与太平的主

题.«史记周本纪»载周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

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这在当时

应是一个较有名的预言,是以在«秦本纪»、«封禅书»及«老子传»中

又先后出现过,所言年数小有出入,如“十七岁”又作“七十七岁”、

“七十岁”等稍异,但五百年大数都相同.这应该反映出人们期望

有霸王者出世,结束诸侯纷争的乱局,使天下太平.稍后«孟子

公孙丑下»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尽心下»又说由尧舜

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

百有余岁.孟子所言已由圣王代替了太史儋所言霸王,自是儒家

本色.考太史儋年世应略早于孟子,又为周室太史,其影响必大于

孟子,故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当承自太史儋.此预言影响及

于后世,«大戴礼记礼察»:“汤武能广大其德,久长其后,行五百

岁而不失”,是以五百岁为历史运行盛衰的一个周期大数.故司马

迁绍述之以自期:“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

至于今五百岁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预言五

百年的圣人大数又影响及于谶纬之内,如«尚书考灵曜»:“五百载,

９６４河洛谶纬与刘歆　



圣纪符,四千五百六十岁,精及天数,握命人起,河出图,圣受

思.”①而且谶纬中进一步总结出圣人受命之“期”,或曰“期运”,如

«论语譔考»:“河图将来,告帝以期.”②«春秋说题辞»:“«尚书»者,

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推期运,明受命之际.”③这实际上是使圣

人受命之期的预言抽象化为一般的律则,于是有此“期”或“期运”

之说.

除孟子关于圣人五百年兴起的预言外,战国末邹衍则进一步

抽象出五德终始循环论,即帝王之兴按五行相克的循环周期相代.

值得注意的是,五德终始说中的帝王相代,必伴随有符应,所谓“凡

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吕氏春秋应同»),如周

文王时得火德,故“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吕氏春秋

应同»),按此帝王将兴伴有的祥瑞,与河图、洛书作为圣人受命祥

瑞,其性质相当,而且文王赤乌丹书之祥亦见于纬书«尚书帝命

验»、«尚书中侯»、«尚书中侯我应»等.

河洛受命圣王乃谶纬的一个主题,如从谶纬体系的性质结构

而言,加上汉武尊儒的原因,又以孔子的圣人受命传说最为重要.

儒家推尊孔子,如果从记载上追溯,记载列国大事的«左传»一书

中,于昭公七年、哀公十四年及十六年,分别记载了孔子为圣人之

后、西狩获麟及孔子卒三事,这是在史传经典上儒家开始对孔子尊

奉有加.孔子圣人之后说在«论语»、«孟子»中发展为直称孔子本

身为圣人.«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明谓获麟乃孔子圣人的瑞应,

０７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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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亦由此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顺着«公羊传»的理路,

进一步肯定获麟乃孔子圣瑞,并把“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

夫”说成孔子获麟之叹,孔子为此作«春秋»说自见于后世.谶纬以

这些记载为根据,再加以推衍,于是使孔子跻身河洛受命圣王之

列,并且成为谶纬的制作者、阐释者及为汉帝制法的玄圣素王.

汉代谶纬中被神化的孔子圣人形象,其实在汉初以来的儒家

著作中已可见其端绪.如«新语明诫»:“圣人承天之明,正日月

之行,录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设山川之便,平四海,

分九州,同好恶,一风俗.«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天

出善道,圣人得之.’言御占图历之变,下衰(哀)风化之失,以匡衰

盛,纪物定世,后无不可行之政,无不可治之民,故曰:‘则天之明,

因地之利.’观天之化,推演万世之类.”察其所引«易»文字同今本

有异,最大差异乃“天出善道,圣人得之”,今«系辞上»作:“河出图,

洛出书,圣人则之.”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处引«易»乃配合整段文字

表达对圣人的期盼推崇.这里的圣人不仅可以“平四海”、“一风

俗”、“纪物定世”,而且还可以占图纬星历,知阴阳变化,“推演万事

之类”,故如此圣人不仅是春秋战国以来久已期盼的受命圣人,而

且又接近于谶纬中被神化的受命圣人形象.«新语本行»则谓孔

子“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按纪图录,以知性命”,王利器解曰:“图录

谓谶纬,然则谶纬之道,汉初人即谓其托始于孔子.”①即孔子已被

视为谶纬的制作者与阐释者.继陆贾之后,董仲舒极称孔子,推之

为“素王”(见«汉书董仲舒传»).这些认识都被谶纬所吸纳,并

进一步作出自己的发展,即谶纬发挥儒家尊孔之义,侪孔子于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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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受命之列,并视孔子为古今圣王受命之集大成性代表,这是谶

纬为推尊儒学而神化孔子所作出的最大贡献.究其由来,乃儒家

利用了“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又相继加以推阐、引导,使长期以

来有关圣王、太平的理想与崇儒尊孔之义结合起来,并在谶纬体系

中发挥完成,亦从而为河洛传说作出最终总结.

出现于战国秦汉之际的太平理想,反映了人们摆脱世乱和期

望太平盛世降临的一种渴求.查太平说在公羊家的思想理论中最

有影响.«公羊传»有所谓“三世”,即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何休

则分«春秋»十二公为衰乱、升平、太平三世.按«公羊传哀公十

四年»“拨乱世反诸正”,是传文见“乱世”之明文,何休«解诂»所谓

衰乱、升平、太平之说并非出«公羊传»本文,殆出于京房太平、升

平、霸世所谓三世说.① 查“太平”确为公羊家旧说,不始于何休,

董仲舒已言,«春秋繁露王道»:“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

本,讥天王以致太平.”②又如«汉书儒林传»中公孙弘亦谓武帝

已致“太平之原”.公羊家之外,汉代经师亦多言太平,如«诗小

雅南有嘉鱼序»言“太平君子至诚”,«诗小雅南山有台序»言

“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刘歆、郑玄为表彰«周官»,俱说之

为周公致太平之迹.③ 如从汉代经师再往前溯,战国以来诸子多

言太平者,如«尸子仁意»:“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烛于玉

烛,息于永风,食于膏火,饮于醴泉.”是太平之世有诸种祥瑞.«庄

子天道»谓:“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是乃道家对太平的极度推

崇.«吕氏春秋大乐»:“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

２７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参见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９７页.
又见«春秋繁露»之«考功名»、«通国身»、«天地之行»诸篇.
参见贾公彦:«序‹周礼›废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６３６页.



成.”此相当于儒家治致太平乃制礼作乐之说.儒家已把太平作为

自己的最高追求,所以太平不仅仅为公羊家旧说,«大学»已结合道

德修为修齐治平之说,把天下平视为儒者向往的最高境界,«孟

子尽心下»则谓:“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这应是儒家理想

对世道追求的一种回应.其他如«淮南子»的«俶真»、«泰族»等亦

论及太平.太平理想在汉人中议论最多,如«论衡»的«是应»载儒

者论太平瑞应,«自然»亦曰:“太平之应,河出图,洛出书.”明确把

“河出图,洛出书”说为太平之世的瑞应.“致太平”则成为«太平

经»一书的思想出发点.① 综之,自战国迄汉代,太平理想在诸家

思想中传衍颇广,其中较早且又较系统予太平境界以推阐者,可举

«韩诗外传»,其书卷三曰:

　　太平之时,民行役者不逾时,男女不失时以偶,孝子不失

时以养.外无旷夫,内无怨女.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

子.父子相成,夫妇相保,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人事备乎下,

天道应乎上.故天不变经,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

天施地化,阴阳和合,动以雷电,润以风雨,节以山川,均其寒

暑.万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国用.故国有所安,地有所主.

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泽人足乎木,山人

足乎鱼,余衍之财有所流.故丰膏不独乐,硗确不独苦.虽遭

凶年饥岁,禹汤之水旱,而民无冻饿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

转尸,夫是之谓乐.

据此所言,太平之世乃是天人合和,政治清明,百姓众庶各安其生

的和平富庶之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关于天地瑞应讲得相对较

３７４河洛谶纬与刘歆　

① 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１９页.



少,而是注重讲政治人事上的合理举措及其带给社会民生的安宁

富足,因此这里所说乃是一幅现实具体的太平盛世景象,在很大程

度上反映出众庶百姓的理想期盼.考战国秦汉之际的太平说,有

儒家与阴阳家之别.儒家太平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方案,人事举

措,目标在政通人和.阴阳家太平主要是由天地瑞应与四时和气

编织而成的天人感应图景,强调的是阴阳和合.后来纬书中所言

太平在很大程度上富有阴阳家色彩.上引«韩诗外传»所言显然以

儒家为主而吸收了阴阳家思想,并反映了众庶百姓的政治期盼与

社会理想.秦汉国家也已把太平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目标,如«史

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

平”,碣石刻石:“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会稽刻石:“黔首

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汉武帝时也招致儒术之士,“以礼为服

制,以兴太平”(«汉书田蚡传»).总之,太平至少应是战国以来

人们要求摆脱乱世、获得安宁富足生活的理想渴求,也曾作为预言

传世,并为谶纬所吸纳,如«易纬通卦验»曾言“圣帝明王所以致太

平法”,①此类用例甚多,不一一列举.

以上论述说明,从春秋战国以来,与河图、洛书预言相伴流行

的,还有其他关于圣人受命、太平降临等形式的预言.这些提供了

谶纬形成的社会思潮基础,也为之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料.而从

刘歆赋予河图、洛书以明确的内涵阐释之后,谶纬之形成应该由此

正式启动.此前长期流行的以河图、洛书预言为核心,包括相关如

圣人受命、太平盛世等形式的理想、预言,也作为附和因素汇聚在

共同的思想体系之内,结胎成型.这是在探讨秦汉之际«河图»、

４７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上册,第２０７页.



«洛书»早期谶纬形成过程时,应从社会思想及学术文化自身发展

方面,特别给予关注的焦点.

四、刘歆与河洛谶纬及其影响

河图、洛书乃是象征圣人受命和太平理想的典型预言形式.

这些预言、传说的积累,启发诱导秦汉之际早期谶纬河洛之学的产

生.对具有预言性的河洛传说的总结整理,不仅是为记忆和重现

那段历史,更主要的是为对目下的社会政治有所借鉴,尤其是对汉

代摈弃秦代暴政、直承三代文化传统,意义极大.从思想史的角度

看,谶纬河洛体系的形成,也是春秋战国以来以河洛传说为代表的

社会思潮长期传衍的一种延续,并从思想资料上丰富了今文经学

的知识内容.历来只注意到刘歆作为古文家的一面,忽略了刘歆

所学最初本为今文学的事实.因为根据«汉书五行志»所言,刘

歆堪称西汉阴阳五行灾异之学的大家.刘歆后因发现古文诸经,

为传播弘扬之而致力于古文诸经的研究表彰,于是在学术上发生

转向,并从此跻身古文学家的行列.但若追溯今文谶纬河洛之学

的形成,刘歆的开启之功不可没.因为他对河图、洛书内涵意义的

明确阐释,为谶纬之学提供了进一步生发推演的知识理论基础.

刘歆所言伏羲八卦和大禹洛书,系从圣王传统和天启文明的角度,

构筑起河洛受命说的基本框架,此后汉代河洛说的推演变化大要

不出其既定框架.郑玄的古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绍述刘歆而

来,这在«周官»的反映上最为明显.既然刘歆与今文谶纬的关系

如此,那么,郑玄注经兼取今文、崇信谶纬的学术取向亦不足为奇.

现在的问题是,«汉书五行志»仅用“刘歆以为”道明河图、洛书的

５７４河洛谶纬与刘歆　



内涵意义乃由刘歆作出,却未说明刘歆的根据何在,这仍为后人留

下一个难解之谜.今本«尚书»孔传也对河图、洛书意义作出解释,

所言与刘歆相同.但要注意的是,第一,«论语集解»引孔安国仅

“河图,八卦是也”一句简单的话,至«尚书»孔传乃详言伏羲得

«河图»、大禹得«洛书»之事,因此,孔传所言是否就是孔安国所

言,尚难断言;第二,孔传与孔安国的关系至今尚无法考明,因此

很难说是刘歆完全承自孔安国之说;第三,因为«汉书五行志»

已明言“刘歆以为”,那么至少班固认为这种河图、洛书的解释出

自刘歆,至于刘歆之前的渊源何在,班固也不清楚,问题至此再

无法前溯.

近年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的出土,①似为人们认识河图、洛

书的古老传说提供了考古实物上的可能性参照.出土时玉版夹在

玉龟的腹甲与背甲之间,它为纬书中“元龟衔符”、“元龟负书”之

说,提供了可供理解的参证.玉版上刻有图,从而使纬书中“河图

玉版”之说似有端倪可寻.玉版边缘上刻有不同数目的圆孔,其数

的排列顺序依次为４、５、９、５,研究者认为数的排列顺序合于“太一

下行八卦九宫,每四乃还于中央”的说法,并推测含山所出玉龟和

玉片有可能是远古洛书和八卦.② 其实河图与洛书二者按«汉

书五行志»之说,本应有别,即河图乃八卦,洛书为九畴,内涵上

相互有异,在宋儒则有九图十书与十图九书之辨.③ 因此对含山

６７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③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

１９８９年第４期.
陈久金:«陈久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０４页.
朱熹:«易学启蒙本图书第一»,«周易本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２０８页.



玉龟与玉版究竟为河图洛书中何者,应有较清楚的界定.如果玉

版刻图确如论者所言乃原始八卦,①则玉龟所衔并非洛书九畴,而

是河图八卦.当然,纬书中也有“大龟负图”之类的说法,但一般而

言,纬书中图、书还是有别的,如«尚书帝命验»“河龙图出,洛龟书

威”,②«孝经左契»“天龙负图,地龟出书”,③都与«五行志»之说相

合.有的研究者又指出,所谓河图、洛书表现的只是两个不同的布

数过程,二者分别代表五、十图数的两幅图,玉版中心的八角把二

者融为一体,并断言这两幅五、十图书应统统归为“洛书”,至于真

正的“河图”乃是“太极图”,与这类五位九宫图无关.④ 按刘歆对

图、书的解释,应该有其根据,很可能是其时较为流行的看法,只不

过由刘歆正式提出.此外,含山玉龟、玉版的出土也可能对我们理

解河图、洛书的古老传说有某种启发,只是这一切还需作进一步的

深入研究,因为至今还没有可以为人完全信从的解释.

在«汉书五行志»所载河图八卦与洛书九畴的说解中,关于

河图八卦,在早期记载中几若无可质证,而洛书九畴则可见若干记

载上的线索.如:

　　禹锡玄珪,告厥成功.(«尚书禹贡»)

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

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

伦攸叙.(«尚书洪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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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有学者通过考古实物的比较,论定玉版与原始八卦相比,乃是比较复杂的八卦

图,见宋兆麟、冯莉:«中国远古文化»,宁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０２页.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上册,第３７３页.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中册,第９９７页.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８２页.



按«尚书»所言应为禹赐洛书说的传说原型.玄珪者,禹治水成功

天所赐玉版,纬书中即如此记,如«尚书璇玑钤»:“禹开龙门,导积

石,出玄珪,上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赐佩.”①«河图挺佐辅»:“禹

既治水功大,天帝以宝文大字锡禹.”②按天赐禹玄珪应是赐禹洛

书九畴的异闻,“宝文大字”或即«五行志»所谓“凡此六十五字皆洛

书本文”化出.又«庄子天运»:“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

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

按“六极五常”乃«洪范»九畴之九“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九洛之

事”应即洛书九畴.③ 又“顺之则治,逆之则凶”,即«洪范»之“彝伦

攸叙”、“彝伦攸斁”.«天运»所述即承«洪范»而来.另,“此谓上

皇”,疑“上皇”即伏羲,如郑玄«诗谱序»:“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

世.”孔疏:“上皇,谓伏羲.”上皇之称又见于«楚辞九歌»,王逸注

谓东皇太一;五臣注曰:“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伏羲在

«月令»为东方之帝,在方位上与东皇太一合.④ 那么,伏羲上皇之

称似可追溯及战国之世,与«庄子天运»的时代相近.这样,«天

运»所述以洛书九畴传说为主,隐微之间又可见伏羲河图之事的端

倪,或者说伏羲河图传说附于洛书九畴之下流传.以上据«尚书»

与«庄子»所言,可以考见刘歆所述河图、洛书之义当前有所承,只

８７４ 　“疑古”与“走出疑古”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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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上册,第３７６页.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下册,第１１０９页.
沙少海:«庄子集注»,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６页.«河图始开图»:

“帝命伯禹曰:‘告汝九术五胜之常,可以克之,汝能从之,汝师徒将兴.’”(〔日〕安居香

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下册,第１１０５页,又见«河图握矩记»)此“九术五胜之常”或
与«洪范»之九畴五行相当,应是随河图洛书之说的传布而出现的讹变.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毁弃»章见“上皇”一词,有学者引«楚辞»与«庄子»解
之,似非.见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岳麓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８５页.按«日书»上皇

乃民间信仰中的神祇,与«楚辞»、«庄子»上皇不能相比.



不过似在传衍过程中有某些不确定的因素,至刘歆时基本成型,故

其后汉人说河图、洛书皆如刘歆所言.

综之,刘歆原本今文造诣深厚,又于古文诸经的表彰发明之功

甚巨.因此,其在各方面的影响应该注意,特别是历来几乎为人忽

略的、其对今文谶纬河洛之学的开启之功,尤有必要特予提出加以

关注.因为其事不仅是汉代谶纬及经学发展上的枢机关键,而且

对研究理解相关的经学现象极具启发意义.要解读郑玄兼取今

文、崇信谶纬的学术取向,刘歆与谶纬河洛之学的关系就是必须面

对的一个课题.

(原载«文史哲»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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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

童书业

　　现在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了,一切旧的不合理的东西

都在批判改造.最近又展开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我

们史学工作者迎接这个运动,也应该展开自我批判,把自己的旧学

术思想彻底澄清一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曾好几次在学习讨论

会上和报纸上批判了自己过去的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但所批判

的几乎只限于我自己的东西,不会对我过去所隶属的学派———疑

古派的史学作过整个的检讨,这篇文字就是想试从根源上批判疑

古派的史学,以消除史学上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一环;有不周到或

错误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指正.

所谓“疑古派史学”是美国实验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产物,它的

首创者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当前的战犯胡适,疑古派

最著名的领袖顾颉刚说:“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

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

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

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了长素先生(康有为———

笔者)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７８

页)“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

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老实说,我的脑筋中



印象最深的科学方法不过如此而已.”(同上,第９５页)顾颉刚所谓

“西洋的史学方法”,实际上即指实验主义的史学方法,实验主义是

讲“演变”的,它的“历史的方法”又唤做“祖孙的方法”,据说是:“从

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

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

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所以“研

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这种方法,

粗看很像马列主义的史学方法,以致有位疑古派大师新中国成立

后还说:“胡适的实验主义与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并没有什么两样.”

其实这种理解是大错而特错的:实验主义与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在

本质上何尝有丝毫的相同点.要明白实验主义与辩证法的区别,

须从根本理论说起:实验主义固然讲“变”,但它的“变”是没有必然

方向的,这世界所以变成这样而不变成那样,实验主义者认为只是

偶然而不是必然,从这个理论来说,科学的研究就不可能,历史就

都只是些偶然事件的堆积,这无异否定了历史科学,实验主义是一

种反科学的不可知论,也就是一种反科学的唯心论;这是我们首先

应该认识的.

疑古派史学者所讲的“演变”正是实验主义的:尧舜从天神变

成人帝,变成圣人孝子,禹从神变成人,变成水利工程师,都只是偶

然的“演变”或“伪造”,都只是少数人自由意志的安排.我们讲了

几十年的古史,编著了厚厚的许多册书,除起了些消极的破坏作用

外,对于古史的真相何尝摸着边际,我们曾强辩说:“破坏与建设只

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所建设

出来的“真古史”又在哪里呢? “破坏伪古史就是建设真古史”,这

句话未免太不着实了罢,老实说: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是永远建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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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真古史来的.

历史科学的任务在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法则,而不是在

寻求些偶然事件,这本是极明显的道理,无奈疑古派的人们沉醉在

实验主义的毒素里而不能自拔,以致看不见这极明显的道理,反说

寻求社会法则的“唯物史观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内都渗入

些”(«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２２页).疑古派认为:“研究古史年

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

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

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

“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

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

了.”(同上)疑古派以为自己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

自己“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唯物史观者———笔者)的进

行”(第２３页).这种话好像对唯物史观者贡献好意,其实都只是

抗拒唯物史观的一种巧妙手段,上引文字的作者把历史学机械地

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唯物史观统治,一部分归校勘学和考证学

统治,以为校勘学和考证学是基础,而唯物史观是建筑,要等疑古

派把“坚实基础”“准备”好了,然后再请唯物史观者动手造建筑.

疑古派说:“须待借助于我们的还请镇静地等待下去罢.”(同上)

“镇静地等待”到什么时候呢? 疑古派自己承认:“得到结论不知在

何年”? 这就是说现在还是我们的天下,你们的天下还早呢,这不

是“阻碍了”唯物史观者“的进行”是什么! 疑古派又说:“如果等待

不及,请你们自己起来干罢!”(同上)这就是说你们也来干校勘学

和考证学罢,不要再谈唯物史观了,也就是说古代思想及制度不必

研究(因为研究这些就“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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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须“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就够了,请问提倡这种

史学的“效果”是什么呢?

如所周知,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的史观,唯物史观的抬头就是

无产阶级的抬头,而无产阶级的抬头是资产阶级所最怕的,所以他

们想尽方法要把它压下去,要压制无产阶级,就不得不压制无产阶

级的思想,所以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就必然反对唯物史观,但是反对

的方法不必一致:或者尽情诋毁,或者托词抗拒,或者截取变质;而

这三种方法我们这批人之中就都用过的.

实验主义的方法除了讲无定向的“演变”之外,它的另一个特

征是讲“实验”.“实验的方法”是“(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

(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

(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

金石”(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这段话从表面看来,也好像没

有什么毛病,其实它所谓“实验”就是测验对自己有无用处,胡适

说:“真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胎里带来的,真理原来是

人造的是人的一种工具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

效,故从前的人叫他做真理万一明天发生他种事实,从前的观

念不适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们就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

(«实验主义»).这就是说“真理”即是“适用”的别名,如果“不适

用”就决不是“真理”;“真理”是会变的,今天是“真理”,明天不一定

仍是真理;“真理”只产生于人类的主观,并不存在于客观的世界

中.照这个理论来说:孔子存在于春秋时代,只是因为这个“假设”

对于我们有用,如果对于我们没用,则孔子就不存在于春秋时代

了.胡适说他的史学方法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

就是假设对于他有用,“求证”就是求证明对于他确实有用;胡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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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主义史学方法,拆穿西洋镜,不过如此.

明白了实验主义者的“实验”方法,就能明白疑古派史学方法

的真相了,疑古派的祖师胡适在“五四”文化运动时否认了三皇五

帝和夏禹等,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些自然是

那时他们的“真理”,因为对他们是有用的(证明人类有历史以来就

是阶级社会).到了后来,时代变了,“疑古”对于自己无用了(封建

偶像不可推翻),就一反“疑古”而为“信古”,变成了“宁信古而失

之,不可疑古而失之”:胡适确是实践了自己的实验主义的(顾颉刚

据说发表过考证大禹王生日的文字,有人说这篇文字并不是他写

的,但他不曾公开严厉驳斥,至少疑古精神是大大降落了,自然:

“疑古”精神的逐渐降落,在“疑古”派中并不止他一人).

“疑古派”的“疑古”精神在某些时候是勇敢的,是打击了些封

建偶像和“圣经贤传”的(尤其是钱玄同的工作),可是所用的方法

却颇不科学(因为实验主义本来不科学),我们过去往往把某些古

书里没有这个人一点作为历史上没有这个人的唯一证据,这是极

危险的“默证法”.同时我们发现某部书里开始有这个人,就把这

个人认为与这部书同时出现的人物,这也是极危险的“假定法”.

至于我们发现了与我们说法相反的证据时,又往往不惜袭用清末

今文学家的办法,武断说这证据是后人伪窜进古书去的:这种方法

连本派某些人也常常提出异议.

我们且看看疑古派最有名的理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顾

颉刚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明

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

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

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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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

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

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古史辨»第一册,第６０页)古代的历史许多是神话,这自然是事

实,但这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古史的通例,稍有世界史知识的人都知

道的.对于中国古史的辨伪工作只有用社会发展史的眼光去观

察,才能完成任务;用社会发展史眼光观察中国的古典,可以得到

如下的结论:古史传说多半是神话,但这神话中却有史影存在着,

从神话里可以寻出历史的要素来.在唯物辩证法这面宝镜照临之

下,我们可以去伪存真,化无用为有用:这才是研究中国古史最正

当的方法;对古史传说一味抹煞,决不是科学的态度.疑古派只是

把古史传说本身的发展过程,片面叙述出来,这至多只是神话学或

民俗学的研究,而不是古史学的科学研究.

疑古派史学的真实企图,是右面抵抗封建阶级,而左面抵抗无

产阶级:这是最初的用意.此种意图表现在摧毁封建的圣经贤传

(辨伪经)和封建的道统偶像(辨伪史),同时否认原始共产社会.

后来这派的史学家多数与封建阶级妥协,只坚决抗拒无产阶级了,

这表现在“疑古”精神的降落,考据精神的加强,同时诋毁或不睬唯

物史观.

疑古派这种转变,是与近代史的发展相适合的:当“五四”运动

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方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

略,中国民族资本得到有限的发展,所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

识分子比较活跃,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展开反封建的文化

运动,“疑古”的史学就是这种运动中后起的一环,它的反封建性是

时代所赋予的.到“五四”运动后,西方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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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合作,加紧侵略中国,压制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资产

阶级的意识就大为低落,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便

与封建势力妥协或投降了封建势力,这就形成疑古派史学(资产阶

级的史学)的转变现象: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疑古派史学的

发展史上也可充分看出.

有位过去曾赞同疑古派的先生说:某些新史学家“对于旧文献

的批判根本没有做够,不仅古史辨派的阶段没有充分达到,甚至有

时比康有为、阎百诗都要落后,这样怎么能够扬弃旧史学呢? 实在

是应该成为问题的”,我们认为这段话是错误的,因为“古史辨派”

(疑古派的别名)与康有为根本就不能与阎百诗相提并论.阎百诗

是位比较单纯的考据家,而“古史辨派”与康有为并不是单纯的考

据家.阎百诗的考据是可以供参考的,而“古史辨派”与康有为的

作品,在考据学上说,也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并不是说新史学不需

要考据,但是新史学所需要的考据,是唯物辩证法所掌握的考据,

或者用唯物辩证法处理过的旧日纯考据家的成绩(如所谓“乾嘉学

派”的成绩).“古史辨派”和康有为的作品中可采的考据实在太少

了.

我的结论是:当前的思想改造运动,是要肃清封建思想和改造

资产阶级意识,疑古派的史学思想是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正

是应改造的对象之一,同志们赶快起来改造自己罢!

(原载«文史哲»１９５２年３月号,总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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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

杨向奎

(一)

所谓“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主要是指着顾颉刚教授的学术

思想而言,在晚近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内,顾颉刚教授的学

术思想曾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曾经直接和间接地引导着一部分青

年走向他曾经走过的路.顾颉刚教授曾经编著了四册的«古史辨»

(一、二、三、五),亲手编辑过«歌谣»周刊、«禹贡»半月刊、«责善»半

月刊和«文史»杂志,他还亲手写过汉代学术史略,更和别人合写过

«三皇考»、«中国疆域沿革史»等书.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

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等校任过教授.我们不管他

的学术思想的价值如何,他曾经发生过影响是肯定的.过去发生

过影响的东西,我们就应当加以分析批判,使不好的影响可以及时

清除.

顾颉刚教授治学的方面相当广,他治过民俗学,民间歌谣,中

国古代地理,以及中国古代史等,最主要的还是古史学和经学.他

不愿意人家称道他是“经师”,而喜欢说自己是史学家,事实上他是

“通经治史”,走的是“公羊学派”的老路,并不是乾乾脆脆的史学



家.如今我批判他也就这一方面来说,因为这是他学术思想的主

流,另一方面已经有童书业教授在批判了.公羊学派的大师在西

汉是董仲舒,董仲舒代表着地主商人阶层的利益,承袭着孟子和荀

子两家的学说,一只手提着五行说,一只手提着三统说,五行说是

历史循环论的主持者,三统说是改良主义的法宝.西汉到刘彻的

时代,在内在外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在内是地主和农民间的矛盾加

深,在外是匈奴族的不断入侵,为了缓和这内部的阶级矛盾,董仲

舒要刘彻在政治上有所改革,这改革的方向,就是“以复古作维

新”,“复古”是他的历史循环论,“维新”是他的改良主义,对外他提

倡着大一统说而作削平匈奴的鼓吹.“公羊派”在整个的儒家思想

上说是起着改良主义的作用的,所谓“改良”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作

一滴一点的改良,以维持原来统治阶级的寿命.到晚清时代康有

为等又曾经打着“公羊派”的旗帜作改良主义的活动.虽然这时

«公羊学派»的内容和董仲舒的时代有所不同了,但仍然是打着«公

羊派»的幌子,康有为根据“公羊派”的说法,以为古代有所谓“三

世”的说法,有“大同世”,有“小康世”,有“据乱世”,但他也说明这

不是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不过是孔子的“托古改制”.康有为

在“孔子改制考”的序言内说: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为救民患.为神

明,为圣王,为当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

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

三世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

康有为以为孔子以前的中国历史是“茫昧无稽”的,所有孔子

以前的历史传说,是由于先秦诸子的托古改制.他的策略,“第一

步先推翻了上古,然后第二步说孔子托古作六经以改制,更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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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把自己的改制引援孔子为先例”.这是康有为的变法打算.

董仲舒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所以他描绘了一个古代的

黄金世界作为刘彻维新的张本,康有为的时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

的社会,他代表着开明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把中国转向资本主义社

会,所以他也虚拟了一个理想的社会,作为转向的目标.“公羊派”

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他们完全否定了中国古代史,说那是由于后

人的创造,作为后人变法维新的张本.历史学本来是上层建筑,统

治阶级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这也是统治阶级利用历史学为他本阶

级服务的一个例证.

“公羊学派”的法宝,这同时也说明着顾颉刚教授的思想还是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开明地主阶级的思想,在古史辨第一册

的自序上,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比如:

　　果然,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他的论辩的基

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

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因此,

使我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

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

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即极惬心餍理.

又说:

　　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

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

顾颉刚教授最初听了章太炎的讲学,很惊讶他的博学而看不起今

文学派,及读了康有为的著作,又佩服他的学说而认为是惬心餍理

了.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遂有“推翻”古史的计划.古史而可以

推翻,是极端唯心论的说法,这先假定古史是由于某些人主观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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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所以某些人可以主观地把它推翻.

当然这一派的思想既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开明地主阶级的思

想,所以它的渊源也并不单纯,他接受了公羊派的学说而有推翻古

史的计划,接受了买办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的方法而有古史演变

的主张,又接受了清代的考据学派的方法而对于古经古书发生怀

疑,这三派学术思想的混合运用造成了他的怀疑古书,怀疑古史,

推翻古史的疑古运动.

(二)

顾颉刚教授的古史学说,前后有两个主要的课题:一是“层累

地造成的古史说”,一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上一种说

法是他的前期古史说的重点,下一种说法是他后期古史说的重点.

由于他承袭了“诸子改制”的学说而怀疑古史,怀疑古史就追求这

种古史产生的原因,通过他主观唯心论的想法,他恍然大悟了,这

些古史全是后人编造的,越造越长越远,是一塌糊涂,毫无是处的,

这一种说法的影响所及,遂使许多人不敢讲中国古代史,只能讲

“中华二千年史”了.顾颉刚教授说:

　　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 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了.

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

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

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最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

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看,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

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

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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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

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

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

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

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

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这一种说法曾经被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称道为伟大的发现.

有此发现,遂否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前的一切古史记载和传说,中

国历史只有西周后才可信,西周以前的一切古史或者是伪造,或者

是神话,全不能相信,他们说大禹是一条虫,尧舜是乌有先生.那

么,中国社会是怎样发展得来的呢? 中国社会有没有经过氏族社

会,有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这在古史辨派是不闻不问的,而且也不

愿闻,也不知道问.只是专悍地说中国史自西周讲起,西周以前一

切存疑,西周以前是一塌糊涂!

顾颉刚教授不承认他是作翻案的文章,他认为他已经掌握住

客观真理,他已经认识到客观真实的古史,他说他要:“依据了各时

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的传说中的古史如疆域、信仰、学派、

人才时代的中心问题等都是解决那时候的古史观念的最好的工

具.”下面他又举伯夷的传说为例,来说明他的古史学说的正确.

从表面上看,他好像掌握了真理,因为他说历史是随着人们观念的

改变而有所改变,这说明了历史学的阶级性.但他不是从历史唯

物论的观点出发,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论者,他是说观念在支

配着历史,在支配着历史传说,在支配着社会的变化.因为他是一

个唯心论者,所以解决不了历史上的任何问题,历史学在他的手

内,也就为他服务,他可以随意地说,但这也绝对和他的阶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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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生矛盾.

顾颉刚教授后期学说主要的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

史.”这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进一步的发展,古史学玄学化了.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只是说明了越往后来,古史越长,不能够很

好地说明这层累地造成的道理.顾颉刚教授在这篇文章内说明了

古史系统造成的唯心论的原因.他说中国伪造古史的运动到刘歆

王莽而集大成,王莽为了篡位,刘歆为了帮助他的篡位,遂不惜伪

造古史以证明“天命所归”.五德就是五行,顾颉刚教授以为自从

邹衍把“五德终始”的学说,应用到政治和历史以后,中国的历史遂

有一次有计划地大安排,根据邹衍的说法,自从黄帝以来,五德终

始之序是:

　　黄帝———夏———殷———周———秦———汉

　土←─木←—金←—火←—水←—土

但是事情常有出乎意料者,到刘歆的世经出现,这个系统又完全变

了样子.拿世经的说法和邹衍的说法来比,有如下的不同.第一

世纪内不是五德相胜的次序,第二世纪把朝代伸长了.邹衍是“土

木金火水”的次序,世经是“木火土金水”.世经的说法出来之后,

成为五行说中的正统,成为偶像,成为五行说中的权威.

顾颉刚教授以为世经的五行说,代表着一种政治上的阴谋,王

莽要篡位,刘歆为了帮助他篡位,在中国古史中给他找根据,在五

行说的系统中给他找根据.顾颉刚教授说,他们共用了三种方法:

第一,援引古帝王为祖先,以见其有作帝王的身份.在这个方

法之下,造成了他的自本及其所建立的九朝.

第二,援引唐虞的禅让为汉新的禅让,使得因历史的复演而成

其帝业.在这一个方法之下,造成了他为虞后,及其受禅的事实.

５９４“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　



第三,援引五行相生说,自居于土德,以承火德之运.在这一

个方法之下,造成了种种的符瑞及沙麓崩等的故事.

顾颉刚教授以为五行说是邹衍创造出来的,他说在他的文章

内,希望把“五行说起于战国的后期”,“邹衍是始创五行说的人”,

这两个意思说得明白.他的希望成为事实了,他这样说了,而且相

当肯定.他说邹衍是创造相胜说五行的人,而刘歆则是创造相生

说的.邹衍为什么要创造相胜说的五行,他没有说得明白,刘歆为

什么创造相生说,他说得很明白了.在相生说五行的系统下,又出

现了一批假的古史,最显著的是“少昊”的出现,他说“少昊”是他们

硬要插到古史系统中来的.但在左传及其他古籍中明明有许多关

于少昊的记载,他说这是由于刘歆的窜改,因为左传是古文经,古

文经全是经过窜改的.在相生的五行系统中加上“少昊”,才能轮

到王莽作皇帝,不然就会缺了一德,王莽也就没有资格了.

顾颉刚教授这篇文字很长,有十多万字,我这千百字的说明,

也许不够全面,但相信不会有大的偏差,因为我也曾经作过同样长

的一篇文章和他讨论过.

(三)

顾颉刚教授的全部古史学说及其主要的方法已如上述.他这

些成就曾经得到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喝彩,认为“层累地造成的古

史说”是古史学上的伟大发现.十余年前各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也

大多喜欢弄弄上古史,说说大禹是否是一条虫等等问题,“古史辨

派”本身也沾沾自喜,认为自己真正对于古史有了贡献,至少给混

乱不清的古代史扩清了一条大道.这些问题不弄清怎好下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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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果真有这么多的贡献吗? 需要加以分析批判了.

首先,这一派的治学方法,彻头彻尾是唯心论者,他们丝毫不

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武断地说,西周以前的古史,渺茫难稽.因为

文献不足,因为我们的考古学远不够发达,中国古代史还有些弄不

清楚的地方是有的.因为弄不清楚,就说是后人的伪造,是武断的

主观论者.存在于一切书上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记载,如果我们

能够掌握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加以分析批判,我们可以找得出中国

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由于尧舜的禅让传说,我们可以很好的说

明那是氏族社会的酋长选举制,而不能说那是儒家的伪造.相反,

是酋长选举制的传说留下来,儒家以禅让制度去解释他,“古史辨

派”的说法是本末倒置.由于大禹是水虫的记载,可以说明那是氏

族社会的图腾崇拜.整个夏族是以龙蛇作图腾的,黄帝之名轩辕,

是天黿,鲧之化为黄熊,是三足鳖,相柳是九头蛇.由于这些图腾

的崇拜,可以说明夏代的水患,可以推测夏代的农业,因为农业,水

患和龙蛇崇拜是有关联的.仅仅说大禹是一条虫解决不了任何问

题,把禹的天神地位打倒,把古史推翻,这造成古史的混乱,而没有

解决任何问题.

其次,顾颉刚教授承袭了康有为的衣钵,使用着今文学派主观

唯心论的方法,说刘歆伪造了古文经,伪造了古史.古书上,尤其

是古文经上,凡是一切不合乎他们的说法的,全是刘歆的伪造.刘

歆伪造的东西,详细算起来,曾多得惊人.康有为站在开明地主阶

级立场,打算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他

幻想着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所谓大同世界.大同世界是孔子的

“三世”说法之一,是孔子的托古改制,因而他说孔子以前的历史全

是由于托古改制,因而肯定孔子以前的历史全是不可信的.这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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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证据,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一些不是证据的证据是说先秦诸

子普遍地在托古改制,刘韵王莽也在托古改制,他自己也在托古改

制.多一个托古改制的人,就多一套古史的说法,这样改来改去,

那有什么信史可言呢? 我们必须明白,康有为不是在研究历史,他

是在作变法运动,他以历史作为他的变法工具,可以改过来,改过

去,他可以推翻古史,他可以伪造古史,因为他别有用心.顾颉刚

教授也在用“托古改制”的方法讲历史,他们用“托古改制”来改造

历史,你用“托古改制”的方法来讲历史,不是越讲越糊涂吗?

顾颉刚教授站在今文学派的立场来攻击古文,丝毫不明白产

生今古文学的社会条件.今文经学在西汉是为地主商人阶级服务

而倡大一统说,在晚清也是为开明地方阶级服务而提供变法,他们

是主观的唯心论者,所以要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以古代史作垫脚

石,他们以抹杀古史,混淆古史来建立学派.

由于这种不正确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有

没有学术上的价值呢? 肯定的,没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根本

不能成立,这不是层累地造成.后人不可能“造”古代史,根据一定

的传说或记载而有所整理是有的,但这不是造成.尧舜的酋长选

举,大禹的龙蛇图腾,夏代的父系家长制,我们根据古代史料分析

研究,得出结论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不能因为传说的稍有分

歧,记载的稍有混乱,就说是后人伪造,就否定他.因为越是后来

记载越多,史料就越丰富了,我们不能说,古代没有这些史料,后来

有了就是后人的伪造.第一你不能肯定你现在能看到的古史料是

古史料的全部,第二你不能肯定晚出史料是没有根据的,第三,也

是最根本的,你不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没有力量去分析批判古史料

而定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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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就一无是处了.如果说这是无原

则的一层层堆上去的,一定会发现许多矛盾而不成系统,但我们的

古老传说是有系统的,燧人,伏羲的传说,可以说明前氏族社会,尧

舜禹的传说可以说明氏族社会,夏代传子的记载,可以说明着氏族

社会晚期的父系家长制.如果是由于后人无原则地堆积,一定会

次序颠倒,伏羲也许到大禹的下面.“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这一

“发现”,没有说明任何问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同样没有而且也不能解

决任何问题.首先这没有说明五行学说的社会条件,因而也弄不

清相生相胜两说的先后次序.五行说在战国,代表着新兴地主阶

级的利益,它和历史结合,是要历史为他本阶级服务,它和政治结

合,是为了巩固他本阶级的政权,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

新兴地主阶级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在中国史上是首次出现.过去

的封建领主制,奴隶制等国家制度全不适合于这新的情况,于是要

改造历史,要托古改制,以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顾颉刚教授

的论文没有这种认识,因而他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古文学的问

题,不过是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反映在思想上,执今文以后封古

文还是站在封建主立场来反映另一批封建主而已.

由于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充分认识,离开了历史唯物论的武

器,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历史问题的.顾颉刚教授生在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中国,接受了开明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又接受了买办

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的方法,造成了他的疑古说法,因而没有解决

任何古史问题,反而造成了混乱.我过去也是受顾颉刚教授影响

很深的一个人,我曾经跟他读书多年,也曾经写过一些唯心论的文

章,曾经和他合写过“三皇考”,也曾经用他一样的方法写过“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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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与政治”,同样的不正确,等我作自我批判时再详细地说.

(原载«文史哲»１９５２年３月号,总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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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丛刊主要收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表在«文史哲»杂志上

的精品力作(个别专集兼收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章),按专题

的形式结集出版,先期推出«国家与社会:构建怎样的公域秩

序?»、«知识论与后形而上学:西方哲学新趋向»、«儒学:历史、思

想与信仰»、«早期中国的政治与文明»、«门阀、庄园与政治:中古

社会变迁研究»、«“疑古”与“走出疑古”»、«考据与思辨:百年中

国学术反思»、«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与思潮»、«文学与社

会:明清小说名著探微»、«文学:走向现代的履印»、«文学:批评

与审美»等.

本册的编选工作由李扬眉同志承担.

在近六十年的办刊过程中,敝刊编排格式、体例几经变化,给

编选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使全书体例统一,我们在编辑过程

中,对个别文字作了必要的规范和改动,对引文注释等作了相对的

统一.其余则一仍其旧,基本上保持了原文的本来面目.

由于水平所限,本丛刊无论是在文章的遴选,还是在具体的编

校过程中,都存在着种种不足,讹误舛错亦在所难免,敬祈方家读

者不吝赐教.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下,学术论文集因其

经济效益微薄,出版非常困难.但商务印书馆欣然接受出版“文史



哲丛刊”,这种无私精神,实在令人钦佩.常绍民先生还就丛刊的

整体设计提出了许多宝贵而中肯的意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

谢!

文史哲编辑部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２０５ 　“疑古”与“走出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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