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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学文献学刍议

傅刚
(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

摘 要：随着中国古代文献研究的深入，文献种类的细化，以及如出土文献数量越来越

多，电子文献新种类的出现，文献分类也日趋细致，因此符合于专门学科的文献学分支的成

立是符合当前学术研究的需要的。文学文献学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建立的。北京大学中文系

古代文学教研室曾经规划面向学生的系列课程：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开课十馀年来，诸位

老师都就本专业方向撰写了讲义，内容皆是切合古代文学各不同方向的文学文献特征，对古

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帮助很大。本人主讲“先秦文学文献学”，结合本人多年的文学史研究，对

“先秦文学文献学”的性质、特征、研究方法作了一些思考，初步撰写成这个带有概论性质的

总结，希望能促进这个问题的讨论，深化并完整有关这门学科的理论。本文共分四个部分：

一、文学文献学与史学文献的异同；

二、先秦文学文献的性质、特征；

三、先秦文学文献的范围及研究方法；

四、先秦出土文献对文学研究的作用兼论与传世文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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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文献与史学文献的异同

先秦时期的文学文献与史学文献，其文本都相同，如五经文献、诸子文献、历史文献等，但是，

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与历史学科学习、研究的目的不同，学科性质有别，因此对文献的使用

就不同。历史学虽有多种不同定义，但对过去事件的记述，以及对其发生的规律、原因的研究，应

该是其核心内容，这个过去的已经发生的事件，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的总合，这就与文学史

不同。文学史也是史学，但是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是单指这一门学科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就学科

范围讲，它似乎是史学的一个分支，但一门学科建立後，有其独立的性质和特征，就不能用分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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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概念去看待了。文学的性质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精神方面的活动，人的感情、性格、心理等等

有关人自身的精神世界的表现。历史学家关注的是社会历史的总体情况，是人类活动中外在场景的

构成和变化，文学史学则关注由古代作家笔下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容。简单地说，历史

学家注重的是人的外部条件，文学史家注重的是人的内部的情感。但是，文学史家研究文学史，不

能仅仅研究作家作品本身，还必须研究作家生活的环境、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征、作家的生平、经历、

交往等等，恰恰是属于历史学所要关注的内容。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论世才能知人，因此，从这

一点说，文学史家比历史学家要掌握的知识范围更广，要求更严。这就决定了文学史学和历史学在

文献使用中的规则、方法的有同有异。同者，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都要依据文献。历史学家往往说，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的学科，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历史学家处理研究对象时，不大考虑历史事件中

人的感情、感受，对古代诗文往往取忽略的态度，认为那往往杂了夸张、渲染，离事实较远，是不

可作为证据使用的。但其实，好的历史学家，并不排斥古人的诗文，一样看作是珍贵的史料，比如

陈寅恪、王国维。由于文学是一门独立的、且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特点的学科，所以当代往往将其

称为人文学科，这就是因为这门学科所处理的材料，具有艺术特征，这是与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

不同的。艺术性是文学学科独有的特征，它有魅力，有感染力，是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重要动

力，是人类社会文化成果的精华。再客观的历史学家，也有情感，完全没有情感、不会被艺术作品

感染的人，不是没有，但如果有，它的科学研究会有局限。但是，人文学科不能一味强调艺术性，

艺术性虽然不能完全以科学的方法概括、统计，但是，古代的作家作品，本身就是文献，尽管这文

献不同于历史文献，但是古代文献的处理和使用的规则、方法，也一样适应于它。此外，作家的生

平、经历、活动，都是已发生的历史事件，作家在什么背景里写作，作家受到什么样思想的影响等

等，都是历史事件和材料，因此，对古代作家作品的分析和研究，不能脱离历史环境，仅凭研究者

个人简单地阅读和理解。事实上，对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一个重要内容，前代

学术前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建立了适合于研究古代诗文的优秀传统。优秀的文学史家，其实也是

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历史学家强调历史学是实证的学科，文学史学也非常重视实证。没有对作家

作品和文学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原因作深入透彻的研究，就不可能会正确地解决文学史中的问题。

文学史家一样强调文献的重要，事实上，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古籍整理成果为例，大多数优秀的古

籍整理成果都出自文学史研究学者之手。当代各大学的文献学科，以中文系为基础的也占绝大多数。

从这个方面说，文学史学在使用文献上，也与历史学科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研究的对象和

目的。举例而言，以当代著名文学史家曹道衡先生为例，他在研究南朝家族与文学的发展关系时，

对南朝时期各家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了详尽的材料收集和整理的工作，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

对南朝萧氏家族的兴起、发展，最终对南朝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作了合乎历史实际的分析、研

究。（参见《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  曹先生的研究表明，他的研究目的是解决文学史上

的问题，但他对史料的搜集和处理的方法，完全符合史学的规范。先秦两汉文学自不同于南朝文学，

但文学史家在对文献的态度上则是一致的。先秦两汉时期文学还没有独立，其文学史家要研究的内

容：文学性的书写问题，是杂在历史文献中的。这里所说的历史文献，不是指属于历史学科的文献，

而是指这个历史时期中产生的文献。因为先秦时期还没有後世意义上的经、史学科。因此，先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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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这些文献，只能是後世各不同学科根据自己的学科规则，以不同的研究目的使用。这些文献不

属于任何一个学科，文、史、哲，甚至考古学科都必须依据这些文献。至于历史学科所说的文献整

理和使用的方法、规则，其实也并不是历史学科一家所有，比如，关于使用第一手材料、对材料进

行分级处理、对文献鉴定真伪、考订异同、校勘整理等，文学史研究者也都是使用的。不同的是，

文学史家还要掌握文学学科所需要的能力，比如具有艺术鉴赏的能力、具有对文学特征的准确把握

能力，能够用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和语言对文学性在历史文献中的产生原因、所起的作用作清晰的叙

述，这种要求是很高的，也是有难度的。

二、先秦文学文献的性质和特征

如上所言，先秦文学文献是文学史研究根据学科的特点和研究目的而确定的，因此，确定先秦文

学文献的性质和特征，也必须与此联系。我的理解，先秦文学文献的性质从两个方面限定，一是先秦

这个历史时期，二是与文学史研究相关。先秦历史时期在文学史中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

学学科没有建立，这个意思是说，这一时期里，没有後世的诗人、作家身份，没有从文学写作目的产

生的文本，早期的文献都是国家的档案，以及适应国家礼乐教化和与国家宗教职能、政治职能等相关

的文献，如《尚书》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各代的档案，《诗》与《乐》则是礼乐教化的基础文本，《春

秋》是围绕着王与侯活动的国家大事件的记录，《易》与卜筮有关，产生于宗教活动，《礼》是周人治

理国家的规范。这些文献当然与文学写作无关，至于春秋以後，学术下移，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则

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提出学术主张，亦无关文学写作。但是，无论是後世所称的五经基本文献，

还是经过整理的历史文献如《国语》等，符合文学性质的写作手段，这些文献的作者和记录者都不自觉

地在使用着的。比如早期整理的档案《尚书》，我们在《盘庚》里就看到不少文学的语言和修辞，同时，

盘庚在向大臣传达他的不满和告戒时所组织的文句段落，张驰有度，虚实互用，都代表了上古时期文

章写作的最高水平。再如《孟子》所引的《尚书·武成》所记武王伐纣事件，用“流血浮杵”写其事，这

是典型的文学描写。文学描写主要是夸张、渲染、想像、比喻等。夸张不合史书写的规定，但是为什

么上古史官会用“流血浮杵”记真实的事件呢？这就是因为客观的记录，只能如实地记录时、地、事，

但不能完整地反映出事件在当时的影响和对当时人心灵的震撼。这其实就牵涉到了什么才是历史真实

的大问题，我们这里只是说，历史真实，仅靠史官如实地记录，还不能反映出来，它还必须通过艺术

手段才能在本质上反映，这是文学史研究中提出的艺术真实理论。上古早期的文献，已经自觉或不自

觉地使用文学手段了，这与作者主观意识无关，而是与当时记录的目的紧密相关的。我在课堂讲义《先

秦两汉史传文学研究》中对此这样论述过：

这与人类对历史本质真实的追求相关，实录史学只能从表面上反映真实，历史事件发生的终

极原因则需要经过作者的深入思考才能发掘出来。很显然，人类不会满足于简单的事实陈列，人

类对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要求能够了解其发生发展的原因、背景和规律，这一切都需要作者

作更复杂的思考和采用多种写作手段才能完成。因此，文学的手段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史书写作。

文学学科虽然产生很晚，但其基本的因素却与史学是同时的。这是因为人类一开始就有文学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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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有超越事实本身，追寻精神实质的本性要求。

这样看来，先秦时期虽然沒有建立文学学科，不可能出现为文学写作的目的，但是文学写作的

手段却是构成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而我们也正是从这个立场和角度出发，确定文学文献的性质和

特征。

先秦文学文献的特征，当然就是指这些能够反映文学因素产生和发展的文学表现。比如《左傳》，

经学研究会关注其如何解经，其体例和经义是什么；历史学研究则关注其所记叙的历史事件，从中探讨

春秋时期社会变动的规律；文学史研究则关注其叙事手段及写作特点，也是我们处理这些文献所要注意

的。但另外一方面，先秦文学文献重要的特征，恰恰是其学科界限不分明。理论上可以分析文学文献

与历史文献的区别，但其实在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和整理时，作为所有学科的文献底本，其文献特征

则具有共通性，即文献的形成过程、成书的时间、体例、书的作者、书的真伪等等，这些都是首先要

解决的。有一点可能是文学文献与历史文献不同的特征，即文学史家在处理先秦文献时，对文体的关

注。文体是文本的基本形式，文体的形成和成熟是文学表现的重要标志，文体形态的固定和诸文体界

限的区分，也是写作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体不是概念的产物，它是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的自然体

现。以《尚书》为例，其所著录的典、谟、训、诰、誓、命、征、范、歌、贡等，皆上古文体。然此文

体皆非先有成式，而是史官因事而立，随事成篇，孔颖达《尚书·尧典》正义说：“《书》篇之名，因事

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a如《尧典》之“典”、《皋陶谟》之“谟”，皆记尧、舜、禹、皋陶之言，而

别为典、谟之名，亦因事而立名也。但若誓、诰等，与军旅活动有关，誓本与战有关，所谓将战而誓，

取其约信将士，示赏罚之信之义，礼之将祭而誓，亦取其号令百官之义（孔颖达疏《甘誓》），此等文如

《甘誓》《泰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皆是，是其文体之得名，又与典、谟等不同。文体既成，

後人则因体立义，有义即有例，文体即成为各类写作的基础。因此文体特征的认识，文体形成和迁变，

是文学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先秦文学文献的范围及研究方法

鉴于先秦时期学术发展的特殊性，因此，与汉魏以後的文学文献的认定不同，先秦文学文献的

范围就不简单地限定在集部以及与作家活动相关的资料。先秦文学的发展既然是在国家的宗教、政

治、文化活动等文字记录文献中逐渐呈现出来的，那么所有的文字文献其实都应视为文学文献。这样

一来，先秦所有的文字记录文献就都是文学文献的范围。因此，先秦时期的文字资料、经、史、子以

及神话、传说，甚至图像，都应视为文学文献。比如说甲骨文，这是最早的文字，它的价值首先体现

在古文字研究中，其次，先贤利用以研究殷商时期的历史和文化，但是文学史研究则利用甲骨文探讨

中国上古时期的写作状态和叙事的观念、手段，并可以探研出当时应用文体的写作状况、文体与载体

间的关系等等，从甲骨文以至金文、简帛文字，都是如此。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与传世纸质文

献相比，属于出土文献，出土文献自古以来就有，如西汉时发现的孔壁古文、西晋时发现的汲冢古文

a 《尚书正义·尧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繁体字本，2000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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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早期的出土文献，经过历代学者的整理、研究，对我们来说，已经不能简单地看作出土文献了，

这种文献连同历代学者的研究，已经成为传世纸质文献的一部分了，处理这部分文献应当与现当代出

土的文献有所区别。现当代出土的文献数量、质量，是超过以往的，这是当代学者的幸运，当代历史

学者和思想史学者对出土文献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研究成果也非常丰硕，但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

似乎关注不够，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恐还是部分学者对文献不够重视，对先秦文学的性质、

特点理解不够有关。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当代的文学观念出发，对认为是文学作品的材料才去了解、研

究，如古代文学研究者对先秦包括两汉时出土的辞赋材料、《诗经》材料略加关注，而对大量的子、史

文献则往往视而不见。这些当然是不正确的观念，需要加以纠正。同时，我们在使用出土文献的时候，

也还应该正确处理好其与传世文献间的关系，当代学者往往热衷于研究出土文献，而又往往对传世文

献重视不够，甚至对传统文献并没有深入地学习和了解，便大谈出土文献，这又是一种偏误。余嘉鍚

先生为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序》中说：“学不穷根柢而但求其枝叶，譬之未知叔重何所

道、钱、段何所明，而读甲骨文；班、范之书、荀、袁之纪未能通晓，而考金石刻，其于学也，庸有当

乎！”a前辈学者的研究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文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法，大体上与历史文献相同，即要明目录、版本、训诂、校勘、辨伪，

先秦文学文献虽不如後世如明清文献数量多，但其复杂性和难度，却非明清文献所可比拟，尤其牵涉

到文献的真伪考辨，因此，研究先秦文学文献，必须掌握辨伪的基本方法，对文献整理的学术史有充

分的了解。此外，先秦文献由于去今时代辽远，语词音韵皆有专门学问，故亦须明小学，识字明音，

这些都是必备的知识。因此，先秦文学文献应该包括传、记、说、解等训诂材料。此外，学习先秦文

学文献，必须具有正确的学术态度，要遵从古代文献整理的基本法则，重视第一手材料的搜集、整理、

考辨，不要断章取义，不能掩盖不利于自己的材料，亦不能盲目追新务奇，要明白古代学术研究本没

有跃进式发展，不可能在古人研究基础之外得出迥异于前人的结论，学术事业的发展是一步步在前人

的基础之上点滴积累而成的。只有具有了这样的立场和态度，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可信和可取。先秦

文学文献牵涉的知识层面甚广，所有与文献的形成相关的知识都应该具备。与文学史研究侧重点不同，

文学史研究关注文学现象的形成原因、发展的条件、嬗变的规律，因此文学史研究除了文学现象、作

家作品本身外，也要研究文学现象形成的外部条件、历史环境、学术思潮等等，文史不分在文学史研

究中的表现是最为充分的。但文学文献的研究和理解，还要关注目录、版本等内容，此外还有如文本

的写作方式、文献的体例、文本载体的构成和书写工具的变化等等，这在先秦阶段尤其重要。比如说

甲骨卜辞的内容，我们不仅要看卜辞写的是什么，还要考虑甲骨这种载体对写作的限制，从而讨论出

殷商时期社会上实际存在的文体状况。再如金文，如《毛公鼎》的文字，长达 497 字，与《尚书·文侯

之命》相似，但考虑到《毛公鼎》是鼎铭文字，载体较当时使用的简或帛对写作的限制更多，这对金文

文体的写作和文章风格的形成就会有影响。因此，这就让我们对《尚书·周书》的写作有更深入的了解，

对先秦时期文章的写作和文体的变化有更多的认识。

a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书》，2011 年版，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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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先秦出土文献对文学研究的作用兼论与传世文献的关系

出土文献自汉晋以来就有了，西汉鲁恭王坏孔子宅壁，结果发现了一批孔子後人因秦火而壁藏的

文献，其中有《尚书》《逸礼》等古文所写文献；至于西晋太康年间，汲郡盗发魏（襄）王冢，得战国时

文献一批，重要的、有经整理命名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师春》《国语》及《易经》等，这些出

土文献解决了中国古史及经学史上诸多重大问题。因此，对出土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成为中国古代学

术中的重要内容。至于宋代，学者除了关注地下出土材料，对地面残存的碑、石诸材料也注意搜集和

研究，如宋人刘敞《先秦古器记》、欧阳修《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图》、赵明诚《金石录》、王黼《宣

和博古图录》、洪适《隶释》《隶续》、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等一批著录和研究金石的著作。这

个学风带来了宋以後金石碑版学的发展，至于明清，这一种学问已经成为古代学术的重要内容了。如

明代郭宗昌的《金石史》、清代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毕沅关中、中州、山左、三楚、两浙诸

《金石记》、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奥东金石略》《汉石经残字考》等、刘墉、王昶《金石萃编》、陈介

祺《封泥印略》、《簋斋藏古录》等等。清代金石学研究达到了高峰，著作丰盛，成果惊人。至于晚清及

民国，更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王国维的研究和他提出的观念、方法，都深刻影响

着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研究。他注重地下出土材料与纸传文献的互证，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拓

展了中国学术研究的领域和思路。陈寅恪先生概括二重证据法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说：“一曰取地下之

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

有之材料互相参证”a。在王国维之後中国学术的发展充分证明了陈寅恪先生的看法。出土文献自二十世

纪以迄于今，材料之丰盛，地域之广，都远远超过了古代。清末以来的殷墟甲骨文发现、敦煌石窟的

打开，以及甘肃所出的简牍，是二十世纪初叶的出土文献重大收获。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商朝变成

了可信的历史，甲骨文字材料对商史的政治、社会、文化、语言、制度等等研究提供了材料依据，奠

定了商史的研究基础。敦煌文献的问世和研究，对所涉及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西域历史与文

化提供了实物样本，同时对中国早期的交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更是最为可信直接的材料。

与文学史研究最为相关的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尹湾汉简《神

乌赋》、安徽阜阳汉简《诗经》、上博简《孔子诗论》、安徽大学藏《诗经》简、海昏侯墓《诗经》简、

北京大学藏汉简《反淫》和《妄稽》、清华简中关于《书》和《诗》的文献等，毫无疑问都是文学史研

究的新材料。如《孔子诗论》，是首次见到先秦文献中孔子论《诗》的系列意见，又如《反淫》是《七

发》之前的类似于七体的文献，《妄稽》当是西汉杂赋类作品。其他则可补充传世文献，填补文学史料

中一些空白。如《春秋事语》，内容与《左传》相类，未必是抄自《左传》，或与《左传》相同的材料来

源。《春秋事语》“晋献公欲得随会章”记晋献公欲得随会，魏州馀（《左传》作魏寿馀）请召之，令献

公佯囚己，斩桎堬（逾）。秦人晓朝（《左传》作“绕朝”）曰：“魏州馀来，台（殆）□□随会也。”君

弗听也。魏州馀果与随会出，晓朝赠之以□。又载晓朝话曰：“吾赠子，子毋以秦□□人，吾谋实不用

a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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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春秋事语》记此事为晋献公时事，与《左传》不同，当是《事语》误。又《左传》无绕朝与秦康

公语，则《左传》下所言“吾谋适不用也”，便无落实照应处。《左传》记绕朝赠之以策，杜预注谓：“策，

马檛。”孔颖达《正义》引服虔注云：“绕朝以策书赠士会。”b孔颖达论证杜预注马檛为确。到底是马檛

还是策书？《春秋事语》此字残阙，但下文有吏闻之一段话，大意是晓朝赠士会以□，谓其与州馀、士

会有谋。州馀果然利用间谍进谗言于秦，秦人因而杀晓朝。这里显然以晓朝所赠非马檛而是策书，因

为策书可以让人产生怀疑，马檛则否。这个材料不仅补充了晓朝先有谏晋公不要相信州馀的话，又据

州馀利用间谍陷害晓朝的事，证晓朝所赠当是策书。这样补充传世文献的材料，在出土文献中可征者

是十分丰富的。如北京大学藏汉简《赵政书》所记秦始皇临终前立胡亥为後，与《史记》所记不同，不

论哪一个更可信，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当时流传的不同说法，其价值也是非常重大的。北大藏汉简《反

淫》则是文学史研究上至为重要的文献，它的出现为七体和汉大赋的成立提供了文献依据，我们判断它

是楚辞体与赋体写作结合而向《七发》演变中的文体。经我们的研究，《反淫》应当是枚乘《七发》以

前的作品，形式结构与《七发》相类，文辞和内容也与《七发》多部分重合，《七发》当是在《反淫》基

础上进行的改写。《反淫》本身则是受《楚辞》作品如《招魂》《大招》影响的产物，但其文体性质已非

《楚辞》，而是与宋玉赋作相同，属于铺叙风物的赋体。这样，我们就能将《七发》写作与司马相如《子

虚》《上林》赋写作发生的文学背景与《反淫》联系起来，从而建构汉大赋产生的文学谱系，对解决汉大

赋文体产生的时间和原因提供了文献依据c。因此我们说出土文献对文学史研究的价值和作用非常重要，

文学史研究者必须重视起来。

随着出土文献日益增多，其不仅数量惊人，种类也非常丰富，经、史、子、集四部均有。这些材

料有的可以印证传世材料，有的则可补传世文献之阙，还有的则与传世文献相背。当代出土文献所具

有的数量、规模和品种，已经远远超越了往代。它所具有的文献特性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手段不同

于传统文献学，它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传统文献学的认识。我认为当代出土文献的研究，应该是古代历

史文化的综合研究，研究者需要具有备多学科背景和综合研究能力。也就是说，研究者仅从单一学科

出发，是不能正确理解出土文献，其所得结论可能是错误的。比如某些学科研究者比较注意从某种思

想观念着眼，抓住一两句辞语作无限度的夸张，他们对文献学没有完整的训练，对古代历史、典章制

度、文献产生和流传的背景、特征并不完全了解，因此他们单凭单一学科的知识径下判断，可能是十

分错误的。我们看到，目前有一些研究单位的出土文献研究，往往组织文、史、哲多学科专家联合展

开，如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对北大藏汉简的研究，便组织了中文、历史、考古三个学科的专家组成课

题组。这个情况说明当前的出土文献研究需要具有多学科的综合能力。

其次，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仍然要依据于传世文献。前引杨树达先生所言，是对这种关

系的最正确指引，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出土文献，另一方面要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对传世文献不熟悉，

研究不深入，将出土文献视为独得之秘，孤立阐释，甚至望文生义，是绝不可取的。

a 据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178 页。

b 参《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繁体字本，2000 年版，第 626—627 页。

c 参拙作《论赋的起源和赋文体的成立》，《北京大学学报》2018 年第 5 期，第 8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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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言，古代文献的生成、保存和流传，存在着十分复杂的情况。因为历史太过长久，文献阙

如，我们对古代文献的了解并不完整，还存在有许多疑点。传世文献如此，出土文献更是如此。传世

文献还有自先秦以来的文字著录可以提供研究的证据，出土文献则显得更为孤立。尤其是当代的出土

文献，有很多是经过了盗墓後的抢救性挖掘，还有的是从海外市场的回流，我们对文献的出土地、墓

主、年代等一无所知，这当然会影响到我们对文献性质判断。此外，当代的出土文献主要出自古楚地，

其文字主要是楚系文字，这些文献与其他地方的文献有无异同？可否等同或取代传世文献？出土文献

与传世文献的不同，是否就证明传世文献错误？这都是十分重大的学术问题。它关涉到如何研究中国

古代文献、如何看待现存从传世文献研究中得出的古代历史、思想、文化、文学等学科结论的问题。

比如清华简中有和《尚书》相类的材料，那么可否能将清华简的《傅说之命》等同于先秦文献所引的

《说命》？再比如清华简的《耆夜》，是否可以等同于《诗经》中的《蟋蟀》？有些学者举出《耆夜》所

载《蟋蟀》与今本有很大差异来证先秦《诗》无定本。关于《耆夜》所载《蟋蟀》的问题，是很复杂的。

因为我们并不了解《耆夜》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体，产生的时间，乃到释文的准确性等等。这样的文本如

果产生在春秋或战国时，则其所记很可能如战国时人据传闻的材料写作的传、记、语一类的文本，其

记载的内容与官方颁发的文献比较，其权威性、可信性是有诸多讨论的地方的。如果其产生的时代很

早，如该文献所记是武王八年伐耆回来后，饮至于文大室时所作，则其时所作诗正为太师配乐的底本，

则今传《唐风·蟋蟀》当是太师配乐后的教本，这并不难解释的。清华简中还有《周公之琴舞》，其中

有成王自儆诗九首，第一首即今本《诗经·周颂·敬之》。知原来成王作有九首，但太师仅取其一，五经

中的《诗经》与此《周公之琴舞》性质上不是同一个文本，不可以论其是否定本。也就是说，他们错误

地把这些出土的文献直接认同于《诗经》，再以之与《诗经》比较，发现有不同，便说先秦文献无定本，

这是很荒谬的。

还有一些学者，对传世文献不熟悉，对相关问题没有作过专题研究，发现出土文献中有与传世文

献不同的地方便欣喜若狂，以为石破天惊的大发现，便宣布出土文献破除了传统文献所反映的事实，

由传世文献研究描述的历史需要改写。典型的如关于郭店简《老子》甲本“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为

弃作，民复孝慈”的讨论，思想史研究者认为郭店简《老子》甲本这段文字与今本“绝圣弃智”、“绝仁

弃义”不同，由此得出先秦时期的道家和儒家并没有太大差别的结论，并认为先秦哲学史需要改写。这

便牵涉到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问题。我认为，第一，郭店简甲本能否代表先秦时期的《老子》文献？我

们对先秦时期文献流传的区域性特征了解多少？楚地出现的这种《老子》传本，是否能够反映先秦时期

所有《老子》文献？还是这仅仅是一个地域所传的一种文本？第二，郭店简《老子》甲本是目前仅见的

表述，没有任何其他文献可以相佐证，其文献性质如何认定？

我们承认先秦时期诸子并不像后世所说那样壁垒森严，实际上各家学说可能互有渗透，如《庄

子·天下篇》以宋钘、尹文为一派，但在《汉志》中，宋钘列入小说家，尹文列入名家，说明《汉志》中

的小说家和名家，在《庄子》那里却认为是一家学说，可见其有相通的内容，只是认定不一样。但是我

们也看到，从《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所论到的诸子各派，在《汉书·艺

文志》中的认定，往往不一样，说明这些诸子各家学说有相通的一面，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现象很少

发生在儒、道二家里，说明儒家与道家的学说界限与其他各家是不同的。《吕氏春秋·不二篇》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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耽贵柔，孔子贵仁。”a可见儒家的“仁”学说是其主要特征，道家不可能贵仁。道家以万物为刍狗，怎

么会贵仁呢？再其次，《老子》甲本虽然没有说“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但丙本中却有这样的表述：

  

                                                                        b 

这段话王弼本作：“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意思相合c，这不明显是反对仁义的思想吗？因此甲本虽然没有“绝仁弃义”的表述，但并不表明就与儒

家没有区别。

因此，我的意思是，对出土文献一定要慎重，研究者要保持平常心，要熟悉传世文献，不要存哗

众取宠之心。并熟悉传世文献研究的方法和成果，不能只懂出土文献，否则会作出非常错误的判断。

On Literary Classics and Archives in the Pre-Qin Period (-B.C.221)

Fu G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and archives, the refinement 

of its types, as well as the increasing numbers of excavated class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types of classics 

and archiv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m has become more detailed. Thu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ranch of 

classics and archives in a specialized discipline is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literary classics and archives are established.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of Ancient 

Literature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Peking University has once planned a 

series of courses for students: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and Archives.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all 

the teachers have written handouts on the direc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 the content of which is suitable for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ry classics and archives of different aspects of ancient literature, which is of great help 

to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this area. I mainly lectured on “Literary Classics and Archives in the Pre-Qin 

Period”, combined with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 have mad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ry Classics and Archives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have preliminarily written into this summary with an overview nature, hoping to promote the discussion of this 

problem, deepen and complete the theory of this subject. This paper consists of four parts:

1.Comparison between 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classics and archives;

2.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ry classics and archives in the pre-Qin period;

a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467 页。

b 据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8 页。

c 以“焉”作“则”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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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scope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classics and archives in the pre-Qin period;

4.The role of pre-Qin excavated classics in literary research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nded down 

classics.

Keywords: literary classics and archives, historical classics and archives, nature, characteristics, scope 

and research meth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