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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史 辨 》 评 议

王 树 民

摘　要　在今日批判地接受历史文化遗产的工作中 ,应让大多数人了解《古史辨》的成果和精

神 ,同时要端正方向 ,克服其破伪有余 ,立新不足 ,忽视求真的缺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是符合

古史传说的发展规律的。但运用不当 ,真实的古代历史就完全成为不可知者。分析古代传说的真实

性 ,要与神话严格分开 ,并注意传说本身也有各种不同性质。 “五帝”的本义 ,是用以表现未有朝代

以前的历史时期 ;战国后期 ,泛称的“五帝”才逐渐坐实为五个前后相承的帝王。五德说与三统说各

有其依据和来历 ,但都与古代的实际历史无关 ,而为战国时人以当时流行的思想比附于古代历史。

老子为老聃。 《老子》一书因老聃而得名 ,而其书晚出 ,非一时一人之作。

关键词　《古史辨》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　古代传说　五帝　五德说　三统说　老子　《老

子》

一、概说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 ,关于上古史的辩论盛极一时 , 1926年集结为《古史辨》一书 ,其后陆

续编印 ,到 1941年出版第七册 ,总计不下数百万字。 就内容而言 ,主要可分为史实传说和古籍

整理二大类 ,其中第一、二、五、七册属于前者 ,第三、四、六册属于后者。 第一、二、三、五册为顾

颉刚先生所编 ,第四、六册为罗根泽先生所编 ,第七册为童书业、吕思勉二先生合编。闻原计划

将有关古代历史地理的论文编为第八册 ,而未能成书。今就已刊行之七册 ,略申鄙见。

在第一册中 ,除关于辨伪的通信外 ,主要讨论了尧、舜、禹的问题。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

先生的信中 ,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 又有一篇长达六万字的顾先生的自序 ,说

明早年求学深受汉学家的影响 ,和产生这一构想的过程。 《尚书》 (《虞夏书》除外 )、《诗经》、《论

语》各书中所记尧、舜、禹之事 ,相传愈古者 ,所见之记载也愈晚 ,后更以其他古籍相比较 ,逐渐

形成为明确的看法。在与钱玄同先生通信时 ,顾先生把他的看法用文字写出来 , 1923年 ,在北

京《努力周报》附刊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 ,于是引起了关于古史问题的大论战。正如后来顾先

生自己所说 ,此文一发表 ,“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 ,连我自己也想不到收着了这样

巨大的战果 ,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①当时参加论战的 ,除顾先生

外 ,处于对方的主要为刘扌炎黎和胡堇人二先生。这次论战 ,形式上刘氏的阵地更为严整 ,因为

旧说有广泛的基础 ,论据触手可得。新说先要辨伪 ,资料须加整理方可运用 ,自然比较吃力。但

旧说有不可克服的弱点 ,虚假究竟不能冒充真实 ,而层累地造成之伪古史 ,在宏观中异常明显 ,

仔细论证虽然须作绵密的工夫 ,而旧说的弱点一经点破 ,其事已明如观火 ,不待繁言而后定 ,所

以新说终于占了上风。到 1930年 ,郭沫若先生说: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 ,的确是个卓

识。……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 ,觉得他的识见委实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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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 ,他的论辨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 ,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 ,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②

这话是很切合实际的。

郭先生的话固然是肯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有力的证明 ,同时也说明了另一方面的一

些问题。原来真能理解这套理论者 ,只有极少数具有正确思想的专家学者 ,而大多数人并未能

了解其深义。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般群众不过以其新奇而予以关注 ,因此产生了意外的

插曲。 顾先生在论禹为神话人物时 ,曾设想禹为九鼎上的奇形怪状的动物 ;又《说文》“禹”字从

“冂厶” ,训为“兽足蹂地也” ,因而说禹原为爬虫。这本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 ,而一般人竟误

认为这是《古史辨》的主要论点 ,于是腾笑一时 ,鲁迅先生作小说《故事新编》 ,以此为素材 ,写入

《理水》篇中。这事曾引起顾先生很大的烦恼 ,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说: “其实 ,这个假设 ,

我早已自己放弃。 (见第一册二二七页 )就使不放弃 ,也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 ;这一说

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这是一般群众的

态度。 另有一些人形式上接受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理论 ,却无限度地应用于古史方面 ,

以致使上古历史从另一方面又蒙上了一层迷雾。童书业先生在第七册《自序》中说: “《古史辨》

有名的贡献是`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 ,一般人已承认它的价值了 ,其实这个观念还有应补充的

在。 ……古史传说怎样会`累层’起来呢? 我以为这得用分化演变说去补充它。 ……分化说是

累层说的因 ,累层说则是分化说的果! ”经过分化演变得出的结论是: 夏以前的古史传说 ,全出

于各民族的神话。 这样一来 ,真实的上古历史岂非一无所有了吗? 这不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

说”的最后目的 ,下文将作具体的分析批判。

往日对于《古史辨》的评论 ,有一条是说它“没有结论” ,顾先生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

作了回答。他这样说: “我要求结论之心 ,或者比了说这句话的人还要热切 ,但我不敢自己欺骗

自己 ,更不敢欺骗别人。……千万个小问题的解决 ,足以促进几个中间问题的解决 ;千万个中间

问题的解决 ,足以促进几个大问题的解决。 只要我们努力从事于小问题的研究而得其结论 ,则

将来不怕没有一个总结论出来。 可是在我们这几十年的寿命里是一定看不见的了! ”这话说的

很实在 ,同时也有很大的漏洞 ,理论上承认结论的重要性 ,事实上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读者当

然无法感到满意。其实历史上的实与虚 ,不必等到最后的结论出来 ,大体还是能够约略区别的。

如《尚书》有今文古文之分 ,今文实 ,古文虚 ,并不是待古史问题全部解决后才论定的。 《古史

辨》几乎把古代一切有关史实的记载都看成为虚实不分的传说 ,而不注意其中隐藏的史实 ,实

际上是将传说与神话混同起来 ,结果将不免治丝而愈棼 ,并为分化演变说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传说与神话常常并称 ,二者之间原有根本的区别。就与古代史实的关系而言 ,神话仅能反

映某些古代史实 ,传说则可以保存某些古代史实。从传说的由来看 ,一部分为出于神话 ,如“天

命玄鸟 ,降而生商” ,“履帝武敏歆”之类 ,这反映了商、周民族自以为出于天神上帝 ,高超于众邦

之上。 其大部分应为出于一定的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的行动 ,后来的人以之为基础 ,加以想象

渲染 ,踵事而增华 ,逐渐发展 ,便成为近于神话的传说了。 如尧水汤旱 ,于是有了鲧禹治水和汤

祷于桑林的传说。 如果层层剥下去 ,还不难看到作为传说起源基础的史实 ,《古史辨》正是依据

这条路线提出的理论。 顾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说: “即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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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状况。”③这个理论是正确的 ,而就最后目的而

言 ,要在找出“某一事件的真确的状况” ,这也正是读者所最关心的。而《古史辨》的实际方向 ,则

过于重视传说的发展演变 ,以致一般从事于《古史辨》工作的人 ,以为《古史辨》的目的即在整理

这些传说 ,不是追寻作为这些传说起源基础的史实和人物 ,好像古代的传说都与史实无关。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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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册中杨宽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导论》 ,以为传说中的上古史不过为古代民族神话的分化演变 ,

其根源是东夷与西戎二大系统的民族神话 ,没有古代史实的踪影 ,这就引入歧途了。童书业先

生的“分化演变说” ,就是因此文而产生的。

二、如何对待古代的传说

在分析古代传说的真实性时 ,不仅要与神话严格地分开 ,其本身也有各种不同的性质。 如

墨子主张节用 ,引尧之事为证 ,说他: “黍稷不二 ,羹 不重 ,饭于士 ,啜于土形 ,斗以酌。”司马

谈《论六家要旨》也说: “墨者亦尚尧舜道 ,言其德行曰: `堂高三尺 ,土阶三等 ,茅茨不剪 ,采椽不

刮 ,食土簋 ,啜土形 ,粝粱之食 ,藜藿之羹 ,夏日葛衣 ,冬日鹿裘。’ ”其实这是尧舜时期的生活水

平远远低于战国、西汉时期 ,以后世的生活水平来看古人的生活 ,便以为是简朴节用了。在后世

作为传说流传的 ,原是古代实有的事实 ,为了解古代史实真相的绝好资料 ,对于这样的传说应

作较高的评价。又一种情况 ,一件史事有二种以上的传说 ,是非难定 ,实则由于各就某一方面而

言 ,合之方得其全貌。如周厉王被放逐后 ,《史记》称共和元年 ,周、召二公秉政 ,是为我国有正式

纪年之始 ,而《竹书纪年》与《鲁连子》等皆谓诸侯共伯和继厉王之位 ,故称共和 ,二说似无可调

和。赵光贤先生以铜器《伯穴见父须皿》及《善夫山鼎》所载三十三年八月及三十七年三月之月相 ,与

共和三年及七年之月相相合 ,于是推知厉王于三十年出奔后 ,其年代仍照常使用 ;又据《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序》: “及至厉王 ,以恶闻其过 ,公卿惧诛而祸作 ,厉王遂奔于彘”。因而谓: “作乱者

乃惧诛之公卿 ,周、召二公首当其冲 ,不能不令人怀疑 ,主谋实是二公。 ……厉王既出奔 ,周、召

二公恐被逐君之恶名 ,乃迎小国之君以为摄政 ,而实权仍在二公之手。言共伯和干王位者 ,只言

及政变后的表面现象 ,司马迁言二公共和行政者 ,乃其实质 ,二者初不矛盾。”④赵先生之说不

仅解决了周史中一个重大疑难问题 ,而且对于古史中的传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处理方法 ,使不

可调和的传说各得其应得的位置 ,而复现其历史价值。

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和事迹 ,其人物多为实有的 ,如尧、舜、禹、黄帝、炎帝、高阳、高辛、伏牺、

神农等 ,名号本不虚 ,事迹则多出于神化附会 ,于是其人也逐渐神化了。⑤还有一种情况 ,神话

中的名号与世间原有的名号相同 ,很容易被说成为是由神话下降于世间的。如秦灵公作吴阳上

田寺 ,祭黄帝 ;作下田寺 ,祭炎帝。《月令》之中央神为黄帝 ,南方神为炎帝。这无疑都是天神 ,但无妨

古代世间自有称黄帝、炎帝者。又重名者在古代亦所不免 ,如以甲骨文及《山海经》等资料相证 ,

可知帝喾即帝俊 ,亦即帝舜。⑥此为神性很浓重的名号 ,但与虞舜不可强指为一人 ,因虞舜自有

其世系。 《左传》昭公八年史赵曰: “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 ,舜重之以明德 ,宀真德于遂 ,遂世守之。

及胡公不淫 ,故周赐之姓 ,使祀虞帝。”可知舜为虞代的重要人物 ,惟事迹已不可详知 ,今《虞书》

所载者为后人的附会之词 ,然不可因此即否定舜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 帝喾也应是原有此人 ,

后被神化。

古代传说之最脱离实际者 ,为战国游士之信口开阖 ,惟就有利于其理论主张者添枝加叶 ,

以致似是而非 ,远离实际。孟子为后世很受尊重的学者 ,在他身上就可以看到这种风气。如《鲁

颂·门必宫》有句云: “戎狄是膺 ,荆舒是惩。”这是当时臣子恭维鲁僖公的话 ,因为鲁僖公曾参加

齐桓公伐楚的联军 ,而孟子硬说是周公的事。又如葵丘之会 ,是齐恒公霸业的鼎盛之会 ,《谷梁

传》云: “葵丘之会 ,陈牲而不杀 ,读书加于牲上 ,壹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 ,毋讫籴 ,毋易树子 ,毋

以妾为妻 ,毋使妇人与国事。”⑦这是符合春秋前期各国的政治要求的。 而孟子则说: “五霸 ,桓

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 ,束牲载书而不歃血 ,初命曰 ,`诛不孝 ,无易树子 ,无以妾为妻。’ 再命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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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贤育才 ,以彰有德。’三命曰 ,`敬老慈幼 ,无忘宾旅。’四命曰 ,`士无世官 ,官事无摄 ,取士必

得 ,无专杀大夫。’五命曰 ,̀ 无曲防 ,无遏籴 ,无有封而不告。’ ”⑧孟子特别强调了“尊贤育才” ,

“敬老慈幼” ,“取士必得” ,“无专杀大夫”等事 ,这正是他的政治主张 ,而不是齐桓公称霸时的政

治要求 ,更分列为五命 ,以便于安插其私货。尤为显著的矛盾 ,是他曾明对齐宣王说: “仲尼之徒

无道桓文之事者 ,是以后世无传焉 ,臣未之闻也。”⑨到后来讲学时 ,便不顾以前说过的话了 ,随

所需要而订立标准。可知“层累地”的传说多是这样造成的 ,其历史价值 ,须作较细致的分析批

判方可评定。

传说与神话虽有重大的区别 ,而二者常常混在一起 ,首先须辨明其中的人物和事迹 ,或原

为世间实有者上升为神话 ,或原为神话下降为世间的人和事。 《古史辨》着重在后一种情况 ,第

七册之《中国上古史导论》尤为明显。 其说云: “古史传说之纷纭缴绕 ,据吾人之考辨 ,知其无不

出于神话。古史传说中之圣帝贤王 ,一经吾人分析 ,知其原形无非为上天下土之神物。”10不仅

古代传说中之帝王都为“神物” ,夏代之存在亦被否定。 “夏代之器物文字 ,至今未有发现 ,殷以

前之为先史时代 ,近人已多公认。 据摩尔根 ( mo rg an)《古代社会》 ,及野蛮高级始发明文字 ,始

有国家之形成 ,国家之组织为文明时代之产物 ,`夏’ 固为先史时代 ,其不得有国家形态 ,要可断

言 ,则夏国与夏代之有无 ,实成问题。 夏代传说之确立 ,至早在殷周之际 ,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

东西神话展转演述而成者 ,故周人盛称之 ,而殷人则不知。”于是谓“夏后”为“下后” ,为“上帝”

之对待名称 ,“而夏代之名称即由此出”。11立论既极薄弱 ,结论则十分强悍。姑且毋论近代在豫

西晋南出土文物明显与夏代有关者 ,即古代文字记载 ,其关于夏代者 ,亦无法一笔抹煞 ,最明确

者 ,商汤为代夏而立者 ,夏朝如不存在 ,商汤将何所代而立耶?

其考辨分析多牵强附会之词 ,亦应指出。如论大禹为神 ,“《庄子·齐物论》篇云: `无为有

为 ,虽有神禹 ,且不能知。’禹而得为神禹 ,其有神性可知。”12按《齐物论》之原文为: “是以无有

为有。无有为有 ,虽有神禹且不能知 ,吾独且奈何哉。”《导论》窜改原文“无有为有”作“无为有

为” ,已失原意 ,“神禹”之“神”字乃形容词 ,言其才智精妙 ,如今人于医术高明者曰神医 ,岂可谓

医生为具有神性者? 此已非考辨家应有之态度 ,故不烦评论之。

三、“五帝”的本义及其发展

上古时期原为万邦林立的状态 ,未有中央统一政权。 《左传》云: “禹合诸侯于涂山 ,执玉帛

者万国。”13《吕氏春秋》也说: “当禹之时 ,天下万国 ,至于汤而三千馀国。”14《史记·陈杞世家》

言: “周武王时 ,侯伯尚千馀人。”这些互不相属的小国 ,一般的称为“诸侯” ;较强大者可以雄霸

一方 ,称为“伯”。如西周末年的史伯曰: “昆吾为夏伯矣 ,大彭、豕韦为商伯矣。”15周文王也曾称

“西伯” ,即西方的霸者或盟主。 其中最强大者 ,可以雄踞于万邦之上 ,成为各邦的共主 ,即所谓

“王天下”了。共主的地位如能世代相传下去 ,便成为一个朝代 ,虞、夏、商、周四个朝代就是这样

形成的。大约在夏代前期 ,共主的地位还很不稳定 ,太康、仲康、少康三个名号似为后来追谥者 ,

自杼以后才稳定下来 ,所以展禽说: “杼能帅禹者也 ,夏后氏报焉。”16在未能多世保持共主的地

位 ,或仅为一方之霸者 ,他们虽然不能形成为朝代 ,其名号是可以流传下来的 ,在漫长的上古时

期 ,其数量相当可观 ,作为一个时代来表示 ,便统称之为“五帝”了。“帝”字原为古人对于天神的

尊称 ,古籍中的例证很多 ,《诗经》中尤为习见 ,如“皇矣上帝 ,临下有赫。”“无识无知 ,顺帝之

则。”17其地位超出于各邦之上者 ,他们自命不凡 ,强说与天神有特殊关系 ,用以愚欺群众 ,也就

以帝号自称了。在古籍中常见者 ,如黄帝、炎帝、帝鸿、帝颛顼、帝喾等 ,也有不以帝号自称者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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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氏、神农氏、高阳氏、高辛氏、金天氏、烈山氏、缙云氏、太昊氏等。夏、商之君都有帝号 ,大盖

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 朝代形成后 ,“帝”字逐渐为共主所专用 ,一般的只能称王 ,周族兴起较

晚 ,未能称帝 ,作了共主后便依然称王 ,不再改称了。“五”字有五方之义 ,又数字有虚用之法 ,清

汪中《释三九》一文论证详明。18“五”为稍多于“三” ,近于“诸”字之义 ,而“诸”字已有“诸侯”一

词 ,故于未有朝代可举之上古时代泛称为“五帝” ,是人所共喻的。 正如“五伯”原非以五个为

限 ,19同样为不可拘泥于数字。

“五帝”一词 ,最早见于战国后期的《荀子》。 《荀子》书中两次讲到“五帝” ,其一条为:

　　五帝之外无传人 ,非无贤人也 ,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 ,非无善政也 ,久故也。禹汤

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 ,非无善政也 ,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 ,近则论详 ,略则举大 ,详则举

小。20

此文又见于《韩诗外传》卷三 ,稍有异文 ,重要者为 ,“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作“虞夏有传

政 ,不若商周之察也”。 又“久则论略 ,近则论详” ,二“论”字皆作“愈” ,俞樾谓应从《外传》作

“愈”。于此可见“五帝”一词之本义 ,为一般人认定者 ,而非荀子个人的意见。 其时代 ,依《荀

子》之文在夏禹以前 ,依《韩诗外传》之文则在虞代以前 ,虞代的事迹 ,传于后世者极少 ,故《荀

子》合之于五帝时期。 虞代的名号 ,古籍中多见 ,《墨子》、《礼记》等书更多以虞、夏、商、周连称。

春秋时晋卿范宣子自述其家世云: “昔勹亡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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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主夏盟为范氏。”21言“自虞以上”表明其上更无朝代可举 ,同时也表明当

时尚无“五帝”一词。所以“五帝”一词就应为战国以来所使用者 ,用以表示未有朝代以前漫长的

历史时期 ,所保存者不过是一些空洞的名号 ,而缺乏重要的活动事迹 ,尤其是所谓善政之类。

《荀子》所记的另一条为: “诰誓不及五帝 ,盟诅不及三王 ,交质子不及五伯。”22此文又见于

《谷梁传》隐公八年 ,也说明这是一般人的看法 ,而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意义尤为明显。

“五帝”作为历史时期的本义 ,保持的时间很短 ,因为正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 ,诸子多以托

古改制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 ,而一般人多怀有以朝代作历史时期的观念 ,又子孙相传为

各国统治者的通例 ,于是泛称的“五帝”逐渐坐实为五个前后相承的帝王 ,以黄帝为首 ,其下皆

为黄帝的子孙 ,甚至夏、商、周的始祖也都是黄帝的后人。 又因五帝时期的名号很多 ,于是以未

称帝号者作为已称帝号者的别号 ,如黄帝号轩辕 ,炎帝号神农 ,帝颛顼号高阳 ,帝喾号高辛等。

尧和舜本有国号为陶唐与有虞 ,二人虽然也定了别号为放勋和重华 ,而不如其国号通行。春秋

时鲁史官史克说: “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云云 ,同时又说 ,“颛顼氏有不才子”云云 ,23明示这是两

个不同的氏族之名 ,战国时发展了的五帝之说盛行后强合为一人。 由此例可以推知其他情况。

此外如炎帝与神农非一人 ,清崔述在《补上古考信录》中已辨明之。 经过发展了的五帝之说 ,虽

然矛盾很明显 ,在不求甚解的情况下 ,依然流传下来 ,并有人以孔子答宰予问的形式写成为《五

帝德》和《帝系姓》二文 ,司马迁据之写成《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书首”。从此“五帝”的本义

为发展后的五帝说所掩盖 ,而古代历史的真相愈为之晦暗难明。

《古史辨》中言及五帝之处甚多 ,实皆为发展变化后的涵义 ,一部分文章并联系到《月令》等

文中的神五帝 ,以为是人五帝传说的来源 ,与“五帝”之本义相去愈远。顾颉刚先生在《五德终始

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说: “五帝之说 ,大约是战国后期起来的。”下文引《荀子·大略》篇之

文 ,接着说 ,“而`五帝——三王——五霸’ ,遂成了一个很长的历史系统了。”24虽然引了《荀子》

的话 ,依然视为五个帝王 ,而非视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

文中 ,引了《荀子· 非相》篇的那段话 ,下面说: “其实 ,在他那时 ,五帝之外的传人出来了不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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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例如无怀、葛天、风后、力牧。 五帝之中的传政也出来了不知多少 ,例如封禅、巡狩、授时、分

州。禹汤的传政和周一样多 ,为的是在五德三统说之下早已替三代分配得一样齐备。但他偏不

承认五帝时有历史传下来 ,夏商时有详细的历史传下来 ,这真强悍得出奇! ”25这段话显然由于

未识“五帝”的本义而误解了荀子 ,正是由于当时出现了许多托古编造的伪史 ,荀子才依据“五

帝”的本义以否定这些虚妄的传说。 荀子本是以认真求实见称的 ,其《天论》、《解蔽》等篇 ,破除

迷信思想 ,远出于当时一般人的见解之上。 顾先生这段话把荀子的话看成是他个人的主张了 ,

虽赞赏他“强悍得出奇” ,而未能说明其实情。如果用《韩诗外传》的话来对比 ,这个误解是不难

消除的 ,这一步顾先生却没有作。

四、五德说与三统说附经今古文学问题

五德说与三统说都与古代的实际历史无关 ,而为战国时人以当时流行的思想比附于古代

历史而产生的历史问题。《古史辨》第五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 ,对此作了细致而

有系统的分析说明 ,五德说因资料比较丰富 ,分析自然比较详明 ,三统说则较为晦门音。五德说始

于战国中后期的齐人邹衍 ,《史记》中有明文记载。三统说最早见于汉人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

《三代改制质文》篇 ,与五德说既相矛盾 ,亦有共同之处 ,西汉前期 ,二说同被采用。 顾先生对此

复杂的现象 ,一则说: “我很疑心三统说是割取了五德说的五分之三而成的。”又说: “三统说和

五德说各有其正朔与服色 ,他们除了颜色的偶然相同 (如殷为白统兼金德:周为赤统兼火德 )之

外是不相容的。汉武帝时 ,三统说主张汉应为黑统 ,五德说主张汉应为土德 ,他们都接受了。接

受的方法 ,是取了三统说中的正朔而去其服色 ,取了五德说中的服色而去其正朔。 这两种不相

容的学说终于相容了 ,太初改制就这样地改了。”又有一段推测的话: “三统说的详密组织仅见

于董仲舒书 ,这或是他的一家之言 ,未得当时多数人的承认 ;而三统说的中心问题即在历法 ,历

法既改 ,其余便不关重要 ;况五德说的势力亦正不小 ,三统说自不能把它全部吞并过来。”

按五德说和三统说各有其依据和来历。五德为五行之德的略称。五行即金、木、水、火、土 ,

为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五种自然物质 ,多见于古人称道 ,如西周末年的史伯说: “先王以土

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26春秋时的柳下季说: “天之三辰 ,民所以瞻仰也 ;地之五行 ,所以生

殖也。”27又史墨说: “天有三辰 ,地有五行。”28都是指的这五种自然物质 ,原无神秘之处。大约

战国以来 ,有人就这五种物质的自然性质 ,互相之间发生特殊关系 ,又可分为二种:一种是相胜

的 ,如木克土 ,金克木 ,火克金 ,水克火 ,土克水 ,自成一循环。 另一种是相生的 ,如木生火 ,火生

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也自成一循环。推而广之 ,可以作多方面的比附 ,以四方加中央 ,则

东为木 ,南为火 ,西为金 ,北为水 ,中央为土。以五色相比附 ,则木为青 ,火为赤 ,金为白 ,水为黑 ,

土为黄。此外如五味、五音 ,以及人之五脏、天干、地支等 ,都可与五行相比附。到战国中后期 ,

齐人邹衍以五行之德比附于历史 ,其要点为: “黄帝得土德 ,黄龙地虫寅见。 夏得木德 ,青龙止于

郊 ,草木畅茂。殷得金德 ,银自山溢。周得火德 ,有赤鸟之符。”29这个五德说是按照相胜说来比

附的 ,可注意者 ,名为五德 ,实际上只列举了四德 ,留下一个水德 ,以备继周得天下者来填充。这

里显示了邹衍的政治目的 ,司马迁已经明言指出: “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 ,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

公用霸 ,作先合 ,然后引之大道。邹衍其言虽不轨 ,傥亦有牛鼎之意乎。”30到秦始皇实现统一

时 ,邹衍已不在世 ,他的政治目的自然落空 ,但其影响不绝。《史记· 封禅书》说: “邹衍以阴阳主

运显于诸侯 ,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 ,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 ,不可胜数也。”

通过这些人的鼓吹 ,五德终始说便得以广泛地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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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从单纯的五种自然物质 ,到复杂的五种相生相克的特性并作多方面的比附 ,在古代学

术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首先提出这种理论的人 ,似应归之于早期的儒家。《荀子·非十

二子》篇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 ,犹然而材剧志大 ,闻见杂博 ,案往旧造说 ,谓之五行 ,甚僻违

而无类 ,幽隐而无说 ,闭约而无解 ,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 `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子思唱之 ,

孟轲和之 ,世俗之沟犹瞀儒 , 然不知其所非也 ,遂受而传之 ,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

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明确指出其说为子思所造 ,为孟轲所宣扬 ,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在儒

家书中 ,《洪范》列为九畴之首 ,可见其受重视。 在墨家书中 ,《贵义》篇云: “子墨子北之齐 ,遇日

者。日者曰: `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 ,而先生色黑 ,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 ,遂北至淄水 ,不遂

而反焉。”又云“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 ,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 ,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 ,以壬癸杀

黑龙于北方。”可见以方位 ,天干及五色与五行之德相配合 ,已为人所共喻之说。 又《墨子· 经

下》云: “五行无常胜 ,说在宜。”《经说下》云: “火烁金 ,火多也。 金靡炭 ,金多也。”五行相胜之义

已为当时人所采用。惟古籍中于五行与五德之区别不明 ,称五行者实多指五德而言 ,如五行相

胜与相生 ,皆为就五行之德而言 ,此点很容易造成混乱。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的第一、二、三等节 ,都是关于五行和五德的问题的 ,而

于五德之实际涵义与相比附之义不明 ,因此产生某些误解。最显著者为以荀子所批评的孟轲指

为邹衍 ,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臆测。 邹衍不过是把五德之说应用的范围推广到历史上 ,与提出

和宣扬比附说法的情况不同 ,而且邹衍与子思没有那样密切的关系 ,时间相去也较远 ,可知其

说是不可取的。

三统说虽始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 ,似为有所承袭而非出于创造。 在西汉前期 ,五德说盛

行 ,董仲舒为建立自己的学说 ,特取三统说加以发挥 ,增加了“夏、商、质、文”四法 ,使一轮由三

次增加到十二次。 按邹衍所开创的五德说 ,只开列了四德 ,留下水德以备继周“王天下”者来填

补 ;三统说以黑、白、赤三统相当夏、商、周三代 ,实际上要以继周“王天下”者开始第二轮 ,也就

是黑统 ,应为与邹衍怀有同样的政治目的 ,所以这一部分二说无矛盾 ,也表明其说为创立于战

国时期 ,或且犹在邹衍之前 ,为邹衍所取法。《国语· 吴语》记黄池之会吴王夫差与晋人争主盟 ,

组织其军队: “为万人以为方阵 ,皆白裳白 ,素甲 ,白羽之矢曾 ,望之如荼。 王亲秉钺 ,载白旗以

中阵而立。左军亦如之 ,皆赤裳赤 ,丹甲 ,朱羽之矢曾 ,望之如火。右军亦如之 ,皆玄裳玄旗 ,黑

甲 ,乌羽之矢曾 ,望之如墨。为带甲三万 ,以势攻。”这个阵式 ,以白、赤、黑三色为别而总为一军 ,

三统说亦以黑、白、赤三色为统别 ,以附会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 白、赤、黑三色之受重视 ,在

当时似有某种主导思想 ,而非出于一时偶然相合 ,此节于三统说的来源或可有参考补苴之用。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文中虽一再申明不为经今古文学派所局限 ,实际上未能脱

离经今文学派的羁绊。其要点为相信刘歆编伪群经 ,尤其是《左传》为刘歆据原本《国语》改编

者 ,今本《国语》为改编后未用的残馀资料。 今文学家之说本无实据 ,所谓原本《国语》 ,《汉书·

艺文志》明言其为刘向所分者 ,即一重编之本 ,不是什么原本。 顾先生既误从其说 ,因而文中常

出现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 如《楚语》下所载观射父答昭王问的一大段 ,其中说到少白皋氏衰 ,颛

顼受之 ,与相传的五帝说多出了少白皋一代。西汉后期出现的《世经》采用其说 ,重新排列了五帝

的次序。为了否定《世经》之说 ,便说这一大段文字也是刘歆伪造的。这里便出现了矛盾 ,今本

《国语》既是刘歆伪造《左传》时不用的废料 ,为何又在其中伪造一大段很重要的话而不造在《左

传》中?顾先生据《史记》同记此事而文字简略作为伪造的理由 ,而于上述的矛盾则未能解答 ,自

然是缺乏说服力的。按把“五帝”说成为前后相承的五个帝王 ,其说本不固定 ,几种不同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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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时存在 ,今古文学家各有所取 ,不必一定指为伪造。据今文学家之说以揭露古文学家之

短是可取的 ,过于信从今文学家之说 ,同样也将陷于错误 ,在《古史辨》中 ,这个趋向是很明显

的。

五、关于老子人和书的问题

古籍整理为《古史辨》的一个重要部门 ,甚至有人说 ,《古史辨》成为《古书辨》了。其实《古史

辨》的主要成就也正在古籍整理方面 ,第三册之于《诗》、《易》二部经书 ,第四、六册之于诸子 ,于

辨伪方面 ,成绩尤为显著。 其中关于老子的问题 ,所收论文共达二十八篇 ,三十馀万字 ,一时成

为学术上的热门问题 ,实际上则未能得出结论 ,而有关资料罗列几尽 ,惟未能取得共识 ,则为憾

事。

老子的问题 ,开始于 1922年 ,梁启超评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老子传》 ,以为《老

子》书中所写的情况和所用的名词 ,多为战国时期所有者 ,如“师之所处 ,荆棘生焉。大军之后 ,

必有凶年”以及“万乘之君”、“左将军、“偏将军”等 ,不符合春秋末年的情况。 张煦起而驳之 ,于

是引起了争论。按关于老子人与书的问题 ,清代学者已多有讨论 ,如毕沅作《道德经考异》 ,汪中

作《老子考异》 ,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亦致疑其事。 其实司马迁作《老子传》 ,已经不能作明确

的论断 ,不过提出了一些传说的资料。他提了三个人 ,都可能是老子 ,一个为李耳 ,一个为太史

儋 ,一个为老莱子。太史儋和老聃有一个字同音。老莱子的老字也和老聃是同字。李耳字聃 ,

并写出了他的世系 ,在这篇传记中占了主要的位置。 但司马迁未敢视为定论 ,所以才又写出了

太史儋和老莱子之事 ,并说: “或曰儋即老子 ,或曰非也 ,世莫知其然否。”按先秦古籍都直称老

聃 ,未有称李耳者。 又诸子之书都以作者姓名标目 ,如《孟子》、《荀子》、《公孙龙子》、《韩非子》

等 ,而此书作《老子》 ,不作《李子》或《李耳子》 ,明示老聃为一单独名称 ,与其他名称无关。

《老子》一书 ,因老聃而得名 ,可无疑义。老聃的事迹 ,《史记· 老子传》恍惚难凭 ,今就先秦

古籍所载之零星资料 ,取可信据者分列于下:

( 1)孔子曾向老聃问礼 ,见《礼记·曾子问》 ,可以推知其时代与孔子同时而稍长之。在此简

略的记载中 ,老聃称道周公、史佚、伯禽之事 ,可知其对于故事十分熟悉。

( 2)《史记》本传与《张苍传》称其为周守藏室之史或柱下史 ,是有机会接触传统的王官之学

者。

( 3)《庄子·养生主》称 ,老聃死 ,秦佚吊之。 下文又云: “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 ,少者哭之如

哭其母。”是其寿终正寝于家中 ,非仙去或不知所终。

( 4)《庄子·天下》篇称: “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在《天下》篇成书时 ,老聃已被视

为“古之人”。

( 5)《吕氏春秋· 不二》篇云: “老聃贵柔 ,关尹贵清。”是二人之主张相近 ,故《天下》篇以二

人连称。

( 6)《庄子·天运》篇云: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 ,乃南之沛 ,见老聃。”又《寓言》篇:

“阳子居南之沛 ,老聃西游于秦 ,邀于郊 ,至于梁而遇老子。”这些记载说明老聃曾居沛 ,也曾游

于秦。 沛原属陈 ,后为楚地 ,故老聃在楚国有一定的影响。

( 7)《淮南子· 汜论训》云: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 ,盘旋揖让以修礼 ,厚葬久丧以送死 ,孔子之

所立也 ,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 ,右鬼非命 ,墨子之所立也 ,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 ,不以物累形 ,

杨子之所立也 ,而孟子非之。”孟子排斥杨墨 ,具见于其书中 ,是杨墨皆居孟子之前 ,而老聃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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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师 ,此亦间接可证老聃之时代与孔子相近。

关于老聃的传说既多 ,因而多有附会及误解。如太史儋为秦献公时人 ,已远在孔子之后 ,因

“儋”、“聃”二字音近 ,传说遂误合为一人 ,更由此产生了老子出关为关令尹著书的传说。老聃原

有游秦之事 ,关尹为与之思想相近者 ,传说遂以太史儋之入秦为老聃出关 ,又误以关尹为关令

尹 ,因而产生了关令尹强老子为之著书的故事。《老子》一书虽只有五千言 ,而陈义深奥 ,不是仓

卒之间能够写成的。至于老莱子和李耳字聃 ,都和老聃有一个字相同 ,传说也和他附会在一起 ;

尤其是李耳 ,他的子孙在西汉时有些政治地位 ,黄老学派正在得势 ,可能乘机加力宣扬 ,为其族

姓增光。但其中有不可克服的弱点 ,从李耳到李假只有八世 ,从春秋末年到西汉前期已有四百

多年 ,每世都要到五十岁以后才生子 ,这是不符合常情的。总起来说 ,老聃即姓老名聃 ,春秋末

年时人 ,于传统的王官之学很有造诣 ,所以孔子多次向之问礼。他虽然过着退隐的生活 ,却保持

着很高的名望 ,受到了世人的景仰 ,在托古改制的风气下 ,便有人以他的名义著书了。

老聃的思想 ,《庄子· 天下》篇所记者最为具体: “老聃曰: `知其雄 ,守其雌 ,为天下奚谷。 知

其白 ,守其辱 ,为天下谷。’人皆取先 ,己独取后 ,曰: `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 ,己独取虚。无藏

也 ,故有馀 ,岿然而有馀 ,其行身也 ,徐而不费 ,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 ,己独曲全 ,曰 ,`苟免于

咎。’以深为根 ,以约为纪 ,曰 ,`坚则毁矣 ,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 ,不削于人 ,可谓至极。”这种

思想 ,以退让为主 ,正是道家的理论 ,《天下》篇列之于庄周之前 ,以见其与庄周同为道家之先

师。至于《老子》一书 ,虽冒认老聃之名 ,并尽量收录老聃之言论 ,如《天下》篇所引者即见于其书

中 ,但其主要思想 ,改消极的退让为积极的进取 ,实为以退为进的思想 ,与战国后期兴起的黄帝

思想多相一致 ,黄帝思想盛行于齐国 ,老子思想盛行于楚国 ,到西汉时 ,便合称为黄老之学 ,与

完全退让的道家思想分道扬镳了。

变退让为以退为进之思想可为《老子》晚出之明证。 如第三十六章: “将欲翕之 ,必故张之 ;

将欲弱之 ,必故强之 ;将欲废之 ,必故兴之 ;将欲夺之 ,必故与之:是谓微明。”第四十三章: “天下

之至柔 ,驰骋天下之至坚。”这些话较《天下》篇所记老聃之语有所发展。第二十二章云: “古之所

谓`曲则全’ ,岂虚语。”直以老聃的主张为古人之说 ,更为晚出之证。 老聃既深通王官之学 ,而

《老子》书中绝无引及古文献之语 ,固已可怪 ,而称引他书或他人之言者则数见不鲜。如第四十

一章: “故《建言》有之 ,明道若昧 ,进道若退 ,夷道若类 ,……”高亨先生指出《建言》为书名 ,并

云: “《庄子· 人间世》篇有`法言’ ,《 冠子·天权》篇有`逸言’ ,《鬼谷子·谋》篇有`阴言’ ,《汉

书·艺文志》有`谰言’ ,可证明书曰言 ,古人之通例也。”31按第二十四章: “其在《道》曰 ,馀食赘

行。”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 ,吾不敢为主而为客 ,不敢进寸而退尺。”《道》与《用兵》皆明为书

名。 《荀子· 解蔽》引有《道经》: “人心之危 ,道心之微”。 《管子·乘马》篇亦引有《道》曰: “均地

分利 ,使民知时也。”各书所引之《道》与《道经》 ,似为一书 ,至少为同类之书。又第五十七与第七

十八章皆引“圣人云” ,圣人不知为何人 ,或亦为书名。而第五十四章云: “修之于身 ,其德乃真。

修之于家 ,其德乃馀。 修之于乡 ,其德乃长。修之于国 ,其德乃丰。 修之于天下 ,其德乃普。 故

以身观身 ,以家观家 ,以乡观乡 ,以国观国 ,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以此。”《管子

· 牧民》篇云: “以家为乡 ,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 ,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 ,天下不可为也。以

家为家 ,以乡为乡 ,以国为国 ,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 ,远者不听 ;毋曰不同乡 ,远者不行 ;毋

曰不同国 ,远者不从。 如地如天 ,何私何亲? 如月如日 ,唯君之节。”这两段话非常相似 ,而《老

子》之文较《管子》为简练 ,当为在其影响下而作者。又如云: “法令滋彰 ,盗贼多有。”“民不畏死 ,

奈何以死惧之?”“民之饥 ,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难治 ,以其上之有为。”32这些阶级矛盾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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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 ,是战国时期所习见的 ,都为《老子》晚出之明证。

书中多用“吾”、“我”等第一人称 ,似全书为出于一人之作 ,然其中有明显的矛盾。 如’ 圣

人”一词 ,即涵义不一。 第五章云: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刍狗。”圣人

与天地相对称 ,又居百姓之上 ,自然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 第五十七章: “圣人云 ,我无为 ,人

自化 ;我好静 ,人自正 ;我无事 ,人自富 ;我无欲 ,人自朴。”第七十章: “是以圣人被褐怀玉。”第七

十二章: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 ,自爱不自贵。”第七十八章: “故圣人云 ,受国之垢 ,是谓社稷主。

受国不祥 ,是谓天下王。”这几处之圣人 ,在政治上虽未必居高位 ,而德智皆在众人之上。第十九

章则云: “绝圣弃知 ,民利百倍。”圣人又全被否定了。 又时有重复之文。 如第四章: “挫其锐 ,解

其忿 ,和其光 ,同其尘 ,湛常存。”第五十六章则云: “塞其兑 ,闭其门 ,挫其锐 ,解其忿 ,和其光 ,同

其尘 ,是谓玄同。”这些矛盾重复之文 ,说明其书非一时一人之作 ,而为集合众说以成书者。

《古史辨》关于老子讨论之文虽多 ,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或主其书晚出 ,如冯友兰等 ;或维

持传统旧说 ,如胡适等 ,或别立新解 ,以为作书之老聃即太史儋 ,如罗根泽等。其要点在深信《老

子》书为老聃所作 ,而老聃之时代难定。其实诸说忽略了一个主要问题 ,黄老学派的作者 ,著书

立说而不具本名 ,多托之于古人 ,如黄帝、伊尹、太公、鬻熊、太子晋、范蠡、管仲等 ,老子亦一被

托者也。这一派的人不仅著书托之于古人 ,平日亦不用本名 ,如河上丈人、黄石公、 冠子等 ,其

真名绝无可考。故《老子》书的作者 ,其真名殆已无从考定 ,也就不必强求了。

六、余论与结束语

在《古史辨》中 ,可与《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并称的 ,为顾颉刚先生与杨向奎先生合

写的《三皇考》一文 ,不仅将三皇本身问题疏证明确 ,并将与之有关的太一、三一、三坟、盘古、女

娲、河图、洛书等问题 ,分别穷根究底 ,是一篇很成功的论文。用顾先生自己的话说: “三皇问题 ,

这本书固然没有写好 ,但演变的规模已大略具备 ,这问题可算是解决了。这问题之所以能解决 ,

全由于这传说起得晚 ,让我们看清楚其中的机构。五帝问题就没有这样容易。……我以前作的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也只是秦汉间的五帝 ,而没有殷周间的五帝。 三皇问题与殷周

无关 ,只是秦汉以来宗教史的问题 ,而不是古代史实问题 ,所以容许我们作这样原原本本的说

明。”33这两篇论文成功的原因 ,都是按照“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原则 ,并充分掌握资料 ,仔

细分析论述而成。 其似是而非者 ,则为《中国上古史导论》一文 ,其谬误上文已经论到了。

我们提到这几个例证 ,说明“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是符合古史传说的发展规律的 ,运用得

当 ,一些古史传说的迷雾可以得到澄清 ;反之 ,运用失当则迷雾更为加重 ,真实的古代历史完全

成为不可知者。这种情况表明“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应有一定的限度 ,传说产生原有一定的史

实基础 ,因时间延续而有发展 ,于是造成“层累”的形式 ,层层剥去自是一种学问 ,而更重要的为

透过这些层累的传说找出作为产生传说基础的历史事实。在《古史辨》的工作中 ,这应作为一个

重点 ,实际上却被忽略了 ,于是产生了无限度的使用传说分化演变的错误说法 ,将考辨古史的

工作引入歧途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由于对追求史实真相不够重视 ,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为破旧有馀 ,立新不足。顾先生认为“学

术界中应当分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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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就时代需要上着想 ,我也不得不专向

这方面做去。”34辨伪的工作确为一项“时代的需要” ,不过辨伪的目的应为求真 ,忽略了主要目

的 ,便将失去工作的重点。 何谓伪? 可分为事与书二大类。传说的情况与事实真相不符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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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伪事 ;书的内容与作者及其时代脱节 ,则为伪书。 传说中的伪事发展不绝 ,构成“层累”的形

式 ;伪书搅乱了时代和作者的真相 ,成为伪事的旁证。扫除这些虚伪的成分 ,自然十分必要 ,更

重要的是找出真实的情况 ,方可收立新之功。如“五帝”一词 ,自战国以后 ,即争论不休 ,其实都

已远失其本义。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 ,将战国以后的争论作了详尽的分析论述 ,

而于其本义则未能指明 ,这原是不难作到的 ,因为《荀子》的话很分明 ,由于不视为重点 ,便失之

交臂了。

上文已经说到 ,缺乏求得实际的结论是《古史辨》本身的弱点所在 ,而讨论活动又局限于少

数的专家学者 ,其实际作用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伪书伪事虽然辨明了不少 ,而不为多数人所

知 ,在学术界依然有其市场。如引用《尚书》之文为古史作证者 ,不分今文与古文 ,最多见者为以

伪《古文尚书·胤征》证明夏代仲康时已有日蚀记录。 30年代梁启超曾讥笑西洋学者为伪书所

愚 ,“可笑亦可怜也”。35不料半个世纪以后 ,这句话反适用于我们自己的人了。又如有人以“《尚

书·正义》”证明古代确有三皇五帝之存在 ,并说这是存在于唐代的古史资料 ,其实所引者是伪

孔安国的序文 ;在《尚书》和《正义》之间加上圆点 ,好像《正义》是《尚书》中的一篇 ,而不了解《尚

书正义》是一部书名。 又如有人为青年同志介绍《礼记》 ,说是《周礼》的注释 ,可谓望文生义 ,以

其昏昏使人昭昭了。又如《魏书·崔浩传》有一句话: “则生履霜坚冰之祸”。 这是用了《易· 坤

卦》初六爻词“履霜坚冰至”的典故 ,有人整理《魏书》 ,竟说“坚冰”应作“践冰” ,方与“履霜”之文

一致。 这是偶然记下的几条见于书刊的例证 ,说明作者和编者对于古籍和古史的无知 ,达到了

令人可惊的地步。 因此 ,《古史辨》的工作虽已陷于停顿 ,其成果和精神是不可任其消失的。 如

能端正其方向 ,在今日批判地接受历史文化遗产的工作中 ,仍可以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 1982年重印本《古史

辨》第一册。

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九 ,后收于《古史辨》第七

册下册 ,为《评〈古史辨〉》。

③《古史辨》第一册第 60页。

④《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 ,《北京文博》 1985年

第一期。

⑤参看本篇下文“五帝”部分。

⑥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 》 ,《古史辨》第

七册下册。

⑦《谷梁传》僖公九年。

⑧《孟子· 告子》下。

⑨《孟子· 梁惠王》上。

10《中国上古史导论》第十八篇《综论》。

11《中国上古史导论》第十篇《说夏》。

12《中国上古史导论》第十四篇《禹勾龙与夏后后土》。

13《左传》哀公七年。

14《吕氏春秋· 离俗览·用民》。

15《国语· 郑语》。

16《国语· 鲁语》上。

17并见《诗· 大雅· 皇矣》。

18《述学》内篇。

19参看拙作《释四王与五伯》 ,《文史》第二十八辑。

20《荀子· 非相》篇。

21《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22《荀子· 大略》篇。

23《左传》文公十八年。

24《古史辨》第五册。

25《古史辨》第七册上册。

26《国语· 郑语》。

27《国语· 鲁语》上。

28《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29《史记· 封禅书》。

30《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

31高亨《老子正诂》。

32分别见于《老子》第五十七、七十四、七十五各章。

33《三皇考自序》 ,《古史辨》第七册中册。

34《古史辨》第二册《自序》。

3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第二节《鉴别史料

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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