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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夷之辨、華夷之辯： 從《 左傳》 談起

李惠儀
【摘 要】蠻、夷、戎、狄等稱謂可以是具體專指，亦可以是類
别泛稱，但是中文没有一個字或詞涵蓋所有外族，同時貫徹始終
地包羅“外來”與“野蠻”的語意。論者多謂《左傳》以及其他載籍
中“我者”與“他者”的分際是文化習俗而非種族。但是文化習俗
差異如何精準地界定，並不容易。本文探究三個問題。（１）華夷
之“辯”：如何界定華夷之辨？戰事方式、土地運用、禮制儀節是
否爲決定因素？楚、吳形象，爲何游移於 “華化”與 “夷化”之間？
魯與“東夷”的關係，顯示“他者”的描摹與自我定位不可分割。同
源近俗似乎正是衍生突顯差異的原動力。（２ ）文化聯繫的存在
或否定，往往建基於歷史回顧。承認“戎化”或刻意淡化與周的歷
史淵源，可以是抗拒周王之要求、不受其羈縻的方法。相反的，重
寫歷史，泯滅“他者”身份，也許是圖霸的途徑。作者分析“有史爲
證”的辯論方式，探討華夷同、異的觀點如何藉重塑歷史尋找論
據。（３）貶損蠻、夷、戎、狄的論點往往出現於人物的言説，所以
我們應該考慮“他者”屬性道德化背後的修辭框架。辯論的焦點
可能是軍事策略、和與戰的選擇、“獻捷”的儀節、周王與盟主的關
係等等。《左傳》透過追捕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及歷史人物的動
機，超越了簡單化、道德化的華夷之辨程式，呈現了一個複雜而多
元的畫面。
【關鍵詞】蠻夷 夷狄 戎狄 東夷 華夷之辨 華夷之辯
《左傳》

·２０· 中國文學裏的他者（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三輯）

英文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 及其他歐洲語言的同源詞 （如法文 ｂａｒｂａｒｅ，捷克文、瑞
典文、德文 ｂａｒｂａｒ，義大利文 ｂａｒｂａｒｏ，西班牙文 ｂáｒｂａｒｏ，波蘭文 ｂａｒｂａｒｚｙńｃａ）
溯源希臘文 ｂａｒｂａｒｏｓ 及拉丁文 ｂａｒｂａｒｕｓ，其義爲外來、愚昧、怪異，而其印歐
詞根爲 ｂａｒｂａｒ，即他方外來者不知所云的語音 。中文没有等同類别的詞
彙。蠻、夷、戎、狄等稱謂可以是具體專指，亦可以是類别泛稱，但是中文没
有一個字或詞涵蓋所有外族，同時貫徹始終地包羅 “外來”與 “野蠻”的語
意。一自漢初（約公元前二三世紀），蠻、夷、戎、狄往往被認爲是分屬四方
（即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但這種系統分佈並未出現於春秋戰國的文獻。
《左傳》（約成書於公元前四世紀）的經典地位，對我們思考所謂 “華夷之
辨”有特殊意義。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左傳》乃至其他先秦典籍中内與外、
我者與他者的對立？此等理念與構想如何發展？對後世 “華夷之辨”的論
争有何影響？
崔述（１７４０—１８１６）在《考信録》指出，以蠻、夷、戎、狄分屬四方的説法
始自《禮記》（《曲禮》、《王制》、《明堂位》諸篇），並舉反證説明西亦有夷
（《孟子·梁惠王下》云“文王事昆夷”），而《春秋》經傳提到的“戎”則遍佈
東西南北。崔述作出如下結論：
①

蓋蠻夷乃四方之總稱，而戎狄則蠻夷種類部落之號，非以四者分
四方也……《堯典》亦云：“蠻夷猾夏。”則是九州之外，皆爲蠻夷，初未
嘗分戎與狄也。蓋夷猶裔也，裔猶邊也……故《春秋傳》稱“用夷禮”，
是夷未嘗無禮，但不及中原文物之盛耳。 蠻則蠢然無知，故但謂之荒
服。然則蠻夷以内外分，不以東南分。四方皆有夷，亦皆有蠻，不得專
屬之東南也……而《春秋傳》吳、楚、邾、莒往往稱爲“蠻夷”，亦從未有
稱爲戎狄者。然則是“戎”、“狄”爲國名，而“蠻”、“夷”乃其通稱，彰彰
明矣。
②

童書業贊同“蠻夷爲四方之總稱”的説法，但他認爲：“夷蠻固四方皆
， ：／ ／ ｗｗｗ．ｅｔｙｍ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 ／ ｓｅａｒｃｈ？ｑ ＝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日查看）。該解釋又指出：“希臘文 ｂａｒｂａｒｏｉ （複數）意指‘非希臘人’，尤其是邁德人（古伊朗
居住者）和波斯人。”
臺北：世界書局 １９６０ 年版，卷三，第 ８—９ 頁。
② 崔述：《考信録·豐鎬考信别録》，
①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ｔｙ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ｈｔｔ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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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而戎狄亦遍布於四方；夷、蠻、戎、狄四名之意義實近似，非有大異。” 在
《左傳》裏，“蠻、夷、戎、狄”作爲總稱出現一次（成公二年），“夷狄”作爲泛
稱未見。一般來説，“蠻夷”的指涉較爲寬泛，然而亦有具體指涉（如成公六
年之“蠻氏”、昭公十六年及哀公四年之“蠻氏”、“蠻子”）。“戎狄”雖亦可
泛指，但“戎”或“狄”往往聯繫國名或族群名字（如北戎、山戎、驪戎、犬戎、
伊雒之戎、陸渾之戎、姜戎、白狄、赤狄 ）。“蠻 ”的貶損意味似稍濃於
“夷” ，文獻足徵。但崔述由於篤信五經，以致别生盲點。《尚書 · 禹貢》
云：“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
流。” 依此夷居“要服”，蠻居“荒服”，蠻離中央“王化”最遠，亦最“野蠻”。
但是“五服”（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以王都爲中心自近及遠的地理
想像，與《禮記》用四方分處蠻、夷、戎、狄，實是殊途而同歸。稽之《左傳》，
這種遠近規劃及其潛在的中央邊緣對立想像，在《左傳》成書的時代尚未成
立。如前所述，《左傳》中蠻、夷、戎、狄的稱謂，時而寬泛，時而具體，其中華
夷雜處的局面，與後世中央邊緣的地理想像相去甚遠。所謂“華”———亦稱
“中國” 、“諸華”、“諸夏”、“華夏”———包括周、魯、衛、宋、鄭、齊、晉等國，
其領土涵蓋今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山西、陝西等省份 。華夏諸國
理論上尊周室，是周之“兄弟”或“甥舅”之國，亦即受周封建並與周有血緣
或姻親關係，同時肯定共有的文化與典籍傳統。楚、吳、越多次與諸華盟
會，並在某些場合顯示對詩書禮樂之傳統的認識，但他們有時候被指斥爲
蠻夷（説見下）。秦在戰國及漢的文獻中往往被形容作無禮義之心“戎化”
的“虎狼之國”，但《左傳》只云秦穆公（公元前 ６５９—公元前 ６２１ 在位）能用
①

②

③

④

⑤

童書業著，童教英整理：《童書業歷史地理論集》，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７７ 頁。
夷，《説文》的解釋是：“平也。从大从弓。東方之人也。”甲骨文 金文 从“矢”从 。陳秉
新説：“ 象繩索之形，用繩索纏束箭矢，以便射獵時取回箭矢及獵物，本義爲繳射。”引自《漢
語多功能字庫》ｈｔｔｐ：／ ／ ｈｕｍａｎｕｍ． ａｒｔｓ． ｃｕｈｋ． ｅｄｕ． ｈｋ ／ Ｌｅｘｉｓ ／ ｌｅｘｉｍｆ ／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ｈｐ？ｗｏｒｄ ＝ ％ Ｅ５％ Ａ４％
Ｂ７（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查看）。“夷”與“戎”均與兵器有關。蠻从虫，
狄从犬，貶義較明顯。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７１ 頁。《正義》曰：“要者，約束之
③ 屈萬里：《尚書集釋》，
義。”《左傳》定公四年：“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注云：“蔡，放也。”杜預注，孔穎達疏：
《春秋左傳注疏》，《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６ 册，卷五四，第 ９４９ 頁。
參看葛兆光：《宅兹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敘述》，北京：中華書局
④ 關於“中國”的稱謂，
２０１１ 年版；
胡阿祥：《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于省
吾：《中華學術論文集·釋中國》，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１—１０ 頁。
第 １８—２２ 頁。
⑤ 《童書業歷史地理論集》，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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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遂霸西戎”（文公三年） ，並未説秦染戎俗。
雖然對蠻夷的批評及堅持嚴分華夷的論點在《左傳》間歇出現，但諸夏
與蠻夷聯盟攻伐其他華夏國家的例子屢見不鮮。如成公六年 （公元前
５８５），
晉、衛、鄭與伊雒之戎、陸渾之戎及蠻氏侵宋。聯軍經過衛國城邑，晉
國兩位將領辯論是否應趁衛國未設防備而突襲衛，結果反對突襲失信於衛
的一方勝出。這段記載的關注點亦止於此，對華夷聯盟别無論斷。華夷聯
姻的現象亦頗爲普遍。周襄王（公元前 ６５１—公元前 ６１９ 在位）娶狄女爲后
（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６３６），晉景公（公元前 ５９９—公元前 ５８１ 在位）之姊
下嫁赤狄首領潞子嬰兒（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５９４），晉獻公 （公元前 ６７７—
公元前 ６５１ 在位）先後娶四戎女 （莊公二十八年，公元前 ６６６），重耳 （晉文
公，公元前 ６３６—公元前 ６２８ 在位）及其從者趙衰在流亡“奔狄”期間均娶狄
女爲妻（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 ６３７）。互盟與聯姻是否間接質疑華夷界限？
我們應該如何釐清《左傳》關於“華夷之辨”的敘述？這些敘述的背景和作
用及其衍生的論題應如何理解？
①

一、華夷之辨、華夷之辯
辨者，分也，判也，别也 。“華夷之辨”使人聯想到華夏與外族的分
别、尊卑與對立。但“華夷之辨”涵蓋的種種模棱與矛盾，實衍生潛在的“華
夷之辯”。所辯者即華、夷如何定義？華夷界限是固定的還是游移的？雖
則所謂“兄弟”、“甥舅”之國指向血緣關係，論者多謂《左傳》以及其他載籍
中“我者”與“他者”的分際是文化習俗而非種族。但是文化習俗差異如何
精準地界定，並不容易。先以作戰方式爲例。《左傳》兩次提到戎人作戰用
步兵，異於諸夏用車兵。隱公六年 （公元前 ７１４ ）北戎侵鄭，鄭莊公説：“彼
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他擔心鄭國軍隊習於車戰，可能不及戎人步兵靈
②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０ 年修訂版，第 ５３０ 頁。以下引文均以此書爲準。
英文原文引用的是 Ｚｕ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 Ｚｕｏｚｈｕａｎ，ｔｒａｎｓ．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ｕｒｒａｎｔ，Ｗａｉｙｅｅ Ｌｉ，Ｄａｖｉｄ Ｓｃｈａｂｅｒｇ
（Ｓｅａｔｔｌ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
“辨，判也。”《説文解字注》卷四下：“辨讀爲别。古辨、判、别三字義同也。辧
② 許慎《説文解字》：
从刀，俗作辨。”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經韵樓藏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４５ 頁上。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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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調動，可以前後突圍。但 《左傳》三次提到鄭用徒兵 。昭公元年 （公元
前 ５４１），晉與群狄戰於太原。晉國將領魏舒認爲戰場地勢險阻，如依“彼徒
我車”的舊規，晉將失利，於是不用戰車，純用步兵，晉之所以能大敗群狄，
正是因爲“崇卒”（即崇尚、提倡用步兵） 。换句話説，晉取法戎狄改用步
兵。另一方面，金文資料顯示，戎狄亦用戰車 。另外吳、越多用步卒與水
軍，但成公七年（公元前 ５８４），逃奔晉國的楚國大夫屈巫臣出使於吳，帶了
兵車三十輛，留十五輛於吳，“與之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 。
亦即吳亦學會車戰。
再以生産方式及與土地的關係爲例。襄公四年（公元前 ５６９），晉大夫
魏絳論和戎有五利，其一即“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也” 。魏絳認爲
戎狄逐水草而居，重視財貨，輕視土地，正好予以晉國買其土地的機會。
“荐居”符合我們對歷代北方遊牧民族的理解，但襄公十四年（公元前 ５５９）
戎子駒支陳説戎人歷史時，形容戎人披荆斬棘，使荒瘠之地變成安居之所
（詳解見後），又離“荐居”、“易土”的意象甚遠。另外一個蠻夷“重土”的例
子見於哀公四年（公元前 ４９１）。當時晉受楚脅逼，助楚克戎蠻。晉用土地
誘敵：“士蔑（晉大夫）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
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户。”依此戎蠻亦有類似大夫
的官制，並與諸夏一般重視土地城邑。楚人又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
“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戎蠻遺民被一網打盡，是因
爲建城邑、立宗廟，對他們來説也是極大的吸引。蠻夷的文化場域，似乎包
涵“荐居”與“立宗主”兩極。華夷界限，並不能以“耕”、“牧”簡單劃分 。
更常見的論點是以“禮”決定“華夷之辨”，但這也是複雜多元的問題。
春秋時代的楚國，官制、語言、禮俗均異於諸夏。據 《史記 · 楚世家》，楚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左傳》隱公四年、襄公元年、昭公二十年。《春秋左傳注》，第 ３７、９１７、１４２１ 頁。參看童書業著，
童教英校訂：《春秋左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８６ 頁。
“崇，聚也。”這裏訓“崇”爲“尚”，是依俞樾説。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臺北：天工書局
② 杜預：
１９９８ 年版，
第 １３６１ 頁。
“周初金文載周與鬼方作戰，獲車至百乘之多。”《春秋左傳研究》，第 １８６—１８７ 頁。
③ 童書業説：
第 ８３５ 頁。
④ 《春秋左傳注》，
第 ９３９ 頁。
⑤ 《春秋左傳注》，
第 １６２７—１６２８ 頁。
⑥ 《春秋左傳注》，
參看魏千鈞《夷夏觀研究：從春秋歷史到〈春秋〉經傳的
⑦ 關於華夷戰事方式及土地運用的同異，
考察》，臺灣大學博士論文，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７—４８、５７—６１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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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渠立其子爲王，理由是“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 。楚武王侵隨，要
求隨代向周請求尊楚：“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
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 但在《左傳》，楚從没有自稱或被指
稱爲蠻、夷、蠻夷、夷狄。 《左傳》中的楚國也有 “觀中國之政”的野心，但
仍弭其鋒，隱然接受禮的約制。宣公三年 （公元前 ６０６ ），“楚子伐陸渾之
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 。在這個有名的問鼎故事裏，楚莊王固然是劍拔弩張（“觀兵”即陳列
軍容揚威耀武），但楚莊王出師畢竟名義上是伐陸渾之戎，周定王派王孫滿
犒勞楚師，也是以禮義言辭、搬出“德”與“天命”的嚴正議論應變，招架問鼎
的威脅，他辯稱鼎之輕重“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
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
未可問也” 。記載至此戛然而止，似乎王孫滿果然折服楚莊王，使之不敢
窺伺，而楚退兵不言而喻 。
昭公四年（公元前 ５３８），楚靈王圖霸中原，合諸侯於申。楚大夫伍舉告
誡他：“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
此會也。”伍舉列舉夏啟、商湯、周武王、成王、康王、齊桓公、晉文公的盟會，
問楚靈王選擇何種範式，楚靈王説：“吾用齊桓。”即楚雖有侈心，尚不敢自
比夏、商、周聖王。楚靈王又依從伍舉建議，問禮於宋向戌與鄭子産。但
是，楚靈王與伍舉對諸夏盟會禮儀仍然多所未諳：“王使椒舉 （伍舉）侍於
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
規。’” 這似乎坐實楚的“他者”身份，但楚靈王與伍舉的對話亦可看作他
們追求儀節合禮的願望。楚靈王要求伍舉警惕自己有否違反禮儀，顯得步
步爲營。伍舉承認自己孤陋寡聞，也算是“不知爲不知”。（當然楚靈王渴
慕的只是儀節威嚴，並非真的服膺禮義精神，他在申之會的表現終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鼎文書局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１６９２ 頁。
《史記》，第 １６９５ 頁。
魯卿季武子襲卞，襄公欲借楚
③ 《國語》則曾稱楚爲“蠻夷”。《國語·魯語下》記魯襄公在楚國時，
師伐魯，榮成伯反對，理由是若襄公“以蠻夷伐魯”，必然失去國人支持。徐元誥撰：《國語集
解》，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８６ 頁。
第 ６６９ 頁。
④ 《春秋左傳注》，
第 ６７１—６７２ 頁。
⑤ 《春秋左傳注》，
《楚世家》明寫楚兵離去，是司馬遷以意補之。參看《史記》，第 １５５、１７００ 頁。
⑥ 《史記·周本紀》、
第 １２５０—１２５１ 頁。
⑦ 《春秋左傳注》，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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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侈。）
成公四年（公元前 ５８７），魯成公自晉返魯，因不獲晉景公禮遇而欲叛晉
附楚。魯卿季文子反對，他説：“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
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但楚並不認同這 “非我族類 ”的標籤。
襄公十三年（公元前 ５６０），楚共王因爲自己在鄢陵之戰領兵而楚敗績，故臨
終時請求群臣予以惡諡如“靈”、“厲”。但他死後，楚大夫子囊認爲楚王的
諡號應是“共”：“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
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 楚王歸罪於
己，自請惡諡，顯示他的謙恭。而他的“共（恭）德”又表露在他鎮撫蠻夷，
遠征南海，使之從屬諸夏的功勞。楚的自我定位，似乎是諸夏與蠻夷的中
介，使“王化”無遠弗届的功臣。《左傳 》又記載楚國君臣嫻熟典籍，博學
多聞。宣公十二年（公元前 ５９１），邲之戰楚敗晉後，楚莊王不肯收晉尸以
爲京觀（即積尸而封土，建表木而書之）彰顯武功，引《周頌》詩句解釋“止
戈爲武”的大義。莊王説：“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
宫，告成事而已。” 在這段文字裏，楚莊王儼然是體現 《左傳》道德理想的
賢君。
另外，吳也是值得考索的 “華夷之間 ”的例子。據 《史記 · 吳太伯世
家》，吳始祖吳太伯、仲雍是太王（古公亶父）之子，王季歷之兄。“季歷賢，
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
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左傳》也提到太伯讓國，但奔吳後“斷髮文身”
被描摹成“蠻化”過程，而非如《史記》所云“示不可用”的讓國決心。哀公
七年（公元前 ４８８），在吳對魯誅求無厭的情況下，魯卿季康子派遣子貢怨憤
地斥責吳無禮：“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
①

②

③

④

《春秋左傳注》，第 ８１８ 頁。理雅各（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把“族類”翻譯成“ｒａｃｅ”，Ｆｒａｎｋ Ｄｉｋｔｔｅｒ 甚至據
此認爲“種族歧視在一定程度存在於古代中國文明”。Ｓｅｅ Ｆｒａｎｋ Ｄｉｋｔｔｅｒ，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Ｒａｃｅ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ｐ．３． 但“族類”與現代所謂“種
族”其實相去甚遠。當時魯國似乎有“親楚”與“親晉”兩派。孟獻子（仲孫氏、孟氏）及公孫歸
父（東門氏）親楚，季文字（季氏）親晉。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５９４ ），魯以貢物朝聘於楚，成公二
年（公元前 ５８９），孟獻子往楚求成，並把公衡（可能是魯宣公之子）留在楚當人質。
第 １００２ 頁。
② 《春秋左傳注》，
第 ７４６ 頁。
③ 《春秋左傳注》，
第 １４４５ 頁。
④ 《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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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哉？有由然也。” 吳太伯衣冠巍然地執行周禮，但其弟仲雍卻斷髮文身。
“兄華弟夷”是否因爲“以夷治夷”的需要？無論如何，子貢認爲斷髮文身即
是“失禮”的開端。吳雖屢被指斥爲貪婪僭越的蠻夷，但吳公子季札讓國予
兄弟，觀樂審禮，知人論世（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５４４），是《左傳》最理想
化的人物之一。季札、楚莊王 （起碼論止戈爲武的楚莊王），還有下文捨己
爲民的邾文公，均屬於“夷而夏”的典型。這些形象的緣起，可能是當地傳
説或記載（如楚史），但基本的思維模式是“夷”亦可實現道德理想。
“文化他者”的身份似乎游移而隨語境或故事變動。另一方面，泯滅華
夷分界或“變於夷”是凶兆。魯襄公適楚，好其宫，故於魯建築楚式宫室。
魯大夫叔孫豹説：“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宫也。” 襄
公三十一年（公元前 ５４２），襄公死於楚宫。哀公十二年（公元前 ４８３），衛出
公被拘留於吳，歸國後“效夷言”。衛公孫彌牟預言：“君必不免，其死於夷
乎！執焉而又説其言，從之固矣。” 衛出公後來出亡，卒死於越（哀公二十
六年，公元前 ４６９）。
蠻夷或夷如非作專有名詞使用，便即用以指吳、越及杞、郯、邾、莒、萊
等東方小國。夷狄也可作泛稱，《公羊傳 》《穀梁傳 》都曾用以貶斥楚，但
《左傳》無此例。吳、越貶爲蠻夷，通常出現於敵國卿大夫的言説，藉以指責
他們的狂妄、挑釁、貪婪。就東方諸夷而言，華夷界限顯得額外有流動性。
兹以處於魯國北方的郯國爲例。昭公十七年（公元前 ５２５），郯子朝魯，饗宴
時暢論遠古官名與制度，獲得孔子稱許。
①

②

③

昭子（魯大夫叔孫婼）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
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
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
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
《春秋左傳注》，第 １６４１ 頁。《左傳》僖公五年（公元前 ６５５ ），虞國宫之奇説：“太伯，虞仲，大王
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童書業指出：“據此則大伯、虞仲皆虞國之初祖，大伯、虞仲所奔
爲山西之虞，而非‘荆蠻’或江蘇之吳。”《春秋左傳研究》，第 ３１ 頁。
第 １１８５ 頁。
② 《春秋左傳注》，
第 １６７２ 頁。
③ 《春秋左傳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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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
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
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
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
官學在四夷’，猶信。”

郯子的知識，不限於他的祖先少皞氏及其相關的大皞氏，還涵蓋其他
氏族（黄帝、炎帝、共公）及他們以某物名官的緣起。黄帝與炎帝分别被視
作姬姓、姜姓祖先 。無論夏或夷，都是取近物爲紀，列舉過程暗示其相等
地位。郯子敘述的故實是否暗示華夷分庭抗禮？在解釋少皞氏何以“以鳥
名官”的過程中，除了述説 “鳳鳥適至”的歷史傳説，還闡明鳥名的象徵意
義。五種鳩鳥聯繫不同治理範圍的官職，是因爲“鳩”有“安集”、“聚合”的
意思 。九種扈鳥成爲管領九項農事的官名，是因爲“扈”有“約制、防止淫
縱”的含義。换句話説，郯子不僅通曉掌故，更進一步駕馭後世對以物名官
的理性化解釋 。孔子要學習郯子陳説的知識系統，讓我們聯想到《漢書·
藝文志》引孔子的話：“禮失而求諸野。” 中央與邊鄙有共同的文化淵源，
所以文化記憶可以存留於僻陋東夷小國。
郯是東夷，可能曾爲商屬國，也有可能先商存在。《詩經 · 商頌》：“天
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與郯都有跟鳥有關的起源神話。據 《史記 · 秦本
紀·索隱》，郯是嬴姓，與秦同祖。 《秦本紀》記嬴姓源流，也牽連類似商
的玄鳥故事：“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
①

②

③

④

⑤

《國語集解》，第 ３３３—３３８ 頁。《左傳》没有類似《國語》的解説，但亦有相關暗示。僖公二十五
年晉文公卜筮“遇黄帝戰于阪泉之兆”。晉文公自以爲吉兆應于己身，但卜偃答云：“周禮未改，
今之王，古之帝也。”他認爲黄帝指周襄王，阪泉得勝預兆周襄王平定其弟王子帶之亂，亦即承認
黄帝與周王有特殊關係。
“安集”，又見《左傳》隱公八年，“以鳩其民”；襄公十六年，“敢使魯無鳩乎？”
② “鳩”訓爲“安”、
《春秋左傳注》，第 ６０、１０２９ 頁。
依循類似原則，聯繫鳥的特性與官職的需求，如謂祝鳩“孝，故
③ 杜預對鳥名的解釋（本於賈逵），
爲司徒主教民”，雎鳩“鷙而有别，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鷹也，
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春來冬去，故爲司事”。《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八，第 ８３６ 頁。
顔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１７４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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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子大業。” 司馬遷説嬴姓是在周孝王時西遷。魯視郯爲 “夷”，是否
因爲郯承繼商的傳統，而魯則秉持周的典籍禮儀？昭公二年（公元前 ５４０），
韓起聘於魯，“觀書於大史氏，見 《易象》與魯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可見説到周朝典章文物，晉不如魯。
然而魯與商亦有極深的聯繫。定公四年（公元前 ５０６），衛國祝佗陳述周初
封建，説魯國始祖伯禽（周公之子）被封於“少皞之虚”，統領“殷民六族”。
司馬遷認爲魯都曲阜即“少昊之虚” 。也許同源類似正是衍生突顯差異的
原動力。也可以説，“文化他者”的塑造與自我定位不可分割，互爲因果。
郯被指稱爲“夷”，也許正是由於魯本身繼承商、周文化，而魯有意壓抑前
者，推揚後者。魯大夫臧文仲祀海鳥爰居被批評爲淫祀 ；昭公十年 （公元
前 ５３２）魯卿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即用莒俘作爲犧牲獻祭）
被指斥爲背叛周公遺訓，（臧武仲説：“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
義。” ）二例似乎依循一樣的邏輯批判魯背離周禮。杜預説 “亳 ”是 “殷
社”，祭海鳥和殺人以祭都是違反周禮的商遺俗。
郯與魯有姻親關係 。雖然一直到襄公七年 （公元前 ５６６ ）郯始朝魯，
但郯、魯關係甚爲密切。成公七年 （公元前 ５８４ ）吳伐郯，諸夏之國並未救
援，郯求成。季文子説：“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
夫。” 次年，晉因爲郯 “事吳 ”而討伐之，並對魯施加壓力，要求魯參與伐
郯，魯不得已而從之。由此看見華夷對比的流動性與相對性。被蠻夷之吳
侵伐之際，郯可算與中國同氣連枝，應受諸夏庇護而竟未獲憐恤。但當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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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調魯秉周禮時，郯只能算是邊鄙東夷。
文化差異的論斷，有時候刻意重新界定華夷分際，以下關於另一 “東
夷”邾國之定位的敘述便是一例 ：
①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暭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
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 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
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暭、濟而修祀紓禍
也。”（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 ６３９）
②

成風是魯莊公妾，魯僖公生母。須句是成風母家，邾人滅須句，須句國
君投奔魯國求援，成風因爲之請命。依照成風的説法，邾滅須句，是“蠻夷
猾夏”。猾者，亂也。這句話亦見於《尚書 · 堯典》。但須句與其他三個風
姓國都是出自大暭的東夷 ，不見得要比邾濡染“王化”，但於此因“服事諸
夏”（即依附魯國）而重新定義爲“夏”，而邾侵須句亦被渲染爲蠻夷對周的
威脅和禍患 （“周禍”）。四風姓國大概地近濟水，故世祀之。祭祀大暭與
濟，本與“周禮”無涉，但成風巧言成説，聲稱魯救須句是通過尊崇明德之
祀、安頓寡民之小國實現“周禮”。成風的説辭顯示“他者”的身份可以藉修
辭操控。魯僖公接納他母親的建議，翌年伐邾，奪回須句，讓須句國君返
國，《左傳》許之爲 “禮也”。當然，“存亡國”的大義背後亦有政治考量，須
句實是魯、邾争鋒的焦點之一。須句子復國後再受邾侵襲，十九年後（文公
七年），魯再伐邾，佔領須句，“寘文公子焉”，據杜預注：“邾文公子叛在魯，
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也。”邾文公子叛國奔魯，魯僖公讓他代表魯管轄須
③

據王鳴盛，戰國時邾又稱鄒。參王鳴盛撰，黄曙輝校點：《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２３４ 頁。《史記》中邾又稱鄒、騶，詳《史記》第 １５４５、１４７１ 頁。“鄒魯之士”是嫻熟
典籍與禮義的群體。《史記》中“鄒、魯”屢次並提，詳《史記》第 １７３３、１９００、２７１９ 頁。有關邾國
地理與文化，參看王獻唐：《春秋邾分三國考、三邾疆邑圖考》，濟南：齊魯書社 １９８２ 年版；逄振
鎬：《東夷文化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３９１—３９２ 頁。
② 《春秋左傳注》，
載於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③ 參看傅斯年《夷夏東西説》，
版，第 ２１０—２６９ 頁；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説時代》，臺北：里仁書局 １９９２ 年版。有關太皞與
少皞，參看崔述《考信録·補上古考信録》卷之下，第 ９—１４ 頁；李零《帝繫、族姓的歷史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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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第 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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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是正式把須句變成魯的附庸國。這裏没有提須句子，大概 “大暭之祀”
也從兹而絶。《左傳》對這事件的評語是“非禮也” 。
成風稱邾爲“蠻夷”。據孔穎達（５７４—６４８）疏，邾曹姓，顓頊之後，被周
武王封於邾。杜預解釋成風貶邾爲夷，指出邾的 “夷化”：“邾雖曹姓之國，
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 邾的 “夷化”與 “周禮”及其代表的道德
理想並存，具見於邾文公的多面向形象。侵須句兩年前（僖公十九年，公元
前 ６４１），邾文公遵從宋襄公（公元前 ６５０—公元前 ６３７ 在位）之命，“用鄫子
於次睢之社”，即在次睢之社殺鄫國國君以祭。宋襄公的目的是“欲以屬東
夷”，即示威於東夷，使之震攝。 邾文公受宋襄公驅使殺人以祭，似乎是
“夷”的作爲。但二十七年後 （文公十三年，公元前 ６１４），邾文公昭示他捨
己爲民的德行。那一年邾文公卜遷都於繹，得到“利於民不利於君”的卜筮
結果，但他仍然堅持遷都，理由是：“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
君，以利之也。”左右勸他以自己壽命爲重，他回答：“命在養民。死之短長，
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 ‘知命。’”
邾文公堅執民爲貴，是《左傳》最理想化的人物之一。
邾國在魯國東邊，極爲鄰近。哀公七年 （公元前 ４８８），一位邾大夫曾
説：“魯擊柝聞於邾。” 邾小於魯，軍力較弱 （春秋末年，魯賦八百乘，邾賦
六百乘），但亦可爲勁敵。邾、齊多次聯盟攻伐魯。魯第一次伐邾復須句後
不久，邾反擊伐魯。魯輕敵敗績，邾人獲得魯僖公的頭盔，把它懸掛在邾國
城門。襄公四年（公元前 ５６９），邾人、莒人伐鄫，魯大夫臧武仲救鄫，侵邾，
敗於狐駘。國人作歌譏諷臧武仲：“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
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被邾這東夷小國打敗，魯人以爲恥，所
以纔有此解嘲之歌———幼小的魯君 （其時魯襄公七歲）錯派矮小的臧武仲
主戰，以致大小易位而魯敗績。也許正是因爲邾鄰近且構成威脅，魯纔更
刻意貶之爲夷。换句話説，立“異”背後往往有關於“同”的憂慮。
在外交場合中，華夷界線往往基於權勢與利益的考量。昭公十三年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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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５２９）平丘之會，邾與另一東夷小國莒向晉國控訴魯連年挑釁壓迫，
以致不能繳納貢賦於晉。晉不讓魯君參與盟會，魯大夫子服惠伯對晉大夫
叔向抗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
矣。” 晉、魯是同爲姬姓、同出於周文王的 “兄弟之國”，但叔向不爲所動，
反而用武力恐嚇威脅魯。晉人又在平丘拘捕魯卿季平子，“以幕蒙之，使狄
人守之”，把他帶回晉國，儼然人質。子服惠伯私底下對晉大夫中行穆子
説：“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
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
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中行穆子轉告韓宣子，勸他
不要“爲夷執親”，晉終於送季平子歸魯 。在國際關係的協商過程中，“親
親”、“兄弟”是常用的詞彙，但這並不代表内與外、“親親”與“遠夷”的對立
是實際執行的政治方針。晉國關注的是魯國擴張勢力，影響東夷小國進貢
於晉。魯國大夫終能説服晉釋放季平子，是因爲表明魯國大可改事齊、楚。
（其時晉國勢已稍弱，盟主地位已動摇。）十年後 （昭公二十三年，公元前
５１９），
晉再次調停魯與邾的紛争。魯大夫叔孫婼不肯與邾大夫平起平坐，
聲稱“固周制也，邾又夷也……不敢廢周制故也” 。其時魯方敗邾，邾再向
晉國控訴魯，晉左袒邾而聲討魯，所以叔孫婼的宣言，實爲維護魯國權益而
發。“周制”這堂皇的名義終不能打動晉國的卿大夫，他們差點要把叔孫婼
送到邾國，最後因懼怕形勢不可收拾而作罷。簡言之，“周”與“夷”的討論
是外交辭令的一部分，牽連利害關係，並非決定行爲的原則。
另外一個對魯自我定位有特殊意義的東夷是萊國。《左傳》記載齊數
次攻伐萊，終於在公元前 ５６７ 年（襄公六年）滅萊。定公十年（公元前 ５００）
齊、魯會於夾谷，孔丘相。王猛對齊景公獻計：“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
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依計而行，但孔子以勇毅、果決及禮儀識見
阻撓齊的詭計。
①

②

③

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
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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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將
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
盟！”孔丘使兹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
如之！”
①

萊雖然鄰近齊、魯，但孔子形容萊爲邊鄙夷人 （“裔夷”） 。在場的萊
人是齊滅萊所獲俘虜的遺種，是齊國兵力强盛擴展勢力的表徵。齊侯爲何
用萊人而不用齊兵？孔穎達認爲：“齊不自使齊人，而令萊人劫魯侯者，若
使齊人執兵，則魯亦陳兵當之，無由得劫公矣。使此萊夷，望魯人不覺，出
其不意，得伺間執之。” 也有可能萊人作爲 “蠻夷 ”屬於禮儀的 “灰色地
帶”，其中規則模糊，齊人可以乘間出擊。孔子的策略是先下手爲强，攻擊
齊違禮。在一些戰國與漢的記載中，齊魯成對比，齊代表注重實效，甚或不
惜投機的適應能力，魯代表循古守禮，可能流於不合時宜的堅執 。《左傳》
哀公二十一年（公元前 ４７４）齊、魯、邾盟會，齊代表責備魯大夫不肯稽首，嘲
笑他們墨守典章舊規，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
書，以爲二國憂。” 孔子的夾谷形象，或即針對這些論點背後的視野———孔
子表明，守禮與實效没有矛盾，斥責用萊夷爲“失禮”，是圓融的外交手段，亦
是果斷的政治策略。魯國可以據禮争取失地並與齊分庭抗禮。藉指稱“裔不
謀夏，夷不亂華”，斥責萊夷不應出場，孔子表明魯對禮的掌握超越齊 ，同時
②

③

④

⑤

⑥

《春秋左傳注》，第 １５７７—１５７８ 頁。
據《史記·管晏列傳》，晏嬰是“萊之夷維人”。智者來自鄙夷之地，與賢人出身卑微的故事有類
似的邏輯，如：“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寧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
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肖。”劉文典撰：《淮南鴻烈集解》（新編諸子集
成），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９ 年版，卷一三，第 ４０５ 頁。
卷五六，第 ９７６ 頁。
③ 《春秋左傳注疏》，
④ 《吕氏春秋·長見》對比齊始封君太公望主張“尊賢上功”與魯始封君周公堅持“親親上恩”。陳
奇猷撰：《吕氏春秋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６０５ 頁。《淮南子》亦説周公用
“尊尊親親”的原則治魯，齊太公治齊則依靠“尊賢而上功”。卷一一，第 ３４６ 頁。《史記·魯周
公世家》：“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
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
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
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史記》，第 １５２４ 頁。
第 １７１７—１７１８ 頁。
⑤ 《春秋左傳注》，
參看《論語·雍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朱熹集注：《四
⑥ 這也是魯的自我期許，
書集注》，臺北：世界書局第 １９９０ 年版，《論語》卷三，第 ３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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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肯定齊魯作爲華夏平等盟友的身份。

二、有 史 爲 證
郯、邾、莒、萊等東夷曾是商的附庸國，《左傳》兩次提到商與東夷的關
係：“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昭公四年，公元前 ５３８）；“紂克東夷，而隕
其身”（昭公十一年，公元前 ５４４） 。東夷的歷史，起碼可上溯至商或更早。
杞爲夏後，也曾被稱爲夷和 “用夷禮”（僖公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公元前
６３７、
公元前 ６３３）。晉平公之母的母家是杞，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５４４），
她要求晉司馬女叔侯對魯施加壓力，把魯侵佔杞的土地還給杞，魯没有盡
數歸還，晉平公母責備女叔侯，他反駁説晉也曾兼併小國，並進一步比較
魯、杞：“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
可，而何有焉。” 杞有悠久的歷史，但因與周無涉被貶爲夷。
與周的親疏關係決定夷夏之分，是常見的話題。盟主的身份往往建基
諸夏與周的歷史淵源，但亦有例外。刻意淡化與周的關係，可以是抗拒周
王之要求、不受其羈縻的方法。昭公十五年（公元前 ５２７），周景王穆后死，
晉卿荀躒與及其副使籍談往周弔唁。喪禮後，周王與晉使飲宴，用魯國進
貢的壺做酒樽，並藉機質問晉爲何没有貢器於周。
①

②

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荀躒）
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
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
其何以獻器？”
③

籍談回溯周初封建歷史，説明當初諸侯受封時曾得 “明器”的賞賜，所
以能够把“彝器”進貢給周天子。在這種禮尚往來的交易語境下，籍談暗示
晉没有貢禮器是因爲當初受封時周室並未賜器。周晉關係疏遠是由於地
《春秋左傳注》，第 １２５２、１３２３ 頁。
《春秋左傳注》，第 １１６０ 頁。
第 １３７１ 頁。
③ 《春秋左傳注》，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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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阻隔，晉處於“深山”，爲了對付戎狄應接不暇，怎能有餘力“獻器”？所謂
“王靈不及”，指周室威武没有延伸到晉，晉與戎狄周旋，周室没有予以實際
幫助。另一層意思可指晉没有得到周王寵惠（即“明器”）。爲了抗拒周室
需索，晉不惜自等於戎狄。晉與戎狄爲鄰，所以晉公子大夫有難時往往“奔
狄”。定公四年（公元前 ５０６）的一次盟會中，衛國祝佗述説晉國歷史：“命
以《唐誥》而封於夏虚，（杜注謂：“即太原晉陽。”）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晉的始封君是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唐叔虞，封地在夏墟，故受夏政啟迪，
而規劃約束的依歸則因地理環境用戎的法度。杜注謂：“大原近戎而寒，不
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 在 《尚書》、《詩經》裏，周有時候也自稱 “夏” ，
但這裏“夏政”似乎指向異於周的典章制度。更關鍵的是籍談聚焦保衛晉
的權益，聲稱晉爲了應付戎狄，不得不遠離周王室。
周景王回應籍談，如數家珍地追敘周賜唐叔虞及晉文公的禮物，並指
稱唐叔虞藉之“匡有夷狄”，晉文公用以“撫征東夏”。籍談利用戎狄建構一
“另類”晉國史，周景王反駁他，説晉鄰近戎狄的領土本爲周室所賜，而且賜
晉的寶器亦有鎮撫夷狄的功效。他們的論争，關乎周對晉的需索與晉對周
的義務 。周景王與籍談陳説的歷史各自基於周、晉權益。在這對話的結
尾，雙方均受譴責。景王謂籍談抹煞周予晉的封贈，猶如“數典而忘其祖”，
因爲籍談的遠祖管理晉之典籍歷史，所以稱爲籍氏。但同時周景王亦受批
評。籍談返晉，告訴叔向對話始末。叔向認爲周王必然不得善終，因爲一
年之内喪妻喪子，本極悲哀，不應賓宴或求彝器。叔向總結説：“禮，王之大
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
將焉用之？”叔向認爲這種 “非禮”的作爲，是不祥的預兆。果然景王翌年
（公元前 ５２０）在一場繼位紛争中得“心疾”而死。
與籍談論晉史“外周”相映成趣的是楚靈王 （公元前 ５４１—公元前 ５２９
①

②

③

④

《春秋左傳注》，第 １５３９ 頁。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四，第 ９４９ 頁。
《多士》、《君奭》、《立政》，《詩經·皇矣》、《時邁》、《思文》。參看陳致《夷夏
③ 如《尚書·康誥》、
新辨》，載於《詩書禮樂的傳統：陳致自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３３０—
３５３ 頁。
“此篇前後相對……王求彝器，卻不重責其無，而單責其忘
④ 參看馮李驊《左繡》對這段的評論：
典。晉論失禮，亦不重譏其求，而單譏其忘經。都是將冠冕處來做個話柄，其實一貪一吝，滿肚
皮意思都注在彝器上，當於言外得之。”載於李衛軍編著：《左傳集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１７１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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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述楚史時銳意發掘周 、楚淵源 ，而兩個故事的核心都是 “求器 ”。
楚靈王與楚大夫然丹的對話，昭示他無涯的權力意志 （昭公十二年，公元
前 ５３０）：
“昔我先王熊繹與吕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
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
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
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
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 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
愛鼎？”
①

周初封建最常提到的是周武王及周成王。楚靈王爲何特意聚焦成王
之子康王 ？爲何楚的祖先熊繹不是與齊、衛、晉、魯的祖先並提，而是與他
們的兒子並列？（吕伋是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即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是
晉唐叔之子、禽父即魯周公子伯禽。）也許楚靈王故意避開人所習知的周初
封建歷史，另外營造一幕楚國祖先與諸侯共事周康王的場景。前述楚莊王
問鼎，有試探虚實的意味，這裏楚靈王預想求鼎，則是明目張膽的需索，理
由是楚國祖先居功比美諸夏的第二代領袖，但没有得到相應的報酬。極盡
譎諫能事的然丹，陽諂陰諷，通過迎合楚靈王的姿態暴露他權力夢想的荒
誕 。然丹形容熊繹處於僻遠的荆山草莽，乘柴車穿破衣，不辭長途跋涉去
事奉周康王，他的貢品是桃木弓和荆棘箭。熊繹的僻陋簡樸，可以解釋爲
他事周的忠誠，但同時也暗示楚的“蠻夷”身分 。（然丹本是鄭國貴族，他
是鄭穆公之孫，子然之子，因鄭國内亂奔楚，成爲楚國右尹。）然丹提醒楚靈
王，齊、晉、魯、衛與周室有血緣及姻親關係，不過又以反話作結論：周與齊、
②

③

④

《春秋左傳注》，第 １３３９ 頁。
據《史記·楚世家》：“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
田，姓芈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史
記》，第 １６９１—１６９２ 頁。
參看拙作“Ｒｉｄｄｌｅｓ，Ｃｏｎｃｅａｌｍｅｎｔ，ａｎｄ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ｎａｒｃｈ牶
③ 關於譎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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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１３），ｐｐ．１００ １３２．
“説楚甚微賤，説四國甚尊貴，以名有分無分之故，言下輕重自見。”載於
④ 蔣銘《古文彙鈔》評道：
《左傳集評》，第 １６６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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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魯、衛都服事楚靈王，只有唯命是從，怎麽敢吝嗇一鼎？這場對話還有
精彩的延續，而告終時楚靈王有短暫的悔悟。楚靈王的定霸野心與然丹旁
敲側擊的諷諫，都是通過“熊繹事康王”這段“歷史”的塑造與想像。前述魯
季文子説楚“非我族類”，楚靈王卻著意刻劃楚、周的共有歷史，藉泯滅夷夏
之分來達成楚國的非分之求。如前所述，在 《史記》裏兩位楚王自稱 “蠻
夷”，目的是蔑視周室，拒絶遵守周禮制。但在《左傳》，楚國對諸夏的凌逼，
是通過伸張楚與周的歷史關係達成的。
總言之，“華”“夷”定位往往是策略性的。肯定或否定華夷聯繫或華夷
分際，因爲種種時機有特定的作用，關鍵在於掌握有關言説的流動性，在外
交場合或政策討論時趨利避害。 另外一個值得考索的例子是戎子駒
支———通過整合陳述戎人歷史，他闡明戎與諸夏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襄
公十四年（公元前 ５５９），晉國召集諸侯於向，謀伐楚國，晉卿范宣子指責戎
子駒支洩露晉國機密，兼且散布謡言，致使諸侯對晉國萌生異心。他援引
歷史，指出晉國曾經幫助姜戎抵禦秦國的侵略：
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
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
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
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
①

照范宣子的述説，昔日秦國逼迫驅逐姜戎。姜戎祖先吾離在狼狽艱困
中依附晉惠公。晉惠公慷慨地把田地分給姜戎，但姜戎忘恩負義，竟然在
這次盟會離間晉國與諸侯的關係。爲了懲戒姜戎，范宣子禁止駒支參與盟
會。作爲回應，駒支先表明戎基本上忠於晉，但他也指出戎有獨立權。他
承認歷史上戎曾受恩於晉，不過晉給戎的土地原本是蠻荒之地，一切都是
戎人自身努力纔發展起來：
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
①

《春秋左傳注》，第 １００５—１００６ 頁。關於戎子駒支的討論，我曾於以下文章提及：“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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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翦棄。 賜我南鄙之田，狐貍所居，豺狼
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貍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
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
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
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
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 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
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
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 《青蠅》而退。宣子
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
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①

在《左傳》裏，戎狄鮮有發言，這是絶無僅有的戎狄外交辭令。晉惠公
賜給戎的土地，荒蕪僻遠，狐貍豺狼遍野。戎人披荆斬棘，是把“文明”帶到
蠻荒之地的墾荒者。謂戎“不貳”，即是表明基本上忠於晉國。但所謂 “不
侵不叛之臣”，説得不亢不卑，即是既不叛離晉國，也不會侵犯晉國（但亦即
謂戎有能力侵晉），只是希望保持距離 ，維持互不干擾的政策。駒支承認晉
曾助戎抵禦秦，但他强調戎、晉的互助平等關係，在秦晉紛争中戎助晉制服
强秦，六十八年前（公元前 ６２７）的殽之戰，晉敗秦，戎有莫大功勞 。駒支
申辯華夷異中有同，諸戎是 “四嶽之裔冑”。諸夏中齊、許、申、吕與姜戎同
爲四嶽之後。據杜預注，四嶽是堯時姜姓方伯。《國語 · 周語下》，謂四嶽
乃共（或謂即共公）之從孫，曾佐禹治水。此外《尚書·堯典》稱堯諮四嶽，
問誰可治水 。姜戎既是姜姓的四嶽苗裔，便與諸夏同源。（《史記》系統
化地寫各族群同源，於《左傳》此段已見端倪。）
但華戎畢竟同源異流。諸戎與諸夏飲食、衣服、贄幣、言語都不同，無
法挑釁或調停諸夏之間的矛盾，離間晉與其同盟國之協定，所以范宣子的
控訴不成立。同時，戎要與晉 “劃清界線”，表明對晉不准與會的威脅無動
於衷。駒支陳述華戎同異及其歷史糾纏後，“賦《青蠅》而退”。《詩經·小
雅·青蠅》：“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於棘。
②

③

《春秋左傳注》，第 １００６—１００７ 頁。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殽之戰的記述，並未提到姜戎。
卷三二，第 ５５８ 頁。《國語集解》，第 ９５—９７ 頁。《尚書集釋》，第 １４—１５ 頁。
③ 《春秋左傳注疏》，
參看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第 ２８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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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於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鄭玄、孔
穎達、朱熹都認爲此詩以青蠅起興，讓詩人痛斥讒人致亂，構陷忠良。因爲
青蠅有顛倒黑白的習性，這一意象和進讒小人有直接的寓意聯繫。通過賦
《青蠅》，駒支要求晉不可輕信讒言，妄生嫌隙，亦即把“他者”的身份轉嫁到
那些挑撥離間的讒人身上。駒支强調華戎言語不同的交流障礙，卻藉賦詩
肯定華戎的共同價值和文化淵源，重新建立友好關係，抹去戎人的 “他者”
定義。范宣子辭謝，讓戎與會，“成愷悌也”，即成就了駒支賦《青蠅》對范宣
子作爲不輕信讒言之愷悌君子的期待。晉亦因此減輕對附屬國如魯國的
要求，更加敬重他們的使節。駒支這席話，是惠及諸小國、極有功效的
進諫。
駒支（間接而言也是《左傳》這段話的作者或編者）代表華夷論述的兩
面性：戎是“野蠻”的，亦是“文明”的；是“他者”，但又與諸夏同源；不干預
諸夏之間的關係，卻能改進聯盟的合理性。藉論證 “戎史”，駒支重新界定
華戎同異與華戎分際，捍衛戎的自主與權益。
①

三、他者屬性的道德化解釋與其修辭框架
上述駒支的陳辭，把道德判斷帶進華戎同異的論述———進讒之小人
（而非戎狄）是國際關係惡化的罪魁。不過更常見的情況，是蠻夷戎狄被
形容爲不道德。因爲這些論點往往出現於人物的言説，我們應該考慮其修
辭框架。如隱公九年（公元前 ７１４），鄭戎對壘，鄭公子突（後來即位爲鄭厲
公）説：“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 公子突的判斷，
是當時策略討論的一環。鄭莊公 （公子突之父）擔心鄭用戰車，戎用步兵，
鄭不能靈活應戰。公子突建議先派遣“勇而無剛者”突襲誘敵後趕緊後退，
鄭設三面埋伏等待戎兵，結果鄭人打敗戎軍。這不能證明輕率、缺乏紀律
②

鄭玄注，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二册，卷一四下，第
—４９０ 頁。
第 ６５—６６ 頁。類似的策略判斷又見於僖公八年（公元前 ６５２），晉敗狄，晉將梁
② 《春秋左傳注》，
由靡想乘勝追擊：“狄無恥。從之，必大克。”《春秋左傳注》，第 ３２２ 頁。但夷狄的道德缺陷亦可
用以解釋妥協，如哀公十三年（公元前 ４８２），晉國將領認爲晉不應與吳争鋒，因爲“夷德輕，不忍
久，請少待之”。《春秋左傳注》，第 １６７７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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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廣泛認同爲戎之特性，我們只能説在這場論辯策略的過程中，公子突用
戎的屬性順帶爲他的軍事決定下注腳，畢竟誘敵埋伏的伎倆在諸夏戰争中
也多次出現。
有些時候，貶斥誣衊蠻、夷、戎、狄是爲了證明戰事合理。閔公元年（公
元前 ６６１），狄人伐刑，管仲（公元前 ６４３ 年死）勸齊桓公救刑拒狄：“戎狄豺
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刑國始祖是
周公第四子，齊始祖是周文王、武王的名臣，諸夏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刑
狄對立，理所當然，這也是齊桓公取威定霸的第一步。但 “戎狄豺狼”、“諸
夏親暱”的論點並非貫徹始終地左右政策。十九年後（僖公十八年，公元前
６４２），
刑與狄聯盟攻衛，而衛是與刑同爲姬姓的兄弟之國。（衛始祖是周武
王之弟。）翌年，衛報仇伐刑。僖公二十年 （公元前 ６４０ ），齊、狄盟於刑，爲
刑準備如何對付衛國的攻伐。五年後，衛滅刑 （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６３５）。换句話説，
齊、狄、衛、刑的錯綜關係，並非禽獸比擬戎狄前提下的夷
夏對壘。
禽獸的比喻，不但是征伐的合理化，也兼及和議 。襄公四年 （公元前
５６９），
無終子嘉父（山戎一支，或曰北戎）派孟樂去晉國，通過晉大夫魏絳獻
上虎豹之皮，請求晉與諸戎達成和議。晉悼公（公元前 ５７３—公元前 ５５８ 在
位）疑慮戎不可信：“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陳詞諫阻，但其出發點
並非否決“戎狄無親而貪”的批評。相反的，他更徹底地貶低戎狄：“諸侯新
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
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其時
晉方欲重振霸業，必須保護新附庸的陳國，解除楚對陳的威脅。如果因伐
戎顧此失彼無力救陳，便會“獲戎失華”，這是輕重倒置，得不償失。在諫詞
中段，魏絳提到有窮后羿的故事。后羿曾一度取得夏的政權，但由於沉湎
狩獵，誤信寒浞，以致敗亡。寒浞滅斟灌氏與斟尋氏，二氏族遺民在夏臣靡
的領導下滅寒浞，立少康爲夏君。魏絳引警戒耽溺田獵的 《虞人之箴》作
①

②

③

《春秋左傳注》，第 ２５６ 頁。
在《史記》裏，漢對匈奴的征伐與和親政策，均取譬於夷狄禽獸的比擬。參看拙著，“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ｏｎｇｎｕ ’ｉｎ Ｓｈｉｊｉ，
”ｉｎ Ｖｉｅｗｓ ｆｒｏｍ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Ｖｉｅｗｓ ｆｒｏｍ
Ｂｅｙｏｎｄ牶 “Ｓｈｉｊｉ ” ａｓ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Ｗｏｒｋ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ｄ． ＳｈａａｂＨａｎｋｅ， Ｌｏｍｏｖａ， ｖａｎ Ｅｓｓ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２０１５），ｐｐ．７９ １０２．
第 ９３６ 頁。
③ 《春秋左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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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這一段夏代逸史與上下文似乎不相連貫 。我們也許可以猜想其中的
比喻關係———伐戎的錯誤，是否可以比擬后羿沉湎打獵、誤信奸邪？后羿
與寒浞的敗亡，是否概括性地指向重武的禍害及德政的必要 ？此段的作
者或編者也似乎意識到首尾不相應的問題，所以特地解釋：“於是晉侯好
田，故魏絳及之。”晉悼公有田獵之癖，魏絳借題發揮，一石二鳥，把伐戎與
“好田”連在一起。軍事與田獵，本來相關，若戎爲“禽獸”，那關聯可能更順
理成章。另一方面，伐戎與耽溺田獵的比擬，表示兩者均爲恣縱重武，必須
斂抑。接下來魏絳論和戎有五利，説服晉侯。晉、戎聯盟後，晉、周關係惡
化。和戎翌年，周靈王派遣王叔陳生到晉國控訴戎人，晉人執之。晉大夫
士魴去周京，聲稱王叔陳生有貳心，與戎勾結。何焯 （１６６１—１７２２ ）以爲：
“晉新和諸戎，將與楚争陳、鄭，又無以謝王之愬，明以貳戎誣使人，使王慚
而自止。” 晉是否因爲盟戎，不肯代周討戎，因此誣衊王叔陳生，由於記載
簡略，我們無從確知。可以斷言者，是晉盟戎後拒絶聽從周王控訴及討戎
的請求。這是“尊王攘夷”的原則的反面。
昭示我者與他者壁壘深嚴最顯著的例子，是襄公二十四年 （公元前
６３６）周大夫富辰諫周襄王不可與狄聯盟伐鄭。富辰提出 “親親 ”的原則，回
顧周初“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的歷史，並援引《詩》頌兄弟情誼的篇章。對比
鄭、狄，富辰認爲鄭有四德———“庸勳、親親、暱近、尊賢”，狄有四姦———“即
聾、從昧、與頑、用囂”。鄭之 “四德”以歷史、地理及其行爲爲依歸。“庸
勳”即酬報功勳，因周平王東遷，周惠王出奔，都曾得到鄭的幫助。“親親”
指親近親戚，蓋鄭的始封君爲周厲王之子，周宣王的同母弟。“暱近”即靠
攏親近者，於此或指周、鄭接壤。“尊賢”指鄭用人得當。相比之下，狄之
“四姦”因爲關乎性情智力與身體感官而顯得絶對化。“耳不聽五聲之和爲
聾，目不别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
皆則之，四姦具矣。” 周襄王不聽富辰勸諫，與狄人聯盟攻打鄭國，敗鄭後
①

②

③

④

參看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第 ２２—２４ 頁。《國語·晉語七》魏絳論和戎三利，諫詞簡短，没有
提到夏代逸史。《國語集解》，第 ４１１—４１２ 頁。
“言羿之不修民事，浞之不德于民，以回照獲戎失華之語也。浞不好
② 説詳竹添光鴻《左傳會箋》：
田而傳亦詳序之者，浞不德於民，使澆滅斟灌與斟尋，靡因收二國之燼以滅浞。時晉侯欲伐戎，
故因羿事以及浞，規用師不可不慎耳。”第 ９８３ 頁。
第 １１０８ 頁。
③ 《左傳集評》，
第 ４２０—４２５ 頁。
④ 《春秋左傳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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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娶狄女爲后。襄王弟王子帶與狄后私通，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襄王出
奔。這些後續的事件似乎坐實了富辰的言論，然而“親親”原則亦是王子帶
之亂的肇因。僖公十一年（公元前 ６４９），王子帶召戎伐周京，入王城，焚東
門，秦、晉伐戎救周，王子帶出奔齊。十一年後 （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６３８），
富辰勸襄王召王子帶歸京師，理由是 “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
不睦？” 然則“親親”可以是致亂之由。再者，終春秋之世，周鄭交惡，例子
具在。狄之奸邪，只是諫詞的脈絡，而“親親”原則的失敗，更使基於諸夏與
戎狄敵對的政策顯得前後矛盾。
我們亦可以在《左傳》找到一些順帶提出的輕蔑蠻夷的論點。看似偶
然、無須特别堅持的意見，恰好反映共識。以下單襄公代表周定王（公元前
６０６—公元前 ５８６ 在位）對晉國使節士莊伯所發怨言，便是一例。成公二年
（公元前 ５８９），晉敗齊於鞌，派士莊伯去周京進獻戰利品。周定王不肯接
受，派單襄公辭謝：
①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
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
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
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士莊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
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
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
莊伯不能對。
②

諸夏奉王命討伐蠻夷戎狄而得勝，則有獻捷禮，討伐“兄弟甥舅”之國，
則只有報告成事而已。周定王嚴分内外，似乎直截了當。鞌之戰，齊、晉以
私怨相攻，無涉“王命”，周定王責獻捷非禮，暗示伐齊之非，隱然有“重振天
威”的意味。但問題的癥結是周、晉關係，而非當時的“夷夏觀”。從獻捷非
禮，定王轉移視線到晉派士莊伯爲使節的失策。士莊伯非 “命卿”，在周王
室並未有職分，派遣他是對周室不敬。定王降低儀節接待士莊伯，但仍與
之宴，並私下送他禮物，遣相禮者告訴他：“非禮也，勿籍。”周定王的反應，
①
②

《春秋左傳注》，第 ３９５ 頁。
《春秋左傳注》，第 ８０９—８１０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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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他欲振王綱，對晉之輕慢表示艴然，但同時又畏晉之强，曲爲周旋。既
送禮又明知非禮，所以要求其事不要記載在史册上。嚴分内外華夷的議論
背後，是周天子與盟主相互所持的期待如何平衡與協商。

四、結

論

上述例子顯示，有關蠻、夷、戎、狄的議論及故事，因應種種修辭需要，
在辯論政策和處理外交各方面起作用。在戰國晚期至漢初文本中，多種立
場與觀點，包括文質之辯與變法論争，都是通過蠻夷故事演繹 。他者身
分，可以正常化、異化、轉化爲道德屬性，目的可能是支持某策略或措施、協
商分歧立場、完成某族群的自我定位。凡此種種，不限於《左傳》，中國傳統
載籍中類似言論比比皆是。《左傳》成書於秦漢統一之前，所以問題的流動
性較大。在大一統的視野下，中央與邊緣對立的意識提高，“他者”問題往
往牽連邊疆擾亂，外族入侵。如前所述，華夷之辨逐漸演繹成一種空間秩
序———離中央愈遠，“蠻化”程度愈顯著。這觀點見於 《尚書 · 堯典》、《國
語·周語上》和《荀子·正論》，而在《禮記·王制》得到系統性的發揮。
邊緣聯繫罪惡與刑罰。《尚書 · 堯典》：“（舜）流共公于幽州，放驩兜
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孟子·萬章上》
所云同。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分别指北、南、西、東。舜命臯陶掌刑法：
“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
宅三居。惟明克允。” 傳説中刑法的起源正是針對蠻夷侵擾華夏帶來的禍
亂，而秩序重整是依靠五刑、五流，即用刑罰與流放重新劃定中央與邊鄙蠻
夷的界線。《國語·周語上》中，内史過論先王以敬慎爲政，卻仍不免有剩
餘的“不良份子”，也是把蠻夷與罪人並列：“猶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
在裔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 《左傳》文公十八年（公
①

②

③

④

戎使由余使秦的故事（《韓非子》、《吕氏春秋》、《韓詩外傳》、《史記》、《説苑》）及趙武靈王胡服
騎射的敘述（《戰國策》、《商君書》、《史記》），都跟文質之辨及變法論争有關。參看拙著
“Ａｎｅｃｄｏｔａｌ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
第 ２３ 頁。
② 《尚書集釋》，
第 ２６—２７ 頁。
③ 《尚書集釋》，
第 ３４ 頁。
④ 《國語集解》，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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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 ６０９），魯太史克述舜立帝基的傳説。舜建立理想秩序的根基是把“四
凶”流放四方邊緣：“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投諸四裔，以禦螭魅。” 太史克並未把 “四凶”或 “螭魅”聯繫外族，那關係
是在《史記》建立的。《史記·五帝本紀》記流放四凶，緊扣其與蠻夷戎狄的
關係：
①

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公於幽陵，
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 殛
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②

流四凶的故事，似乎嚴分華與夷、中央與邊鄙，使之聯繫秩序與失序、
德行與過犯。但四凶分别是帝鴻氏、顓頊氏、少皞氏、縉雲氏之 “不才子”，
亦即表明四凶與主要氏族同源。“螭魅”，杜預解釋爲“山林異氣所生，爲人
害者” 。以四凶禦螭魅，即以之對抗更嚴重的威脅，似乎間接對中央秩序
有貢獻。這多重語意的模稜，在 《史記》更明顯。《史記》謂四罪人 “變”蠻
夷戎狄，亦有禦亂之意。所謂 “變”，是四罪人變作蠻夷戎狄？還是變化蠻
夷戎狄？據《史記索隱》的解釋：“變謂變其形及衣服，同於夷狄也。”《史記
正義》則説：“言四凶流四裔，各於四夷放共公等爲中國之風俗也。”《史記集
解》引徐廣，云“變”一作“燮”。燮即燮理、調和。據徐廣，四罪人調合華夷
矛盾而建立靖亂的緩衝地。但無論四凶流四裔的經歷是他們的“蠻夷化”，
還是邊緣的“華化”，中央依然是秩序根源，這秩序可以把華夷分際消融或
使其極端化。
《左傳》記僖公二十五年 （公元前 ６３５），晉文公建霸，圍攻陽樊。陽樊
人倉葛不服，他説：“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服也。此誰非王之親
姻，其俘之也？” 晉文公因此讓陽樊人離城，没有把他們當作戰俘。中國與
四夷對立，前者需服之以德，後者可用武力對付。認爲“四夷”聯繫邊緣、危
險、過犯（即武力對付的合理化）的觀點間歇出現於《左傳》，不過如前所述，
③

④

《春秋左傳注》，第 ６４１ 頁。
《史記》，第 ２８ 頁。《大戴禮記》有類似記載，參看方向東：《大戴禮記彙校集解》，北京：中華書
局第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７１４—７１５ 頁。
卷二〇，第 ３５５ 頁。
③ 《春秋左傳注疏》，
第 ４３４ 頁。
④ 《春秋左傳注》，
①
②

·４４· 中國文學裏的他者（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三輯）

這觀點時隱時顯，並非貫徹始終。試比較 《左傳》與 《公羊》、《穀梁》二傳，
便可察知後者更接近嚴辨華夷尊卑，並强調華夷之辨取決於禮義的視野。
《公羊傳》明言霸業的定義是尊王攘夷。《春秋》僖公四年（公元前 ６５６）云：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公羊傳》解釋和議兩用“盟”字：“則曷爲再
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
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絶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
狄。” 召陵之盟，《公羊傳》認爲是中國與夷狄抗争的轉折點。齊桓公定霸
服楚，扭轉了中國屢被南夷北狄侵犯的命運。
中國與夷狄概括地分爲兩大陣營，中喻聖人褒貶與奪，是 《公羊傳》、
《穀梁傳》的解經特色 。《春秋》記莊公十年 （公元前 ６８４），“荆敗蔡師于
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説：“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
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絶。曷
爲絶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即謂言荆不言楚
或楚子（楚文王）是貶斥的意思，蔡侯被執而不言獲，是因爲聖人不忍承認
夷狄擒拿諸夏國君，亦即以蔡侯代表中國。《穀梁傳》記同一事件亦認爲
稱楚爲荆是“狄之也” 。《春秋》記成公十二年 （公元前 ５７９），“晉人敗狄
於交剛”。《穀梁傳》的解説是“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 。《春秋》
哀公十三年（公元前 ４８２）記“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左傳》記吳王夫
差圖霸未遂，于黄池之會與晉争歃血先後，並凌逼魯臣。其時越已入吳，故
夫差面有墨色，倉促回國，吳不旋踵而滅。《公羊傳》認爲吳稱“子”是因爲
“吳主會”。吳子 “排名”在晉侯之後，是因爲 《春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也”，但還是説“會吳子”，是承認“兩伯”之實情，表示 “重吳”：“吳在是，則
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據何休注：這是“惡諸侯君事夷狄”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何休注云：“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北夷，謂狄，滅刑、衛，至于温。交亂中國。”何休解
詁、徐彦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３９０—３９２
頁。“北夷”也可能指齊桓公北伐山戎。
《穀梁傳》的討論，與拙著《華夷之辨與異族通婚》有重複的地方。該文載於
② 以下有關《公羊傳》、
喬健、邱天助、羅曉南編：《談情説異：情、婚姻、與異文化的跨界論述》，臺北：世新大學出版中
心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４５—６３ 頁。
第 ２６０—２６４ 頁。
③ 《春秋公羊傳注疏》，
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７ 册，卷五，第
④ 范寧集解，
５１ 頁。
卷一四，第 １３９ 頁。
⑤ 《春秋穀梁傳注疏》，
第 １１８１—１１８４ 頁。
⑥ 《春秋公羊傳注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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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穀梁》二傳慣稱吳、楚爲 “夷狄”，但 “夷狄”也可因行爲 “合
禮”而受讚揚。如 《公羊傳》定公四年 （公元前 ５０６），謂吳伐楚是因爲 “救
蔡”，所以“稱子”是褒意，“夷狄也，而憂中國” 。黄池之會，《穀梁傳》認爲
吳是自稱“子”，特别值得稱許：
①

黄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
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
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
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
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
冠，而欲冠也。”
②

《穀梁傳》述説吳王夫差自稱“子”，尊周王，向慕中國衣冠，雖然尚未能
説出冠冕的等級差别（“未能言冠”），但是求冠希冀與諸夏共朝周的意願是
可嘉的。這傳説不知所自，描摹的是夫差“夷而夏”的轉型。這是置成敗利
鈍於度外的歷史判斷，因爲這“轉型”恰好是在他敗亡的時刻完成的。
换句話説，華夷對壘的道德判斷是絶對的，但因爲“華”“夷”定義可以
隨道德視野轉移，這些判斷於是有周旋餘地。《公》、《穀》二傳多用“夷狄”
或“狄”作動詞，解釋《春秋》書法。如《春秋》記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 ６２７）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公羊傳》説：“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 “夷
狄之”是因爲秦穆公不聽百里奚與蹇叔子諫言，以致兵敗。《穀梁傳》持説
同，但加上秦師軍紀蕩然、姦淫劫掠的罪名：“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
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虚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
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别，自殽之戰始也。” 秦穆公不納諫，輕襲遠國，以致慘
敗，只能算是政策失誤，但《公》、《穀》二傳均提昇爲界定華夷的道德判斷。
又《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公元前 ５１９），吳擊敗附屬楚的小國，《公羊》認爲
《春秋》書法表明聖人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
中國亦新夷狄也”。據此則不寫諸夏盟主，不是因爲中國無霸，而是因爲中
③

④

《春秋公羊傳注疏》，第 １０７０ 頁。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二〇，第 ２０４ 頁。
第 ５００—５０１ 頁。
③ 《春秋公羊傳注疏》，
卷九，第 ９５ 頁。
④ 《春秋穀梁傳注疏》，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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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亦已淪爲“新夷狄”。何休解釋 “新夷狄”：“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
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壞敗，以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
之。” 中國可爲新夷狄，夷狄亦可晉升中國。《春秋繁露·竹林》因之提出
“變”的觀念：“《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
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
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
如前所述，《左傳》中的華、夷定義亦可以轉移，但關鍵不在於道德判
斷。齊桓公立周襄王，晉文公定霸的重要一環是敗狄勤王，即把當時流亡
在外的周襄王迎回王城。齊、晉國君都曾“平戎於王”。但諸夏與戎狄聯盟
攻伐周或其他諸夏國的事例並不罕見，並亦不一定招致批判。同時，《公羊
傳》所謂“内諸夏而外夷狄”的空間秩序，並没有在《左傳》實現。《左傳》昭
公九年（公元前 ５３３），周、晉大夫争田，晉人率領陰戎攻伐離周京不遠的穎。
周王派詹桓伯向晉進言，歷數周初領土之廣大，並埋怨晉人遷戎於周京附
近，大大違反周與夷狄應有的内外關係：
①

②

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 伯父惠公
歸自秦 ，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
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
③

④

詹桓伯所指的是一個世紀多以前的事。僖公二十二年 （公元前 ６３８），
秦、晉把陸渾之戎遷徙到流經周京南邊的伊川。這事件的敘述先以一百多
年前的預兆提綱：
初，平王之東遷也， 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
⑤

《春秋公羊傳注疏》，第 ９９８ 頁。
董仲舒撰，賴炎元注釋：《春秋繁露》，臺北：商務印書館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３３ 頁。
秦敗晉，晉惠公（公元前 ６５０—公元前 ６３７ 在位）被帶到秦國，短暫拘留
③ 公元前 ６４５ 年韓原之戰，
後遣返晉國。
第 １３０９ 頁。
④ 《春秋左傳注》，
可以解釋爲繫東遷於公
⑤ 一般認爲周東遷於公元前 ７７０ 年。但清華簡《繫年》第二章的有關紀録，
元前 ７３８ 年，亦即與辛有預言吻合。蘇建州、吳雯雯、賴怡璇合著：《清華二〈繫年〉集解》，臺北：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３７—１４０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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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①

這小段落可以説是凝聚了 《左傳》華夷之辨的複雜性。當時的政治現
實是秦、晉企圖擴張勢力及版圖，所以把秦、晉境内的戎遷徙到伊川 。辛
有的預言用禮的框架加諸被政治考量決定的形勢。我們可以依照辛有的
説法，肯定“合禮”與“失禮”是華夷分際的支點。但是異於《公》、《穀》的是
《左傳》對“禮”背後的政治現實同樣關注。正因如此，我們看到禮並非終極
的解釋，只是重構秩序的嘗試。《左傳》透過追捕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及歷
史人物的動機，超越了簡單化、道德化的華夷之辨程式，呈現了一個複雜而
多元的畫面。
②

（作者單位：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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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禧《左傳經世鈔》引金履祥評語：“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曰曠土，豈宜遷戎居之？秦晉之罪，
不惟亂華，其偪周甚矣。自是，伊洛之戎，世爲周患。”《左傳集評》，第 ４７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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