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ume 15 第十五輯 : 早期中國的經典與語言

Article 5

12-2021

從《尚書》古寫本看《尚書》文本的演變 : 兼談今古文《尚書》文
字判定的標準
Jianping XU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參考書目格式 Recommended Citation
許建平 (2021)。從《尚書》古寫本看《尚書》文本的演變 : 兼談今古文《尚書》文字判定的標準。《嶺南
學報》，第十五輯，頁79-96。檢自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15/iss1/5

This 經典源流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從 《 尚書 》 古寫本看 《 尚書 》
文本的演變



①

———兼談今古文《尚書》文字判定的標準
許建平
【摘 要】《尚書》有伏生一系所傳《今文尚書》，有孔安國所
傳壁中《古文尚書》，有晚出隸古定《尚書》，因爲《今文尚書》與壁
中《古文尚書》均已失傳，晚出隸古定《尚書》經唐朝衛包改字，所
存最早全文爲 《唐石經 》。 故清代學者考定 《今文尚書 》與壁中
《古文尚書》之文字，皆以 《唐石經》的 《古文尚書》中被認爲是真
書的 ３３ 篇作爲基礎材料。但 《唐石經》已被衛包改爲今字，而且
距隸古定《尚書》面世已達五百多年，其間輾轉傳抄，應有不少有
意改動與無意致誤者。文章通過七例敦煌與日本古寫本的異文，
對前賢所論漢代今古文 《尚書》文字的結論及其文字的判定標準
提出疑問，認爲在判定漢代今古文《尚書》文字時應該充分利用早
期寫本文獻，並從文本演變的角度思考 《尚書》文字判定的標準
問題。
【關鍵詞】古文尚書 今文尚書 敦煌寫本 異文 文本
變化

《尚書》者，上古之書，它不僅是重要的儒家經典，而且是現存最早的史
書，是研究先秦歷史的重要文獻資料。但這部書的遭際可以説在“十三經”

①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敦煌經學文獻綜合研究”（項目批准號：１９ＢＺＳ００５）階段性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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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最不幸的了。秦火之後，它的出現以及文本的流變極爲繁雜，成爲“十
三經”中存在問題最多的一部經典。如 《今文尚書》與 《古文尚書》的關係
問題，《古文尚書》與晚出 《古文尚書》（即東晉時梅頤獻上之隸古定本 《古
文尚書》 ，下簡稱“晚書”）的關係問題，《今文尚書》與晚書的關係問題，晚
書中的二十五篇是否爲晉人僞造的問題，晚書的隸古定字與今字問題，諸
多糾葛，至今仍頭緒紛繁，莫衷一是。對傳世文獻材料的收集利用，清人的
研究已達到幾乎不可企及的地步。要解決這些重大問題，只能寄希望於新
材料的發現。利用新材料，雖然不一定能解決 “重大”問題，但對前人研究
中所存在的問題作一些補弊救偏，還是有可能的。本文擇取唐石經《尚書》
與漢石經《尚書》《説文》及《史記》所引《尚書》之異文數例，利用敦煌寫本
與日本所藏古寫本與之比勘，以考察《尚書》文本演變之軌迹。
①

一、唐石經《尚書》與漢石經《尚書》之異文
【例一】《尚書·無逸》：“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②

漢石經《尚書》存“徽柔懿共，懷保小人，惠于矜”十一字 。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云：
③

《隸釋》載石經，“嚴恭寅畏”作“恭”，“維正之共”作“共”，分别如
是。而“徽柔懿共 ”亦作 “共 ”，則漢時不作懿美恭敬解也。 攷僞 《孔
傳》釋“徽柔”云：“以美道和民。”釋“懿恭”云：“以美政恭民。”此必經
文作“共”，故云“共民”。“共民”猶給民也，即下文所謂供待也。《正
義》曰：“以此柔恭懷安小民。”似 《正義》始誤解，因之衛包擅改，開寶
中擅删 《釋文》之 “共音恭”矣，今更正作 “共”。《尚書 》供給字通作
“共”，而恭敬字作“恭”，畫然迥别。
④

梅頤，又作梅賾、枚賾，虞萬里考定爲梅頤，詳氏著《獻〈古文尚書〉者梅頤名氏地望辨證》，《文
史》２００４ 年第 ４ 輯。
顧廷龍輯《尚書文字合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② 本文所引《尚書》經文據顧頡剛、
所收《唐石經》，避諱缺筆字皆改爲正字。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５０ 頁。
③ 洪适《隸釋》，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８ 年版，中册第 ２０００ 頁。
④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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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魏明帝青龍三年（２２９）《范式碑》有“徽柔懿恭，明允篤恕”句 ，因
而皮錫瑞《漢碑引經考》云：“石經亦止是漢人一家之學，恭、共古通用，三家
文異，不必盡同，此碑作‘恭’，不作‘共’，不得謂漢時不作懿美恭敬解也，段
説過泥。” 王先謙云：“‘懿恭’與‘徽柔’對文，若作‘懿共’，申説未合，皮説
較長。”
案：Ｐ．２７４８ 《尚書 》寫卷經文作 “共 ”，《孔傳 》作 “以美政供待人 ” ；
Ｐ．３７６７《尚書 》寫卷經文作 “共 ”，《孔傳 》作 “以美政供民 ”。 據兩寫卷 ，知
晚書經文原作“共”，與 《今文尚書 》同，而且 《孔傳 》釋爲 “供 ”，明經文必
作“共”，不作“恭”。《范式碑》作“徽柔懿恭”，是讀 “共 ”爲 “恭 ”也，故後
亦有改 “共 ”爲 “恭 ”者，如 《唐石經 》、足利本、影天正本、八行本皆作
“恭” 。八行本經文作“恭”，而《孔傳》却作“以美政供民”，可見“恭”字乃
據别本而改，而忘改 《孔傳 》文。因 “恭 ”之古字爲 “龔 ”，遂有改 “恭 ”爲
“龔”者，如内野本即是 。江聲《尚書集注音疏》作“徽柔懿龔 ”，蓋以爲漢
時《古文尚書》應作“龔”。其實既然晚書作 “共 ”，漢時 《古文尚書 》亦應
是“共”。
《漢書·谷永傳》谷永之對策引《尚書》：“懷保小人，惠于鰥寡。” 江聲
《尚書集注音疏》云：“蔡邕石經亦然，當從之。” 孫星衍云：“‘民’作‘人’，
‘鮮’作‘于’者，《漢書 · 谷永傳》所引，亦見 《熹平石經》，是今文也。” Ｐ．
２７４８ 亦作“人”，
朱廷獻 《尚書通假字考》云：“唐寫本 ‘小民’作 ‘小人’，與
《漢石經》同。本篇言民衆皆稱‘小人’，惟《楚語》引作‘惠予小民’，其書較
石經爲早，蓋古文作‘民’也。” 臧克和云：“或以爲唐寫本作‘人’是出於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瑠
瑏


洪适《隸釋》，第 １９２ 頁。
皮錫瑞《漢碑引經考》，《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 輯第 ２７ 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２０５１１ 頁。
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１ 年，下册第 ７７９ 頁。
③ 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
指的是晚書之傳，非漢朝孔安國之傳。
④ 本文所言“孔傳”，
岩崎本、内野本、足利本、元亨本、八行本、影天正本等皆據《尚書文字
⑤ 本文所言日藏寫本九條本、
合編》。
是亦改經文而未改傳文。
⑥ 内野本之《孔傳》亦作“以美政供民”，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２ 年版，第 １１ 册第 ３４４９ 頁。
⑦ 班固《漢書》，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８ 年版，中册第 １６６２ 頁。
⑧ 江聲《尚書集注音疏》，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６ 年版，下册第 ５１８ 頁。
⑨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
《尚書研究》，臺北：商務印書館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２７３ 頁。臺灣的論著文
瑠 朱廷獻《尚書通假字考》，
瑏

中多不加書名號及引號，頗不便理解，本文一律爲加上。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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諱的考慮，其實未許一概。《漢石經》即作 ‘懷保小人’。” 案 《漢石經》作
“人”，可見 Ｐ．２７４８ 作“人”字非避諱改字。其作“民”者，如 Ｐ．３７６７，反而是
因避諱因素而改“人”爲“民”。敦煌寫卷即有此例，如《君奭》“故一人有事
于四方”，Ｐ．２７４８“一人”作“一民”，《孔傳》云：“一人，天子也。”天子從無稱
作“一民”者，此“民”字乃是手民以爲 “人”是 “民”的避諱字，故把 “人”回
改爲“民”。其實此處本即作 “人”不作 “民”。又 “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
禄”，Ｐ．２７４８ “四人”作 “四民”，四人指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宫括，寫卷作
“民”，亦是誤以此“人”爲避諱字而改。是此“懷保小民”之“民”，亦應是後
人誤以爲“人”爲避諱字而改作“民”，内野本、足利本、影天正本、八行本亦
皆作“民”，均誤。朱廷獻所謂 《楚語》，即 《國語 · 楚語上》所引 “文王至於
日中昃，不皇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恭”句 ，然其所據者爲 《國語》傳世
版本，非石經以前之出土文獻，不可作爲《古文尚書》爲“民”的證據。
段玉裁云：“‘惠鮮’恐是‘惠于’之誤，‘于’字與‘羊’字略相似，又因下
文‘鰥’字魚旁誤增之也。” 王先謙、皮錫瑞皆從之。谷永對策所引《尚書》
文，在荀悦《漢紀》中作“懷保小民，惠鮮鳏寡”，與《唐石經》同，王先謙認爲
是後人所改 。查明嘉靖二十七年黄姬水刻本，該頁地脚有批語云：“鮮，舊
鈔一，恐誤。” 舊鈔本之“一”，會不會是其所據之本“于”之壞字呢？
【例二】《尚書·立政》：“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
厥世。”
《漢石經》“訓”下無“于”字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因而謂無“于”
者爲《今文尚書》，有“于”者爲《古文尚書》 。皮錫瑞、王先謙與段説同 。
敦煌寫本 Ｐ． ２６３０、日藏寫本九條本均無 “于 ”字，與 《漢石經 》同，而
Ｐ．２６３０ 與九條本皆爲晚書，
可見晚書與《漢石經》相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臧克和《尚書文字校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４３３ 頁。
《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版，下册第 ５５１ 頁。
第 ２００１ 頁。
③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
下册第 ７７９ 頁。
④ 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
明嘉靖二十七年黄姬水刻本，《中華再造善本·明清
⑤ 荀悦《前漢紀》卷二四《孝成皇帝紀一》，
編》，第 ７Ｂ 頁。
第 １５０ 頁。
⑥ 洪适《隸釋》，
第 ２０１３ 頁。
⑦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４０９ 頁。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下册
⑧ 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
第 ８４８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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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藏寫本内野本、足利本、八行本、影天正本亦與 《唐石經》相同，皆有
“于”字，《唐石經》已是晚唐時期的刻石，而内野本等日本寫本的抄寫更是
晚至宋元時期，可見“于”字是後人所加。牟庭云：“《漢石經》無‘于’字，與
上經同，當從之删正。” 牟氏所言“上經”者，即 《立政》前文 “謀面，用丕訓
德”句，牟氏於此注云：“‘丕 ’當讀爲 ‘不 ’。” 不、丕古今字 ，劉盼遂云：
“《尚書》中多‘丕’字，且多作語辭用。疑本爲不字，後人誤釋爲大，因加一
其下，改爲丕字耳。” 是《立政》之“丕訓德”本應作“不訓德”，與後作“不訓
德”者同。訓者，順也。後人所以於“訓”下加“于”字，蓋據《孔傳》“憸人不
訓於德”之“於”而添。吴辛丑在分析 《老子》的帛書本與傳世本有 “於”與
無“於”的差别後説：“從漢語發展史的角度看，介詞 ‘於’字的應用是語法
嚴密化的一種表現，是語法發展的大勢所趨，然而不用 ‘於 ’字並没有
錯。……在動詞和名詞性詞語之間加進 ‘於’字，好似加了一個標簽，可使
名詞性詞語的補語地位顯現出來，而不致被當作動詞的賓語……從這一角
度而言……加‘於’字有其合理的一面。” 所以《孔傳》用“不訓於德”解釋
“不訓德”，正是語法嚴密化的表現。後人因《孔傳》有“於”，遂於經文中添
一“於”字，則非晚書之原貌，亦非漢時《古文尚書》之原貌。
①

②

③

④

⑤

傳伏生《今文尚書》，著名者有二人，一爲張生，一爲歐陽生。歐陽生傳
至其曾孫歐陽高，漢武帝時立於學官，是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數傳至夏
侯勝，漢宣帝時立於學官，是爲《尚書》大夏侯氏學；夏侯勝傳給其姪兒夏侯
建，亦宣帝時立於學官，爲《尚書》小夏侯氏學。以上即爲《尚書》今文三家
之由來。到東漢熹平年間，刻石歐陽氏學 《尚書》經文，立於洛陽太學講堂
前，是爲漢石經《尚書》。漢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藏古文《尚書》四
十五篇，比《今文尚書》多出十六篇，是爲《古文尚書》，孔安國以隸書寫定與
伏生本相同的二十九篇進行傳授 。到武帝末，孔安國家人把四十五篇《古
⑥

牟庭《同文尚書》，濟南：齊魯書社 １９８１ 年版，中册第 ９７０ 頁。
牟庭《同文尚書》，中册第 ９４２ 頁。
《續修四庫全書》第 ２２５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２９ 頁。
③ 徐灝《説文解字注箋》，
《劉盼遂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３２６ 頁。
④ 劉盼遂《〈説文〉師説》，
《簡帛研究》第 ３ 輯，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⑤ 吴辛丑《帛書〈周易〉〈老子〉虛詞札記》，
第 ２５３ 頁。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關於“讀之”二字，
⑥ 《史記·儒林傳》：
歷來理解不一。今從程元敏説（《尚書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６５１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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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尚書》原文獻上朝廷，藏於中秘，後世稱孔安國傳授的《古文尚書》爲壁中
本。迨西晉永嘉之亂，中秘所藏 《古文尚書》《漢石經》及今文三家文本皆
亡。東晉時，豫章内史梅頤獻上隸古定《尚書》，謂即西漢孔安國之孔壁《古
文尚書》（包括多出的十六篇），此即今傳本 《古文尚書 》。通過清人閻若
璩、惠棟等學者之考訂，認爲除了與《今文尚書》相同的三十三篇（《今文尚
書》原爲二十八篇，梅頤本將之分爲三十三篇）外，其餘二十五篇（所謂多出
的逸書十六篇）是僞造的。自此以後之學者，考定西漢《今文尚書》與壁中
《古文尚書》之文字，皆以此晚書的三十三篇作爲基礎材料。而現存最早的晚
書全文文本，即唐開成年間所刻的唐石經《尚書》，而且已經被衛包把隸古定
字改成今字。後世諸多《尚書》刻本的文字，都是從唐石經《尚書》而來。
學者們一般以唐石經《尚書》爲基礎材料來考證漢時的今古文《尚書》
文字，與唐石經《尚書》不同，即認爲是《今文尚書》；如與唐石經《尚書》相
同，即認爲是漢時的 《古文尚書》。如例一 《無逸》“徽柔懿恭，懷保小民”，
因爲《漢石經》作“共”“人”，與《唐石經》作 “恭”“民”不同，孫星衍遂謂作
“共”“人”者爲《今文尚書》，作 “恭”“民”者爲 《古文尚書》。例二 《立政》
“不訓于德”爲 《唐石經》之文字，段玉裁、皮錫瑞、王先謙皆據此與 《漢石
經》文字比較，因而認爲有“于”字者爲壁中《古文尚書》，無“于”者爲《今文
尚書》。但今據敦煌寫本，則與 《今文尚書》相同，《唐石經》文字已非晚書
原貌，執此已被改動之文字而論漢時今古文 《尚書》之文字，得出的結論自
然也是錯誤的。

二、唐石經《尚書》與《説文》
所引《尚書》之異文
【例三】《尚書·多方》：“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説文·言部》：“諅，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諅于凶德。’”
段玉裁云：“《玉篇》《廣韵》《集韵》引《説文》皆同，小徐本及汲古所刻
大徐本作‘爾尚不諅于凶德’，誤也。尚、上古通用。僞孔《尚書》本作‘尚’
‘忌’，恐是皆以訓詁同音字改其本字。” 王鳴盛云：“今僞孔作 ‘忌’，是以
①

②

①
②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３ 年版，第 ５５ 頁。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第 ２０１０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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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詁字代經文也。” 孫星衍云：“《玉篇》《廣韻》《集韻》引 《説文》皆止作
‘上’字，上與尚雖通，當從古文。《説文》‘忌’作 ‘諅’，孔壁古文也。” 吴
種云：“今僞孔改作‘忌’，是以訓詁字代經文也。説爲可从。至於‘上’字，
古與‘尚’通。” 王先謙云：“‘爾尚不忌于凶德’，僞古文也；古文作‘上不諅
于凶德’。” 馬宗霍云：“今書‘諅’作 ‘忌’者，許以 ‘忌’訓 ‘諅’，是二字音
義並同。僞孔傳‘忌’字無釋，案《説文·心部》云：‘忌，憎惡也。’《書》正義
曰：‘怨惡爲凶德，忌謂自怨忌。’穎達以怨申‘忌’，以惡申‘怨’，即用許義。
此蓋古文有别本。故許所據與今本異。段玉裁謂‘作忌恐是以訓詁同音字
改其本字’，非也。” 柳榮宗云：“今據許所引言之，古字尚、上通，此承上言
汝能敬和則汝長上不忌嫉女背叛之凶德也。蓋古文假‘尚’爲‘上’，則‘上
不諅于凶德’者，《今文尚書 》。如 《泰誓 》‘未就予忌 ’，《心部 》引 ‘忌 ’作
‘惎’，亦今文也。”
唐石經《尚書》“爾尚不忌”，《説文》所引 《尚書》作 “上不諅”，諸家皆
據其異文立論。段玉裁認爲晚書的 “尚”“忌”是用訓詁同音字改漢代 《古
文尚書》所致。王鳴盛、孫星衍、吴種即承段説。王先謙謂《説文》所引爲漢
代《古文尚書》，其實與段説相同，只是换了一種説法而已。馬宗霍則謂晚
書所據與《説文》所引是不同的《古文尚書》文本。而據柳榮宗所言，則他以
《説文》所引者爲《今文尚書》，又跟段、王以《説文》所引爲漢代《古文尚書》
之説不同。
敦煌 Ｓ．２０７４《尚書》寫本無“爾”字，“尚不忌”作“尚弗% ”。弗、不二字
古多混用，九條本、内野本、八行本作 “弗 ”，足利本、影天正本作 “不 ”。
“% ”即古文“諅”字 。敦煌本無 “爾”字，與 《説文》所引同；其作 “尚”，與
《唐石經》同，而與《説文》作“上”不同。但顧野王《玉篇·言部》“諅”字下
云：“渠記反，《説文》：‘忘也。《周書》曰：尚不諅于凶德。’是也。” 張舜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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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鳴盛《尚書後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下册第 ５０９ 頁。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下册第 ４６７ 頁。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稿抄本叢刊》第 ８ 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
③ 吴種《説文引經異文集證》，
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２６７ 頁。
下册第 ８２９ 頁。
④ 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
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３ 年，上册第 １２０ 頁。
⑤ 馬宗霍《説文解字引經考》，
説文引經攷異》，《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３５ 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３１ 頁。
⑥ 柳榮宗《
“% ，古文諅。”（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１０５５ 頁）
⑦ 張自烈《正字通·言部》：
《續修四庫全書》第 ２２８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２６７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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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是顧氏所見許書作 ‘尚 ’不作 ‘上 ’，無 ‘爾 ’字。” 九條本亦作 “尚 ”
“% ”，與敦煌本及顧氏《玉篇》同。段玉裁謂晚書以訓詁同音字改其本字，
今據敦煌本、九條本及顧氏 《玉篇》所引，知其説未爲確論。《大廣益會玉
篇·言部》“諅”字下云：“渠記切，忌也。《書》曰：‘上不諅于凶德。’” 應
是陳彭年輩據大徐本《説文》改顧氏《玉篇》所致。
九條本、内野本、足利本、影天正本、八行本皆有 “尒”字，“尒”即 “爾”
字 ，與《唐石經》同。桂馥《説文解字義證》云：“宋本無‘爾’字，本書初刻
亦無，後乃加之。” 桂氏書所據 《説文解字》之本爲毛晉汲古閣刻本，即段
玉裁所言“汲古所刻大徐本”也。張舜徽云：“今小徐本作 ‘爾尚不諅于凶
德’，蓋據今《尚書· 多方篇》文所增改也。” 九條本是日本宫内廳書陵部
所藏殘卷，石塚晴通、小助川貞次認爲是七世紀末寫本 。Ｓ．２０７４ 爲高宗朝
寫本 ，其它諸寫本則皆唐以後寫本。九條本與 Ｓ．２０７４ 的抄寫時間接近，但
據《説文》與顧氏《玉篇》所引均無 “爾”字，與 Ｓ．２０７４ 相同，是晚書與漢代
《古文尚書》同。有“爾”者應是後人據 《孔傳》“汝庶幾不自忌”之 “汝”而
增。《多方》此句因爲有異文導致後世之解説多有不同，但無“爾”者自能解
釋妥帖，説可參《尚書校釋譯論》 。因而高本漢云：“《説文》所引的，當是
此句最早的經本，應該採用。” 錢宗武 《〈説文 〉引 〈書 〉異文研究 》將 《説
文》所引歸入“減字引用例” ，其意蓋謂漢代 《古文尚書》原即有 “爾”字，
《説文》引用時删去了此字，其誤不待言而明。
【例四】《尚書·立政》：“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説文·心部》：“忞，彊也。《周書》曰：‘在受德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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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注云：“《立政》文，今 《尚書》作 ‘& ’ ，《釋詁》：‘& ，强也。’許
所據古文不同。” 段氏在《古文尚書撰異》中説：“此壁中故書也。” 是段氏
認爲作“& ”者晚書，作“忞”者漢時《古文尚書》也。皮錫瑞云：“《説文》引
作‘在受德忞’，乃古文。若今文，不作‘受’，亦不必作‘忞’。” 其意與段氏
同。馬宗霍云：“僞《孔傳》釋‘暋’爲强。案《説文·攴部》云：‘暋，冒也。’
義不爲彊，則作‘暋’爲叚借字。許引作‘忞’，訓彊也，古文正字也。” 馬氏
以作“忞”者爲《古文尚書》，而晚書改爲借字“暋”。吴種云：“忞、暋蓋古今
字。《爾疋·釋詁》‘暋，强也’，與許氏訓合。許所據者則古文也。” 吴玉
“《古文尚書》作‘忞’。” 馬及二吴之説亦與段氏同。柳榮宗云：“蓋
' 云：
暋訓冒，引伸之亦得爲彊，疑許所引今文也。” 柳氏以爲晚書作“暋”，漢時
《古文尚書》自然亦作“暋”，則作“忞”者爲漢時《今文尚書》。
Ｓ．２０７４、
九條本作“忞”，與《説文》所引同。可見晚書與許慎所見漢《古
文尚書》同。柳榮宗以 《説文 》所引爲 《今文尚書 》之説不確。Ｐ． ２６３０ 作
“愍” ，應是“暋”之形誤字。内野本、足利本、影天正本、八行本等亦皆作
“暋”。Ｓ．２０７４ 爲高宗朝寫本，而 Ｐ．２６３０ 的抄寫時間不可能早於玄宗朝，從
其保留隸古字很少這點來看，甚至可能是玄宗朝以後的寫本 。《魏石經》
此字古文作 “忞”，小篆與隸書作 “暋” 。是晚書所據古文原與 《魏石經》
同，後人改作“暋”，蓋據《魏石經》之隸書。江聲云：“《正義》本作‘暋’，衛
包所改也。” 江氏認爲改“忞”爲“暋”者乃衛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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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古文也” 。故段玉裁、孫星衍、皮錫瑞、王先謙以至近代馬宗霍遂以《説
文》所引爲漢代壁中《古文尚書》，如果 《説文》所引與唐石經 《尚書》有别，
即以爲壁中書與晚書的文字不同。柳榮宗因爲所見唐石經本 《尚書》文字
與《説文》所引不同，遂疑《説文》所引非真《古文尚書》，而是 《今文尚書》。
今據古寫本，而知晚書與《説文》所引無别，唐石經《尚書》已非晚書原貌。
①

三、唐石經《尚書》與《史記》
所引《尚書》之異文
【例五】《尚書·堯典》：“厥民析，鳥獸孳尾。”

《史記·五帝本紀》：“其民析，鳥獸字微。”
惠棟因《汗簡 》以 “孳 ”爲 “字 ”之古字 ，而遂謂 “‘孳 ’爲古文 ‘字 ’
也” 。段玉裁云：“孳尾，《五帝本紀》作‘字微’。按孳、字古通用，尾、微古
通用。如微生亦作尾生是也。《説文》《廣雅》皆云 ‘尾，微也’，以 ‘微’釋
‘尾’。未知 《今文尚書》本作 ‘微’字抑作 ‘尾’，而司馬以訓故之 ‘微’代
之。” 皮錫瑞據《史記》作 “字微”，而認爲 《今文尚書》作 “字微”，《古文尚
書》作“孳尾” 。王先謙同皮説 ，金景芳、吕紹剛《尚書虞夏書新解》亦從
皮説 。古國順云：“孳尾作字微，訓詁字也。……皮氏謂作‘字微’者乃今
文，然無佐證。”
ＢＤ１４６８１“孳”作“字 ”，内野本、足利本、影天正本、八行本皆作 “孳 ”。
ＢＤ１４６８１ 爲晚書寫卷，
其字作“字”，與《史記》同。裴駰《集解》云：“孔安國
曰：‘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其民老壯分析也。乳化曰字。’”從裴駰引《孔
傳》“乳化曰字”，可知裴所見本作“字”不作“孳”，且裴既引《孔傳》，其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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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７７７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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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５７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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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是晚書，而非《今文尚書》也。Ｐ．３３１５ 《尚書釋文》第 １３ 行“乳化”條前
殘存小字注文“字古尾 曰字”五字，此當是“字尾”條之注文，而“曰字”二
字則爲“乳化曰字”之殘存者。今本《釋文》作“孳，音字”，乃爲陳鄂因衛包今
字本作“孳”而改正文爲“孳”，却將原來正文之“字”改爲注文，與陸氏原本正
相反。晚書原作“鳥獸字尾”，改“字”爲“孳”者，後人所爲，非梅頤本原貌也。
【例六】《尚書·高宗肜日》：“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史記·殷本紀》：“唯天監下典厥義。”
皮錫瑞云：“今文‘唯天監下’，無 ‘民’字。” 王先謙云：“今文無 ‘民’
字。” 是皮、王二氏皆以《史記》所據者爲《今文尚書》。牟庭云：“僞孔本作
‘惟天監下民’，《殷本紀》作‘惟天監下’，此用真孔古文，無 ‘民’字也。今
謹據之删正。” 則牟庭以《史記》所據者爲漢《古文尚書》。莊述祖云：“《史
記》無‘民’字是。” 只是結論而没有提供證據。
Ｐ．２５１６、
Ｐ．２６４３ 以及岩崎本、
内野本、元亨本、足利本無“民”字，影天正
本、八行本則有。
古國順《史記述尚書研究》云：“《史記》無 ‘民’字，與敦煌本合，岩崎
本、雲窗一本、内野本、神宫本《尚書》亦同，疑本無‘民’字，後世據《傳》增
補。天監下，蓋即 《詩 · 大明 》‘天監在下 ’之義也。皮氏以爲今文，恐
非。” 顧頡剛、劉起釪 《尚書校釋譯論 》云：“《史記 》所引及 Ｐ． ２５１６ 本、
Ｐ．２６４３ 本、
雲窗本、内野本、岩崎本、神宫本皆無‘民’字。皮氏《考證》謂今
文本原無民字，證以諸隸古定本，知原無民字，應删。” 古國順及顧頡剛、劉
起釪皆據敦煌本及日本所藏古寫本而認爲晚書之 “民”爲衍文。據古氏之
説，其意似以《史記》所引爲《古文尚書》；而顧、劉之説，似乎謂《今文尚書》
與晚書同，而未言《史記》所引是《今文尚書》還是《古文尚書》。
臧克和《〈尚書〉文獻用字劄記 》云：“敦煌本伯 ２５１６ 經文作 ‘惟天監
下’，從該本下面所出傳文作 ‘言天視下民’、《書古文訓》、《唐石經》皆有
‘民’字等情況來看，該寫本殆脱一‘民’字。但敦煌本伯 ２６４３ 亦作‘惟天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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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岩崎本、足利本和内野本等諸寫本亦同，‘監下’均無‘民’字。這是否
意味着上述一系列寫本，均源出於一個唐寫本（唐代衛包改字以前的寫本）
系統。《唐石經》的避諱方式是將‘民’字末筆作缺筆處理，而上述源於唐寫
本系統的寫本乾脆省去‘民’字。” 臧氏因爲不知《史記》所據《尚書》亦無
“民”字，遂疑 Ｐ．２６４３ 等無“民”字之寫本爲避諱而省字，誤也。
【例七】《尚書·高宗肜日》：“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
《史記·殷本紀》：“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絶其命。”
《漢石經》此處存 “民中絶命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諸字，不知 “民”
前是否有“民”字。
江聲云：“蔡邕石經 ‘民 ’字上闕，其文不可知。《史記 》載此文，則云
‘非天夭民，中絶其命’。‘民’止一字，不重出，僞孔本于 ‘中絶命’上别出
‘民’字，殊無謂。故云‘民’不當有重文，重者，衍字也。” 江聲所謂 “蔡邕
石經”，即《漢石經》也，據説 《漢石經》是蔡邕書丹上石的。孫星衍贊同江
聲之説 。皮錫瑞以《史記》之 “中絶其命”爲 《今文尚書》 。牟庭云：“中
絶其命，僞孔本作‘民中絶命’，今據《殷本紀》載真孔古文如此，言天意非欲
夭折其民，而中道殞絶其命也。” 是牟氏以《史記》所據爲《古文尚書》。
Ｐ．２５１６、
Ｐ．２６４３、岩崎本 “民 ”字不重；内野本、元亨本、足利本、影天正
本、八行本“民”下有重文符號，是與《唐石經》同，重“民”字也。
楊筠如云：“疑今本或重出一 ‘民’字也。” 楊氏蓋未見敦煌寫本。古
國順云：“江聲以爲‘民’字衍文，是也。岩崎本亦無‘民’字可證。作‘中絶
命’，其義已足，‘其’字蓋史公所增。” 朱廷獻《尚書正譌》云：“唐寫本《尚
書》作‘非天夭民，中絶命 ’…… 今僞孔本重 ‘民 ’字者，蓋涉傳文而衍誤
也。”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云：“《史記》引作‘非天夭民，中絶其
命’。皮氏《考證》以爲今文本如此。唐寫本 Ｐ．２５１６ 本、Ｐ．２６４３ 本和岩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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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作‘非天夭民，中絶命 ’。也只有一民字。…… 既唐寫各本只一民字與
《史記》所引合，故應删去其一。” 諸家皆以寫本與《史記》合，而認爲《唐石
經》本衍一“民”字。
李运富《〈尚書〉〈論語〉札記十則》云：“江聲、孫星衍以 ‘民’爲衍字，
非。中，身也，自也。中絶命者，自絶民也。” 案此只從訓詁角度來論述
“民”字是否爲衍文，而不顧文本校勘之實質，其説難以服人。何況《史記》
亦不重“民”字，司馬遷對文本的理解應是符合《高宗肜日》篇作者的本意。
①

②

《漢書·儒林傳》云：“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
《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説。” 孫星衍因而以司馬遷用古文説，
以《史記》所引《尚書》爲《古文尚書》 。段玉裁云：“馬班之書全用歐陽夏
侯字句，馬氏偶有古文説而已。” 皮錫瑞云：“《史記》所載 《尚書》事實、訓
解，與馬、鄭古文説異，與伏生今文説同。史公時，《書》惟有歐陽，蓋習 《歐
陽尚書》。” 是段、皮二氏以 《史記》所引 《尚書》爲今文。王先謙據 《儒林
傳》之説，謂《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以外，《史記》所引
《尚書》皆《今文尚書》 。陳壽祺云：“司馬子長時，《書》惟有歐陽，大、小夏
侯未立學官，然則《史記》所據 《尚書》，乃歐陽本也。” 然陳氏又云：“然以
《史記》所採五篇覈之，實有兼用古文者。……遷非經生，而好釣奇，故雜臚
古今，不肎專守一家。” 古國順著《史記述尚書研究》，可謂《史記》所據《尚
書》文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但由於其時所見敦煌寫卷不多，故仍多有襲前
人之誤説者。如例五誤以《史記》作“字微”是以訓詁字改經。又如《禹貢》
“濟、河惟兖州”，《史記·夏本紀》“兖”作“沇”，古氏據段玉裁、皮錫瑞之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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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爲作“沇”者爲《今文尚書》，而《古文尚書》原作“( ”，訛變爲“兖” 。但
Ｐ．３６１５ 作“沇”，
與《史記》所引同，是晚書本就作“沇”，《史記》所據《尚書》
蓋亦《古文尚書》，不可遽斷爲《今文尚書》。
①

結

論

以上七例，兩例與 《漢石經》相關，兩例與 《説文》所引 《古文尚書 》相
關，三例與《史記》所據《尚書》相關，前人於其文字所屬，説各不同。究其原
因，或與《説文》《史記》所據《尚書》是今文還是古文有關，而最主要的是前
人所據以立論的《尚書》的文本問題，他們都是從唐石經《尚書》之文字出發
與《漢石經》《説文》《史記》進行比較。但今據敦煌隸古定 《尚書》寫本，知
唐石經《尚書》並非晚書之原貌，不僅僅是隸古定改爲今字的問題，而是文
本已遭改易。單從這七例來看，晚書的文字與 《漢石經》《説文》《史記》等
並無不同，因而晚書與漢代的真《古文尚書》的文字、與漢代《今文尚書》的
文字的關係問題需要更審慎地考慮，它們之間的異文是不是我們原先所看
到的那麽多？段玉裁云：
當作僞時，杜林之桼書《古文尚書》、衛宏之《古文尚書訓旨》、賈逵
之《古文尚書訓》、馬融之 《古文尚書傳》、鄭君之 《古文尚書注解 》皆
存，天下皆曉然知此等爲孔安國遞傳之本，作僞者安肎點竄涂改三十
一篇字句，變其面目，令與衛、賈、馬、鄭不類，以啓天下之疑，而動天下
之兵也。
②

梅頤獻上隸古定《尚書》時，馬融、鄭玄等所注之《古文尚書》尚存，如果
真有這麽多差别，梅頤將如何杜天下悠悠之口？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第 ２３ 條“言晚出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以今傳
本晚書與他書所引鄭玄所注《古文尚書》及《漢石經》殘碑相比較，發現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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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多有，於是認爲晚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爲一家之學” 。在
第 １０６ 條“言晚出古文與真古文互異處猶見于釋文孔疏”又摘出晚書與馬、
鄭、王三家不同處 。然其所據晚書文本已非原貌，他書所引馬、鄭、王所注
《古文尚書》也不能保證就是原貌。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序》云：“僞孔傳
本與馬、鄭本之不同，梗概已見於《釋文》《正義》，不當於 《釋文》《正義》外
斷其妄竄。” 段氏此説，蓋認爲晚書與馬、鄭的《古文尚書》之區别應以《釋
文》《正義》所引爲準。但陸德明、孔穎達撰作 《釋文》《正義》時，距梅頤獻
書已有三百年左右，在這三百年中，南齊時姚方興即有僞造 《舜典》以取代
原王肅注《舜典》之事，其它文字之改易已不可勝舉，陸德明云：“《尚書》之
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
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
不可承用。” 是陸德明所見 《尚書》，文字已多遭改易。何況現在所見 《經
典釋文·尚書音義》，又被宋朝陳鄂改動，全非 《釋文》原貌。欲以 《釋文》
《正義》所言作爲晚書與漢代 《古文尚書》文字辨别之標準，難免因訛而傳
訛。其實即使今所見之敦煌寫卷，基本上是唐代寫本，上距梅頤獻書，亦已
數百年，並非梅頤所獻《尚書》原本，其被改易之處亦所在多有，雖然保存若
干隸古定《尚書》原貌，但離完全了解梅頤本的原貌，還有很大的差距。
以上所論，並不是要否定前人特别是清人的研究，只是想説明，在論定
漢朝的今古文《尚書》文字時，以晚書的《唐石經》文本作爲基礎文本是遠遠
不够的，因爲這個文本已遠非梅頤獻上時的原貌，在以後的流傳過程中，作
過很大的改動，這由今所見敦煌、吐魯番寫本及日本所藏古寫本可見。利
用這些古寫本可以重新審視前人的研究，糾正他們因爲新資料的缺乏而造
成的誤判。其實這些古寫本也非梅頤本原貌，也只能據此解決部分問題，
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在研究過程中也要認真對待，審慎地下判斷，以免重
蹈前人的覆轍。重大問題的解決，則有待於更多新資料的發現與利用。
①

②

③

④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１９４—１９５ 頁。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第 １０４１—１０４５ 頁。
第 １７６４ 頁。
③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序”，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２ 頁。
④ 陸德明《經典釋文》，
①
②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ｓｈｕ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ａｌｓｏ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ｎｗｅｎ ａｎｄ Ｇｕｗｅｎ

：

Ｘｕ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尚書），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Ｊｉｎｗｅｎ Ｓｈａｎｇｓｈｕ （今
文尚書 ）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ｕ Ｓｈｅｎｇ （伏生 ），Ｇｕｗｅｎ Ｓｈａｎｇｓｈｕ （古文尚書 ）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ｏｌｄ ｈｏｕ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ｄ ｂｙ Ｋｏｎｇ Ａｎｇｕｏ，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ｇｕｄｉｎｇ （隸古定）”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ｌｓｏ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Ｆａｋｅｄ Ｇｕｗｅｎ Ｓｈａｎｇｓｈｕ
（僞古文尚書）．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ｗｏ ｄｉｄｎｔ ｃｏｍｅ ｄｏｗｎ，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ｏｎｅ ｗａｓ ｗｉｔｈ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ａ ｋａｉｓｈｕ （楷書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ｙ Ｗｅｉ Ｂａｏ （衛包 ）ｉｎ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 Ｔａｎｇｓｈｉｊｉｎｇ （唐石經 ），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ｉｎｔａｃ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３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ｓｈｕ

Ｓｈａｎｇｓｈｕ ｔｈａｔ ｗｅ ｃａｎ ｗａｔｃｈ ｔｏｄａｙ．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Ｊｉｎｗｅｎ Ｓｈａｎｇｓｈｕ ａｎｄ Ｇｕｗｅｎ Ｓｈａｎｇｓｈｕ ｂｙ ｔｈｅ Ｔａｎｇｓｈｉｊｉｎｇ ｖｅｒｓｉｏｎ

，

，

３３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Ｓｈａｎｇｓｈｕ ｔｅｘ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ｔｕ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ｕｚｉ

，

（古字）ｔｏ Ｊｉｎｚｉ （今字）ｂｙ Ｗｅｉ

Ｂａｏ ｗｉｔｈ ａ ｔｉｍｅ ｌａｇ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ｋｅｄ
Ｇｕｗｅｎ Ｓｈａｎｇｓｈｕ

， ｗｈｅｎ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ｏｒ ｕｎｍｅ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ｕｓｔ ｔａｋｅ ｐｌａｃｅ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ｗｉｔｈ ７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 ｔｈ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Ｊｉｎｗｅｎ
Ｓｈａｎｇｓｈｕ ａｎｄ Ｇｕｗｅｎ Ｓｈａｎｇｓｈｕ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ｏｐｐｕｇｎ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ｅ ｃｌａｉｍ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ｔｏ ｊｕｄｇ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ｓｈｕ

，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ｘ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ｔｅｘ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ｕｗｅｎ Ｓｈａｎｇｓｈｕ Ｊｉｎｗｅｎ Ｓｈａｎｇｓｈｕ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

從《尚書》古寫本看《尚書》文本的演變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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