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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 》 寓言故事主體的
擬人名和動物名研究



①

蘇曉威
【摘 要】《莊子》寓言含義與現代寓言含義並非完全一致，
在他的“泛寓言”體系下，自創的擬人名、精心選擇或獨創的動物名
是其思想講述中的兩種故事主體名字類型。通過這種命名方式，莊
子使抽象思想具體化，讓讀者以擬人名或動物名爲媒介，拓寬了審
美想像的空間，引發情與理的契合，使讀者體驗到字面意義之外的
思想含義。在這個過程中，莊子隱藏自身存在位置，讓不同擬人名
和動物名類主體獲得獨立和自由，且部分主體具備主體間性，還
讓擬人名和動物名的含義規範着寓言叙述結構；同時從文體發展
來看，這種命名方式也對漢賦主體命名及構思有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莊子 寓言 擬人名 動物名 複調

《莊子》全書 ３３ 篇，僅篇幅短小的 ５ 篇爲專題議論文，除此之外的其它
諸篇多用寓言故事進行思想闡釋，有些寓言故事主體是具體的人物。之
前學界對此類人物的人名問題多有討論，如清俞樾 《莊子人名考 》對 《莊
子》人名進行歷史、語源、辨證地研究，同時也對歷史上莊注中的人名進行
研究，時有新意 。潘雨廷統計《莊子》人名出現於篇章的位置及頻率，並簡
要分析其價值 。馮坤對《莊子》中的人物、人名資源以及人名研究的價值
①

②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黄老道家思想史”（１６ＺＤＡ１０６）階段性成果之一。
俞樾《莊子人名考》，載於《春在堂全書》第 ３ 册，南京：鳳凰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６０９—６２１ 頁。
載於《易與佛教·易與老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② 潘雨廷《莊子人名釋義》，
２７４—３０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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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思考 。不少人名多由莊子杜撰而來，並不符合戰國中後期的姓氏制
度。還有些寓言故事主體是動物名稱，通過對其語源研究，進而思考它們
在莊子思想闡釋中的價值，有一定的作用，而學界關於這些問題似乎還缺
乏深入討論。筆者不揣譾陋，分别對 《莊子》寓言主體類型、擬人名和動物
名字得名由來，以及價值進行思考。不當之處，還望方家指正。
①

一、寓言主體類型
《莊子》熱衷於用寓言進行思想的表達，如《寓言》篇所言：“寓言十九，
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王先謙認爲寓言爲
“意在於此，而寄於彼” 。《天下》篇又言：“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
説，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
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
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 關於寓言、重言和卮言的
含義，歷來莊注中的解釋並不統一，從莊子的叙述來看，“三言”均非“莊語”
的表現形式。就寓言之義而言，寓，寄也、借也；“藉外論之”中的藉與借通，
借助他人他物言語、行爲、故事等以論述自己的思想，這樣方得天下萬事萬
物無所不包，即“以寓言爲廣”之義。
他的“寓言”含義與作爲現代文體的“寓言”含義，並非一致，這似乎成
了當今一些學者的共識。如饒龍隼認爲莊子 “寓言”是假借他人之口來表
達思想觀點的一種言辭方式，訴諸書面，而成爲一個文學體式。……其“三
言”均調用了大量的寓言故事來表達情思。…… 寓言故事是 《莊子》所稱
“寓言”的一種構件，二者的體制與品性明顯不同 。張群認爲中國古代
“寓言”文學（使用“寄寓於言”手法創作的文學作品）應是一種廣義色彩的
“泛寓言”體式 。筆者認可上述説法，如果把莊子寓言放在他整體思想背
②

③

④

⑤

馮坤《〈莊子〉中的人物、人名資源及其對人名研究的價值》，載於《中國典籍與文化》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８—１４７ 頁。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２４５ 頁。
② 王先謙《莊子集解》，
第 ２９５ 頁。
③ 王先謙《莊子集解》，
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０５ 頁。
④ 饒龍隼《先秦諸子與中國文學》，
載於《黄岡師範學院學報》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第 ７７ 頁。
⑤ 張群《中國古代的“寓言”理論及文體形態》，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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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考慮，其含義應當爲：以單獨存在的寓言文本方式，或依託於散文文本
存在，借助他人他物言語、行爲、故事等以闡釋自己思想的叙述或議論。
這樣由於形式的靈活，在外延上，他的寓言數量要多於現在作爲文體的
“寓言”數量；當其使用比喻的形式講述故事的時候，與現代寓言含義
相同。
這樣一來，《莊子》“泛寓言”叙述勢必會包含較多的主體，其中一種重
要的主體類型是具體人物，相應地就有稱謂人物的人名。先秦時期圍繞人
名形成的姓氏制度，往往與封建宗法制度、婚姻制度、社交禮儀和宗教祭祀
密切相關，在先秦社會史、宗教史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研究意義。《莊子》所
處的東周時代的姓氏制度，在姓氏研究史上有獨特特徵，在當今學界備受
重視，學者多有討論。
《莊子》“泛寓言”中的人物主體名字 ，可以分爲如下幾類：
１． 古史傳説中的帝王名。 如黄帝、堯、舜或有虞氏、禹、容成氏、大庭
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神農氏等。
２． 神話傳説中的人名。如伏羲、
西王母、夔、彭祖、肩吾、許由、連叔、接
輿等。
３． 歷史上的帝王名。 如桀、武丁、紂、魏王或魏瑩或文惠君、吴王、衛
君、衛靈公、衛靈公太子（蒯聵）或莊公、魯哀公、魯君、魯侯、齊桓公等。
４． 歷史上的名人，
或忠臣，或隱逸者，或思想家，或政治家等。如比干、
伯夷、叔齊、宋鈃、列子、惠子或惠施、莊子或莊周、孔子或丘或仲尼、顔回、
鄭子産、子貢、墨翟或墨子、曾參等。
５． 無具體指向的泛指人名。如匠石或匠伯、
漢陰女人等。
上述人名絶大多數是男名，先秦時期男子稱名的組合要素，大致有如
下幾種：姓、氏、名、字、爵、職官、親稱、美稱以及諡號等。其中姓、氏、親稱
基於一定的血緣關係産生，體現出强烈的先天規定性，非個人選擇，在較大
社會範圍内稱名時一般不會省略 ；名、字相應，極富個人色彩，是男子及家
①

②

此處提到的名字及出現的篇章見潘雨廷《莊子人名釋義》中的記述，潘雨廷《莊子人名釋義》，載
於《易與佛教·易與老莊》，第 ２７５—２８１ 頁。
氏均是基於血緣關係形成的親屬組織，氏是姓的分支，二者有大小親屬組織之分。從文獻及
② 姓、
考古材料來看，戰國時代姓氏概念逐漸相混，女子名號中已經没有先秦古姓，男子名中出現女子
專用的先秦古姓，同姓百世不婚的制度遭到破壞，氏逐漸與土地、職官等前提要素脱鉤，蛻變爲
一種虚化的、僅僅表示血緣關係的符號。陳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２００７ 年
版，第 ４２２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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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後天選擇的結果；爵、職官基於一定的社會等級關係産生，美稱、諡號體
現個人生活的價值判斷。在稱名時，依據自稱、他稱、稱呼對象以及使用環
境等不同情況，上述諸要素有不同的組合或省略。第 １、２ 類人名得名原因
不詳，第 ３、４ 類人名得名似乎均可用上述諸要素不同組合關係去解釋 。
除上述人物主體名字類型之外，還有清俞樾所謂的“寓名”類型，《古書
疑義舉例·寓名例》：“《莊》《列》之書多寓名，讀者以爲悠謬之談，不可爲
典要。不知古立言者自有此體也，雖《論語》亦有之，長沮、桀溺是也。夫二
子者問津且不告，豈復以姓名通於吾徒哉？特以下文各有問答，故爲假設
之名以别之：曰‘沮’、曰 ‘溺’，惜其沉淪而不返也。桀之言傑然也，長與
桀，指目其狀也。以爲二人之真姓名，則泥也。” “寓名”爲“假設之名以别
之”，顯然是作者有所寄託而自造之名，不合於實際存在的姓氏制度，即標
明血緣關係的姓氏，反映個人社會等級關係的爵稱、職官稱謂，以及個人生
活價值判斷的美稱和諡號，均極不明顯，很多時候只是具有隱藏含義的擬
人名字而已。
在《莊子人名考》中，俞樾又重申這一觀點，以《逍遥遊》篇湯問棘大鵬
故事爲例，俞云：
①

②

又按簡文云：“一曰：湯，廣大也；棘，狹小也。”是以湯、棘皆爲寓
名，未考《列子》（引者按：該故事又見於《列子·湯問》），然《莊》《列》
本多寓言，謂是寓名亦得也。
③

考慮到俞樾僅列舉數種“寓名”，且含義指向範圍較窄。筆者將其所謂
的“寓名”改稱爲“擬人名”，即存在於寓言故事中，不符合東周姓氏制度，但
具有人的主體意識的名字。筆者把莊子思想與及其後學的觀點和思想無
差别對待，列《莊子》内、外、雜篇中的擬人名如下 ：
④

第 ３、４ 類部分人名，從古人名字相應關係角度，清王引之以及現代學者周法高進行過相關研究。
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上、下），載於《經義述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５２４—
５７１ 頁。周法高《周秦名字解詁匯釋補編》，
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 １９５８ 年版。
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５０—５１ 頁。
② 俞樾等《古書疑義舉例五種》，
載於《春在堂全書》第 ３ 册，第 ６０９ 頁。
③ 俞樾《莊子人名考》，
人名資源及其對人名研究的價值》一文中也將《莊子》中的寓名列成一
④ 馮坤《〈莊子〉中的人物、
表，此處筆者所列擬人名與她稍異。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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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目
逍遥遊
齊物論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在 宥
天 地
至 樂
知北遊
徐無鬼
則 陽
盜 蹠
列禦寇

擬 人 名
湯（同時也是帝王名字）、棘
罔兩、景
支離疏
伯昏无人（亦見於《田子方》篇）、叔山无趾、哀駘它、闉跂支離无脤、甕
. 大癭
副墨之子、洛誦之孫、瞻明、聶許、需役、於謳、玄冥、參寥、疑始、意而子、
无莊、據梁
日中始、天根、无名人、儵、忽、渾沌
讙兜、雲將、鴻蒙
知（亦見於《知北遊》）、離朱、喫詬、象罔、諄芒、苑風、門无鬼、赤張滿稽
支離叔、滑介叔
无爲謂、狂屈、婀荷甘、老龍吉、弇堈吊、泰清、无窮、无爲、无始、光曜、
无有
大隗、方明、昌寓、張若、謵朋、昆閽、滑稽
少知、太公調
滿苟得、无足、知和
伯昏瞀人

《莊子》寓言中還存在一定數量的動物名，它們是莊子精心選擇和擬定
的結果，也是理解莊子思想的重要切入點。

二、擬人名和動物名研究
本文對上述擬人名和動物名的研究，一是從以音同而義同或義近的聲
訓角度，研究其語源；一是從莊子宇宙論入手，思考在不同階段中道或萬物
出現的特徵；一是分析不同名字語義内涵與主體特徵的一致性；一是從語
法結構角度，分析其構詞法。在莊子思想的整體背景下，思考它們在莊子
思想闡釋中的價值和意義，以莊解莊。包含擬人名的寓言故事所在的 《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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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諸篇，筆者無意于嚴守内、外、雜篇差異，均將其中藴含豐富人名的寓言
故事看成莊子整體思想叙述的策略。
首先是《莊子》擬人名的研究，以内涵上的相近，分爲如下幾類：
（１）渾沌、讙兜、昆閽
渾沌見於《莊子·應帝王》篇：“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
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清王先謙引
簡文云：“渾沌，以和合爲貌。”引崔譔云：“渾沌，無孔竅也。” 唐 《慧琳音
義》卷八一引杜注《左傳》云：“渾沌，不通類也。”又引王弼的説法：“（渾沌）
無所分别不可爲名也。” 據此，身爲中央之帝的渾沌當爲渾然、無孔竅的面
目特徵。明方以智《通雅》卷六引《莊子》上述内容“渾沌”作 “混沌”，認爲
“（混沌）一作渾敦、坤屯、困敦、倱伅 ”，諸詞皆音近可通。漢揚雄 《太玄
經》：“渾沌無端，莫見其根。” 晉葛洪《抱樸子外篇·廣譬》篇：“渾沌之原，
無皎澄之流。” 這兩處渾沌當爲渾然一體、不分明之義。
讙兜見於《莊子·在宥》篇：“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 《尚書 · 堯典》
篇：“放驩兜於崇山。”《左傳·文公十八年》“驩兜”作“渾敦”。《史記·五
帝本紀》卷一：“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兇慝，天下謂之渾沌。”
唐張守節正義：渾沌即驩兜也，並引杜預的説法：渾沌，不開通之貌 。此
處的讙兜、驩兜、渾敦和渾沌音近義同，皆爲不講事理，不行仁義之人。
昆閽見於《莊子·徐无鬼》篇：“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
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 此處昆閽一詞歷來無解釋，
只是黄帝的七聖之一，筆者認爲昆閽語源當爲渾然一體，無孔竅之義，與渾
沌義同。“方明”爲道某一生成階段的狀態描述（内容見後），昆閽爲道的存
在狀態，大隗在老莊思想中爲道的代稱，莊子將不同角度對道描述的詞語
作爲擬人名，所以黄帝得而驅之，去見道之本尊。
今按，渾，從水，軍聲，匣紐文部；沌，從水，屯聲，定紐文部。兩字韻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先謙《莊子集解》，第 ７５ 頁。
徐時儀《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９３７ 頁。
司馬光集注，劉劭軍點校《太玄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６５ 頁。
③ 揚雄撰，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３２７ 頁。
④ 楊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箋》，
第 ９２ 頁。
⑤ 王先謙《莊子集解》，
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３６—
⑥ 司馬遷撰，
３７ 頁。
第 ２１２ 頁。
⑦ 王先謙《莊子集解》，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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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皆爲文部字。從較寬的音韻關係來講，由於軍聲、屯聲、昆聲諸聲皆
爲文部字，從上述諸聲者，皆可相通 ，由諸字組成的渾沌、混沌兩詞音近義
通 ，皆爲事物渾然一體，不開通之義。在道家那裏，特别强調無爲、朴 （本
義爲未雕鑿的木頭）的存在狀態，《應帝王》篇的主旨當如晉郭璞注所言：
“無心而任物自化者，應爲帝王也。”講述的就是這種存在狀態，該篇中的齧
缺與王倪、肩吾與狂接輿、天根與无名人、陽子居與老聃、壺子與列子的對
話講述的都是無心任物自化，清靜無爲的重要性。儵、忽爲渾沌日鑿一竅，
違背了無心任物自化的原則，也與渾沌自身的屬性，即渾然一體、不開通、
樸不符。現在經七日，日鑿一竅，渾沌必死無疑。
讙、驩皆從雚聲，聲旁相同，兩字必通無疑，在上古韻部中爲元部。從
先秦秦漢韻部發展上來看，耕部、真部、文部、元部都是陽聲韻，真部與耕部
近，文部與元部近，這是顯著的特徵。到了兩漢時期，真部、文部兩部變得
完全合用了，與元部通押的例子相當多。從上古時期諧聲偏旁來看，不少
聲旁同屬於文、元兩部，如元聲、○（員）聲、/ 聲、免聲、0 聲、孨聲、叀聲等。
敦，享聲。今天所見享字，在隸變前，字形有兩種來源：. 和/ ，前者在上古
韻部中歸鐸部，後者歸文部。歸文部的 / 聲與屯聲，關係密切，從兩聲者，
如敦與屯、純、沌，醇與純，淳與純，常常相通 。因此上述諸詞音近可通，義
同，但語源皆爲渾然不開通之義，古人觀念中，心爲思考器官，心竅越多，人
越聰明。現在心渾然不開通，所以不明事理，不行仁義，該義當由渾然不開
通之義引申而來。
昆，上古音韻中爲見紐文部，閽爲曉紐文部 ，見、曉紐爲喉音，發音部
位相同，昆、閽聲近可通，該詞與渾沌聲韻亦近可通，語源皆爲事物渾然、渾
成，不開通之義，後引申爲樸實、愚魯之義，這是該語源的又一引申義。其
它韻部爲文部字組成的詞，與昆閽相通，亦多有此義。如馬王堆帛書 《老
子》乙本相當於王弼本第 ５８ 章内容的文字作“其政0 0 ，其民屯屯”；河上
①

②

③

④

王力認爲昆、掍與混、渾、溷、圂、慁爲同源字，見匣旁紐，同韻。昆同引申爲混同、混合，混同引申
爲混濁、污濁，污濁引申爲廁溷、污辱。故“昆掍混渾溷圂慁”同源。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
務印書館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５０３—５０４ 頁。
渾同之義，如章太炎認爲未分析之物曰1 （囫圇之囫當作 1 ，頑
② 文部下的不少詞似乎皆有渾成、
固之頑亦當作1 ），此渾成之正字。章太炎《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５６ 頁。
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２８—１３０ 頁。
③ 高亨纂著，
從昏，門聲，昏亦聲。門、昏皆爲文部字，當爲雙聲字。
④ 閽字字形結構可分析爲：從門，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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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本於此作“其政悶悶，其民醇醇”；王弼本第 ５８ 章内容於此作“其政悶悶，
其民淳淳”；傅奕本作“其政閔閔，其民偆偆” ；北大漢簡本 《老子》於此作
“其政昏昏，其民萅萅” 。0 、悶、閔皆從門聲，文部；昏從民聲，亦文部，諸
疊音詞可通。偆，從春聲。春，從日，從奉，會興作出動之意，爲秦系文字書
寫形式。六國文字以從屯聲的旾、萅爲春，與秦系文字書寫形式不同，萅與
春音義皆同，當無可疑。所以前述不同 《老子》版本中的諸詞音近義同，前
半句指統治者政治管理渾然、不開通，無爲而治，後半句談論了由此導致的
結果———老百姓也渾然、不開通，樸實、愚魯。
（２）副墨之子、洛誦之孫、瞻明、聶許、需役、于謳、玄冥、參寥、疑始等
上述諸名出自于《大宗師》篇南伯子葵與女偊的對話中：
①

②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女偊）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
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
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③

王先謙認爲《大宗師》之“宗”，主也，此篇講述以道爲師之意。南伯子葵與
女偊圍繞聞道的産生過程展開討論，將上述諸詞顛倒過來看的話，其實也
是道的産生過程中階段的描述。王先謙解釋疑始者，似有始而未嘗有始 。
唐陸德明《釋文》引晉李頤説法認爲 “參寥”爲高邈寥曠，不可名的狀態 。
晉郭象注：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唐成玄英疏：玄者，深遠之名也；
冥者，幽寂之稱也。 筆者認爲《莊子·天地》篇“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
復情，此之謂混冥”的狀態也即是玄冥之義。于謳、需役、聶許歷來注家解
釋不一，爭議較大，筆者感覺似乎是人們用所思、所行、所言去感知道的過
程，道在此時無形，不可視不可聞，但人心可感知。瞻，望也；瞻明，望見光
明也，道在此時似光有亮，可視而無形。洛誦之孫，王先謙認爲謂連絡誦
之，猶言反復讀之也。…… 對古先讀書者言，故曰 “洛誦之孫”。古書先口
④
⑤

⑥

劉笑敢《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５６３ 頁。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３３ 頁。
第 ６２ 頁。
③ 王先謙《莊子集解》，
第 ６２ 頁。
④ 王先謙《莊子集解》，
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 １ 册，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１ 年版，第 ２５７ 頁。
⑤ 郭慶藩著，
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 １ 册，第 ２５７ 頁。
⑥ 郭慶藩著，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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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而後著之竹帛，故云然。筆者意爲此時爲道可言的階段，從 “之孫”的稱
謂來看，當是後言説階段，但此時似乎與聶許階段相混。副，貳也；王先謙
引清宣穎《南華經解》云：“文字是翰墨爲之，然文字非道，不過傳道之助，故
謂之副墨。又對初作之文字者，則後之文字，皆其孳生者，故曰 ‘副墨之
子’。” 所言頗有道理，筆者據此認爲副墨當爲借助文字，道可名的階段，
“之子”似乎爲後道可名階段，至此道爲正式行諸文字的階段。
從老莊整體思想背景來看，《莊子》宇宙生成論似乎通過如下方式闡
釋：一是從萬物存在空間論述。如 《莊子 · 天地》篇：“泰初有无无，有无
名。一之所起，有一而爲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間，
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此處无无、无名相當於疑始、參寥、玄冥階段；一（筆者按：在道家思想觀念
裏，一和道等同）之所起，有德有命階段相當於於謳、需役、聶許階段，人心
能够感知，但還未形；接下有形有性階段，爲可見可視階段，相當於瞻明、洛
誦之孫、副墨之子階段。二是從萬物存在時間論述。《齊物論》載：“有始也
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
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在論述方法上，逆推着對某個
時點進行否定，再進行肯定，然後逼向最初的原點；這種論述方法很像德國
哲學家黑格爾 （Ｇ． Ｗ． Ｆ． Ｈｅｇｅｌ，１７７０—１８３１ ）對 “壞無限”的定義，“壞無
限”又叫“惡無限”、“否定的無限”或“知性的無限”，其定義爲“某物成爲一
别物，而别物自身也是一個某物，因此它也同樣成爲一個别物，如此遞推，
以至無限。這種無限是壞的無限或否定的無限。因爲這種無限不是别的
東西，只是有限事物的否定，而有限事物仍然重複發生，還是没有被揚
棄” 。“壞無限”的特點是對有限者的否定，但有限者的有限性並未真正
被否定，而是重複發生。莊子從時間的角度，追溯萬物的始源問題，最先爲
還没有開始有 “未始有始也者”，其次爲還没有開始有 “有始者 ”，最後爲
“有始者”。從萬物的形態上來看，最先是還没有開始有没開始有的形態，
其次是還没有開始有無的形態，再其次是無，最後是有。此處“有未始有夫
未始有無也者”相當於疑始、參寥、玄冥階段；“有未始有無也者”階段相當
①

②

③

④

王先謙《莊子集解》，第 ６２ 頁。
王先謙《莊子集解》，第 １０３—１０４ 頁。
第 １９ 頁。
③ 王先謙《莊子集解》，
賀麟譯《小邏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２０６ 頁。
④ 黑格爾著，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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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於謳、需役、聶許階段，人心能够感知，但還未形；“有無也者”階段爲可見
但無形階段，相當於瞻明階段；“有有也者”階段爲有形有名階段，相當於洛
誦之孫、副墨之子階段。
明白《莊子》宇宙論或道論思想内涵，其它篇章中的擬人名含義，就迎
刃而解了。《知北遊》篇中的“光曜”與《徐无鬼》篇中的 “方明”，與瞻明義
同，隱藏着道可見但無形意思。《知北遊》篇中的泰清、无窮、无爲、无始、无
有指的是道在不同階段的狀態，《庚桑楚》篇也有類似表達：“入出而無見其
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
無有，而无有一无有。” 在其它道家文獻中，也有類似表達，漢嚴遵《道德真
經指歸》卷七於《老子》第 ３９ 章注：“一，其名也；德，其號也；無有，其舍也；
無爲，其事也；無形，其度也。”
（３）支離疏、叔山无趾、哀駘它、闉跂支離无脤、甕. 大癭
支離疏。俞樾認爲漢有複姓支離，見《廣韻》五支注，《至樂》篇有支離
叔、《列禦寇》篇有支離益，支離疏自是人姓名，藉以喻形體不全之意 。結
合《人間世》篇對“支離疏”形體的描述，筆者認可俞説，疏也是分散、疏列
義，與支離義同，詳後文對 “支離”的解釋。整詞當爲肢體分散，不正之義。
另外，支離疏與《至樂》篇中“支離叔”似乎非爲一人，疏爲山紐魚部，叔爲書
紐覺部，山紐爲正齒音，書紐爲舌上音，聲紐、韻部相差較遠，二者相通的可
能性不大，但支離叔語源什麽含義，待考。
叔山无趾。王先謙引李頤的説法，認爲叔山爲氏名 。筆者認爲這是
一種可能，還有一種可能是叔山爲地名，爲无趾生活所在地，籍貫加人名的
稱謂法，在古代也很常見。无趾，無足趾也，爲其名。名如其人，故下文云
“踵見仲尼”，即踮着腳後跟過來見孔子。
哀駘它。李頤認爲“哀駘，醜貌，它其名”。陸德明 《釋文》亦認爲 “哀
駘”爲惡、醜義 。哀駘爲醜義是，與“衛有惡人焉”之“惡”對應，名副其實。
惡有醜義，先秦秦漢文獻中常見其義，如 《史記 · 仲尼弟子列傳》卷六七：
①

②

③

④

⑤

王先謙《莊子集解》，第 ２０３ 頁。
嚴遵著，王德有點校《老子指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２８ 頁。
載於《春在堂全書》第 ３ 册，第 ６１１ 頁。
③ 俞樾《莊子人名考》，
第 ５０ 頁。
④ 王先謙《莊子集解》，
第 ５１ 頁。
⑤ 王先謙《莊子集解》，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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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台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 與哀駘它同篇出現的
又有“兀者王駘”一名，王爲姓，駘爲名。刖足爲兀，形體與常人異，有醜義，
命名爲駘，名副其實，此名亦當爲莊子自造之名，只是甚爲符合東周姓氏制
度罷了。
闉跂支離无脤。通過對人形體特徵的描述，作爲對他的命名方式。該
人有三種顯著的形體特徵，唐成玄英疏：“闉，曲也。謂攣曲企踵而行。脤，
脣也。謂支體坼裂，傴僂殘病，復無脣也。” 如成説，闉跂爲腳捲曲，踮着腳
後跟而行。支離，當爲肢體分散、分裂，不正義。《左傳 · 哀公二十五年》：
“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日本竹添光鴻箋：“支離，分散也，蓋分
爲數隊以誤敵。” 南朝梁蕭統《文選》卷二六載謝靈運《永初三年七月十六
日之郡初發都》詩：“曰餘亦支離，依方早有慕。”唐李善注引 《七賢音義》：
“形體離，不全正也。” 脤，與唇通，皆辰聲。因此該人三種形體特徵：腳捲
曲、肢體不正、無唇，可謂相貌醜陋、怪異，異於常人。
甕. 大癭。癭，瘤也。李頤認爲：“甕 . ，大癭貌。” 按李説，兩字當爲
形容詞，修飾癭之狀。甕，從瓦，雍聲。何琳儀認爲雍字隸變前的形體作雝
形，從水，■聲。小篆雝左下從邑乃吕 （吕乃甲骨文 的訛體，構形不明）
之訛變，後世又隸變作雍 。雍，從隹，邕聲。從邕聲者、央聲者有大義。清
王念孫認爲：故大謂之泱，廣謂之泱，久謂之央；且柍、殷、檼、阿並聲之轉，
故中謂之央，亦謂之殷，大謂之殷，亦謂之泱。郺，大而多也。故雲氣起謂
之滃，大水貌謂之滃，滃、奄、淹、央並聲之轉。故大謂之奄，亦謂之泱，久謂
之央，亦謂之淹 。甕讀爲郺，. 讀爲泱，皆爲形容詞，有大義，修飾癭，狀
其大。
上述《德充符》篇中的人體形象皆爲學界所言的“畸人”形象，它們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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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的發展關係，説邕爲雝的省形，雍爲雝的隸變更爲合適一些。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
究中的幾個問題》，載於《古文字研究》第 １５ 輯，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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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莊子所言的“道”———“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易生也” 。身
體只是精神暫時寓所，人生要安時順化，追求人生心靈和精神的絶對自由，
如果認識到此點，身體畸形又有何妨。
（４）湯、棘，罔兩、象罔，鴻蒙
作爲擬人名，湯、棘含義，筆者認可前述俞樾所言。湯，從水，昜聲，從
昜聲者，多有大義，如大斧謂之揚，大薊謂之楊，王念孫對此有詳細論述 。
罔兩、象罔。俞氏認爲：“罔兩、罔浪並疊韻字 …… 亦作罔象，亦作象
罔。《天地》篇黄帝失其元珠，象罔得之；此云罔兩，彼云象罔，並寓人名，非
陰與景也。” 筆者認可俞説，但僅僅指出兩詞爲寓名，似乎還不够。今按
兩詞語源似乎皆爲浩蕩、龐大義，王念孫認爲潢潒讀爲潢洋，潢漾、恍洋並
與之通，潢洋、狐祥、孤傷古聲並相近；《莊子 · 達生》篇罔象、司馬彪本作
無傷，張衡《西京賦 》廣潒、馬融 《長笛賦 》曠洋並與潢洋聲相近，皆浩蕩
義 。所以罔兩問景寓言中，罔兩浩蕩無涯，其操如一，所以問景是否無
特操。黄帝失其玄珠，因象罔浩蕩無涯，能够涵蓋、包容玄珠，所以象罔
得之。
鴻蒙見於《在宥》篇，與雲將一唱一和，一來一往，鴻蒙處於師的地位，
雲將處於生的地位。在早期文獻中，鴻蒙多爲宇宙萬物之始時混沌未開通
的狀態，在此義上與混沌同義，亦與澒濛、洪蒙通假而同義，如《淮南子·精
神》篇：“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知
其門。” 澒、鴻皆工聲，濛，蒙聲，兩詞相通無疑。洪與鴻，皆匣紐東部，洪蒙
與鴻蒙亦相通。在鴻蒙與雲將的對話中，最後雲將問：“吾遇天難，願聞一
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
（引者按：與渾通）與物忘，大同乎涬溟。” 云云。筆者認爲此處鴻蒙扮演
的是帝師形象，以道的代言人身份出現，以道的存在狀態指點雲將擺脱天
難。他之所以能够説出這樣的話，無疑與鴻蒙作爲詞的含義代表道存在狀
態有莫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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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伯昏瞀人、无名人
伯昏瞀人、无名人構詞法相同，前者意爲一個叫伯昏瞀的人，後者意爲
一個没有名字的人，兩詞末尾的“人”爲通名。
伯昏瞀之伯，在商周姓氏制度中，性質較爲複雜，可能代表排行，也可
能是世族宗子稱謂，在此處絶不可能是姓氏名稱。昏瞀當爲此人名字，意
爲煩亂、迷惘、困惑義。戰國屈原《九章·惜誦》篇有“中悶瞀之忳忳”句 ，
昏、門（悶，從心，門聲）皆爲文部字，昏與悶通，所以悶瞀與昏瞀音近義同，
悶瞀亦當爲煩亂、迷惘義。從伯昏瞀人與列禦寇的對話内容來看，伯昏瞀
人扮演的是智者形象，與昏瞀含義並不一致。筆者頗疑這是莊子故意正話
反説的叙述策略所致。
另外《德充符》篇、《田子方》篇均有 “伯昏无人”。上古音中，无，明紐
魚部。瞀，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册》認爲它明紐幽部 。瞀，敄聲。該聲部的
歸類，歷來有爭議，清段玉裁、朱駿聲歸幽部，不同點是段有矛聲、敄聲，朱
只有矛聲，敄不作聲首，從矛得聲。清江有誥、現代的周祖謨都把矛聲、敄
聲分别歸部，何九盈認爲此兩人是對的 。筆者認可何説，但敄作聲首與
否，瞀的韻部與无的韻部相差較大，兩字均明紐，只是雙聲而已，通假與否，
不可遽定。伯昏无人與伯昏瞀人是否爲一人，待考。
在老莊思想學説中，無名也是重要的術語。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爲是
“道”的代稱，如 《老子》所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第 １４ 章 ）。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第 ２５ 章）。“道常無名”（第 ３２
章）。無名是道的存在狀態，不可名，强爲之字、名，方有道、大（大不是描述
性詞語，這裏是道的實質性存在）的稱謂。在莊子那裏，也秉承道不可言説
的觀念，如《莊子·齊物論》載：“夫大道不稱……道昭而不道。孰知不言之
辯，不道之道？” 稱，稱道、説明之義；這些話的意思是大道不能稱道和説
明，道彰顯了就不是道，誰知道不言的辯解，不能言説、稱道的道呢？但莊
子比老子走的更遠，在道不可言的基礎上發展出言不盡意，得意忘言的認
識。總體來講，無名人這裏具有雙關含義，一是爲没有名字的人，一是暗含
道的代言人。從他對天根怎麽治理天下的回答來看，主張完全以道的無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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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去治理天下，也切實符合“道（無名）”自身的屬性要求。
（６）知
知見於《天地》篇中，黄帝令知尋找玄珠 ；亦見於《知北遊》篇，知向无
爲謂問知道、安道、得道的方式 。《庚桑楚》篇認爲“知者，接也。知者，謨
也” 。意爲通過與物相接、遇事而謀（謨，謀也）則得知（與智通）。黄帝令
知尋找玄珠，意爲黄帝以智識尋找玄珠；知想知道、安道、得道的方式，也符
合知的自我屬性要求。
（７）雲將、意而子、无爲謂
雲將見於《在宥》篇，王先謙引 《初學記 》一引司馬雲：“雲將，雲之主
將。” 作爲擬人名，雲將爲偏正短語。他向鴻蒙提了幾個問題，一個是：“今
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一個是：“百姓隨予所往，朕也不得
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 從前一個問題來看雲將的身份，較爲
寫實，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育萬物，與雲之主將身份完全相符。從後一個問
題來看雲將的身份，較爲抽象，今天百姓行爲放肆，作爲雲將的“朕”將如何
統治，朕顯然爲君主的含義，此爲雲將身份的比喻義。
在《大宗師》篇，意而子是與許由的談話對象。意，料想、揣測義；而子，
汝也，第二人稱代詞，子爲敬稱。作爲人名的該動賓短語，意爲料想、揣測
你。在意而子與許由的對話結構中，許由問，處於主動地位，意而子答，處
於附屬地位。許由兩問，意而子兩答，接下意而子作“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
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的反問，許由作“（意而子）未可知
（造物者）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云云的回答 ，“造物者”
當與道同義，意而子以堯之所教“躬服仁義”、“明言是非”方式遨遊於自由
之境，這只是想當然地揣測、思考造物者的存在狀態，他這裏扮演的是儒者
形象，爲莊子潛在的批判對象，“意而子”實爲料想、揣測儒者行道如何如何
之義。
在《知北遊》篇，无爲謂是與知對話的對象，知向其問知道、安道、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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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三問无爲謂而不答 。作爲人名，无爲謂爲一短語結構。无與毋
通；爲，做也，行也；謂，告訴、説也。无爲謂，不要做説的動作或行爲之義，
通俗的來講，就是不要説。這完全符合與知對話中，“无爲謂”的表現。
採用這種構詞法組成的人名，還有日中始、滿苟得，具體含義待考。
最後一類待考，如婀荷甘、弇堈吊、老龍吉、苑風、門无鬼、赤張滿稽、昌
寓、張若、謵朋等擬人名，顯然不符合當時的姓氏制度，絶大多數不包含標
明血緣關係的最重要要素———姓和氏，只是不知具體含義。
其次是隱含一定寓意的動物名的研究。在傳統訓詁學研究體系下，動
物名絶不是簡單的名物詞，清王引之 《經義述聞》中説道：“凡事理之相近
者，其名即相同。” 亦如其父王念孫所言：“凡物之異類而同名者，其命名之
意皆相近。” 因此，動物名命名由來非常值得研究。研究方法與前相同，筆
者將其分爲如下兩類：
（１）鯤，蜩、學鳩和斥鴳
上述動物名字皆見於《逍遥遊》篇，這是莊子精心選擇的名字。在莊子
的描述中，鯤很大，這是其顯著特徵。從語源上來看，王念孫認爲：“大魚謂
之鰥，鰥、昆、鯀聲義相近，故大魚謂之鯀，亦謂之鯤，亦謂之鰥。” 因此，鯤
有大義，不難理解。
蜩，從蟲，周聲，蟬也，其語源當爲小義，蟬爲小蟲。從周聲者與從刀聲
者，常相通假，如蜩與蛁、2 與苕、裯與袑、惆與怊可證 。黄侃認爲小鳥謂
之桃蟲，小魚謂之鮡，小羊謂之3 ；小鼓謂之鞀（與鞀通），小池謂之沼，小車
謂之軺。從兆聲者，刀聲，盜聲者，有小義 。楊樹達也是如此認爲：“然字
有不從少聲者，而以與少古音相近，亦含小義者，如刀聲、兆聲、盜聲諸字是
也。” 從刀聲者，有小義，則從周聲者，亦有小義。學鳩，王先謙引 《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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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司馬云：“小鳩也。” 斥鴳，從莊子的描述來看，應當也是一種小鳥，飛不
高。它與學鳩一樣，語源含義不知，待考。
鯤與蜩、學鳩和斥鴳寓言故事是 《逍遥遊》開篇故事，莊子在故事中對
兩類形體反差極大的動物，極盡誇張之能事，同時故事末尾也説“此小大之
辨也”。因此，它們是“遊”（超脱萬物、無所依賴、絶對自由的精神境界）的
大、小兩類不同形體之物代表。作爲名物詞，鯤和蜩的語源確實爲大、小之
義，與莊子誇張叙述中的形體特點完全一致，顯然這是莊子精心選擇的
結果。
（２）意怠
作爲一種鳥的名稱，見於《山木》篇，這是《莊子》極少見的擬定的動物
名字。意爲想法、考慮、願望等義，名詞；怠，慢也。從構詞法上而言，是主
謂短語作鳥名。生活習性爲 “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
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這種習性顯然就是意怠，也與魏王弼本 《老
子》第 ６７ 章中的“不敢爲天下先”思想，以及第 ７２ 章所言的“勇於敢則殺，
勇於不敢則活”的思想相似，“意怠”名義與行爲完全一致。
①

②

三、研 究 價 值
考慮到《莊子》絶大多數篇章存在着泛寓言，每一種泛寓言中幾乎都有
若干相互獨立、充分平等意識的寓言主體，它們彼此相互作用，從而構成一
個體系較爲完整的《莊子》寓言系統。筆者從寓言主體形象，莊子與主體形
象、以及主體形象之間的關係，寓言結構，以及這種命名方式在後世文體上
的價值諸方面着眼，認爲上述擬人名和動物名有如下價值：
一是在主體形象塑造上，《莊子》通過擬人名、動物名命名方式，讓抽象
思想成爲描繪的對象，變成形象塑造的中心，並且具有大致相同指向的若
干主體形象往往固化爲一定的意象群，成爲後世思考 《莊子 》思想的 “關
鍵詞”。
老莊的哲學思辨達到了很高的層次，此點爲其它諸子所不及。“一方
①
②

王先謙《莊子集解》，第 ２ 頁。
王先謙《莊子集解》，第 １７０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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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西方哲學家認爲中國的文獻材料過於零碎，講究論辯，偏於世俗，很難
作爲真正的哲學來看待；另一方面，大部分文獻材料又太積極，太具有建設
性，不能清楚地達到哲學上的中立性和客觀性。” 這個觀點，代表了西方哲
學界對中國古代“哲學”的看法，對老莊思想而言，並非公平。另一方面，從
中國早期文學的發展來看，可以認爲《莊子》是先秦諸子散文中最具文學性
的優秀代表，“然文辭之美富者，實惟道家……其（《莊子》）文汪洋辟闔，儀
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 。想象豐富，構思奇特，誇張大膽，具有
濃厚浪漫主義色彩。那麽針對《莊子》而言，這就帶來一個問題———《莊子》
如何集豐富的哲學思想與文學品質於一體？“只有當這些思想不再是通常
意義和概念上的思想而成爲象徵甚至神話時，纔會出現文學作品中的思想
問題。” 莊子成功地做到此點，他將抽象思想具體化。
莊子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中，道的含義、存在狀態，以及精神和心靈的
絶對自由，相當抽象，它們是莊子哲學普遍的、本質的概念存在。但在寓言
中，通過擬人名方式，莊子將它們變成特殊的、有語境、可感知的存在。如
《莊子·應帝王》篇中儵、忽與渾沌的寓言故事中，儵、忽均爲時間短之義，
代表積極有爲，而渾沌代表道家思想中渾然不開通、樸的含義，位於天地之
中，無欲無求，獨立於時間之外，但現在儵、忽日鑿一竅，違背了渾沌的本質
屬性，渾沌必死無疑。其它如罔兩、象罔、鴻蒙也是如此，它們共同特點是
大，在老莊思想那裏，其實也就是王弼本《老子》第 ２５ 章 “故道大，天大，地
大，王亦大”中“道大”思想的表述。“道大”思想抽象，但在這些寓言中，莊
子精心選擇語源上具有大義詞語，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它們具有道的代言
人身份。無名人亦是如此，“无名人”具有雙關含義，其中一層意思爲道的
代言人身份，他回答天根如何治理天下的答案，完全與道的無爲狀態一致。
支離疏、叔山无趾、哀駘它、闉跂支離无脤、甕 . 大癭爲身體某方面出現畸
形特徵的若干主體形象，成爲畸人類意象群，莊子借他們講述精神和心靈
的絶對自由。其它擬人名，也可在老莊思想背景下，視爲抽象思想的具體
化，如意怠、知即是如此。
①

②

③

戴卡琳（Ｃａｒｉｎｅ Ｄｅｆｏｏｒｔ）著，楊民譯《解讀〈鶡冠子〉———從論辯學的角度》，瀋陽：遼寧教育出版
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１３ 頁。
載於《魯迅全集》第 ９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３７５ 頁。
②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奥斯丁·沃倫（Ａｕｓｔｉｎ Ｗａｒｒｅｎ）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南京：
③ 勒内·韋勒克（Ｒｅｎ Ｗｅｌｌｅｋ）、
江蘇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３８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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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莊子與借擬人名或動物名塑造的主體形象，以及不同的主體形象
之間的關係，多是自由、獨立的關係。在此點上，較爲符合複調小説中 “主
人公及其聲音相對自由和獨立的原則” 。在複調小説中，各種人物説話聲
音不是由作者意識統一控制，不是統一的。“對作者來説，主人公不是
‘他’，也不是‘我’，而是不折不扣的 ‘你’，也就是他人另一個貨真價實的
‘我’（“自在之你”）。”
《莊子》一書中，似乎只有莊子鼓盆而歌、惠子相梁、莊子與惠子游于濠
梁之上以及莊子過惠子墓幾個故事，能够見出莊子形象特點，其它能够見
出莊子自身形象的章節較少。在《莊子》絶大多數寓言中，莊子完全隱於寓
言背後，識别不出莊子自我形象的存在以及内在感情的變化。
前述寓言故事主體擬人名類型可分爲如下幾類：與道的存在狀態有關
者，如渾沌、昆閽、罔兩、象罔、鴻蒙等；與道的生成狀態有關者，如副墨之
子、洛誦之孫、瞻明、聶許、需役、于謳、玄冥、參寥、疑始等；具有較强的描述
性特徵者，如支離疏、叔山无趾、哀駘它、闉跂支離无脤、甕 . 大癭；具有較
强抽象性内涵者，如知；具有一定含義的短語組成的詞，如雲將、意而子、无
爲謂和意怠。前兩類相關的擬人名，數量較多，這也和老莊道家思想中一
貫關注的重點有關。上述幾類擬人名之間没有思想、語義上的聯繫，如渾
沌與洛誦之孫、支離疏、雲將等詞没有任何關係。即便是同類關係的擬人
名中，彼此關係也具有相對獨立性，如支離疏、叔山无趾、哀駘它、闉跂支離
无脤、甕. 大癭諸名均是對形體某一部分特徵的描述，但它們彼此之間是
並列關係，而不是依附、交叉關係。
但彼此相互獨立、自由的主體並不意味着它們之間完全無聯繫，通過
音近義同的聲訓原理，莊子又將不同的擬人名聯繫起來，筆者認爲這是該
擬人名組的主體間性，“對分析哲學來講，主體間性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心
①

②

巴赫金著，白春仁、顧亞玲譯《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複調小説理論》，北京：三聯書店
年版，第 ８２ 頁。複調本爲音樂名詞，由兩條或兩條以上各自具有獨立性（或相對獨立）的
聲部，有機的結合在一起而構成的多聲部音樂。後來前蘇聯著名學者巴赫金（Ｍｉｋｈａｉｌ Ｂａｋｈｔｉｎ，
１８９５—１９７５）借用這一術語來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Ｆｙｏｄｏｒ Ｄｏｓｔｏｙｅｖｓｋｙ，１８２１—１８８１ ）小説的詩
學特徵，用來區别那種基本上屬於獨白型（單旋律）的已經定型的歐洲小説模式。陀氏小説“有
著衆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複調———
這確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説的基本特點。”巴赫金著，白春仁、顧亞玲譯《陀思妥耶夫斯
基詩學問題———複調小説理論》，第 ２９ 頁。
白春仁、顧亞玲譯《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複調小説理論》，第 １０３ 頁。
② 巴赫金著，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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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之間的彼此可進入性。兩者不僅均可意識到彼此的存在，而且均可意識
到彼此傳達信息的意向。” 《知北遊》篇中的“光曜”與《徐无鬼》篇中的“方
明”，均與《大宗師》篇中的“瞻明”義同，爲道某一生成階段狀態中的含義，
隱藏着道可見但無形之義。三者處於不同的寓言故事體系之中，名字不
同，但主體含義相近，彼此相連，三者名字彼此互换，用於另外的兩篇中均
可，所以筆者認爲它們具有彼此可進入性。渾沌與昆閽、罔兩與象罔也是
如此，彼此之間具有可進入性。
由於寓言故事主體擬人名彼此之間的可進入性，使得《莊子》彼此獨立
的寓言之間出現了微妙的聯繫。在閲讀這些寓言時，不僅應注意具有同一
主題寓言的聚合，還應注意彼此之間具有可進入性的故事主體所在寓言的
解讀，後者也可能具有大致相同的主題。王鍾陵認爲 “《莊子》的表述從整
體上來説，呈現出一種若斷若續、似斷似續、明斷暗續的特徵，因而 《莊子》
往往給人一種共時斷片的空間感。雖然每篇都構成爲一個整體，但這個整
體却似乎缺乏清晰綿密的邏輯線索。” 在故事主體擬人名彼此可進入性面
前，這個認識並非公允。
三是在寓言結構上，通過擬人名和動物名的隱喻表達，使得 《莊子》寓
言結構出現了故事主體含義預示情節發展的平行現象。
《莊子》“泛寓言”不僅僅有字面意義，莊子還將擬人名和動物名的隱喻
表達與字面意義結合起來，形成豐富的意義層級，且擬人名和動物名含義
一定程度上規定着故事情節發展脈絡。如在《知北遊》篇中，知向无爲謂詢
問知道、安道、得道的方式，三問无爲謂而不答。莊子認爲人通過與物相
接、遇事而謀則得知（與智通），所以知一定要問无爲謂知道、安道、得道的
方式，也符合知的自我屬性要求；但无爲謂是不要説的含義，所以知三問无
爲謂，无爲謂不作任何回答，這非常符合“无爲謂”的含義。意怠也是如此，
讓鳥的自身行動特點完全與“意怠”含義一致。
四是在文體意義上，《莊子》寓言使用不少擬人名和動物名，對後世的
影響溢出了寓言的範圍，在漢賦這種叙事性文體中，賦家在叙事過程中，也
常常使用虚擬、依託的故事主體，極盡馳騁誇張之能事。
①

②

尼古拉斯·布寧（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Ｂｕｎｎｉｎ）、余紀元編著《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牶 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ｈｉｎｅｓｅ），
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５１９ 頁。
比喻、類比》，載於《文學遺産》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第 ４—
② 王鍾陵《略論莊子表述的三種方法：寓言、
１３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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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司馬相如《子虚賦》中的子虚、烏有先生和亡是公諸名 ，子爲男子尊
稱，虚，無也；烏有，哪裏有之義；亡，無也，是爲代詞，公和先生皆爲通稱，因
此諸名隱含無可查考、追尋之義，皆爲擬人名。漢孔藏 《諫格虎賦》中有亡
諸大夫 ，亡，無也；諸爲代詞，相當於之義 ；亡諸大夫，無這個大夫也。漢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中的非有先生 ，非，無也，意爲没有先生。漢張衡
《七辯》中有無爲先生、虚然子、安存子諸名 ，皆爲擬人名。出土北大漢簡
《妄稽》中有妄稽和虞士兩名。何晉認可陳偉武妄稽也許就是無稽之義，並
進而推測虞士可解爲無事 。今按，亡與妄通，無也；稽，考也，察也。妄稽，
無考之義。虞，從吴，虍聲，疑紐魚部；無，明紐魚部，單就韻部而言，虞與無
同韻，可通。士與事皆爲崇紐之部，可通。因此，虞士與無事通。與前述構
詞法組成的擬人名格式相同，妄稽、虞士似乎應是作者受莊子啓發而自造。
放在中國早期發達的史傳叙事文學傳統背景下來看，由於史傳人物主
體在歷史上真實存在，作者似乎只能對事件進行選擇，再加上一定的技巧，
圍繞人物主體展開叙事即可。但以擬人名類人物主體爲核心的寓言和賦
體中的叙事，卻是作家以形象思維爲基礎進行創造性想象的結果，人物主
體没有史傳人物的先天事件束縛，作家更易在一個未知世界中按照自己的
思想感情、審美理想來塑造擬人名類主體形象，讓擬人名和動物名含義與
叙事結構産生一定的關係。前述魯迅評價莊子文章 “汪洋辟闔，儀態萬
方”，似乎與莊子獨抒機杼、大膽利用擬人名和動物名馳騁自己的想象，不
喜用歷史人物故事作爲講述思想入口的做法有很大關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四、結

語

《莊子》寓言含義與現代寓言含義並非完全一致，在他的“泛寓言”體系
司馬相如《子虚賦》，載於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版，第 ４７ 頁。
載於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第 １１５ 頁。
② 孔臧《諫格虎賦》，
“諸，之也。”王念孫著，鍾宇訊點校《廣雅疏證》，第 １４０ 頁。
③ 魏張揖《廣雅·釋言》：
載於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第 １２９ 頁。
④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載於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第 ４９０—４９１ 頁。
⑤ 張衡《七辯》，
載於《文物》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第 ７７ 頁。
⑥ 何晉《北大漢簡〈妄稽〉簡述》，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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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自創的擬人名和動物名是其思想闡釋中的兩種主體名字類型，其中擬
人名與東周姓氏制度完全不合。研究方式上，可從聲訓角度，研究其語源；
從莊子宇宙論入手，思考在不同階段中道或萬物出現的特徵；分析不同擬
人名和動物名語義内涵與主體特徵的一致性；從語法結構角度，分析其構
詞法。通過這些方式，莊子使抽象思想具體化，讓讀者以擬人名爲媒介，拓
寬了審美想象的空間，引發情與理的契合，使讀者體驗到字面意義之外的
思想含義。在這個過程中，莊子隱藏自身存在位置，讓不同擬人名和動物
名類主體獲得獨立和自由，且部分主體具備主體間性，還讓擬人名和動物
名的含義規範着寓言叙述結構，同時從文體發展來看，這種命名方式也對
漢賦命名及構思有重要的影響。
在以上諸點認識的基礎上，從文學現代性兩個角度審視，即：一是從作
爲人的存在方式和精神生産方式的文學角度而言，莊子在對外部世界思考
的過程中，在自己的内部思想觀念中，通過擬人名和動物名，創造出一個對
象含義豐富的世界，通過這個世界展現着自己的存在；二是從作爲一種審
美話語實踐的文學角度來看，自創的擬人名和動物名藴含豐富的隱藏意
義，甚或規範着叙事的策略，它們是莊子進行審美思考的載體。據此，筆者
認爲《莊子》“泛寓言”具有較强的現代性，放在整個先秦文學史中，無論給
予多高的評價似乎也不過分。
（作者單位：天津師範大學國際教育交流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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