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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封建先圣王之后史事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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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封建传 说中的神农、黄帝、帝尧 之后的故事是在西 周以来特定的历史背 景下 ,经

过战国、秦汉时代的学者不断加以附会 和增饰后讹变衍生 而成的。 不能将其作为 可靠的周初史料
去主观地剪裁西周初年的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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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初 封建传 说中的 先圣王 之后的故 事 ,屡见于
战国及汉代的文献。

语 》等 先秦 时 期 的 文献 , 就连 古 史 辨 派学 者 也 称:
“尧、舜、大 禹其人 亦非有 力之证足 证其有 ,然则 陈、
杞二 国春秋时 尚存 ,固为 奉虞、夏之祀 者 ,或 在周初
曾受周之封赠 ”① 。 因此 ,战国及汉 代文献对周初封

《吕氏春秋· 慎大》: “武王胜 殷 ,未下舆 ,命封黄

建陈、杞之事的记载 ,虽然有不少晚 出增饰和附会的

帝之 后于铸 ,封帝尧 之后于 黎 ,封帝舜之 后于陈 ;下

内容 ,然在科学地剔除这些不科学的成份之 后 ,仍然

舆 ,命封夏 后氏之后 于杞 ,立成 汤之后于 宋 ,以奉桑

发现其中包含有大量可信的历史 素材和可循的历史

林。”

线索 ,较为接近西周时期的历史实际。 对此 ,笔者曾

《礼记· 乐记》: “武 王克殷 返商 ,未 及下车 而封

有专文作过研讨 ② ,在此勿庸赘述。本文则重点对周

黄帝 之后于蓟 ,封帝 尧之后 于祝 ,封帝舜 之后于 陈。

初封建传说中的神农、黄帝、帝尧之 后的故事略加一

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 ,投殷之后于宋。”

番考察 ,以期求教于史学界的同仁和方家。

《史记· 周本纪 》: “武王追 思先 圣王 ,乃褒 封神
农之 后于焦 ,黄帝之 后于祝 ,帝 尧之后于 蓟 ,帝舜之
后于陈 ,大禹之后于杞。”

二
《吕览》、《礼记》、《周本纪》等文 献还提及周初封

以上三则材料在文字上略有 一些出入。 其中前

建传说中的神农、黄帝、帝尧之后 史事。 由于以上材

两条材料 ,除传说中的黄帝、帝尧之后 的封国名称互

料所出时代较晚 ,将它们作为可靠的周初史 料 ,显然

相颠倒而文字略有出入外 ,其余大体相同。第三条材

是 不科 学的 ,同 时 ,由于 缺乏 可靠 的周 初文 献 相佐

料同 以上两则材 料相比 较 ,则 有以下 三点明 显的差

证 ,所以学术界很早就有人对其产生过怀疑。

异。第一 ,多出了神农之后的焦 ; 第二 ,没有成汤之后
的宋 ;第三 ,没有下舆未下舆之区别。

首先 ,中 国古史系 统的形 成是经 历了一 个漫长
的历史阶段。 早在 20年代 ,顾颉刚 先生即科学地阐

徵诸 有关材 料可知 ,前两 则材料 中关于 武王之

述了“古史层累地造成”说。 顾先 生称: “东周的初年

世封成汤之后于宋的记载是错误 的。 因为宋国受封

只有禹 ,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 ; 东周的末年更有

年代当在周公东征胜利后的成王时代。《逸周书· 作

尧、舜 ,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 的。 … … 从战国到西

雒》、《史记》中的《周本纪》及《宋微子世家》均有较为

汉 ,伪史充 分的创 造 ,在 尧、舜 之前更 加上多 少古皇

详细的记载。

帝。于是春秋初年号 为最古的禹 ,到这时真是近之又

以上诸国中 ,陈、杞二国史迹屡 见于《左传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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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了。 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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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 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 ,
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 自从《易· 系辞 》抬出

诸侯于涂山 ,执玉帛者万 国”⑦ 。 “及汤之时 ,诸侯三

了庖牺氏 ,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 … 时代

力攻相并 ,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 ⑨ 。西周王朝

越后 ,知道 的古史越 前 ; 文籍越 无徵 ,知道的 古史越

在对 四土大规 模的政 治、军事经营 过程中 ,对夏 、商

多。”③ 顾先生的这一学 说 ,时人誉为 “精当 绝伦”④ 。

以来 的旧国 ,并非如 战国时 代一些 国家的 做法: “有

顾先生正是在理清中国古史层累造成 的线索的基础

国强者或并群小 , 以臣诸侯 , 而弱国或绝祀而灭

之上 ,即称: “神农、黄帝之传说 ,在周初尚未发 生 ,封

0 ,相反 ,统治 者往往 从扩大 和巩固 西周王 朝在
世” 1

建云云 ,当属不确。”并称: “究竟武王之世有无 此封 ,

四土 的政治、军事 统治基 础出发 ,对这 些夏、商以来

亦仅 凭后世 记载 ,未能确 信。” ⑤ 史 家不 能无史 料而
为史 ,古史辨派学者正是坚持了这一点 ,才对周初封

的旧国采取积极团结联合的怀柔 和安抚政策。 相传

建传说中的神农、黄帝、帝尧之后之事 大胆地提出质

隐》引韦昭语: “黄帝时万国 ,以其修 神灵得封者七千

疑 ,这种态度在我们今天看来仍然是科学严谨的。

国 ,或为七十国” ,并引乐产语: “以舜为神明 之后 ,封

千” ⑧ 。“周 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 ,及幽、厉之后 ,诸侯

“黄帝时万诸侯 ,而神灵之封居七千 ”1 。 司马 贞《索

其次 ,在先秦史籍和迄今发现的地下材料 中 ,尚

2
妫 满于 陈之类是 也。”所谓 “古 之灭国 ,服之 而已” 1

找不到一条证据 ,来为《吕览》、《礼记》及《周本 纪》中

3 为西周时
及儒家所说的“兴灭国 ,继绝世 ,举逸民”1

的说法提供有力的支持。 《左传· 襄公二十五 年》载
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子产的一段 话: “昔虞阏父为

期颇 为普遍的社 会现象 ,故一 些传说 中的先 圣王之

周陶正 ,以服事我先王。 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 ,与其
神明之后也 ,庸以元女大姬以配胡公而封诸陈 ,以备
三 恪。”晋 代学 者在 为此 段话 作注 时 讲道: “周 得天
下 ,封夏、殷二 王后 ,又封舜 后 ,谓 之恪 ; 并二王 后为
三国。其 礼转降 ,示敬而已 ,故曰三恪。”无独有偶 ,唐
人颜师古 在 为《汉 书· 王莽 传》作 注 时亦 称“恪 ,敬
也 ,言待之加敬 ,亦如宾也 ,周以舜后并杞、宋为三恪
也。”西汉初年 ,文献另载有封周后史事。 《史记· 周
本纪》载: “汉兴九十有余载 ,天子 将封泰山。 东巡狩
至河南 ,求周苗裔 ,封其后嘉三十 里地 ,比列侯 ,以奉
其先祀。”《史记· 封 禅书》亦 称: “三 代邈绝 ,远 矣难
存 ,其 以三 十里 地封 周后 为周 子南 君 ,以奉 其 先祀

4甚
后 得以长期 “保姓 受祀 ,以守宗 礻方 ,世不绝 祀。” 1

至到了东周、汉代 ,人们也没有忘记 西周以来这一观
念。《史记· 秦本纪》载 ,秦庄襄王元年 ,“东周君与诸
侯谋秦 ,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 ,尽 入其国。 秦不绝其
祀 ,以阳 人地赐 周君 ,奉其 祭祀”。 汉人 称: “帝 王之
道 ,相因而通。盛德之祚 ,百世享祀。予惟黄帝、少昊
帝、颛顼 帝、帝 喾帝、尧帝、舜帝、夏禹、皋 陶、伊 尹咸
有盛德 ,假于皇天 ,功烈巍巍 ,光施于远。 子 甚嘉之 ,
5 汉 代在封 周后 姬嘉为 周子
营求 其后 ,将祚 厥祀。” 1

南 君 ,以奉 其先 祀后 ,还 “封姚 恂为 初睦 侯 ,奉 黄帝
后 ,梁护为 修远伯 ,奉少 昊后 ; 皇孙功 隆公千 奉帝喾
后 ;刘歆为 祁烈伯 ,奉颛 顼后 ; 国师刘 歆子叠 为伊休

焉。”这样 ,周代 的“三恪 ”并 汉初 的周后 ,又 有了 “四

侯 ,奉 尧后 ;妫 昌为 始睦 侯 ,奉 虞帝 后 ; 山遵 为 褒谋

代古宗” ⑥ 的说法。因此 ,先 秦、汉代的文献从未有将

子 ,奉皋陶后 ;伊玄为褒衡子 ,奉伊尹后。汉后定安公

传 说中的神 农、黄帝 、帝 尧之后 视为“恪”或“古宗” ,

刘婴 ,位为宾 ;周侯卫公姬党更封 为章平公 ,亦为宾 ;

而同舜、禹后的陈、杞及成汤之后的宋 和周人之后的

殷后宋公孔弘 ,运转次移 ,更封为 章昭侯 ,位 为恪 ;夏

子南君相提并论。 由此可知 ,包括战国、秦汉时代的
学者 ,也是 对周初封 建传说 中的神 农、黄 帝、帝尧之
后的史事持怀疑态度的。

6 可见 ,汉代统治
后辽西姒丰封 为章功侯 ,亦为恪。” 1

者仍 然非常重视 对以前 古圣王 之后的 封建 ,从而巩
固和 扩大封建王 朝统治 的基础 ,同时 也为西 汉封建

总之 ,周 初封建 传说中的 神农、黄帝、帝尧 之后

王朝的万年统治寻找依据。正因为此 ,在《吕览》、《礼

之事 ,在很大程度上似当为战国、秦汉 时代学者在特

记》诸书中 出现周 初封建 传说中的 黄帝、帝尧之 后 ,

定的 历史背景下 附会而 成 ,不 可将其 视为可 信的周
初史料 ,盲目地加以利用。 为此 ,这里 有必要对周初

《史记· 周本纪》中更增入周初褒封 神农之后于焦之

封建传说中的神农、黄帝、帝尧之后史 事所发生的特

的历史背景为依托 ,经过战国、秦汉 时代的学者不断

定的历史背景及其衍生讹变过程分别加 以分析。

加以附会和增饰后讹变而成的。

三
三代时期 ,我国境内部落方国林立。 传说 “禹合

记载 ,并 非完全 向壁虚构 ,它正是 以西 周以来 特定

四
这 里 ,笔 者将周 初封建 传说中的 神农、黄帝、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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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之后史事的讹变过程略加分析。

本纪》均称武王封黄帝之后于祝 (铸 ) ,而《礼记 》则称

周初褒封神农之后于焦 ,最早见于《史记· 周本

封建黄帝之后于蓟 ,此足以说明 ,这 一古史传说在辗

纪》裴 马因《集解》引《汉书 · 地理 志》说 : “弘农 郡陕县

转传抄过程中因所依文献不同而 不断发生讹变。 以

有 焦 城 ,故焦 国也。”以后 郦道 元《水 经注》、王 先谦

上两 种说法 ,孰是 孰非 ,已无法 仔细考 究 ,笔 者在此

《汉书补注》等著作均宗此说。 甚至当 代历史学家金

亦只好两存其说 ,逐一加以剖析。

景芳先生也对以上记载持肯定态 度。 金先生进一步

周初褒封黄帝之后于祝 (铸 )的 传说似当发生于

解释说: “褒封”与“新封”不同 ,“褒封”表明前已有封

战国时代。周代祝国史迹见于《左传》、《国语》及周代

7。
地 ,今只是褒大之而已 1

青铜器铭文。 《左传· 襄公二十三年》载: “臧宣叔娶

然值 得注意 的 ,武 王褒封 神农之 后于焦 之事从

于祝”。无疑此祝当为存在于周代的一东方古国。传
铭曰: “铸公乍孟 妊车母媵

。”王国

未 见于 先秦 时期 的文 献及 西周 青铜 器铭 文 ,相 反 ,

世青铜器铸公

《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却称: “虞、虢、焦、滑、霍、杨、

维先生称: “孟妊盖铸公之女 ,故为之作媵器。然则铸

韩、魏皆姬姓 也。”杜 预在为 《左传》作注 时讲 道: “八

任姓之国也。”王先生进一步称: “《晋语》黄帝之子二

国皆晋所灭 ,焦在 陕县。”《括 地志》说: “故焦城 在陕

十五宗 ,其得姓者十四人 ,为十二 宗 ,任居其 一 ,其当

县东北百步 ,因焦水为名 ,周同姓所 封。”陈 般
木 先生进

9 王先生似 乎是确信有黄帝
为黄帝之后之祝 信矣。” 1

8 既 然如
一步 考证此 姬姓焦 国为康 王王子 的封国。1

其人的 ,因此他的论述自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然王

此 ,该焦国的受封年代绝不可能在武王之世 ,而当西

先生的说法也颇能给人启发。 战国 时代出现了黄帝

周早期偏晚的康王、昭王之际。

的传说 ,加之《左传》、《国语》等文献 载有任姓祝 (铸 )

同时 ,神农为传说中的姜姓氏族首领。《正义》引

国 史事 ,而 《国语 · 晋语》又称 任姓为 传说中 黄帝之

《帝王 世纪》说: “神农氏 ,姜姓也 ,母曰任 姒 ,有 虫乔氏

后的族姓 ,故战国学者杂揉战国时代的传闻 ,附会周

女 ,登为 少典妃 ,游华 阳 ,有神龙首 ,感 生炎帝。”《世

初封 建陈、杞、宋 等国史 事 ,遂 编造出 武王之 世褒封

本· 氏姓》也说: “姜姓 ,炎帝神农之后”。既然周代焦

黄帝之后于祝 (铸 )的故事。

国为 周同姓贵族 的康王 王子的 姬姓封国 ,其 自然必

周 初封 建黄 帝之 后于 蓟的 传 说似 亦当 有 其发

非传说中的神农之后的封国无 疑。 正因为如此 ,《周

生、讹变的历史线索。 《史记· 周本 纪》中有“封召公

本纪 》称武 王之世褒 封神农之 后于焦 的记载 便大可
值得怀疑了。

于燕”的 记载 ,《礼 记· 乐 记》则 称封 黄帝 之 后于
蓟。 这两条记载倒将晚出的学者 搞糊涂了。 早在唐

除此之外 ,嘉庆《重修一统志 》说: “焦城 ,在嘉祥

代 ,张守节《正义》就发现了以上记载的破 绽 ,称: “封

县南三十五里 ,青山之东 ,县志俗传周 武王封神农之

帝 尧 (按: 当以 《礼记 》封黄 帝之后 于蓟为 是 )之后于

后于焦 ,即此 ,今其地为焦城村云。”以 上说法虽出自

蓟 ,封召公

俗传 ,然并非毫无任何根据之虚构 ,其 或许当出自后

之爵 ,蓟、燕二 国俱武 王立 ,因燕山、蓟丘 为名 ,其地

人辑佚之《世本》。由此似可 推测 ,周代或许在今山东

足自立国。 蓟微燕盛 ,乃并居之 ,蓟名遂绝焉。”迄今

省嘉祥县境内确实另外存在一姜 姓焦国。 司马迁在

0 。然此种解
为止 ,仍有学者确信张守节《正义》之说 2

文献 不足徵的 情况下 ,结合 战国、秦汉以 来的传 说 ,

释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 ,仍有臆测之嫌。顾炎武正

遂附会出周初封建神农之后于焦 的故事。 秦汉以后

是看到了这一点 ,遂进一步发挥说: “先儒之 说 ,以蓟

的学 者又将周代 族姓、地望各 异的两 个焦国 混为一

与燕为一。… … 盖一 地不容封二国 ,故疑召公即黄帝

谈 ,致使这一本来就打着问号的说法更为破绽 百出。

后 ,不曰燕 而曰蓟 者 ,有南、北二燕 ,遂称 其国都 (蓟

到宋 代时 ,该种传说 已鲜为 人知 ,故郑樵 《通 志· 氏

1 顾氏之说 并不能完全令人信 服 ,却颇
城 )以明之。” 2

族略》即对焦国始封问题两存其说 ,模棱两可。 然通

能给人启发。 战国时代的文献中 确实有南、北二燕。

过以上分析 ,则此种疑问似可冰释。 总之 ,周初封建

南燕为 女吉姓国。 《左传· 宣公三年》: “郑文公有贱妾

神农之后于焦的故事是司马迁在综合 先秦时期姜姓

曰燕 女吉。”杜预注: “女吉 ,南燕姓”。 《汉书· 地理志》南

焦国 史事和战国、秦汉 以来有 关神农 氏的传 说的基

燕 下 ,师 古注: “南燕国 ,黄帝 后 ,女吉 姓。”战国 时代文

础上 ,加以附会和讹变后衍生而成的。

献《国语· 晋语》所列黄帝之后的姓氏中 ,女吉居其一 ,

于燕 ,观 其文稍似 重也。”“周封 以五等

文前所列三则材料均提及周初封 建黄帝之后的

时人 附会其为传 说中的 黄帝之 后的封 国 ,遂 致后世

传说。笔者认为 ,此传说亦当有其素地。《吕览》及《周

学者 以讹传讹 ,将 南、北 二燕国 混为一 谈 ,于 是杜撰

周书灿

李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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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武王之世褒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谬说。此说一出 ,竟

综上所述 ,战国、秦汉时代文献 中有关周初封建

将当代的一些学者也搞糊涂了 ;有人称: “南、北燕何

传说中的神农、黄帝、帝尧之后的记 载是在战国乃至

以同称燕而又不同姓? 且南 燕只见于春秋前期 ,北燕

秦汉时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经过战国、秦汉时代的

又只见于春秋后期 ,似前后相承接 ,好 像南燕余支北

学者不断加以附会和增饰后讹变 而成的。 这些传说

迁。”“燕本女吉姓之国 ,至春秋后期 ,因僻处北荒 ,故冒

自有西周以来若干可靠的历史素 材和可循的历史线

为周 之宗亲 ,以预中 原之盟 会 (召公是否 姬姓 ,亦甚

索 ,是 西周 以来 若干 历史 事件 的间 接的、综 合 的反

可疑 )。”2 可见 ,谬种流传 ,误人不浅。

映 ,然不能 将其作为可 靠的周 初史料 去主观 地剪裁

战国、秦汉 时期关 于周初 封建尧 之后的 说法不
一。 徵诸铸公

周初的历史实际。

铭知《礼记· 乐记》中 封帝尧之后于

根据前面的分析 ,似可得出以下结论:

祝的记载是错误的。 《史记· 周本纪》在转抄《吕览》

1.《吕览》、《礼 记》及《周本 纪》等文 献中有 关武

等文献时 ,又将“黎”地讹误为“蓟” ,遂 使该段史迹更

王封建先圣王之后的记载 ,颇多歧疑 ,尤其是有关封

加 混乱。 这里对所 出时代 较早的 《吕 氏春秋 · 慎大

建传说中的神农、黄帝、帝尧之后 的记载 ,同 《左传》、

篇》的记载简单加以分析。

《汉书》等文献中的“三恪”及“四代古宗”之记载相去

笔者认为 ,《吕 览》所载 帝尧之 后所 封之“黎”概

甚远 ,所以其远不足凭信 ;

即 《史记· 周本 纪》“明年 ,败耆 国”之 “耆 ” ,亦即 《尚

2.战 国、秦汉文献 中有关 周初封 建神农 之后于

书· 西伯戡黎》之“黎”。《尚书· 西伯戡黎》: “殷始咎

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的 传说也并非完全

周 ,周人乘黎”。 孔氏传曰: “黎 ,力兮反 ,国名 ,《尚书

向壁 虚构 ,在其背后则 反映了 周初统 治者为 巩固和

大传》作耆。”孔颖 达疏: “耆即黎 也。”张 守节《正 义》

扩大 政治、军事同 盟 ,对 夏、商 乃至更 远古的 一些旧

称: “ (耆 )即黎国也。 邹诞生云本 或作`黎’ 。 孔安国

的国族采取团结联合的政策这一 客观事实 ;

云 ,黎在上党东北。 《括地志》云: 故黎城 ,黎侯 国也 ,

3.战 国、秦汉时代 的文献 中有关 周初封 建传说

在潞州黎城县东北十八里。 《尚书》云 `西伯戡 黎’ 是

中先 圣王之后的 记载 ,系杂揉 西周以 来若干 旧的传

也。”然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称伊耆氏为传

说并由战国、秦汉时代的学者加以附会而成 ,所以我

说中的帝尧之后 ,伊耆氏省称即为耆氏。《吕览》概由

们在 运用这些记 载去解 释周初 的历史 实际时 ,应以

伊耆 氏的有关传 说而发 挥周初 史事 ,遂衍生 出武王

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作科学的分 析。

之世褒封帝尧之后于黎 (耆 )之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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