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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5 史记# 秦本纪6 说:/ 大廉玄孙曰孟戏、
中 衍, 鸟 身人言。帝太戊 闻而卜之 使御0 。历来注 家、
译家

往往 把/ 鸟身人言0 解释为:/ 中衍身体是鸟, 能说人话。
0 其实,/ 鸟身0 应属上读, 鸟身之/ 鸟0, 为名词用如动词,
中衍 鸟身, 即中衍刺飞鸟于其身, 亦即所谓/ 文身0 , 系 图腾之标 记。/ 人言0 应属 下读, 即 有人将中 衍的情况 言
之于帝太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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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戏仲衍是一人, 今以孟仲分字, 当是二人名也。
0

( 一)

清梁玉绳曰: / 5人表6 亦分作二人, 但-鸟身. 上似

5史记#秦本纪6说:
秦之先, 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

脱-中衍. 二字, 不然, 太戊妻之当何属? 而下文所

修织, 玄鸟陨卵, 女修吞之, 生子大业。大

梁玉绳的分析, 指出了两个问题: 一是说/ 鸟

业取少典之子, 曰女华。女华生大费, 与禹
平水土。已成, , ,帝舜曰: / 咨尔费, 赞禹

身人言0者是中衍; 二是说/ 鸟身之说似诞0。可惜
未做进一步的分析。

功, 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
0 乃妻之
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 佐舜调驯鸟兽, 鸟
兽多驯服。
女修吞玄鸟卵生大业, 与简狄吞玄鸟卵生契, 姜女原
践巨人迹生弃, 同出一源。是母系氏族社会人只
知其母, 不知其父的反映。女修的时代, 与简狄、
姜女原同时, 所以她是秦、
赵的始祖母。到父系社会
时, 他们的后代制造出这样的故事, 久而久之, 便
形成了传说。传说中虽有/ 史影0, 但并非信史, 其
不经之言, / 知道君子, 扫除而弗信可也。
0 ¹ 5 秦本

者, 又谁之元孙? 然鸟身之说似诞。
0»

且看各注家、译者对/ 鸟身人言0的注解与翻
译。
5史记正义6曰:
身体是鸟而能人言。又云口及手足似
鸟也。
台湾六十教授5白话史记6译为:
鸟身而能人语。
王利器主编5史记注译6:
注曰: 鸟身, 形状似鸟。
译曰: 中衍形状似鸟, 说人的话。
吴树平、
李零等5全注全译史记6:

纪6又说:

注曰: 鸟身人言, 5山海经#海内经6云:

大费生子 二人: 一曰大 廉, 实 为鸟俗
氏; 二曰若木, 实为费氏。其玄孙曰费昌,

盐长之国, 有人焉, 鸟首, 名曰鸟氏。

, ,费昌当夏桀之时, 去夏归商, 为汤御,
以败桀于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
中衍, 鸟

译曰: 大廉的玄孙孟戏、
中衍, 他们长
着鸟的身子, 却能说人话。

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 吉, 遂致使
º

御而妻之。
/ 大廉玄孙曰孟戏、
中衍0, 5史记索隐6曰: / 旧解以
*

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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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燕起5史记全译6:
译曰: 大廉的玄孙名叫孟戏、中衍, 中
衍身体像鸟能说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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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f a
narration in Historical Records#History of Qin
WANG M ing- x in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bei N ormal U niversit y S hijiazhuang, H ebei, 050091)

Abstract: In t he H istor ical Records#H istory of Qin ( H istorical Records, by Sima Qian, C. 145or c.
135- ? BC of t he West ern H an Dynast y) t here is a narration: Zhong Xian had a bird desig n t at tooed on his
body and somebody told Di T ai Wu about his t at too. For centuries, the annot at ors and t ranslators have misunderst ood t his narration and misint erpret ed it as/ Zhong Xian has a bird. s body but can speak human language. 0
Key words: t att oo; beak of a bi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