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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屈原思想的基本构成是相当复杂的 , 除了南方楚文化基因外, 它还深受北方文化尤其是稷下学思

想的影响, 屈原的重要作品5 天问6中就透露出了这样的信 息。以5 天问6为主 要考察对象, 从宇宙论、天命观以
及屈原对待/ 尊贤0 问题的态度等方面, 可见稷下学对屈原 思想形成所施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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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人屈原思想的研究, 历来都是楚辞学

问6也理应是地地道道的屈原作品。确定5天问6

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往人们在研究中更多地侧

为屈原的代表性作品, 这就为我 们进一步以5天

重于考察南方楚文化对屈原思想形成的决定性作

问6为媒介研究屈原思想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出发

用, 或研究屈原思想中到底存在哪些楚文化基因,
而对当时北方学术思想在屈原思想形成过程中所

点和立论依据; 第二, 从文学的角度看, 5天问6的
文学意味虽远比不上5离骚6, 但是蕴涵于5天问6

产生的影响, 由于研究意识从总体上讲还不十分

中丰富而驳杂的思想却是5离骚6以及屈原其他作

到位, 因此从笔者经眼的研究成果看, 总的来说还
远远算不上深入。实际上, 屈原思想的构成是相

品所无法比拟的。从5天问6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
屈原的政治思想、
历史观, 而且也可以看到屈原在

当复杂的, 他思想的形成也呈现出一个较为复杂

宇宙生成以及神话与传说等问题上非常明确的不

的过程。作为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整体, 屈原思

同于常人的新的思想倾向, 可以说5天问6是我们

想显然受到了来自多方面、
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启
发, 而我们认为其中当时的北方学术思想, 尤其是

今天研究屈原思想的一座宝库; 第三, 此前楚辞学
界已有前辈学者指出5天问6中稷下学对屈原思想

齐国稷下学对屈原思想的形成是起了重要的影响

的影响, 但总的来说语焉不详 ¹ 。虽然由于史缺

作用的, 这一点我们在屈原的重要作品5天问6中

有间, 战国时期关于屈原活动的有些东西已无从

可以清楚看到。
既然我们要由5天问6来讨论稷下学对屈原思

确考, 但从有些学者已透露和表达出的对此一问
题的看法, 我们大胆判断, 稷下学对屈原思想肯定

想的影响, 那么首先需要简要说明一下我们选择

是产生了影响的, 只是目前人们对稷下学影响屈

5天问6作为研究稷下学对屈原思想影响媒介的理
由。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 5天问6是屈原作品中相

原的事实还仅限于一般性提及, 而并未进行深入
的讨论, 更没有指出所谓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

当可信的一篇, 5史记#屈原贾生列传6载: / 太史公

面。实际上, 这一研究现状恰恰为我们留下了进

曰: 余读5 离骚6、
5 天问6、5 招魂6、5 哀郢6, 悲其

一步探讨的空间。

志。
0司马迁历数屈 原作品时在说到妇孺皆知的
5离骚6后随即就提到了5天问6, 5离骚6 作为屈原

下面我们尝试着以5天问6为具体解读对象,
从以下几方面尽可能深入地考察稷下学对屈原思

的代表性作品毫无疑问, 可见和5离骚6 一样, 5天

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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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从结构问题的方式看, 5天问6是接受了
稷下学影响的。众所周知, 稷下学是一个非常宽

,,故错人而思天, 则失万物之情0。很显然, 荀
子差不多完全是按照/ 列星、日月、
四时、
阴阳、
风

泛的称谓, 它包括的时间断限虽然很长, 牵涉的人

雨0( 天) ) / 万物0( 地) ) / 人0的顺序来构筑他的

物也很多, 但现存稷下学的代表性作品主要有5管
子6一书。5管子6 所反映的思想正是当时稷下学

文章骨架的。另外, 5 管子6书里除了以/ 问0名篇
的5主问6 之外, 还有5问6、5小问6、
5 桓公问6 等,

士的思想, 这一点目前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º, 所

5荀子6书中也有5尧问6一篇, 可见当时稷下学宫

以我们在问题讨论中以5管子6的材料为依据当是

中确实流行着一种以 问答方式来讨 论问题的风

可靠、可信的。5管子#九守#主问6中列举了一个
/ 疑问0的简要提纲, 云: / 一曰天之, 二曰地之, 三

气, 而屈原也正是受此启发而创作出了5天问6。
其次, 在宇宙论问题上, 屈原也深受稷下学说

曰人之, 四曰上下左右前后, 荧惑之处安在?0我们

思想的影响。一般说来, 楚文化重巫, 因此神秘的

猜测, 这很可能是稷下学士们讨论问题所遵循的
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要求先言天, 包括天地开辟、

气息较浓, 在宇宙论问题上, 则难见态度鲜明的建
树。而屈原在5天问6中不但表现出了自己的宇宙

天上日月星 辰等; 次言地, 包括博物和地理传说

观, 而且其宇宙思想中还体现出一种朴素的唯物

等; 再次言人, 涉及人物故事、历史传说等; 最后言

主义倾向。比如5天问6 一开头就提出了/ 遂古之

及上下左右前后, 即自己所处时代环境中的诸问
题。对照5主问6的提问和言说方式, 我们再来看

初, 谁传道之? 上下未行, 何由考之0这一宇宙基
本问题, 意思是说, 上古开始时那么多传说, 是谁

5天问6中所提问题的顺序和提问方式: 11 天地开

把它们传下来的? 既然天地尚未形成, 又凭什么

辟传说; 21 天上传说; 31 日月星辰传说; 41 洪水
传说; 51 地理传说; 61 异物传说; 7. 射日传说; 8.

知道它尚未形成? 在屈原看来, 洪荒时代人还没
有出 现, 那洪荒时代的事情 怎么会有人知道呢?

夏代历 史; 9. 商 代 历 史; 10. 周 代 历史 ( 兼及 楚

天地尚未形成, 人不可能存在, 那么人又是怎么知

事)

»

。其中 1、
2、3 条所言对象为/ 天0, 4、5、6 条

道天地尚未形成时的状态呢? 这种看似无理和无

所言对象为/ 地0, 7、8、
9 条所言对象为/ 人0, 兼及
上下左右前后之事。这似乎完全是按照5管子#九

绪的提问, 其中分明隐含了屈原对自身所处时代
那些关于宇宙生成、天地开辟神话传说的怀疑和

守#主问6中/ 疑问0的提纲来进行创作的。人们也

否定。对于屈原来说, 自然万物原本就是那种自

许会说, 5管子#九守#主问6中的这个提纲极有可

然自在的状态, 它有自身形成和演化的规律, 并不

能是当时人们普遍遵守的一种提问规则、
提问程
式, 并不能因此说明屈原创作5天问6 就是受到了

是由什么人或哪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这一思想和
稷下先生季真、
接予的思想非常接近。季真、
接予

稷下学的影响。我们认为, 即使这是一种当时普

的著述虽早已亡佚, 但散遗在其他典籍中的零星

遍流行的/ 疑问0程式, 那么这个程式化的提纲也
集中运用于北方尤其是稷下学宫中。如果考察一

记载仍然可以帮助我 们还原他们思 想的大致状
况。5庄子#则阳6载: / 少知曰: 四方之内, 六合之

下近年楚地出土的简牍和帛书, 我们发现几乎没

里, 万物之所生恶起? , ,季真之-莫为. , 接予之

有一种文献是按照5管子#九守#主问6中的这种提

-或使. , 二家之议, 孰正于其情, 孰偏于其理?0这

纲程式来写作的, 而在当时的稷下学宫中用这种
提纲程式进行写作的学者却大有人在, 比如像我

里提出并企图回答的正是宇宙万物起源问题。在
这一问题上, 季真 主张/ 莫为0, 即万 物是自然而

们熟知的荀子, 此公在稷下学宫中曾/ 三为祭酒0、

然、
自然如此的, 并没有什么力量使它成为人们现

/ 最为老师0, 可见其学术地位、学术威望之高, 其
稷下学代表的资格也是 不证自明的, 而他在5天

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而接予主张/ 或使0, 即肯定有
一种力量使万物成为它现在的这种样子。尽管稷

论6一文的讨论中所采用的正是这一程式化提纲,

下两先生的观点相反, 但却也同时表现出在宇宙

所谓/ 列星随旋, 日月递照, 四时代御, 阴阳大化,

起源问题上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倾向, 这和

风雨 博施, 万物各得其和以 生, 各得其养以成0,
/ 大天而思之, 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 孰

屈原在5天问6 中表现 的思想是相当一 致的。另
外, 据5史记#田敬仲完世家6载: / 宣王喜文学游说

与制天命而用之? 望时而待之, 孰与应时而使之?

之士, 自如邹衍、
淳于髡、田骈、
接予、
慎到、
环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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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 为上大夫, 不治而议论。
0而
5庄子#则阳6也记载说: / 季真、
接予, 并齐之贤人,

一头又是系在哪儿呢? 既然地有东西承载着它,
那么这个承载地的东 西又是靠什么 承载着自己

俱游稷下。
0可见季真、
接予均于齐宣王时在齐, 这

呢? 可见如此解释天 地的存在是很 难自圆其说

个时间显然早于怀王晚期活跃于楚国政坛的屈原
( 怀王 元年 为 齐宣 王 十五 年, 见 5史 记# 六国 年

的, 而屈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对此产生了怀
疑, 而且还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不得自圆其说

表6) ¼ 。这样看来, 从时间先后来讲, 季真、接予

的关键, 并通过对流行的错误解释的怀疑和否定

思想的产生和成熟应早于屈原, 屈原朴素唯物主

而准确表达自己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 ) ) ) 天不用

义的宇宙生成思想极有可能是接受了季真、
接予
思想影响的结果。

绳子悬挂, 地也不用东西承载, 自然如此, 这就是
宇宙规律本身。

再比如, 5天问6中有/ 冯翼惟象, 何以识之0两

第三, 对稷下学/ 日德月刑0 说的怀疑也可看

句诗, 其中所谓/ 冯翼0, 5广雅#释训6以为/ 冯冯翼
翼, 元气也0。如果说这个训释大体不错的话, 那

出屈原受稷下学思想的影响。5天问6有言: / 夜光
何德, 死又何育?0/ 夜光0即月亮, 意思是说, 月亮

么可见屈原当时在宇宙生成问题上是肯定接触到

有什么崇高的德行, 为什么它死了又重获得新生?

了/ 元气说0的, 而屈原显然对此表示了怀疑, 即既

我们如果不了解当时稷下学有/ 日德月刑0之说,

然气是无形的, 那么又/ 何以识之0呢? 而当时的
稷下学中也确实存在不少有关/ 气论0的思想, 如

我们便不会明白屈原为什么会有此问。5管子#四
时6载: / 日掌阳, 月掌阴, 星掌和。阳为德, 阴为

5管子#内业6载: / 精也者, 气之精者也。
0这就是立

刑, 和为事0, 此即/ 日为德, 月为刑0, 也就是说太

足于人的内心修养的/ 精气论0, 它认为人应时刻
保持一种充盈的状态, 就像体内有气体充斥一样。

阳天天出入常新而不老, 这是天施德泽的标志; 而
月亮方圆即缺, 这是天用刑罚的标志。屈原的问

仅这一点还不能算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宇宙生成

题是, 月亮既然已经被天/ 刑0死了, 这死/ 月0又是

思想, 而5管子#枢言6篇又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

靠什么/ 德0重新获得新生的呢? 他抓住/ 日德月

的发展, 说: / 凡万物, 阴阳两生而参( 三) 视。
0/ 有
气则生, 无气则死, 生者以其气。
0这里已经明确地

刑0说的自相矛盾之处, 从而提出既是问别人也是
问自己的问题。由此既可见出屈原洞察问题的细

指出世界万物是由阴阳两种不同性质的气互相作

微和深刻, 同时也说明稷下学中的/ 日德月刑0说

用而产生的。我们认为, 屈原很可能就是针对这

肯定是影响到了屈原, 并且被屈原所了解, 所以屈

一/ 气论0思想而产生并提出自己的疑问的, 否则,
他对/ 气论0所提出疑问的前提就难以得到合理的

原才会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第四, 在对待/ 天命0问题的态度上, 可以考见

解释。

屈原也是针对稷下学士的/ 天命0 思想, 或怀疑或

再比如, 5天问6中有/ 天维焉加, 旋维焉系0两
句, 意思是说天旋转的枢纽与悬挂它的绳索拴在

吸收而表现出了一种扬弃精神的。5管子#形势6
载: / 天之所助, 虽小必大; 天之所 违, 虽成 必败。

何处? 天边又安放在哪儿? 这应该是针对5管子#

顺天者有其功, 逆天者怀其凶, 不可复振也。
0这里

白心6中/ 天或维之, 地或载之。天莫之维, 则天以

的/ 天0明显地具有人格神意味, 因为/ 天0是决定

坠矣; 地莫之载, 则地以沉矣0而提出的。5管子6
中的这一思想认为, 天是系在绳子上、
由绳子悬挂

人事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 天命0 是不可违背
的。然而屈原并不相信/ 天命0, 他在5天问6中曾

起来的, 地是有东西在下面承载着 的, 正因为如

大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认为/ 天命反侧, 何罚何

此, 所以天才不会掉下来, 地不会沉下去。这种对
天地的认识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很荒唐的, 但在两

佑0? 天高高在上, 昏昧无知、反复无常, 人虽渺小
却与天无关, 怎么能以天的喜好为根据来对人进

千多年前屈原生活的时代则是许多学者对天何以

行责罚和赏赐呢? 在这里, 屈 原明显地是把/ 天

不坠、地何以不沉的一种最佳也是最容易被人理

命0与人事区分开来, 肯定人事成败的关键在/ 人0

解和接 受的解释。屈 原则以一种对 真理深入探
究、
无限追问的精神指出了这种解释的荒谬所在。

而不在/ 天0, 从而突出强调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
中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仅就这一点而言, 其

他认为, 既然天是用绳子悬挂着的, 那么绳子的另

和荀子/ 制天命而用之0的观点在本质上是非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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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 而荀子在稷下学宫中绝对是一位超重量级
人物。由此可见, 屈原在看待/ 天命0问题方面, 也

定说屈原正是由于受了稷下学/ 尊贤授德0思想的
影响, 才在创作5天问6 时表现出 强烈的/ 尊贤尚

是在对稷下学/ 天命0思想扬弃的基础上, 以问代

能0思想倾向的, 但是我们把5天问6中的/ 尊贤尚

答表露出了自己重人事甚于重天命的思想倾向。
第五, 在/ 尊贤0问题上, 屈原和稷下先生也有

能0思想与5管子6记载的稷下学士的/ 尊贤授德0
相联系, 并认为屈原与稷下学士在此一问题上有

共同的主张。5天问6在述及/ 汤逢伊尹0、
/ 该秉季

可能存在渊源关系, 怕不会被视之为无中生有吧。

德0、
/ 恒秉季德0 时向我们表露了他 赞成和主张

综上所述, 通过5天问6我们可以看到屈原的

/ 尊贤尚能0思想的心迹。对于这一点, 5管子6中
有非常明确的表述, 仅5幼官6篇就多次说到/ 尊贤

思想明显受到了稷下学思想的影响, 稷下百花齐
放、
百家争鸣, 思想的剧烈碰撞和融合给了屈原一

授德则帝0、
/ 论贤人, 用有能, 而民可使治0之类的

个丰富、
深化自己思想的绝佳时机, 可以说如果没

话。可以看出, 5管子6的作者, 也就是稷下学宫的
诸位先生们是明确主张/ 尊贤授德0的, 这样的思

有稷下思想的影响, 我们所看到的屈原思想肯定
不会有今天看到的这样丰富, 甚至也许根本上就

想同屈原的思想极其相近。我们认为, 虽不能一

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注
¹

释:
如张德育先生 在5关 于3天 问4 诗句 次序 与作者 问题6 中 说:

也认为: / 5天问6 为屈原在怀王时出使齐 国, 收集稷下学士 所

/ 不难看出他的文化思想, 既保存着 楚国文 化思想 的某些 特

提出的复杂问题, 构成一篇 希世的作 品。
0/ 本 篇( 指5天问6 )

点, 又受到当时各家学术思想的某些影 响。
0 而屈原所处的 时

还是怀王时代屈原出使齐 国时与稷 下学士 共同提 出的一 些

代, 各家学术思想争鸣的中心正是齐国 的稷下学宫。张说 见

问题, 因屈原数次使齐, 或曾参与过讨论, 最后几节所言楚 事

5北方论丛6 第三辑, 第 105 - 106 页。冯友 兰先生 说: / 屈 原

可能是屈原所提出的。
0 这里 直接将5天问6 的内容 归结于 稷

两次出使到齐国。当时在齐国的稷下学 宫正在兴盛的时 候,

下学讨论的 范围。谭 说 见5屈 赋新 编6 , 中 华书 局, 1978 年

关于自然和社会问题的讨 论很活 跃。屈原 在齐国 必然受 到

版, 上册, 第 5 页; 下册, 第 405 页。

这些讨论的影响。
0 冯先生不 仅从5天 问6 看 出了稷 下学对 屈

º 采刘尧民5关于3天问46 所分 层次, 见5思想 战线6 , 1980 年 第

原的影响, 而且断定这种影 响是/ 必 然0 的。 冯说见5中国 哲

4 期, 第 67- 71 页。

学史新编6 , 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版, 第 546 页。 谭介甫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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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enly Questions: the influence of Jixia
academic circles upon Qu Yuan. s ideology
WANG Chang- hua, YI Wei hua
(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 it erature, Hebei Normal U niversity, Shijiazhuang, H ebei 050091, China)

Abstract: Qu Yuan. s ideolog ical framew ork is quit e sophisticated. Besides the elements of Chu. s cul
t ure in the sout h of China, t he forming of his ideology is also inf luenced by the Chu. s culture in the north
of China, in part icular by Jix ia academic circles. Heavenly Quest ions, an im port ant work by Qu, is a good
demonst rat ion of t he case. T his essay, by illust rat ions from H eavenly Questions , discusses the inf luence by
Jix ia on Qu. s ideolog y in the aspects of his philosophy, mandate of heaven and at t it ude t owards the social
w orthies.
Key words: H eavenly Questi ons; Jixia academic circles; Qu Yuan. s ide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