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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年》“故志”说
——清华简《系年》性质及撰作背景刍议

陈民镇
（烟台大学 中国学术研究所，山东 烟台 264005）

————————————————————————————————————————————
摘

要：新近发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 2 辑内容为《系年》
，系一篇完整的先秦史书。综观全篇，似乎很难说

是编年体，而是前所未见的一类先秦史籍。
《系年》以记事为主，作者有意将历史上的治乱兴衰结合现实，有以史为鉴
的意味。《系年》作者的视野不局限于楚国，目前来说它还不能被肯定为楚人作品。通过对《系年》虚词的初步分析，
尤其是连词“及”的用法，可以看出其用词风格不同于一般的楚地文献，而且《系年》的素材来源当是复杂的。鉴于
《系年》这一体例独特的佚籍与失传的“志”类文献存在诸多吻合，认为它很可能正是“志”类文献至少是类似于“志”
的文献，可能还具有教材的品格。《系年》的体例与“志”最为接近，将其归入“故志”的大范畴是适宜的。《楚居》
可视作一部“邦国之志”，而记载列国史事的《系年》则有“四方之志”的性质。《系年》虽非《春秋》类的编年体史
书，但其写作的时代背景，与“诗亡然后《春秋》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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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发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 2 辑系一篇完整的先秦史书，整理者拟题作“系年”。全篇分为 23
章，记录了周初至战国诸多史事，部分内容可与《左传》、《国语》、《竹书纪年》等史籍相对读，不少记述可补
传世文献之不逮。早在《初识清华简》一文中，李学勤先生便指出清华简中有一项重要内容，
“是一种编年体的
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
《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1]在《系
年》正式发布时，李先生强调这是一部周代的断代史。[2]从《系年》全篇看来，似乎很难说是通常意义上的编
年体史书，关于其性质，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①笔者不揣固陋，试就《系年》之性质及撰作背景略陈刍荛之
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
《系年》编年体说献疑
整理者在最初介绍这篇史书时称其为“编年体的史书”，在正式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贰）中指出：
“因篇中多有纪年，文字体例与若干内容又近似西晋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故拟题为《系年》。
”
（第 135 页）
不过综观全篇，似乎很难说是编年体。编年体史书的最大特点是以天时纪人事，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
《系
年》并不像鲁国史书《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前 722 年）记录到鲁哀公十四年（前 481 年），即以鲁国君王编
次标年；也不似业已亡佚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一般认为周平王东迁后的内容以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的内
① 在完成本文的写作之后，笔者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249 期发表《清华简<系年>或有助填补周代研究空白》（2011 年 12 月 22 日）一文，引述了
多位著名学者对《系年》性质的看法：“宋镇豪认为，《系年》是楚国史官所作具有纪年大事意义的史书。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认为，中国上古时期
主要有两种纪年形式的史书，一种是单国的历史编年；一种是多个国家综合、比较的编年体，《系年》属于后者。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认为，
《系年》可能是一部相关史料的摘抄本，可能是楚国史官从周王室史官或从其他有纪年记录的史官记录中将有关楚国或者楚、晋关系的材料整理、编纂而
成的，并非独立成篇的古书。”目前关于《系年》性质的看法，尚无定论。本文是从史学史的角度审视《系年》的性质与文类，在与俞志慧老师讨论的过程
中，得知俞老师倾向于从功能的角度看待《系年》的性质，不失为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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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用魏国纪年。
《系年》虽然在整体上以时间发展为轴，但并没有统一的标年，只是在必要的时候随文注出一个
时间座标，且这个时间座标基本是以所叙某国出发的。为更清晰地了解《系年》的纪年形式，笔者以简表示列
如次（表 1）
：
表 1 《系年》纪年简表

章次

开篇是否有
纪年

1

无

2

无

3

无

4

无

5

无

6

无

7

有

王侯纪年
（共伯和立）十又四年；

章次

开篇是否有

王侯纪年

纪年

13

缺①

14

有

晋景公立八年

15

无

（楚）庄王立十又五年

16

有

楚共王立七年

17

有

（晋惠公）立六年

18

有

晋文公立四年

19

有

（宣王）立卅又九年
（携惠王）立廿又一年；
周亡王九年；
（平王）三年

周惠王立十又七年

晋庄平公即位元年；平
公立五年
晋庄平公立十又二年，
楚康王立十又四年
楚灵王立；献惠王立十
又一年
晋景公立十又五年；

8

有

晋文公立七年

20

有

（晋）悼公立十又一年；
晋敬公立十又一年

9

无

21

有

楚简大王立七年

10

无

（晋）灵公高立六年

22

有

楚声桓王即位，元年

11

有

楚穆王立八年

23

有

楚声桓王立四年

12

有

楚庄王立十又四年

通过对《系年》的分析可得出下几点认识：
（1）23 章中，有 13 章开篇有王侯纪年，另有 10 章开篇并无王侯纪年；
（2）前面的篇章多开篇无王侯纪年，后面部分开篇多有王侯纪年；
（3）列于篇首的王侯纪年，有 6 次以晋国纪年，有 8 次以楚国纪年，其中第 18 章开篇作“晋庄平公立十
又二年，楚康王立十又四年”，同时以楚、晋标年（所记涉及晋、楚二国）；
（4）以楚国纪年开篇的章节所叙基本与楚国有关，以晋国纪年开篇的文字所叙基本与晋国有关，不过也有
例外，第 22 章以“楚声桓王即位，元年”起首，但与楚国并无直接关联；
（5）除了篇首数章所涉纪年与周王有关，其他均以晋、楚两大国为纪年标准；
（6）除了上表所列的“×王×年”的绝对纪年形式，《系年》尚有其他各种相对标年方式，如第三章所见
[3]277

“周武王既克殷”与大事纪年法有关，

②

清华简《金縢》开篇云“既克商三年”
，与此相类；再如明岁、 年、

一年、二年等，均为相对的纪时方式；此外，篇中恒见“×王即世，×王即位”的叙述，同样表示时间座标，
同时点明世系。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知，
《系年》只有强半的篇幅起首有王侯纪年，这与通常每事系年的编年体史书是不同
的；前面章节多开篇无纪年，而后面篇章开篇多有纪年，主要是史事更趋纷杂之故，作者提供了若干绝对的及
① 此处缺文，或有楚庄王纪年，审慎起见，本文暂不纳入考虑范围。
② 整理者读作“荐年”，另孟蓬生先生读作“翊（翌）年”，参见孟蓬生：
《清华简<系年>初札（二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740，2011 年 12 月 21 日。邬可晶先生亦读作“翌年”，参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读书会：
《<清华（贰）>讨论记录》，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746，2011 年 12 月 23 日。总之，
“ 年”表示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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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的时间座标；即便是后面章节所出现的王侯纪年，并不像通常的编年体史书那样纯以某国纪年，而基本是
依据所叙史事情况提供当事国的纪年，如叙及楚国以楚国纪年，叙及晋国以晋国纪年，以相关纪时座标启其端
绪，由此引出相关史事；除了绝对纪时座标，其他的相对座标基本也是为叙事服务。总之，
《系年》并不像通常
的编年体史书那样有固定的时间线索，从体例上看，与编年体史书是有距离的。
不宁唯是，
《系年》在述史的过程中甚至会突破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序这一基本特征。如第 3 章，重新回溯
到周武王克殷之后，从而引出秦人先公史事，再如第 4 章，又回溯到周成王、周公迁殷民于洛邑。这种叙述顺
序交错的现象在《系年》中多有表现，这里举《系年》第 15 章与第 20 章为例。第 15 章从楚国角度讲述申公巫
臣通吴始末的，该章由陈公子征舒事件开始叙述，引出申公巫臣通吴，继而浓墨重彩叙写了吴国入郢始末，申
公巫臣在 15 章中起到主轴的作用；而第 20 章也叙及相关事件，不过以晋国为主轴，主要叙述的是晋国与吴国、
越国的关系——前半部分写晋国与吴国通好，后半部分叙及晋国与越国亲善。15 章与 20 章，一从楚国出发，
一从晋国出发，值得玩味。总体而言，
《系年》各章所叙基本以事件为中心，记述列国的源起及发展，综括历史
大势及诸侯代兴。在事件叙述上也并非流水账式的记录，而是匠心独运的谋篇。它虽然在总体上看是按时间顺
序的，但绝不严格按照时间先后叙述，其主轴还是历史大事件。
考虑到以上情况，笔者认为《系年》很难说是编年体史书。从这个层面上讲，将这篇先秦史书拟题作《系
年》恐怕是名不副实的。
那么，《系年》的体例究竟为何呢？笔者试就《系年》与目前所见先秦史籍作一番简要的比较。
李学勤先生在介绍《系年》时强调，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史书体裁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都很像《竹书
纪年》”。[1]按《竹书纪年》于西晋年间出土于汲郡古冢，①属古魏地，系魏国史册。一般认为，其体例为编年体
史书，叙夏代（或谓五帝时代）至战国史事，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以魏国纪年，至“今王（魏
襄王）”二十年乃止。
《晋书·束皙列传》云：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
书数十车。其《纪年》13 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 20 年。
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可参看。古本《竹书纪年》已佚，今有辑佚本。今本《竹书纪年》
经过后人考证，难以据信。②李学勤先生在《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一文中举出周平王及“共和”史迹
为例说明《系年》与《竹书纪年》的相似，[4]在《从<系年>看<纪年>》一文中李先生作了进一步讨论，并指出：
“《纪年》
、
《系年》叙事体例也彼此相似，有些像所谓‘纪事本末’，而不是如《春秋》那样逐年胪列。今本《纪
年》则把古本这一段割裂，分列于幽王五年、八年、十一年和平王二十一年，显然是不对的。
”[5]就《系年》而
言，确类似“纪事本末”。李先生在《由清华简<系年>论<纪年>的体例》中指出：
“古本《纪年》
（至少是一部分）
恐怕不是像《春秋》那样分年排列，其体例很可能更与《系年》有接近之处。”[6]《系年》与《竹书纪年》成书
时代相近，内容也有相互参证之处。从时间范围看，
《系年》所载史事基本限于东周，较《竹书纪年》狭隘。由
于材料阙如，
《竹书纪年》的原本面目已不获见，暂无充分证据说明它与《系年》属同一类文献。
次看《尚书》
。《尚书》的内容，《尚书序》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孔颖达《尧典》正义则析作典、
谟、训、诰、誓、命、征、贡、歌、范。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
“《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
“书”主要
记载政事。这类文献的内容主要是君臣之“言”
，而非“事”
。《汉书·艺文志》所谓“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
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
，言为《尚书》”，即认为“书”记录的主要是“言”，与《春秋》
类文献有所区分。
“书”类文献包括《尚书》以及《逸周书》中的一些篇章。清华简中便发现许多“书”类文献，
既有见诸《今文尚书》的《金縢》，也有见诸《逸周书》的《程寤》、《祭公之顾命》、《皇门》，还有不见传世文
献的《尹至》、《尹诰》、《保训》、《耆夜》等。虽然清华简中“书”类文献与《系年》并出，但并不能说明二者
在体例上有何关联。事实上，除了二者的性质均为史书之外，在体例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书”类文献侧重记
言，《系年》则主要记事。二者在存续时段、功能上均存在区别，兹不赘论。
再如《国语》
。
《国语》系“语”类文献，按国别编次。
《国语》之中，有重在记言的《周语》、
《鲁语》、
《郑
① 汲冢竹书的出土年代未有定谳，约略有咸宁五年、太康元年、太康二年、太康八年诸说。出土地在今河南汲县西南。古墓主人亦有歧说，或谓魏襄王墓，
或谓魏安厘王墓，或谓魏国贵族墓。参见陈梦家：《汲冢竹书考》，《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173－189 页。
② 今人则多有为今本《竹书纪年》翻案者。参见夏含夷：
《也谈武王的卒年——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
《文史》第二十九辑，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吴晋生、吴薇薇：
《<竹书纪年>非伪书辨》，《文史哲》1996 年第 2 期；杨朝明：《<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书说》，《齐鲁学刊》1997 年第 6 期；张富祥：《今
本〈竹书纪年〉纂辑考》，《文史哲》2007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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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齐语》
、
《楚语》，有重在叙事的《吴语》、
《越语》，也有既记言亦叙事的《晋语》。[7]《系年》不同于《国
语》，尽管史事有互相参验者，但《系年》既非按国别编次，且记言比重甚小。
至于《春秋》及《左传》，在所载史事上与《系年》存在诸多可以对读的地方，且均以记事为主。但前文已
述，《系年》很难说是编年体，与《春秋》经传并不能等量齐观。①此外，陈伟先生指出鉴于国别相同、年代相
近或相当、记述时限相合，《系年》或与《铎氏微》有关。[8]《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是以孔子明王道，
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
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
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
王不能尽观《春秋》
，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
。
”另《汉书·艺文志》春秋家中有《铎氏微》三篇。②然
《铎氏微》与《系年》章数不合，二者或许相近，却难坐实。
可以说，
《系年》是前所未见的一类先秦史书。鉴于其特殊的体例以及独特的史料价值，有必要作一番审慎
的查考。

二、
《系年》与“故志”
《系年》的文字风格系楚文字殆无疑义，清华简这批出土文献也基本可以认定与楚国有关。但是否可以断
定《系年》便是楚人著作呢？李学勤先生认为不能依据《系年》的文字风格推论其系楚人著作：
篇中讲到几个重要诸侯国的兴起，如秦、卫、郑、晋等，至于楚国，却自楚文王始见。在全篇 23 章里，
提到楚的固然较多，不过这也可能是楚国强盛，在当时历史舞台上多有作为的缘故。值得注意的是，篇中
不为楚人掩丑，有时措词颇为严厉，如说“楚师人败，……楚人尽弃其

（帱）幕车兵，豕逸而还”，作

者在这里是站在哪方立场，需要研究。应该说，作者即使确是楚人，他的眼光则是全国的，没有受到狭隘
的局限。[4]
诚然，简单据文字风格推论《系年》系楚人著作并不可取，正如不能说清华简中的《尚书》类篇章以楚文
字书写便是楚人著作。不过此后整理者（包括李先生）所撰论文，基本将《系年》直接视作楚人作品了。
在《系年》中，最为耀眼的莫过于晋、楚两大国。童书业先生强调晋、楚两国的历史是一部《春秋》的中
[9]213

坚，

《左传》记晋事 217 则，楚事 171 则，为最多者，[10]280《系年》亦大率如此。③前文已述，《系年》中

列于篇首的王侯纪年，有 6 次以晋国纪年，有 8 次以楚国纪年。尤其是第 18 章开篇作“晋庄平公立十又二年，
楚康王立十又四年”，同时以楚、晋标年，文中又同时列举晋、楚君位兴替：“晋庄平公即世，昭公、顷公皆早
世，简公即位。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颇可玩味。
《系年》中的纪年基本与当事国有关，但第 22 章内容与楚
国无直接关系，却以“楚声桓王即位，元年”起首，如果《系年》作者与楚国无关，又是难以解释的。在第 2
章中，虽然叙述西周末年史事，但作者特地在章末点出“楚文王以启于汉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系年》固
然不讳楚国的丑事，可与之相较的是，清华简《楚居》简 4、5 云：“至熊绎与屈紃，使鄀嗌卜徙于夷屯，为便
室。室既成，无以纳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惧其主，夜而纳尸，至今曰

，

必夜。”叙说楚人祖先盗牛祭

祀之事。
《楚居》与《系年》一样，秉笔直书楚国的一些丑事，如诸例“起祸”。
《系年》中楚国的比重无疑很大，
其写作年代与追溯楚人居地、世系的清华简《楚居》相当，[4]其作为楚国著作还是有相当可能的。④
目前来说，断言《系年》纯是楚人所作为时尚早。虚词能传达文献写作年代及地域的相关信息，
《系年》的
虚词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现象，如频繁使用连词“焉”，而出土战国文献中“焉”的连词用法并不多见。笔者对《系
① 赵光贤先生认为《左传》原非编年体，参见氏著《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79 页。姚曼波先生认为，《左传》的记事部分，就
是孔子所作的“春秋”，它“重行事”
，不分章，近乎纪事本末，参见氏著《<春秋>考论》，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7 页。
② 裘锡圭先生指出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帛书《春秋事语》很可能是《铎氏微》一类的书，参见唐兰、裘锡圭等：
《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
《文物》1974
年第 9 期。李学勤先生认为“帛书的内容是从《左传》简化而来”、
“帛书记事的上下限与《左传》一致”，参见氏著《〈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
《简
帛佚籍与学术史》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68－269 页。冯时先生认为上博简《郑子家丧》或与《铎氏微》有关，且强调所谓《系年》与《铎氏
微》当属同类形式的史书，参见氏著《<郑子家丧>与<铎氏微>》
，《考古》2012 年第 2 期。
《系年》与《春秋事语》、《郑子家丧》均有所不同，与以“明德”
为体用特征的“语”类文献亦有区别。
③ 《晋书·束皙列传》则记载汲冢发现“《国语》三篇，言楚、晋事”。
④ 《系年》二十一章言及“楚柬大王”，即楚简王，已见于清华简《楚居》。整理者谓简大王之前冠以“楚”
，似非楚人自记其事的口气，参见清华大学出
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贰）
，中西书局 2011 年版，第 189 页。刘国忠先生先生指出周与楚王号每相同，冠以“楚”
、
“周”有区别的意义，参见氏著《试析清华简<金縢>篇名中的称谓问题》，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
究与保护中心，2011 年 6 月，第 103－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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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虚词作了初步分析，兹以连词“与”和“及”为例略作讨论。《系年》中的“与”，除了 1 例用作动词，
27 例用作介词，剩下的 13 例均为连词。《系年》中的“及”凡 12 见，用作介词仅见一例，用作连词的“及”
有 11 例，均是连接名词语。据《出土战国文献虚词研究》统计，战国简牍中的连词“及”，楚简出现 6 次，秦
简出现 313 次。[11]275 可见连词“及”的地域指向性极为明显——它主要出现于秦简。与此相应的是，作为连词
的“与”，楚简习见，秦简鲜见。日本学者大西克也先生敏锐地发现这一现象，并指出“并列连词秦简用‘及’
楚简用‘与’
，应是两地方言的反映，不可能是时间、文章体裁、个人嗜好等其他因素所导致的”。[12]135 此外，
周守晋等先生也作过讨论。[13]162-163 在作更精密的分析之前，我们尚难以就《系年》虚词特点作更明确的论断。
但楚简罕见的连词“及”在《系年》中竟然出现 11 次，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要知道，《出土战国文献虚词研
究》所统计的全部楚简资料连词“及”才出现 6 次。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系年》并列连词“与”出现 13 次，
并列连词“及”出现 11 次，比例为 13：11。在《左传》中，并列连词“与”出现 187 次，并列连词“及”出
现 105 次，[11]652 比例与《系年》相近。
《左传》与《系年》一样，连词“及”比重较大，这与鲁地文献不同，
更与楚系文献不同（《老子》、
《庄子》不见并列连词“及”的用法）。虽然秦简多用连词“及”，但我们很难说《系
年》与秦人有关。
《系年》虚词的特点为我们审视《系年》的成篇年代及地域提供了重要线索，至少《系年》的
用词风格不同于一般的楚地文献，而且《系年》的素材来源当是复杂的，从各章虚词表现出不同特点也可以略
窥一二。
《系年》虚词所表现出的特点，可能与作者地域有关，可能与素材地域有关，也有可能与文类有关。
《系
年》与《左传》不但史事可相参证，在虚词特点上也存在可比性，容另文详论。①
《系年》作者除了拥有广阔的视野，在记述中还常常闪现其独特史识。如第六章的“秦晋焉始会好，戮力
同心”、第八章的“秦焉始与晋执乱，与楚为好”、第 18 章的“至今齐人以不服于晋，晋公以弱”、第 20 章的“至
今晋、越以为好”、第 21 章的“楚以与晋固为怨”等，均可以看出作者联系现实的观念。在叙事中，作者往往
贯通前后，还原因果，已经不是单纯的叙事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字背后匠心独运的史笔，
“至今”一语便是
很好的说明。李学勤先生指出：
事实上，篇内有关西周史迹的仅在其前四章，要叙述的是东迁以后。即使是这前四章，所说的重点也
是在于周王室何以衰落，若干诸侯围怎样代兴，这表明《系年》的作者志在为读者提供了解当前时事的历
史背景，也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篇中时代较后的一些章，还有时明显结合当时形势。[4]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系年》的若干特征：
其一，以记事为主，并非记言性质的史书；
其二，其体例在先秦史籍中前所未见，既非编年体，亦非国别体、纪传体等，颇类纪事本末；
其三，作者有意将历史上的治乱兴衰结合现实，有以史为鉴的意味；
其四，可能系楚人著作，但作者的视野不局限于楚国，从所叙时间与空间上看，具有“通史”的品格。
那么，《系年》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史书呢？笔者认为，它很可能与“故志”有关。
《国语·楚语上》记载了申叔时的一段论述：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
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
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
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可知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典籍系彼时王室公子的教材。这些典籍实际上包含了
后世六经的雏形。六经在孔子以前，为王室贵族所有，深为历代统治者所保重。[14]7 上揭申叔时所举，皆为上
古重要的文体范式，譬如“春秋”述史事，“世”载先王世系，“诗”教授诗歌，“令”载官法、时令，“训典”
属于“书”类文献。其中的“故志”值得注意。②
据申叔时之语，“故志”的意义在于“使知废兴者而戒惧”，韦注则云：“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可
知“故志”的意义正在于提供历史中成败兴废的教训，以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按“故志”或曰“志”，作为重
① 三晋文献的虚词特点尚有疑问，也有论者认为《左传》素材多来自三晋，准此，《左传》与《系年》的性质当重新审视。
② 《礼记·学记》云：“一年视离经辨志。”王树民先生认为此处“经”与“志”均为初入学者必须学习之典籍。参见氏著《释“志”》
，《文史》第三十二
辑，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3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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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典籍，屡为先秦文献所征引。如《左传》征引《军志》
、
《周志》
、
《前志》
、
《史佚之志》
、
《仲虺之志》
、
《故志》
、
《志》等“志”凡十余次，
《国语》也引述《前志》
、
《礼志》等，其中《晋语四》引赵衰之语“夫先王之法志，①
德义之府也”
，
《晋语六》谓赵衰“道《前志》以佐先君”，同样是在强调“志”的现实教化意义。此外，
《孟子》、
《吕氏春秋》诸书对“志”亦多有称引。
《周礼·春官·小史》郑玄注引郑司农语：
“志，谓记也。
《春秋传》所
谓《周志》，
《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在先秦典籍中，
《逸周书》中一些篇章尚以《周志》为题被征引。
这里再介绍几例新出土文献关于“志”的材料。清华简《金縢》第 14 简简背有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
以代王之志”
，与今本篇题不同，廖名春先生指出简文所题可能是原来的篇题，系概括文意而题之，而“金縢”
之名则应是后人从文中撷取的，
《左传》襄公三十年将《仲虺之诰》称为“仲虺之志”，
《左传》文公二年有“《周
志》”之称，
《左传》成公四年有“《史佚之志》”之称，都与竹书本“之志”说类似。[15]此外，新近公布的上博
简《志书乃言》起首云“寺箸（书）乃言”，整理者读作“志书乃言”，[16]218 另复旦吉大古文字专业研究生联合
读书会怀疑“寺”读作“持”。[17]
按“志”通“识（志）”，郑司农谓“志，谓记也”。“志”作为史书，殆即由记录义引申而来，这与“书”
有着近似的情形。“志”当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的“志”泛指古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云“仲尼曰，志
有之”，杜注云“志，古书”。狭义的“志”即所谓“故志”，是一类专门的历史文献。王树民先生尝于《文史》
第 32 辑发表《释“志”》[18]313-317 一文，对“志”有系统的梳理。王氏认为：
“志”的性质是略以类分，故有《军志》、《礼志》之称，又或以人或以国为区别，情况相当复杂，而
主要为杂记有关言论与事实之书。其本身亦随时间而有发展，大致早期的“志”以记载名言警句为主，后
经发展，也记载一些重要的事实，逐渐具有史书的性质，其后则追记远古之事，杂记明神之事，泛记当时
之事，成为别具一格的史书了。其名称除用“志”外，亦可称为“书”或“记”。
俞志慧师也曾对“志”作过系统梳理，指出：
“‘故志’确有‘记事之史’，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记言之章。……
这种‘所记前世成败之书’或因其并无严格的编年和系统的叙事，故得与同为记史的《春秋》相区别。
”[19]8 王晖先
生认为：
“
‘故志’是专记前代兴衰成败的书，
《逸周书·史记》及《左传》成公十五年子臧所引《前志》
、文公二年
所引《周志》
、昭公元年子产所引《故志》均是此类。
”[20]196 事实上，先秦典籍对“志”类文献的称引十分零散，我
们难以尽窥“志”的样貌。在《国语·楚语上》中有一段记述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志”的性质：
灵王城陈、蔡、不羹，使仆夫子皙问于范无宇，曰：
“吾不服诸夏而独事晋，何也？唯晋近我远也。今
吾城三国，赋皆千乘，亦当晋矣。又加之以楚，诸侯其来乎？”对曰：
“其在‘志’也，国为大城，未有利
者。昔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弁、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征、衙。叔段以
京患庄公，郑几不克，栎人实使郑子不得其位。卫蒲、戚实出献公，宋萧、蒙实弑昭公，鲁弁、费实弱襄
公，齐渠丘实杀无知，晋曲沃实纳齐师，秦征、衙实难桓、景，皆志于诸侯，此其不利者也。……”
通过范无宇的回答可知，郑、卫、宋、鲁、齐、晋、秦诸国史事均在“志”中有明载，范无宇据以回答楚
灵王的提问。《国语·吴语》则记载了伍子胥向吴王夫差进谏，指出“王其盍亦鉴于人，无鉴于水”，之后讲述
了楚灵王失败的教训，强调“此‘志’也，岂遽忘于诸侯之耳乎”
。从《国语》的这两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出，
“志”
记载的是列国兴衰成败的史事，且对现实提供借鉴意义，这与申叔时所谓“使知废兴者而戒惧”是一致的。
郑樵《通志·总序》云：“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从先秦典籍反映的情况看，除了《军志》、《礼志》这种
专门的“志”，“志”通常指涉记事的史书，且有为现实提供借鉴的作用，颇有“资治通鉴”的意味。王树民先
生在《中国史学史纲要》一书中强调“志”书的发达，在古代史学史上，实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惜经战国到秦
朝，统治者一再焚毁，未能传于后世。[21]11-12 虽然先秦时期的“志”类文献亡佚了，但出土文献给我们提供了
新的线索。笔者认为，清华简《系年》很可能正是“志”类文献。上述《系年》与目前所见任何一种先秦史籍
均不同，但其基本特征却是与“志”相符合的。上揭《系年》的第一个特征以记事为主，
“志”的很大一部分亦
是如此；其二，
《系年》体例有别于目前所见先秦史籍，而“志”有别于“春秋”类文献，是一种独特的记事史
书；第三点是至为关键的，即结合现实、以史为鉴，以提供治乱兴衰的教训，申叔时谓“故志”
“使知废兴者而
戒惧”，韦昭谓“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
《系年》也体现出这一特征；其四，联系到《国语·楚语上》中
① 王树民先生《释“志”》一文断句作“夫先王之法，
《志》
，德义之府也”，此处断句暂从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 2002 年
版，第 3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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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无宇的记述，我们便不难理解《系年》作者的立足点了。鉴于《系年》这一体例独特的佚籍与失传的“志”
类文献存在诸多吻合，笔者认为《系年》很可能正是“志”类文献至少是类似于“志”的文献。
《系年》的体例
与“志”最为接近，与其将它坐实于《铎氏微》，①不如将其归入“故志”的大范畴。按照申叔时的论述，
“故志”
是教材，《系年》似乎也具备这样的品格。
《周礼·春官·小史》谓“小史掌邦国之志”，另《周礼·春官·外史》谓外史“掌四方之志”。孙诒让《周
礼正义》谓“‘掌邦国之志’者，谓掌王国及畿内侯国之史记，别于外史掌四方之志为畿外侯国之志也”。[22]2098
故“志”有“邦国之志”与“四方之志”之别。联系到与《系年》并出的《楚居》
，追溯楚国先公传说，迄于当世，
所载下限与《系年》相当，是一部简明的楚史，且也常以“至今”联系当下，②叙述风格亦与《系年》相近。③总体
看来，《楚居》也当属于“志”的范畴。笔者认为，《楚居》可视作一部“邦国之志”，④而记载列国史事的《系
年》则有“四方之志”的性质。以上推论是否恰当，尚祈方家指正。

三、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系年》撰作的背景
《孟子·离娄下》中有一段记述反映了中国先秦时期史学的转捩，故广为征引，其文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 杌》，鲁之《春秋》
，一也。其事则齐
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正是这段记述，千百年来学者众说纷纭，聚讼不已。对“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理解，
关键在于对时代背景以及相关学术史嬗变规律的把握。笔者在拙作《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解诂》
（载台湾
《孔孟月刊》第 50 卷）中已经强调：所谓“王者之迹熄”，正是《孟子·滕文公下》所谓“世衰道微”；而“王
者”，正是《孟子·滕文公下》所谓“圣王不作”的“圣王”
；无论是“王者之迹熄”还是“世衰道微”，说的正
是西周末年王纲解纽、礼崩乐坏；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必须紧密结合宗周社会礼乐文明的背景以及礼崩乐坏的
时代转变加以理解；俞志慧师指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诗”，其外延不包括《诗》三百篇的文字形式，
而特指其声乐形式，[23]125 是极有见地的，而愚意以为，此处“诗”的背后，同时也是与“诗”相关的“乐”的
背后，尚有更高的统摄力量，那便是“礼”；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诗”，是礼乐、政教意义上的诗，尤其指
诗的生产活动，而不仅仅指文本意义上的诗，这与“王者之迹熄”作为礼崩乐坏的意义是一致的，也是与诗的
嬗变轨辙一致的；“春秋”可作为编年体史书的通称，然此处的“春秋”，结合语境当谓孔子在鲁《春秋》基础
上编述的《春秋》；所谓“春秋作”，⑤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史学的重大转折，即“史官之学”向“史家之学”的转
捩，与此伴随的有“天子之事”的下移，《诗》
、
《书》的经典化，以及《春秋》类史书的集群出现。
《孟子·离娄下》中，孟子继而谓晋国的《乘》
、楚国的《梼杌》与鲁国的《春秋》是相类的著作。此外，
《隋书·李德林传》载《答魏收书》引《墨子》佚文曰：
“吾见百国《春秋》。
”
《墨子·明鬼下》亦述及周、燕、
宋、齐等国《春秋》。是故列国均有《春秋》，非鲁国独有。狭义的《春秋》指孔子编述的《春秋》，广义的《春
秋》则泛指列国《春秋》。鲁列国《春秋》尚有异名，如晋国称《乘》，楚国称《梼杌》。“春秋”系先秦一类史
书的总名，殆无疑义。⑥《春秋》类史书的特征，至少有如下三点：
其一，其系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线索，纪年贯穿始终；
① 根据文献所载《铎氏微》的相关信息，知其亦与“故志”相近。
② 《楚居》云：“妣厉宾于天，巫咸赅其胁以楚，至今曰楚人”、“惧其主，夜而纳尸，至今曰 ， 必夜”、“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浧之陂而宇人焉，至今
曰郢”。“至今”，简文作“氐今”。
③ 试举其要：
《楚居》以始祖季连开篇，具有神话色彩，
《系年》首章围绕是否虔祀上帝展开，二者的开篇均有宗教意味；二者均有秉笔直书的品格，如果
二者均系楚人所作，那么更能看出这一点；二者均每每联系现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系年》首章叙商人不恭上帝，遂致败亡；周人作帝籍烝祀上帝天神，
遂成功克商；宣王放弃帝籍，周室遂衰。首章是个引子，但基本围绕是否行籍田礼、是否虔祀上帝进行，具有神道色彩。这里引述饶宗颐先生的一段话，
以资参证：
“希伯来《圣经》的文字，一向说是出于神的默感和启示（revelation），被认为是天主的圣言。吾国早期经书，像《诗》、
《书》、
《易》
，亦离开不
了神。《大雅·大明》记牧野之役，有‘上帝临女，无二尔心’的充满警惕的话言。《尚书·立政》述建官之制，亦兢兢地，以‘灼见三有焯（明）心，以
敬事上帝’。在神道设教的时代，不能不倚靠神，做任何事情，要燃烧起宗教情绪，洁净心灵，加强意志，方能有高度辉煌的成就。汤恩比写了比较 21 个
文明的《历史研究》的大书，最后归结到至高精神的实体（supreme spiritual reality），他相信这个实体便是神。评论家认为，他了不起的贡献即在他提出这
个精神实体给予人们最终形上疑惑的保证。”出自 2001 年 11 月 2 日饶公于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所作题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的演讲，是文收入《21
世纪：人文与社会——首届“北大论坛”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又见《中国文化与科学：人文讲演录》，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后以
《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为题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经术、礼乐）。
④ 《楚居》的性质，整理者认为类似《世本》的《居篇》，赵平安先生认为与《梼杌》有关，参见氏著《<楚居>的性质、作者及写作年代》，《清华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
⑤ 《淮南子·氾论训》云：“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
⑥ “春秋”之名，殆与先民对四季的认识、纪时观念及古代的朝聘制度有关。

55

其二，其内容主要是大事记的形式，记事为主；
其三，
《孟子·离娄下》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并引孔子“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之语，
《春秋》
虽载史事，却赓续了《诗》、《书》惩恶扬善的宗旨。
《国语·楚语上》载申叔时语：“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韦注云：“以天时纪
人事，谓之《春秋》。”这里的《春秋》必不是孔子所作《春秋》，由申叔时的叙述我们可知春秋时《春秋》已成
为楚国王室的教材。郭店简《语丛·一》亦云：“《春秋》所以会古含（今）之事也。”此外，《国语·晋语七》
云：
“羊舌肸习于《春秋》。”韦注云：
“《春秋》，纪人事之善恶而目以天时，谓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时孔子
未作《春秋》。”韦昭此处就《春秋》给出的定义更为精当，且指出彼时孔子未作《春秋》，可知此《春秋》非彼
鲁国《春秋》
。
《孟子·滕文公下》云：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
秋》。
《春秋》
，天子之事也。”谓孔子作鲁《春秋》
，而作《春秋》本是“天子之事”。何谓“天子之事”，过去有
不同理解。此处“天子之事”的意涵当是：编撰《春秋》类史书本是天子——中央王权的职责，而孔子代行“天
子之事”，制作《春秋》。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事实，那便是《春秋》类史书原先基本掌握在中央王朝手中；随
着礼崩乐坏、官学下移，各诸侯国开始编撰《春秋》，这实际上僭越了“天子之事”，东周列国《春秋》类史书
随之集群出现。
夏商周三代“大传统”①的文化原为王官所掌，“天子之事”的下移，正是与王官之学的下移相伴随的。因
为史书包括《春秋》类史书的撰作，本为中央王朝的史官所掌。而随着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原本维系血缘管
理的纽带亦随之解构，周王室的史官以及典籍文献遂四处流散。《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司马氏世典周史。
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
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太史公追溯先人，世典史官之职；逮至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后司马氏
离开周王室而至晋国，嗣后又流散于卫、赵、秦诸国。②史官是世职，且系王官，掌握“大传统”的核心质素。
王官下移的重要影响是：原本属于王室的典籍因血缘管理体制的限制而不向外传播，此时却星散于列国，繁荣
了列国文化；列国文化之间也相互交融，原本秘不示人的国家档案解密，进一步加剧了文化的传播与交融；作
为掌管文化核心质素的专门人才——史官之属，亦分散于列国，促进了学术发展，为中国“轴心时代”的到来
奠定基础。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官多有奔楚者，③由此不难理解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战国竹简由楚
系文字书写，且记载了经、史、子、集等方面的内容。
在“王者之迹熄”、“诗亡”的当口，孔子编述的《春秋》出现。但《春秋》并非孤立的个案。在此前后，
列国“春秋”集群出现。究其原因，简而言之便是“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复杂点说，一
方面是礼崩乐坏带来的官学下移，历史的主要载体由《诗》、《书》向《春秋》转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官学下
移，导致文献和史官流散，列国编撰史书尤其是综合性史书的风气随之兴起。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春秋》类史
书，除了前文提及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
之《春秋》之外，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云梦睡虎地秦简《秦记》④亦可划入“春秋”。
《系年》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前文考述《系年》很可能属于“故志”一类的史书，在《国语·楚
语上》申叔时的叙述中，
“故志”与“春秋”显然是不同类别的史书。
《庄子·齐物论》云：
“春秋、经世、先王
之志，圣人议而不辩。”⑤可知“志”与“春秋”并列，但又分属二类，⑥这与申叔时的叙述也是一致的。
“春秋”
① 1956 年，美国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大、小传统的说法。学术界一般认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指上层的精英文
化，“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指下层的民间文化。
② 关于王官流散，载籍多有称述。如《史记·历书》云：
“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
”
③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云：
“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论语·微子》云：
“大师挚适齐，亚
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
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
④ 1975 年末至 1976 年初，考古工作者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 12 座秦墓，第 11 号墓出土秦代竹简 1155 枚，另有残片 80 枚。其中有一篇以编年的形式
记载秦昭王元年（公元前 306 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 217 年）的秦国大事，其中秦王嬴政元年（公元前 246 年）记作“今元年”。另有述及墓主喜生
平的文字，凡 53 简。整理者原命名作《编年记》，后竹简内容出版时易名作《秦记》
。
《史记·六国年表》载：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
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秦墓所出竹简，亦极为简略，基本不具年月，与《秦记》相合。虽然《秦记》记事简略，然以编年记事，仍当视
作《春秋》类文献。
⑤ 或于“春秋”、“经世”、“志”添加书名号。
⑥ 吴曾祺谓“志为记事之书，如《春秋》之类”，参见氏著《〈国语〉韦解补正》，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5 年版，第 2 页。如此，则混淆了“志”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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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编年体的史书，而“志”则不然。当然，二者还是有相似之处的，它们均属于记事为主的史书，与《尚书》、
《国语》等有别。《周礼·春官·外史》注云：“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这
里事实上将“春秋”与“志”混为一谈了。除了同样主要记事，二者均有现实意义，据申叔时的论述，“春秋”
“为之耸善而抑恶”，而“故志”
“使知废兴者而戒惧”。所以“志”与“春秋”还是存在交集的，甚或可以归入
到广义的“春秋”中。
《系年》虽非“春秋”类史书，但其出现的背景与“春秋”相似。之所以能在战国时期编
撰成《系年》，之所以《系年》能站在一个很高的立足点叙说列国史事，实际上与当时血缘管理解构造成列国王
室档案的传播有关。再看《系年》的主要内容，它虽追溯周初史事，但仅限于前四章，主要叙述的是周王室何
以衰落、列国何以代兴的史事，这正符合“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历史规律。
孔子编述《春秋》，融入了自己的“微言大义”，熔铸其礼乐思想，即所谓“春秋笔法”。这已不是史官的简
单记录，而是熔铸了自我的价值判断，贯注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已是史家的撰著。江林昌师指出，五帝三代的
史诗具有强烈的道德评判力量，它是代表神灵而辨明是非、扬善惩恶，而孔子编述《春秋》继承了王官之学史
诗评判曲直、扬善惩恶、
“以绳当世”的优良传统。[24]反观《系年》，笔者在上文业已论及《系年》时常闪现作
者的史识，作者有意将历史上的兴衰治乱结合现实，以为当下提供教训。从这个层面讲，
《系年》与《春秋》类
史书的出发点还是一致的。正是由于“史官之学”向“史家之学”的转捩，完成了中国史学的一次伟大转折，
为后世史学著作奠定基础。在“春秋”类文献集群出现之前，不能说中国没有史学；而在这一转捩发生之后，
开始出现真正体现史家主体意识的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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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zing of Ship that Ferrying Commissariat via Canal
at Tianji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LI Jun-li
(School of History and Tourism,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461000, China)

Abstrac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government has strict temporal stipulate about the ship that ferrying commissariat
via canal for the commissariat can arrive at

the destination of Beijing and Tongzhou punctually,but the ship can

merely arrive at Tianjin in the frozen season by reason of much accidental circs that happen on the canal,so much ship
has been frozen on the canal of Tianjin. About the commissariat, Ming dynasty choose storing the nearby barn, or
issuing soldiers, or carrying to Tongzhou,or uncovered accumulating, and Qing dynasty frequently choose coemption at
Tianjin, whiles remaking others. About the ship, they are guarded by the partial personnel who ferrying commissariat
via canal and some local official and soldiers, for allowing for the partial personnel who ferrying commissariat via
canal, government give them provision and money.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y; ship that ferrying commissariat via canal; freezing; Tianj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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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ement of Xinian(系年) Relates to Guzhi(故志)
——The analysis of character and background abou Xinian
CHEN Min-zhen
（Institut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Yantai University，Yantai 264005，China)

Abstract：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newly published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is called Xinian，
which is a pre-Qin history book. Throughout the whole book，it seems difficult to define this book was in annalistic
style but actually，it was a pre-Qin history book unseen before. Xinian is narrative primarily. The author intentionally
combined rise and fall in history with reality，and there are some significances of learning from history. The vision of
the author is not limited to Chu(楚)，and Xinian can not be considered as Chu’s work presently.Through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 words in Xinian，especially the usage of conjunction “and”，we can see the wording style is
different from general Chu literature. Moreover，the material source of the Xinian should be complex. In view of this
unique style lost book has a lot of similar contents to lost Zhi(志) . This article holds the view that Xinian probably is
Zhi，at least similar to the literature of Zhi，and it may have the character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The style of the
Xinian is the closest to Zhi. Therefore，classifying it to Guzhi is appropriate. Chuju(楚居) may be regarded as a “state’
s historical records”，while Xinian which recorded the nation’s historical events may be “world’s historical records”.
Though the Xinian is not a chronological history book as the Chunqiu(春秋)，its writing background relates to “Poetry
died out then the Chunqiu appeared”.
Key words：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Xinian; Guzhi; Chunq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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