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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一直认为《归藏》为“殷易”，《周礼》

“太卜”之职为“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

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

十有四”。郑玄注：“名曰《连山》，似山出内气

也；《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杜子春

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1］杜子春受业

于西汉末大儒刘歆，其说当有根源。相传黄帝

为大舜之祖，大舜为商朝之高祖帝俊，说明《归

藏》为商代占筮宝典。与刘歆、杜子春同一时代

的桓谭《新论》云：

《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

《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

言。［2］578

《新论》又云：“《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

十八篇。古帙《礼记》有四十六卷，《古论语》二

十一卷，《古孝经》八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

字，今异者四百余字，嘉论之林薮，文义之渊海

也。”［2］578这些先秦古书俱流传至今，卷数、字数

若合符节，可推知桓谭论《归藏》字数可信。《周

易》在周秦汉时代属于官学系统，而《归藏》为民

间传习，难免散佚。易占之书包括卦画、卦名以

及卦爻辞，相须为用，但辑佚本《归藏》卦画、卦

名基本没有著录，因此卦辞失去了“附丽”，丧失

了整体性。《汉书·艺文志》未有明确著录。西晋

张华《博物志》卷九《杂说上》引《归藏》数条，见

第 302—304条［3］105。《隋书·经籍志一》著录“《归

藏》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贞注”，又云：

《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

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

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4］

《唐书·艺文志》卷同。《隋书》认为晋荀勖《中经

新簿》是最早著录《归藏》之书。但至宋代只剩

三篇，宋王尧臣《崇文总目》卷一《易类》著录《归

藏》三卷，“晋太尉参军薛正注。《隋书》有十三

篇，今但存《初经》《齐母》《本蓍》三篇，文多阙

乱，不可详解”［5］。南宋王应麟《玉海》、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记载同。但《归藏》一些内容保

存在《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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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王应麟《汉志考证》搜录 18 条，清儒朱彝

尊、马国翰、洪颐煊、王谟均有辑佚，整理保存了

珍贵传世资料①。除此 3 篇之外，马国翰辑出

《郑母》《启筮》两篇，共 5 篇，难以确定是否为

《归藏》全部篇数。古今学者对《归藏》年代多

有争议，甚至认为是“伪书”［6］，有学者仅根据

《归藏》流传史上的一些问题就判断《归藏》产生

于汉代②，方法多少简单了些。随着秦简《归藏》

出土，有些疑古派所谓“伪书”说法就没必要列

入了。

《归藏》已见于 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

秦简。据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以下

简称《王家台秦简概述》）介绍，王家台位于楚故

都纪南城东南五公里，出土秦简文字分为三种：

《日书》《效律》《政事之常》为秦隶；《灾异占》为

秦小篆体；《归藏》“接近楚简文字，应为战国末

年的抄本”［7］28，包括两种抄本，无一枚整简，编

号 164支，未编号残简 230支，共计 394支，总字

数约 4000 字，辑录卦画、卦名 53 条。湖北江陵

即故楚郢都地区，早在秦昭王时就已为秦所攻

占，为南郡。王家台秦简《归藏》就是这一时期

由楚人抄写，故其文字具有楚文字特点，因此引

起学界研究兴趣，发表了一些文章③。因为出土

时秦简状况不是很好，几乎全为断简，重见天日

以后相继朽烂，所以到目前为止，只有王明钦

《王家台秦简概述》、王辉《王家台秦简〈归藏〉校

释（28则）》（以下简称《校释》）［8］174可作为研究

底稿。

《归藏》早在先秦既已流传，传至后世已散

乱不堪，马国翰虽然辑出 57 条卦名，却没有卦

画。出土秦简《归藏》保存一些卦画符号，经与

《周易》比对，卦画相同，卦名则有同有异。《归

藏》卦画符号不仅属于算卦占筮等巫术性操作

层面的问题，也具有帮助储存神话传说等文化

记忆的功能，但传世《归藏》几乎全部失去了这

些卦画符号，其命运与汲冢《竹书纪年》一样，东

一句西一句，失去了具体语境，散落在《北堂书

钞》《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古代类书里。通过

出土秦简，明确《归藏》本来是一部具有六十四

卦的完整占卜书，并保存了相应卦画④，与先秦

典籍《山海经》《世本》《竹书纪年》之间存在明显

互文性，彼此参稽，互相验证，来源悠久，是非常

宝贵的殷商神话传说宝典。这部宝典存在一些

待解之谜，如《归藏》五篇名义及其神话传说性

质、流传附益等问题，涉及殷商占筮与祭祀传

统、神话与仪式关系等理论问题。

一、《归藏》为殷《易》及他说

学术史上一直认为《归藏》为殷《易》。《礼

记·礼运》记孔子曰：“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

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郑注：“得殷阴阳之书

也，存者有《归藏》。”孔疏引熊氏曰：“殷《易》以

坤为首，故先坤后乾。”［9］3064“坤乾”即《归藏》。宋

国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于西周初年所建国，居商

故地商丘，王国维《说商》谓“商人即宋人”［10］374，

自然承袭了殷商文化。在《归藏》保存和流传过

程中，不可避免会附益一些内容。秦简《归藏》

著录 2条“宋君”“平公”筮例，王明钦《王家台秦

简概述》第 18条：

䷱鼒。曰：昔者宋君卜封□而攴（枚）

占巫苍=占之曰：吉。鼒之 =，鼒之轪=，初

有吝，后果述（遂）。（214）［7］31

卦画与《周易·鼎卦》相同。又如“平公”筮例，王

明钦《王家台秦简概述》第 13条：“（乾下□上）

右（有）。曰：昔者平公卜其邦尚无【有】咎而攴

（枚）占神=老=占曰：吉。”王辉《校释》认为此卦

在《周易》为《大有》䷍，“平公”当为宋平公（公元

前 575年—公元前 532年）［8］168。以上两例不见

各种辑本《归藏》。宋人精于卜筮，郭店楚简《缁

衣》简 45-47记“子曰”：

宋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为卜筮

也。”其古之遗言欤？龟筮犹弗知，而况于人

乎？寺（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猷。”［11］20

今本《礼记·缁衣》作“南人有言”。《论语·子路》：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竹添光鸿《会笺》以“南人”为“南国之人”［12］884。

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传本《缁衣》

或因《论语》“南人有言”而改。《缁衣》与《表记》

《坊记》《中庸》均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孔丛子·
记问》多载子思问学孔子之语［12］95-96，其文章多采

孔子语录。《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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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缁衣》简 23：“子曰：宋人有言曰：人而无恒。”［13］

与郭店《缁衣》一致，说明上古竹书就是“宋人有

言”。凡此均可证明孔子所谓宋国保存《坤乾》

即《归藏》之说并非蹈虚之词。

《归藏》记载了武王伐纣以及穆王西征等筮

例，马辑本《归藏·郑母经》云：“武王伐纣，枚占

耆老，耆老曰：吉。”出土秦简作：

䷻节。曰：昔者武王卜伐殷而攴（枚）

占老=考=占曰：吉□。（194）［7］31

“老考”传世文献作“耆老”。夏含夷《汲冢书大

发现和编辑》在汲冢书《穆天子传》中找到一则

与《归藏》有关的筮例：

天子筮猎萍泽，其卦遇讼 ，逢公占之

曰：讼之繇：薮泽仓仓，其中□，以其正公，

戎事则从，祭祀则喜，田猎则获。［14］130

夏含夷认为该卦卦文与《周易》毫无共同之处，

但与《归藏》在很多方面相似［14］130。《归藏》记载

以周穆王为内容的筮例，陆德明《经典释文·庄

子音义上》释《大宗师》“禺强”，引《归藏》“昔穆

王子筮封（卦）于禺强”［15］，见于出土秦简，王明

钦《王家台秦简概述》第 6条：

䷆师。曰：昔者穆天子卜出师而攴（枚）

占□□□ （439） 龙降于天，而□ 远

飞而中天苍 。［7］30

秦简多有阙文，王辉《校释》据传世本将其补充

完整，作：“师。曰：昔者穆天子卜出师而枚占禺

强 （439） 龙降于天，而道里修远，飞而中

（冲）天，苍苍其羽。”［8］165 禺强为海神，《山海

经·大荒东经》：“黄帝生禺 ，禺 生禺京，禺京

处北海，禺 处东海，是为海神。”郭璞注：“即禺

强也。”［16］214“京”“强”上古音阳韵相通。《山海

经·海外北经》：“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

蛇，践两赤蛇。”郭璞注：“字玄冥，水神也。庄周

曰：禺强立于北极，一曰禺京。一本云：北方禺

强，黑身手足，乘两龙一。”［16］179《淮南子·墬形

训》：“隅强，不周风之所生也。”［17］370不周风为西

北风，禺强为北海之神，故穆王以出师之事问卜

于他。

学界尚有《归藏》出于“汲冢”之说。据《隋

志》记载，《归藏》著录在西晋荀勖《中经新簿》、南

朝阮孝绪《七录》等书中，而未见于《汉志》［18］。郭

璞《山海经注》经常征引《归藏》，如“羲和之子出

于旸谷”见于《启筮》；“夏后启筮御飞龙登于天”

见于《郑母经》等。孙猛认为西晋汲冢曾出土

《易卦》，荀勖等《中经新簿》已经取名为《归藏》，

晋太尉参军薛贞加注，郭璞所见很可能是汲冢

版《归藏》［19］。郭璞《注山海经叙》提到用《汲郡

竹书》及《穆天子传》证明昆仑及西王母之事，但

未提所谓“汲冢”版的《归藏》。有证据显示郭璞

注引《归藏》就是西汉初年以来传抄文本，如《归

藏》“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

以填洪水”，郭璞注《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

天”章引作“《开筮》曰”，与《山海经》称“夏后启”

为“夏后开”一样，“开筮”即“启筮”，为避汉景帝

刘启讳而改。又如马国翰辑本：

《节》：殷王其国，常毋若谷。罗萍《路

史注》引作“常毋谷月”。王应麟《汉志考

证》作“殷王其国，常母谷”。［20］38

传本讹误太甚，已无法解释。王明钦《王家台秦

简概述》据出土秦简《归藏》认为是“殷王筮其

邦，尚毋有吝”之句，“国”原应作“邦”，汉代为避

刘邦讳而改；“殷王”之后脱一“筮”字，“常”当为

“尚”，“谷”与“吝”讹，“月”与“有”讹，类似句例

又见秦简《渐卦》：“昔者殷王贞卜其邦，尚毋有

咎。”［7］35 除讳“邦”“启”外，传世《归藏》也讳

“恒”，如“常娥”（嫦娥）本作“姮娥”，《淮南子·览

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

月。”［17］501王应麟《汉志考证》引作“昔常娥以西

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王明钦《王

家台秦简概述》第 41卦“归妹”作“恒我”，汉初

避文帝刘恒讳而改为“常娥”。从上文所引传世

《归藏》避讳“邦”“恒”“启”等字来看，证明其文

本并非亡于汉代，两汉人物如杜子春、桓谭、张

衡都提到《归藏》，郭璞引据也是西汉初年传来

的本子。因为《周易》为官学，而《归藏》民间所

习，难免散佚。

《归藏》是占卜之书，其本来面目主要是由

卦画、卦名、卦辞三部分组成，而卦辞主体部分

来自商代神话传说或史传中的神秘部分，绝大

部分与先秦古籍《山海经》《周易》《世本》《竹书

纪年》相表里。下面对《归藏》卦辞中神话传说

的时代属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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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归藏》与殷商神话传说

母题之分类

目前《归藏》文本存在两种形态：一是辑佚

而来的传世文本，包括南宋王应麟《汉艺文志

考证》、清代朱彝尊《经义考》、洪颐煊《经典集

林·归藏》、王谟《汉魏遗书钞》，而以马国翰《玉

函山房辑佚书·归藏》搜集较为全面；二是出土

秦简《归藏》，因为自出土之日起至今未出版，已

经朽坏，因此本文以王明钦《王家台秦简概述》、

王辉《校释》为主要依据。在这两种文本材料基

础上，分析《归藏》神话传说母题。

（一）“黄帝《归藏》”：部族战争神话

据王应麟《玉海》，《归藏》又称为“黄帝《归

藏》”。黄帝为虞夏商周四代共祖，也是帝舜之

祖，《世本》：“黄帝生玄嚣，玄嚣生侨极，侨极生

帝喾。”［21］7帝喾即帝舜、帝俊，为商人祖先。辑

佚本《归藏》及秦简《归藏》辑录 5条关于黄帝、

炎帝（赤帝）、少昊、蚩尤等部族战争的神话传

说。马辑本“逸文类”收录：“昔黄帝与炎神争斗

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曰：果哉而有咎。”此

条见于王明钦《王家台秦简概述》第 12条，为“

同人”卦辞。《世本·作篇》：“巫咸作筮。”从秦简

来看，辑佚本黄神、炎神即黄帝、炎帝。黄、炎之

战在传世史书中有相应记载，《左传·僖公二十

五年》记晋文公勤王，使卜偃占卜，“吉，遇黄帝

战于阪泉之兆”［22］。《大戴礼·五帝德》中记载宰

予问于孔子，讲授五帝之德时提及黄、炎阪泉之

战，“黄帝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23］，《史记·五帝

本纪》以赤帝为神农氏之后，张守节《正义》引

《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

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又

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

也。《晋太康地理志》云：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上

有黄帝祠。”［24］6《世本·居篇》：“黄帝都涿鹿。”［21］30

涿鹿之战即阪泉之战。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赤帝（炎帝）之

战，“三战然后得其志”；之后，“蚩尤作乱，不用

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

野，遂禽杀蚩尤”［24］4。这段传说之起因见诸《归

藏》“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空桑”一名“穷

桑”，乃东夷部族少昊氏居地（今山东曲阜），

“帝”即少昊氏；《归藏》又云“劳。曰：昔者蚩尤卜

铸五兵而枚占赤 （帝？）”，王辉《校释》认为“劳”

为卦名，传本作“荦”，《说文》“荦，驳牛也，从牛，

劳声”，劳、荦通；“赤”后一字殆为“帝”［8］172。引

文意为蚩尤向赤帝（炎帝）卜问铸造“五兵”，打

算讨伐“空桑”少昊氏，因此引发黄帝与蚩尤的

战争。《归藏·启筮篇》记黄帝杀蚩尤之事：

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

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邱，作掆鼓之曲

十章：一曰雷震惊，二曰猛虎骇，三曰鸷鸟

击，四曰龙媒蹀，五曰灵夔吼，六曰雕鹗争，

七曰壮士奋，八曰熊罴哮，九曰石荡崖，十

曰波荡壑。［20］40

黄帝、赤帝（炎帝）与蚩尤战事起因与少昊氏有

关。《逸周书·尝麦解》记周成王四年（公元前 1039
年）“夏四月，初尝麦”，之后发布诰命，讲述上古史

中的这段往事：

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

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

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

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

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

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

野。乃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

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25］784

少昊氏本来居住东方“空桑”（今山东曲阜），《归

藏》“蚩尤伐空桑”当是伐空桑少昊氏，而“枚占

赤帝”。“蚩尤乃逐帝”之“帝”也是少昊氏，因此

使“赤帝大慑”，与黄帝联手杀了蚩尤。“乃命少

昊请司马鸟师”之“请”诸本作“清”，为少昊之

名。孙诒让释“馬（马）”为“爲（为）”之误，“司”为

“始”，声近假借，言少昊清始为鸟师以鸟名官［25］784。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昊氏之后郯国国君

曾详细讲述“以鸟名官”的情节。殷末周初少昊

部族嬴姓西迁，即秦人祖先，其祖神少昊亦随之

西迁而成为西方白帝，而其故地封给周公，即

《世本·居篇》所谓“周公居少昊之虚”［21］31。

（二）嫦娥与殷商“月母”神话

神话史上嫦娥奔月神话就出自《归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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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商代月母神话。《续汉书·天文志上》刘昭注引

东汉张衡《灵宪》，云：

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

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

“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

毋恐，后其大昌。”［26］3216

《灵宪》在繇词后有“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

蜍”［26］3216，为后人所加。引文遗失了卦画与卦

名，因此也就不完整了。此卦已见出土王家台

秦简 307、201，王辉《校释》：

归 妹 。 曰 ：昔 者 恒 我 窃 毋 死 之【药】

（307）□□□奔月，而枚占□□ （有黄，有黄

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8］174

卦名“归妹”，卦画与《周易·归妹》 一致。“恒

我”即姮娥，“我”“娥”谐声，后世避汉文帝刘恒

讳，改“恒”为常；“娥”作为神名，《甲骨文编》卷

一二·七“娥”条收录 14字［27］474，本文选录其三：

“ ”“ ”“ ”，娥从女从我，我亦声。郭沫若《释

祖妣》引甲骨文“贞：子渔有礼于娥酒”“贞：侑犬

于娥”，认为“娥”即舜妻娥皇［28］29-30。林沄《说

戚、我》列举二里头出土文物论证“我”应该是

“一种刃部有齿的斧钺形器”或“特殊的钺”［29］。

赤塚忠论“我”为族名，为早期商王国最有力的

同盟族，商代神话中的“義京”出自“我”族，为

“山地男性神”，为刚健的军神；而“娥”亦出自“我”

族，被奉为生育神，其后代诸如羲皇、羲和、姮娥、

恒我等神话都因此而展开［30］。武丁时期卜辞：

贞：侑于娥，二告。贞：娥 王。娥弗

王。（《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

738正）［31］189

贞：御子央豕于娥。（《合集》3006）［31］536

贞：惟娥 王。贞：不惟娥 王（《合

集》5477正）［31］791

“娥”可能是月神姮娥或娥皇。“恒”，《说文》：“古

文恒，从月。《诗》曰：如月之恒。”段玉裁注：“月

上弦而就盈，于是有恒久之义。”［32］687“恒”“姮”

谐声相通。娥、義、羲俱从“我”声，古音谐声相

通。而在神话中，姮娥即月母，《山海经·大荒东

经》“有女和月母之国”，郝懿行《笺疏》：“女和月

母即羲和、常儀（仪）之属也。”［33］7相传姮娥为古

帝王帝俊之妻，《山海经·大荒南经》：“帝俊妻娥

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34］367帝俊

即帝舜、帝喾。《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

月。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34］405“常

羲”即姮娥、常儀（仪）以及《归藏》“恒我”，均从

“我”声，谐声相通。常羲“生月十有二”即殷商

历法每岁十二月之神话来源，伊藤道治认为：

“月的盈亏是生命的复活，在未开化的社会里同

时联想到妇女的月经和生产，或者月是作为其

象征而被意识到的。”［35］商代已经确立了太阴历

十二月的名称，胡厚宣《殷代之天神崇拜》论述

卜辞中月食作为灾害象征，“则其必以月为天空

之神”［36］。卜辞中占卜“娥”是否有害，与月食之

间存在密切关系。嫦娥奔月神话源于商代月神

崇拜，将月亮神话与部族祖先以及阴历十二月

结合起来，不断在后世审美观照中有所发展。

（三）羲和日母与商代十日神话

《楚帛书·四时乙篇》图版第 4—5行记载“千

又百岁，日月夋生”，第 6—7 行记载“帝夋乃为

日月之行”［37］，“帝夋”即帝俊，即帝喾、帝舜，为

商代祖先，而日神羲和、月神姮娥皆为其妻。秦

简《归藏》又载“赤乌”神话，王明钦《王家台秦简

概述》第 39：
䷎陵。曰：昔者赤乌卜浴水，通而见

神，为木出焉，是啻 。（503）［7］32

卦名为“陵”，卦画与《周易·谦卦》一致。王辉

《校释》认为“赤乌”即太阳，“木”即扶桑，“啻”

（帝）后一字疑为“俊”。对“赤乌”神话比较详细

的记载见于《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

山名曰孽摇 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

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

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温源谷”即日乌所浴之

“湯（汤）谷”，文献或写作“暘（旸）谷”，“湯

（汤）”“暘（旸）”谐声相通。“扶木”即扶桑，为日

乌所栖止。《山海经·海外东经》：“下有汤谷。汤

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

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

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

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

之妻，生十日。”《归藏·启筮篇》也保存了日母羲

和神话：

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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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于 旸 谷（郭 璞《山 海 经·大 荒 南 经》注

引）。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

和，是主日月，（洪辑本有“职”）出入以为晦

明（《山海经·大荒南经》注。罗泌《路史·前

记三》引）。［20］39

在商代神话中，十日均为羲和之子，羲和这位太

阳母亲在甘渊为十日洗浴，羲和之名虽未见于

卜辞，但卜辞中有“东母”之名，如武丁时期卜辞

有：

壬申卜，贞：侑于东母、西母，若。（《合

集》14335）
贞 ：燎 于 东 母 三 牛 。（《合 集》14338，

14339）
己酉卜， 贞：燎于东母九牛。（《合集》

14337正）

贞：燎于东母，三豕。（《合集》14340）［31］2054

陈梦家《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认为“掌日月之

神，既为二女，故称日月神为东母、西母”［38］34-35。

郭沫若《释支干》认为商代十天干纪日（甲、乙、

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即源自十日神话，

而“十日”神话必为殷人所创生而以之属于其祖

者也［28］191。艾兰《商代神话和图腾体系的重建》

确立太阳神话的基本“母型因素”为：扶桑位处

东方，下有太阳谷、咸池；若木位处西方，下面也

有水流；有水贯穿地下；羲和为太阳之母，其子

有十个，即十个日乌。羲和与月神常娥（或称为

常羲、娥皇）都是帝俊（或称为帝喾、帝舜）之

妻。商代太阳神话主要体现为扶桑神话以及十

日神话，后世以“天干”著称的十个汉字是十个

太阳的名字，一旬十天，商的先祖则分别被划分

在十个太阳的名下，并在相应的日子接受祭祀，

商人祖先与太阳之间存在一种图腾认同关系。

而“后羿射日”将十个太阳射落了九个，隐含商

朝为周人灭亡以后，一个太阳的信仰取代了十

个太阳的信仰而成了正统信仰［39］。这个说法很

有魅力。刘勰《文心雕龙·诸子》：“《归藏》之经，

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常娥奔月。”马辑本

《归藏·郑母经》：“昔者羿善射，毕十日，果毕

之。”羿射十日神话与商代十日神话密切相关。

殷商神话认为天有十日，羲和为十日之母，故称

东母；殷代以后认为天上有一个太阳，故称东

君，而有“射日”神话，改朝换代以后，围绕太阳

的宗教解释也会发生本质性改变。

（四）洪水神话与大舜故事

以儒家为主导的上古史观对尧、舜禅让描

述得充满温情，以大舜为中心，是上古神话传说

历史化的经典范例。大舜为商朝郊祀之上帝，

即《山海经》“帝俊”以及《礼记》“帝喾”。《归藏·
启筮篇》“帝尧降二女为舜妃”，“二女”即传说中

娥皇、女英，娥皇即日母羲和。马辑本《归藏·郑

母经》：“昔舜筮登天为神，枚占有黄龙神曰：不

吉。”“有黄”又见前引姮娥奔月神话。大舜在位

时期正是洪水时代，于是大舜命鲧治水。张华

《博物志》卷九引《归藏》：

昔鲧茎注洪水，而牧占大明曰：“不吉，

有初无后。”［3］105

“茎”当为“筮”，“牧”当作“枚”。洪辑本“鲧筮之

于《归藏》，得其大明，曰不吉，有初亡后”，见《路

史·后纪》十二［40］143，略有差异。“大明”又见于出

土秦简《归藏·丰卦》，王辉《校释》：“䷶丰。曰：

昔者上帝卜处□□而枚占大明，大明占之曰：不

吉。”［8］169卦画与《周易·丰卦》一致。马辑本云：

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

息壤以填洪水。鲧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

刃，化为黄能（一作龙）。大副之吴刀，是用

生禹。［20］39

鲧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治水失败以后，为帝

舜诛杀。其尸体三年不腐，于是帝命“剖之以吴

刃”（引文“剖”作“副”，之职对转），而生下大禹，

最后大禹治水成功。鲧禹治水的完整故事见于

《山海经·海内经》最后一章：“洪水滔天。鲧窃

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

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

州。”“帝”即帝舜。郭璞注引《归藏》称“《开筮》

曰”，“开筮”避汉景帝刘启讳，可见郭璞引据乃

西汉初年传来的本子。

（五）夏启享神

夏启故事主要载于《归藏·启筮篇》，首先体

现为夏后启登天以及《九歌》神话，见马辑本《归

藏·郑母经》：

明夷曰：“昔夏后启筮乘飞龙以登于

天，而枚占于皋陶，陶曰吉。”（郭璞《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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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海外西经》注引）［20］37

《开筮》曰：“昔彼九冥，是与帝辨同宫

之序，是为《九歌》。”又曰：“不得窃《辨》与

《九歌》以国于下。”义俱见于《归藏》。（郭璞

《大荒西经》注引）［20］39

《路史·后纪》“帝启曰会，一曰建”下，罗萍注引

“《归藏·郑母经》：明夷。曰：夏后启筮御飞龙升

于天。《山海经》《楚辞》等引作夏后开，避汉讳

也”［40］149。王明钦《王家台秦简概述》第 44：“䷣明

夷。曰昔者夏后启卜乘飞龙以登于天而枚占□□

。”王辉《校释》在“枚占”后补充残文“于皋陶”。

夏启登天神话与《九歌》传说密切，《山海

经·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

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

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

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郭璞云：

“《竹书》曰：夏后开舞《九招》也。”袁珂注“九

招”，明藏本均作“韶”［34］415。《山海经·海外西

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

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

山北。一曰大遗之野。”郝懿行《笺疏》引《今本

竹书纪年》云：“夏帝启十年，帝巡狩，舞《九韶》

于大穆之野。”［33］10a与夏后启“宾帝”神话相关，

《归藏·启筮篇》收录夏启享神神话：“昔者夏后

享神于晋之墟，作为璇台，于水之阳。”见出土秦

简，王明钦《王家台秦简概述》第 43：
䷢晋。曰：昔者 卜觴帝晋之虚作为

□ ， 晋。曰：昔者夏后启卜觴帝晋 。

（336）［7］32

王辉《校释》据传世《归藏》补足阙文“璇台，于水

之阳”，认为晋虚在“水之阳”，殆即晋阳，最先是

夏人的活动区域。《史记·夏本纪》：“禹于是遂即

天子位。”《集解》皇甫谧曰：“都平阳，或在安邑，

或在晋阳。”马辑本：“昔夏后启筮享神于大陵而

上钧台，枚占皋陶，曰不吉。”见《北堂书钞》八十

二“享于大陵”下引文。王辉《校释》认为传本

“大陵”“钧台”“璇台”均在夏人活动范围内，《史

记·赵世家》“肃侯游大陵，出于鹿门”，正义引

《括地志》：“大陵城在并州文水县北十三里，汉

大陵县城。”《左传·昭公四年》：“夏后有钧台之

享，商汤有景亳之命。”杜预注：“河南阳翟县南

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璇台。”阳翟即今禹

州，在禹都阳城附近。“璇台”也见于《竹书纪

年》：“帝启元年癸亥……大享诸侯于璇台。”璇

为美玉之名。

（六）夏桀、商汤、伊尹传说

《归藏》保存了夏末殷初夏桀、商汤、伊尹一

些传说故事。《御览》卷八十二“夏桀”条：“昔桀伐

唐而枚占荧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处。

彼为狸，我为鼠，勿用作事，恐伤其父也。”［2］782

“唐”即商汤。王明钦《王家台秦简概述》第 20：
“䷽大过。曰：昔者□小臣卜逃唐而枚占中=虺=
占之曰：不吉。过其门，言者□ 。（523）”［7］31卦

画与《周易·小过》一致。“小臣”前阙字为“殷”或

“商”。《吕氏春秋·尊师》“汤师小臣”，高诱注：

“小臣谓伊尹。”

这些《归藏》筮例与《山海经》《世本》《竹书

纪年》以及甲骨文材料互证，来源悠久。夏世即

商部族之先公时代，因此在《归藏》中记载夏代

事迹是很正常的。夏含夷论述中国古代文献的

起源在某种程度上也追溯到占卜的习惯上，“诗

人、占卜家以及预言家通常会把话放在神的嘴

巴里”［41］19，这种原始思维性质的兴象模式使人

受到启发和影响，作为商代占筮宝典在《归藏》

篇名中也有体现。

三、《归藏》五篇名义与殷商自然

母神崇拜之关系

从上文可见，帝舜崇拜是《归藏》的中心，几

乎所有神话传说及事件都与其有关。帝舜即帝

俊，见于甲骨文，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

王考》考证商人之高祖“ ”“盖即夋字”，对其祭

祀采用燎祭方式。《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

谧曰：“帝喾名夋。”《初学记》九引《帝王世纪》

曰：“帝喾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夋。”《山海经》

“凡言帝俊者十有二，帝俊当即帝夋”，同书又考

“帝俊”又称“帝喾”，“喾为契父，乃商人所自出

之帝，故商人祀之”［10］264。郭沫若《释祖妣》基本

采用了王国维的考证结果：

王国维作《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

《续考》发现卜辞有高祖 ，王初释为夋谓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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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俊，后又改释为夒，字读纳告反，与嚳同

告音，谓即嚳之本字。知帝俊与帝喾为一

人，则帝舜与帝喾亦当为一人。见《礼记·
祭法》《鲁语上》。盖同一 或读为嚳，或读

为夋，或读为舜，或读为俊，故夋遂为嚳之

名，而舜与嚳遂由后世儒家分化为二帝

也。［28］25-26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认为王国维考证帝

喾、帝俊即大舜，为商人所自出之帝；认为“帝喾

子名商，而舜子曰商均，商、商均一人”，是商族

名所由来，“族名之商实本于人名之商”［38］57-121。

《世本·居篇》：“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与《竹

书纪年》“禹都阳城”相合。《甲骨文编》卷五·二

五收录“夒”41条，本文选择 4条：

（王国维所引用）（簠帝 80） （甲

2336）（粹 3）［27］253

上引文字具有象形文字特点，或读为“夋”，或读

为“夒”，具有多义性。商朝源于商族，商族以大

舜之子商或商均命名。《史记·殷本纪》记简狄吞

燕卵生契，《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娀

方将，帝立子生商”，是契与商相同。据《礼记·
祭法》《国语·鲁语上》，大舜（帝俊、帝喾）也是殷

人郊祀对象。以上这些结论在《归藏》中都有相

应佐证。在此基础上，笔者依据传世史料与出

土文献，结合时下学者之论，对《归藏》五篇篇名

初步做出解释。

第一，《初经》：马辑本搜录一些《初经》卦辞

中的片言只语，如《初乾》“其争言”、《初奭》“荣

荦之华”、《初狠》“徼徼鸣狐”、《初兑》“其言语

敦”、《初荦》“为庆身不动”、《初离》“离监监”、

《初厘》“燂若雷之声”、《初巽》“有鸟将至而垂

翼”等，并引朱震《汉上易》曰：“《归藏》之《易》，

其《初经》者庖牺氏之本旨也。”《初经》主要保存

了《归藏》卦名。

第二，《本蓍》：《归藏》与《周易》原理一样，

通过揲蓍获得卦画，以附着繇辞，这些繇辞内容

非常古老。《尚书·洪范》记载箕子陈“洪范八

政”，其七即“稽疑”，“择建立卜筮人”，遇到难以

决定之事要“谋及卜筮”。张华《博物志》云：“蓍

二千岁而三百茎，其本以老故知吉凶。”“筮必沐

浴斋戒，食香，每日望浴蓍，必五浴之。浴筮亦

然。”［3］105《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十七《方术部》：

《归藏》曰：蓍，末大于本为上吉；蒿，末

大于本，次吉；荆，末大于本，次吉；箭，末大

于本，次吉；竹，末大于本，次吉。蓍，一五

神。蒿，二四神。荆，三三神。箭，四二

神。竹，五一神。筮，五犯皆藏，五筮之神

明皆聚焉。［42］

引文说明商代对蓍筮与龟卜同样看重。前人认

为周文王在伏羲八卦基础上重卦为六十四卦，

从《归藏》与《周易》卦画基本相同这一点上看，

两者关系密切；而《归藏》中神话传说远早于《周

易》，其先后关系也是很显明的。文王演《周易》

很可能受了《归藏》的影响。

第三，《齐母经》：马辑本云“齐母不知何

意”，古书亦未有相应解释。“齐”与斋通，庄、敬

之义。《说文》：“齊（齐），禾麦吐穗上平也，象

形。”段注：“亦假为齋（斋）字，徂兮切。”［32］320《论

语·述而》：“子之所慎，齋（斋）、战、疾。”竹添光

鸿《会笺》：“斋之为言齐也，人心散漫不齐，故将

接神，先自宁静，变食迁坐以自齐洁也，祭者竭

其诚敬而已矣。”［12］425 斋训戒、洁、敬等义。《郭

店·缁衣》简 38-39：“故君子多闻，齐而兽（守）

之；多志，齐而亲之。”［11］20“齐”，敬义。《归藏》又

称为“坤乾”，以纯坤为首，“坤”在卦画中代表

地，殷商盛行地母崇拜。秦简《归藏》第 1条云：

䷁寅（秦简原字模糊，传本作“奭”，据

王辉《校释》改释）。曰不仁，昔者夏后启筮

以登天，啻（帝）弗良而投之渊，寅，共工以

□江□ 。（501）［7］30，［8］161

坤（溪纽真部）寅（喻纽文部）音近，卦画与《周

易·坤卦》一致。“寅”训敬，《尚书·尧典》“寅宾出

日”，注：“寅，敬。”［43］除地母之外，羲和为日母，

“恒我”（姮娥）为月母，“齐母”为“敬母”之义。

第四，《郑母经》：马辑本收录 16条，包括大

舜、后羿、鲧、夏启、夏桀伐唐（汤）等神话传说。

廖名春《王家台秦简〈归藏〉管窥》对“郑母”做了

出色的解说，“鄭（郑）”当读为“奠”，“奠”与“尊”

通；“奠”又通作“帝”，《周礼·瞽蒙》“世奠系”，郑

玄注：“故书奠或为帝”，引杜子春云：“帝读为

定，其字为奠，书亦或为奠。‘世奠系’谓帝系，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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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卿大夫《世本》之属是也。”由此可知，“鄭（郑）

母”即奠母、尊母、帝母，即以母为尊、以母为

主。出土竹书“鄭（郑）”多写作“奠”，如《郭店·
性自命出》27“奠卫之乐则非其声而从之也”，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中《平王问郑

寿》简 1“景平王就奠寿”，“奠”即“鄭（郑）”；奠

（定纽文部）、尊（精纽文部）音近相通；“奠”与

“帝”通，廖名春先生所论极是⑤。《周易·系辞》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马王堆帛书作“天奠地

庳，键川定矣”，尊写作奠。“鄭（郑）母”与“齐母”

意思相近。

第五，《启筮》：马辑本收录 14条，包括羲和、

常仪日月神话，鲧禹治水，夏启宾帝窃《九歌》及

享神神话，也包括共工、羽民、羽蒙等神话。连

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认为《启筮》

“也许是以‘夏后启占筮’命名的篇题”。《归藏》

“明夷曰：昔夏后启筮乘飞龙以登于天”，郭璞引

作“《开筮》”［44］。从上节可知，《归藏》中远古著

名神话传说多出自《启筮》。

这 5篇篇名主要来自辑佚本，不见于出土秦

简《归藏》，说明两种文本必须相待为用。从《齐

母》《郑母》以及《归藏》首坤之义来看，体现了地

母崇拜的观念。更重要的是，在《归藏》卦辞中

体现了日母（卜辞中称“东母”）羲和、月母姮娥

（或称为嫦娥、常仪）崇拜观念，与上古郊祀仪式

关系至为密切。《归藏》记载主要对象集中在虞、

夏、商、周四代王朝建立初期古帝王，以有虞氏

大舜崇拜为中心，与《山海经》以及《史记·五帝

本纪》相表里，是国家祭祀的主要对象。《礼记·
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

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

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

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9］3444

从《祭法》来看，黄帝为虞、夏、商、周四代共祖，

喾即大舜，除夏后氏外，为有虞氏、殷商与周代

共同祖先，禘、郊、祖、宗涵盖了古代国家祭祀之

郊祀、宗庙两种形态。这些部族先王尤其是大

舜神话传说几乎都在《归藏》中有记载，充分说

明了作为远古占筮书的《归藏》与古代祭祀的深

刻渊源，是探讨神话传说及祭祀仪式的最佳

范本。

注释

①详见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 2
册），中华书局 1955年版，第 1390页；朱彝尊：《经义考》

卷三《易·归藏》，中国书店 2009年版，第 29-34页；马国

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易类》，广陵书社 2005年版，

第 32-45页；洪颐煊：《洪颐煊集》第五册《经典集林》，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18年版，第 2299-2304页；王谟：《增订

汉魏丛书 汉魏遗书钞》第六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2-16页。②程二行、彭公璞

著文认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著录《易经十二

篇》，又在《术数略》“蓍龟家”著录“《周易》三十八卷”，

“三十八卷”中可能包含了《连山》《归藏》之类。但文章

认为当时尚未有《连山》《归藏》等“三易”之名，“三易”

之说始于杜子春。该文没有对《归藏》内容做进一步研

究。③如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第 15号秦墓》，

《文物》1995年第 1期；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

藏〉》，《江汉考古》1996年第 4期；廖名春：《王家台秦简

〈归藏〉管窥》，《周易研究》2001 年第 2 期；艾兰、邢文

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4年版。其中收录

了王明钦《王家台秦简概述》保存了迄今为止唯一关于

秦简《归藏》的记录，还收录王葆玹《从秦简〈归藏〉看易

象说及卦德说的起源》、柯鹤立《兆与传说：关于新出

〈归 藏〉的 几 点 思 考》、田 笠（Stephen Field）“Some
Observations on Mifioil Divination”、邢文《〈归藏〉的分类

及其学派》等。④荆州地区博物馆（刘德银执笔）：《江

陵王家台 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 1期。⑤参见廖

名春：《王家台秦简〈归藏〉管窥》，《周易研究》2001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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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anation of the Resource and Each Piece Theme of Gui-Cang of Shang Dynasty

Zhang Shuguo

Abstract: Gui-Cang was said handed down from Shang Dynasty and scattered gradually in Han Dynasty because it
did not obtained the classics status. Several existing edition of Gui-Cang were collect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and some scholars thought Gui-Cang were counterfeit works. The unearthed Gui-Cang slips of Qin dynasty in 1993
reflected the primitive text and demonstrated the book not pseudograph. Gui-Cang was called Kun-Qian, included five
piece themes, embodied the cult of worship of Sun, Moon and Earth, was primitive myth and legend classic, had a
intensive relation with ancient worship ceremonies. The hand-copied Gui-Cang books of Pre-Chin was preserved and
spread in West and East Zhou Dynasty, Song state and Qin state, and added some contents. The unearthed Gui-Cang
slips of Qin dynasty in Wang Jia-tai (Hubei province)was only hand - copied book till today.

Key words: Gui-Cang；The Book of Changes of Shang Dynasty； the unearthed Gui-Cang slips of Qin dynasty in
Wang Jia-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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