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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汉人改造先秦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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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人改造先秦典籍”问题意义很大ꎬ牵涉到先秦和两汉的学术文化思想ꎬ值得文史哲各方面的学

者关注ꎬ但还未为较多的相关研究者所重视ꎮ 先秦典籍在汉代被全面改造过ꎬ这是一个非常肯定的事实ꎮ 仅仅

只提“整理”ꎬ力度是不够的ꎮ “伪造”ꎬ甚至说汉人是“造伪能手”ꎬ似又有些过激ꎬ所以以“改造”说为好ꎮ 出土

文献与传世文献之种种不同ꎬ能够更好地说明“改造”问题之存在ꎬ出土先秦文献越多ꎬ“改造”说越“正确”ꎮ
〔关键词〕汉人ꎻ改造ꎻ先秦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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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我完成«秦汉文化志» 〔１〕 的

写作之后ꎬ就开始考虑汉代学术史的问题ꎬ反复

思考并曾与许多文史哲的年轻朋友一起讨论ꎮ
在我们学校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ꎬ多次举行

以新写论文为中心的研讨会ꎮ 要写汉代学术史

问题ꎬ当然首先要看的是顾颉刚先生的«汉代学

术史略» 〔２〕ꎬ同时参考他主编的«古史辨» 〔３〕 等早

年一些著作ꎮ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复进行

思考、讨论ꎮ ２００２ 年中安徽大学召开了一次历

史文献学讨论会ꎬ在李学勤先生主持下ꎬ我作了

一个“重新认识古书辨疑”的发言ꎬ同年 １２ 月在

«光明日报»上发表ꎮ ２００３ 年在我校学报百年华

诞的特刊(第 ５ 期)上发表«汉代学术的历史地

位»ꎮ 都是这种思考和研究的结果ꎮ 在这后一篇

文章中ꎬ我提到“先秦典籍在汉代流传ꎬ经过了汉

人不同程度的整理ꎬ甚至改造”ꎬ“汉代新的学术

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实际源头ꎮ”与此同时ꎬ根据手

稿记录ꎬ“２００３. ４. ３０ 下午开始(非常‘非典’时

期)”写作«汉代学术史论»ꎮ 到 ２０１３ 年由高等

教育出版社出版ꎬ前后 １０ 年ꎮ 其中的一些章节

曾以文章的形式发表ꎮ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９ 日«光明

日报»上发表的«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ꎬ
就是其中之一ꎬ这个问题就算正式提出来了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因读到«文史哲»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一篇

文章〔４〕ꎬ而写了«再谈汉人改造先秦典籍———方

法论问题» 〔５〕ꎮ
这个问题的意义很大ꎬ少数学者ꎬ如史学理

论专家李振宏同志ꎬ不仅关注而且有所发挥ꎮ〔６〕

但是我觉得还未为较多的相关研究者所重视ꎮ
这里我想把话说得更明白些ꎬ这个问题牵涉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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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和两汉的学术文化思想ꎬ值得文史哲各方面的

学者关注ꎬ涉及到有些问题需要改写甚至重写ꎬ
因为留传后世的先秦典籍ꎬ都是经过汉人或多或

少改造过的ꎬ已出土的一些先秦典籍或传世本有

不同程度的差异是很明显的ꎬ是被改造过了的ꎬ
所以许多问题需要改写甚至重写ꎮ 先秦的情况

究竟是什么样子? 汉人如何改造? 改造本身如

何看? 改造后的影响怎样? 等等ꎬ都是值得深入

研究的ꎮ 意义重大ꎬ值得文、史、哲各方面的研究

者关注ꎮ

二、“改造”说比“伪造”说好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四处讲“改造” 这个问

题ꎬ２００９ 年在台湾政大召开的“汉代文学与思

想”研讨会上ꎬ我也讲了一下ꎬ有人提问“改造”
说与过去的“伪造”说有何区别ꎬ我当时脱口而

出:“改造”说比“伪造”说好ꎮ 私下也有人和我

说ꎬ用“整理”比“改造”也许更好一些ꎮ 实际上ꎬ
这就是一个如何看待汉代学术的问题ꎮ 如果说

以“经学”概括汉代学术ꎬ或者说“经学”是汉代

学术的主体、主要内容的话ꎬ汉人的学问就是借

先秦的经典表现的ꎬ故称之为“经学”ꎮ 当时先

秦经典就是五经、六经之类ꎬ其实也应该包括道

经、法经、墨经等等ꎬ只是在“独尊儒术”之后ꎬ这
后面的一些不太被重视罢了ꎬ其经典地位还是客

观存在的ꎮ 汉人在传承、解释、发挥先秦经典之

义时ꎬ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思想ꎬ从而有意无意地

对典籍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改造ꎬ应该

说大多是在整理过程中实现的ꎬ也不排斥少数的

“伪造”ꎮ 当然ꎬ“伪造”也有不同情况ꎬ如西汉末

年、东汉初年之凭空伪造图谶ꎬ那也是极个别的ꎬ
而借题发挥的情况又有所不同ꎮ

顾颉刚先生对汉代学术问题的看法ꎬ有过较

多的表述ꎬ例如他说:
现存的古书莫非汉人所编定ꎬ现存的古

事莫不经汉人的排比ꎬ而汉代是一个“通经

致用”的时代ꎬ为谋他们应用的方便ꎬ常常不

惜牺牲古书古事来迁就他们自己ꎬ所以汉学

是搞乱史迹的大本营ꎮ 同时ꎬ汉代是迷信阴

阳五行学说的时代ꎬ什么事都要受这学说的

支配ꎬ所以不少的古代史迹被迫领受了这个

洗礼ꎮ〔７〕

他也曾有过这样的表述:
自从晚清“新学伪经”的说话以后ꎬ许多

古书像«左传»、«周礼»甚至«史记»、«汉书»
都有了刘歆作伪和竄入的嫌疑ꎬ同时许多古

史传说ꎬ像«月令»一系的五帝说ꎬ«左传»郯

子所述的古史传说ꎬ羿、浞代夏以及少康中兴

的故事ꎬ都有刘歆等人伪造的嫌疑ꎮ〔８〕

虽然这里明确说了“伪造”的话ꎬ但并不能

概括成“伪造”说ꎮ 顾颉刚先生的许多见解ꎬ没
有必要也不应该对其作某种定性的概括ꎬ如同我

曾说没有什么«古史辨»时代一样ꎮ〔９〕 我写«汉人

全面改造先秦典籍»也是如此ꎬ就是讨论一些具

体问题ꎮ
整理过程的改造ꎬ我在写«刘向校书详析»

时有具体的说明ꎬ因为先秦以竹简为主书籍ꎬ单
篇流传的情况很多ꎬ所以传承、搜集、整理中就会

出现多种情况ꎬ保留下来的刘向所写的一些“书
录”就可以说明ꎬ除了大量的文字错乱、篇目混淆

等问题之外ꎬ义理上的问题就会明显地打上整理

者的思想烙印ꎬ其«晏子叙录» 〔１０〕比较典型ꎬ这里

再引述一遍并加说明:
«晏子» 盖短ꎬ其书六篇ꎬ皆忠谏其君ꎮ

文章可观ꎬ义理可法ꎬ皆合六经之义ꎮ 又复重

文辞颇异ꎬ不敢遗失ꎬ复列为一篇ꎮ 又有颇不

合经术ꎬ似非晏子言ꎬ疑后世辩士所为者ꎬ故

亦不敢失ꎬ复以为一篇ꎬ凡八篇ꎮ 其六篇可常

置旁御观ꎬ谨第录ꎮ
一方面主观意识上目的性很强ꎬ“义理可法ꎬ

皆合六经之义”ꎬ“可常置旁御观”ꎻ另一方面又

有相对客观的整理之后ꎬ虽“不合经术”者ꎬ“亦
不敢失”ꎬ予以保留ꎮ 然而ꎬ篇幅更大的书籍ꎬ几
十篇、几百篇ꎬ情况就更复杂些ꎬ这里就不一一详

说了ꎮ 总之ꎬ整理过程中是有不同程度改造的ꎬ
涉及到书名、篇目、文字等多方面ꎬ是否“义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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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会使人有意无意地去改造流传中的典籍ꎮ
刘向的“义理”是“六经之义”ꎬ这是许多汉

代学者的共同标准ꎬ当然也还有个人理解义理之

不同ꎮ 同样一部«诗经»ꎬ汉代人就有齐、鲁、韩、
毛四家ꎬ学人就四家之异同进行过不少比较研

究ꎬ“改造”典籍说的研究也在进行ꎮ 这是一个

大的方面ꎮ 另外ꎬ也会有些非以儒家思想为主的

学者ꎬ他们对儒家“六经”之外的经典如何整理?
也是可以支持“改造”说的ꎮ 目前ꎬ«老子»这个

道家经典仍然是一个最好的例子ꎬ它的材料最

多ꎮ 虽然ꎬ«汉书艺文志»所著«老子邻氏经

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

经说»六篇和刘向«说老子»四篇皆亡ꎬ刘向校书

时«老子»是什么样的? 他看到过当今出土的当

年流传的帛书本没有? 均无从知晓ꎬ甚为可惜ꎮ
但马王堆两种帛书本、郭店竹简本以及最近又有

北大本的«老子»等实物资料ꎬ还有传世的«老子

指归» «河上公章句» «想尔注»等等ꎬ足以说明

«老子»在流传中被整理和改造的过程ꎬ上述«老
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也多少可以作为佐证ꎮ

总而言之ꎬ先秦典籍在汉代被全面改造过ꎬ
这是一个非常肯定的事实ꎮ 显然ꎬ仅仅只提“整
理”ꎬ力度是不够的ꎮ “伪造”ꎬ甚至说汉人是“造
伪能手”ꎬ似又有些过激ꎮ 所以以“改造”说为好ꎮ

其实“伪造”或“造伪”和我所说的汉人改造

先秦典籍并不是一回事ꎮ 顾颉刚先生写的«战国

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 〔１１〕ꎬ主要是讲古代一些

人物、史事的伪造ꎬ当然也涉及古书所记人物和

史事的造伪ꎬ特别是如三皇五帝史事的伪造ꎮ 至

于伪书ꎬ他注意到«汉书艺文志»中就已经指

出许多书籍是“依托”之作ꎮ 这些和我所说的汉

人改造先秦典籍不是一回事ꎬ但是又有关系ꎬ所
以辨伪、辨疑的原则是相同相通的ꎬ例如顾先生

在文章中说:
所谓“伪”固有有意的作伪ꎬ但也有无意

的成伪ꎮ 我们知道作伪和成伪都有他们的环

境诱惑和压迫ꎬ所以也须认清他们的环境ꎬ辨
伪的工作便已成了一半ꎮ

又说:
上面所讲的礼乐制度ꎬ我固然说它出于

战国秦汉间人之口ꎬ很不可信ꎻ但我也敢做保

证:这是不会全伪的ꎮ
还有:

我们站在历史的立场上ꎬ看出这些谈话

是不真实的上古史ꎬ然而确是真实的战国秦

汉史ꎬ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些材料来捉住战国

秦汉人的真思想和真要求ꎬ就此在战国秦汉

史上提出几个中心问题ꎮ
这些都是我讲汉人改造先秦典籍所想表达

也曾不同程度表述过的思想和一些原则性的看

法:传世的先秦典籍是不会全伪的ꎻ汉人的改造

有“他们的环境诱惑和压迫”ꎻ我们辨疑出的问

题ꎬ正好“捉住”汉人的真思想和真要求ꎬ正好对

汉代学术史提出几个中心问题ꎬ等等ꎮ 这些都是

“改造”说的意义ꎮ

三、疑古与走出疑古问题

虽然我在有的文章中提到“走出疑古时代”
的问题ꎬ老实说ꎬ我并没有拜读过有关的著作ꎬ不
能妄加评说ꎬ只是模糊感觉到ꎬ这个问题与顾颉

刚先生的«古史辨»是有关系的ꎬ而我在撰写«汉
代学术史论»时研读顾先生的著作ꎬ发现他晚年

所写«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说:
又有人说:«古史辨»的时代已过去了!

这句话我也不以为然ꎮ 因为«古史辨»本不

曾独占一个时代ꎬ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ꎬ推
倒伪历史ꎬ自宋至清不断地在工作ꎬ«古史

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ꎮ 这项工作既是

上接 千 年ꎬ 下 推 百 世ꎬ 又 哪 里 说 得 上 “ 过

去”〔１２〕

顾先生说这些“过去”与否的话ꎬ应该是有

当时背景的ꎬ说不定“走出疑古时代”就是从那

时开始“走出”的ꎬ也许这也是一个可以研究的

“枝节”问题ꎮ
读了顾先生文章之后ꎬ我就更没有注意“走

出疑古时代”的问题了ꎬ潜意识似乎认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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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时代”ꎬ当然也就没有“疑古时代”ꎬ没
有“疑古时代”又何来“走出”的问题? 但是这些

年来报刊上时不时又会出现一些讨论ꎬ什么“疑
古”与“释古”ꎬ什么“古史辨派”ꎬ什么“疑古意

义”ꎬ等等ꎬ应该不是问题的问题ꎬ却生出了许多

问题ꎬ为什么如此? 这又给将来人留下了一个新

的研究课题ꎮ 我们现在还比较清楚ꎬ大体知道

«古史辨»、“走出”之类的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ꎬ
趁早把问题讨论得更清楚些ꎬ会更好一些ꎬ及时

开展讨论是必要的ꎮ
疑ꎬ就是疑问ꎬ有疑必问ꎬ这才是学问ꎮ 有的

疑问是比较明显的ꎬ如出土文献«老子»与传世

«老子»结构、文字等不一样ꎬ为什么? 这是必然

要问的ꎮ 对此ꎬ人们必须作出回答ꎬ必须 “释

古”ꎬ我认为这就是汉人整理和改造的结果ꎬ要不

然ꎬ那又是为什么呢? 另外ꎬ对一些古代历史上

的问题、古代历史人物、图书问题提出疑问ꎬ对一

些问题作出解释ꎬ这也就是释古ꎬ或者说辨疑ꎬ如
顾颉刚先生所说:“战国秦汉间人的辨伪”ꎬ“司
马迁应为首功”ꎮ 辨伪、辨疑工作是古已有之的ꎬ
宋人、清人“疑古”之风不小ꎬ“疑古时代”何时开

始? 代表人物是谁? 是写«天问»的屈原ꎬ还是

宋人郑樵? 再或者是崔东壁、姚继恒?
«古史辨»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曾轰动一

时ꎬ影响不小ꎬ但不足以成为一个时代ꎮ 顾先生

说“«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这句话是绝

对正确的ꎮ 现在被人们讲来讲去的问题ꎬ顾先生

在世时已经发生ꎬ例如他在«我是怎样编写‹古
史辨的›?»一文中写道:

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

三派:一派是信古ꎬ一派是疑古ꎬ一派是释古ꎬ
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ꎮ”我的

意思ꎬ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ꎬ因为他们所以有

疑ꎬ为的是有信ꎻ不先有所信ꎬ建立了新的标

准ꎬ凡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ꎮ 信古派信的

是伪古ꎬ释古派信的是真古ꎬ各有各的标准ꎮ
也许当时就有人有这种派别的划分法ꎬ但顾

先生也说“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ꎬ这话也是客

观的、正确的ꎮ
为了现在这篇文章ꎬ我再读了顾先生的几篇

文章ꎬ越读越亲切ꎬ似乎思想更加明确一些ꎮ «古
史辨»虽不曾独占一个时代ꎬ但它的意义是重大

的ꎬ它的工作的确还需要继续做下去ꎮ 我的思想

就是要重新认识古书辨疑ꎮ

四、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

因为读«文史哲»上浅野裕一的文章而引发

我写“再谈”ꎬ曹峰同志希望我“再仔细些”谈对

该文的看法ꎬ这里也不很仔细地谈ꎬ但可以谈点

看法ꎮ 该文从新出土文献的资料看思想史(主要

是先秦思想史)应该改写ꎬ这原则上是对的ꎬ因
«太一生水»«恒先»的发现说明学术思想出现有

“同时性和多发性”ꎬ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看法ꎬ
当然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分析ꎬ这我在“再谈”一

文中已经提到了ꎮ
浅野裕一之文的副标题是“兼论日本的先秦

思想史研究”ꎬ日本学界的情况我并不很熟悉ꎬ我
的疑问是:日本学界一直有“疑古派”和“释古

派”吗? 浅野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ꎬ因为出土文

献就可以对“疑古派及释古派各种观点的致命打

击”ꎬ“颠覆” “元凶” “粉碎”之类的语言都用上

了ꎮ 在没有看到出土文献之前ꎬ一些学者的研

究ꎬ可能有的说成没有ꎬ时间早的说成很晚ꎬ这是

时代条件的局限所致ꎬ但在探索过程中提出的问

题ꎬ并不是毫无意义的ꎮ 例如说“平冈武夫
认为«易»形成今天的格局是在汉以后ꎬ他同样

推定«易»成为儒家经典是在进入汉代之后”ꎮ
这种看法不能因为上博简中有 ５８ 支«易»简ꎬ就
“毫无成立之余地”ꎮ 用我们“汉人改造先秦典

籍”说看ꎬ仍然是有启发意义的命题ꎬ特别是“成
为儒家经典”的问题ꎮ 另外ꎬ不知池田知久先生

是否也属于“疑古派”? 他关于“五行篇的研究”
以及“«老子»编纂时间在战国末至汉初”等ꎬ当
然可以具体讨论ꎬ但从典籍的“编纂” “成书”来

看ꎬ明显地有汉人“改造”的痕迹ꎬ也是不可否认

的ꎮ 如果这些都属于“疑古”的话ꎬ我看这种“疑
—１０１—

三论汉人改造先秦典籍



古”也是必要的ꎬ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传世文

献及其影响ꎬ更好地认识汉代的学术和汉代人的

思想ꎮ
出土文献是真实的ꎬ但出土文献所记事实是

否全都真实? 这仍然是可以疑问的ꎬ我在早前的

文章中已指出这一点ꎬ如陈侯因资錞关于“黄

帝”的铭文ꎬ画像石上的一些记载ꎬ还有墓葬中出

土的«告地书»的记载ꎬ等等ꎬ不必再重复了ꎮ 再

说点新的意思ꎬ例如«老子» «太一生水» «恒先»
说明先秦道家思想的“同时性和多发性”ꎬ可以

“改写”这一部分思想史ꎬ但是除了我在“再谈”
中所说还应该具体比较研究之外ꎬ又可以提问:
为什么已有«老子»流传到后世了? «太一生水»
«恒先»为什么未传? 或者是如何消融到其他地

方去了? 这对汉代以及汉以后的学术和思想的

发展ꎬ应该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ꎮ
至于讨论出土文献的具体时间ꎬ鉴别稍晚一

些就视为“疑古派”ꎬ我认为是不恰当的ꎬ是用

“疑古派”作为一顶“帽子”ꎬ给人乱扣帽子、乱打

棍子ꎮ 顾颉刚先生因为编«古史辨»在世之时和

去世之后ꎬ都受到过不恰当的批判ꎬ在世时的情

况ꎬ他的自述中有不少例子ꎮ 去世之后ꎬ如果硬

要弄出一个“疑古时代”ꎬ他会首当其冲的ꎬ但
“疑古时代”不能成立ꎮ 学术研究怎么不可以平

心静气地讨论呢? 学术研究中ꎬ有的是主要方面

是对的ꎬ细节中有可商榷之处ꎻ有的是主要方面

或许不对ꎬ具体论述中又有可取之处ꎮ 不一棍子

打死ꎬ是有利于学术讨论和发展的ꎮ

五、“改造”说与出土文献

“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ꎬ是一个不

可否认的事实ꎬ提出来ꎬ对准确地认识汉代学术

的历史地位有重要意义ꎬ对理解整个中国古代传

统的学术文化也有重要意义ꎮ 出土文献与传世

文献之种种不同ꎬ能够更好地说明“改造”问题

之存在ꎬ所以我说:出土先秦文献越多ꎬ我的“改
造”说越“正确”ꎮ 现在知道的«易经»既有帛书

本ꎬ也有上博楚简本ꎻ«诗经»也有竹简本ꎬ还有

先秦文献中的许多轶诗ꎻ«书经» «礼经»的出土

文献也有消息ꎮ 一方面已出和新发现文献的深

入比较研究ꎬ比较其与传世文献的异同ꎬ可以提

供给“改造”说有力的证据ꎻ另一方面进一步清

理汉人对先秦典籍的传播和整理ꎬ将更具体深入

地说明“改造”说的多方面内容ꎮ
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与传世的先秦典籍没

有直接的关系ꎬ不属于某一经典ꎬ甚至是另有留

存的ꎮ 学界已分别作了不少研究ꎬ例如上面提到

的«太一生水»«恒先»的研究ꎬ还有«六德»«语丛

四»«性自命出»等的研究ꎬ有更早开始的关于帛

书«五行»以及竹简«五行»的研究ꎬ等等ꎮ 许多

研究中都透露出汉人“改造”的信息ꎬ«六德»的

研究就是如此ꎬ李学勤先生在«郭店楚简‹六德›
的文献学意义» 〔１３〕中说:

六行本于六法ꎬ六法又源于德之六理ꎬ这
样的观点是«五行»全然没有的ꎮ 可知贾谊

虽然引据了«五行»篇ꎬ但对五行之说作了很

大改造ꎬ甚至面目全非ꎬ并不是简单的移用ꎮ
贾谊«新书»之于«六德»ꎬ情形也是如此ꎮ
徐少华先生在«郭店楚简‹六德›篇思想源

流辨析» 〔１４〕中说:
«六德» 的有关论述上承孔门ꎬ下启汉

儒ꎬ具有明显的中间桥梁作用在孔子言

谈中有源可寻ꎬ而又开汉儒“三纲六纪”、“三

从四德”之先河ꎻ不同的是ꎬ简文所论和语意

皆较纯朴ꎬ未见汉儒所极力宣扬的天人感应

和阴阳五行之类的东西
刘乐贤先生的«郭店楚简‹六德›初探» 〔１５〕

又是另一个视角ꎬ他认为“以往的儒学史研究ꎬ由
于受疑古思潮的影响ꎬ在史料运用上颇受限制”ꎮ
先秦儒学研究“局限于«论语»、«孟子»、«荀子»
三书”ꎬ指出“也应重视«说苑»、«孔子家语»、«韩
诗外传»等书所保存的一些早期史料”ꎮ 他是找

出了“六德”在这些书中的对应文字ꎮ
我引用这么多论述ꎬ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六

德»这样的文献ꎬ在汉代终于被淘汰了ꎬ它的思想

内容被汉人吸收和改造了ꎮ 汉人会用«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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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苑»«韩诗外传»等等ꎬ以“改造”的方式来表

述其思想ꎬ也完全可能在编定原有各种典籍时来

反映自己所处时代的思想ꎬ对典籍进行不同程度

的改造ꎮ
关于儒家思想的著作是如此ꎬ关于道家思想

的«太一生水»«恒先»等也是如此ꎮ 我们又可以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汉人对这些典籍内容的融

撮与改造ꎬ例如ꎬ我在«对“神明”的历史考察»一
文中曾指出ꎬ«太一生水»中的“神明”在严遵«道
德指归论» 是有继承和发展的ꎮ 其实ꎬ汉初的

«淮南子»一书ꎬ对先秦的许多道家思想ꎬ有比较

广泛全面的继承ꎬ其“道论”之发挥也是很全面、
很丰富的ꎬ这些又反过来影响典籍的传承与整

理ꎮ «老子»之称«道德经»ꎬ由明显的“德经”在
前“道经”在后ꎬ转变成“道经”在前“德经”在后ꎬ
仍有深入研讨的价值ꎬ我在«从‹老子›到‹道德

经›»一文中(«光明日报»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 日)ꎬ初
步阐述了这个问题ꎮ 当然如果能找到这个“改
编”的“第一人”ꎬ从而分析其改编的原因与意

义ꎬ那就更好ꎬ当然这不是很容易的ꎮ 从出土文

献看ꎬ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甲、乙本«老子»是不容

质疑的ꎬ竹简本则有一个“编连”的问题ꎬ文字的

释读更复杂ꎬ这是考古工作和简牍研究者要讨论

和回答的问题ꎮ
这里我顺带谈谈我对出土文献的一些想法

和看法ꎬ前面提到浅野裕一的文章ꎬ他在文章的

最后一段中写道:“在中国ꎬ不作战国楚简研究的

学者ꎬ被认为是‘落伍的学者’”ꎬ我就是这样的

“落伍者”ꎮ 简帛学专家陈伟教授偶尔请我去参

加学生的论文答辩ꎬ知道我是“落伍者”ꎬ却帮我

解嘲说我是“宏观把握”ꎮ 我之所以“落伍”有一

些原因ꎬ这里不能多说ꎮ 但并非我不关心出土文

献的研究ꎬ现在为了我所提的“改造”说ꎬ就急迫

地盼望清华简中的«尚书»赶快整理出来ꎮ 我主

张对«诗»«易»乃至与«礼»有关的出土文献作深

入的与传世本的比较研究ꎬ希望简帛研究者、历
史学者、思想史专家共同努力ꎮ 研究将有利于

“汉代全面改造先秦典籍”之说的更加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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