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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汉代ꎬ古文是指以孔壁文献书写文字为代表的字体ꎬ也特指孔壁文献的书写字体ꎬ人们认为这

种文字是周代的标准字体ꎬ也是孔子书写的字体ꎬ籀文大篆是从古文演变过来的ꎬ小篆是从大篆变化而来的ꎮ 隶

书在汉代有一个从秦隶演变为汉隶的过程ꎬ其应用非常广泛ꎬ但它只是汉代文字书写系统中的一种字体ꎬ小篆和

秦隶都源于大篆ꎬ西汉初年它们不是古今字体的关系ꎬ而是同源关系ꎮ 两汉时期ꎬ古文与隶书不是一组古今对立

的概念ꎮ 今古文经学理论认为ꎬ在汉代隶书称为今文ꎬ以今文书写的经书是今文经ꎬ篆书称为古文ꎬ以篆书写的

经书是古文经ꎬ从而形成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种学派ꎮ 这种认识不符合汉代今古文字的观念ꎮ
〔关键词〕古文观念ꎻ今文ꎻ隶书ꎻ今古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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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是继汉、宋之学后又一

种非常重要的经学理论ꎬ这种理论认为ꎬ在汉代

隶书为今文ꎬ篆书为古文ꎬ用今文写成的经是今

文经ꎬ用篆书写成的经是古文经ꎬ从而将汉代经

学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派ꎬ两派的对立和

融合成为汉代经学发展的主线ꎮ 这种理论关于

汉代文字古今的划分和认识并不符合汉代的文

字古今观念ꎮ ２００１ 年ꎬ有学者探讨汉代文字古

今问题及其与今古学的关系ꎬ并引起争论ꎬ〔１〕 但

是争论的规模较小ꎬ意见很不一致ꎬ有些问题仍

然需要进一步研究ꎮ 我们认为ꎬ有必要在汉代文

字发展和文字书写系统的基础上弄清楚汉代关

于文字古今的观念ꎬ从而认识今古文经学理论关

于汉代经书字体的认识所存在的问题ꎮ

一、汉代的“古文”观念

两汉持续四百余年ꎬ其书写字体前后变化非

常大ꎬ其间关于文字的今古观念也是有所变化

的ꎬ汉代学者对字体的历史发展变化有清楚的认

识ꎮ 整体来看ꎬ两汉时代“古文”一词并不是泛

指“古代的文字”这一内涵ꎬ它主要是指以鲁恭

王破坏孔子宅院而得到的古文献上的文字为代

表的一种字体ꎮ 当时学者认为这种字体就是孔

子所用的字体ꎬ是周代通行的标准字体ꎬ这些字

是仓颉所造之字ꎬ其中即使有后来制造的ꎬ它们

也贯彻了仓颉所奠定的造字理论ꎬ所以用这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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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书写的文献最古老ꎬ也最可靠ꎬ它是籀文大篆、
小篆的源头ꎮ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对文字的产生和发

展进行了介绍ꎬ并认为从仓颉创造文字以来ꎬ字
体不断变化ꎮ 仓颉最初造字主要用了象形和指

事的造字法ꎬ之后形声和会意造字法逐渐成熟ꎮ
到了周代ꎬ六书理论成熟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字

体是古文ꎬ并用六书理论教授国子ꎮ 周宣王时太

史籀在古文的基础上写成大篆ꎬ字体与古文有的

不同ꎮ 孔子写«六经»ꎬ左丘明写«春秋传»ꎬ都是

用的古文ꎮ 战国时期ꎬ诸侯各自为政ꎬ不再听从

周朝廷ꎬ各国随意更改文字ꎬ本来统一的文字变

得形体不同了ꎮ
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ꎮ 第一ꎬ在许慎看

来ꎬ西周、春秋时期ꎬ周朝廷治下各诸侯国的文字

是统一的ꎬ其文字体现了六书传统ꎬ战国时期ꎬ诸
侯各自为政ꎬ改变了原有的字体ꎬ字形发生了变

化ꎬ造成了书不同文的现象ꎬ到了秦始皇时期又

进行了文字统一ꎬ“罢其不与秦文合者”ꎬ其统一

的字体是小篆ꎮ 第二ꎬ许慎认为古文ꎬ即以孔壁

中文献为代表的文字ꎬ是周代的标准通用字体ꎬ
通行于西周ꎬ孔子时仍然在用ꎬ这一字体是仓颉

之后形成的六书理论的结果ꎬ也是其代表ꎮ 周宣

王时太史籀所定的«籀书»十五篇是大篆字体ꎬ
是在古文的基础上改定的ꎮ 在许慎看来ꎬ古文比

大篆还要古老ꎮ «说文»中收录的古文大部分来

自孔壁中的文献ꎬ段玉裁说:“凡言古文者ꎬ谓仓

颉所作古文也ꎮ” 〔２〕

关于古文的来源ꎬ许慎说:“壁中书者ꎬ鲁恭

王坏孔子宅ꎬ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
语»、«孝经»ꎬ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ꎬ郡
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ꎬ其铭即前代之古文ꎬ皆
自相似ꎮ”许慎在这里列出三种ꎬ一是鲁恭王坏孔

子宅所得古书ꎬ二是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ꎬ三
是当时所出土的鼎彝铭文ꎮ 关于最后一句“皆自

相似”是指铭文字体自相似ꎬ还是孔壁中书、«春
秋左氏传»、鼎彝铭文字体相似ꎬ有不同观点ꎮ 有

的学者认为铭文字体自相似ꎬ这就意味着这些铭

文的字体与孔壁中书的古文有很大差异ꎮ 有的

学者认为是后者ꎬ段玉裁说:“郡国所得秦以上鼎

彝ꎬ其铭即三代古文ꎬ如«郊祀志上»有故铜器ꎬ
问李少君ꎬ少君曰:‘此器ꎬ齐桓公十年陈于柏

寝ꎬ’已而案其刻ꎬ果齐桓公器ꎮ 又美阳得鼎ꎬ献
之有司ꎬ多以为宜荐见宗庙ꎮ 张敞按铭勒而上

议ꎮ 凡若此者ꎬ亦皆壁中经之类也ꎮ 皆自相似

者ꎬ谓其字皆古文ꎬ彼此多相类ꎮ” 〔３〕 从上下文来

看ꎬ段玉裁的理解更合理一些ꎮ
许慎关于古文的这种观念应该是继承刘歆、

贾徽、贾逵、班固等学者的一般观念ꎮ «说文解字

叙»:“及亡新居摄ꎬ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

部ꎬ自以为应制作ꎬ颇改定古文ꎮ 时有六书ꎬ一曰

古文ꎬ孔子壁中书也ꎮ 二曰奇字ꎬ即古文而异者

也ꎮ 三曰篆书ꎬ即小篆ꎬ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

所作也ꎮ 四曰佐书ꎬ即秦隶书ꎮ 五曰缪篆ꎬ所以

摹印也ꎮ 六曰鸟虫书ꎬ所以书幡信也ꎮ”也就是说

在西汉末年“古文”特指孔壁文献中的字体已是

共识ꎮ 同时ꎬ许慎的古文观念显然也受到古学的

影响ꎮ «后汉书贾逵传»:“父徽ꎬ从刘歆受«左
氏春秋»ꎬ兼习«国语»、«周官»ꎬ又受«古文尚书»
于涂恽ꎬ学«毛诗»于谢曼卿ꎬ作«左氏条例»二十

一篇ꎮ”许慎向贾逵问学ꎬ贾逵传其父亲贾徽之

学ꎬ班固与贾逵同时代ꎬ且都倾向古学ꎮ 班固«汉
书艺文志»说:“六体者ꎬ古文、奇字、篆书、隶
书、缪篆、虫书ꎬ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ꎬ摹印章ꎬ书
幡信也ꎮ”从班固的叙述来看ꎬ古文、奇字是比篆

书还要早的文字ꎬ也是东周之前的文字ꎮ 汉平帝

元始五年ꎬ征天下通小学者数百人在未央廷整理

文字ꎬ扬雄取其有用的编成«训纂篇»ꎬ班固又作

«续训纂»ꎮ 班固“参与”了整理文字的后续工

作ꎬ同时班固的«艺文志» 是在刘向、刘歆父子

«七略»的基础上写成的ꎬ这就是说其“古文”观

念上接刘歆、扬雄、未央廷整理文字的那些学者ꎬ
在西汉末年ꎬ“古文”特指孔壁文献字体ꎬ并且是

孔子所用的字体ꎬ这是当时人的一般观念ꎮ
当然ꎬ这种观念不是一下就形成的ꎬ也应该

是继承前人的ꎮ 汉成帝时河平三年ꎬ诏刘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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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秘书ꎬ然后刘歆向尹咸和翟方进学习«春秋左

氏传»ꎬ尹咸和翟方进受«左氏传»于尹更始ꎬ尹
更始又受学于张禹ꎬ张禹又从贯公学习ꎬ贯公从

贾谊学习ꎮ 刘歆的古文观念不能不受到这些人

的影响ꎬ也就是说这种“古文观念” 产生更早ꎮ
司马迁«史记»中“古文”一语出现 １０ 次ꎬ钱穆

说:“盖«史记»之所谓‘古文’ꎬ正指«六艺»ꎬ凡所

以示异于后起之家言也ꎮ” 〔４〕 钱穆总结“古文”的
含义能够反映«史记»中出现的“古文”的共同特

征ꎮ 司马迁用“古文”指代孔子所传的儒家文献

是基于这些文献是用“古文”字体书写的ꎬ在他

看来这些文献关于历史的记载是最可靠的ꎮ «太
史公自序»说:“年十岁则诵古文”ꎮ «史记儒

林列传»:“孔氏又有古文«尚书»ꎬ而安国以今文

读之ꎮ”在孔壁古文文献发现之前ꎬ“古文”一词

应该已经存在ꎬ“以今文读之”ꎬ就是用当时的秦

隶、小篆等通用文字进行解读ꎬ显然古文是与秦

隶和小篆不同的字体ꎮ 我们可以看到ꎬ刘歆的古

文观念与司马迁的古文观念是有承继关系的ꎬ这
种“古文”是孔子学派传下来的ꎬ古老且有权威

性ꎬ应该是周代的标准字体ꎬ是儒家文献书写的

字体ꎬ与小篆、隶书不同ꎮ

二、东汉时期关于古文、隶书的争论与隶书的形成

在许慎看来ꎬ以孔壁古文为代表的古文字在

篆文之前ꎬ更在隶书之前ꎬ他甚至认为古文就是

仓颉所造之字ꎮ 但是ꎬ当时很多学者却不这么认

为ꎬ他们认为古文不是很可靠的文字ꎬ甚至认为

是后人伪造的ꎬ他们相信隶书所写文献ꎬ认为隶

书源远流长ꎮ 东汉时期关于古文、隶书谁更古老

的问题ꎬ文献记载的很少ꎬ但是从许慎«说文解字

叙»来看ꎬ当时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ꎬ观点可以说

针锋相对ꎮ
«说文解字叙»:“而世人大共非訾ꎬ以为好

奇者也ꎮ 故诡更正文ꎬ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ꎬ变
乱常行ꎬ以耀于后世ꎬ诸生竞说字解经谊ꎬ称秦之

隶书为仓颉时书ꎮ 云父子相传ꎬ何得改易! 
俗儒鄙夫ꎬ玩其所习ꎬ蔽所希闻ꎬ不见通学ꎬ未尝

睹字之条例ꎬ怪旧艺而善野言ꎬ以其所知为秘妙ꎬ
究洞圣人之微旨ꎮ 又见 «仓颉篇» 中 ‘幼子承

诏’ꎬ因号古帝之所作也ꎬ其辞有神仙之术焉ꎬ其
迷误不谕ꎬ岂不悖哉ꎮ”此时汉隶早已经成熟ꎬ汉
隶是在秦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ꎬ从许慎的记载

来看ꎬ这些学者认为秦隶所写的«仓颉篇»就是

黄帝时仓颉所创的字体ꎬ秦隶显然有古文字的性

质了ꎮ 这些学者对于秦隶的认识与许慎、班固等

人的认识不一样ꎮ
关于隶书ꎬ许慎认为是秦始皇时产生的ꎬ“初

有隶书ꎬ以趋约易”ꎬ“秦始皇帝时下杜人程邈所

作也ꎮ”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是时始造隶

书矣ꎬ起于官狱多事ꎬ苟趋省易ꎬ施之于徒隶也ꎮ”
这也应该是刘歆以来很多学者的共识ꎮ 很多学

者曾经认为ꎬ隶书是从小篆发展而来的ꎬ小篆是

隶书的基础ꎬ但是从许慎的论述来看ꎬ秦隶产生

的基础是籀文大篆ꎬ不是小篆ꎮ 小篆是由李斯等

人在大篆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ꎬ隶书是程邈在秦

始皇时代“创造”的ꎬ许慎没有具体说明李斯等

人省改大篆、程邈作隶书的时间ꎬ从他的叙述中

可以看出ꎬ这两种字体差不多同时产生ꎮ 所以ꎬ
秦隶和小篆有共同的产生基础ꎬ即籀文大篆ꎮ 段

玉裁说:“蔡邕«圣皇篇»云:‘程邈删古立隶文ꎮ’
而蔡琰、卫恒、羊欣、江式、庾肩吾、王僧虔、郦道

元、颜师古亦皆同辞ꎮ 惟传闻不一ꎬ或晋时许书

已讹ꎬ是以卫巨山疑而未定耳ꎮ 下杜人程邈为衙

狱吏ꎬ得罪幽系云阳ꎬ增减大篆体ꎬ去其繁复ꎮ 始

皇善之ꎬ出为御史ꎮ 名书曰隶书ꎮ” 〔５〕蔡邕说程邈

删古文字而创造隶书ꎬ也说明隶书的来源不是小

篆ꎬ而是古文字ꎬ这个古文字可以理解为大篆及

之前的文字ꎬ后来从蔡琰到颜师古的学者大致都

有这样的认识ꎮ
许慎时代ꎬ很多学者并不认为隶书是秦代才

产生的ꎬ这些学者的观点很少引起注意ꎮ 从许慎

的介绍来看ꎬ这些学者“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

书”ꎬ也就是说ꎬ这些学者认为秦隶应该比籀文大

篆还要古老ꎬ他们心中的文字发展谱系是“秦

隶”、籀文大篆、小篆ꎬ汉隶也从秦隶发展而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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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的秦隶应该称之为古隶ꎬ因为秦隶是许

慎所称呼的ꎮ 从现在的出土文献来看ꎬ许慎所批

评的这些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ꎬ隶书的来源也是

非常早的ꎬ但是他们认为是黄帝时代仓颉所作ꎬ
就有问题了ꎮ

随着大量出土文献的出现ꎬ我们现在对隶书

的形成已有比较一致的认识ꎮ 现在学术界一般

认为ꎬ秦隶是从篆书的简率写法发展而来的ꎮ 王

国维指出ꎬ“出土的战国时期陶器、印玺、兵器、货
币的文字和«说文解字»、魏三体石经上的古文

‘皆自相似ꎬ然并讹别简率’”ꎮ〔６〕 战国时期文字

有简率的倾向和特点ꎮ 裘锡圭先生说:“我们认

为ꎬ秦篆中的简率写法跟汉代古隶的密切关系说

明了一个重要问题:隶书是在战国时代秦国文字

的简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ꎮ” 〔７〕刘又辛、方有国

两位先生说:“隶书是在篆书草率写法的基础上

逐渐形成的ꎮ 大约在秦孝公时代ꎬ秦国文字开始

出现像«商鞅錞»铭文那种与正规篆文不同的草

篆ꎬ后来随着文字的发展ꎬ草篆逐渐简化ꎬ用‘方
折’笔法代替篆书‘圆转’笔法ꎬ于是逐渐变为隶

书ꎮ”隶书是战国各诸侯国文字发展的共同趋向ꎬ
“楚国的«楚帛书»已经是由篆变隶的早期隶书ꎻ
晋国的«侯马盟书»也已经变成隶书ꎮ” 〔８〕 也有的

学者指出ꎬ除了篆文的简率化ꎬ隶书在形成过程

中也受到当时俗书的影响ꎮ
关于秦隶形成的时间ꎬ学者们的观点不一

致ꎮ 裘锡圭先生说:“秦朝统一全国后ꎬ不但要废

除六国文字‘不与秦文合’的异体ꎬ并且还需要

对秦国本身的文字进行一次整理ꎮ 这次整理所

规定的字体就是小篆ꎮ 此外ꎬ适应文字实际使用

的需要ꎬ在那些破坏篆文结构的简率写法的基础

上ꎬ还形成了一种比较简便的辅助字体ꎮ 这就是

隶书ꎮ” 〔９〕裘先生比较谨慎ꎬ还是采用许慎的观

点ꎬ认为隶书真正形成于秦朝ꎮ 刘又辛、方有国

两位先生则认为ꎬ秦隶在战国时代就已形成ꎮ 赵

平安先生说:“一是把战国时期秦国文字的某些

简率写法直接看做古隶ꎬ二是把隶书的产生时间

明确卡在战国中期ꎮ” 〔１０〕从篆书到秦隶书整体来

看是逐渐演化而成的ꎬ由于对战国时期这些简率

写法的认识不同ꎬ所以形成了不同的观点ꎮ 我们

认为ꎬ隶书作为一种字体在战国末年已经形成ꎬ
但是篆书向隶书的转化并没有结束ꎬ也就是说篆

书的简率化并没有结束ꎬ秦始皇时期“官狱职务

繁”的情况加速了篆书简率化的过程ꎬ从而使得

隶书的文字数量急剧增加ꎬ促进了隶书的发展ꎮ
篆书在简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异体字ꎬ篆书简

率为隶书的过程也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异体字ꎬ
“程邈作隶书”的实际情况应该是以整理和规范

隶书为主ꎮ
由此可见ꎬ许慎说隶书在秦始皇时期才产生

是有问题的ꎬ但他认为隶书是在秦篆的基础上产

生的却是非常合理的ꎮ 与许慎同时的一些学者

认为隶书在秦朝以前就已形成ꎬ显然他们的认识

是合理的ꎬ但是他们又认为秦隶就是仓颉所造之

书ꎬ这就有问题了ꎮ

三、汉代隶书的发展与西汉文字书写系统的变化

汉代隶书研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研究领域ꎬ
隶书的种类、隶变的过程与内容等问题ꎬ无不充

满了争议ꎬ但是学者们对汉代隶书的发展有一个

从秦隶向汉隶发展的变化过程是有共识的ꎮ 元

代吾邱衍将隶书分为三种ꎬ秦隶、八分、汉隶ꎮ 秦

隶是程邈简省小篆而形成的ꎬ如秦权秦量上的刻

字ꎻ八分是“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ꎬ比秦隶则易

识ꎬ比汉隶则微似篆ꎬ若用篆笔作汉隶ꎬ字即得之

矣ꎮ 八分与隶ꎬ人多不分ꎬ故言其法”ꎻ汉隶是

“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也”ꎬ〔１１〕 这三种字体

也代表着汉代隶书发展的三个阶段ꎬ秦隶阶段、
秦隶向汉隶的过渡阶段、汉隶的成熟阶段ꎮ 我们

现在也“一般把隶书分成古隶和八分两个阶段ꎮ
八分指的是结构方整、笔画有明显波势和挑法的

隶书ꎬ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汉隶ꎮ 八分形成以前的

隶书就是古隶”ꎮ〔１２〕这里将汉代隶书分为古隶和

八分两个阶段ꎬ古隶即秦隶ꎬ八分即汉隶ꎮ 这两

种观点对于八分的认识不同ꎬ但是对汉代隶书发

展的认识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ꎬ前者细致ꎬ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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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ꎬ只不过将秦隶向汉隶的过渡阶段和成熟阶

段合为一个阶段ꎮ
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ꎬ我们对汉代隶书

的发展能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ꎮ 西汉初年ꎬ隶
书处于秦隶阶段ꎬ其篆意仍然非常浓ꎬ湖南马王

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遣册上的隶书、安徽阜阳出土

的简书上的隶书都是秦隶ꎬ这两种文献大约都是

汉文帝时期的ꎮ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主要是汉

武帝后期的文献ꎬ整理者认为:“大体上可以认为

已近于成熟的汉隶ꎬ与西汉早期的张家山二四七

号墓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简帛中近于秦隶的书

体有明显的区别ꎬ与下葬于武帝早期的银雀山汉

墓出土的竹简书体相比亦显稍晚ꎮ 但即使是其

中最接近于成熟汉隶的书体ꎬ与宣帝时期的定州

八角廊汉墓出土的竹简文字相比ꎬ仍略显古朴ꎬ
由书体特征并结合对全部竹书内容的分析ꎬ我们

推测这批竹书的抄写年代应主要在汉武帝后期ꎬ
下限不晚于宣帝ꎮ” 〔１３〕 如果ꎬ我们把蔡邕石经看

作是典型汉隶的话ꎬ北大藏西汉竹简同秦隶更相

似一些ꎬ是从秦隶向汉隶过渡的字体ꎮ 从居延简

牍来看ꎬ汉昭帝到汉成帝之间是汉隶形成并成熟

的时期ꎬ汉成帝阳朔二年木牍上的字与蔡邕石经

上的隶书大致接近ꎬ可以算作是成熟的汉隶了ꎮ
一般认为ꎬ汉隶是西汉后期形成的ꎬ从出土文献

来看ꎬ这种结论大致是可靠的ꎮ
虽然都称为隶书ꎬ但是西汉前后期其字体的

差异是非常大的ꎬ秦隶对于成熟的汉隶来讲几乎

就是古文字ꎬ到了东汉时期ꎬ很多学者就是这么

认为的ꎮ «说文解字叙»:“诸生竞说字解经谊ꎬ
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ꎮ 云父子相传ꎬ何得改

易!”这些学者认为ꎬ孔壁古文是有人伪造的ꎬ当
时的隶书是可靠的ꎬ因为隶书源于秦隶ꎬ秦隶就

是仓颉所造之字ꎬ也就是说到了东汉中后期ꎬ秦
隶已经是古文字了ꎮ

要了解汉代人对文字古今的观念ꎬ我们也应

该了解一下汉代各体文字的使用情况ꎬ弄清楚当

时的文字书写系统ꎮ «说文解字叙»说秦时文字

有“八体”ꎬ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

殳书、隶书ꎬ西汉王朝沿用了这八体ꎬ用这八体作

为选拔考核人才的内容ꎬ这也就意味着在当时的

社会政治生活中都能用到这些字体ꎮ 关于这八

体的性质ꎬ学者们并没有一致的意见ꎬ一般认为

大篆、小篆、隶书是三种字体ꎬ摹印、刻符等五种

是书体ꎬ也有的学者认为虫书也是一种字体ꎮ 字

体是历史某一阶段中所使用的文字样式ꎬ书体是

依附性的ꎬ以某种字体为依托而加以装饰和美

化ꎮ 小篆是秦国用来统一文字的标准字体ꎬ是在

大篆的基础上省改而成的ꎬ它应该是最重要的ꎬ
隶书的应用范围最广ꎬ不过其政治价值性似乎在

八体中最轻ꎬ刻符等五种书体主要应用在特殊领

域ꎬ而这些领域都非常重要ꎮ
«汉书艺文志»:“汉兴ꎬ萧何草律ꎬ亦著其

法ꎬ曰:‘太史试学童ꎬ能讽书九千字以上ꎬ乃得为

史ꎮ 又以六体试之ꎬ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

史ꎮ 吏民上书ꎬ字或不正ꎬ辄举劾ꎮ’” 此处 “六

体”应为“八体”ꎮ 从«说文解字叙» “尉律:学童

十七以上ꎬ始试”来看ꎬ八体也是当时基础教育和

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内容ꎬ这种制度应该是继承

秦国的ꎮ 秦书“八体”应该是秦始皇二十六年统

一六国ꎬ制定“书同文”政策之后才完备的ꎬ因为

小篆是统一文字的标准字体ꎮ 西汉建立之后ꎬ直
接继承了这种法令ꎮ 这种法令应该在汉武帝“罢
黜百家ꎬ独尊儒术”的政策中受到了冲击ꎮ «史
记儒林列传»公孙弘奏议:“古者政教未洽ꎬ不
备其礼ꎬ请因旧官而兴焉ꎮ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

人ꎬ复其身ꎮ 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ꎬ仪状端正者ꎬ
补博士弟子ꎮ 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ꎬ敬长上ꎬ肃
政教ꎬ顺乡里ꎬ出入不悖所闻者ꎬ令相长丞上属二

千石ꎬ二千石谨察可者ꎬ当与计偕ꎬ诣太常ꎬ得受

业如弟子ꎮ 一岁皆辄试ꎬ能通一艺以上ꎬ补文学

掌故ꎻ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ꎬ太常籍奏ꎮ 臣

谨案诏书律令下者ꎬ明天人分际ꎬ通古今之义ꎬ文
章尔雅ꎬ训辞深厚ꎬ恩施甚美ꎮ 小吏浅闻ꎬ不能究

宣ꎬ无以明布谕下ꎮ 治礼次治掌故ꎬ以文学礼义

为官ꎬ迁留滞ꎮ 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ꎬ及吏

百石通一艺以上ꎬ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ꎬ比百石

—８０１—

　 ２０２１. ３学人论语



已下ꎬ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ꎬ边郡一人ꎮ 先用

诵多者ꎬ若不足ꎬ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ꎬ文学掌

故补郡属ꎬ备员ꎮ 请著功令ꎮ 佗如律令ꎮ”汉武帝

采纳了这些建议ꎬ并著为功令ꎮ 我们可以看到这

个功令与“尉律”的相关性ꎬ选择人才的年龄一

个十八ꎬ一个十七ꎬ年龄差不多ꎬ考试形式上都采

取背诵文字的多少ꎮ “小吏浅闻”ꎬ对诏书律令

理解不深ꎬ这是之前人才选择存在的问题ꎬ之前

以吏为师ꎬ以法律条文和书之“八体”为学习对

象ꎬ存在很大的局限性ꎮ 可以说公孙弘拟定的这

个学令是对“尉律”的补充和纠正ꎬ这势必对当

时基础教育的内容有巨大的冲击ꎬ从内容上来看

由法律科条转为儒家六艺ꎬ“八体”在这个功令

中没有体现ꎮ 整体来看ꎬ这个功令所选拔的人才

要比“尉令”选拔的“史”要高级ꎬ这必然会起到

导向作用ꎬ对“八体”的学习起消极作用ꎬ最终会

导致许慎说的ꎬ“虽有尉律ꎬ不课ꎬ小学不修ꎮ”汉
武帝时其影响就显现出来了ꎬ«史记酷吏列

传»:“是时上方向文学ꎬ汤决大狱ꎬ欲傅古义ꎬ乃
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ꎬ亭疑

法ꎮ”«史记索引»:“廷史ꎬ廷尉之吏也ꎮ”张汤选

择博士弟子为廷尉史ꎬ协助治狱ꎮ
«说文解字叙»:“及亡新居摄ꎬ使大司空甄

丰等校文书之部ꎬ自以为应制作ꎬ颇改定古文ꎮ
时有六书:一曰古文ꎬ孔子壁中书也ꎮ 二曰奇字ꎬ
即古文而异者也ꎮ 三曰篆书ꎬ即小篆ꎬ秦始皇帝

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ꎮ 四曰佐书ꎬ即秦隶书ꎮ 五

曰缪篆ꎬ所以摹印也ꎮ 六曰鸟虫书ꎬ所以书幡信

也ꎮ”这“六书”继承了秦“八体”并有所改变ꎬ“八
体”中的大篆、刻符、署书、殳书没有了ꎬ摹印称为

缪篆ꎬ古文有两种即古文和奇字ꎬ这两种是秦始

皇统一文字被消灭的ꎬ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中ꎮ 从“八体”到“六书”反映了文字应用和教育

方面的变化ꎬ这说明西汉初年“尉律”规定的“八
体”教育已发生了变化ꎬ大篆已不在“六书”中

了ꎬ也就是说当时的日常书写已不用大篆了ꎮ 卫

恒«四体书势»:“秦既用篆ꎬ奏事繁多ꎬ篆字难

成ꎬ即令隶人佐书ꎬ曰隶字ꎮ 汉因行之ꎬ独符、印

玺、幡信、题署用篆ꎮ”极有可能ꎬ西汉初中期ꎬ刻
符、印玺等书体是以大篆为基础的ꎬ西汉后期变

成了小篆ꎮ 刻符、署书、殳书的书写领域是存在

的ꎬ但已不是作为独立的书体进行专门的学习

了ꎮ 以“八体”为内容的文字教育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ꎬ“八体”是“尉律”的内容ꎬ这也就意味着这

种法令已不具效力了ꎮ
可以看出ꎬ西汉时期小篆、隶书、鸟虫书和缪

篆等四种字体、书体是一直应用的ꎬ作为专门的

学习内容也一直存在ꎬ隶书应用的范围最广ꎬ使
用的频率最高ꎬ其次是小篆ꎬ鸟虫书和缪篆又其

次ꎮ 从字体的变化来看ꎬ变化最大的是隶书ꎬ由
秦隶变为汉隶ꎬ小篆的变化相对较小ꎬ这从泰山

石刻和许慎«说文解字» 的小篆可以看出ꎮ 被

“八体”排除在外的古文又回到了人们的认读和

研究范围ꎬ并且分为两种ꎬ一种是古文ꎬ即孔壁文

献的书写字体ꎬ另一种是奇字ꎬ与古文不同的古

文字ꎮ “奇字”这一概念反映了“古文”是孔壁文

献字体的专名ꎬ并不是泛指古代的文字或字体ꎮ

四、汉代古今文字观念与今古文经学

理论中的文字观念

　 　 今古文经学理论把汉代的隶书称为今文ꎬ用
隶书写成的经称为今文经ꎬ把篆文称为古文ꎬ用
篆文写成的经为古文经ꎬ并认为这是汉代就存在

的观念ꎮ 这种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ꎬ并不符合汉

代古今文字的观念ꎮ
我们上面已经指出ꎬ在汉代ꎬ古文作为字体

的内涵是一个特指的概念ꎬ广义指以孔壁文献字

体为代表的文字系统ꎬ狭义就单纯指孔壁文献字

体ꎬ它是仓颉所造之字体ꎬ是孔子所应用的字体ꎮ
“古文”作为一种字体当然是古文字ꎬ但是它只

是古文字中的一种并不是全部ꎬ如它与周宣王太

史籀所写的«史籀篇»的大篆就不同ꎬ但它们都

属于古文字ꎮ 从西汉末年到清代中叶ꎬ学者们几

乎都是这样认为的ꎮ 王国维说:“以其所见«史
籀篇»为周宣王时书ꎬ所见壁中古文为殷周古文ꎬ
乃许君一时之疏失也ꎮ” 〔１４〕 王国维认为ꎬ许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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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看成是殷周时期的通用古文是许慎的一时

疏忽ꎮ 实际上ꎬ这并不是许慎一时疏忽ꎬ而是当

时人的一般观念就是这样的ꎬ所以将汉代的“古
文”理解成秦之前的古文字ꎬ这是后起的观念ꎬ并
不符合汉代人的观念ꎮ

«史记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ꎬ而
安国以今文读之ꎬ因以起其家ꎮ” «汉书儒林列

传»:“孔氏有古文«尚书»ꎬ而安国以今文字读

之ꎬ因以起其家ꎮ”这两段话成为后来的学者将古

文、今文对立的主要证据ꎮ 但是ꎬ当我们了解了

西汉的文字观念之后ꎬ就会发现ꎬ实际上并没有

这么简单ꎮ “以今文读之”ꎬ关于“读”的意义ꎬ有
的学者理解为“解读”ꎬ有的理解为“隶古”ꎬ有的

理解为翻译ꎬ有的理解为辨别章句ꎮ 我们认为ꎬ
这些理解都是可以的ꎬ孔氏的具体工作应该是综

合了这些内容ꎬ我们可以宽泛地理解为“凭借现

在的文字进行研读和整理”ꎮ 司马迁所说的“今
文”、班固所说的“今文字”是指什么呢? 这就需

要我们了解孔安国整理«古文尚书»时的用字情

况ꎮ 关于«古文尚书»发现的时间、向朝廷献书

时间等都是经学史中争论较多的问题ꎬ我们根据

学者们讨论的情况ꎬ〔１５〕 将时间跨度定为最大ꎬ发
现«古文尚书»的时间是在汉景帝末年或汉武帝

初年ꎬ献书的时间定为汉武帝末年ꎮ 孔安国整理

«古文尚书»的时间也就在这一范围之内ꎬ但是

孔安国所接受的文字和学术教育要早于发现«古
文尚书»的时间ꎮ 孔安国是«鲁诗»师法确立者

申公的弟子ꎬ申公同伏生都是由秦入汉的人ꎬ伏
生的再传弟子倪宽到博士学官学习时受业于孔

安国ꎮ 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ꎬ元朔元年为

博士置弟子ꎬ孔安国是早期的«鲁诗»博士ꎮ 孔

安国是伏生弟子一辈ꎬ其求学的时间应该在汉文

帝、汉景帝时期ꎮ 因此ꎬ孔安国的基础教育阶段

是秦朝“八体”文字的教育ꎬ他成为博士时正是

“八体”受到冲击的时候ꎬ他整理«古文尚书»应

该在汉武帝初期到中期ꎬ正是隶书由秦隶向汉隶

过渡的阶段ꎮ 所以ꎬ此时的“今文” “今文字”是

指当时的“八体”书写系统ꎬ“古文”作为古代的

文字是与“八体”相对的ꎬ“八体”中除“大篆”外ꎬ
其他“七体”都是通行的文字ꎬ其中小篆是秦朝

书同文时形成的正式字体ꎬ是较新的字体ꎬ而隶

书作为一种字体ꎬ其秦隶形态存在的时间要比小

篆早ꎬ同时作为“篆之捷”ꎬ其与篆书的相似性仍

然是非常高的ꎬ不过隶书的政治地位较低ꎬ它不

会成为“今文”的代表ꎬ司马迁所说的“古文”并

不是跟“隶书”相对的一个概念ꎮ 古文与“八体”
的差异较大ꎬ而且是孔子宅中出现的ꎬ人们就认

为它是最古老的文字ꎬ是孔子所用的文字ꎮ 孔安

国整理«古文尚书»ꎬ以“今文读之”ꎬ怎么可能只

参考隶书呢? 孔安国是否跟伏生学过«尚书»ꎬ
在«史记»中没有明确记载ꎬ«儒林列传»:“学者

由是颇能言«尚书»ꎬ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
以教矣ꎮ”孔安国学过伏生«尚书»是可以肯定

的ꎬ伏生的再传弟子倪宽跟孔安国受业ꎬ而且是

在倪宽学通«尚书»之后ꎬ因此孔安国是能够直

接接触到伏生的«尚书»的ꎮ 一些学者推测ꎬ伏
生«尚书»是用小篆写定的ꎬ从壁中取出来之后ꎬ
改写为当时的今文隶书ꎮ «史记儒林列传»:
“秦时焚书ꎬ伏生壁藏之ꎮ 其后兵大起ꎬ流亡ꎬ汉
定ꎬ伏生求其书ꎬ亡数十篇ꎬ独得二十九篇ꎬ即以

教于齐鲁之间ꎮ”汉初时ꎬ仍然在用秦隶ꎬ将小篆

改写为秦隶ꎬ根本不是将古文字改写为今文字ꎬ
因为在当时ꎬ小篆与秦隶并不是古今关系ꎬ因为

小篆是秦始皇二十六年才推行的新字体ꎬ秦隶是

传统就有的字体ꎬ秦隶要比小篆古老ꎬ汉初仍然

是这样ꎮ 伏生是秦博士ꎬ是齐国人ꎬ他所藏的«尚
书»可能是小篆写的ꎬ也可能是秦隶写的ꎬ也有可

能有齐国文字的影响ꎮ 当时的学者以及孔安国

都可能接触到伏生最初的本子ꎬ孔壁古文出现之

后将其文字视为古文ꎬ也足以看出两者字体差异

很大ꎮ 无论是从西汉初年字体的发展变化来看ꎬ
还是从当时人的文字观念来看ꎬ“古文”作为一

种字体与当时的文字系统构成古今关系ꎬ而不会

单独与“隶书”构成古今关系ꎮ
西汉末年和王莽时期ꎬ其文字系统是 “六

体”ꎬ在六体系统中ꎬ古文与奇字性质相同ꎬ都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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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古老文字ꎬ与小篆、隶书等其他字体相对ꎬ«汉
书艺文志»:“六体者ꎬ古文、奇字、篆书、隶书、
缪篆、虫书ꎮ 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ꎬ摹印章ꎬ书幡

信也ꎮ”在许慎«说文解字»中ꎬ以小篆、古文、籀
文作为探讨造字条例的基础ꎬ用当时的隶书作为

解释性文字ꎬ这说明许慎已经将小篆、古文、籀文

作为古文字ꎬ将隶书作为今文了ꎬ这时汉隶早已

成熟ꎬ文字形体和风格都保持了长时间的稳定

性ꎬ与小篆等古文在形体上差异巨大ꎬ而且与秦

隶的差异也非常大ꎬ已经成为今文字的代表了ꎮ
«说文解字叙»:“盖文字者ꎬ经艺之本ꎬ王政之

始ꎬ前人所以垂后ꎬ后人所以识古ꎬ故曰本立而道

生ꎬ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ꎮ 今叙篆文ꎬ合以

古籀ꎬ博采通人ꎬ至于小大ꎬ信而有证ꎮ”段玉裁

说:“许重复古ꎬ而其体例不先古文籀文者ꎬ欲人

由近古以考古也ꎬ小篆因古籀而不变者多ꎬ故先

篆文正所以说古籀也ꎮ 隶书则去古籀远ꎬ难以推

寻ꎬ故必先小篆也ꎮ” 〔１６〕在许慎的观念中ꎬ古文作

为字体最古老ꎬ其次是籀文ꎬ然后是小篆ꎬ它们都

属于古文字系统ꎬ这也就是说在许慎、贾逵、班固

等古学学者的学术视野中ꎬ古文作为一种字体并

不与当时通行的隶书单独构成古今关系ꎬ作为一

种古文字字体ꎬ“古文”与小篆、籀文相对ꎬ它们

构成古文字系统ꎬ与当时的隶书相对ꎮ
«说文解字叙»又说:“其称«易»孟氏ꎬ«书»

孔氏ꎬ«诗»毛氏ꎬ«礼»«周官»ꎬ«春秋»左氏ꎬ«论
语»、«孝经»ꎬ皆古文也ꎮ”很多学者据此认为这

些文献是古文经ꎬ但是这又与今古文经学理论中

以博士所授之经为今文经相矛盾ꎬ因为孟氏

«易»立为博士ꎬ很多学者为此弥缝迁合ꎮ 这些

学者显然误会了此处古文的含义ꎬ段玉裁说:“此
反对上文皆不合孔氏古文缪于史籀而言ꎮ 所谓

‘万物兼载ꎬ爰明以论’者ꎬ皆合于仓颉古文ꎬ不
谬于史籀大篆ꎮ 谓全书中明谕厥谊ꎬ往往取

证于诸经ꎬ非谓称引诸经皆壁中古文本也ꎮ” 〔１７〕

许慎是说他所称引的这些文献中相关字的含义

皆都符合古文和大篆的意义ꎬ即其字的意义根源

于仓颉以来所形成的六书理论ꎬ不但如此ꎬ“«六
艺»孟氏、孔氏、毛氏、左氏外所称诸家ꎬ如«韩

诗»、«鲁诗»、«公羊春秋»之类ꎬ亦皆以言古文大

篆也ꎮ” 〔１８〕

魏正始年间刻三体石经ꎬ即用古文、小篆和

汉隶三体ꎮ 西晋卫恒作«四体书势»ꎬ四体即古

文、篆书、隶书、草书ꎮ 这也说明ꎬ魏晋时期ꎬ古文

作为一种字体要么跟小篆、汉隶相对ꎬ要么跟篆

书、隶书、草书相对ꎬ古文不单独同隶书构成古今

关系ꎬ就像卫恒«字势»所说:“籀篆盖其子孙ꎬ隶
草乃其曾玄ꎮ”今古文经学理论中以隶书为今文ꎬ
以古文为先秦篆书或秦时小篆ꎬ将经书分为今文

经和古文经ꎬ不符合汉代的文字古今观念ꎮ 今古

文经学理论中关于文字古今的认识是后起的观

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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