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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刘勰«文心雕龙»对经、纬、文之间的关系ꎬ有精辟论述ꎮ 从«春秋»三传的“精

理为文”ꎬ到«春秋纬»的“理隐文贵”ꎬ“经”“纬”相错“成文”的演变较为明显ꎮ “经”与

“纬”的“隐义藏用”的文章特征ꎬ其实在经、史、子书中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ꎬ具备了一

定的“文学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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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ꎮ

　 　 历来我们对«春秋»三传的研究ꎬ主要从经学、史学角度进行ꎬ然而脱离了经学崇尚的时代与具体的

历史语境或文化背景ꎬ将我们对经学、史学的理解施于«春秋»三传ꎬ其中有多少合乎其成书时代的本

意、合乎其解释时代的本意ꎬ我们不得而知ꎮ 断章取义式阐释、循环式论证、假设性推论ꎬ或者给读者以

启示ꎬ然究竟无法完全落实为可靠的结论ꎮ 而从«春秋»三传对后世文学理论影响的角度看ꎬ有些说法

却可以得以验证与落实ꎮ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赵简子与子大叔论“礼”ꎬ子大叔有“礼ꎬ上下之纪ꎬ天地之经纬也ꎬ民之所

以生也ꎬ是以先王尚之”之语ꎬ孔颖达疏云:“言礼之于天地ꎬ犹织之有经纬ꎬ得经纬相错乃成文ꎬ如天地

得礼始成就ꎮ”①此虽就“礼”而言ꎬ然其中“经纬相错乃成文”之语ꎬ抛开“经纬相错”之事实ꎬ却对后世文

艺思想具有一定影响ꎮ 若结合汉代经学与纬书之关系ꎬ此说亦可成立ꎮ 然若深究ꎬ此语启发我们不得不

想到一个问题:“经”与“纬”如何“相错成文”?
刘勰«文心雕龙»在其«原道»«征圣»«宗经»«正纬»篇中ꎬ多次论及“道”“圣”“经”“纬”与“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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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ꎬ尤其认为“圣人”能“精理为文ꎬ秀气成采”①ꎬ而“论文必征于圣ꎬ窥圣必宗于经”②、“«春秋»辨理ꎬ
一字见义”③之说ꎬ亦可称“经”具“精理为文”之特征ꎮ 刘勰又赞“纬”为“神宝藏用ꎬ理隐文贵”④ꎬ称
“经”(«易»“四象”、«春秋»“五例”)为“隐义以藏用”⑤ꎬ可知“理”在“经” “纬”之间具有一定作用ꎻ而
从具体的文本书写方法看ꎬ“藏用”属于“经”“纬”共同的文本特征ꎮ 本文拟在推论“经纬为文”基础上ꎬ
讨论二者隐含之“理”以及“藏用”特征对汉初文艺思想的意义ꎮ

一、 “精理为文”的实现方式与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称:“经显ꎬ圣训也ꎻ纬隐ꎬ神教也ꎮ 圣训宜广ꎬ神教宜约ꎮ”⑥意思是“经”以“圣训”
施教于社会ꎬ具有文辞“广博”之特点ꎻ“纬”以“神道设教”于天地⑦ꎬ具有文辞“简约”之特点ꎮ 另由此可

见ꎬ“经显”宜为“文”ꎬ“纬隐”宜为“质”ꎮ 如果根据扬雄“阴敛其质ꎬ阳散其文ꎬ文质班班ꎬ万物粲然”
“天文地质ꎬ不易厥位”⑧ꎬ以及«春秋元命苞»“王者一质一文ꎬ据天地之道ꎬ天质而地文”⑨之说ꎬ刘勰此

类说法ꎬ有其合理之处ꎮ 综合各种说法ꎬ可知这应该是从二者的外部作用、内部材料体现出来的风格来

说的ꎮ
刘勰又以为“圣人”能“精理为文”ꎬ此类“圣训”多为“经文”ꎬ故知“经”之成“文”ꎬ在乎其所蕴含

之“精深之义理”ꎬ而此又通过“一字以褒贬”体现出来ꎮ 现以«春秋»三传为例ꎬ尝试分析ꎮ
三传对«春秋»记载事件的解释ꎬ多有不同ꎬ此一方面体现三传解释之差异ꎬ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三传

对«春秋»之不同认识ꎮ «春秋»三传之“文”ꎬ由此亦可得以体现ꎮ
鲁隐公元年ꎬ«春秋»记载:“公子益师卒ꎮ”三传同时解释了为何此处不记录其卒日期的原因ꎮ

«左传»以为:“公不与小敛ꎬ故不书日ꎮ”即以为隐公未参与小敛之礼ꎬ故不书日ꎮ «公羊传»以为:“远
也ꎬ所见异辞ꎬ所闻异辞ꎬ所传闻异辞ꎮ”即以为年代久远ꎬ说法不一ꎬ无法记录ꎮ «穀梁传»则称:“大夫

日卒ꎬ正也ꎮ 不日卒ꎬ恶也ꎮ”即以为公子益师有恶行ꎬ故不书其卒日ꎮ «春秋纬»则云:“孔子亲仕之定

哀ꎬ故以定哀为己时ꎮ 定哀既当于己ꎬ明知昭公为父时事ꎬ知昭定哀为所见ꎬ文宣成襄为所闻ꎬ隐桓庄闵

僖为所传闻者ꎮ”此处所言ꎬ显然是针对«公羊传»的“所见异辞ꎬ所闻异辞ꎬ所传闻异辞”的进一步解

释ꎮ 在此ꎬ三传也是对«春秋»隐含的一个文本现象(“不书卒日”)的解释ꎬ«春秋纬»则是对«公羊传»
提出的一个假设的阐发ꎬ进一步将“所见”“所闻”“所传闻”落实到某个具体的时代ꎮ 这是三传与«春秋

纬»在对«春秋»文本解释过程中发生的显、隐现象ꎮ 如果从“经纬成文”的角度看ꎬ«春秋»及其三传为

显豁之“文”ꎬ皆针对历史事实展开不同形式的记录或解说ꎻ«春秋纬»为隐晦之“质”ꎬ即指出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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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所在ꎬ二者“文”“质”交织ꎬ就形成为一个新的“文”ꎮ
鲁桓公三年ꎬ«春秋»记载:“秋七月ꎬ壬辰ꎬ朔ꎬ日有食之ꎬ既ꎮ”①这是一次有日食发生详细时间的记

载(有“日”有“朔”)ꎮ «穀梁传»解释较为详细:“言日言朔ꎬ食正朔也ꎮ 既者ꎬ尽也ꎬ有继之辞也ꎮ”范宁

以为“既”的意思就是“尽而复生”②ꎮ «公羊传»解释了“既”的意思:“既者何? 尽也ꎮ”③«左传»对本年

日食无解释ꎮ 然而对未记载详细日子的日食ꎬ«左传»则有解释ꎬ如桓公十七年的日食ꎬ«春秋»记载:“冬
十月朔ꎬ日有食之ꎮ”«左传»解释为:“不书日ꎬ官失之也ꎮ”即以为史官未记载ꎬ王充则以为史官重年月、
不重具体日子ꎬ因遗忘而忽略了ꎬ故其称:“史官记事ꎬ若今时县官之书矣ꎬ其年月尚大难失ꎬ日者微小易

忘也ꎮ 盖纪以善恶为实ꎬ不以日月为意ꎮ”④由“官失之”分析ꎬ«左传»以«春秋»为史书ꎮ 桓公三年的日

食ꎬ«左传»未作解释ꎬ或以为史官记录已详ꎬ无解释之必要ꎮ
«公羊传»«穀梁传»对此类问题的认识ꎬ可从隐公三年的日食记载进行分析ꎮ 本年日食ꎬ亦“不书

日”ꎬ«公羊传»以为原因在于“或失之前ꎬ或失之后”ꎬ即以为鲁历不正ꎬ史官错记所致ꎻ«穀梁传»以为

“言日不言朔ꎬ食晦日也”ꎬ也是以为发生了错记ꎮ «隋书律历志»以为«公羊传»«穀梁传»“皆臆说”ꎮ
但抛开史料正讹之辩ꎬ是知三传皆以«春秋»为“史书”ꎬ其讹皆史官所致ꎮ 综合«春秋»三传之言ꎬ其对

«春秋»之解释ꎬ皆从正面解释经文大意ꎬ是对“圣训”较为明显的解释ꎬ其解释的意思也非常清楚ꎬ与刘

勰所言“经显”吻合ꎮ
作为与“经”对立的“纬”ꎬ是如何解释的呢? 我们看«春秋纬»的记载:“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ꎬ日有

食之ꎬ既ꎮ 其后ꎬ楚僭号称王ꎬ灭邓谷ꎬ政教陵迟ꎮ”⑤其中ꎬ“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ꎬ日有食之ꎬ既”为«春
秋»之文ꎬ“其后ꎬ楚僭号称王ꎬ灭邓谷ꎬ政教陵迟”为«春秋纬»文ꎮ 对于桓公三年这次日食背后的故事ꎬ
从«春秋»及其三传之文ꎬ根本看不出«春秋纬»所说的“政教陵迟”云云ꎬ故可知«春秋纬»是从预言、警
示或者反面教训的角度解释«春秋»此次日食ꎬ其意义是隐晦的ꎬ解释是反面的ꎮ 这也与刘勰所言“纬
隐”相合ꎮ 王充曾云:“夫平常之事ꎬ有怪异之说ꎻ径直之文ꎬ有曲折之义ꎬ非孔子之心ꎮ”⑥此实际上是针

对三传与“纬书”而言ꎮ 在对«春秋»的过度解释上ꎬ三传与«春秋纬»是一样的ꎻ但在对«春秋»内容的具

体解释上ꎬ三传未脱离«春秋»本意ꎬ«春秋纬»已经结合后世文献进行了补充阐释ꎮ 从内容及其功能上

看ꎬ«春秋»三传为“文”ꎬ«春秋纬»为“质”ꎻ从其文本性质上看ꎬ«春秋»三传之“文”与«春秋纬»之“质”ꎬ
皆属对«春秋»这一原始文本的综合解释ꎬ又“相错”成一个新的“文”ꎮ 此处经、纬成文的基本方式ꎬ是
就«春秋»文本记录方式而引发的阐释差异ꎬ从而造成的“相错成文”现象ꎮ

鲁僖公八年ꎬ«春秋»记载:“秋ꎬ七月ꎬ禘于太庙ꎬ用致夫人ꎮ”按照王充的认识ꎬ这应该是一个对历史

事件的原始记录ꎬ至«春秋»三传ꎬ对“致夫人”一词ꎬ则作了不同的解释ꎮ «左传»:“秋ꎬ禘而致哀姜焉ꎬ
非礼也ꎮ”以为告所至者为“哀姜”ꎮ «穀梁传»记载:“言夫人ꎬ必以其氏姓ꎮ 言夫人而不以氏姓ꎬ非夫人

也ꎬ立妾之辞也ꎬ非正也ꎮ”以为“致夫人”为“立妾之辞”ꎮ «左传»«穀梁传»的解释ꎬ开始将“夫人”坐实

为哀姜与鲁僖公之母成风⑦ꎮ 另外ꎬ«穀梁传»解释“用” “致”曰:“用者ꎬ不宜用者也ꎮ 致者ꎬ不宜致者

也ꎮ”显然以为«春秋»具有褒贬之意ꎮ 无论如何ꎬ此二传亦皆从正面解释«春秋»本文ꎮ «公羊传»的解

释ꎬ则在«左传»«穀梁传»基础上有所推进:“其言以妾为妻奈何? 盖胁于齐媵女之先至者也ꎮ”“胁于齐

媵女之先至者”ꎬ从«春秋»文本无法得出此意义ꎬ此或«公羊传»据其他史料臆测之辞ꎮ 从总体上看ꎬ
«春秋»三传重在对“义理”的阐释ꎮ 如果说«左传» «穀梁传»还重在对史实的解读ꎬ«公羊传»则有了

“正统”之大义成分ꎮ 但无论如何ꎬ«春秋»三传对«春秋»的解读ꎬ仍未完全脱离«春秋»文本ꎬ属于“正面

的”“显明的”解读ꎮ 相对于«春秋纬»而言ꎬ后者则隐含着“文本背后”的历史故事ꎮ 如«春秋纬»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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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公本聘楚女为嫡ꎬ齐女为媵ꎮ”①此“本”字ꎬ即体现出«春秋纬»的解释ꎬ重在文本背后的内涵ꎮ «春秋

纬»此说见于«公羊传»何休解诂ꎬ知«春秋纬»是进一步解释«公羊传»“胁于齐媵女之先至者”而来ꎮ 如

此说来ꎬ«春秋纬»的解说ꎬ是较«公羊传»走得更远ꎬ距«春秋»文本原意亦更隐晦ꎮ 然若从“文质”角度

看ꎬ«春秋»«左传»«穀梁传»«公羊传»为“文”ꎬ«春秋纬»为“质”ꎬ经与纬一明一暗、一显一隐ꎬ又呈现出

在«春秋»文本统辖之下新的“文”ꎮ 此处经、纬成文的方式ꎬ是就«春秋»文本内涵引发的阐释差异ꎬ从
而造成的“成文”现象ꎮ

此处我们所说的“文”ꎬ是因为后世作为“经”的«春秋»及其三传ꎬ皆从正面记录、解说历史事实ꎬ具
有“明”之“文”特征ꎻ«春秋纬»作为“纬书”ꎬ重视文本背后的意义解释ꎬ虽然有牵强附会、不符合文本本

意之处ꎬ然皆委婉、隐晦ꎬ具有“隐”之“质”的特征ꎮ
鲁成公五年ꎬ«春秋»记载:“夏ꎬ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谷ꎮ 梁山崩ꎮ”②三传不约而同对“梁山崩”予

以特别关注并详细解释ꎮ «公羊传»从“壅河三日不流”现象出发ꎬ以为“为天下记异”ꎬ突出“天灾异

象”ꎮ «穀梁传»«左传»皆讲述了一个故事ꎬ以为“国主山川”ꎬ当祭告以禳灾ꎮ 然而二书也有些微差异:
«穀梁传»同«公羊传»ꎬ以为“梁山崩”出现了“壅河三日不流”(«穀梁传»作“壅遏河三日不流”)ꎬ«穀梁

传»祭告是为了使黄河流通ꎻ«左传»则云“山崩川竭”ꎬ国君应该礼祭山川之神ꎮ «穀梁传»«左传»叙述

的故事都突出了“辇者”的智慧ꎬ只不过«穀梁传»又增加了“孔子闻之”之类的评价ꎮ 在此ꎬ«春秋»仅仅

记载“梁山崩”这一现象ꎬ然而«公羊传»以“异象”解释之ꎬ«左传» «穀梁传»详细解释如何消除此类灾

异ꎮ 无论如何ꎬ三传皆从文本正面解释«春秋»文意ꎮ «春秋纬»则云:“梁山崩ꎬ自是之后六十年之中ꎬ弒
君十四ꎬ亡国三十二ꎮ”③即跳出了三传对«春秋»本文的阐释层面ꎬ从预言未来的角度ꎬ对“梁山崩”带来

的人事灾害提出警示ꎮ 这显然是一种属于«春秋»文本之外ꎬ且无法验证其真伪的预言ꎮ «春秋»三传以

此为自然灾异(“梁山崩ꎬ壅河三日不流”)ꎬ«春秋纬»则以为此现象预示着后世有“弒君”“亡国”之祸ꎮ
此类“解释当下”与“预言未来”的现象ꎬ是就«春秋»文本性质或功能的认识差异ꎬ从而造成的“成文”
现象ꎮ

定公四年ꎬ对于吴、楚之战以及伍子胥鞭尸事件ꎬ«春秋»记载:“冬ꎬ十有一月ꎬ庚午ꎬ蔡侯以吴子及

楚人战于柏举ꎬ楚师败绩ꎮ 楚囊瓦出奔郑ꎮ 庚辰ꎬ吴入郢ꎮ”④«左传»详细记载了吴入郢事ꎬ有倒叙伍子

胥发誓报复楚国、申包胥发誓复兴楚国事ꎬ并无伍子胥鞭尸事ꎮ⑤ «公羊传»借伍子胥之口ꎬ解释“子为父

复仇”的原则ꎬ在于“父不受诛ꎬ子复仇可也ꎮ 父受诛ꎬ子复仇ꎬ推刃之道也ꎮ 复仇不除害”⑥ꎬ重点在“复
仇大义”上ꎮ «穀梁传»开始出现“坏宗庙ꎬ徙陈器ꎬ挞平王之墓”的记载ꎬ并且进一步解释“吴入楚”为
“日入”的原因ꎮ⑦ «春秋纬»的记载则更具夸饰色彩:“时子胥因吴之众堕平王之墓ꎬ烧其宗庙ꎮ 鞭平王

之尸ꎬ血流至踝ꎮ”⑧除了“堕平王之墓ꎬ烧其宗庙”可见于«公羊传»注ꎬ“鞭平王之尸ꎬ血流至踝”明显属

于«春秋纬»采录其他传闻而成ꎮ 尤其是“血流至踝”ꎬ明显属于增饰之词ꎮ 司马迁«史记»记载此事ꎬ主
要采用«左传»的记载ꎬ然亦增加一句:“及吴兵入郢ꎬ伍子胥求昭王ꎮ 既不得ꎬ乃掘楚平王墓ꎬ出其尸ꎬ鞭
之三百ꎬ然后已ꎮ”⑨此“鞭之三百”与«春秋纬»“血流至踝”写法类似ꎬ由此可知ꎬ«春秋纬»与«史记»更
具文学性ꎮ 然就«春秋»三传与«春秋纬»的关系而言ꎬ从叙事表现上分析ꎬ三传明显对«春秋»“吴入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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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五«定公四年»ꎬ«十三经注疏»下册ꎬ第 ２３３７ 页ꎮ
«春秋穀梁传注疏»卷十九«定公四年»ꎬ«十三经注疏»下册ꎬ第 ２４４４ 页ꎮ
«春秋纬»ꎬ赵在翰辑ꎬ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下册ꎬ第 ６５６ 页ꎮ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７ 册ꎬ第 ２６４７ 页ꎮ
«史记»的材料来源较为复杂ꎬ在此我们不能因为«史记»与«左传»有相似材料ꎬ即断定«史记»的说法来源于«左

传»ꎬ或者改造自«左传»ꎮ «春秋纬»的文献提醒我们ꎬ«春秋纬»可能成书较晚ꎬ但其说法可能早有来源ꎮ «史记»与«诗
经»中的相似材料ꎬ也应该如此理解ꎮ



事作了进一步发挥ꎬ«春秋纬»则对«穀梁传»的“挞平王之墓”做了进一步演绎ꎬ发生了由“挞墓”至“鞭
尸”的变化ꎮ 此处ꎬ如果说«春秋»及其三传的记载是基本客观的ꎬ«春秋纬»则具有“神异”色彩ꎬ属于

«春秋»文本之外的内容ꎮ 这本来属于两种不同的写法ꎬ即“历史实录”与“诗性叙事”①ꎬ然至«史记»却
实现了统一ꎮ 在这个例子中ꎬ我们可以看出ꎬ刘勰所言“经正纬奇”的特点特别显明ꎮ

刘勰称圣人能“精理为文”ꎬ其实对于«春秋»及其三传与«春秋纬»而言ꎬ何尝不是如此? 并且ꎬ上
文我们所说的“经纬成文”ꎬ正是“精理为文”的具体实现方式ꎮ

所谓“精理”ꎬ詹锳以为即“精神之义理”ꎮ 综合以上论述可知ꎬ«春秋»之“义理”ꎬ是否如三传及«春
秋纬»所阐释ꎬ我们不得而知ꎬ但是由三传与«春秋纬»所构建的«春秋»笔法阐释方式看ꎬ无论是«春秋»
三传还是«春秋纬»ꎬ皆有其特定的“义理”存在ꎮ 例如上文所言“伍子胥鞭尸”事ꎬ«春秋»侧重记“吴入

郢”ꎮ 春秋时期ꎬ一个诸侯国进入另一个诸侯国的都城ꎬ是较为罕见的事情ꎮ «春秋»记载此事ꎬ显然以

为此事是当时的一件历史大事ꎮ «公羊传»侧重讲“复仇大义”ꎬ似乎是说伍子胥之举为“义举”ꎮ «穀梁

传»侧重讲吴对楚郢都的破坏ꎬ似乎是以吴为“不义之师”ꎮ «左传»讲伍子胥“复仇”与申包胥“复国”
事ꎬ一褒一贬自在其中ꎮ 根据«春秋»的记载与三传、«春秋纬»的阐释ꎬ其中隐含的“精理”非常明显ꎮ
所以说ꎬ“圣人”“精理为文”之后ꎬ后世阐释者在重新解读«春秋»ꎬ或者重新建构«春秋»的阐释方式的

时候ꎬ仍然遵循了“精理为文”的要义ꎬ在经之传、经之纬一类的作品中ꎬ保存了“经”之“义理”ꎮ 虽然这

种“义理”ꎬ“传”与“纬”的侧重点可能会有差异ꎬ但基本上不偏离“经”之“义理”的主旨ꎬ从而使得后者

也具有了“精理为文”的特点ꎮ 这个特点ꎬ是中国早期文本的主要书写方式ꎬ也是创造后世文化传统的

基本原则ꎮ

二、“理隐文贵”与“经正纬奇”:«春秋纬»与«春秋»三传的文艺思想异同

从以上论述看ꎬ«春秋»及其三传作为“文”的一种体现ꎬ与«春秋纬»之“质”交互作用ꎬ呈现出一种

新的“文”ꎮ 而这种综合而成的“文”ꎬ除了具有文本书写上的“精理为文”特点ꎬ还具有刘勰所言“理隐

文贵”与“经正纬奇”的特点ꎮ
就«春秋»而言ꎬ其意义本来是隐晦难明的ꎮ 三传本欲对«春秋»的“微言大义”予以揭示ꎬ然由于新

材料、新说法的出现ꎬ反而使得«春秋»的本意更加难以捉摸ꎮ «春秋纬»在三传基础上的进一步阐发ꎬ则
使得«春秋»不仅具有了神秘色彩ꎬ而且使得其意义更加玄虚ꎮ 由此可知ꎬ«春秋»与«春秋纬»其实皆具

有意义隐晦的特点ꎬ然而二者也有区别:«春秋»意义之“隐”ꎬ属于记录者给后世阐释造成的一定解读困

难所致ꎻ«春秋纬»之“隐”ꎬ则属于阐释者对«春秋»的神秘阐释所致ꎮ
刘勰«文心雕龙正纬»曾称纬书“理隐文贵”ꎬ此说法对于«春秋»同样适合ꎮ 那么ꎬ“理隐”何以

“文贵”? 兹以«春秋»与«春秋纬»为例ꎬ尝试说明ꎮ
“理隐文贵”ꎬ陆侃如、牟世金以为“内容深刻而文辞可贵”②ꎮ 詹锳以为“图纬所讲的道理比较隐

晦ꎬ而文辞可贵”ꎬ并引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以为有“象征暗示的隐喻”③ꎮ 就«春秋»而言之ꎬ我们不

得而知孔子当初是否真的有特定的意义指涉或隐喻之意ꎬ但对于三传与«春秋纬»而言ꎬ这一点则是非

常明显的ꎮ 而从后世阐释者对«春秋»的理解来看ꎬ«春秋»之“微言大义”也是存在的ꎮ 也就是说ꎬ从文

献学角度看ꎬ«春秋»之“微言大义”存否是一个问题ꎬ然而从义理层面看ꎬ«春秋»及其三传与«春秋纬»
皆有一定“理”存在ꎬ并且是隐晦的ꎬ具有象征、暗示的意义ꎮ

通过上文我们可知ꎬ如果将«春秋»及其三传作为“明”的一面ꎬ其“义理”也是明显的ꎬ且具有正面

意义ꎻ«春秋纬»的“义理”则是隐晦的ꎬ且具有“负面”的“警示”意义ꎮ 从文本写作方式上看ꎬ借用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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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劝”与“讽”的说法ꎬ前者为“劝”ꎬ后者为“讽”ꎮ 例如ꎬ上文“梁山崩”事ꎬ«春秋»三传皆视之为灾

异ꎬ显然是从正面劝诫国君要礼祭山川之神以消除灾难ꎮ «春秋纬»则以神秘预测的方式ꎬ预言“六十年

之中”将有“弒君十四ꎬ亡国三十二”的灾祸ꎮ 如果说ꎬ«春秋»三传的劝诫属于一种“政之教”或“人之

教”ꎬ«春秋纬»显然属于“神之教”ꎬ即借助“神之口”警示国君ꎮ 这两种对“义理”的表达方式ꎬ无疑对后

世文学或历史文本的书写具有直接影响ꎮ
另外ꎬ刘勰以为ꎬ“圣训宜广ꎬ神教宜约”ꎬ从上文可以看出ꎬ«春秋»三传之文无疑文辞繁富ꎬ而«春秋

纬»之文一般只给出一种结论或者描述一种现象ꎬ没有具体的解释文字ꎮ
例如“梁山崩”事ꎬ«穀梁传»«左传»详细记录了伯尊(或伯宗)接受辇者(或绛人)的说法ꎬ并向晋侯

建议礼祭山川之神ꎮ «穀梁传»还借孔子之口赞曰:“伯尊其无绩乎ꎬ攘善也!” «公羊传»虽无复杂的故

事叙述ꎬ但也费尽笔墨去解释记录“梁山崩”的原因ꎮ «春秋纬»则不然ꎬ其在“梁山崩”后ꎬ直接下断语

称:“自是之后ꎬ六十年之中ꎬ弒君十四ꎬ亡国三十二ꎮ”
再如«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ꎬ«公羊传»详细解释了“元” “春” “正月”以及“不言即位”之意

义ꎻ«穀梁传»解释了“正月谨始”与“不言即位”事ꎮ «春秋纬»以“黄帝受图有五始”(或“立五始”ꎬ见于

«穀梁传»疏、«礼记中庸»正义)概括之ꎬ非常简约ꎬ但内涵丰富ꎮ 何休以“元者气之始ꎬ春者四时之

始ꎬ王者受命之始ꎬ正月者正教之始ꎬ公即位者一国之始”解释之①ꎬ是知“五始”说之复杂ꎮ «春秋元命

苞»中其他记载圣人异相、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等文字ꎬ亦皆非常简约ꎮ
«春秋演孔图»«春秋合城图»记圣人异相、«春秋文耀钩»记地理山河或制度史官、«春秋运斗枢»记

星宿帝德、«春秋感精符»记天变瑞应、«春秋考异邮»记灾异禳祸等等ꎬ皆如此类ꎮ 即使具有叙事情节的

文字ꎬ也是以简明扼要表达主旨大意为主ꎬ并不措意于故事情节的曲折展开ꎮ 如«春秋合诚图»记载黄

帝问太一事:“黄帝请问太一长生之道ꎬ太一曰:‘斋戒六丁ꎬ道乃可成’ꎮ”②这里只有“问”之内容与“答”
之结果ꎬ至于黄帝如何问、太一如何答以及问答之后的事情ꎬ此处绝无涉及ꎮ 按照陈望道的说法ꎬ这里应

该属于“消极修辞”手法ꎬ即只关注意义的明确和题旨的表达ꎮ③ 鲁僖公祷请山川词也是如此ꎮ «春秋考

异邮»记载:“僖公之时ꎬ雨泽不澍ꎬ至于九月ꎬ公大惊惧ꎬ率群臣祷山川ꎬ以六过自让ꎬ绌女谒ꎬ放下谗佞

郭都之等十三人ꎬ诛领人之吏ꎬ受货赂赵祝等九人ꎬ曰:‘辜在寡人ꎬ方今天旱ꎬ野无生稼ꎬ寡人当死ꎬ百姓

何谤ꎬ请以身塞无状也ꎮ’”④此又见于«穀梁传»成公七年疏ꎬ用于解释雩祭之礼ꎮ 其中所言僖公“率群

臣祷山川ꎬ以六过自让ꎬ绌女谒ꎬ放下谗佞郭都之等十三人ꎬ诛领人之吏ꎬ受货赂赵祝等九人”诸事ꎬ皆为

“雨泽不澍”而设ꎬ并不涉及历史人物的褒贬或道德评价ꎮ 这还是属于“主旨表达”而非“情感体验”ꎮ
可以说ꎬ«春秋纬»的文献ꎬ皆欲通过“沟通天地之神”的方法ꎬ实现“神教”目的ꎬ进而达到文本的“政教”
功能ꎮ 这种文辞“简约”与“神教”功能ꎬ皆隐藏着特定的“义理”ꎬ纬书之“理隐”由此可见ꎮ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ꎬ就是刘勰所言“经正纬奇”ꎮ 毫无疑问ꎬ经文的正面表达ꎬ传达出明确的题旨

与史实ꎬ其文辞之“广博”及其明显的“政教”功能ꎬ对战国秦汉儒家、法家、纵横家著作具有直接的影响ꎮ
而纬书之隐晦表达ꎬ体现出深刻的义理、严密的思辨逻辑以及故事神奇、叙事委婉的风格ꎬ其文辞之“简
约”以及“神教”功能ꎬ或者渊源于战国道家、墨家、名家思想ꎬ并与汉代著作保持着大体一致的文章

风格ꎮ

三、“隐义藏用”与汉代文章之关系

按照姚永朴先生«文学研究法»的认识ꎬ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四部ꎬ主要分为说理、述情、叙事三类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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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元命苞»ꎬ赵在翰辑ꎬ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下册ꎬ第 ３８９ 页ꎮ
«春秋合诚图»ꎬ赵在翰辑ꎬ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下册ꎬ第 ５４５ 页ꎮ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认为ꎬ修辞分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ꎬ“消极手法侧重在应合体旨ꎬ积极手法侧重在应合情

境ꎻ消极手法侧重在理解ꎬ积极手法侧重在情感”ꎮ 参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５９ 年版ꎬ第 １１
页ꎮ

«春秋考异邮»ꎬ赵在翰辑ꎬ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下册ꎬ第 ５６６ 页ꎮ



“经”三类皆备ꎬ乃子、史之源ꎮ 同时ꎬ姚先生进一步认为ꎬ史书之叙事ꎬ即源于«尚书»«春秋»、三«礼»①ꎮ
此说有合理之处ꎬ然深入思考ꎬ则未必尽然ꎮ 如«春秋»«左传»有叙事成分ꎬ然亦有说理成分ꎻ«公羊传»
«穀梁传»«春秋纬»以说理为主ꎬ然亦有叙事成分ꎮ 归结到一点ꎬ«春秋»三传与«春秋纬»ꎬ说理文献自

不待问ꎬ叙事文献其实也以“说理”为主ꎬ但这种“理”ꎬ皆是隐藏在曲折的叙事之后ꎮ
从文本深层的角度分析ꎬ上文所言“经正纬奇”ꎬ有一个共同的深层文本特征ꎬ即二者皆蕴含着特定

的义理ꎬ而这个“理”又皆是隐藏在特定的文字背后ꎬ隐而不彰的ꎮ 所以ꎬ刘勰说:“«春秋»一字以褒贬

五例微辞以婉晦ꎬ此隐义以藏用也”ꎬ“«春秋»则观辞立晓ꎬ而访义方隐”ꎬ又称图纬“神宝藏用”ꎮ②

此处之“藏用”ꎬ属于经、纬之共同特征ꎬ也可说是当时“文章”之共同特征ꎮ③ 按照詹锳等人的说法ꎬ所
谓“藏用”ꎬ即“隐晦含蓄把作品的用意暗藏起来”④ꎮ 这一点ꎬ结合上文所谈«春秋»及其三传、«春秋纬»
而言之ꎬ«春秋»之“大义微言”自不必说ꎬ三传对«春秋»之解读ꎬ实际上即暗含着特定的社会道德与秩

序的构建ꎬ以及对政教功能的预设ꎮ 虽然各书在表达上、文本写法上有差异ꎬ但其目的则是殊途同归ꎮ
一个客观的事实是ꎬ“入汉以来ꎬ史家与诸子著书ꎬ皆自言上宗孔子之«春秋»”⑤ꎮ 按照现代的话语

来说ꎬ«春秋»三传与«春秋纬»甚至秦汉以后的其他著作ꎬ皆模仿孔子作«春秋»思想或笔法⑥ꎬ大致采用

含蓄、象征的手法ꎬ将文章“大义”及其功用隐藏起来ꎮ 这就使得文章具备了“文”的意义ꎬ同时具有

“质”的特征ꎮ 另外ꎬ从“作者”或“述者”与作品内容的关系看ꎬ«春秋»及其三传与«春秋纬»中ꎬ“作者”
的身影特别突出ꎬ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作者”在文本背后运用语言进行叙事、说理的影子ꎬ以及作者较

为明显的文本动机(或称文章功能)ꎮ 但某些时候ꎬ汉代文人大多会采用引经据典的方法ꎬ将文章意思

委婉表达出来ꎬ其目的、作用和意义也隐藏在大量的叙述背后ꎬ“隐义藏用”的特征特别明显ꎮ 这成为汉

代文章书写的基本规范ꎬ同时也是汉代“文章”表达的主要方式ꎮ
关于«春秋纬»的成书ꎬ有人考证可能成书于汉平帝元始五年(５)之后ꎬ或者大体定于平莽之际(公

元 ５－９ 年)ꎬ由刘歆率“图谶之士”为之⑦ꎮ 这种说法ꎬ首先是将«春秋纬»中的“新五德终始说”定为出于

刘歆原创ꎬ而非其继承自前人成说ꎻ其次ꎬ是确认«春秋纬»的文本在后世未被后人增窜ꎮ 但无论«春秋

纬»成书时代如何ꎬ它所具有的与«春秋»及其三传相同的文章“隐义藏用”的表现方式ꎬ则产生较早ꎬ并
在先秦两汉一直存在ꎮ

从较为宽泛的层面说ꎬ汉代著作如与经有关的«韩诗外传» «焦氏易林»ꎬ与史书有关的司马迁«史
记»ꎬ子书如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向«列女传»«新序»«说苑»、桓谭«新论»ꎬ以及汉赋、汉诗ꎬ以
及司马相如、晁错、刘向、桓谭等人的奏疏、政论文等ꎬ皆具有“隐义藏用”特征ꎮ 例如«新语» «新书»稍
近«公羊»«穀梁»风格ꎬ«韩诗外传»借“子曰诗云”以阐理ꎬ«焦氏易林»借卦象变化以说理ꎬ«史记»借他

人命运变化以藏“理”ꎬ«列女传»«新序»«说苑»«新论»借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以明理ꎬ汉赋、汉诗则将

“理”隐藏在繁缛的文辞、委婉的表达之后ꎮ 诸如此类ꎬ皆与“隐义藏用”有关ꎮ
在这一点上ꎬ汉赋的表现更为明显ꎮ 汉赋对“藏用”方法的使用非常复杂ꎮ 大致说来ꎬ主要有如下

四种形式:
第一ꎬ使用铺采摛文、宏侈巨衍的方法ꎬ大量铺排文辞ꎬ将文章主旨隐藏在繁缛的叙述之后ꎮ 例如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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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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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卷一«范围»ꎬ合肥:黄山书社ꎬ２０１１ 年版ꎬ第 ２３ 页ꎮ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征圣»«宗经»«正纬»ꎬ第 １６、２２、３１ 页ꎮ
«易系辞上»:“显诸仁ꎬ藏诸用ꎬ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ꎬ盛德大业至矣哉!”«周易正义»以为:“藏诸用者ꎬ谓

潜藏功用ꎬ不使物知ꎮ”«诗经»中的“六义”ꎬ也有“藏用”的特征ꎮ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ꎬ第 ３０ 页ꎮ
孙少华:«‹孔丛子‹与秦汉子书学术传统»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版ꎬ第 １４０ 页ꎮ
汉代人著作ꎬ皆模仿孔子作«春秋»ꎬ司马迁«史记»、桓谭«新论»等皆有此类表述ꎮ «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孔

子修旧起废ꎬ论«诗»«书»ꎬ作«春秋»ꎬ则学者至今则之ꎮ”(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１０ 册ꎬ第 ４００１ 页)王充«论衡案书
篇»称:“案孔子作«春秋»ꎬ采毫毛之善ꎬ贬纤介之恶ꎮ 可褒ꎬ则义以明其行善ꎻ可贬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ꎮ «新论»之义ꎬ与
«春秋»会一也ꎮ”(黄晖:«论衡校释»ꎬ第 ４ 册ꎬ第 １１７２—１１７３ 页)

徐栋梁:«‹春秋纬›与汉代春秋学»ꎬ东北师范大学 ２０１１ 年博士论文ꎮ



乘«七发»ꎬ作品表面的意思ꎬ是从七个方面展开说理ꎬ“论天下之精微ꎬ理万物之是非”ꎬ为楚太子治疗疾

病ꎻ隐含的主旨ꎬ则是意图借助他人之口ꎬ劝谏吴王刘濞“养生奉己ꎬ以求安康”ꎮ 正如赵逵夫先生所言ꎬ
此赋题名“七发”ꎬ实际上只有“六事”ꎬ最后的“要言妙道”只是提及ꎬ并未详细解释ꎬ“是一篇极含蓄的

文字”①ꎮ 尤其是ꎬ«七发»中所列音乐、美味、良御、美景、校猎、交游六个方面ꎬ皆帝王享受之事ꎬ而太子

竟对此熟视无睹ꎮ 此赋隐含着希望太子珍惜所拥有的一切生活的主题ꎬ而枚乘骋辞以“藏用”的意图亦

非常明显ꎮ 可以说ꎬ在此赋中ꎬ“隐义藏用”的程度ꎬ较«春秋»及其三传、«春秋纬»更深ꎮ
第二ꎬ采用拟人化手法ꎬ将文章主旨隐藏在一个虚构的故事之后ꎮ 贾谊的«鵩鸟赋»ꎬ更是借助鵩鸟

之口ꎬ以拟人化形式ꎬ表达出“万物有终”以及“德人无累ꎬ知命不忧”的道理ꎮ 江苏东海尹湾出土汉墓竹

简«神乌赋»、赵壹«穷鸟赋»、祢衡«鹦鹉赋»ꎬ亦属此类ꎮ 这种借助动物之口阐明道理的写法ꎬ与汉代纬

书之“奇诡”的特征非常近似ꎮ
第三ꎬ以托物言志形式ꎬ传达特定的政治、社会道理ꎮ 此类赋作如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王褒«洞

箫赋»、马融«长笛赋»、蔡邕«青衣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以及班固«两都»、张衡«二京»诸赋ꎬ甚至

扬雄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皆可归入此类ꎮ
第四ꎬ主客问答形式ꎬ将文章主旨隐藏在作品人物的问答之中ꎮ 此类赋作ꎬ非常近似于«公羊传»中

的自我设问、自我回答的形式ꎬ如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张衡«释诲»、包括后来崔骃«达旨»、郤
正«释讥»等ꎬ皆属此类ꎮ

当然ꎬ汉赋“藏用”的种类不尽上述四种ꎬ但其中体现的文学特点已经非常明显:
第一ꎬ内容上扩大了描写的对象和范围ꎮ «春秋»及其三传、«春秋纬»基本上以社会政治为中心ꎬ说

理、记事也是以此为主ꎮ 汉赋则从社会政治衍生开去ꎬ从个人遭际、国家命运到日常生活、京都园囿、皇
家校猎、自然风景ꎬ从题材上大大拓展了“文章”的书写内容ꎮ

第二ꎬ形式上更加注意修辞方法的使用ꎮ 与«春秋»三传相比ꎬ汉赋说理的方式更为委婉ꎮ 即使都

是“作者”在作品中的声音较为突出的情况下ꎬ汉赋“讽谏”“劝诫”的表达方法ꎬ显示它已经比«春秋»三
传更加注意修辞ꎮ 这是“经”与“文”的一大区别ꎮ

第三ꎬ“情感”作用的介入ꎮ «春秋»及其三传、«春秋纬»主要以理、事为中心ꎬ而汉赋除了具备理、
事之要素ꎬ还有“情感”作用的逐渐加强ꎮ 这主要体现在汉赋通过铺排大量词句的方式ꎬ于叙述中蕴含

着作者丰富、真实的情感ꎬ已实现作者说理的目的ꎮ 理、情、事的综合使用与统一ꎬ是汉赋(甚至包括汉

代诸子文章、汉诗、政论文、史书)作为“文章风格”的一大变化ꎮ 如果说«春秋»及其三传与«春秋纬»一
类的书籍属于“理隐事后”ꎬ此时汉赋之类的作品ꎬ已经变为“理隐情后”ꎮ

第四ꎬ内容、形式、情感的有机统一ꎬ是汉赋作品有别于经、纬的主要标志ꎬ也是判定优秀文学作品的

基本标准ꎮ
综上所述ꎬ文章风格的变化ꎬ与政治需要的变化、时代思潮的变化紧密相关ꎮ 如果说«春秋»及其三

传产生在思想活跃的时期ꎬ其表达的方式会更直接、更清楚ꎬ说理、叙事的比重自然大一点ꎮ 而当社会发

生重要变化的时候ꎬ尤其是易代之际ꎬ大乱初定之时ꎬ文章的表达方式可能会更为委婉一点ꎬ“情感”的
要素自然会介入进来ꎮ 汉赋文学性质的变化ꎬ就说明了这个问题ꎮ 可以说ꎬ从“经”之“精理为文”ꎬ到
“纬”之“理隐文贵”ꎬ再到与经、纬具有共同文章特征的“隐义藏用”的文学作品的出现ꎬ先秦两汉“文
章”内容、形式的演变轨迹ꎬ于此清晰可循ꎮ 而先秦两汉“经纬成文”在文学演变中的意义ꎬ还有值得深

入讨论的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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