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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

———再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陈 泳 超

摘　要:《世经》帝德谱关系到传统主流社会对于古代帝王世系的权威设定 , 同时又与两汉之际的政

治 、文化和学术颇多关联 , 历来受人重视。对于其形成过程 ,东汉以来都认为是“刘向父子”的共同创制 ,但

晚清开始的疑古思潮对之发表了颠覆性意见 ,其中以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最具影响 ,其核

心观点认为:刘歆在五德相生的理论基础上 , 通过设置闰统和加入少昊 , 创作了《世经》帝德谱 ,使该谱同时

符合“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个命题 ,以为王莽篡权服务 , 为了弥缝这一学说与其他文献的矛盾 , 刘歆

不惜遍伪群经。顾颉刚的这一说法代表了疑古派的高峰 , 但是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 ,钱穆就力辩刘歆遍

伪群经之说为虚妄 ,指出《世经》帝德谱的材料皆有来源 ,但他没有对该谱的成因和过程给予明确的论断;

最近出版的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重拾旧题 ,在承认刘歆没有遍伪群经的基础上 ,却依然得出了该

谱是刘歆创制并用来为王莽服务的结论 , 甚至还构拟了一个不同于该谱的所谓“刘向版”帝德谱。 其实 ,

《世经》帝德谱本质上即是为汉代寻找合法性依据 ,刘向很可能为汉室皇族编制了一套从春秋战国以来的

家族迁徙路线图 ,以与《左传》记录相衔接。在这个过程中 ,刘向父子之间并没有原则分歧 , 只是由于所谓

“新五德理论”先天具有的轮转特性 ,这些苦心经营后来被野心家王莽利用来作为篡汉的舆论工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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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刘歆所著《世经》 ,为中国历史描述了一个从上古太昊庖牺氏以来直至当时的五德帝王谱(见表

一),顾颉刚认为:“这篇文字 ,是中国上古史材料中最重要的一件 。二千年来的传统的上古史记载以

及一班人的上古史观念 ,谁能不受它的支配 !虽是从我们的眼光里看出来是七穿八洞的 ,但要是我

们生早了若干年 ,我们便未必能看出;就使看出了也未必敢这样说。这便叫作权威 ,叫作偶像 !”①这

是从其社会影响上说的;而单纯从学术角度来看 ,该谱因为关涉到两汉之际的政治与文化 ,尤其是与

今古文之争关系密切 ,所以从晚清以来 ,备受学者关注 ,崔述 、康有为 、崔适 、顾颉刚 、钱穆 、杨向奎等

都对之发表了很有影响的学术文字 ,此后研究断续进行 ,至今未有定论 。最近 ,杨权出版的《新五德

理论与两汉政治 ———“尧后火德”说考论》(以下简称“杨著”)② ,再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集中探究 ,并

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由于《世经》帝德谱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大多又长期聚讼纷纭 、莫衷一是 ,要对这些

大大小小的问题一一表态 ,颇有治丝愈棼之慨 。幸好“杨著”对该问题的学术史已经作了非常详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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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 ,这是“杨著”嘉惠学林的贡献 。为了减省头绪 、凸现主旨 ,本文将以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

治和历史》为叙述核心 ,因为该文就这一问题论述最集中 、也最具影响 ,所有其他研究都与之相关。

顾颉刚在该文中认为 ,以五德终始说来排列古代帝王的学说起于驺衍 ,其原理是五行相胜 ,该学

说在秦始皇时已经得到现实运用 ,并有广泛的影响。汉朝前期礼制未备 ,有水德与土德之争。到了

董仲舒那里 ,又大力提倡另外一套世运理论 ,即三统说 ,其主要目的是要推行寅正历法;在五行方面 ,

董仲舒同时宣扬相胜与相生两种理论。汉武帝太初改制 ,在历法上接受三统说 ,改行寅正;而在五行

上则依据相胜原理定据土德。但是随着汉武帝去世 ,国运日颓 ,社会上又冒出许多异说 ,其中值得关

注的是所谓“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之说① ,它们背后的理论体系已经由五行相胜转变为五行相生 ,

并且都带有禅让或再受命的现实政治目的。“刘向父子”接受了五行相生理论 ,又配以《易·说卦》里

“帝出乎震”的原理 ,编制了一套全新的帝德谱 ,即《世经》帝德谱 ,这是东汉班固以来的传统说法。由

于这套帝德谱最显著的特点是将尧和汉都规定为火德 ,融合了前述“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说 ,

顾颉刚继承康有为以来的说法 ,认为这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政治阴谋 。因为王莽自撰家谱《自本》里

说 ,他是黄帝和舜的后代 ,这两个帝王在《世经》帝德谱中皆据土德 ,根据五行相生原理 ,土德应继火

德之后为帝王 ,而广泛传播的尧舜禅让 ,正是“土火相乘”②的上古实例 ,所以天命规定了汉朝应该禅

位于新朝 。顾颉刚认为 , 《自本》撰写在前 , 《世经》帝德谱是为王莽簒权制造舆论的 。由于刘向毕生

忠于汉朝反对王氏专权 ,而刘歆后来却效忠王莽并成为新朝的国师 ,所以顾颉刚认为《世经》帝德谱

完全是刘歆的创作 ,只是托名刘向以自重罢了 。为了让这个帝德谱同时满足“汉为尧后”与“汉为火

德”两个条件 ,刘歆就将秦代设为闰统 ,并在黄帝之后插入了一个少昊 。而这样的编制与传统观念又

有很多冲突 ,于是刘歆利用自己领校秘书的身份 ,在传世典籍中做了很多伪窜手脚 ,其中最重要的有

二:一是在《左传》里插入了几段刘姓出于尧的证据;二是伪造了一个月令方帝系统。顾颉刚在该文

里根据《世经》的记载排列了一个帝德谱系 ,并把它称作“全史五德终始表”(为减省名词 ,后文都用

“全史五德终始表”来指代《世经》帝德谱),本文将之改作成“表一”如下:

表一　全史五德终始表

第一次终始 第二次终始 第三次终始

木 太昊庖牺氏 帝喾高辛氏 周

闰水 共工 帝挚 秦

火 炎帝神农氏 尧 汉

土 黄帝轩辕氏 舜

金 少昊金天氏 禹

水 颛顼高阳氏 汤

　　刘歆遍伪群经是康有为最重大的学

术发现 , 是此后疑古思潮的基本前提之

一。顾颉刚这篇洋洋洒洒的长篇论文 ,其

根基也建筑在这上面。但是钱穆于 1930

年撰写的长篇论文《刘向歆父子年谱》③ ,

通过年谱的排列 ,列举刘歆遍伪群经说不

可通者凡二十八端 , 证明此命题实为虚

说。具体到“全史五德终始表” ,钱穆又撰

《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

史〉》一文 ,得出 10条结论 ,其中重要的是

认为:月令方帝系统在秦汉之际已经流

传 ,五行相生原理就是从这个系统来的 ,

而少昊在这个系统里面的位置与后来的“全史五德终始表”完全一致;董仲舒开始即杂以五行相生学

说排列帝德谱;因此 ,“刘歆王莽一切说法皆有沿袭 ,并非无端伪造” , “只把当时已有的传说和意见加

以写定(或可说加以利用)”④。钱穆的论证中心是揭示“全史五德终始表”的素材皆有来源 ,辟除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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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为尧后” 、“汉为火德”的概称 ,也采自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

《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 ,北京:中华书局 , 1983年 ,第 4014页。

该文原发表于 1930年 6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七期 ,后经作者修改 ,收入《古史辨》第五册,本文所引均据后者。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 170期(1931年 4月 13日),后收入《古史辨》

第五册 ,见第 630页。



由刘歆伪造的观念 ,但是他始终不愿意直接说明这个帝德谱到底是谁造的 ,是为了什么目的造的。

这样 ,从他的文章里依然可以提出这样假设:这些素材固然都是早于刘歆 、王莽而存在的 ,但真正把

它们改造成这么个“全史五德终始表” ,却是刘歆的创作 ,并且是为王莽簒权服务的。本文就是要来

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该谱的创作目的是什么 ,到底是“媚汉”还是“媚新” ? 或者转换成另外一个问题:

它的作者到底是谁? 是刘向父子的共同创建 ,还是刘歆的刻意改造? 若是前者 ,则为“媚汉” ;若是后

者 ,则是“媚新”之作 。

二

“全史五德终始表”的作者问题原本不成问题 ,东汉时期的记载都认为是刘向父子二人的共同创

造。班固《汉书 ·郊祀志》“赞曰” :

　　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 ,故包羲氏始受木德 ,其后以母传子 ,终而复始 ,自神农 、黄帝下历

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 。故高祖始起 ,神母夜号 ,著赤帝之符 ,旗章遂赤 ,自得天统矣 。昔共工氏

以水德间于木火 ,与秦同运 ,非其次序 ,故皆不永。由是言之 ,祖宗之制盖有自然之应 , 顺时

宜矣 。①

荀悦《汉纪 ·高祖纪》 :

　　汉兴 ,继尧之胄 ,承周之运 ,接秦之弊 。汉祖初定天下 ,则从火德 ,斩蛇着符 ,旗帜尚赤 ,自然

之应 ,得天统矣 。其后张苍谓汉为水德 ,而贾谊 、公孙弘以为土德 ,及至刘向父子 ,乃推五行之

运 ,以子承母 ,始自伏羲 ,以迄于汉 ,宜为火德 ,其序之也 ,以为《易》称“帝出乎震” ……(以下接

《世经》精简版———引者注)。②

显然 ,依据这样的说法 ,该谱在刘向手里就已完成 ,它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汉朝统治的合法性 ,东汉以

来几无异说 。但是到了晚清之时 ,这一传统说法遭到了康有为等疑古学者的质疑 ,顾颉刚在《五德终

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里就力辟此说:

　　刘向固然可以创立相生的五德终始说 ,但决不能创立《世经》的历史系统。因为《世经》的历

史系统是从王莽的《自本》上出发的 ,其基础实建筑于王氏代刘氏上。③

顾颉刚的理由归纳起来似乎有两条:1.《世经》的历史系统晚于王莽的《自本》而出现;2.该系统的基

础是建筑于王氏代刘氏上的。果然如此吗? 让我们分别予以考察。

1.《自本》早于《世经》历史系统吗?

现在可以见到的王莽《自本》 ,载于《汉书 ·元后传》 。从这段文字里判断 , 《自本》撰作时间的最

上限当为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 1年)④。但这个记载大概只是一个节本 ,所以只记到王莽的姑姑元

后而已 ,根本没有说到王莽本人 , 《自本》后面还有多少文字 ,不得而知 ,所以它的具体写作时间到底

要退后多少 ,就很难说了 。

而据《汉书 ·律历志》 :“至孝成世 ,刘向总六历 ,列是非 ,作《五纪论》 。向子歆究其微眇 ,作《三统

历》及《谱》以说《春秋》 ,推法密要 ,故述焉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考证 , 《三统历谱》大约作于平帝

元始五年(公元 5年)。现存《世经》即为刘歆《三统历谱》中的一篇 ,如此 ,最多可以说明《世经》写作

的时间下限为元始五年(公元 5年)。

这样 , 《自本》与《世经》两者的时间都不能确定 ,就不能证明《自本》一定早于《世经》 。况且 ,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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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此年正好哀帝崩 ,太后临朝 ,委政王莽。



《世经》写作下限的元始五年 ,王莽尚未居摄 ,他当时极力宣扬的是周公辅成王 ,是否即有篡位之心 ,

以至要热烈宣扬尧舜禅让 ,尚未可知。

再仔细分析顾颉刚的上述两条理由 ,这第一条根本就是无法证明的 ,且不说考证不出二者的先

后关系 ,即便《世经》的成书时代可以考证出来一定晚于《自本》 ,依然不能证明“《世经》的历史系统”

必定晚于《自本》 ,它仍然可能是刘歆引用其父的创建 ,只是写定时间比较晚而已 。事实上 ,顾颉刚也

没有认真考证过《世经》与《自本》的先后关系。他只是先认定了第二条理由“《世经》的历史系统”建

基于王氏代刘氏上 ,才推导出第一条理由来的 。可见 ,关键就在这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本文所要回答

的核心问题了———

2.《世经》帝王谱到底是媚汉还是媚新?

现存的《世经》帝王谱一直记到光武帝 ,显然 ,至少两汉之交的部分被班固改动过 ,它有没有明确

的写作动机 ,不敢据断。从现有的文字来看 , 《世经》帝王谱所依据的“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个

命题 ,既可以证明汉朝的合法性 ,也可以证明新朝代汉的合法性 ,这是由五行相生原理先天决定了

的 ,因为五行相生是循环运转没有穷尽的 ,所以媚汉与媚新 ,理论上都有可能 。既然文本不能自证写

作目的 ,我们就只好从该命题的现实运用中寻求答案了 。下面将考察这两个命题在王莽篡位前后的

实际影响:

(1)王莽篡位前 。如前所说 , “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这两个命题流传于世的时间远早于王莽

簒汉 ,那么它们出现时候是怀着怎样的政治目的呢 ?

先看“汉为尧后”说。《汉书》有载:

　　眭弘 ,字孟 ,鲁国蕃人也。 ……孝昭元凤三年正月 ,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 ,民视之 ,

有大石自立 ,高丈五尺 ,大四十八围 ,入地深八尺 ,三石为足 。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

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 ,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 ,亦自立生 ,有虫食树叶成文字 ,曰“公孙病

已立” ,孟推《春秋》之意 ,以为“石柳皆阴类 ,下民之象 ,(而)泰山者岱宗之岳 ,王者易姓告代之

处。今大石自立 ,僵柳复起 ,非人力所为 ,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 ,故废之家公孙

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 ,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 ,虽有继体守文之君 ,不害圣人之

受命。汉家尧后 ,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 ,求索贤人 ,禅以帝位 ,而退自封百里 ,如殷周二

王后 ,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 ,昭帝幼 ,大将军霍光秉政 ,恶之 ,下其书廷

尉。奏赐 、孟妄设祅言惑众 ,大逆不道 ,皆伏诛 。后五年 ,孝宣帝兴于民间 ,即位 ,征孟子为郎。①

由于这段文字可以有不同的断句法 ,所以“汉家尧后”命题到底是董仲舒 、眭孟还是其他人提出的 ,可

以有不同的理解② ,但可以肯定 ,当初提出这个命题 ,是强调汉室应效仿尧舜禅让而传位于民间人士

的 ,眭孟因此大逆不道而伏诛 ,时在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 78年)。但值得注意的是 ,昭帝之后继位

的宣帝果然是“兴于民间” ,他感念这种命题的先兆 ,又立眭孟之子为郎。可见 ,禅位并不一定要让于

异姓 ,同姓亦无不可 。有人甚至认为宣帝本人已经宣称“汉家尧后”了 ,只是尚无可靠证据③。

再看“汉为火德”说。关于汉初一段时间实行的“准火德制” ,可参见“杨著”相关部分 ,此不论。

《汉书 ·谷永杜邺传》载:

　　彗星 ,极异也 ,土精所生 ,流陨之应出于饥变之后 ,兵乱作矣……。④

钱穆认为这里说彗星兆乱 ,必土德代汉之应。既然将代者为土德 ,汉自然是火德了 。时在成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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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延元年(公元前 12年)。《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

　　初 ,成帝时 ,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 、《包元太平经》十二卷 ,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 ,当

更受命于天 ,天帝使真人赤精子 ,下教我此道 。”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 、容丘丁广世 、东郡郭昌等。

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 ,下狱治服 ,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 ,后

贺良等复私以相教。哀帝初立 ,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 ,白贺良等所挟忠可书。事

下奉车都尉刘歆 ,歆以为不合《五经》 ,不可施行。而李寻亦好之 。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 ,

歆安肯通此道?”时郭昌为长安令 ,劝寻宜助贺良等 。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 ,数召见 ,陈说

“汉历中衰 ,当更受命……。” ①

对于夏贺良的具体主张 , 《汉书 ·哀帝纪》建平二年(公元前 5年)六月记载更详细:

　　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 ,汉家历运中衰 ,当再受命 ,宜改元易号 。诏曰:“汉兴二百载 ,历

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 ,汉国再获受命之符 ,朕之不德 ,曷敢不通! 夫基事之元命 ,必与天下自

新 ,其大赦天下 。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②

甘忠可和夏贺良师徒二人在成帝 、哀帝两朝前赴后继宣扬的“更受命”或“再受命” ,都托名于“赤精

子” ,表明火德之运 ,其内容不是德运转移 、应让位于异姓 ,而是说汉家通过某种仪式重新受命 ,让旧

政权获得新生命 。

关于“陈圣刘太平皇帝”的古怪称号 ,韦昭注曰:“敷陈圣刘之德也。”如淳注曰:“陈 ,舜后。王莽 ,

陈之后。谬语以眀莽当篡立而不知 。” ③到底哪一种正确 ?笔者以为韦昭注可从 ,如淳注有事后诸葛

之嫌 ,因为哀帝时王氏权力遭到最大抑制 ,王莽本人不得已离开中央退处封地 ,怎么可能有篡国之

心? 更怎么可能甘 、夏二人来为王莽篡国立言? 即便这里的“陈”不是敷陈之意而解作舜的后代 ,也

是撺掇火德尧后的汉家暂时假冒土德舜后 ,而完成这个五行相生的“必然”过程 ,以此获得新生。钱

穆先生说:“今自号`陈圣刘' ,所以为厌胜。此后王莽乃袭其说 ,自托舜后耳 。”④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可见 ,“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这两种理论 ,其产生之初 ,都不必然不利于刘氏天下 ,都可以被

有意无意地用来媚汉 。事实上 ,对汉室耿耿忠心的宗室刘向 ,对上述两个命题也都乐于接受。

(2)王莽簒权后 。假如“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个命题是专为媚新而存在的 ,那么照一般情

理而言 ,王莽祸国殃民就在目前 ,后起的刘秀等人应该竭力消除该理论的影响才对 ,事实恰恰相反 ,

这两个命题却成了刘氏复兴的重要理论依据 。比如班彪为了劝说隗嚣放弃偷窥神器的野心 ,特撰

《王命论》以论证刘家天下的“应天顺人” ,他说:“刘氏承尧之祚 ,氏族之世 ,著于《春秋》 。唐据火德 ,

而汉绍之 。始起沛泽 ,则神母夜号 ,以章赤帝之符。”⑤尤可注意的是 ,当年“与国师公(即刘歆 ———笔

者注)从事出入 ,校定秘书”的苏竟 ,在劝降刘歆兄子刘龚的《与龚书》中也说:“夫孔丘秘经 ,为汉赤

制 ,玄包幽室 ,文隐事明。且火德承尧 ,虽昧必亮 ,承积世之祚 ,握无穷之符 ,王氏虽乘间偷簒 ,而终婴

大戮 ,支分体解 ,宗氏屠灭 ,非其效欤 ?皇天所以眷顾踟蹰 ,忧汉子孙者也。”⑥可见“火德承尧” ,正是

刘氏复兴的天命依据 ,与前面甘忠可 、夏贺良宣扬的“更受命”思想相通 ,并不以被土德承舜之人(比

如王莽)替代为必然指归 。在时人看来 ,王莽只不过是偷簒汉祚 、淆乱天命的偶然事件罢了。

正是基于以上原理 ,光武帝刘秀在光复前后也大肆利用这一学说 ,在图谶 、符命等各方面都对

“火德承尧”有所表示 ,并且在建武二年(26年)“始正火德 ,色尚赤”⑦ ,从此“火德承尧”被正式列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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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礼制 ,在封禅等祀典上多有表现 ,东汉后来的皇帝也都延续不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作为《世经》历史系统构造原理的“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个命题(也

可以合并为“火德承尧”一词),都并非以代汉媚新为指归 ,它本身更多是为媚汉服务的 。只是由于五

行相生天然规定每个德运迟早要被后一个德运所替代 ,所以它蕴含着代汉的合理性罢了 ,碰到王莽

这样的野心家和嗜古癖 ,就很容易被利用了。顾颉刚着力做的工作 ,只是拆解了《世经》帝德谱的素

材来源及其编造的逻辑过程 ,就断定它为媚新之作 ,是没有说服力的 。当然 ,顾颉刚这样推断的根基

还是过分相信康有为以来所谓刘歆遍伪群经 、以媚新换取古文经学合法地位的说法 ,事实上 ,上述观

点已被多数学者证明是不正确的了。而顾颉刚的理由既然不能成立 ,那么《世经》历史系统的创立

权 ,还是应该回归到班固以来的说法 ,归还于“刘向父子” ,而其创作动机是为了媚汉的。

三

对于班固以来合称的“刘向父子” ,通常认为是刘向创立 、刘歆继承并精密化 ,父子之间在这个问

题上并没有原则分歧 。但是很多人鉴于刘向父子政治态度上的巨大差异 ,总感觉在这个问题上也会

体现出原则性的不同来 ,顾颉刚等因为有今古文之争的传统偏见 ,把“全史五德终始表”说成是刘歆

创立而托名刘向的 ,上文已辨其非;但是“杨著”并没有今古文的偏见 ,却仍然坚持父子二人有绝大不

同 ,为此还特意区分出所谓“刘向版”和“刘歆版”的帝德谱来 ,下文将予以集中辨析。

“杨著”的核心创见是说:刘向首创以五行相生原理来解说世运的所谓“新五德理论” ,并以这一

理论为指导编制了一个所谓“刘向版”的帝德谱(见表二),该谱符合“汉为火德”的命题 ,但还不能满

足“汉为尧后”的命题 。后来 ,刘歆在此基础上改进成为《世经》帝王谱 ,也即所谓“刘歆版”帝德谱(即

表一的“全史五德终始表”),使之同时证明了上述两个命题 ,其改进方法就是利用(不是伪造)《左传》

等资料加入闰统和少昊。至于刘向父子不同版本的创作目的 , “杨著”认为 ,刘向版要“证明汉朝是正

统王朝” ①,是忠于汉室的;而刘歆版则是王莽为了簒汉的目的 , “指使其心腹刘歆 ,通过编造《世经》 ,

对刘向版帝德谱做了精心的改造”②。

表二　所谓刘向版帝德谱

第一次终始 第二次终始 第三次终始

木 太昊炮牺氏 尧 秦

火 炎帝神农氏 舜 汉

土 黄帝轩辕氏 禹

金 颛顼高阳氏 汤

水 帝喾高辛氏 周

　　为了行文方便 ,本文把它简化为两个

关联问题分别予以解析。

1.“新五德理论”是刘向首创的吗?

“杨著”说 ,所谓“新五德理论”是借鉴

了汪高鑫《论刘歆的新五德终始历史学

说》的说法 ,不过汪文以为是刘歆创立 ,

“杨著”认为是刘向创立罢了。为了减省

头绪 ,本文主要针对“杨著”立言 ,冀图梳

理清楚该理论的具体形成过程 ,对于汪文

的回应自在其中 。
　　从现存典籍来看 ,最迟在秦汉之际 ,已经出现了月令方帝系统 ,这个系统以五行配五方 ,同时又

配季节 ,包含了五行相生的运行原则 ,见《吕氏春秋 ·十二纪》 、《礼记·月令》和《淮南子 ·时则训》等

篇。但是该系统里的五方帝还在神人之间 ,没有明确落实到现实历史 。当时真正对现实世运有影响

的是驺衍的“五德终始说” ,它是以五行相胜为原则的 ,相对而言就是所谓的“旧五德理论”吧。

到了董仲舒那里 ,五行相胜和五行相生两种原则都被大量涉及 ,但是有没有被运用于历史和德运呢?

董仲舒的世运主张 ,主要集中在《春秋繁露 ·三代改制质文》篇里 ,他的理论比较复杂 ,简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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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他把当运的一朝与前面两朝合在一起列为“三王” ,其运作规则是“逆数三而复” ;三王之前有“五

帝” ,其运作规则是“迭首一色 ,顺数五帝相复” ;“五帝”之前又有所谓“九皇” 、“六十四民”之类 。这些

阶段的位置是固定的 ,占据这些位置的帝王则要随着世运的推移而依次前行一格。他之所以要把连

续的历史强行分出几个阶段 ,是因为杂糅了不同世运理论 ,其中“三王”阶段的理论依据是“三统说” ,

而“五帝”阶段的理论依据就是五行 。我们关注的是 ,他的五行是相胜还是相生的呢 ? 这得先搞清楚

他的帝王谱都是哪些人 ,该篇论及周代当运时说:

　　是故周人之王 ,尚推神农为九皇 ,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 ,因存帝颛顼 、帝喾 、帝尧之帝号 ,绌

虞而号舜曰帝舜 ,录五帝以小国 ,下存禹之后于杞 ,存汤之后于宋 。

可见这些帝王依次是:

　　……神农 、黄帝 、颛顼 、帝喾 、帝尧 、帝舜 、夏 、商 、周……

这个谱系前后都不封闭。

然后我们可以考察它们的运作规则了 ,该篇说到商 、周两朝当运时的帝王谱分别是:

　　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 。

……(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曰皇(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 。①

神农为赤 、黄帝为黄 ,依次轮转 ,显然是相生关系 ,由此我们模仿表二 ,将董仲舒的帝德谱排列为表三。

表三　董仲舒的帝德谱

木 尧

火 神农 舜

土 轩辕 禹

金 颛顼 商

水 喾 周

　　显然 ,这已经完全符合所谓的“新五德终始说”了 ,

而且将表三续上后来的秦代和汉代 ,不就几乎和所谓的

“刘向版”帝德谱一样了吗? 事实上 ,这样的推演也已经

面世了 ,前面引用的谷永所谓“土精”预兆 ,就是土德将

代汉室火德的意思②。

所以 ,钱穆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

史〉》一文中得出结论:“五德转移改取相生说 ,不取相胜

说 ,远在刘向前 。” ③本文的上述分析 ,其实钱穆在该文中

就已说明白了 ,只是说得过于简单 ,笔者这里比较详细地给予说明 ,并以表格的形式再次演示一遍。

“杨著”为了将发明权归于刘向 ,就认为董仲舒的理论没有被应用于政治历史领域 ,是不能成立的。

“杨著”中所列举的证据 ,都是针对汪文将创立权归于刘歆而作的 ,事实上 ,刘向父子都不能拥有这一

理论的发明权。

不过 ,笔者以为刘向父子对该理论除了宣扬 、运用(比如编制“全史五德终始表”)之外 ,还是有一

项重大贡献的。此前的董仲舒没有全力构建这套理论体系 ,他当时更热心的是“三统说” ,按照他三

王 、五帝 、九皇 、六十四民这样由近及远的阶段顺序 ,历史是根本没有起点的。刘向父子则根据《易 ·

说卦》里“帝出乎震”的原理 ,为这一理论设定了一个权威的开端 ,具体的帝王就是伏羲 ,这样一来就

使古史的开头部分与月令系统的五方帝完全吻合了 ,从而使这一理论变得更加完善 。

2.真的存在“刘向版”帝德谱吗?

其实“杨著”所谓的“刘向版”(即表二),只是将“全史五德终始表”(即表一 ,亦即所谓“刘歆版”)

去掉了闰统和少昊之后的一个推理版本而已 ,这个推理版本顾颉刚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里早已排好 ,但认为不可能实际存在过。“杨著”却将它归属于刘向 ,并且认为真的存在过 ,它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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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说在谶纬里 ,有把颛顼称为“白帝”金德的说法 ,这只能出现于“刘向版”帝德谱 ,因为在“全史

五德终始表”里 ,颛顼应该是黑帝水德。这样的证据一共只有两条 ,让我们来一一予以辨析:

《易纬 ·是类谋》 :

　　建世度者戏 ,重瞳之新定录图 ,有白颛顼帝 ,纪世谶 、别五符 ,元元之威冥因灾。【注文】建世

度 ,谓五世之法度。虙戏氏始作八卦以为后世;轩黄帝之表重瞳 ,定录图 ,黄帝始受河图而定录;

白帝颛顼 ,有为世谶 ,别五帝之符 ,异精元冥 ,又因著众灾也 。颛顼氏 ,水标德王天下 ,于五帝次

冥 ,故言有由者矣。①

这里的原文与注文 ,是笔者直接从《纬书集成》里引来 ,其文字及断句与“杨著”颇有差别(下条亦然)。

谶纬之文 ,多杂乱难明 ,这里似乎交代了伏羲 、黄帝和颛顼三个帝王 ,尽管确实直接称颛顼为白帝 ,但

是黄帝之前也不是神农而是伏羲 ,与所谓“刘向版”不合。更重要的是 ,注文里明明说颛顼是水德 ,

“杨著”故意不录注文最后“颛顼氏”以下部分 ,而径称“以颛顼为金德”② ,未免恣意剪裁 ,不足为训。

《诗含神雾》 :

　　瑶光如蜺 ,贯月正白 ,感女枢 ,生颛顼 。③

但须注意 ,谶纬里的感生神话 ,未必感生物一定与帝德的颜色一致 ,这里出现的白 ,并不表示颛顼就

是白帝。在《河图著命》里就说:“摇光之星如虹 ,贯月正白 ,感女枢于幽房之宫 ,生黑帝颛顼 。”又曰:

“扶都见白气贯月 ,意感生黑帝子汤 。” ④分明可证!

退一步讲 ,即便这些因素果然可以说明真实存在过这么一种体系 ,前面已经证明 ,这一体系早在

董仲舒那里就已经存在了 ,何必一定要等到刘向呢 ?董仲舒的影响 ,绝对不会比刘向小 ,看那些早于

刘向发出灾异怪论的眭孟等人 ,不就是董仲舒的传人吗 ?所以 , “刘向版”只能看作是“杨著”标新立

异之说 ,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 。

既然不能证明“刘向版”的存在 ,那么又何以证明“全史五德终始表”是刘歆媚新所作呢 ? “杨著”

自己也说:“从理论本身看来 ,刘歆版帝德谱的出现本应是对西汉统治很有利的 。”可是它仍然说:“实

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刘歆版帝德谱并不是为了维护西汉王朝的政治权威而炮制的 ,而是为了给

王莽簒权提供理论支持而炮制的。”其理由是刘歆版帝德谱出笼的时候 ,王莽已“虎视眈眈看着朝廷”

想禅让了 。“在这种形势下 ,有没有一个`完善' 的帝德谱 ,对西汉统治者来说 ,又有什么意义 ?”⑤可

是 , “杨著”何以知道“全史五德终始表”是出于王莽簒权前夜的呢 ?依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归根到

底 , “杨著”是先认定刘向父子政治立场的差异一定会体现在帝德谱上 ,于是强行虚拟出一个刘向版

来 ,然后把“全史五德终始表”归为刘歆媚新之作 ,于是创作时间就在王莽簒汉前夜了;然后又倒过来

说因为出笼于这个时间 , “全史五德终始表”不可能是媚汉 ,只能是媚新之作 ,媚汉的是另外那个“刘

向版” 。可见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 , “杨著”陷入了循环心证 ,无可跳脱 。

要解除这样的循环心证 ,就必须证明刘向不可能作“全史五德终始表” ,按照“杨著”的逻辑 ,仅有一

种可能 ,就是刘向只接受“汉为火德”而不接受“汉为尧后” ,因为所谓“刘向版”比“全史五德终始表”差的

就是“汉为尧后”的依据。但实际情况果然如何呢?请看《汉书·高帝纪》里的一段重要文字:

　　赞曰:《春秋》晋史蔡墨有言 ,陶唐氏既衰 ,其后有刘累 ,学扰龙 ,事孔甲 ,范氏其后也。而大

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 ,在夏为御龙氏 ,在商为豕韦氏 ,在周为唐杜氏 ,晋主夏盟

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 ,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 ,其处者为刘氏 。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

于魏。秦灭魏 ,迁大梁 ,都于丰 ,故周市说雍齿曰“丰 ,故梁徙也” 。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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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帝。降及于周 ,在秦作刘 。涉魏而东 ,遂为丰公 。”丰公 ,盖太上皇父 。其迁日浅 ,坟墓在丰

鲜焉 。及高祖即位 ,置祠祀官 ,则有秦 、晋 、梁 、荆之巫 ,世祠天地 ,缀之以祀 ,岂不信哉! 由是推

之 ,汉承尧运 ,德祚已盛 ,断蛇着符 ,旗帜上赤 ,协于火德 ,自然之应 ,得天统矣。①

值得注意的是 ,前文说到“汉为火德”的时候所引用的《汉书·郊祀志》和《汉纪 ·高祖纪》 ,都说是“刘

向父子” ,而这里说到“汉为尧后”时 ,却单单说是“刘向云” ,并且后面还有刘向所作的高祖颂词 ,无疑

刘向是完全接受这一说法的。

非但如此 ,我们知道 ,“汉为尧后”学说 ,在今文经里没有记载 ,主要保存于古文经的《左传》里 ,

《后汉书》载贾逵云:“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 ,而《左氏》独有明文 。”②而刘向是《穀

梁传》大师 ,他曾经跟力主《左传》的刘歆辩难过③。不过 ,西汉时候今古文之争 ,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

么壁垒森严 ,刘向在《洪范五行传》 、《列女传》 、《新序》 、《说苑》等书里多处发明《左传》 ④,所以他引用

《左传》的记载来说明“汉为尧后” ,毫不为奇。

这则记载还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汉为尧后”早就载于《左传》 ,而《左传》又保存了

比较真实的春秋史料并一直在流传 ,只是没有被列为学官而已 ,那么为什么汉武帝之前没有一个人

这么说呢? 像司马迁这么博览群书又欲“通古今之变”的人 ,在《史记·高祖本纪》里只字未提刘氏的

高贵出身 ,却在《史记 ·秦汉之际月表》“序”里想不明白为什么以前各朝得天下者 ,都有祖上很长时

间“积善累功”的荫德 ,而刘邦却完全“起于闾巷”呢 ? 最后他只好感叹:“岂非天哉 ,岂非天哉! 非大

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 ⑤对此 ,疑古学者都认为这是刘歆伪窜《左传》的铁证 ,而不疑古的学者又

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 。从上引《汉书·高帝纪》的记载可以看出 ,刘歆作伪的猜测肯定不对 ,否则刘

向怎么可能引用呢? 从这则记载中我们可以推测 ,刘氏为尧后尽管载于《左传》 ,理论上司马迁等很

多人都看过 ,但是天下姓刘的不止刘邦一家 ,而刘邦“起于闾巷”人所共知 ,他父母的名字都无人知

晓 ,又怎么可能有详细的家谱世系流传呢 ?那时候 ,秦汉之际生于楚地的刘邦 ,还没有办法与春秋时

期留在秦国 、被认为是尧之后代的刘氏攀上瓜葛。况且汉武帝之前国势强盛 ,还不是非常迫切要拿

祖先的高贵来加强政权的合法性 。武帝之后 ,国势日颓 ,这种要求就变得急迫了。原先难以说明的

问题 ,正是在刘向那里获得了解决 ,上引“刘向云” ,不正是从战国说到秦代 ,编制了一张“秦-魏-

丰”的刘氏迁徙线路图的吗?这样就把传世典籍记载的尧后谱系与汉室刘氏终于挂上了钩 。我们不

敢说在刘向之前那些宣扬“汉为尧后”的人就不可能编造类似的刘氏迁徙线路图 ,但是现存资料的最

早记录确实最先出自刘向之口 ,那么猜测是刘向的创作也不为过 ,至少可以推测是由他而定论推广

的。设想一下 ,刘向在当时领校秘书 ,可以接触天下所有书籍 ,是最有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汉家宗室 ,

“奕世宗正”⑥ ,是最熟悉皇室宗谱的人 。由他发布这一线路图 ,应该是最合适也最权威的吧 。由此看

来 ,刘向非但完全可以接受“汉为尧后”说 ,而且很可能正是他将这一说法完善并固定下来的! 这一

点 ,向来没人说破⑦。《左传》文字与这张迁徙线路图的衔接 ,历来被人怀疑是包藏不同心思之人作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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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在《汉书·高帝纪》里论证刘向这个线路图的可信说:“及高祖即位 ,置祠祀官 ,则有秦 、晋 、梁 、荆之巫 ,世祠天地 ,缀之

以祀 ,岂不信哉 !”顾颉刚等人反驳说如果真的是这样设置祠祀官 ,说明高祖以来就明明白白知道这个迁徙线路 , 那么何以汉武帝之

前谁都不提呢 ? 本文认为这里“秦 、晋 、梁 、荆之巫” ,原本没有与刘氏迁徙相联的背景 ,班固这里大概是勉强拉来作证的;如果一定要

说有关联 ,我认为很可能倒是刘向从这个祠祀官中得到启发而编制了那张线路图的 ,班固这里是因果倒置了。



的成果 ,但是从孔颖达以来都怀疑是《左传》文字有伪①,康有为等人更将作伪者指定是刘歆 ,其实 ,为

什么不去怀疑这张迁徙线路图是伪窜 ,作伪者却是刘向呢?

所以 ,所谓“刘向版”帝德谱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没有更直接的材料出现之前 ,我们还是得承认班

固以来的说法 , “全史五德终始表”是“刘向父子”合作创立的 ,其初创目的是为了增加汉代政权的合

法性 ,父子二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原则差异。

这同时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前引《汉书 ·眭两夏侯京翼李传》里关于“再受命”的故事 ,成帝

朝鼓吹者是甘忠可 ,反对者是刘向;哀帝朝鼓吹者是夏贺良 ,反对者是刘歆。师徒二人先后遭到父子

二人的反对 ,不正体现了刘向父子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性吗 ?当时的大臣解光就说:“前歆父向奏忠

可下狱 ,歆安肯通此道?”我们不能因为刘歆后来的变节 ,就抹煞他此前所有与乃父相通 、为汉室效忠

的地方 。至于甘忠可师徒宣扬的“再受命”理论本身也是为了媚汉的 ,刘向父子为什么要反对呢? 这

里就有心态和技术问题了 。刘向作为三朝老臣 ,可以非常沉重地警告成帝:“王者必通三统 ,明天命

所授者博 ,非独一姓也。”但是他显然不愿意汉室祚运夭折 ,总希望尽忠臣劝谏之能 ,敦促帝王“弘汉

家之德 ,崇刘氏之美 ,光昭五帝 、三王”②。所以他不能允许民间人士随意揣测天命 ,哪怕是媚汉的“再

受命” ,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视听淆乱。《刘向评传》说:“尽管来自民间的自禅受命的思想也主张五

德相生的次序 ,但由于假借鬼神 ,不合儒家的经典 ,缺乏经学的依据 ,加之易乱朝政 ,因而被他们视为

邪门左道。因此 ,刘歆在此时毫不犹豫地与他的父亲 ,甚至与他在学术上不合的丞相 、大臣们站到了

一起 。”③这是很正确的 。

综合上述分析 ,本文认为 ,以五行相生来排列世德的所谓“新五德理论” ,至少在董仲舒的著作里

已经确然存在 ,至于是否就是董仲舒创立的 ,目前还难以明断 。它的缺点是没有充分论述 ,尤其严重

的是没有首尾完整的德运谱系 。“刘向父子”在此基础上 ,借助《易 ·说卦》里“帝出乎震”的原理 ,将

伏羲推为第一个帝王 ,为这一新理论设定了一个权威开端;而这一开端又正好可以移植月令系统的

五方帝 ,于是巧妙地创作了《世经》帝德谱 ,使之可以同时符合汉武帝以后逐渐在社会上流传的“汉为

火德”和“汉为尧后”两个命题;刘向本人还利用其校书与宗正的特殊身份 ,为汉室皇族编制(或完善

发布)了一套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家族迁徙路线图 ,为“汉为尧后”设定了更权威的氏族谱 。这一张历

代帝王谱 、一张汉室氏族谱 ,都是刘向父子(刘向之功大概更大)托古建构的杰作 ,用以为日渐颓唐的

汉室政权增加合法性依据 。在这个问题上 , “刘向父子”之间没有原则分歧 ,只是由于“新五德理论”

先天具有的轮转特性 ,这一杰构后来被野心家王莽利用来作为篡汉的舆论工具了。

最后要说一句题外话:本文虽然自认为解决了《世经》帝德谱的来历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

但所依据的材料都是前人用过的 ,所以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一个自认为比前人更加合理的解释罢了 ,

至于历史真相到底如何 ,谁也无法确知。更进一步说 ,即便机缘凑泊 ,能发现更直接更有说服力的材

料 ,我们能做的 ,大概也是继续编制合理主义的历史镜像吧 。

[责任编辑　扬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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