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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集刊騰号（総36号）平成十六年十二月 75-88頁

《上海博物館蔵戦國楚竹書（二）》字句考繹

哀國華

,ヽ,

ー、月IJ 百

《上海博物館蔵戦國楚竹書》，書中所登表的楚簡，ー九九四年春出現在香港

古玩市場，其後陸績為上海博物館所牧購蔵，残完簡合計 1200餘支，簡上文字多

達 35000餘字，多為先秦儒道侠籍輿偲世儒道典籍之原始文本，内容涵括哲學、文

學、歴史、宗教、軍事、教育、政論、音楽、文字學等。典籍以儒家類為主，兼及

道家、兵家、陰陽家。其中古籍敷十種唇寸照現今博世者不到十種。這射先秦文化、

思想、書法藝術的研究都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上海博物館蔵戦國楚竹書》已先

後刊印雨冊，本文就其中第二冊一些値得再三討論的字詞進行考繹，尚期博雅君子

不吝賜教。

_, 〈昔者君老〉「唯邦之大斐是敬」句「斐」字考繹

《上海博物館蔵戦國楚竹書（二）・昔者君老》簡四云：「君卒，太子乃亡聞亡

砂「戟
聴，不問不命，唯哀悲是思，唯邦之大プ是敬。」句 プ」字，《上海博物館蔵戦

國竹書（二）》僅隷定字形，未作任何解繹。 (I}

闘於此字的繹讀，至今已有下列五種不同的意見：

、将字形分析為従「矛」従「几」，為「矛」「几」（即「亮」字所従）雨個

臀符的字，讀同「務」。李鋭〈上博館蔵楚簡（二）初札〉 (2)以李天虹《郭店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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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聞之》簡一三、二五「息」、「~」為握，認為該字所従「几」輿「発」字所
従相同，應可讀為「務」゚ ())

二、将字形分析為上従「矛」下従「人」的「愛」，讀為「務」。黄徳窺〈《戦

國楚竹書（二）》繹文補正〉 (4)以為餓乃愛字，讀作「務」，並引《上海博物館蔵

戦國竹書・従政》簡 10「曰：従政所務三」；《上海博物館蔵戦國竹書・従政》乙

簡 l 「曰犯人之務」；又《郭店楚簡•尊徳義》簡ー：「為人上者之務也」；又《郭

店楚簡•成之聞之》簡一三：「農夫務食不強」；《郭店楚簡•老子》丙篇：「其即（次）

愛（侮）之」等「務」字均従「矛」従「人」作臀形為證。並握楚簡及其他戦國

文字「矛」不従「人」形，推論楚簡従「矛」、従「人」之字是「務」之省形，又

引《墨子・耕柱》「為義執為大務」；《韓非子・難二》「不以小功防大務」；《管子》

巻十五「人主之大務」；《六餡》「國之大務」等，證明〈昔者君老〉簡四嘗讀為「唯

邦之大務是敬」，意思是「表明太子居喪並非完全『亡聞亡聰』，只是敬守『邦之大

事』而已。」

三、将此字繹為「斐（貶）」，讀為「愛」。顔世絃〈《上博楚竹書》散記（三）〉 0

(5)認為蛸為《説文》「斐」（案：一般隷定作専；或作号）字：「傾覆也，従寸臼覆

之，寸、人手也。従巣省。杜林以為貶省之貶。」顔文以杜林説為握，又援引《古

砂
文四聟韻》巻三《古尚書》「斐（貶）」之字形，論定専輿簡文プ形近。進而利用

《古文四瞥韻》巻三《古尚書》「隻」輿「貶」字古音椴借闘係，将此字讀為「愛」゜

並握此解繹所謂「唯邦之大愛是敬」是因為「君卒乃國之大愛」，故「他（太子）

心中所念及的就是此喪父之悲，所恭敬面射的就是此國家的重大愛故」゜

四、将此字繹為「受」；讀為「務」或「吏」。蘇建洲〈上博館蔵楚竹書《容成

氏》ヽ《昔者君老》考繹四則〉、〈《昔者君老》簡4「受」字再議〉 0 (6) 

五、将此字繹作「彎」，讀同「屏」。林素清〈楚簡文字零繹（一）説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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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簡文此字所従輿古文字資料所見「聘」字的右芳相同，祇是上部筆璽梢梢脱開，

不過是簗隷演愛過程中常見的現象，因此認為字営讀為「屏」。並奉西周金文《班

蓋》：「聘王位」‘《番生蓋》：「聘王位」‘《毛公鼎》：「聘朕位」等句(8) , 「聘」字字

形作：

U宙

プ （班蓋）輝（番生蓋）臀（毛公鼎）

為證。

以上五説，若従字形考察，林説最為無握。林説引用時代國厩皆完全不同的西

周金文字形為證，谷廿無視楚簡「書」的存在；楚簡「彎」字多見，不外作慮、或

彦紗
作~· 輿プ相去甚遠。林説之誤，不必詳論。顔説，亦有困難之慮。「斐」（案：

一般隷定作専；或作号）《説文》謂：「従巣省，従寸」’「寸」、「又」或有通用可

能，但楚文字「巣」字作棗，輿朗殊難言同・此其ー。楚文字「愛」多作嵐，

此其二。更何況「『邦之大愛是敬』輿簡文上一句『哀悲』的射應闊係亦不理想」゜

林素清指出：

先秦論喪祠，主要在「哀」。如《論語・八伯》引孔子曰：「居上不窺，

為祠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観之哉。」十三経注疏《論語》，頁32,

：藝文印書館影印宋《本論語注疏》附校勘記。因君喪而特別提出

「敬」字，似乎較難理解。 (9)

李説、黄説皆讀同「務」。李説認為此字従「矛」従「几」（即「覧」字所従），雨

個瞥符的「的」字((0) ; 黄説則認為此字上従「矛」下従「人」的「交」。李、黄二

砂,•• 
腐以字形来説，プ輿臀（務）確有相似之慮，但前字上所従作邑拉「務」作邸，

則又顕有不同。兼且若従此繹，於文意的理解，則恐有窒凝；因「唯邦之大務是敬」

輿簡文言「君卒，亡聞亡聴，不問不令，唯哀悲是思」似乎前後矛盾。従簡文内容

来看，如果説「國君僻世，太子於是不問朝政，不聴不聞政事，不f専達命令，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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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哀地思念國君」 (IIパ然後釦説居喪期間要「恭敬地面射國家大務」 (12) , 顕然不合

「砂情理，更不合祠的精神。故将 ）」字繹作「務」，尚待商権。

其質，蘇説繹字可従，楚「受」字一般従「爪」従「又」「舟」臀，字形作：

繊隻
其訛愛窮法則見郭店楚墓竹簡，字形作：

閏
砂

将ブ’字輿之比較，不同之慮祇在於字的下部「又」窟得像「人」。不過従「又」字

的書窟方法来考慮，要了解「人」字是「又」字的訛窮，並不會恨困難。由於書手

的書窮習慣不同，「又」字的書窟方式，大致有以下三種：

ゃ

ーヤ

一斗
第一、二類都寝作雨筆，但是斜書的運筆方法正好相反。第一類，従右上角起筆，

筆書撤向左下方即停止，然後窮上竪書；第二類，従左下角起筆，筆聾向右上方運

行後停止，再加上竪蜜。第三類，起首筆書従右上角起筆，筆書撤向左下方即停止，

然後従左下角起筆，筆書向右上方運行，輿起首筆書交雁後停止，最後加上竪書。

砂
「隻」字所従「人」，應是第一類「又」字的訛髄。拇此将プ繹為「隻」，應闊可

字義方面，拙意以為字以讀同「隻」為宜。「斐」小簗字形作「虞」，輿楚簡「斐」

字晨員然是不同来源的。「受」古音闊「雁爪紐「幽」部，「斐」古音蜀「心」紐「幽」

部；「祠」為舌上音，「心」為険頭音，二字痰音部位相近，韻部相同，應有通椴的

可能。疑「斐」字原来椴借「受」字為之，然後再分化出来的。其質只要封照「斐」

闊」「繊」等字即不難登現其共同性。「斐」字上部右方作「Iヨ」，就是楚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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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所従瞥符「多；」（舟）的訛儒，應無庸贅述。「斐」古籍中有「老人」、「長者」

的意義。如《孟子・梁恵王》篇中梁恵王稲孟子為「斐」即是其例，如：

孟子見梁恵王，王曰：「斐不遠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國乎？」孟子

射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突。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

『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突。萬

乗之國試其君者，必千乗之家；千乗之國試其君者，必百乗之家。萬取

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突。荀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際，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突，何必曰利？」

((]) 

又同篇：

梁恵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斐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

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

如之何則可？」孟子射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

刑罰，薄税倣，深耕易褥，サ士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

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突。彼奪其民時，使不得

耕褥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陥溺其民，王往而征之，

夫誰輿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14)

此外〈離婁〉篇有「大老」一詞，云：

：「伯夷辟紺，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器蹄乎来！吾聞

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討，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盛蹄乎

来！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蹄之，是天下之

父蹄之也。天下之父蹄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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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為政於天下突。」 (15)

由是観之，「大老」 「徳高望重的老人」；以此推測，拙意以為「唯邦之大斐是

敬」句中「大斐」義近「大老」。簡文「大斐」ー詞所指，亦可能兼具「顧命大臣」

之意，即國君臨終之際托以輔翼新君以及治國重任的大臣。 (16)

三、〈子恙〉「□吾聞夫舜其幼也毎（敏）以學，寺（志）其言□」句考繹

《上海博物館蔵戦國楚竹書（二）・子恙》簡四云：「□吾聞夫舜其幼也，毎

と；

以ぅ＇寺其言□」，安徽大學古文字研究室於 2003年］月 3日畢行學術研討會，輿

會的學者有黄徳寵、何琳儀、劉信芳、徐在國、那士宏等，男外古文字、歴史文献

雨個専業博士生、碩士生合計十五人。黄徳寵、何琳儀雨位，封這一段文字的繹讀

提出恨有償値的意見：

4簡第二行第三字黄【徳寵】認為可能是“學" , 《従政》 11有“學" , 

則輿此句讀為“敏以學詩，其言□□，或以文而遠”。孔子曰： “小子

何莫學乎詩，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言而無聞，其行不遠。＂春秋

時學詩流行，可能常時的人附會舜時也學詩。何【琳儀】同意黄【徳寛】

的観貼，但断句不同， ‘‘敏以學，持其言”。 (17)

拙見認為黄徳窟将簡文第二行第三字繹作「學」，並将「毎」讀作「敏」＇「寺」

作「詩」，以及断句都是正確的；然而，黄説認為簡文之「詩」乃指孔門詩學，則

尚待商権。故擬補充説明如後。

~' 
封比字形，「ぅ＇」應即「學」字無疑。《郭店楚墓竹簡》「學」字字形作 (18):

患撃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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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照。

「毎」‘「敏」音同通瑕。「敏」＇《説文》云：「従支、毎磐」；「毎」、「敏」二字，

上古音皆蜀「明」紐「之」部，自可通瑕。

「寺」上古音屈「邪」紐「之」部；「詩」上古音闊「書」紐「之」部，音近

通瑕。《郭店楚墓竹簡•縦衣》「詩経」ー詞之「詩」多借用「寺」字為之可證。 (19)

握上所述，全句営断讀如下：「□吾聞夫舜其幼也毎（敏）以學寺（詩），其

言□」，意謂「我聴聞舜年幼聰敏，因此學習詩，他的語言【頗有可観】」。稲隊他

人年幼行為出翠之事跡，文猷亦有記載，如《大戴祠記・衛将軍文子》云：

晉平公問於祁侯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

侯射，僻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闇知之。』

祁侯射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為侯大夫也悉善

而謙其端也；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為和容也，温

良而好祠，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需者問女，女何曰弗知

也？』祁後射曰：『毎位改愛，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

之行也。 (20)

又《孔子家語・賢君》云：

孔子開慮，晴然而歎曰：「需使銅鞭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突。」子路

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牡也有勇而不屈，

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

而好學，牡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

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勝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宰

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登以無道也，

欲得士之用也，悪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 (21)

又《説苑・尊賢》云：

81 



孔子間居，晴然而歎曰：「銅礎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突。」子路曰：

「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牡也有勇而不

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牡

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

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

而下士七十人，登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

君子乎哉！」 (22)

孔門詩學，固然具有教化作用，亦為孔門弟子談話的憑藉，故有「不學詩，無

以言」之歎。《論語・季氏》云：

陳冗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射曰：「未也・ 嘗獨立，鯉趨而

過庭・曰：『學詩乎？』射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

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祠乎？』射曰：『未也．』『不

學祠，無以立．』鯉退而學祠・聞斯二者・」陳冗退而喜曰：「問一得

三，聞詩，聞祠，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23)

但是「□吾聞夫舜其幼也毎（敏）以學寺（詩），其言□」句中所言「詩」，應即

上古文猷所謂「《南風》之詩」，似輿孔門之《詩》無闊。《淮南子・詮言訓》云：

舜弾五弦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 (24)

此外《韓非子・外儲説左上》《尚書大偲• 九共》ヽ《淮南子・泰族訓》ヽ《韓詩外博

巻第四》ぺ史記・築書》ヽ《祠記・柴記》ヽ《越絶書》ヽ《新語・無為》等皆有相闊記

載可参。

射於所謂「南風」ー詞的理解，《『農記・柴記》的注疏有値得参考之慮。《祠

記・柴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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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菱始制柴以賞諸侯。 (25)

鄭玄《注》云：

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巳。其僻未聞也。 (26)

孔頴達《疏》云：

【鄭玄】云：其僻未聞也者，此南風歌僻未得聞也。如鄭此言則非詩凱風

之篇也。熊氏以為凱風非突。案聖證論引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弾

五弦之琴，其僻曰南風之薫合，可以解吾民之儡合；南風之時合可以阜

吾民之財合。鄭云：其僻未聞，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王粛所増加，

非鄭所見，又戸子雑説，不可取證正経，故言未聞也。 (27)

従孔穎達《疏》所載可知，確賓有人認為「南風」就是《詩・凱風》 0 《毛詩・凱風》

云：「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

能霊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28)。詩〈序〉所言輿鄭玄《注》云：「南風，

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巳」似有相闊；然而孔顆達辮之甚明。鄭玄為漢代経

學大家，瑕若「南風」的内容輿孔門詩學相闊，必然選指其為詩某篇，何須云「其

僻未聞也」，顆然鄭玄並不知道「南風」的内容。應可以證明「南風」的内容輿孔

門詩學無闊。

除《孔子家語》外，《戸子・綽子》亦載有詩歌的内容：

舜曰：「南風之薫合，可以解吾民之儡号！」舜不歌禽獣而歌民。 (29)

由此可見，射於舜能歌詩之説，古時已普遍流博；然而従文献所記内容観察，賓難

以證明舜所歌「南風」，乃孔門之《詩》。至於舜所歌之詩，雖然不容易論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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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南風」歌曲之真偽，唯従「南風」ー詞，以及《戸子・綽子》等文猷所載歌

僻的内容推断，古人恨可能以為舜所歌之詩是輿流行南方的辟賦類似的。

四、〈魯邦大旱〉「飯梁食肉」句「飯」字考繹

《上海博物館蔵戦國楚竹書（二）・魯邦大旱》簡六，云：「公登不柄梁食肉

哉也」句「停」字，原繹文謂：「餃」，従「食」，會意兼形瞥，讀為「飽」。並

謂「飽梁食肉」輿賣誼《新書・藩傷》「愛之固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臀。臣民

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文中「飽梁肉」之義相近。 (30)

従「飯」字字形考察，将此字繹作「餃」，而「餃」字従「支」得臀，古音

應闊「屋」部；而「飽」古音闊「幽」部，此説於形音義三方面，除云字係「會意

兼形瞥」，所謂「會意」者，尚欠根握外，其餘説法皆有相営道理。不過拙見認為

此字更有可能是従「食」「反」聟的「飯」字。因「支」字的寝法，「又」上之「卜」

的直書一般突出於横驚，作「白」，輿「綬」所従作「玩」梢有不同。而「玩」輿

「反」之字形作「凡亦少有差別，祇是「日」上的「r」竪書較一般窮法略短，

這可能受限於書窟空間不足之故，伯無凝於将「葱」字繹作「飯」。更何況「飯稲

梁」ー語多次於内容相闊的文献中出現，可見此説賓有根握。《荀子屑豊論》云：

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醒，

先黍稜而飯栢梁。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

親用之謂理，雨者合而成文，以蹄大ー，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

也，俎之尚生魚也，［俎］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醜也，成事之

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装齊也，太廟之未入戸也，

始卒之未小緻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娩也，喪服之先散麻

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反也，清廟之歌，ー唱而三歎也，縣

，尚附［之］隔，朱絃而通越也，一也。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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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大戴祠記・『農三本》云：

大饗尚玄尊而用酒，食先黍稜而飯稲梁，祭嘩大羮而飽乎庶羞，貴本而

親用。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雨者合而成文，以蹄太ー，夫是謂大

隆。 ()2)

又《史記・書• 第二十三巻祠書第一・祠、辮》

大饗上玄尊，俎上胆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

食先黍稜而飯稲梁，祭嘩先大羮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

親用之謂理，雨者合而成文，以蹄太ー，是謂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

俎之上胆魚也，豆之先大羮，一也。利爵弗弊也，成事俎弗嘗也，

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廃齊也，大廟之未内戸也，始絶之未小緻，一也。

大路之素縞也，郊之麻娩，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

廟之歌一偶而三歎，縣一鐘尚附隔，朱弦而通越，一也。(]))

以簡文「飯梁食肉」句輿古籍所載「食先黍稜而飯稲梁」比而観之；「飯梁」輿「飯

稲梁」意義相営，是顕而易見的。

五、結語

今握前述内容，特作結語如後：

•《上海博物館蔵戦國楚竹書（二）．昔者君老》簡四云：「君卒，太子乃亡聞

砂「紗亡聴，不問不命，唯哀悲是思，唯邦之大プ是敬」句 ｝」字，拙意以為字営

繹作「受」讀同「隻」゜「大斐」輿「大老」意義相近。簡文「大隻」ー詞所指，

亦可能兼具「顧命大臣」之意，即國君臨終之際托以輔翼新君以及治國重任的

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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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蔵戦國楚竹書（二）・子恙》簡四云：「□吾聞夫舜其幼也，毎以

う寺其言□」，拙見認為黄徳寛将簡文第二行第三字繹作「學」，並将「毎」讀

作「敏」＇「寺」讀作「詩」＇以及断句都是正確的；然而，黄説認為簡文之「詩」

乃指孔門詩學，則尚待商権。封於舜能歌詩之説，古時已普遍流偲；然而従文献

所記内容観察，舜歌「南風」，而非孔門之《詩》。至於舜所歌之詩，従「南風」

一詞，以及《戸子・綽子》所載歌僻的内容推断，古人恨可能以為舜所歌之詩是

輿流行南方的僻賦類似的。

三・《上海博物館蔵戦國楚竹書（二）・魯邦大旱》簡六，云：「公登不柄梁食肉

哉也」句「停」字，拙見認為此字可能是従「食」「反」臀的「飯」字。「飯栢

梁」ー語多次於内容相闊的古文献中出現，可見此説賓有根腺。

注

(1) 

(2) 

(3) 

(4) 

(5) 

(6) 

後記：本文曾於2004年 3月，日本戦國楚簡研究會、台濶簡吊道家資料翌新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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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中宣讀，論文第三節原標題為「〈魯邦大旱〉『君子若重厭其欺』句『厭』

字考繹」，現以「〈子恙〉『□吾聞夫舜其幼也毎（敏）以學寺（詩），其言
□』句考繹」取代；其餘大致一俯其酋。特此説明。

《上海博物館蔵戦國竹書（二）》，頁246,上海：上古籍出版社， 200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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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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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建洲〈上博館蔵楚竹書《容成氏》ヽ《昔者君老》考繹四則〉、〈《昔者君老〉簡4「受」

字再議〉，簡吊網姑首痰http://www.bamboosilk.org/'2003年 1月15日、 6月2日。季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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