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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西南聯大只存在了八年時間，卻培育了兩位諾貝爾獎得主、

五位中國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八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得主、

一百七十多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這是教育史上的

傳奇。傳奇的締造並非偶然，而是源於強大的師資力量和自由的教學

風氣。

西南聯大成立之時，雖然物資短缺，沒有教室、宿舍、辦公樓，

但是有大師雲集。聞一多、朱自清、陳寅恪、張蔭麟、馮友蘭等大師

用他們富足的精神、自由的靈魂、獨特的人格魅力以及深厚的學識修

養，為富有求知慾、好奇心的莘莘學子奉上了凝聚着自己心血的課程。

聞一多的唐詩課、陳寅恪的歷史課、馮友蘭的哲學課……無一不

在民族危難的關頭閃耀着智慧的光芒，照亮了求知學子前行的道路，

為文化的繼承保存下了一顆顆小小的種子，也為民族的復興帶來了

希望。

時代遠去，我們無能為力；大師遠去，我們卻可以把他們留下的

精神和文化財富以文字的形式永久留存。這既是大師們留下的寶貴財

富，也是我們應該一直繼承下去的文化寶藏。

為此，這套叢書從「文學課」「哲學課」「國史課」三個方面來為讀

者展現西南聯大的教育精神和大師風貌，以及中華民族的文化與思想

特點。

本書講「國史課」。因各位先生教學和寫作風格有差異，故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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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同先生的文章，其側重點和表述方式也有差異。這一點，不僅

體現了先生們各自強烈的寫作特點，更體現了西南聯大學術上的「自

由」，以及教學上的「百花齊放」。

本書收錄文章，秉持既忠實於西南聯大課堂，又不拘泥於課堂的

原則。有課堂講義留存的，悉心收錄；未留存有在西南聯大任教時的

講義，而先生們在某一方面的研究卓有成就的亦予以收錄；還有一部

分文章是先生們在西南聯大教授過的課程，只是內容不一定為在西南

聯大期間所寫，如本書收錄陳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

篇）是在香港完成。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為使全書體例一致，也為了讓更多青年讀者

了解陳寅恪先生的著作，因此將《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上篇收入本

書，分為四個小節，並為每個小節擬定了新的標題。同時遵照權威底

本和多方編校意見，採用橫排的形式，對底本的標點做了調整與補

充，尤其增添書名號，方便讀者閱讀。

在選篇上，為了展現張蔭麟、陳寅恪、吳晗、雷海宗四位在西南

聯大任教過的大師不同的學術風采，所選內容均為每位先生最擅長的

領域，如張蔭麟先生的先秦兩漢史，陳寅恪先生的隋唐研究，吳晗先

生的明朝史，雷海宗先生的通史講義。同時按照先生們所授課程涉及

的年代從古至今進行排序，以便讀者更方便地了解中國歷史。

因時代不同，某些字詞的使用與現今有所不同。同時，每個人的

寫作習慣以及每篇文章的體例、格式等亦有不同，為保證內容的可讀

性、連續性以及文字使用的規範性，本書在尊重並保持原著風格與

面貌的基礎上，進行了仔細編校，糾正訛誤，統一體例，僅保留少數

異體字。部分內文中地理史實尚有爭論，如崇國，一說在今河南嵩縣

北，一說在今陝西西安市鄠邑區，凡類似情況，均從原著。出於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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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閱讀體驗的考慮，對張蔭麟部分作品重擬了標題，如「楚漢之際」，

改為了「楚漢之爭始末」。具體如下：

1. 原文中作者自註均統一為隨文註，以小字號進行區分；文中腳

註均為編者所加，並以「編者註」區分。

2. 因篇幅限制，部分文章只能節選，對這些節選的內容，皆在標

題下以「（節選）」加以說明。

3. 文中數字，皆在遵守用法規範的前提下，照顧了局部體例的

統一。

4. 部分原著正文存在「公元前×××年」與「前×××年」兩種

紀年寫法，為尊重作者原文，在不影響閱讀的情況下編者未動，僅對

隨文註的公元紀年體例進行了統一，皆以「公元前×××年」或「前

×××—前×××」表示。

5. 因時代語言習慣不同造成的差異，編者對引文外的文字做了統

一，如「惟」字，均改為「唯」字，「叫做」「摹仿」「人材」「紈袴」等詞

皆改為「叫作」「模仿」「人才」「紈絝」等詞。另外，也修訂了「的」「地」

「得」的用法。

6. 為保障現代讀者的閱讀體驗，本書對部分原文標點符號略作改

動，以統一體例，如「《詩》、《書》」，改為「《詩》《書》」。

7. 原文中難以辨認之處以「□」表示。

希望本書有助於讀者們了解中國歷史和幾位先生在歷史領域的學

術風采；同時，更希望本書能夠喚起讀者對西南聯大的興趣，更多地

去了解這所在民族危亡之際仍然堅守教育、傳播優秀文化思想的大

學，將西南聯大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堅持與希望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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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大事及以前之傳說

商朝從成湯創業以後，六百年間，可考的大事，除了六次遷都，

除了對鬼方的大戰，除了最後直接間接和亡國有關的打擊外，便是五

度由盛而衰的循環。所謂盛就是君主英武，諸侯歸服；所謂衰就是君

主昏暗，或王室內亂，而諸侯叛離。前期第一度的盛衰牽涉到湯孫太

甲（商朝第四王）和湯的開國功臣伊尹的關係。這有二說：一說太甲無

道，「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把他放逐於桐，過了三年，伊尹見他悔過

修德，又迎他復位。一說伊尹於商王仲壬死後，把法當嗣位的太甲放

逐於桐，而自即王位；其後七年，太甲自桐潛出，殺伊尹。肇始商朝

後期的盤庚是一中興之主。在他以後，唯他的侄子武丁曾一度中興。

武丁以降，商朝一直衰下去。繼位的君主皆生長安逸，「不知稼穡之

艱難，惟耽樂之從」（這是周朝開國元勳周公追數前朝衰亡的原因的話）。他們以

畋遊荒宴代替了國政的煩勞。在商朝末年，一種叔世的頹廢和放縱瀰

漫了整個商人社會。狂飲濫醉的風氣普遍於君主、貴族和庶民。這是

他們亡國的主因。

在敘述商朝滅亡的經過之前，讓我們回溯商朝所繼承的歷史

線索。

商朝所替換的朝代是夏。關於夏朝，我們所知，遠更模糊。例如

夏朝已有沒有文字？有沒有銅器？其農業發展到甚麼程度？其政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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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與商的異同如何？這些問題都無法回答。在後人關於夏朝的一切傳

說和追記中，我們所能抽出比較可信的事實，大要如下。

夏朝歷年約莫四百，其君位是父死子繼而不是兄終弟及。其國都

的遷徙比商朝更為頻數。最初的君主禹歷都陽城、晉陽、安邑，皆不

出今山西的西南角（陽城在翼城西，晉陽在臨汾西，安邑在平陸東北）。禹子啟始

渡河而南，居今新鄭、密縣間。以後除啟孫後相因外患失國遠竄外，

夏主的遷徙，不出今河南的黃河以南，汝、潁以北。當夏朝為成湯所

滅時，都於斟鄩，即今鞏縣 1西南。夏朝最大的事件是與外族有窮氏的

鬥爭。有窮氏以鉏（今河南滑縣東）為根據地，當啟子太康時，攻佔了夏

都（時在斟鄩），以後統治了夏境至少有六七十年。太康逃居於外，有窮

氏以次立其弟仲康及仲康子后相為傀儡。后相繼被竄逐追殺。後來后

相的遺腹子少康收聚夏朝的殘餘勢力，乘有窮氏的衰弱，把他滅掉，

恢復舊物。有窮氏是在夏境的東北，後來滅夏的成湯則來自東南，其

先世亦發祥於東北。夏朝的外患蓋常在東方。

成湯的先世累代為部族長。他的先十四代祖契與禹同時，以蕃（今

河北平山附近）為根據地。契子昭明遷於砥石（今河北砥水流域），繼遷於商

（今河南商丘），「天邑商」及商朝之得名由此。昭明子相土是一雄才大略

的君長，曾大啟疆宇，以相（在今安陽西十五里）為東都。可惜他的功業

的記錄只剩下他的後裔的兩句頌詩：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此時的海外說不定就是遼東或朝鮮。後來商朝亡後，王弟箕子能逃入

朝鮮而歷世君臨其地，莫不是因為商人原先在那裡有些根據？相土

以後兩三百年間，商人的事跡無考，也許這是他們的中衰時代（傳說相

1 鞏縣，今河南鞏義市，1991年撤縣設市。—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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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發明以馬駕車，又他的後裔王亥—也是成湯的先世—發明以牛駕車）。到了成

湯才復把商人帶領到歷史上，他從商北遷於亳，繼滅了北方的若干鄰

族，然後向夏進攻，夏主桀兵敗，被他放逐於南巢（在今安徽巢縣 1東北五

里）而死，夏朝於此終結。

我們若從夏朝再往上溯，則見歷史的線索迷失於離奇的神話和理

想化的傳說中不可析辨了。凡此種種，本書自宜從略。但其中有一部

分和後來歷史的外表，頗有關係，應當附帶敘及。

據說禹所繼承的君主是舜，國號虞；舜所繼承的是堯，國號唐。

當堯舜之世，天下為公，而不是一家一姓所得私有的。堯怎樣獲得帝

位，傳說沒有照顧到。舜本是歷山（在今山東）的農夫，有一串故事（這

裡從略）表明他是一個理想的孝子和理想的賢兄，又有一串故事（例如他

在那裡耕種，那裡的農人便互相讓界；他在那裡打魚，那裡的漁人便互相讓屋；他在那裡

造陶器，那裡的陶工便不造劣器）表明他是一個理想的領袖。帝堯聞得他的

聖明，便把他召到朝廷裡來，把兩個女兒同時嫁給他，試他治家的能

力；並拿重要的職位去試他政治的能力。他果然家庭雍睦任事稱職。

堯老了，便告退，把帝位推讓給他。堯的時候有一場普遍於全「中國」

的大水災。禹父鯀，因治水無功，被處死刑，禹繼承了他父親的任務

終於把水患平定。禹治水的工作凡歷十三年，在這期間，曾三次走過

自己的家門，都沒有進去，有一次並且聽到新產的兒子在呱呱地哭

呢。後來舜照堯的舊例，把帝位推讓給禹。禹在死前，也照例選定了

一位益做自己的繼承者。但禹死後，百姓不擁戴益，而擁戴禹的兒子

啟，於是啟踐登了帝位（一說益和啟爭位，為啟所殺）。舊例一破便不再回復

了。這便是堯舜「禪讓」的故事。

1 巢縣於 1949年撤縣併入巢湖專區，屬今巢湖市。—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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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位值得提到的傳說中重要人物，那是黃帝。他所佔故事中

的時代雖在堯舜之先，他的創造卻似在堯舜之後。照傳說的一種系譜

（《史記．五帝本紀》），他是堯的高祖，舜的八世祖，禹的高祖（舜反比禹低三

輩，這很奇怪），也是商周兩朝王室的遠祖，並且成了後來許多向化的外

族的祖先。黃帝和他左右的一班人物並且是許多文化成分的創造者，

例如他發明舟、車、羅盤、陣法、占星術和許多政治的制度；他的妃

嫘祖最初教人養蠶織絲；他的諸臣分別發明文字、算術、曆法、甲

子和種種樂器。總之，他不獨是中國人的共祖，並且是中國文化的源

頭。他的功用是把中國古代史大大地簡單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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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興起

現在讓我們離開想像，回到事實。

當商朝最末的一百年間，在渭水的流域，興起了一個強國，號為

周。周字的古文像田中有種植之形，表示這國族是以農業見長。周王

室的始祖后稷（姬姓），乃是一個著名的農師（傳說與禹同時），死後被周人

奉為農神的。后稷的子孫輾轉遷徙於涇渭一帶；至古公亶父（後來追稱

太王），原居於豳（今陝西邠縣 1附近），因受不了鬼方侵迫，率眾遷居岐山

（在今陝西岐山縣境）之下。這一帶地方蓋特別肥沃，所以後來周人歌詠

它道：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

以一個擅長農業的民族，經過移民的選擇，來到肥沃土地，而且

飽經憂患，勤奮圖存，故不數十年間，便蔚為一個富強之國。到了古

公子季歷（後來追稱王季）在位時，竟大敗鬼方，俘其酋長二十人了。古

公在豳，還住地穴，其時周人的文化可想而知。遷岐之後，他們開始

有宮室、宗廟和城郭了。季歷及其子昌（後來追稱文王）皆與商朝聯婚，

這促進了周人對商文化的接受，也即促進了周人的開化。

至少自古公以下，周為商朝的諸侯之一，故卜辭中有「令周侯」

1 邠縣，即今陝西彬州。—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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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錄。舊載季歷及昌皆受商命為「西伯」，即西方諸侯之長，當是可

信。但卜辭中屢有「寇周」的記載，可見商與周的關係並不常是和諧

的。舊載古公即有「翦商」的企圖。蓋周自強盛以來，即以東向發展

為一貫之國策。古公和季歷的雄圖的表現，於史無考，但西伯昌的遠

略尚可窺見一斑。他在逝世前九年，自稱接受了天命，改元紀年。此

後六年之間，他至少滅掉了四個商朝的諸侯國：

一、密　今甘肅靈台縣西，

二、黎　今山西黎城縣東北，

三、邘　今河南懷慶 1西北，

四、崇　今河南嵩縣附近。

此外商諸侯不待征伐而歸附他的當不少。又舊載西伯昌曾受商王

紂命，管領江、漢、汝旁的諸侯，大約他的勢力已及於這一帶。後來

周人說他「三分天下有其二」，若以商朝的勢力範圍為天下，恐怕竟去

事實不遠了。滅崇之後，西伯昌作新都於豐邑（在今長安縣境），自岐下

東遷居之。他東進的意向是夠彰明的了。

文王死後第四年的春初，他的嗣子武王發率領了若干諸侯及若干

西北西南土族的選鋒（中有庸、蜀、羌、髳、微、纑、彭、濮等族類，其名字不盡

見於以前和以後的歷史），大舉伐商；他的誓師詞至今猶存，即《尚書》裡

的《牧誓》。憑一場勝仗，武王便把商朝滅掉。戰場是牧野，離商王

紂的行都朝歌（今河南淇縣）不遠。朝歌是他的離宮別館所在，是他娛悅

晚景的勝地。這時他至少已有六七十歲了。在享盡了畋遊和酒色的快

樂之後，他對第一次挫敗的反應是回宮自焚而死。商兵潰散，武王等

長驅入殷。商朝所以亡得這樣快，照後來周人的解釋是文王、武王累

1 懷慶，今屬河南焦作市。—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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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積德行仁，民心歸向，而商紂則荒淫殘暴，民心離叛；所謂「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固然不能說沒有一些事實的影子，但事

實決不如此簡單。周人記載中無意泄露的關於商、周之際的消息，有

兩點可注意。一說「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可見商人在牧野之戰以前，

曾因征服東方的外族，而把國力大大損耗了；武王乃乘其疲敝而取勝

的。一說「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可見牧野之戰，也是周人掠奪糧

食、競爭生存之戰。武王是知道怎樣利用飢餓的力量的。

殷都的陷落和商朝的覆亡，只是周人東向發展的初步成功。商朝

舊諸侯的土地並不因此便為周人所有，而且許多舊諸侯並不因此就承

認武王為新的宗主。此後武王、成王、康王之世，不斷地把兄弟、子

侄、姻戚、功臣分封於外，建立新國。這些新國大抵是取舊有的諸

侯而代之，也許有的是開闢本來未開闢的土地。每一個這類新國的建

立，便是周人的一次向外移殖，便是周人勢力範圍的一次擴展。

但當初武王攻陷殷都之後，並沒有把殷都及殷王畿佔據，卻把紂

子武庚祿父封在這裡，統治商遺民，而派自己的兩個兄弟管叔和蔡叔

去協助並監視他們。這不是武王的仁慈寬大。這一區域是民族意識特

別深刻的「殷頑民」的植根地，而且在當時交通不便的情形之下，離

周人的「本部」豐岐一帶很遠，顯然是周人所不易統治的。故此武王

樂得做一個人情。但這卻種下後來一場大變的原因。武王克殷後二年

而死，嗣子成王年幼，王叔周公旦以開國功臣的資格攝政。管、蔡二

叔心懷不平，散佈流言，說「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並鼓動武庚祿父

聯結舊諸侯國奄（今山東曲阜一帶）和淮水下游的外族淮夷，背叛周室。

周公東征三年，才把這場大亂平定。用兵的經過不得而詳，其為艱苦

卓絕的事業，是可想像的。於是周公以成王命，把殷舊都及畿輔之地

封給文王的少子康叔，國號衛；把商丘一帶及一部分殷遺民封給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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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兄微子啟，以存殷祀，國號宋；把奄國舊地封給周公子伯禽，國號

魯；又封功臣太公望（姜姓）的兒子於魯之北，國號齊（都今山東臨淄 1）；

封功臣召公奭（周同姓）的兒子於齊之北，國號燕（都今北平 2附近）；都是

取商朝舊有諸侯國而代之的。周公東征之後，周人的勢力才達到他們

的「遠東」。就周人向外發展的步驟而論，周公的東征比武王的克殷

還更重要。這大事業不可沒有一些藝術的點綴。舊傳《詩經．豳風》

裡《東山》一篇就是周公東征歸後所作，兹錄其一章如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

歎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

假如傳說不誤，這位多才多藝的軍事政治家，還是一個委婉的詩

人呢！

先是武王克殷後，曾在豐邑以東不遠，另造新都曰鎬京（仍在長安

縣 3境），遷居之，是為宗周。「遠東」戡定後，在周人的新版圖裡，豐

鎬未免太偏處於西了。為加強周人在東方的控制力，周公在洛陽的地

方建築一個宏偉的東都，稱為成周。成周既成，周公把一大部分「殷

頑民」，遠遷到那裡。從此周人在東方可以高枕無憂了。卻不料他們

未來的大患乃在西方！周公對被遷到成周的殷人的訓詞，至今還保存

着，即《尚書》裡的《多士》。

武王、成王兩世，共封立了七十多個新國，其中與周同姓的有

五十多國；但這七十餘國而外，在當時黃河下游和大江以南，舊有國

1 臨淄，今屬山東淄博市。—編者註

2 北平，即今北京市，後不贅述。—編者註

3 長安縣，2002年撤縣，設立西安市長安區。—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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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之歸附新朝或為新朝威力所不屆的，大大小小，還不知凡幾。在這

區域內，周朝新建的和舊有的國，現在可考的有一百三十多。兹於現

在可考的周初新建國中，除上面已提到的宋、衛、魯、齊、燕外，擇

其可以表示周人勢力的分佈的十八國列表如下：

國名 姓 始祖與周之關係 國都今地

晉 姬 武王子叔虞 山西太原北

霍 姬 文王子叔處 山西霍縣 1

邢 姬 周公子 河北邢台

芮 姬 陝西大荔縣南

賈 姬 陝西蒲城西南

西虢 姬 文王弟虢叔 陝西寶雞縣 2東

滕 姬 文王子叔繡 山東滕縣 3

郕 姬 文王子叔武 山東汶上縣北

郜 姬 文王子 山東城武縣 4東南

曹 姬 文王子叔振鐸 山東定陶縣 5

東虢 姬 文王弟虢仲 河南汜水縣 6

蔡 姬 文王子叔度
河南上蔡縣 

（約在公元前 530年左右遷於今新蔡）

祭 姬 周公子 河南鄭州東北

息 姬 河南息縣

申 姜 河南南陽北

1 霍縣，今山西霍州市。—編者註

2 寶雞縣，今陝西寶雞市。—編者註

3 滕縣，今山東滕州市。—編者註

4 城武縣，今山東成武縣。—編者註

5 定陶縣，今山東荷澤市定陶區。—編者註

6 汜水縣，今河南滎陽市汜水鎮。—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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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 姓 始祖與周之關係 國都今地

蔣 姬 周公子 河南固始縣西北

隨 姬 湖北隨縣

聃 姬 文王子季載 湖北荊門東南

本節敘述周人的東徙至周朝的創業，本自成一段落。但為以下行

文的方便起見，並將成王後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八世

的若干大事附記於此。這時期的記載甚為缺略，連康、昭、共、懿、

孝、夷六王在位的年數亦不可考（成王在位的年數亦然）。因此厲王以前的

一切史事皆不能正確地追數為距今若干年。成、康二世為周朝的全

盛時代，內則諸侯輯睦，外則四夷畏懾。穆王喜出外巡遊，其蹤跡所

及，不可確考，但有許多神話附着於他。夷王時周室始衰，諸侯多不

來朝，且互相攻伐。厲王即位於公元前 878年。他因為積久的暴虐，

於即位第三十七年，為人民所廢逐，居外十四年而死。在這期間，王

位虛懸，由兩位大臣共掌朝政，史家稱之為共和時代。厲王死後，其

子繼位，是為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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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的封建社會 
（節選）

封建帝國的組織

武王所肇創、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國」，維持了約莫七百年（公

元前 11世紀初至前 5世紀末）。這期間的社會概況便是本章所要描寫的。自

然在這期間，並非沒有社會變遷，而各地域的情形也不一致。這縱橫

兩方面的變異，雖然現在可能知道的很少，下文也將連帶敘及。這個

時期是我國社會史中第一個有詳情可考的時期。周代的社會組織可以

說是中國社會史的基礎。從這散漫的封建的帝國到漢以後統一的郡縣

的帝國，從這階級判分、特權固定的社會到漢以後政治上和法律上比

較平等的社會，這其間的歷程，是我國社會史的中心問題之一。

上面所提到「封建」一詞常被濫用。嚴格地說，封建的社會的要

素是這樣：在一個王室的屬下，有寶塔式的幾級封君；每一個封君，

雖然對於上級稱臣，事實上是一個區域的世襲的統治者而兼地主；在

這社會裡，凡統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統治者，同時各級統治者

屬下的一切農民非農奴即佃客，他們不能私有或轉賣所耕的土地。

照這樣說，周代的社會無疑的是封建社會。而且在中國史裡只有周

代的社會可以說是封建的社會。名義上這整個的帝國是「王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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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帝國裡的人都是「王臣」，但事實上周王所直接統屬的只是王畿之

地。王畿是以鎬京和洛邑為兩個焦點，其範圍現在不能確考，但可知

其北不過黃河，南不到漢水流域，東不到淮水流域，西則鎬京已接近

邊陲。王畿之地，在周人的估計中，是約莫一千里左右見方。王畿之

外，周室先後至少封立了一百三十個以上（確數不可考）的諸侯國，諸侯

對王室的義務不過按期納貢朝覲，出兵助王征伐，及救濟畿內的災患

而已。諸侯國的內政幾乎完全自主。而王室開國初年的武威過去以

後，諸侯對王室的義務也成了具文，盡不盡聽憑諸侯的喜歡罷了。另

一方面，周王在畿內，諸侯在國內，各把大部分的土地，分給許多小

封君。每一小封君是其封區內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世襲主人，人民對他

納租稅，服力役和兵役，聽憑他生殺予奪，不過他每年對諸侯或王室

有納貢的義務。

周朝的諸侯國，就其起源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開國之初，王室

把新征服或取得的土地，分給宗親姻戚或功臣而建立的。前章所表列

的國家皆屬此類。第二類是開國許久之後，王室劃分畿內的土地賜給

子弟或功臣而建立，例如鄭、秦。鄭始祖為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時始

封，在今陝西華縣 1。幽王之亂，鄭友寄家於鄶及東虢，因而佔奪其地，

別建新國（在今河南中部黃河以南新鄭一帶）。第三類是拿商朝原有的土地封

給商朝後裔的，屬於此類的只有宋。第四類是商代原有的諸侯國或獨

立國，歸附於周朝的，例如陳、杞等。舊說周朝諸侯，爵分五等，即

公、侯、伯、子、男。此說曾有人懷疑。但現存東周的魯國史記裡確

有這五等的分別。其中所稱及的諸侯公爵的只有宋，男爵的只有許（今

河南許昌）；屬於第一類的多數為侯，亦有為伯的；屬於第二類的秦、

1 華縣，今陝西渭南市華州區。—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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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皆為伯；屬於第四類的大抵為子。

王畿內的小封君殆全是王族。列國的小封君原初殆亦全是「公

族」（國君的同族）；但至遲在前 7世紀初這種清一色的局面已打破。齊

桓公（前 651—前 643）
1有名的賢臣管仲和景公（前 547—前 490）有名的賢臣

晏嬰都有封地，卻非公族，晏嬰並且據說是個東夷。晉國自從獻公（前

676—前 651）把公族幾乎誅逐淨盡，後來的貴族多屬異姓，或來自別國。

秦國自從它的政制有可稽考，自從穆公（前 659—前 621）
2的時代，已大

用「客卿」，公族始終在秦國沒有抬過頭。但魯、鄭和宋國，似乎終春

秋之世不曾有過（至少稀有）非公族的小封君。這個差異是進取和保守

的差異的背景，也是強弱的差異的背景。畿內小封君的情形，我們所

知甚少，姑置不談。列國的小封君統稱為大夫。列國的大夫多數是在

國君的朝廷裡任職的，其輔助國君掌理一般國政的叫作卿。卿有上下

或正副之別。大國的卿至多不過六位。大夫亦有上下的等級，但其數

目沒有限制。大夫的地位是世襲的，卿的地位卻照例不是世襲的，雖

然也有累代為卿的巨室。大夫的家族各有特殊的氏。有以開宗大夫的

官職為氏的；有以封地的首邑為氏的；若開宗大夫為國君之子，則第

三世以下用開宗大夫的別字為氏。下文為敘述的便利，稱大夫的世襲

的家業為「氏室」，以別於諸侯的「公室」和周王的「王室」（周制：列國

的卿，有一兩位要由王朝任命，但此制實施之時間空間範圍不詳）。

周王和大小的封君（包括諸侯）構成這封建社會的最上層，其次的

一層是他們所祿養的官吏和武士，又其次的一層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庶

人，最下的一層是貴家所豢養的奴隸。

1 公元前 651年為齊桓公葵丘會盟的時間。—編者註

2 此段景公、獻公、穆公的括註時間段為其在位的時間。—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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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隸

關於奴隸階級的情形現在所知甚少。譬如在全國或某一地域奴隸

和其他人口的比例是怎樣呢？天子、諸侯或大夫所直接役屬的奴隸各

有多少呢？我們都不得而知。幸而當時周王和列國君主賞賜奴隸的數

目常見於記錄。最高的記錄是晉景公（前 599—前 581）以「狄臣」（狄人做

奴隸的）一千家賞給他一個新立戰功的大夫荀林父。其次是齊靈公（前

581—前 554）以奴隸三百五十家賞給他的一個新受封的大夫。荀林父在

這次受賜之前已做過兩朝的執政，他家中原有的奴隸，至少當可以抵

得過這一次的賞賜。可見是時一個大國的闊大夫所有的奴隸會在一萬

人以上。

這些奴隸的主要來源是戰爭。周初克殷和東征的大戰，不用說

了，此後諸夏對異族的征討和諸侯相互的攻伐，每次在戰場內外所獲

的俘虜，除了極小數有時被用來「釁鼓」（殺而取血塗鼓，以祓除不祥）或用

作祭祀的犧牲外，大部分是做了勝利者的奴隸。殷亡國以後，殷人被

俘虜的一定很多，但究有若干，現在不可確考（《逸周書》所載不可靠）。

此後俘數之可知者：對外的例如成王二十五年伐鬼方之役俘一萬

三千八十一人，又如上說賞給荀林父的「狄臣」一千家就是當時新獲

的俘虜的一部分。對內的例如前 484年吳國、魯國伐齊，俘齊國甲車

八百乘，甲士三千人。俘虜的利益有時竟成為侵伐的動機。諸侯對天

子，或小國對大國時常有獻俘的典禮。諸夏國互獲的俘虜可以贖回。

魯國定規贖俘之費由國庫負擔。但有被贖的幸運的恐怕只是顯貴的俘

虜，而有時所費不貲。例如前 607年，宋國向鄭人贖那「睅其目、皤

其腹」的華元，用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但這些禮物還未交到一半他就逃脫回

來了）。奴隸的另一個來源是罪犯。犯罪的庶人和他的家屬被沒入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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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奴的事雖然不見於記載，但我們知道，貴家因罪戾被廢，或因互爭

被滅，其妻孥有被繫或被俘而用作賞品的，其後裔有「降在皂隸」的。

奴隸做的是甚麼事？第一，自然是在貴人左右服役。這一類的奴

隸包括「小臣」（即侍役）、婢妾和管宮室、管車駕的僕竪；還有照例用

被刖的罪犯充當的「閽人」和用被「宮」的罪犯充當的「寺人」。但這

些只佔小數。大部分的奴隸是被用於生產的工作。每一個貴家，自周

王的以至大夫的，是一個自足的社會。穀米不用說是從采邑裡來的。

此外全家穿的衣服和用的東西，自傢具以至車輿、兵器、樂器、祭器，

多半是家中的奴隸製造的。這時代用車戰，兵車以馬駕，養馬和管廄

又是奴隸的事。此外山林川澤是由貴家專利的。樵、蘇、漁、牧和煮

鹽又是奴隸的事。女奴也有分配到外邊做工的：採桑養蠶的叫作蠶

妾，做紡織或其他女紅的叫作工妾。貴家設有一官專管工人。公室的

工官普通叫作工正，唯楚國的叫作工尹。王室和公室的總工官之下還

有分各業的工官：例如以現在所知，周室有所謂「陶正」者，大約是

管製造陶器的；魯國有所謂「匠師」者，大約是管木工的。有專長的

奴隸每被用作禮物。例如前 589年，魯國向楚國求和，賂以執斫、執

針、織紝各百人。又例如前 562年，鄭國向晉國講和，所賂有美女和

工妾共三十人，女樂二隊，每隊八人。

奴隸可以抵押買賣。西周銅器銘刻中有「贖兹五夫用百寽」的話。

奴隸的生命自然由貴人隨意處置。例如晉獻公有一回思疑肉裡有毒，

先拿給狗試試，狗死了；再拿給小臣試試，這不幸的小臣便與那狗同

其命運了。又例如獻公的兒子重耳出亡時，他的從臣們在桑下密謀把

他騙離齊國，被一個蠶妾偷聽了；她回去告訴重耳的新婚夫人齊姜，

齊姜恐怕妨礙公子的「四方之志」，一聲不響地便把那蠶妾殺了。在

周代盛行的殉葬制度底下，奴隸也是必然的犧牲。平常以百計的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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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當中，我們不知道有多少是奴隸。他們的死太輕微了，史家是不會

注意的。但也有一件奴隸殉葬的故事因為有趣而被保留。晉景公的一

個小臣有一朝起來很高興地告訴人，他夜夢背着晉侯登天，午間他果

然背着景公但不是登天，而是「如廁」；景公本來病重，他跌落廁坑裡

死了，那小臣便恰好被用來殉葬。

奴隸是以家為單位的，一個奴隸家裡不論男女老幼都是奴隸。他

們的地位是世襲罔替的；除了遇着例外的解放。新俘奴隸被本國贖回

也許是常見的事。此外奴隸被解放的機會似乎是很少的，歷史上只保

存着兩個例子。其一，前 655年，晉滅虞，俘了虞大夫百里奚，後來

把他用作秦穆公夫人的「媵臣」（從嫁奴隸）。他從秦逃到楚，被楚人捉

住。他在虞國本來以賢能知名，秦穆公想重用他，怕楚不給，於是以

贖「媵臣」為名，出五張黑羊皮的很低代價，竟把他贖回了。他因此

得到「五羖大夫」的綽號。其二，前 550年，晉國內亂，叛臣手下的

一個大力士督戎，人人聽到他的名字就懼怕。公家有一個奴隸叫作斐

豹，自薦給執政道，若把他的奴籍燒了，他便殺死督戎，執政答應了

他，後來他果然把督戎殺了。

庶民

我們在上文敘述奴隸的生活時，保留着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奴隸

和農業的關係是怎樣？換句話說，大多數農民的地位是怎樣的？關

於這一方面，記載很殘缺，現在可得而說的多半是間接的推論。我們

可以懸想，周朝開國之初，無數戰勝的族長分批地率領子弟來到新殖

民地裡，把城邑佔據了，田土瓜分了，做他們的侯伯大夫，他們於所

佔得的田土當中留出一小部分，直接派人去管理，收入完全歸他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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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這種田便是所謂「公田」；其餘大部分的田土，仍舊給原來的農夫

耕種，卻責他們以粟米、布縷和力役的供奉；他們的佃耕權可以傳給

子孫卻不能轉讓或出售給別人。這種田即所謂「私田」。大部分的公

田當是由耕私田的農夫兼盡義務去耕種的。他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

事」。但也有一部分「公田」是由奴隸去耕種的。所以西周的《大克鼎》

銘文裡記周王賞田七區，其中有一區註明「以厥臣妾」。但由此亦可

見奴隸附田的制度在西周已不很普遍了。耕私田的農夫皆是所謂「庶

人」。他們的地位是比奴隸稍為高貴些；但他們的生活殊不見得比奴

隸好。粟米和布縷的徵收固有定額，但不會很輕；什一之稅在東周末

年還是可望難即的理想。除正稅外遇着貴人家有婚嫁等喜事他們還有

特別的供應。力役之徵更是無限的。平常他們農隙的光陰大部分花在

貴人的差使上。若貴人要起宮室、營台榭、修宗廟或築城郭，隨時可

以把他們徵調到在鞭子底下作苦工。遇着貴人要打仗，他們得供應軍

需，並且供獻生命。遇着凶年饑饉，他們更不如奴隸的有依靠，多半

是「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西周傳下來的《七月》一首民歌描寫豳（今陝西邠縣）地農民的生

活很詳細。根據這詩，可以作一個農民的起居註如下：正月把農器

修理。二月開始耕種，他的妻子送飯到田裡給他吃，督耕的「田畯」

也笑嘻嘻地來了。同時他的女兒攜着竹筐到陌上採桑。八月他開始

收穫，同時他的女兒忙着繅絲，繅好了，染成黑的、黃的，還有紅

灑灑的預備織作公子的衣裳。十月獲稻，並釀製明春給貴人上壽的

酒。農夫們把禾稼聚攏好，便到貴人家裡做工，白天去採茅，晚上絞

繩。是月酬神聚飲烹宰羔羊；大家到貴人堂上獻酒，歡呼萬歲。十一

月出獵，尋覓狐狸，為着貴人的皮袍。十二月農夫們會同受軍事訓

練。是月把養肥了的豬獻給貴人，又把冰鑿下，藏好，預備明年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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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貴人需用。

《七月》這首歌是貴人用作樂章的，自然要合貴人的口味。詩中

的農夫是怎樣知足安分地過着牛馬生活。但農夫和別的庶民也有不安

分的時候，假如貴人太過忽略了他們的苦痛。第一章裡已經說過，周

朝的第十個王，厲王，就因為久積的暴虐，被民眾驅逐出國都，失卻

王位。和厲王同命運，甚至比他更不幸的封君不斷地見於記載。舉例

如下：前 634年，當晉、楚兩強交爭的時候，衛君因為得罪了晉國想

轉而親楚。但衛國離晉較近，親楚便會時常招惹晉人的討伐。在這種

當兒，首先遭殃的便是人民。他們即使幸而免於戰死，免於被俘，他

們回到家中，會發現禾稼被敵人割了，樹木被砍了，廬舍被毀了，甚

至井也被塞了。因此，衛君的親楚政策是和衛國人民的利益根本衝突

的。他們聽到了，便大鬧起來，把衛君趕到外國去了。同類的事件有

前 553年蔡國的公子燮因為想背楚親晉給民眾殺了。蔡是鄰近楚的。

經過這些事件的教訓，所以前 577年，陳侯當外患緊急時只好把國人

召齊來，徵求他們的意見，來決定外交政策。因直接殘虐人民失去地

位或性命的封君，為例更多。前 609年，莒君因為「多行無禮於國」

被他的太子率領民眾殺了。前 561年，畿內的原伯，因為詳情現在不

知的暴行弄到民不聊生，被民眾趕走了。前 559年，另一位莒君因為

喜歡玩劍，每鑄成一把劍便拿人民來試；又因為想背叛齊國，被一位

大夫率領民眾趕走了。前 550年，陳國的慶氏據着首都作亂，陳侯率

兵來圍，慶氏督着民眾修城。是時，城是用土築的，築時用板夾土。

督工的看見一兩塊板倒了，便把旁邊的役人殺死。於是役人暴動起來

把慶氏的族長通殺了。前 484年，陳大夫某，因為陳侯嫁女，替向國

人徵收特稅；徵收的太多，用不了，他把剩下的為自己鑄了一件鐘鼎

之類的「大器」。後來國人知道，便把他趕走了。他走到半路，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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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的一位族人馬上把稻酒、乾糧和肉脯獻上，他高興到了不得，問

為甚麼這樣現成？答道：大器鑄成時已經預備着。

上述厲王以後的民變，全發生在前 6世紀當中和附近。這些見於

記載的暴動完全是成功的，影響到貴人的地位或生命的，其他失敗而

不見於記載的恐怕還有不少。這時候民眾已漸漸抬頭，許多聰明的

卿大夫已認識民眾的重要，極力施恩於他們，收為己助，以強其宗，

以弱公室，甚至以得君位。例如當宋昭公（前 619—前 611）昏聵無道的

時候，他的庶弟公子鮑卻對民眾特別講禮貌。有一回宋國大鬧饑荒，

他把自己所有的穀子都借給饑民。國中七十歲以上的人他都送給食

物，有時是珍異的食物。他長得很美，連他的嫡祖母襄夫人也愛上了

他，極力助他施捨。後來襄夫人把昭公謀害了，他便在國人的擁戴中

繼為宋君。又例如齊國當景公（前 547—前 490）的時候，當公室底下的

人民以勞力的三分之二歸入公室，而僅以三分之一自給衣食的時候，

陳氏卻用實惠來收買人心。齊國的量器，以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

區為釜，十釜為鍾。陳家特製一種新量，從升到釜皆以五進，仍以十

釜為鍾，借穀子給人民的時候，用新量，收還的時候，用舊量。陳家

專賣的木材，在山上和在市上一樣價；專賣的魚鹽蜃蛤，在海邊和在

市上一樣價。這一來民眾自然覺得陳家比公室可愛。後來陳氏毫無

阻力地篡奪了齊國。此外如魯的季氏，鄭的罕氏都以同類的手段取得 

政權。

上文所說參加叛變和被強家利用的民眾自然包括各種色的庶人。

當中自然大部分是農人，其餘當有少數商人和工人。庶人和奴隸的

重要差別在前者可以私蓄財物，可以自由遷徙。但農人實際上很少移

動，除了當饑荒的時候。雖然在前 6世紀時人的記憶中，有「民不遷，

農不移」的古禮。這似乎不是絕對的限制，禮到底與法禁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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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邑與商業

人民聚居的地方通稱曰邑。邑可分為兩大類，有城垣的和沒有城

垣的。有城垣的邑又可分為三類，一是王都和國都（直至東周時，國字還是

僅指國都而言）；二是畿內和列國的小封君的首邑；三是平常的城邑。周

室的西都鎬京自東遷後已成為禾黍油油的廢墟，其規模不見於記載。

東都洛邑（今洛陽）的城據傳說是九里（一千六百二十丈）見方，其面積為

八十一方里，約當現在北平城之 21.7%（北平城面積是今度一百九十四方里，

周一里當今 0.7215里，一方里當今 0.52056方里）。城的外郭據傳說是二十七里

（四千八百六十丈）見方，其所包的面積差不多是現在北平城的兩倍。列

國的都城，連外郭計，以九百丈（五里）見方的為平常，其面積約為今

北平城的十五分之一。一直到前 3世紀初，一千丈見方的城還算是不

小的。但春秋末年勃興的吳國，其所造的都城卻特別大。據後漢 1人

的記載，那箕形的大城，周圍約為今度三十四里，其外郭周圍約為今

度五十里（今北平城周約五十四里）。卿大夫首邑的城照例比國都小，有小

至五百丈至一百丈左右見方的，那簡直和堡寨差不多了。這些小城的

基址似乎到唐、宋時還有存在。唐人封演記當時「湯陰縣北有古城，

周圍可三百步，其中平實。此東，頓丘、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周一

里或一二百步，其中皆實」。又宋人陳師道記：「齊之龍山鎮有平陸

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台而高半之，闊五之一，上下如

之。」此二人所記很像是周人的遺跡。

王城和列國都城的人口不詳。但我們知道春秋時大夫的封邑在

一千戶上下的已算很大的了。平常國都的人口就算比這多十倍也不過

1 此處所指應為東漢。—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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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戶。我們從前 686年內蛇與外蛇鬥於鄭都南門中的故事，可知當

時的國都決不是人煙稠密的地方。前 660年比較細小的衛國都城被狄

人攻破後，它的遺民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兩邑的人口，

通共也只有五千人。

我們試看列國都城在地圖上的分佈很容易發現它們的一個共同

點：它們都鄰近河流；以現在所知，幾無例外。一部分固然因為交通

的便利，一部分也因為河谷的土壤比較肥沃，糧食供給比較可靠。城

的作用在保衛，貴人的生命和財富和祖先神主的保衛。國都的主要居

住者為國君的家族和他的衛士、「百工」；在朝中做官的卿大夫和他們

的衛士。大多數國家的朝廷，像王室的一般，內中主要的官吏有掌軍

政的司馬，掌司法和警察的司寇，掌賦稅和繇役的司徒和掌工務（如

城垣、道路、宗廟的修築）的司空。國都裡的重要建築，有國君的宮殿、台

榭、苑囿、倉廩、府庫、諸祖廟、祀土神的社、祀穀神的稷，卿大夫

的邸第和給外國的使臣居住的客館。這些建築在城的中央，外面環着

民家和墟市。墟市多半在近郭門的大道旁。郭門外有護城的小池或

小河，上面的橋大約是隨時可以移動的。城郭的入口有可以升降的懸

門。城門時常有人把守，夜間關閉，守門的「擊柝」通宵。貨物通過

城門要納稅，這是國君的一筆大收入。

都邑也是商業的中心。至遲在春秋下半期，一些通都裡已可以看

見「金玉其車，文錯其服」的富商。他們得到闊大夫所不能得到的珍

寶，他們輸納小諸侯所不能輸納的賄賂。他們有時居然闖入貴族所包

辦的政治舞台。舊史保存着兩個這樣的例子：（1）前 597年晉軍大將

知䓨在戰場被楚人俘了。一位鄭國的商人，在楚國做買賣的，要把他

藏在絲綿中間，偷偷地運走。這計策已定好，還沒實行，楚國已把知

䓨放還。後來那位商人去到晉國，知䓨待他只當是他救了自己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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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商人謙遜不遑，往齊國去了。（2）前 627年，秦人潛師襲鄭，行到

王城和鄭商人弦高相遇。弦高探得他們的來意，便一方面假託鄭君的

名義，拿四張熟牛皮和十二隻牛去犒師，一方面派人向鄭國告警，秦

人以為鄭國已經知道防備，只好把襲鄭的計劃取消了。這兩個故事中

的商人都是鄭人。如故事所示，鄭商人的貿易範圍至少西北到了王城

和晉國，東到了齊國，南到了楚國，鄭國最早的商人本是鎬京的商遺

民，當鄭桓公始受封的時候，跟他們一同來到封地，幫他們斬芟蓬蒿

藜藿，開闢土地的。鄭君和他們立過這樣盟誓：「爾無我叛，我無強

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鄭當交通的中心，自東

遷時便有了一群富於經驗的商人，他們又有了特定的保障，故此鄭國

的商業特別發達。但這時期商人所販賣的大部分只是絲麻布帛和五

穀等農產品，加上些家庭的工藝品。以傭力或奴隸支持的工業還沒有

出現。

周人的貨幣，除貝以外還有銅。西周彝器銘文中每有「作寶尊彝，

用貝十朋又四朋」一類的記錄。也有罰罪取「金」（即銅）若干寽（字亦作

鋝）的記錄。傳說周景王（前 544—前 521）已開始鑄大錢。但貝和「金」似

乎到春秋時還不曾大宗地、普遍地作貨幣用，一直到春秋下半期，國

際間所輸大宗或小宗的賄賂還是用田土、車馬、幣帛、彝器或玉器，

而不聞用貝或用「金」，錢更不用說了。

家庭

庶人的家庭狀況自然不會被貴人身邊的史官注意到，因此現在也

無可講述。只是這時代的民歌泄露一些婚姻制度的消息：

藝麻如之何？橫縱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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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少年男女直接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的自由在這時代已經被剝奪

了。在樊籠中的少女只得央告她的情人：

將仲子兮！無逾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

父母！

甚至在悲憤中嚷着：

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這種婚姻制度的背景應當是男女在社交上的隔離。詩人只管歌詠

着城隅桑間的密會幽期，野外水邊的軟語雅謔，男女間的堤防至少在

貴族社會當中已高高地築起了。說一件故事為例：前 506年，吳人

攻入楚國都城的時候，楚王帶着兩個妹妹出走，半路遇盜，險些送了

性命。幸運落在他的一個從臣鍾建身上，他把王妹季羋救出，背起來

跟着楚王一路跑。後來楚王復國，要替季羋找丈夫，她謝絕，說道：

處女是親近男子不得的，鍾建已背過我了。楚王會意，便把她嫁給鍾

建；並且授鍾建以「樂尹」的官，大約因為他是一個音樂家。

周初始有同姓不婚的禮制，但東周的貴族還沒有普遍遵行，庶民

遵行的程度，今不可知。

貴族家庭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是多妻。至少在周王和諸侯的婚姻裡

有這樣的一種奇異制度：一個未來的王后或國君夫人出嫁的時候，

她的姊妹甚至侄女都要有些跟了去給新郎做姬妾，同時跟去的婢女還

不少，這些遲早也是有機會去沾新主人的雨露的。陪嫁的妾婢都叫作

媵。更可異的，一個國君嫁女，同姓或友好的國君依禮，要送些本宗

的女子去做媵。在前 550年，齊國就利用這種機會把晉國的一位叛臣

當作媵女的僕隸送到晉國去，興起內亂，上文提及的斐豹的解放就是

這次變亂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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媵女而外，王侯還隨時可以把別的心愛的女子收在宮中。他們的

姬妾之多也就可想。多妻家庭裡最容易發生骨肉相殘的事件，在春秋

時代真是史不絕書。舉一例如下：衛宣公（前 718—前 700）和他的庶母

夷姜私通，生了急子。後來急子長大，宣公給他向齊國娶了一個媳婦

來，看見是很美，便收為己用，叫作宣姜。子通庶母，父奪子妻，在

春秋時代並不是稀奇的事。這時代男女禮防之嚴和男女風紀之亂，恰

成對照。宣公收了宣姜後，夷姜氣憤不過，上吊死了。宣姜生了兩個

兒子，壽和朔。宣姜和朔在宣公面前傾陷急子，這自然是很容易成功

的。宣公於是派急子出使到齊國去，同時買通一些強盜要在半路暗殺

他。壽子知道這秘密，跑去告訴急子，勸他逃走。他要全孝道，執意

不肯。當他起程的時候，壽子給他餞行，把他灌醉了；便取了他的旗，

插在船上先行，半路被強盜殺了。急子醒來，趕上前去，對強盜說：

衛君要殺的是我，干壽子甚事？他們不客氣地又把他殺了。

士

有兩種事情打破封建社會的沉寂，那就是祭祀和戰爭，所謂「國

之大事，唯祀與戎」。二者同是被認為關係國家的生存的。先說戰爭。

周室的分封本來是一種武裝殖民的事業。所有周朝新建的國家大

都是以少數外來的貴族（包括國君、公子、公孫、卿大夫及其子孫）立在多數土

著的被征服者之上。這些貴族的領主地位要靠堅強的武力來維持。

而直至春秋時代，所有諸夏的國家若不是與戎狄蠻夷雜錯而居，便是

與這些外族相當的接近，致時有受其侵襲的危險。再者至遲入東周

以後，國際間的武裝衝突和侵略戰爭成了旦暮可遇的事。因為這三種

原因，軍事成了任何國家的政治的中心，也成了貴族生活的中心。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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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一方面是行政的首腦，一方面也是軍事的首腦。農民每年於農隙講

武，每逢國家打仗都有受徵調的義務。此外有一班受貴族祿養着專門

替貴族打仗的人，也就是戰場上鬥爭的主力，那叫作「士」，即武士。

到底每一國的「士」有多少呢？這不能一概而論。據說周朝的

制度，王室有六軍，大國三軍（《齊侯鎛鐘》：「余命汝政於朕三軍」；又「穆和三

軍」），中國二軍，小國一軍。周朝行車戰，軍力以乘計。大約一軍有

車一千乘，每乘有甲胄之「士」十人。事實自然與制度有出入。例如

周室東遷後六十三年，周桓王合陳、蔡、衛的兵還打不過鄭國，此時

的周室決不能「張皇六師」。又例如在春秋末葉（約前 562—前 482），頭等

的大國如晉、秦、楚等其兵力總在四五千乘以上。

士字原初指執干（盾）、戈，佩弓、矢的武士，其後卻漸漸變成專

指讀書、議論的文人。為甚麼同一個字其先後的意義恰恰對極地相

反？懂得此中的原因，便懂得春秋以前和以後的社會一大差別。在

前一個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武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武士是最受教育的

人；在後一個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文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文士是最受

教育的人。士字始終是指特別受教育的人，但因為教育的內容改變，

它的涵義也就改變了。

「士」的主要訓練是裸着臂腿習射御干戈。此外他的學科有舞樂

和禮儀。音樂對於他們並不是等閒的玩藝，「士無故不徹琴瑟」。而

且較射和會舞都有音樂相伴。「士」的生活可以說是浸潤在音樂的空

氣中的。樂曲的歌詞，即所謂「詩」。詩的記誦，大約是武士的唯一

的文字教育。這些詩，到了春秋末葉積有三百多篇，即現存的《詩

經》。內中有的是祭祀用的頌神歌，有的是詩人抒情的作品，大部分

卻是各國流行的民歌。較射和會舞都是兼有娛樂、交際、德育和體育

作用的。較射是很隆重的典禮，由周王或國君召集卿大夫舉行的叫作



•第一章• 張蔭麟論夏、商、周  027

大射，由大夫士約集賓客舉行的叫作鄉射。較射的前後奏樂稱觴。預

射的人揖讓而升，揖讓而下。這是孔子所贊為「君子之爭」的。會舞

多半是在祭祀和宴享的時候舉行（不像西方的習俗，其中沒有女子參加的）。舞

時協以種種的樂曲，視乎集會的性質而異。這時期中著名的樂曲，如

相傳為舜作的「韶」，相傳為禹作的「大夏」和武王所作的「大武」等，

都是舞曲。大武的舞姿，現在猶可彷彿一二，全部分為六節，每一節

謂之一成。第一成象「北出」，舞者「總干（持盾）山立」；第二成象「滅

商」，舞容是「發揚蹈厲」；第三成象南向出師；第四成象奠定南國；

第五成象周公召公左右分治（周初曾把王畿分為兩部，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

西召公主之，陝西省之得名由此），舞者分夾而進；第六成象軍隊集合登高，

最後舞者同時坐下。六成各有相配的歌詞，皆存於《詩經》中，兹引

錄如下：

一成 二成 三成 四成 五成 六成

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
夙夜基命宥密。
於緝熙，
單厥心，
肆其靖之。

於皇武王，
無竟維烈。
允文文王，
克開厥後。
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
耆定爾功。

於鑠王師，
遵養時晦。
時純熙矣，
是用大介。
我龍受之，
蹻蹻王之造，
載用有嗣，
實維爾公允師。

綏成邦，
屢豐年。
天命匪懈。
桓桓武王，
保有厥士。
于以四方，
克定厥家。
於昭于天，
皇以間之。

文王既勤止，
我應受之。
敷時繹思，
我徂維求定。
時周之命，
於繹思。

於皇時周，
陟其高山。
嶞山喬岳，
允猶翕河。
敷天之下，
裒時之對，
時周之命。

六成不必全用，第二成單行叫作武，第三成叫作勺，第四、五、六成

各叫作象，幼童學舞，初習勺，次習象。大武是周代的國樂，是創業

的紀念，垂教的典型，武威的象徵，其壯烈蓋非韶、夏可比。舞者必

有所執，在大武中舞者執干戈，此外或執雉羽，或鷺羽，或斧鉞，或

弓矢。執羽的舞叫作「萬」，這種舞，加上講究的姿勢和伴奏，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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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迷人的，可以一段故事為證。楚文王（前 689—前 677）死後，遺下一個

美麗的夫人，公子元想勾引她，卻沒門徑，於是在她的宮室旁邊，起

了一所別館，天天在那裡舉行萬舞，希望把她引誘出來。她卻哭道：

「先君舉行萬舞原是為修武備的，現在令尹（楚國執政官名，公子元所居之職）

不拿它來對付敵人，卻拿它用在未亡人的身邊，那可奇了！」子元聽

了，羞慚無地，馬上帶了六百乘車去打鄭國。

理想的武士不僅有技，並且能忠。把榮譽看得重過安全，把責任

看得重過生命；知危不避，臨難不驚；甚至以藐然之身與揭地掀天的

命運相抵拒。這種悲劇的、壯偉的精神，古代的武士是有的，雖然他

們所效忠的多半是一姓一人。舉兩例如下：（一）前 684年，魯國和

宋國交戰，縣賁父給一個將官御車。他的馬忽然驚慌起來，魯軍因而

敗績。魯公也跌落車下，縣賁父上前相助。魯公說道：這是未曾占卜

之故（照例打仗前選擇御士須經占卜）。縣賁父道：別的日子不打敗，今日偏

打敗了，總是我沒勇力。說完便衝入陣地戰死。後來國人洗馬發現那

匹馬的肉裡有一枚流矢。（二）前 480年衛國內亂，大臣孔悝被圍禁

在自己的家中。他的家臣季路（孔子的一位弟子），聽到這消息，便單身

匹馬地跑去救應，半路遇着一位僚友勸他不必。他說，既然食着人家

的飯，就得救人家的禍。到了孔家，門已關閉，他嚷着要放火。裡頭

放出兩位力士來和他鬥，他腦袋上中了一戈，冠纓也斷了。他說：「君

子死，冠不免。」把冠纓結好才死。

王公大夫的子弟至少在原則上都得受武士的教育。王室有「學

宮」，王子和他的近侍在內中學射，周王和他的臣工也有時在內中比

射；又別有「射盧」，周王在內中習射，作樂舞。公室也當有同類的

設備。

武士的地位僅次於大夫。他們雖然沒有封邑，卻有食田。出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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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是穿着甲胄坐在車上的主要戰鬥力。但他們底下還有許多役徒

小卒，這些多半是臨時徵發農民充當的。

卿大夫

封君當中，不用說以大夫佔多數。他們是地主而兼統治者的階級

的主體。雖然各國在任何時期的氏室總數，無可稽考；但我們知道，

在魯國單是出自桓公的氏室已有三桓，在鄭國單是出自穆公的氏室

已有七穆，宋國在前 609年左右至少有十二氏，晉國的一小部分在前

537年左右已有十一個氏室。

氏室的領地，或以邑計，或以縣計。言邑自然包括其附近的田

土。縣本來是田土的一種單位，但言縣也自然包括其中的都邑。

一個氏室的封邑有多少？這不能一概而論。前 546年，衛君拿

六十邑賞給一位大夫，他辭卻，說道：「唯卿備百邑，臣六十邑矣。」

這恐怕只能代表小國的情形。我們知道，在齊國，管仲曾「奪伯氏駢

邑三百」；又現存一個春秋以前的齊國銅器（《子仲姜寶鎛》），上面的刻辭

記着齊侯以二百九十九邑為賞。

縣的名稱一直沿到現在。在春秋時似乎還只秦、晉、齊、楚等國

有之。最初秦、楚兩強以新滅的小國或新佔領的地方為縣，直屬於國

君，由他派官去治理。這種官吏在楚國叫作縣公或縣尹。他們在縣裡

只替國君徵收賦稅，判斷訟獄。他們即使有封邑，也在所治縣之外。

這種制度是後世郡縣制度的萌芽。秦在前 688年滅邽、冀戎，以其地

為縣，次年以杜、鄭為縣。楚國在前 597年左右，至少已設有九縣，

每一縣即舊時為一小國。晉、齊的縣制較後起，它們的縣不盡是取自

它國的土地，也不盡屬於公室。晉國在前 537年左右有四十九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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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九縣有十一個氏室；直屬公室的縣各設縣大夫去管，如楚國的縣

尹。前 514年，晉滅祁氏和羊舌氏把他們的田邑沒歸公室；分祁氏的

田為七縣，羊舌氏的田為三縣，各置縣大夫。在晉國，縣肥於郡。前

493年，晉國伐鄭，軍中曾出過這樣的賞格：「克敵者，上大夫受縣，

下大夫受郡，士田十田（下田字原作萬，蓋誤），庶人工商遂（得仕進），人臣

隸圉免（免奴籍）。」齊國在春秋時有縣的唯一證據乃在靈公時代一件

遺器（《齊侯鎛鐘》）的銘文，內記靈公以三百縣的土地為賞。顯然齊國的

縣比晉、楚等國的縣小得多。

縣郡的區分在春秋時代還不普遍。在沒有縣郡的國裡，公室和較

大的氏室都給所屬的邑設宰。邑宰的性質和縣尹縣大夫相同，不過邑

宰所管轄的範圍較小罷了。

上文有點離開敘述的幹路，讓我們回到列國的氏室，它們的土地

原初都是受自國君。國君名義上依舊是這些土地的主人。雖然氏室

屬下的人民只對氏室負租稅和力役的義務，氏室對於國君年中卻有定

額的「貢」賦，所以有「公食貢」的話。國君或執政者可以增加貢額。

舉一例如下：魯國著名聖哲臧武仲有一次奉使去晉國（公元前 551年），

半路下雨，到一位大夫家裡暫避。那位大夫正要喝酒，看見他來，說

道：「聖人有甚麼用？我喝喝酒就夠了！下雨天還要出行，做甚麼聖

人！」這話給一位執政者聽到了，以為那位大夫自己不能出使，卻傲

慢使人，是國家的大蠹，下令把他的貢賦加倍，以作懲罰。

大夫可以自由處分自己的土地。至少有些闊大夫把食邑的一部分

撥給一個庶子，另立一個世家，叫作「側室」或「貳宗」。別的被大夫

寵幸的人也可受他賞邑或求他賞邑。例如前 500年，宋公子地拿自己

食邑的十一分之五賞給一個嬖人。又前 486年，鄭大夫某的嬖人某向

他求邑，他沒得給，許他往別的國裡取，因此鄭軍圍宋雍丘，結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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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覆沒。大夫也可以受異國君主的賜邑，例如前 656年，齊桓公會諸

侯伐楚，師還，一位鄭大夫獻計改道，為桓公所喜，賜以鄭的虎牢；

又例如前 657年，魯大夫某出使晉國，晉人要聯絡他，給他田邑，他

不受；又例如前 563年晉會諸侯滅偪陽國，以與向戌，向戌也辭卻。

大夫又有挾其食邑，投奔外國的，例如前 547年齊大夫某以廩丘奔

晉；前 541年，莒大夫某以大厖及常儀奔魯；前 511年邾大夫某以濫

奔魯。

大夫私屬的官吏，除邑宰外以現在所知，有總管家務的家宰，這

相當於王室和公室的太宰；有祝，有史，有管商業的賈正，有掌兵的

司馬。這些官吏都受大夫祿養。家宰在職時有食邑，去職則把邑還給

大夫，或交給繼任的人。氏室的官吏有其特殊的道德意識：「家臣不

敢知國」；「家臣而張公室罪莫大焉」。

氏室和公室的比較兵力沒有一個時代可以詳考。現在所知者：春

秋初年鄭莊公消滅國內最強的氏室，用車不過二百乘。當春秋中葉，

在魯、衛等國，「百乘之家」已算是不小的了。但大國的巨室，其兵

力有時足與另一大國開戰。例如前 592年，晉郤克奉使齊國，受了

婦人在帷後窺視竊笑的侮辱，歸來請晉侯伐齊，不許，便請以私屬出

征。而郤克的族侄郤至則「富半公室，家半三軍」。魯國的季氏從四

分公室而取其二以後，私屬的甲士已在七千以上。

具有土地、人民和軍隊的氏室和公室名分上雖有尊卑之殊，事實

上每成為對峙的勢力。強橫的氏室儼然一個自主的國。原則上國君的

特權在（1）代表全國主祭，（2）受國內各氏室的貢賦，（3）出征時指

揮全國的軍隊，（4）予奪封爵和任免朝廷的官吏。但至遲入東周後，

在多數的國家如齊、魯、晉、宋、衛、鄭等，末兩種權柄漸漸落在強

大的氏室，甚至國君的廢立也由大夫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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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組織的崩潰

我們對於商朝的政治組織，所知甚少，所以無法拿商、周兩朝的

政治組織做詳細的比較。但其間有一重大的差異點是可以確知的。

商朝創建之初並沒有把王子分封於外，以建立諸侯國。商朝王位的繼

承，是以兄終弟及（不分嫡庶）為原則的。但到了無弟可傳的時候，並

不是由所有的伯叔兄弟以次繼承（由末弟諸子抑或由其先兄諸子以次繼承亦無一

定）。在這種情形之下，第二世以後的王子總有許多不得為王的。這

些不得為王的王子是否有的被封在外建國？這問題無法確答。但周朝

的舊國當中，從沒聽說是商朝後裔的。而唯一奉殷祀的宋國，卻是周

人所建。可知王子分封的事在商朝若不是絕無，亦稀有。但在周朝，

則不然了；王位是以嫡長子繼承的；王的庶子，除在少數例外的情形

之下（如王后無出，或嫡長子前死），都沒有為王的資格；所以文王、武王

的庶子都受封建國，其後周王的庶子在可能的限度內也都或被封在畿

外建國，或被封在畿內立家。這商、周間的一大差異有兩種重大的結

果。第一，因為王族的向外分封，周朝王族的地盤，比之商朝大大的

擴張了。王室的勢力，至少在開國初年大大的加強了；同時王的地位

也大大的提高了。周王正式的名號是「天王」，通俗的稱號是「天子」，

那就是說，上帝在人間的代表。第二，王族的向外分封也就是周人的

向外移殖；這促進民族間的同化，也就助成「諸夏」範圍的拓展。



•第一章• 張蔭麟論夏、商、周  033

嫡長繼承制把王庶子的後裔逐漸推向社會的下層去，而助成平民

（即所謂庶人）地位的提高。周王的庶子也許就都有機會去做畿外的諸侯

或畿內的小封君；他的庶子的庶子也許還都有機會做畿內的封君；但

他的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則不必然了。越往下去，他的後裔胙土受封的

機會越少，而終有儕於平民的。所以至遲在前 7世紀的末年畿內原邑

的人民，便會以「此誰非王之親姻」自誇。隨着貴族後裔的投入平民

階級裡，本來貴族所專有的教育和知識也漸漸滲入民間。

周朝諸侯和大夫的傳世也是用嫡長繼承制（以現在所知諸侯位之傳襲曾

不依此例者有吳、越、秦、楚。楚初行少子承襲制，至前 630年以後，始改用嫡長承襲

制；秦行兄終弟及制至前 620年以後始改用嫡長承襲制；吳亡於前 473年，其前半世紀還

行兄終弟及制）。在嫡長繼承制下，卿大夫的親屬的貴族地位最難長久維

持。大夫的諸兒子當中只有一個繼承他的爵位，其餘的也許有一個被

立為「貳宗」或「側室」，也許有一兩個被國君賞拔而成為大夫；但就

久遠而論，這兩種機會是不多的。一個「多男子」的大夫總有些兒子

得不到封邑，他的孫曾更不用說了。這些卿大夫的旁支後裔當中，和

氏室的嫡系稍親的多半做了氏室的官吏或武士，疏遠的就做它屬下的

庶民。故一個大夫和他私家的僚屬戰士，每每構成一大家族：他出征

的時候領着同族出征，他作亂的時候領着整族作亂。他和另一個大夫

作對就是兩族作對，他出走的時候或者領着整族出走，他失敗的時候

或者累得整族被滅。

氏室屬下的庶民也許就是氏室的宗族，否則也是集族而居的。氏

室上面的一層是國君和同姓卿大夫構成的大家族，更上的一層是周

王和同姓諸侯構成的大家族。其天子和異姓諸侯間，或異姓諸侯彼此

間，則多半有姻戚關係。這整個封建帝國的組織大體上是以家族為

經，家族為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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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個大帝國的命運也就和一個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差不多。設

想一個精明強幹的始祖督率着幾個少子，在艱苦中協力治產，造成一

個富足而親熱的、人人羨慕的家庭。等到這些兒子各各娶妻生子之

後，他們對於父母，和他們彼此間，就難免形跡稍為疏隔。到了第三

代，祖孫叔侄或堂兄弟之間，就會有背後的閒話。家口愈增加，良莠

愈不齊。到了第四、五代，這大家庭的分子間就會有愁怨、有爭奪、

有傾軋，他們也許拌起嘴、打起架甚至鬧起官司來。至遲在東周的初

期，整個帝國裡已有與此相類似的情形，充滿了這時代的歷史的是王

室和諸侯間的衝突，諸侯彼此間的衝突，公室和氏室間的衝突，氏室

彼此間的衝突。但親者不失其為親，宗族或姻戚間的鬩爭，總容易調

停，總留點餘地。例如前 705年，周桓王帶兵去打鄭國，打個大敗，

並且被射中了肩膊。有人勸鄭莊公正好乘勝追上去，莊公不答應，

夜間卻派一位大員去慰勞桓王，並且探問傷狀。又例如前 634年，齊

君帶兵侵入魯境。魯君知道不敵，只得派人去犒師，並叫使者預備好

一番辭令，希望把齊師說退。齊君見了魯使問道：魯人怕嗎？答道：

小百姓怕了，但上頭的人卻不怕。問：你們家裡空空的，田野上沒一

根青草，憑甚麼不怕？魯使答道：憑着先王的命令。隨後他追溯從前

魯國的始祖周公和齊國的始祖姜太公怎樣同心協力，輔助成王，成王

怎樣感謝他們，給他們立過「世世子孫無相害」的盟誓；後來齊桓公

怎樣復修舊職，糾合諸侯，給他們排解紛爭，拯救災難。最後魯使作

大意如下的陳說：您即位的時候，諸侯都盼望您繼續桓公的事業，

敝國所以不敢設防，以為難道您繼桓公的位才九年，就會改變他的政

策嗎？這樣怎對得住令先君？我們相信您一定不會的，靠着這一點，

我們所以不怕。齊君聽了這番話，便命退兵。又例如前 554年，晉師

侵齊，半路聽說齊侯死了，便退還。這種顧念舊情、不為已甚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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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畏懼名分、雖干犯而不敢過度干犯的矛盾心理，使得周室東遷後

三百年間的中國尚不致成為弱肉強食的世界；這兩種心理是春秋時

代之所以異於後來戰國時代的地方。不錯，在春秋時代滅國在六十以

上；但其中大部分是以夷滅夏和以夏滅夷；諸夏國相滅只佔極少數，

姬姓國相滅的例尤少。而這少數的例中，晉國做侵略者的佔去大半。

再看列國的內部，大夫固然有時逐君弒君，卻還要找一個比較合法的

繼承者來做傀儡。許多國的君主的權柄固然是永遠落在強大的氏室，

但以非公室至親的大夫而篡奪或僭登君位的事，在前 403年晉國的

韓、趙、魏三家稱侯以前，尚未有所聞。故此我們把這一年作為本章

所述的時代的下限。

宗族和姻戚的情誼經過了世代愈多，便愈疏淡，君臣上下的名

分，最初靠權力造成，名分背後的權力一消失，名分便成了紙老虎，

必被戳穿，它的窟窿愈多，則威嚴愈減。光靠親族的情誼和君臣的名

分去維持的組織必不能長久。何況姬周帝國之外本來就有不受這兩種

鏈索拘束的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