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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本系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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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震氏作；神晨民没，黄帝、莞、舜氏作。

，今宜益簸。”＠

，列黄帝、额、辛、莞、舜五人焉。

民者，满揭毅、晨、黄帝、菇、舜氏，

虞，

，何郡？

心。我以为

其选择必然是正确的。

2 ，麓清种族传举使挠。中华民族的历史由中华种族的繁衍延续所组成，

因此，要建持其完整的连接发展的历史，必须建清种族传承的脉胳，雨中华民

族有迹可锚的传草历史正是自黄帝始。太史公是以“原始察将”为己任的，自

黄帝始，正是其“原始”以麓清种族传承发展线索的努方。宋人器泌说“窃观

《太史公言己》首推黄帝者，特因子《世本》若《大戴撞·帝繁姓·五帝德》，

盖纪其世市荠主子三与五之说也；在p以为后世民姓无不出黄帝者，故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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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鲜有i南军，是以不记，此太史公之本意也。刊＠

“孔子蹦《番》，部’自二典， i羊政治也。太史公记史，

盏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陪自出。

或居夷软。”＠ 确实如此，自

卖帝后代自

割不断的监源联系。

无甚具体浩功可记，

进了五帝的序到中。由此，

源头，那么其历

东i走了。

3 ，顺应时代现念使然。

《离祖本纪》 i己部邦在部下起事，

帝”。其用意不件是标器黄帝是白

名正言Jr摆地夺取天下。

i叉智］又出

奋发有为，

担黄帝拉来，

块金字招牌，

强盛。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

自



崩，葬椅山”。这样，就彻底戳穿了方士照言黄帝骑龙升天的荒诞不经，对执

迷不悟的武帝不啻当头棒喝。请人蒋士学曾深刻指出：“《史自》

事。岂其才学有所不能哉？盖子长之慨然怀古，而首称黄帝，正为i又武辨其桂

诞荒唐之无足信也，如此则方士神仙之言地矣。……史遥盖日，以臣既i阁，

黄帝何尝如此，韶朝廷方惑、子其说，又不能找书策所当考信者而力争之，提rJ

《史起》之首称黄帝，故阙三皇也。”＠

综上所述，太史公以黄帝为首作《五帝本妃》，既符合于历史事实，又麓

清了种族传承，体现了史学大家的史德、史识、具有无需置疑的正确性和必然

性。

三，五位一体的“类世家结构”

《史言己》的人物传记，从Ji}ri己对象上划分，

传统领天下的帝王，二是“世家

领、风骚的资人。若从｛专记的结构原曼IJ上区别，员！Ji:又可一别为一：

延续传举为线索，串连起若干个人物，

大部分“世家”均属此类，

或是以类相A人，合记凡个没有应统关系

故可名之臼“列传结构”。｛在此原则，十

帝本纪》至《秦本妃》五篇应展前者，冥中

大的区别，其他四篇“本纪”的传主均为统治天下者，与创世家”的传主有所

不同，所以我提它称为“类进家结构”。十二本纪的自《秦始皇本主己》至

武本主己》七篇，属后者，传主均为个别的人物，结构上类似子“歹lj传

过所i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贤人，丽是代表着世界中心的皇帝及霸王罢了。

以上我们提出了《五帝本妃》具有“类世家结构”。它所传的五帝在血统

上是前后相承的，黄帝为祖宗，富贵璜帝为其碎，帝替为曾孙，莞帝为四世孙，

舜帝为七世孙。这一点它与一般的“世家结构”同，但五帝i肖

仅仅限于血源，它更进一步，在事业上又具有不可分割的五位一体、

的关系。在那个革路蓝缕的“创世纪”过程中。我们伟大的五位先帝，

业，前赴后继，励藉图泊，共同纯造了中国，凝聚起中华民族，创造了

盟的上古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

是的，如果提缔造中华，凝聚民族，发展文明看作一个伟大的工程，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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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程是由五帝的合力建设完成的。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四个阶段， 1 ，黄帝

2 ，黯瑕军在春添蔚加瓦，

据此，我们可以发现《五帝本妃》

不用说，

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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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舜帝果断地制定刑法， “象以典刑，流有五刑，鞭作官刑，

摆作教刑，金作黯剂，管裁遍，故，怕将贼，刑。”从Tm建立了司法制度。并

且在执法过程中，他不畏权贵， “流四凶族，遥于四裔”，维护了法律尊严。

舜帝还大大地扩展了统治范盟， “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梅交趾、北楼，西

戎、析枝、黑庭、 B:、羌，北山戎、瓷、忌、惊、束畏、属夷，”使得“四海之

内，成戴帝舜之功”。总起来氓，在辞帝的英明统治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完善

了，统治范留扩大了，不仅仅族的凝聚力更强，而且还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

形成了空前的中华民族的大融和，纪英语所肇始的伟大事业发展到了最高、最

完善的阶段。

这就是值得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子孙永远自袤的上古盛世，这就是五位先帝

前仆后继，终于达成的辉煌成就，这就是《五帝本妃》通过五位一体的类世家

结构生动展现出的“创世纪”过程。

囚，尽善尽美的理想帝王

认清了《五帝本纪》五位一体的结构，实际上也就有了

匙，因为《五帝本妃》五位…体的结构决定了我的必级厨合五为…

解五帝的形象特征。如果单独地分析每一个先帝的形象，也许会感到单薄，

旦五帝之间的特征重合复叠之处较多，蛊f导机械单调，但如果我们用综合的眼

光，合南现之，就会发现五帝实在是尽善尽美的理想帝王的舆壁代表，

特征有：

1 ，有卓异的资质

在《五帝本妃》里，司马迁吊热情洋溢的语言，对每一位先帝的资质都作

了热烈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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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者，……生商神茧，辑部能言，勤而拘野，畏而敦敏，成市聪明。

帝黯琪高限者，……静湖以有嚣，疏通商知事，蕃材以任地，截峙以

象夭。

高辛生i1i1神嚣，自

徽。

普施科物，不於其身。 R患以知退，明以察

帝亮者，……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罢。

贵前不舒。



舜耕虚山，蹬山之人皆露畔；

窟。一年前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一

舜入于大麓，烈鼠雷雨不迷。

对于五帝的过入资质，古代学者们大部信其真，

宁忠信其真的。因为在那个开天辟地的原始年代，

下，人搞天灾颇仍不勤，如果不具备超乎寻常的智力与体为是不

群氓的首领，去带领族人克服困境的，更不用说去器求发展、征瑕外族

下了。五帝们之所以能韩获得伟大的成功，

正因为如此，尽管舜已久经考验，被莞确认有伟大的品格，

，烈凰雷雨不i莲

也正由于如i吃，可属透在记述五帝的生平时，

予以强谓。

2 ，有克在奉献的品德

卓异的资质，只是形成伟大帝王的先天条件，要成就开天辟地的件大事业，

还必须有无私奉献的祟高品德。班国说：“德合天地者需帝。，，

德配天地，天地不私公俭，在号之日帝。”＠ 《吕

云：“帝也者，天下之遥也。”他们都认为帝应该是道德完美、

望所归的人。这些看法自然提对，其实这是也有JJA 五帝的行事中摇摇出袤的。

且看黄帝：战争时期，也是鼠兴夜寐， “玉长曹事居，＼建设时崩，｛色豆7、“

劈勤心力耳自

用才（:k财．物押。

再如帝蓉，他“普施科物，不於其身

“其重力也碍，其服也士

、舜更加典型，他ff] 一心一意为

的继京这个大题目上，他们表现了彻成的大公元在的藉掉，

亮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援天下，

利而丹朱病；授丹朱，民rJ天下病雨丹朱得其利。

商利一人”，丽卒授舜以天下。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象黯禹於夭。为了中华民族的全体科盏，为

事业的后继有人，莞、舜大义凛然，传

7一



令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肃然起敬！

3 ，有以民为本的意识

卓异的资质如无私奉献的品德使五帝的人格对中华百姓产生了极大的凝聚

力，吸引着他们甘心情愿地为之奋斗。前要成就前所未有的创造事业，就必须

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也就是说，民心的向营，是事业成敦的决定条件。

虽然“民昂贵，杜辍次之，君蔚榕”＠，的民本思想直到战国孟子才明确提出，

也是，五帝的伟大实践，已经使他们认识到争取民心的重要，因而自然而然地

产生了重摆氏，心，以民为卒的意识。且以黄帝统一中庭的征服过程为例。

幸干赣之峙，神层民i；在－衰。言者侯相侵钱，暴虐百拴，而神展民主i；能征。

於是轩赣乃曾因干二立，以征不卒，言者侯戚来主要能。

能伐。炎帝欲｛受陵建校，蔼设成蹲轩鞍。

玉搓，挂在离民，应四方乡教熊摇摇称号屋虎，

不用帝命。

；袖王行之气，以顺应天U,l:

五谷之糕， L:J.养育百姓；度西方面索托万民，以凝聚民哈；数百姓习战，

，再战朵茧尤子？系鹿，

心是 u探兵”的过程，但同时

也突出了其 u振兵”之在来源于“停德”之功。黄帝为制止“暴虐百姓”的行

为而“营用干戈”，兴的是正义之师，他“治五氛，茹五器，操富民，度四方

’，嚣的是万民之福。正国为黄帝争取了民心，取得了民众的支持，才取得了

战争的性科。因此，传德抚民是黄帝取胜的关键。学者们一般认为此段主要取

材于《大戴攘＠五帝德、》等篇，然而《五帝德、》记此事括当简略，与“｛亨德照

民”之旨元甚关i步。可见，黄帝的“修德军暴民”的举措，并非商黑遥随手抄来，

当是主人诸多传说、史料中悉心整理、概括而来，从这里我们既可窥见黄帝思想

中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意识，又可发现太史公卓越的史识。

黄帝之后，帝壁也是“照天之意，知民之急”。莞帝更是以

为治理天下的出发点，因为｛包明白，只有“百姓昭明

实现大治。以民为本的意识在舜帝那里具体化作了各种具体措施：舜因

黎民始缸悍，使命弃为农宫， “播碍百毅”；担心“百姓不辍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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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听到下良心声，又命1名为

，五帝的的

，为五帝事业的成功提供

有路的地方走

占

还品续有强烈的创

那是一个制造革新的过程。

结构时已多所涉及，这里为免重复，仅以五帝的

占，

，所以黄帝主要采用了 fl理应民性，听其自然的方法。

’这表明为

增加了“教仕”这一人为自

aJ 



以刑求治：

' ti、作教刑，金作赔刑。

五度三届

，又有无在奉献的高贵品德，既意

作为开宗明义的时史中

美的理想帝王的博大影象，

深刻的示伊j意义的：它树立

功过是非提供了

也就寄离在对五帝基本特征的揭示与赞扬里了。

具有过人的资段，都富制造革新的精神，为历

亩，他们是善的、美的、有功的。但同时，

，不斯创造革新，称之为

足寅欲丽芳民｛先尉，在这些方面他们又是恶的、丑的、

羽，两人都是一代豪杰，都有种种长处，但在顺应民心， L:l 民为本这一

刘邦是远胜项羽的，所以后者被、淘汰也是历史的必然产物。顿炎武认为唯太史

公能子序事中寓论断，＠ 确为不刊之法。我读《五帝本系己》深深感到其叙事

中寄寓着前黑道以五帝为镜、玲照与评价历代君主的苦，心，当不属误读吧。

五，

前面说过，司羁透着《史起》是有意要以文果表于后世的，作为开宗明义

的第一篇， <

读《五帝本妃》

料是很丰富驳杂的， “毛苦者多豁五帝，尚矣”。当然其中也混杂着许多“不雅

嚣II

u撵”有耐选” j意箩 《说文解字》云：“撑，柬远也，能手，

棒”亦有“取”意， 《吕民春秋》卷二十《黯咨》篇有“其所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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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之句，

善市徒”如“博敢索畏”

<

《五帝本主己》景lj 云：



生动，但是，其主旨是褒扬帝的用人之明还是表彰垂的让贤美德？并不但明确。

《五帝本妃》员IJ不校不蔓，改i己吉为述事，登场人物除帝与垂外，其余人则用

“皆”字泛化，商时又回1J去记垂谦让的一节，从而也就使记事的主旨凸现出

来了：史公意在宣扬舜帝制谏用人之美德也。梁玉组《史起志、疑》卷一疑此不

载垂谦让，当为史之脱文，或亦有理；但我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从权

板的立场去讨论史公如是写的合理性，当更有益处。

三是旁征博引，培事生华，使得记事完整，或文采换发。比如《尚鸯》记

亮使舜摄行天子之政时云：

ii二月上日，

《五帝本妃》哭lJ云：

正丹上日，舜受将于文扭。文担者，秦大相也。

行天子之政，以留天命。

《尚番》记事提简，

云：“文扭，文考，文母，

··言。”司黑遵以“芫大提”释之，其义明了

上》 “亮老市舜摄也”的说法，加以补充发挥，又形成

行天子之砍，以辍天命”这段文字。这样，

交代清楚了。

再如记述菇帝资质世情…段， 《莞典》曰：

就命文思去安，免恭魁嚣，光被囚表，格子上下。

《五帝本提》则云：

命群摇

其｛二如天，其知如掉。就之如日，望之如罢。富而不酶，贵而不舒。

黄收纯衣，形革乘白骂。

雨段文字，前者古奥朴璜，后者员lJ用比喻，用排忧，银有文采。考《

叙菇、舜事基本用《亮舆》，而铺偏这里含《嘉典》’而转征寻i 《

帝德》之说，并加以精心！哥拉锚，可见史公袭用《尚菩》，

辞章之美的追求。

因是加强记述的感情色彩，以表达自己的感情。 《莞典》

一一十有八载，帝乃姐落。百姓如要考址。工

《五帝本在己》员IJ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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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盎辟位凡二十八年高崩。百姓悲哀，如要父母。工

以思亮。

后者对前者的改动主要有两姓，

姓悲哀，如毫曼父母

句改为

凸现百姓样念、

舒缓主人容，

“否姓如在考蛇”

，更加突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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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捷坤霆圄》 （《聚珍版莲香》本）。

@ 《孟子·盏，心下》 （《十三铿注疏》本）。

@ 对《五帝本妃》中“毅然需貌躲猩虎”句有诸解，强守能《正载》案
曰“言教士卒霄戳，以猛默之名名之，用戚敲也。”这里采此说。

@ 髓炎武《日如簸》 〈明偏出版社《原抄本E知绿》）卷二十七云：“

古人作史，有不待截断市子序事之中即克其指者，唯太史公能之。”

@ 《史言已·五帝本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