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简中的“上下”与“内外”
——兼论楚人祭礼中的神灵分类问题
杨华（武汉大学）
新蔡楚墓第甲二 40 号简提到了对于“上下内外鬼神”的祭祷，整理者原释为：“ 下
内外 （视）祷句所 。”徐在国先生认为，原释为“视”之字是从“示”“畏”声，当释
1
为“鬼”，原释为“祷”之字应释为“神”，这样此句改释为 ：
[上]下内外

（鬼）神，句（苟）所

2

“上下内外鬼神”可以说是楚人祭祷范围的一个总称，大致包括了楚人祭祷的所有内容。陈
伟教授已经指出：
“上”指天，
“下”指地，
“内外”当就有无血缘关系而言。如果这一分析大致不误，
3
楚人观念中的鬼神范畴当与《周礼》所载略同。
这确实是相当精辟的认识，对于理解楚人的神灵观念具有重要作用，不少学者的见解也大致
与之相同（详下）。以下利用传世文献和楚地所出简帛材料，来考察楚地的鬼神系统。

一．上下之辨
首先讨论“上下”鬼神。关于“上下”鬼神的相同提法，还见于其他楚简。例如，在九
店楚简《日书》中，其“丛辰”十二直之一的“阳日”，就有如下占辞：
……是谓阳日，百事顺成，邦君得年，小夫四成，以为上下之祷祠，[鬼]神飨
4
之，乃盈其志。（简 26）
九店楚简的整理者已经指出，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楚《除》“阳日”的占辞与之相近：
阳日，百事顺成。邦郡得年，小夫四成。以祭，上下群神飨之，乃盈志。（简三正
5
贰）
在睡简的同一篇《日书》中，“达日”的占辞也与之类似：“以祭，上下皆吉。”（简七正贰）
以上这些“上下”群神，都没有明言具体指何种神灵。
睡简《日书》甲种《诘》篇又有：
人若鸟兽及六畜恒行人宫，是上神相好下，乐入男女未入宫者，击鼓奋铎噪之，则
6
不来矣。（简三一背贰、三二背贰、三三背贰）
意思是说，鸟兽和六畜动物常到人之居室中，是由于“上神”对人间未结婚的男女感兴趣，
采取鸣铎鼓噪的办法，可以驱赶避祟。这里的“上神”，刘乐贤先生指出，又见于同篇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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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背三“上神下取妻”，都是指天神。关于“上神”，《礼记·礼运》有“以降上神与其先
祖”句，孔疏提供了两种解释：其一，指“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其二，引用皇氏、
熊氏之语：“上神谓天神也。”《孔子家语·问礼》：“以降上神与其先祖。”王肃注：“上神，
天神。”显然，刘乐贤、王子今等学者对睡简《日书》的疏证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即将“上
神”视为天神1。但是，这些所谓“上神”究竟包不包括祖先神呢？
考察古文献中的“上下神祇”的范围，显然有助于解释楚简中“上下”神灵的具体所指。
《国语·晋语八》记载，晋平王生病后，韩宣子招待宾客时说：
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无不遍谕，而无除。
《左传·昭公七年》载同一事，韩宣子的说法是：“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
加而无瘳。”可见，“上下神祇无不遍谕”与“遍走群望”是同一回事。《论语·述而》记
载孔子生病，弟子为之祷神时也有此种说法：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
“有诸？”子路对曰：
“有之。
《诔》曰：
‘祷尔于上下神
祇’。”子曰：
“丘之祷久矣。”
晋平王和孔子应对疾病的办法，与新蔡楚墓的墓主平夜君成相似，都属于所谓“病祷”的范
围。这里提到的“上下神祇”，又见于多种文献，如：
《尚书·汤诰》：
“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祇。
”孔传：
“言百姓兆民并告无罪，称冤诉天
地。”
《尚书·召诰》：“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孔传：“当慎祀于天地。”
《周礼·春官·小宗伯》
：“大灾，及执事祷祠于上下神示。”
《汉书·郊祀志》：“孝武皇帝始建上下之祀。” 颜师古注：“上下谓天地。”
所有的注疏都指明，
“上”谓天神，
“下”谓地祇。类似文献还很多，恕不赘引。然而必须注
意的是，这些注疏都是西汉以降的解释，先秦文献中并未明言此“上下神祇”的指称范围。
将“上下”神祇联言、共同祭祷的礼俗，可以上溯至商周时期。甲骨卜辞中常见有“下
上若”或“下上弗若”之类的套语，如：
己卯卜， 贞 方出王自征，下上若，受我佑？（《合集》6098）
辛未卜， 贞王勿逆伐 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六月。（
《合集》6204 正）
贞勿惟王往伐 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佑？ （《合集》6220、6221）
己卯卜……贞有奏循，下上弗若。二告。（《合集》7239 正）
胡厚宣先生认为“‘下上’之上，必为上帝，而下者或指地祇百神而言”，所引材料是《天问》
中的“后帝不若”和《尚书·泰誓》中的“上帝弗顺”2。陈梦家先生亦持类似观点，认为
“‘上’指上帝神明先祖，
‘下’或指地祇”，所引证的材料，也是《论语·述而》和《周礼·小
宗伯》的那一段话，不过陈先生的说法中，上神既包括上帝也包括祖先，他对下神是否确指
地祇也作了模糊的判断3。
但是近年有学者提出了异议。萧良琼先生认为，甲骨卜中辞中“上”不一定指上帝，
“下”
也不是地祇类的统称。“下上”是指对先王进行的逆祀和顺祀：
“下、上”是将一系列近祖置于前，远祖置于后。
“下、上”内的世次都是顺序的，
二者有此区别。无论是前者或后者，
“下、上”指的都是祖先，而不是天神地祇。4
郭静云先生指出，商代早、中期卜辞都用“下上”，而商末才开始以“上下”代之。至于商
5
人的“下上”实义，她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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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相信，除了他们所知道的崇拜对象之外，天地充满无数神祇；至于“下上”此
词应非限指某具体的可被指名的神灵，而就是笼罗描述天地有灵性，“下上”囊括所被
认的和未认的一切上下神力。
秦汉“上下神祇”是指必须由人们祭养的上下众神，商人将“下上”只是当作祈祷
对象，而非当作祭养对象。因此甲骨文的“下上”与秦汉“上下神祇”之间不能划等号。
金文中也有不少“上下”联言以表示鬼神的用法，例如：
1

《史墙盘》：
“天子眉寿无 ， 祁（示）上下。” （《集成》10175，西周中期）
《毛公鼎》：
“虩许上下若否，雩四方死（尸）毋童（动）”
（《集成》2841，西周晚
期）
《大克鼎》：
“囗于皇天， 于上下。”
（《集成》2836，西周晚期）
《者减钟》：
“登于上下，闻于四方。
”（《集成》193，春秋早期）
从这些辞例中，只能模糊地看出，“上下”大概表示天上和人间，不能辨别“上”的世界中
包不包括祖先神。然而，也有相当多的辞例说明，西周时期的“上”并不一定指天神，而是
指祖先神，例如：
《二祀 其卣》
：“既 于上下帝。”（
《集成》5412，商代）
《天王簋（大丰簋）》
：“事禧上帝，文王监在上。
”（《集成》4261，西周早期）
《 钟》：
“弋皇祖考高对尔剌（烈），严在上。”（
《集成》246，西周中期）
《虢叔旅钟》
：“皇考严在上，异（翼）在下。”（
《集成》241，西周晚期）
《五祀 钟》：“余小子肇嗣先王，配上下。”
（《集成》358，西周晚期）
《番生簋盖》：
“丕显皇祖考，穆穆克誓（哲）厥德，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嗣
于大服。”（
《集成》4326，西周晚期）
《蔡侯尊》、《蔡侯盘》：“上下陟 。”（
《集成》6010，春秋晚期）
在这些辞例中，上下关系表示的是祖先与后代的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人们认为，祖先死
后，化为人鬼，具有神格，他们可能也居住在天上。下面两条辞例更为典型：
《 钟（宗周钟）》
：
“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用召各丕显祖考先王，先王其
严在上。”（
《集成》260，西周晚期）
《 簋》：
“其日夙夕用其馨香敦祀于厥百神，亡不鼎，燹逢馨香，则登于上下……。
2
（西周）
在这两条辞例中，祖先神被视为“百神”之一，居于天上，还要祀以“馨香”才会降临。文
献中常说的“夏人尚气，殷人尚声，周人尚嗅”
，正是要让气臭上达祖先人鬼，诱神降临3，
与金文所载完全是一回事。
以上这些以“上”来表示祖先神的辞例，既有来自商代和西周早期的器铭，也有来自西
周晚期乃至春秋时期的器铭，看来，称祖先神为“上”的观念至少至春秋晚期还存在着。
总之，以上甲金文材料大都表明：商周时期的“上下”是所有神灵的通称，先秦的文献
也没有明确地以“上神”来指代天神、以“下神”指代地神；“上神”中既包括天神，也包
括祖先神。而将上、下视为天、地二神的专称，恐怕至少是战国以降的宗教观念。至于什么
时候将祖先神从“上神”中剥离出来，以“上神”来专指天神，这个转变过程的发生时间尚
不能确定，还有待于更多的出土资料。至少，在新蔡楚祭祷简、九店楚《日书》、睡虎地秦
又载“简帛研究网”2007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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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全方、陈馨：
《新见商周青铜器瑰宝》，
《收藏》2006 年第 4 期。释文采自吴振武《试释西周 簋铭文中
的“馨”字》，《文物》2006 年第 11 期。
3
《礼记·郊特牲》记载周人之祭，先灌以郁鬯（香酒），这时向地下阴间诱神的意思；然后再用芗蒿染以
脂，合着黍、稷烧之（“焫萧合膻、芗”），这是将气臭向天上的意思。这个过程本身就说明，鬼神是天上、
地下无处不在的，所以说“祭求诸阴阳之义”。
3

《日书》中的“上下”祭祷，恐怕应当包括祖先神。
这种推测，使人联想到陈梦家、胡厚宣等学者早年的研究。他们认为，殷人将至上天神
称为帝，因其高居在天，故亦称“上子”。武丁时期，帝与祖先神区分较严；但后来廪辛、
康丁时期祖先神亦称帝臣，乃至称帝，为了与祖先神相区别，才在天神之帝前加“上”字，
专称“上帝”1。
以“上帝”专称天神的现象，在金文材料中得到沿用，例如：
《史墙盘》：“上帝降懿德大甹（屏），匍（敷）有上下，合受万邦。……上帝司夏
2
尢（尪）保，授天子绾令厚福丰年。
” （《集成》10175，西周中期）
《禹鼎》：“天降大丧于下国。”（2833，西周晚期）
《中山王 方壶》：
“以飨上帝，以祀先王……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旃。
”
（《集成》
9735，战国晚期）
在这些铭文中，为了明确说明天神，都用到“天”或“上帝”这些专称，以别于那些可以包
括祖先神的泛指——“上”。
时代越晚，用“上帝”表示天神的说法越是明确，战国及秦汉材料甚多，以下只引用秦
汉《日书》中的几条。睡虎地《日书》甲种《诘咎》篇：
鬼恒从人女，与居，曰：
“上帝子下游。”欲去，自浴以犬矢，系以苇，则死矣。
（简
三八背叁）
这是“上帝”之神降临为祟、携走人间女子的迷信。同样，睡简甲、乙两种《日书》的《行
篇》都提到：
凡是日赤帝恒以开临下民而降殃，不可具为百事，皆无所利。”
（简一二八正、一三
四）
这里是“赤帝”之神向下面的人间降临祟祸。
《朔望弦晦》篇还提到“帝以杀巫咸”
（简二七
3
正贰） 。
在孔家坡汉简《日书》中，有《司岁》和《主岁》两篇，记录了青、赤、黄、白、炎五
帝主岁的吉凶情况4。《临日》中有“帝以此日开临下降殃”（简一 O 八），
《垣日》中有“帝
毁丘之日”（简二六九），《血忌》中有“帝启百虫”（简三九七），等等。这也是上帝作为天
神而祟害人间的记载。汉代以降的经学中，关于昊天、上帝、五色帝的相同或分别，一直争
论不休5，若追溯其源，或许与先秦时期对于天神的不同认识有关。

二．内外之辨
郭店楚简《六德》和《性自命出》两篇，都提到了社会关系的“门内”与“门外”之别：
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内位父、子、夫也，外位君、臣、妇也。疏斩
布实（绖）杖，为父也，为君亦然。疏衰齐戊（牡）麻实（绖），为昆弟也，为妻亦然。
袒免为宗族也，为朋友亦然。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
宗族丽朋友，不为朋友丽宗族。人有六德，三亲不断。门内之治纫（恩）弇义，门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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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野》，《燕京学报》第 20 期，193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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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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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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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义斩纫（恩）（《六德》简 26－31）
。
2
门内之治，欲其婉也；门外之治，欲其折也。（
《性自命出》简 58－59）
传世文献《礼记·丧服四制》亦有“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之句，这里的门内
指血缘私恩，门外则指朝廷公义。
《六德》简文也是如此，父、子、夫均属“内位”，即有血
缘关系者；君、臣、妇属“外位”，即无血缘关系者。
简文中的“内外”之义，似乎仍带有商周以来世袭血缘政治的烙印，
“内”指同姓内朝，
“外”指异姓外朝，这见诸某些金文材料：
《蔡簋》：
“ （赞）疋（胥）对各，从司王家外内，毋敢有不闻，司百工出入。”
（
《集
成》4340A，西周晚期）
《师 簋》
（《伯龢父敦》）
：
“今汝死（尸）我家， （赞）司我西偏、东偏、仆驭、
百工、牧臣妾，东（董）裁内外。”
（《集成》4311，西周晚期）
《叔尸鎛》
（四）：
“余命汝职差正卿，为大事（吏）， （赞）命于外内之事，……”
（《集成》285·4，春秋晚期）
《中山王 方壶》：“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勤于天子之
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
《集成》9735·2B，战国晚期）
然而，楚地卜筮祭祷简中还有多处提到外与内的区别，仔细辨别其含义，似乎不能完全
按照血缘关系之有无来进行理解。

1. 内祠与外祠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丛辰》谓：
3

辖 ，是谓其群不 ，……利以祠外。（简四 O 正——四一正）
睡简《日书》乙种亦有类似的句子，占辞相同：
“利祠外。”
（简五九）整理者引用《周礼·女
“建
祝》
“掌以时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句，认为“外”可读为“禬”4。孔家坡《日书》
除”类的“介日”条，同有此句，写作“利以祠祀外”（简四二），整理者也认为，此“外”
字可能读为“禬”5，显然是沿袭了睡简整理者的说法。刘乐贤先生《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
对睡简整理者的说法亦未提出异议。而王子今先生却认为：
“祠外”，当即指外祀之祠。外祀，即郊祀。
《周礼·春官·典祀》：
“典祀掌外祀之
兆。”郑玄注：“外祀，谓所祀于四郊者。”《墨子·明鬼下》：
“昔者武王之攻殷诛纣也，
使诸侯受内祀，疏者受外祀。”孙诒让《墨子閒诂》：
“此谓异姓之国，祭山川四望之属。
《祭统》说周锡鲁重祭，云：外祭则郊祀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彼大祀非凡诸侯所
得祀，盖不在所受之列。”所引《礼记·祭统》，其文曰：“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
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
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对于较为普遍的社会礼俗来说，郑玄所谓“外祀，谓所祀
于四郊者”应当是合理的解释。6
王先生的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关于祭礼的“内外”之别，礼书中有几种标准：
一是以祭祀的对象来区别，宗庙之祭称为内祭，天地山川社稷等称为外祭。
《祭统》：
“外
1

该段简文中的个别字词释读存在争议，本文参照陈伟先生之说，其他学术前史并见陈著所揭，氏著《郭店
竹书别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23－127 页。
2
此段简文改释的学术前史，亦请参见陈伟《郭店竹书别释》，第 123－127 页。
3
裘锡圭：
《释 》，载《古文字学论文初编》，香港中文大学，1983 年。又氏著《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
1992 年。
4
《云梦睡虎地秦简》，第 234－235 页。
5
湖北省文物考古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
《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 年，第 132-133
页。
6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115－116 页。
5

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
”
《周礼·天官·外饔》：
“掌外祭祀之割烹，共其脯、脩、
膴，陈其鼎俎，实之牲体、鱼腊。”贾疏谓：
（外祭祀）谓天地、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外神皆掌其割烹。
二是以参与者的身份来区别，君王参与之祭为外祭祀，王后等妇人参与之祭为内祭祀。
《周礼·天官·女祝》：
“掌王后之内祭祀，凡内祷祠之事。”郑注曰：
“内祭祀，六宫之中灶、
门、户。”
三是以祭祀的位置来区别，城内之祭称内祀，四郊之祭称外祀。
《周礼·祀典》
“掌外祀
1
之兆守。”郑注：“外祀，谓所祀于四郊者。”
实际上三者并不矛盾。宗庙谓之内神，天地、山川、社稷、林泽等皆谓外神；内神之祭
称内祭，外神之祭称外祭。王后夫人不参与外祭，但可参与内祭及“五祀”等宫内小祭。内
神皆在城内，外祀皆在城外（“左祖右社”，虽王社即私社在城内，但国社即官社在城外），
所以也可以说“外祀于四郊”。
在云梦睡简《日书》乙种《十二支占卜》2中，有如下占辞：
戌以东得，……野立（位）为[眚]。（简一七七——一七八）
3
睡简整理小组将“立”读作“位”，指野外的神祠。刘乐贤、吴小强等学者从之 。所谓“野
4
位”，与新蔡、包山、天星观等楚简中对祖先神的“为位”相同 ，都是指神位。专用“野”
字，提示其祭祷的场所不在城内，显然属于“外祭祀”之列，可与上引《日书》的“祠外”
互证。

2. 内丧·中鬼与外丧·外鬼
新蔡卜筮祭祷简有好几处提到“外丧”之祟：
无祟， （期）中有外 （丧）。（甲三 270）
行，有外 （丧）。（乙四 52）
八月有女子之 ，九月、十月有外[丧] （乙四 106）
为君集岁之贞，尚毋有咎。占曰： 无咎，君将丧 ，有火戒，有外[丧] （乙
四 122）
以上前两条材料之“ ”字释作“丧”，均无疑义。而后两条“外”后补拟为“丧”字，
5
或有不同意见 。关于“外丧”的理解，首先容易想到的是《礼记》中的一段材料，曾子问：
当某人为其子行冠礼的时，若突遭齐衰、大功之丧，应当如何应对，孔子的回答是：
6
内丧则废。外丧则冠而不醴，彻馔而埽，即位而哭。
郑注：
“内丧，同门也。”疏谓：
“外丧谓大门外之丧。”这里的内丧当指近亲之丧，外丧即远
亲之丧；判断的标准，是同居共财的亲族关系之远近。《礼记·杂记下》“有齐衰内丧”，郑
注：
“内丧，同宫也。”疏谓：
“齐衰内丧，亦谓诸父、昆弟、姑、姊妹也。”内丧似是指齐衰
关系之内的丧制。
如果以此种标准来理解，那么上述新蔡简文中的“外丧”便是指同门（同宫）以外的亲
属之丧。本文认为，恐怕未必如此。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盗者》有：
卯，会众，其后必有子将弟也死，有外丧。（简八六背壹）
显然，这里的“外丧”不能理解为同门以外或齐衰关系以外的亲戚之丧，因为兄弟关系甚近。
1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76-177 页。
原文无题，此题系刘乐贤先生所加，
《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 369－377 页。吴小强仍沿用整理者意见，
系在上一篇《见人》之下，《秦简日书集释》，第 228－233 页。
3
《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 371 页。《秦简日书集释》，第 231 页。
4
参拙文《楚礼庙制研究——兼论楚地的“淫祀”
》，载《新出简帛与礼制研究》
，台湾古籍出版公司，2007
年，第 49－50 页。
5
宋华强先生的释文是“君將喪職，有火戒，有外[言]”，氏著《新蔡楚简的初步研究》，第 221 页。
6
《礼记·曾子问》。
2

6

整理者指出：
“外丧，
《礼记·杂记》疏：
‘谓兄弟丧在远者也。
’”1所引材料是《礼记·杂记
下》
“有殡，闻外丧，哭之他室”句之疏语：
“外丧谓兄弟丧在远者也。”王子今先生又引《大
唐开元礼》卷一五 O“外丧”条，对之加以疏证2：
凡死于外者，小敛而反，则子素服、袤巾、帕头、徒跣而从；大敛而返，亦如之。
凡死于外，大敛而反者，毁门西墙而入。
可见，历代典制对于“外丧”有明确规定，系指“死于外者”，即客死他乡者。此种理解是
3
否正确？“人死谓之丧”，“丧者，死之通辞也” ，死、丧互训。如果对记有“外死”内容
的简文加以检讨，或可促进对“外丧”的理解。睡简《日书》乙种《十二支占卜》4：
未以东得，北凶，西南吉，朝闭夕启，朝兆不得，昼夕得。以入，吉。以有疾，子
少瘳，卯大瘳，死生在寅，赤肉从南方来，把者赤色，母世外死为眚。
（简一七二）
这里的“母世”属于嫡亲，显然既不在同门（同宫）之外，亦非齐衰以外的亲戚，所以无论
如何不能理解为远亲之丧。那么，“母世外死”是什么意思呢？
由于日书的格式相对固定，可以拿同篇《十二支占卜》的其它干支日相同位置的简文进
行对比：
子以东吉，……外鬼父世为眚。（简一五七－—一五八）
丑以东吉，……外鬼为眚。（简一五九——一六 O）
卯以东吉，……中鬼见社为眚。（简一六四）
午以东先行，……外鬼兄世为眚。（简一六九——一七 O）
未以东得，……母世外死为眚。（简一七二）
酉以东吝，……外鬼父世见而欲，巫为眚，室鬼欲拘。（简一七六）
由上可知，
“外死”就是其它简所提到的“外鬼”
。实际上，在睡简《日书》甲种《病》篇中，
也有相同的占卜辞句：
庚辛有疾，外鬼、殇死为祟，……。（简七四正贰－七五正贰）
5
壬癸有疾，毋逢人，外鬼为祟，……。（简七六正贰－七七正贰）
刘乐贤先生认为：“外鬼是外死之鬼，殇死指殇死之鬼。”6吴小强先生将“外鬼殇”连读，
译作“外面的鬼魂因为未成年就死了而作祟”7。
以上诸家的理解无疑都是十分正确的，“外死”或“外鬼”都是指死在外面的野鬼，他
们成为作祟（“为眚”）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上举《十二支占卜》有的称“外鬼父世”
（简
一五七－—一五八）、
“外鬼兄世”
（简一六九——一七 O），如果按照血缘关系远近而言，
“父
世”
“兄世”不当属于“外”，这里的内外显然还是指空间距离而言，意思是说父亲、兄弟这
8
一辈的亲戚中有客死外乡者，将会返阳作祟为害 。另外，与“外鬼”相对的是“中鬼”和
“室鬼”，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外鬼”的忌讳与古丧礼有关。古人以寿终正寝为上，临终之前要归卧正寝，
《仪礼·士
丧礼》：“死于嫡室。”郑注：“嫡室，正寝之室也。”由此，死在嫡室正寝之外称为“外死”
或“外丧”，其死后之鬼称为“外鬼”
，不得安宁，故而要为之招魂、厌除，否则野鬼们将返
1

《云梦睡虎地秦简》，第 222 页。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第 462 页。
3
《白虎通义·崩薨》、《公羊传·桓公十八年》“公之丧至自齐”下何休注。
4
原文无题，此题系刘乐贤先生所加，
《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 369－377 页。吴小强仍沿用整理者意见，
系在上一篇《见人》之下，《秦简日书集释》，第 228－233 页。
5
睡简《日书》乙种《有疾》简一八五、一八七中也有“外鬼为眚”的占辞，见《云梦睡虎地秦简》第 246
－247 页。
6
《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 118 页。
7
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2000 年，第 73－74 页。
8
关于上古人如何理解死人返阳作祟为害人间的问题，说详拙文《说“谪”——兼论汉代政治谴告理论的
民间基础》，“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论文，武汉大学，2007 年 6 月。《学鉴》第二辑，武汉大学出
版社，2008 年。
2

7

阳索求食供，为祟人间。
正因为要寿终正寝，所以古文献中对死于他处者视为非制，
《春秋释例》谓：
“鲁君薨葬，
多不顺制。”
《左传·成公十八年》疏谓：
隐、桓、闵皆为人所杀，僖公薨于小寝，文公薨于台下，皆其薨不得道也。庄、宣
虽薨于路寝，庄则子般见杀，宣则归父出奔，家国不安，非是得道顺礼。
另外，正因为不能死于正寝的“外鬼”为人所忌，所以古人慎于远行，《日书》中常见
有是否利于远行的占辞，例如九店《日书》对于“远行”之久与不久（简33），也特别在意。
睡简《日书》乙种《除》便有“不可远行，远行不返”
（简二二壹）的说法。孔家坡《日书·临
日》《归行》也有“不可远行”之说（简一○九、一四一壹、一四五壹）
。
当然，即便寿终正寝，死于嫡寝，也未必不会还魂作祟，以上的“中鬼”（简一六四）
和“室鬼”（简一六七），便是对他们的称呼。
总之，“内丧”、“中鬼（室鬼）”与“外丧（外死）”、“外鬼”对称，都是从空间距离来
说有，并非从血缘关系之远近来判断。新蔡简中的“有外丧”，意思是说将可能有亲戚客死
他乡。

3.内斋与野斋
楚人的宗教生活中有“斋”的行为，最早见于望山楚简，共有 8 枚简：
日所可以斋 （简 154）
斋 （简 157）
斋 （简 158）
归玉柬大王。己巳内斋 （简 106）
1
君戠牛。己未之日卜 ，庚申内斋。 （简 132）
祭厩，甲戌。己巳内斋。 （简 137）
□己巳。甲子之日内斋。
（简 155）
辛未之日野斋 （简 156）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简文中的“内斋”与“野斋”区别明显，无疑是一组互相对应的祭
祷方法。新蔡简中也有一条简文提到“内斋”：
2

甲戌閧 乙亥祷楚先与五山。庚午之夕内斋。（甲三 108、134）
虽然新蔡简中未见“野斋”，但这种“内斋”与“野斋”的区别，无疑也是存在的。但这二
者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
望山简的整理者认为：
“疑野指城外，内指所居宫室。或谓‘内’当读为‘入’。”3但商
承祚先生很早就指出，“内斋”与“野斋”就是文献中的“散斋”和“致斋”：
古人祭祀前要斋戒，即要戒酒素食，沐浴别居，清心寡欲，以求虔敬。古之斋有致
斋、散斋两种。
《礼记·祭义》：
“致齐于内，散齐于外。”齐斋通假。致斋即本简之内斋，
4
散斋为第第七二简言（商氏编号与整理本编号不同——引者注）野斋。
在解读“辛未之日野斋”
（整理本简 156，商氏拼接为第 72 号）时，他进一步解释道：
野斋即散斋。
《礼记》之《祭义》、
《祭统》
、
《坊记》及郑玄注、
《说文》段注云：
“散
1

“卜”字原整理本未释，颜世铉先生据郭店简《缁衣》改读释为作此，参颜文《郭店楚简散论（一）》，
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03 页。
邴尚白《葛陵楚简研究》及此，第 181 页。
2
何有祖将此字释为“興”，参何文《楚简散札六则》
，简帛网 2007 年 7 月 21 日。宋华强认为此字可當讀為
“夜鄉晨”之“鄉”（後來習作“嚮”或“向”），《新蔡楚简的初步研究》，第 255 页。
3
湖北省文物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 267 页，注释第 81。
4
商承祚编著《战国楚简汇编》，齐鲁书社，1995 年，第 234－235 页。
8

1

而为祭祀前七天清心洁身，能外出，但不御、不乐、不吊。
”
商先生的意见，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学者们还将其结论加以扩充。徐文武先生也引证
2
了《礼记·祭义》的相关文献，认为楚简“内斋”即“致斋”，“野斋”即“散斋” 。颜世
铉先生首先指出，望简 132 中的己未为卜日，次日庚申为斋戒之日，他认为卜日之次日斋戒，
3
正与《周礼·大宰》贾公彦疏所说相合 。于成龙先生比较了新蔡和望山简中内斋之日与祭
祷之日的关系，认为望简 132 中庚申是己未的次日，新蔡简甲三 134 中，斋戒之日庚午是祷
日乙亥前五天，望 137 中斋戒之日己巳也是在祭日甲戌前五天，可以确定楚人祭祷礼俗中存
在着“卜日→斋戒→祭祷”的顺序。但他认为楚人之卜日与斋日的关系，与《周礼》不合：
一，楚人祭祷斋戒始于卜日之次日；二，斋戒日数为祭前 5 日。这与三礼所记不同。
《周礼·天官·大宰》曰：
“前期十日，帅中执事而卜日，遂戒。”又《仪礼·少牢馈食
礼》：
“筮旬有一日。”可知周人卜日即斋，为祭前 10 日。
《周礼》是王礼，
《仪礼·少牢
馈食礼》据郑注是诸侯卿大夫之礼。故知斋戒十日通于周人尊卑上下。上揭楚简①②与
③（即望简 132、137 和新蔡简甲三 134——引者注）所出墓葬的等级分别是士与封君。
是楚人斋戒 5 日也尊卑相同。楚人始行斋戒之日及日数与周人有异，此是楚人变礼抑或
4
是祈祷有别于正祭不可考。然而在祭前行“卜日”及“斋戒”两事，与周人相同。
邴尚白先生进一步指出，以上记载“内斋”的简文（望山简 106、137、157、158，新
蔡简甲三 108、134）之末尚有空白，所以“楚人是将斋戒（至少内斋）记在祭祷记录的最
后”。除了认同于成龙先生关于卜日先于祷日 5 天的结论之外，他还推断出，望简 155 的“甲
5
子之日内斋”到己巳日，也是 5 天，后者应当是一个祭祷日期 。对以上观点，宋华强先生
6
似亦无异见 。
以上各家的见解都具有建设性，对于考察楚礼问题意义尤大，但是仍然有一些疑问。关
于筮日、散斋、致斋、筮尸的日期和节奏，历代经学注疏存在争论，大要以下二种：
第一，自天子至于士，各级贵族采用的日期皆同。即于旬前一日卜祭日，散斋七日，致
斋三日，然后行祭礼。吴廷华、胡培翬等持此说7。
第二，天子、诸侯、大夫和士各级贵族采用的日期不同。《少牢馈食礼》
：“明日，朝筮
尸，如筮日之礼。”郑注：“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视濯，与士异。”贾
公彦疏谓：
天子诸侯，前期十日卜得吉日，则戒诸官散斋，至前祭三日，卜尸得吉，又戒宿诸
官使之致斋。士卑，不嫌，故得与人君同三日筮尸，但下人君，不得散齐七日耳。大夫
8
尊，不敢与人君同，直散齐九日，前祭一日筮尸，并宿诸官致斋也。
据此贾疏，可以图示如下：

1

《战国楚简汇编》，第 246 页。
徐文武：《楚国宗教概论》，武汉出版社，2001 年，第 45 页。
3
颜世铉：《郭店楚简散论（一）》，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
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03 页。
4
于成龙：《楚礼新证——楚简中的纪时、卜筮与祭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年 5 月，第 70 页。
5
邴尚白：《葛陵楚简研究》，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第 181－183 页。
6
宋华强：《新蔡楚简的初步研究》，第 234、255 页。
7
胡培翬：《仪礼正义》，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20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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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仪礼·大射》
“射人戒诸公、卿、大夫射”下，贾疏谓：
“天子又有天地及山川、社稷、宗庙，诸侯直有

境内山川、社稷、宗庙，卜日及戒皆同也。”
9

前十一日

前十日

前三日

前一日

天子

筮祭日

散斋七日

筮尸、致斋三日

祭

诸侯

筮祭日

散斋七日

筮尸、致斋三日

祭

大夫

筮祭日

散斋九日

筮尸、致斋

士

筮尸、致斋

祭日

祭
祭

现在用望山简和新蔡简的材料来核诸以上经说。望山墓主属下大夫或上士，新蔡墓主
属封君。据望山简 132，己未为卜日，次日即庚申紧接着举行内斋。如果将内斋理解为致斋，
那么，致斋之前为什么没有散斋呢？这似乎意味着，望山墓主实行了贾公彦所谓士一级的贵
族之礼。但是，从其他简所反映的内斋五日而祷，又与以上任何一个等级的贵族之礼都不相
符。这也是相当难于理解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种思考的路径。《礼记·祭统》：
及时将祭，君子乃齐。……君子之斋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斋七日以定之，
致斋三日以齐之。定之之谓齐，齐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於神明也。是故先期旬
有一日，宫宰宿夫人，夫人亦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君致斋於外，夫人致斋於内，然后
会於大庙。
这里的“君致斋于外，夫人致斋于内”，是从空间上来区别的。联系到望简 132 中楚人之斋
只有致斋而无散斋，那么将野斋理解为男子之致斋，内斋理解为女子之致斋，也不失为一种
解释。但还有待于更多的出土材料。

三．楚地祭祷神灵的分类
对楚简中“上下”和“内外”鬼神的厘清，有助于复原楚人所祭祷神灵的内在结构。
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在探索楚地神灵的分类问题。最早彭浩先生在整理包山简之后，认为
楚人所祭祷之神灵可分作自然神和祖先神两类，前者所占比例较大：
简文所见祭祷的对象归纳起来大致分作鬼神和先人两大类，鬼神包括各种神祇、山
川、日月星辰等。……楚人崇拜的鬼神中，自然神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相对来说，各种
鬼所占比例较小。与秦人的《日书》相比，他们的崇拜对象是大不相同的，这种差别也
1
反映了各自有不同的文化源流。
李零先生也以一般神祇、祖考及亲属两大类来分述楚地祭祷诸神2。他认为，楚简中的
“天神与地祇往往相提并论，但它们与祖、祖考与鬼怪三者却分得很清楚”3。
但是，陈伟先生《包山楚简初探》认为：
卲 祷祠的神祇有天神、地祇、人鬼三类。天神实只有太（蚀太）一种，祷祠时
总是放在首位。地祇包括社、五祀、山川。有的山川神地位较高，或许属于名山、大川
之祠的范围。人鬼有楚人远祖、先公，以及卲氏直系祖先和卲 父辈、同辈中的无子
4
嗣者。……（包山）简书所记祷祠诸神祇，大致正是按照天、地、人的顺序展开的。
后来，陈伟先生在《葛陵楚简所见的卜筮与祷祠》和《楚人祷祠记录记录中的人鬼系统及相
关问题》等文中5，都加强了这一观点。晏昌贵、宋华强都学者支持这一分类法1。
1

彭浩：
《包山二号楚墓卜筮祭祷简的初步研究》，
《包山楚墓》附录二三，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561－
563 页。
2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286－290 页。
3
李零：《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学人》第 5 辑，1994 年 2 月。李零先生此见邴尚白先生已加称引。
4
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73 页。
5
陈伟：《葛陵楚简所见的卜筮与祷祠》《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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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邴尚白先生对此又提出异议：
“上下内外鬼神”的说法，并不能证明楚人心目中的神灵分为天神、地祇、人鬼
三类。因为“上下内外”应是“鬼神”的定语，人鬼分“内外”，恰可与其他神祇分作
上下并观，这反而显示彭浩和李零两位先生将天神、地祇合并，只分为“鬼神”、
“先人”
或“神祇”
“祖考或亲属”两大类的看法，或许与楚人观念比较吻合。
“上下内外”又可
2
省称为“上下”，这在出土《日书》中可以看到。
本文认为，邴先生的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从目前所知的卜筮祭祷简看来，楚人祭祷
之神灵似乎大致按照天、地、人的顺序来记录，但秩序混乱之处亦在在多有，如邴尚白先生
指出的新蔡简中的两例：
三楚先、地主、二天子、危山、北 （乙四 26）
于楚先与五山 （零 99）
按照天地人的顺序，五山、地主、二天子这些神灵应当排在楚先之前（例如在简甲三 134
3
中，楚先就排在五山之前），但是以上两例显然秩序颠倒。如果把诸“司”归入为天神系列 ，
把灵君子归入人鬼系列，类似颠倒的例子恐怕更多，恕不繁举。在包山简中，还有更明显的
例子：
举祷五山各一牂；举祷昭王特牛，馈之；举祷文坪夜君子良、郚公子春、司马子音、
蔡公子家各特豢，馈之。思攻解于祖与兵死。
吉之敚，享祭，篙（犒）之高丘、
下丘各一全豢。（简 240－241）
举祷大水一牺马；举祷郚公子春、司马子音、蔡公子家各特豢，馈之；举祷社一腊。
思攻解日月与不辜。（简 248）
在简 240－241 中，高丘、下丘之神排在亲祖、兵死等人鬼之后，亦属于秩序“颠倒”
；而简
248 尤其不类，先举祷了大水，再举祷三位直系亲祖，接着又举祷社，然后对日月和不辜进
行攻解巫术，简直有些“混乱”。
如何理解这种“颠倒”和“混乱”呢？
随着甲文资料的丰富，近年来对商代神祇系统有了新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放弃了此
前关于商代有天神、地示、人鬼三个明确系统的认识，而改用上帝、自然神、祖先神等新的
分类方法来概括商人的神祇系统。并且相信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神，上帝与祖先神的权
能范围差别并不明显；祖先神与自然神的界限也比较模糊，有些自然神如河、岳、地祇、山、
川等，其人格化特点十分明显，地位与祖先神相等4。本文前揭商周的甲金文材料也表明，
商周时期的“上下”是所有神灵的通称，
“上神”中既包括天神，也包括祖先神。那时天神、
地祇、人鬼三个神灵系统的分别，并不明确。
但是，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确有这三大神灵系统的分属，例如《墨子·明鬼下》谓：
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所归为鬼者。
战国晚年的《秦骃祷病玉版》中，对此言之亦详：
周世既没，典法散亡，惴惴小子，欲事天地四极、三光，山川神祇，五祀、先祖，
而不得厥方。
“四极”指东、西、南、北四方；
“三光”指日、月、星辰；
“五祀”指五种小祭。总体来说，
还是按照天神、地祇、人鬼的大致顺序来排列的。

1

晏昌贵：《楚卜筮简所见地祇考》，载《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41
－344 页。宋华强：《新蔡楚简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第 136 页。
2
邴尚白：《葛陵楚简研究》，第 200－201 页。
3
参拙作《楚简中的诸“司”及其经学意义》，《新出简帛与礼制研究》，台湾古籍出版公司，2007 年。
4
参晁福林《论殷代的神权》，
《中国社会科学》1990 年第 1 期；朱凤瀚：
《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
，
《中国社
会科学》1993 年第 4 期；朱凤瀚：
《商人诸神之权能与其类型》，载《尽心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其他学术前史，参刘源《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90－3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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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为学者所称引的《周礼·大宗伯》
，谓大宗伯之职在于“掌邦之天神、人鬼、地祇
之礼”，无疑是这三大神灵系统的明确表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文中人鬼排在地祇之前，
到东汉郑玄做注时才改为天神、地祇、人鬼的顺序1。再联系到上引《秦骃祷病玉版》中四
极三光是天地同言的（“天地四极三光”）。这似乎都说明，三个神灵系统的顺序，也是逐渐
形成的，当时尚未固定。
明瞭以上的宗教史背景，我们会对楚简中的“上下内外鬼神”有更深刻的认识。楚地卜
筮祭祷简一般为战国中后期的产物，它们所反映的楚人神灵崇拜已经显露出天神、地祇、人
鬼三大系统，但恐怕尚未完全确定，正处在逐渐确定的过程之中。

1

阮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第 757 页。该条下贾疏谓：“经先云人鬼后云地祇，郑则先
云地祇后云人鬼者，欲见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间，郑后云人鬼者，据下经陈吉礼十二先地祇后人鬼，
据尊卑为次故也。”显然也是无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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