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西周早期虞芮兩國位於汧河流域的可能性  

 

陳昭容  

 

一、虞芮之訟發生的地點  

在周人立國的過程中，古公亶父遷到岐山之下是個重要的里程

碑。歷史上記錄了幾件重要的事情，凸顯周人是個有德的民族，受到

上天的眷顧，到了西伯，受天命，立國為周。其中「太伯奔吳」和「斷

虞芮之訟」是兩個最讓人津津樂道的故事。  

關於「斷虞、芮之訟」，《史記．周本紀》這樣描述：  

西伯陰行善，諸侯皆來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不能決，乃如

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見西伯，皆

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

俱讓而去。諸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1 

虞、芮兩國相讓後，諸侯歸西伯者四十餘國，咸尊西伯為王。西伯在

「斷虞、芮之訟」這一年稱王。 2 

「斷虞、芮之訟」在周人立國之初顯然是一件重要的事件。但是

事件發生的地點，歷來卻有爭議，《史記集解》引《地理志》說虞在

河東大陽縣（今山西平陸縣），芮在馮翊臨晉縣（今陝西大荔縣）。虞、

芮有土地糾紛，兩國勢必相鄰，但山西、陝西隔著黃河，顯然這個說

法是不可靠的。《正義》引《括地志》說芮在臨晉縣是錯的，應該是

在山西的芮城縣，虞芮兩國都在河之東，發生土地糾紛才有可能。 3 

這個問題並沒有因此而解決。許多學者仍舊懷疑虞芮都在山西的

說法。例如清代的趙一清《水經注釋》就主張虞芮都在陝西甘肅的隴

                                             
1 《史記》卷四〈周本紀〉（中華書局點校本），頁 117。 
2 這一段故事，毛萇注《詩經．大雅．文王之什》「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最為詳盡。見《毛

詩正義》（十三經注疏，一八一五年阮元刻本），頁 551。 
3 《史記》卷四〈周本紀〉，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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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一帶，4 近代歷史學家齊思和也認為虞在山西平陸一帶的說法不可

靠的，他指出：平陸距岐山有數百里之遙，當時周人剛剛興起，聲望

恐怕不會傳到那麼遠，說虞在山西，是春秋時候的虞，不是周初的虞。

齊思和根據《水經注》《地理志》等資料，認為周初的虞芮都在陝西

隴縣。 5 陳槃也指出虞芮兩國周初原在隴縣一帶，其後芮國沿涇河遷

徙到陜西大荔。 6  

且看周初的歷史，文王在斷虞芮之訟時，西邊的犬戎、密須未平，

東邊的崇國也未定，甚至也還沒有從岐下徙都豐，虞芮兩國在距離岐

山遙遠的東方，跋涉到岐山周地去請求協調土地糾紛，確實是一件不

可思議的事。  

 

                                        

虞芮在周初的地理位置，長期以來並沒有共識，一些陝西的學者

曾根據夨國青銅器指出夨就是虞，在汧河流域到寶雞一帶，但是文字

材料證據並不充分。自從 2005 年韓城梁帶村考古發掘，陸續出土芮

國青銅器後，芮國的地理位置又再次被提出來討論，虞芮之訟也連帶

引起注意。  

                                             
4 轉引自陳槃撰，《春秋大事表列國爵姓及存滅表譔異（三訂本）》，（台北：中研院史語所，1988）

冊三，頁 403~404。 
5 齊思和，〈西周地理考〉，《燕京學報》30 期（1946），又收入齊思和著，《中國史探研》（北京：

中華書局，1981），頁 27-49。 
6 陳槃撰，《春秋大事表列國爵姓及存滅表譔異（三訂本）》，冊三，頁 4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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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虞芮兩國的地理位置，近些年來，陸續有一些直接間接的線

索，許多學者也已經談過這個問題，本文將綜合學者的成果，並在已

有的基礎上補充一些看法。   

二、虞國和夨國青銅器的關係  

「夨」出現在〈散氏盤〉銘文中，很早就引起注意。〈散氏盤〉

清代乾隆間出土，地點只說是「鳳翔」，光緒年間又有〈散伯簋〉出

在鳳翔府，當時的鳳翔府所轄比現在的鳳翔大很多， 7 出土地點很難

具體斷定。王國維曾指出〈散氏盤〉與〈克鼎〉的地名相涉，〈克鼎〉

出土於寶雞縣南之渭水南岸，「散」必距此不遠，應該在大散關一帶，

這個說法是大家都熟悉的。 8 「夨」與「散」有土地糾紛，當然也必

國境相鄰，民國初年出土的〈夨王觶〉，根據《周金文存》的記載，

也說出自鳳翔府。隨著「夨」國銅器出土日漸增多，學者發現「夨」

國銅器的出土位置主要在寶雞、隴縣、鳳翔等地，基本上是沿著汧河

流域直到戴家灣一帶，「夨」國的地理位置也應當在此。 9 根據「夨」

銅器的時代分析，時間從商代末期、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 10 

 

 

                                             
7 清代的鳳翔府包含今日的寶雞縣市、汧陽、鳳翔、隴、岐山、扶風、郿、太白、鳳等縣份。 
8 王國維，《觀堂集林》卷十五〈散氏盤跋〉。 
9 盧連成、尹盛平，〈古夨國遺址、墓地調查記〉，《文物》1982 年 2 期，頁 48-57。 
10 盧連成，〈西周夨國史蹟考略及相關問題〉，收入王果、張玉良等編輯，《西周史研究》（西安：

人文雜誌編輯部，1984），頁 294-303；盧連成、胡智生，《寶雞 國墓地》（北京：文物出版社，

1988），頁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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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筱衡很早就指出「夨」為「吳」之省，雍州汧地有吳嶽，引證

地理資料十分詳細， 11 但是文字考釋證據並不充分。唐蘭也曾在討

論〈宜侯夨簋〉時指出銘文中有個上半是虍，下半是夨的字，从夨虍

聲，是「虞」字的早期寫法，南方的吳國，其實就應該是「虞」。 12 這
個說法很令人信服，但是从虍吳聲的「虞」為什麼要成為从夨虍聲，

也仍然讓人無法釋懷。《說文》訓為「傾頭也」的「夨」字讀音為職

部 zè，作為「吳」或「虞」的一個組成部分，如何理解，也還是個問

題。「夨」「吳」和「虞」三字的糾葛，始終無法說清楚。  

2001 年李伯謙發表北趙晉侯墓地M114 出土的〈叔夨方鼎〉，指

出銘文中的「叔夨」就是晉的開國之君「唐叔虞」，13 李學勤指出「夨」

讀音 zè，是跟甲骨文的「昃」字所从訛混的結果， 14 文中指出「夨」

是「虞」的本字，金文「夨」字作  ，像人傾頭；甲骨「昃」字作   ，
所从的人形是側體，像黃昏人影斜出之形，兩者相混，  不應讀為

zè ，而應該是魚部，與「吳」「虞」相同。 15 

〈叔夨方鼎〉關鍵性的證據，讓我們聯想到夨國銅器，西周時期

曾經生活於汧河流域的夨國，是否應該就是虞國？過去學者如劉啟

益、盧連成等學者都曾經如此思考過， 16 雖然當時的文字證據並不

充分，但現在看起來，  讀為「虞」或「吳」是完全可以成立的。 17 

                                            

「虞芮之訟」的「虞」與夨國銅器的「夨」，都讀為虞 yú ，在陝

西汧河流域，看來夨國就是虞國，是有這樣的可能性。但是仍然存在

不少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例如「虞」和「夨」的族姓問題，一般都

認為「虞」是姬姓國，「夨」是否為姬姓國，學界頗有辯論，姬姓、

姜姓之說僵持不下，這確實是需要再作進一步的論證。 18 另一個相

關的問題是「泰伯奔吳」故事中的「吳」，究竟是指江蘇地區的吳，

還是汧河流域的「夨」（虞、吳），應合併〈宜侯夨簋〉再深入加以討

 
11 張筱衡遺稿，〈散盤考釋〉下，《人文雜誌》1958 年 4 期，頁 81-98。 
12 唐蘭，〈宜侯夨簋考釋〉，《考古學報》1956 年 2 期，79-83。 
13 李伯謙，〈叔夨方鼎銘文考釋〉，《文物》2001 年 8 期，頁 39-42。 
14 李學勤，〈叔虞方鼎試證〉，收入上海博物館編，《晉侯墓地出土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2），頁 249-251。 
15 同時指出夨讀吳音的有馮時，見馮時，〈叔夨考〉，《晉侯墓地出土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2），頁 258-265。 
16 劉啟益，〈西周夨國銅器的新發現與有關的歷史地理問題〉，《考古與文物》1982 年 6 期，頁

42-46；盧連成，〈西周夨國史蹟考略及相關問題〉，頁 294-303。  
17 尹盛平認為夨虞讀音相同，但是意義不同，不是同一個字，兩國族姓也不相同 ，見《西周史

徵》（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62-64。 
18 另詳拙作〈夨姬與散姬—兼論金文所見女性命名原則〉，待刊。 
19 參考王明珂，〈論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所集刊》

73 本 3 分，頁 58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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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我初步認為「夨」是姬姓，〈宜侯夨簋〉出土環境與共出器物，

無法支持這是西周中期遷封宜侯到江蘇丹徒吳地的論述，吳國歷史以

泰伯為其先祖，是攀附英雄祖先的作法。 19 

三、芮國青銅器及周初芮國  

2005 年陝西韓城梁帶村發掘，出土許多芮國青銅器，讓大家驚

訝的發現，原來芮國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曾經在梁帶村居住過。

這是過去我們所不知道的。關於梁帶村的研究報告已經很多，這兒我

們將重點放在青銅器上。  

梁帶村芮國墓地M27:1021 大鳳鳥紋提梁卣從出土後就引起許多

關注， 20 發掘報告上說，這是一件商周之際的典型器物，對M27 來

說，應是當時的傳世銅器。 21 對比M27 出土的大多數器物時代在兩

周之際或春秋初，這件大鳳鳥紋提梁卣是墓中的傳世器，應該是正確

的判斷。  

 

  
M27:1021 大鳳鳥紋提梁卣 M27:1021 大鳳鳥紋提梁卣 （上）蓋紋飾（下）腹部紋飾

 

 

 

                                             
20 陝西省考古研究院編、震旦藝術博物館編，《芮國金玉選粹：陝西韓城春秋寶藏》，西安：三

秦出版社，2007。 
21 陝西省考古研究所、渭南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韓城市文物旅遊局，〈陝西韓城梁帶村遺址

M27 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7 年 6 期，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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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年隴縣征集有大鳳鳥紋方座簋（現藏隴縣圖書博物館）， 22 
張天恩指出梁帶村M27:1021 這件提梁卣和隴縣徵集的方座簋腹部紋

飾很像，這種鳳鳥紋似未在其他地區的青銅器上發現過。 23  

 

 

隴縣征集鳳鳥紋紋座簋，高 27，口徑 20.5 厘米 

 

根據陳公柔、張長壽對青銅器鳥紋的研究，這樣的大鳳鳥紋出現

的時代在殷末周初，美國普林斯頓大學美術館收藏的〈文父丁觥〉（《集

成》09284）和舊金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所收布倫戴奇藏器中的〈中子  
觥〉（《集成》 09298）都有這種鳥紋， 24 除此之外，還有一件薩克勒

美術館藏的大鳳鳥紋方座簋、 25  寶雞博物館藏有一件大鳳鳥紋方

鼎， 26 這些器物都已經證實是出自陝西寶雞戴家灣。如果說這樣的

大鳳鳥紋是寶雞當地特有的紋飾，應該是可以成立的。 27  

                                            
 

 
22 梁彥民，〈隴縣新發現的鳥紋方座簋〉，《文博》2001 年 5 期，頁 34-35；陝西歷史博物館編，《三

秦瑰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 22。 
23 張天恩，〈芮國史事與考古發現的局部整合〉，《文物》2010 年 6 期，頁 35-42。 
24 陳公柔、張長壽，〈殷周青銅容器上鳥紋的斷代研究〉，圖譜 291，收入王世民等著《西周青銅

器分期斷代研究》（北京：文物出版社，1999），附錄一，頁 194-215。 
25 Jessica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ume IIB,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0. 
26 《中國青銅器全集》，6:149。 
27 張懋鎔，〈上海博物館藏金讀記〉《上海文博論叢》2006 年 3 期，又收入《古文字與青銅器論

集‧第二輯》（北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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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父丁觥〉（《集成》09284）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博物館藏 

〈中子   觥〉（《集成》09298）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大鳳鳥紋方座簋           

美國薩克勒美術館藏 

大鳳鳥紋方鼎（《集成》01242）     

寶雞青銅博物館藏 

 

以大鳳鳥紋為主要紋飾的青銅器，就已知出土地者，都在陝西寶

雞、隴縣地區。其中包含了商人稱謂形式的銘文〈文父丁觥〉〈中子  
  觥〉，這使得我們必須思考其製作器物者的族屬，或者製造地。

河南安陽孝民屯東南地鑄銅遺址發現的陶范中，有部分陶范很清楚能

找到相對應的青銅器，整理者已經指出，例如華冠鳳鳥紋卣范、直稜

龍文方禁范、直稜龍文鼎范等，很巧的，從戴家灣流散出去的青銅器

中，能找到對應的青銅器，而這些紋飾陶范所對應的青銅器都不見於

安陽以往的發掘品中。 28 這個問題的確值得我們思考。在上述的裝

飾大鳳鳥紋青銅器中，例如梁帶村M27 的提梁與卣身相接處裝飾有獸

頭，上飾掌狀角，這種掌狀角也多見於出自戴家灣的青銅卣上。  

                                             
28 李永迪、岳占偉、劉煜，〈從孝民屯東南地出土陶範談對殷墟青銅器的幾點新認識〉，《考古》

2007 年 3 期，頁 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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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帶村 M27 提梁卣 波士頓美術館藏鳳鳥紋提梁卣 

  

弗利爾美術館藏鳳鳥紋提梁卣 白鶴美術館藏鳳鳥紋提梁卣 

 

這種可能是從鳳鳥華冠繁化形成的掌狀角，在安陽地區也出現

過，例如郭家莊M160：128 的銅方尊肩上，但是郭家莊的M160：172
提梁卣卻是裝飾酒瓶角。這種掌狀角裝飾在卣的提梁獸首上，也多見

於陝西寶雞地區尤其是戴家灣出土的青銅器上。 29 

                                             
29 弗利爾美術館藏鳳鳥紋提梁卣，林巳奈夫《殷周青銅器綜覽》卣 97 的紀錄與陳夢家《美帝國

主義劫掠的我國殷周青銅器集錄》A591(2)有出入，暫依據《綜覽》。白鶴美術館藏鳳鳥紋提梁

卣見《綜覽》卣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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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陽郭家莊 M160：128 銅方尊 安陽郭家莊 M160：128 銅方尊 

 

總之，梁帶村芮國墓地 M27 的這件大鳳鳥紋提梁卣，與陝西汧

河流域的隴縣、寶雞青銅器紋飾關係十分密切，而這種紋飾卻不見於

其他地方，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注意。  

梁帶村芮國墓地M27 及M502 出土的環狀帶銎鉞也引起注意。張

天恩已經指出這種形狀特別的鉞，確知出土地者，有甘肅靈臺一號墓

一件及陝西張家坡 2 件。 30 這些是西周早期的器物。梁帶村M502 出

現的兩件鉞時代稍晚。 31 梁帶村芮國墓地出的這種形狀特別的鉞，

也與涇渭地區似有聯繫。  

 

 
 

梁帶村 M27：815 張家坡 M170：246 梁帶村 M502：93 

 

 

                                             
30 張天恩，〈芮國史事與考古發現的局部整合〉，《文物》2010 年 6 期，頁 35-42。 
31《集成》11757 還收有一件類似的鉞，是山東鄒縣出土的陬（鄒）子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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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芮國銅器銘文看早期芮國  

芮國有銘銅器，傳世的器物主要是芮公器和芮太子器，出土的主

要有山東龍口出的〈芮公叔簋〉（《新收》1101）、陝西武功窖藏的〈芮

叔□父簋〉（《集成》 04065-04069）以及大家都熟悉的梁帶村三座大

墓出的芮大子及芮公作器。新公布的有〈芮公簋蓋〉及〈芮子仲鼎〉。
32 以上最精美的當然要屬首陽齋收藏的〈芮伯簋〉了。與〈芮伯簋〉

器形銘文最接近的是〈芮公叔簋〉（《新收》 1101），可惜器物狀況不

太好。  

 
首陽齋藏〈芮伯簋〉 首陽齋藏〈芮伯簋〉 

        

 

山東黃縣莊頭出土〈芮公叔簋〉 山東黃縣莊頭出土〈芮公叔簋〉 

 

                                             
32 張懋鎔，〈芮公簋蓋識小──兼論垂冠大鳥紋〉，《古文字與青銅器論集‧第三輯》（北京：科學

出版社，2010.7），頁 80-88。吳鎮烽〈近年新出現的銅器拓片〉，《文博》2008 年 2 期，頁 6-9。 

10 
 



已知的芮國器物時代多數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僅有少數是西

周早期或中期偏早的器物，如〈芮公叔簋〉（《新收》1101）、〈芮伯壺〉

（《集成》 09585）、首陽齋的〈芮伯簋〉及台北故宮藏品〈芮姞簋〉

（《新收》1665），學者的討論都指向康昭時期或昭穆時期，這個觀察

是很正確的。  

芮國從周開國之初，就擔周王室的重臣，武王時有芮伯為卿大

夫；成王時，芮伯為宗伯；康王時芮伯為司徒， 33 文獻記載都說明

在西周早期芮伯在朝為官。保利藝術博物館新發表的〈榮仲方鼎〉（《新

收》1567）銘文中提到榮仲召請芮伯和 侯為賓，這也是康昭時候的

器物。此時，芮國是否已經遷到韓城或大荔，不得而知。不過從〈芮

伯簋〉來看，方座簋的發源地在陝西西部，方座內有鈴鐺，也是此地

方座簋器的特色之一， 34〈芮伯簋〉器形大方，紋飾精美，或有可能

這位芮伯就是與榮仲、 侯等人往來的高級貴族，即使不是同一個芮

伯，也應是當時重要的人物。台北故宮收藏的〈芮姞簋〉也是方座簋，

體型較小，銘文說明作器者是嫁到姬姓芮國姞姓女子，姬姞聯姻也是

當時貴族婚姻中被稱道的美事。 2007 年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
出有〈霸簋〉， 35 銘文「內（芮）公舍霸馬兩、玉、金，用鑄簋」，

這是西周中期偏早的墓葬，芮公作為賞賜者，有權賞給金、玉和良馬，

應該也是一位地位甚高的貴族。  

芮國器唯一記載出於陝西大荔的是〈芮公簠〉（《集成》04531），
據《考古圖》記載「同州民湯善德獲於河濱」，這是西周晚期的器物，

若此記載不誤，此時芮國或已遷到大荔。至於大荔與梁帶村的芮（主

體是春秋早期）關係如何，有待更多證據作進一步討論。  

總的看來，從武成時期到康昭穆時期，時間涵蓋西周早期到中期

偏早，芮國確實是活躍於上層社會的舞台。  

 

                                             
33 《尚書‧旅獒》、《尚書‧顧命》、《尚書‧康王之誥》。 
34 張懋鎔，〈西周方座簋研究〉，《考古》1999 年 12 期，又收入《古文字與青銅器論集》（北京：

科學出版社，2002），頁 88-97；張懋鎔，〈再論西周方座簋〉，《陝西歷史博物館館刊》2002 年

第 9 輯，又收入《古文字與青銅器論集》，頁 98-111。 
35 謝堯亭等，〈山西省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文物天地》2008 年 10 期，頁 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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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藝術館藏〈榮仲方鼎〉 台北故宮藏〈芮姞簋〉通高 18、腹深 10、口徑 15.3 厘米

  

五、結語 ---西周早期虞芮兩國位於汧河流域的可能性  

西周建國之初，「斷虞芮之訟」是很重要的歷史事件，西伯的德

政感召化解虞芮兩國的土地糾紛，同年稱王。  此時虞、芮兩國的地

理位置究竟在何地，學者頗有議論。由於周初文王時期，周人仍居岐

山，虞、芮兩國既相偕入周請求協調糾紛，似以居於陝西西部的可能

性較大。文獻記載虞在河東大陽縣（今山西平陸縣），芮在馮翊臨晉

縣（今陝西大荔縣）的說法，可能都是根據春秋的記載，不能作為周

初虞芮兩國地望的確指。  

早有學者指出青銅器銘文上的「夨」就是西周時期的虞，但是「夨」

讀為 zè ，作為虞 yú 字的組成部分，怎麼理解，實在不好說清楚，

文字學上的證據不夠堅實，加上虞國為姬姓國，「夨」國族姓是姬是

姜，也還有爭議。因此，「夨」與「虞」是否有關，說法總是有缺環，

論證始終未達一間。北趙晉侯墓地的〈叔夨方鼎〉出現，證實為「叔

虞」，「虞」與「夨」的關係才有了較為堅實的文字學理依據。生活於

汧河流域到寶雞地區的「夨」國為西周時期的「虞」可能性大為增加。 

文獻記載西周武王、成王、康王時期，芮伯都為王朝高官，青銅

器銘文也顯示芮國曾活躍於康、昭、穆時期。韓城梁帶村芮國墓地出

土的大鳳鳥紋提梁卣，是西周早期的器物。這種以大鳳鳥紋飾為母題

的青銅器，未見於其他地區，卻在汧河流域隴縣地區及寶雞戴家灣地

區多次出現，這使得我們必須去思考早期芮國與汧河流域關連的可能

性。芮國青銅器特多方座簋，而方座簋本也是以西周陝西西部地區為

發源地；韓城梁帶村芮國墓地出土環狀帶銎鉞，西周早期也多見於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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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或甘肅靈臺地區。這些芮國相關的訊息與陝西西部汧河流域到寶雞

戴家灣地區的關係，似有著不絕如縷的牽連。  

《水經注》云：「芮水出小隴山，其川名汭」，今陝西省隴縣有芮

水流經華亭縣，又經過常武縣，最後流入涇水。《讀史方輿紀要》說：

「芮水出鳳翔府隴州（案即今陝西隴縣）西四十里弦蒲藪，東北流入平

源府華亭縣（今屬甘肅）南；又東逕崇信縣（屬甘肅）北，至涇州（今

甘肅涇川縣）城北；又東南過長武縣（今屬陝西）北，而東流合于涇水

」。36 又隴縣西南有嶽山，《爾雅‧釋職方》：「雍州，其山鎮曰嶽山。」

《逸周書‧職方》：「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

其川涇汭，其浸渭洛。」《漢書‧地理志》右扶風汧縣：「吳山在西，

古文以為汧山，雍州山」。如果夨就是虞的推測不誤的話，汧河流域

直到寶雞地區夨國青銅器分佈處可能就是虞國的境地。   

根據這些歷史地理記載，虞山和芮水的地理位置在隴縣一帶有了

交集，西周初的虞國與芮國土地糾紛很可能也就在這一帶。雖然這些

都不是絕對堅實的證據，但是西周早期虞芮兩國位於汧河流域的可能

性是存在的，未來還可以更加留意這方面的資料，作進一步的探討。 

 

 

後記：關於夨國族姓與泰伯奔吳的課題，2004 年曾就個人觀點與馮時先生討論，得到馮先生許

多幫助，謹此致謝。梁帶村大鳳鳥紋提梁卣出土後，筆者也曾和史語所訪問學人黃川田先生討論，

黃川田先生另撰有文章。本文將稿成時看到張天恩博士的文章〈芮國史事與考古發現的局部整

合〉，《文物》2010 年 6 期，頁 35-42。本文與張先生有些意見相近，已將張先生意見加入正文中。 

                                             
36 詳參陳槃撰，《春秋大事表列國爵姓及存滅表譔異（三訂本）》，頁 403~404。案語是陳槃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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