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论与西周年代学有关的几件铜器 

             朱凤瀚 

    近几年来，多有与西周年代学相关的有铭青铜器发现，不断深化着学者以往

对西周年代学的认识，并促进了对西周金文历谱的补充与修订工作。以下仅简要

讨论此类铜器中的几件，其中有的是此前曾经发表过的，但也有迄今尚未刊布的

资料，对此类新资料笔者亦是初识，思虑未必周到，所论实为抛砖引玉，惟愿藉

此使这些资料早日刊布，以为研究者提供更多的讨论之素材。 

一、 公簋补议 

    公簋之器形、铭文，曾由笔者著文在《考古》2007 年 3 期介绍，因资料

重要，经考古所与编辑部领导支持，挤进该期文章中提前发表，但因版面原因图

版只能给半页了，故只登载了黑白的器形图与铭文照片各一张。现经收藏方同意，

将该簋的图像重新刊布，包括器形正视图（图一）、俯视图（内底铭文，图二）、

簋耳与器身的局部图（图三：1）、纹饰细部（图三：2）、铭文（图四）。从俯视

图看，该簋器口已呈扁椭圆状，显然是在墓葬破坏时被其他重物挤压所致。有一

边器耳下的小珥的钩形纹饰向内，结果使两侧小珥上的钩形纹饰同向了，此点已

曾有学者指出。细致观察原器（图三：1），似非器物有损坏修复后接倒造成的，

而应是铸造时作范发生的错误。此种情况在已著录的青铜器中很罕见，但亦偶可

见，如巴黎赛尔努什博物馆（Musee Cernuchi）所藏史簋（图五）①。 

     公簋铭文的内容，除笔者作过初步探讨外，先后有李学勤、彭裕商与李

伯谦先生作专门论述②，也有其他学者在论晋地考古的文章中兼及③。彭裕商先

生分别从器形、纹饰与铭文诸方面判定簋的年代，认为其年代在成康之际的可能

性要大一些。李伯谦先生经对铭文内涵分析，并联系天马—曲村遗址的年代，断

定簋铭“唯王廿又八祀”应理解为成王纪年。两位教授的意见我是赞同的，拙文

                                                        
① Vadime Elisseeff, Bronzes Archaïques Chinois au Musée Cernuschi (Paris, 1977), Vol. I, pl.12, 
pp.36-39. 
②李学勤：《论觉公簋年代及有关问题》，收入《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第 163 期，2007 年 4
月 28 日；彭裕商：《觉公簋年代管见》，《考古》2008 年 10 期；李伯谦《 公簋与晋国早期

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中原文物》2009 年 1 期。 
③孙庆伟《 （尧）公簋、晋侯尊与叔虞居“鄂”、燮父都“向”》，《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

第 35 期，2007 年 12 月。田建文：《唐、晋、晋国、晋文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 44
期，201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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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王、成王两种可能中，本亦更倾向于簋属成王时期。 

     李学勤先生的文章更具体地列举了若干与 公簋形制、纹饰特征相近同的

器物。现在李先生文章基础上，再对与 公簋形制、纹饰特征有共性的铜器年代

作一分析，以进一步推测簋的制作年代。 

    公簋微鼓腹，双兽首半环形耳下有小长方形珥，圈足斜直而无阶。这种形

制的簋始出现于殷代末叶，而在西周早期偏早的青铜器中常见，只是有的同形簋

圈足下或有阶状足跟，小珥或作较大的钩状。这种器形在拙作《中国青铜器综论》

中归入西周青铜器一期，流行年代在武王至康王时期偏早①。因为至二期时（年

代属康王时期偏晚至昭王时）多数器物已出现微垂腹或已垂腹的特征。不仅如此，

其纹饰亦很有时代特征。其腹部饰竖条形纹，此种纹饰亦流行在上述一期时段内，

其口沿下颈部饰涡纹搭配一种特殊形式的直身顾龙纹，二者相间构成纹饰带，圈

足上饰所谓“鸟首龙身纹”。在已著录的考古发掘出土与传世的铜器中与其形制、

纹饰相近的铜器例如（以下器物分期，均参见上引拙作《中国青铜器综论》）： 

    簋（图六：1），现藏华盛顿赛克勒馆，其形制、纹饰近同，唯圈足饰涡纹

间以所谓四瓣目纹②。据铭文可知属殷末器。 

甘肃灵台白草坡M1 出土簋（M1：10，图六：2）③，属上述一期器。 

陕西宝鸡纸坊头M3 出土簋（M3：8，图六：3），其腹部素面，圈足饰∽形

双首顾龙纹，但颈部纹饰完全同 公簋④。属上述一期器。 

陕西扶风上宋乡红卫村北砖厂M1 出土“未目壬”簋（06FSM1，图六：4），

无小珥，但颈部与圈足纹饰和 公簋皆同⑤。属上述一期器。 

河南鹤壁庞村西周墓出土之“伯作簋”（0042，图六：5），作钩状珥，圈足

下有高直阶，但腹亦饰竖条棱纹，颈部与圈足纹饰均同 公簋⑥，属一期器。 

河南郑州洼刘西周墓地M1 出土簋（99M1：6），腹部亦饰条棱形纹⑦，属一

期器。 
                                                        
①拙作《中国青铜器综论》第十一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12 月。 
②柏哥雷（W.Bagley）：《赛克勒藏商代铜礼器》，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 年。 
③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 年 2 期。 
④宝鸡市考古研究所：《陕西宝鸡纸坊头西周早期墓清理简报》，《文物》2007 年 8 期。 
⑤扶风县博物馆：《陕西扶风县新发现的一批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2007 年 3 期。 
⑥周到、赵新来：《河南鹤壁庞村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第 3 辑。 
⑦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洼刘西周早期墓葬（ZGW99M1）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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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曲沃、翼城间的曲村晋国墓地M6127、M7161 出土簋①，亦与 公簋形

近，均属一期器。 

河北邢台葛家庄M73 出土夶簋（图六：6），足有高直阶，小钩状珥，但腹

部与颈部纹饰皆同 公簋②，亦属一期。 

就上举诸器的情况看， 公簋的形制与纹饰所反映的工艺特征确是流行于西

周早期偏早这一时段内，即武王至康王早期。因此簋铭中的“唯王廿又八祀”，

比较妥当的解释，还是归成王纪年较好。 

成王在位年数，现所知汉以前典籍未见有记载。《尚书·顾命》孔颖达疏曰：

“成王崩年，经典不载，《汉书·律历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

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顾命》之文，以为成王即位三十而崩，此是刘 说也。

孔以甲子为十六日，则不得与 同矣。郑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传惟言成王

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几年崩也。”刘 将“甲子”认作“哉生霸”显然与《顾命》

原文意不合，《顾命》先言“唯六月哉生魄，王不怿”，下面继言“甲子，王乃洮

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翌日乙丑王崩”。是讲自哉生魄始，王始感不适，

至甲子日王病重，甲子未必属“哉生魄”内。但孔颖达所总结的汉人对成王在位

年的说法，主要即是刘 的三十年与郑玄的二十八年。代表了汉人一般看法。

三十年或二十八年，皆是从成王在周公摄政后之第二年亲政始算的，汉以后学者

多从三十年说。 

依据此说，今日作历表，如以武王卒后第二年为成王元年，则成王共有三十

七年。何尊记成王“五祀”时迁都于成周，此“五祀”即是其亲政五年，说明当

时实际纪成王年，可能确是从其亲政 始的，但其亲政之“元祀”据《洛诰》，

应是在周公致政当年③。所以笔者以为，如 公簋“二十又八祀”确是成王纪年，

则应是成王亲政第二十八年，今日如作历表，则此二十八年即成王三十四年。成

                                                        
①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②任亚姗等：《1993－1997 年邢台葛家庄先秦遗址、西周贵族墓地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收

入《三代文明研究（一）——1998 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

出版社 1999 年。 
③ 参见拙作《〈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历史研究》2006 年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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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十七年说，是容纳下 公簋“隹王二十又八祀”一个相比较尚可行的方案①。

《史记·周本纪》记成王业绩虽仅很少几句话，但仍言成王“兴正礼乐，度制于

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如成王在位时间仅二十一、二年，似难以有此局面。

康王在位年数，现所见先秦、两汉典籍中均无明确记载。《太平御览》八十五引

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康王在位二十六年崩”。今本《竹书纪年》同此说。学

者或据《太平御览》卷八十五皇王部引《竹书纪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

措四十余年不用”，将成、康王在位积年认作四十余年，然后以成王在位三十七

年，或康王在位二十六年说，来计算康王、成王在位年。但此不用刑措的四十余

年，完全可以理解为成王后期与康王前期的一段时间，不必非皆是作成、康全部

在位总年数。在目前通过金文排历谱的工作中，如认定 公簋是成王二十八年器，

则势必要改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本提供的历表体系，比如调整武王克商年。或如

有的学者所建议，据金文资料，压缩穆王在位年，但后者要触动《史记》对穆王

在位年的明确记载，所以也有体系变动的问题。 

二、七年师兑簋盖与师兑器组年代序列的探讨 

（一）七年师兑簋盖的形制与铭文考略 

七年师兑簋盖见于香港私人收藏家处，是西周中期偏晚出现，至晚期已流行

的那种圆鼓腹、腹多饰瓦纹、圈足下多带三小足的有盖簋的盖部（图七）。其顶

部有作圈足式捉手，盖边缘向下方折，成斜直壁，此折成斜直壁的盖边缘部分、

盖顶周围分别饰一周和两周重环纹，捉手周围折瓦纹，捉手中间饰重环纹一周，

中有螺旋形纹饰。盖口直径 23.5 厘米。 

簋盖内中部有铭文七列，共七十四字（图八、九），其释文如下： 

隹（惟）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 

才（在）康 （昭）宫，各康室，即立（位）。毕 

叔右（佑）师兑入门立中廷。王乎（呼） 

内史尹册易（赐）女（汝）师兑 雁（膺） 

                                                        
① 如取成王三十七年说，在此文献所记与成王有关的历数据是大致可以合历的，参见拙文《

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2007 年 3 期）所附“武王至康王年历日表”（此表并非要讨论

武王克商年，仅是表明成王三十七年系统可以合历），此表中引《顾命》文有误，应改作“《顾

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翌日乙丑王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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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师兑拜 （稽）首，敢对 （扬） 

天子不（丕）显鲁休。余用自乍（作） 

，师兑其万年子孙永宝用。 

铭文中字句需讨论的问题不多。其言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康 宫”，但又言

“各康室即位”，与其他铭文记王所在宗庙宫室的形式不同，以往所见形式，例

如： 

王在康宫大室    （君夫簋《合集》4178） 

王在周康宫 （夷）大室    （ 攸从鼎，《合集》2818） 

王在周康宫 宫，旦，王各大室    （颂鼎，《合集》2827-2829） 

王在周康穆宫，旦，王各大室    （此鼎，《合集》2821-2823） 

王在周康 （昭）宫，各于大室    （ 鼎，《合集》2815） 

王在周康宫新宫，旦，王各大室    （望簋，《合集》4272） 

从这样的语句形式中，可知： 

1、“康宫”或简称“康”，初为康王宗庙所在，后发展为一大的周王室宗庙建

筑群，此区域仍以“康宫”为称，或简称“康”①。 

2、此宗庙区内诸王宗庙，亦称宫，如上举康宫、 （昭）宫、穆宫、 （夷）

宫，是康王、昭王、穆王、夷王宗庙。“周康宫新宫”，因“新宫”仅见于在“康

宫”下，可能即是新的重修的康王宗庙。 

3、各宫内，即各位王的宗庙内部均各有“大室”，是宗庙中心举行政治与礼制

活动的厅堂类的建筑，故先王在“康”（或“康宫”）内某王之宫，继言“王各大

室”，此“大室”必是王所居该宫内之大室，因而有时不明言王在“康”（或“康

宫”）内入某王宫之大室，而是迳言王在康宫“某大室”，如上引“王在周康宫

（夷）大室”实即周康宫区域内（王室宗庙区内） （夷）宫（夷王宗庙）内

大室。而“王在康宫大室”自然即是康宫自身内的大室。 

                                                        
① 参见拙作《〈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历史研究》2006 年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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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先言王在“康”（或“康宫”）内某王之宫，继言在“旦”（或省去此表时

词语）时“王各大室”，可推知王必是在前一日晚已入住此大室所属之宫（即某

王宗庙）内。而王各于大室亦多当在“旦”即凌晨时分，相当于后世帝王上早朝。 

    总结上述西周册命金文所记录之王册命地点与宗庙的关系后，再来看此七年

师兑簋（按：以下皆以“七年师兑簋”称七年师兑簋盖）①，铭文 首所记七年

五月初吉甲寅日“王在康 （昭）宫，各康室”，即可知与上述诸例所见王在某

室，一般均是在某王宫内同王名的室不同。此言王在康昭宫，是说王在甲寅日居

于昭宫，但下边所言各于之“康室”（应即是“康大室”），虽未明言是何时各，

应该也是在次日乙卯日“旦”时“各康室”，值得注意的是，王居于“昭宫”，而

未入“昭大室”，而是入“康室”。这即是说，甲寅日王入住于康宫区域内昭宫（即

昭王的宗庙），第二天乙卯日旦时（即凌晨时）王进入康王之宫（宗庙）内之大

室。为何王册赐师兑不就近在“昭大室”进行而要选在“康室”，难能知其详。

元年师兑簋言“王才（在）周，各康庙”，也是在康王之庙册命师兑的。本铭中

所记王乎内史尹所“册赐”的，仅是赐予师兑 雁（膺）， 当从吴振武先生所

释，读为钩②。“雁”应读为“膺”。“钩膺”亦见 1990 年上海博物馆所获焂戒鼎

铭，也为赏赐品之名。《诗经·大雅·嵩高》：“四牡蹻蹻，钩膺濯濯”，毛传曰“钩

膺，樊缨也。濯濯，光明也。”毛传将“钩膺”当作一类物件，即樊缨。樊缨为

系在马胸前的饰件。但同文孔颖达疏则区别钩、膺为二物，曰：“乃赐申伯以四

牡之马，蹻蹻而强壮，又赐以在首之金钩，在膺之樊缨，濯濯然而光明。” “钩

者，马娄颌之钩，是器物之名；膺者，直足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钩类之。明

言膺者，谓膺上有饰，故取《春宫·巾车》之文以足之，谓膺有樊缨也。按：《巾

车》：‘金路：钩樊缨’。”③孔颖达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毛公鼎铭文中记王赐物

                                                        
① 据七年师兑簋盖收藏方告知，此簋器身现为美国私人收藏，底有残，但铭文历日部分仍存。 
② 吴振武：《焂戒鼎补释》，《史学集刊》1998 年 1 期。焂戒鼎“钩”作 ，本铭作 ，字

形略有变。 
③ 《诗经·大雅·韩奕》有“ 膺镂锡”句。毛传：“镂锡，有金镂其锡也。”孔颖达疏：“马

则有金 之饰，其膺亦有美饰，谓樊缨也……”。“钩膺樊缨者，以膺文连 ，与《巾车》‘金

路： 樊缨’同。故知膺者，见膺上有饰，即樊缨是也。《巾车》注： ，娄颌之 。樊读

如鞶带之鞶，谓今马大带，缨今马鞅， 以金为之，樊及缨皆以五采 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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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有“金 （钩）、金膺”，钩与膺分别冠以金，也证明钩、膺确是两类马饰

件。金钩，很可能如杨英杰先生所云，是考古发掘所发现的那种系在马笼头革带

中间的一长一短的两件钩形饰，曾出土于长安张家坡二号车马坑①。其长者覆于

马鼻前，短者在下，已钩于马嘴前，如《巾车》郑玄注所谓“娄颌之钩”。“膺”

虽不当是用金属（铜）铸成的，但既亦冠以“金”称“金膺”，则或许是指缀以

铜饰件故而颜色光亮的马胸前大带。 

在本铭中，王赐给师兑钩、膺之类马饰以“用事”，也要用“册赐”的近于

廷礼册命较隆重的形式。可能因为有如下的原由：一方面，当时贵族使用的某类

车、马配饰有比较突出的显示等级身份高贵的意义，此次赏赐中的膺，在文献中

即可见其有此种意义，如《左传》成公三年“新筑人仲叔于吴救孙桓子，桓子以

是免，既，卫人赏以邑，辞，请曲县、樊缨以朝”，又如《周礼·春宫·巾车》

亦讲到天子五路之别与樊缨数目多少有关②。而王所赐的金钩、樊缨类马饰可能

在质料、形制、纹饰上也有其独特处，会区别于非王贵族所制作，且此类马饰因

装饰在马首正面与马胸前，非常醒目③，故而使受赐者足可以炫耀所受到的王的

赏赐之荣光。在毛公鼎铭中，记毛公作为宣王时的重臣，王所赐马饰也只有金钩、

金膺，也是这两类马饰所具象征意义不凡之证明。另一方面，师兑所以受到天子

这种赏赐，当是因其在当时为王朝建有新功绩，只是此铭文言简未予说明。 

（二）铭文内容所见元年、三年、七年师兑簋之先后次序 

元年师兑簋（图一〇）的铭文（图一一）之释文如下： 

隹（惟）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 

才（在）周，各康庙，即立（位）。同中右 

师兑入门立中廷。王乎内史 

尹册令（命）师兑， （胥）师龢父 

 左右走马、五邑走马，易（赐） 

                                                        
① 杨英杰：《先秦古车挽马部分 具与马饰考辨》，《文物》1988 年 2 期。拙著《中国青铜器

综论》第四章“（十二）马饰件”之 2、“钩形饰”，图四   ：1、2、3。 
② 参见何树环《西周锡命铭文新研》第三章，文津出版社 2007 年 9 月。 
③ 参见何树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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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汝）乃且巾（巿）、五黄、赤舄。兑拜 

（稽）首，敢对扬天子不显鲁 

休，用乍（作）皇且（祖） 公 ，师 

兑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三年师兑簋（图一二）的铭文（图一三）之释文如下： 

隹（惟）三年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周 

各大庙，即立（位） 白（伯）右师兑 

入门立中廷。王乎（呼）内史尹 

册令（命）师兑：“余既令（命）女疋（胥）师 

龢父  左右走马，今余隹（惟） 

 （申） （就）乃令（命），令（命）女（汝） 走马，易（赐） 

女（汝） （秬）鬯一卣，金车： 、朱虢 

、虎 熏裏，右厄（轭）、画 、 

画 、金甬，马四匹、攸勒。”师 

兑拜 （稽）首，敢对扬天子不显 

鲁休，用乍（作）朕皇考釐公 ， 

师兑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元年、三年两器，旧多依铭文内容以为是同一王前后所作器，在断代工程排金文

历谱时，因二器历日不能容入同一王世中，故李学勤先生提出三年簋在前，元年

簋在后的看法①，指出王任命师兑的官职，三年只是令师兑胥师龢父治理左右走

马，而元年时，除了继续胥师龢父治理左右走马外，又增加了胥师龢父治理五邑

走马职，而五邑走马职甚为重要，如三年簋在后，王追溯元年所任职务时，不能

忽略不提。断代工程阶段成果简本中的“西周金文历谱”即采用了这个意见。对

李先生的看法，已有学者表示了不同意见，仍坚持三年簋仍应作元年簋后的意见

                                                        
① 李学勤：《论师兑簋先后配置》、《细说师兑簋》，收入《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

版社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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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理由主要是： 

1、三年对铭中，王册命师兑，有“余既命汝胥师龢父司左右走马，今余……”

句式，而所言既命之职务正见于元年簋铭。此种句式在西周册命金文中多见，二

器前后顺序明显。 

2、元年簋铭言王任命师兑仅是胥师龢父治理左右走马、五邑走马，而按三年

簋铭所记，师兑已被王命其“ 走马”，在治理走马这一职务上已经不再是辅

助的身份，而是正职了。 

3、 元年簋是为“皇祖 公”所作器，三年簋是为“皇考釐公”所作器。 

此三点意见，对于三年簋在元年簋后，还是较有说服力的。至于三年簋铭中

追述三年任命师兑之职务时，未提及胥师龢父司五邑走马职，似可以认为是一种

省略。一则元年簋铭中所见册命师兑是辅助师龢父，且左右走马排在前，应是所

胥之主要工作，可以为其旧职代表，且此时重在任命新职，以往工作不会再担任，

故有所省略亦在情理之中。二则，三年时王既任命其为正职，所管辖工作自当包

括与各级“走马”有关的职事，似无必要细数以往辅助之职。 

元年簋铭中，王在册命师兑职务时，同时言要将师兑其祖的巾（ ）、五黄、

赤 赐予师兑，师兑先祖之服饰有可能本即存于其家族，王此种宣布，只是从

法权赏肯定师兑可以继承其祖之官阶与等级，或者也可能是王又按其祖之等级规

格所制之礼服②。 

从西周金文看，凡王朝卿士首次受王册命职务时，或时王在自己第一次任命

其先王曾任命过的王朝卿士官职时，赏赐物中均有服饰（或有旂），这些服饰可

能具有所谓命服之作用。上述元年师兑簋受赏先祖服饰，应该即当属于此种情况。

三年师兑簋中，王所赏赐的物品中，虽有多种车马器等器物及驾车之马，但已无

服饰无旂，在上举七年师兑簋中王所赐亦无服饰，这种情况皆可以元年簋铭所记

同一王在首次任命师兑时已赐予服饰来解释。当然如将三年簋据其铭文解释为在

                                                        
① 彭林：《关于师兑簋二器的排序问题》，《考古》2002 年 4 期；李朝远：《关于元年、三年

师兑簋的顺序——拜读李先生大作有感》。 
② 陈梦家先生也曾讨论关于所锡“乃且巾（ ）”及他铭中所见易“乃且旂”，认为或是王

以同等服色之 若旂赐其子孙，或是以原有之 若旂赐其子孙，如是后者则表明命服于本

人故后或多还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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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已有任命，此次为同一王再命故无服饰之赐，而元年簋恰属于新王首次任命

故有服饰之赐，这样解释，从字面上看亦无不可。但元年簋如确是 在三年簋后，

王之册命属承继先王任命，按金文惯例，一般均要声明，是“昔先王既命汝……，

今余唯肇 先王命，命女（汝）……”，文中要有这样的句式。而元年簋铭册命

之语甚简短，与金文中记初次册命职务文句相类。故而，将元年簋置于三年簋后，

于事理与金文文法似多有不畅。 

由三年师兑簋知师兑确在官职上有所升迁，且受到隆盛的赏赐，但王并未赐

予新的服饰，如王赐服饰确有命服之意义，此或说明官职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贵

族等级的变化。上文曾论及，七年师兑簋铭所记赏赐的两类马饰，可能有独特的

显示尊贵身份的意义①。在毛公鼎铭文中，毛公做为显赫重臣，王所赐的马饰也

只有“金钩、金膺”，这表明师兑在此时亦具有相当尊贵的身份了。 

综合以上对师兑三器铭文内涵的探讨，此三器的时序还是按王年为序较好，

即元年簋——三年簋——七年簋。三件簋中，元年、三年簋形制、纹饰相同，七

年簋盖由其形制、纹饰与元年、三年簋盖相合看，其全器形制及纹饰也当与其他

两件簋相合。这三件同形制、同纹饰、同人所制簋应当是在不太长的时段内制造

的。此外，三簋铭文中所见受王册赐或册命师兑的史官皆是“内史尹”，应是同

一人。这些自然皆可以支持将三簋置于同一王年范围内的设想。 

（三）元年、三年、七年师兑簋之历日排列问题 

元年师兑簋与三年师兑簋，虽上文亦持属同一王世说，但此二簋铭文所给历

日按通常所采用的年末置闰月的历法，是不能排进同一王年的历表中的，此亦为

大家所熟知。其中原因，不外乎：其中有一簋铭所记历日干支有误，或此时历法

有不为我们今日所知的细节。 

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报告所刊“西周金文历谱”，将元年师兑簋排在厉

王元年②。从上文所述三年师兑簋、七年师兑簋中所见车马器之名称种类多见于

西周晚期厉王以后铜器铭文来看，将师兑器置于厉王时还是较合适的。西周晚期
                                                        
① 三年、七年师兑簋铭文中所记师兑先后所受赐之车马器与西周晚期金文（如师克盨、番生

簋盖、吴方彝、 盨、 伯 簋、四十三年 鼎铭文）中所见其他贵族受赐之车马器种类

近同，惟七年师兑簋铭文中所见钩、膺除此簋铭外，迄今还只见于毛公鼎铭文，而为其他贵

族受赏车马器中所未见。 
② 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年。拙作《中国青铜器综论》第十一章即西周一章所论“西周金文

年历表”元年师兑簋也在厉王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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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自夷王后，所流行的有盖瓦纹腹簋的盖缘，有的喜作向下方折的形制，师兑作

的簋与传世中的此簋等皆为此种形制。 

实际上元年师兑簋在瓦纹腹有盖簋流行的西周中期晚叶至西周晚期时段内，

在目前多数学者采用的以前 899 年为懿王元年的历日体系中，有若干件应属于此

一时段的元年器（如师虎簋、元年师 簋、师 簋、师询簋等），要安排进去的

情况下，也只有安排在厉王元年（前 877）为较妥。该年五月乙酉朔六日甲寅，

与元年师兑簋之“元年五月初吉甲寅”合①。 

“初吉”在这里亦采用初一至初十的历日范围，亦即指初干（每月前十日）

内的吉日②。但“初吉”的这个范围与月相中的“既生霸”的一部分的时日实际

是重叠的，那么对于一个月的前些天，为何要采用这样两种纪时方法，现在似仍

不能说明白。“初吉”如果不是月相词语，而是初干吉日，那麽在初干的十天内，

定哪一天为吉日，是通过何种方式确定的，也并不清楚。笔者曾经设想，当时也

可能有一种手段（如占卜）或已有类似于后世的“日书”，对每月的初干吉日有

某种选择的方法或规定③。 

元年师兑簋如定在厉王元年（前 877），则厉王七年是前 871，该年五月甲辰

朔，十一日甲寅，七年师兑簋的历日是“七年五月初吉甲寅”，即使按初一至初

十为初吉，七年师兑簋历日实后天一日。在西周中期穆王后，可能已行用推步历

法，只是观象授时仍并用，在此早期推步历法实行时，历法计算有±1 天失天是

可能的④。当然，上述这种安排是将元年师兑簋定在厉王元年（前 877），即将师

兑器组置于厉王纪年内。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即将师兑器组置于宣王纪年内。

因为宣王三年与宣王七年的合天历日均可与三年师兑簋、七年师兑簋历日相合。

即宣王三年（前 875）二月 寅朔十日丁亥，与三年师兑簋“三年二月初吉丁亥”

合（是年五月丙午朔二十九日甲戍，亦合颂鼎历日“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戍”）。宣

王七年（前 821）五月甲寅朔，与七年师兑簋“七年五月初吉甲寅”合。 
                                                        
① 本文所采用的历表为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中的《合朔满月表》，河南教育

出版社，1990 年。 
② 徐凤先《以相对历日关系探讨金文月相词语的范围》（收入《“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第

168 期，2009 年 2 月 21 日）由历日的相对限制关系探讨各个月相可能包含的范围，其中对

“初吉”的结语是：“如果将初吉定为一个月的前面若干天，所涉及的材料都能合理地排入。”

“由此看来初吉是初干吉日的解释应该比较可取”。 
③ 拙作《师酉鼎与师酉簋》，《中国历史文物》2004 年 1 期。 
④ 参见张培瑜《逨鼎王世与西周晚期历法月相纪日》，《中国历史文物》2000 年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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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探讨，师兑器组按三件簋的形制与其历日，似可以大致安排在厉王

或者宣王纪年范围内，如在厉王范围内，仅三年师兑簋历日与厉王元年合天历日

不合。如是在宣王范围内，则仅元年师兑簋历日不合宣王元年历日，这种不合，

如上文所推测，有铭文记历日疏忽或由于当时历法有为我们所不知之细节所致。 

三、吴盉的历日问题 

    吴盉（图一四、一五）现存香港私人收藏家处。器身作折肩圆鼓腹，腹部侧

视作扁椭圆形，底微圜；歛口，口沿微敞，方唇，颈部较高，呈弧线斜坡状；管

状流向上斜生于腹中部，流口斜平，高度与器口近平，与流相对一侧有兽首半环

形鋬；腹底有三较短的柱形足，其中一足在鋬下。器颈部与上腹部均饰有两 形

扣合形成的中目形窃曲纹，有云雷纹底纹。足与流均饰三角形纹与云纹，鋬身饰

重环纹，兽首上端有重叠的鳞纹。通高 20.5、通长 47、口径 25 厘米。器内底有

铭文 6 行，每行 10 字，共 60 字（图一六、一七、一八）。 

    吴盉的形制较别致，但仍可以从其形制有共同特征的同类器探讨其年代，与

吴盉形制近同的是现藏瑞典的自名曰“ ”的师转盉（图一九），惟师转盉的腹

部较深而鼓，且其鋬上端接于上腹部，与吴盉鋬上端接在颈部不同。师转盉口沿

下饰分尾的长鸟纹，腹饰瓦纹，综合铭文字体，其年代约在西周中期偏晚。 

与吴盉器身接近的，是行用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以下两种形制的盉①： 

一种是短袋足盉，足跟作圆锥形，器身亦作折肩罐形，其腹部最大径在肩部，

腹壁向下斜收，鋬上端接于颈部；管状流，流口或同于吴盉，如伯百父盉（图二

〇），或作兽首、曲喙状，如季良父盉（图二一）。以上二器均属西周晚期。另一

种是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的盉（图二二），腹身形制近于吴盉，鋬亦接于颈部，

但管状流作兽首面曲喙，足作兽形，约属春秋早期的曾国器。 

从以上几种与吴盉形制有共同点的罐形腹盉的年代看，吴盉的形制应晚于师

转盉而与以上两种折肩盉接近，属西周晚期。这种罐形腹盉是西周中期偏晚后出

现的新器形，西周早、中期时流行的主要是腹身作分裆鬲形的盉，且一直至西周

晚期仍有存在。而罐形腹身的盉存在的时间似并不长，主要行用于西周晚期，大

致止于春秋早期。 

                                                        
① 罐形腹盉亦见于 1985 年内蒙宁城县小黑沟石棺墓中出土的折肩罐形腹盉，亦管状流斜生，

流口斜平，兽首半环耳，与吴盉有相同特点。惟此盉下腹较深，平底无足。约西周晚期至春

秋早期器。见项春松等《宁城小黑沟石棺墓调查清理简报》，《文物》1995 年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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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盉的年代，亦可以从其所饰窃曲纹的样式作进一步的推测。吴盉的窃曲纹

是由首尾作歧枝状的 形窃曲纹上下扣合，中间夹一目形（上腹部的此型纹饰则

在上下两 形之间还各夹以一短枝）。从现所见饰有此纹样的青铜器尚有追簋、

琱生鬲（图二三：1、2等），此外饰有形式相近、惟无中目的窃曲纹之青铜器，

则有不 簋、善夫克盨、杜伯盨与史颂簋等（图二三：3-6）①。上举青铜器的

年代，均在西周晚期。 

从铭文字体上看，吴盉的一些字，已具有典型的西周晚期字体之特征，如“出”

写作 ，“天”作 ，“月”作 ，“首”作 ，“顯”作 ，“驹”作 等。 

综合以上对吴盉的形制、纹饰、字体特征等情况，可知其年代应在西周晚期。 

吴盉的铭文多被锈掩，根据像片与X光片②  ，释文如下：

隹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 

王才（在） （执）驹于 南林，衣（卒） 

（执）驹，王乎（呼） 召乍（作）册吴 

立 門。王曰：易（赐）驹，吴拜 （稽） 

首，受驹 （以）出。吴敢对 天 

子不显休，用乍叔姬般盉。 

铭文中有几处需稍作讨论。 

“王在 ”之 ，地名。散氏盘铭文中有“ 人 工 君”（《集成》10176）。

“ 南林”，可能是 地南部之林地，王在此地执驹，则此地有可能是王室饲养、

放牧马之场所，亦即马场所在。 

王所呼“ ”之 ，职官名，亦见达盨盖铭（图二四，《文物》1990 年 7

期），其铭文曰“王乎 趩召逹”。 、趩，均是担任 职的人名。商金文中已

有称 的职官名，李学勤先生有专文考证，指出“ ”身份较高，为王之近臣，

                                                        
① 纹样之出处参考了张德良《西周青铜器窃曲纹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 6
月）。 
② 同时参考了收藏方提供的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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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得名可能源自为王攜持物件，后权力上升，掌理政事①。西周时期此官名亦见

于《尚书·立政》：“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攜、仆，百司庶府。”旧多

以为“攜仆”是一类官名，上引李学勤先生文则提出攜、仆应是地位相似的两种

职官名称。西周金文中攜这种官名很少见到，除了见于本铭外，即只见于达盨盖

了。而且二者都出现了在王行执驹礼的场合，王呼令 （攜）召唤受赐者，也

可见在西周时期攜仍是在王身边服事的职官。 

有关王“执驹”的器铭，除本铭与达盨盖外，还见于 驹尊（《集成》6011）。

三铭皆记王在行毕执驹礼后赐王朝卿士驹之事。所以《啸堂集古缘》九八鼎铭曰：

“隹三年三月庚午，王才（在）豐，王乎虢叔召 ，易（赐）驹两”，所记应也

是王在行执驹礼后赐赏驹。执驹礼见于《周礼》的《庾人》、《校人》，是在幼马

断乳后，将其送进王闲以备使用。在使用前，要“执驹”，即给幼马套上笼头及

缰绳。关于此礼，学者已述之甚详②。王亲自“执驹”应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包

括王执驹后要赐贵族驹），以表示王室对此项活动的重视，当然也反映出马在当

时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达盨盖铭曰：“唯三年五月既生霸壬寅”此三年，在金文历表中可排入孝王

三年。 驹尊属穆王时器。吴盉则当属西周晚期偏晚器（详下文），由此可知，

执驹礼终西周时期均是王亲自参加的重要礼仪活动。在王行执驹礼后，受赏赐驹

的贵族应具有相当高的等级地位， 驹尊铭记王在亲赐 驹后，曰：“王弗望（忘）

厥旧余小子， 皇 身。” 应即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之 器群中， 盘铭文

中所见作为 之先祖惠仲 父，是曾连续服事于昭王、穆王的王朝重臣，属姬姓

单氏贵族。达盨盖出土于沣西张家坡北区之井叔家族墓地中之M152，为一座中

字形大墓， 有可能即本墓之墓主人。井叔氏是姬姓井氏之小宗，也是西周中期

时重要世族， 或即其宗子，一代“井叔”，亦是较高级的贵族③。由此情况观之，

                                                        
① 李学勤：《商末金文中的职官“攜”》，收入《史海侦迹——庆祝孟世凯先生七十岁文集》

新世纪出版社，2006 年。 
② 参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七、共王铜器：122、 器组”，中华书局 2004 年 4 月；

又见杨宽《西周史》第十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③ 以上参见拙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续编”之第二章，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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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盉之器主人吴作册，既亦能受王赐驹，应该亦出身于西周时期重要世族。但由

其在铭末言“作叔姬般盉”，叔姬应是其妻，由此可推知其家族非属姬姓。 

吴盉铭文历日为“卅年四月既生霸甲寅”，其所记王年达卅年，学者或据铭

记执驹礼的达盨盖与 驹尊均西周中期器，而将此盉归入穆王时器。但不论穆

王元年定在何年，吴盉之历日均不能与属穆王时的标准器三十四年鲜簋（《中国

文物报》1990 年 7 期）的历日相容于同一王①。所以，吴盉即使单从历日考虑，

似亦不进可入穆王世。 

吴盉为三十年器，在西周晚期王世中，只有厉王、宣王二王过三十年。厉王

元年为前 877 年，则其三十年为前 848 年，是年四月辛酉朔二十二日壬午，与吴

盉“三十年四月既生霸壬午”不合，所以吴盉不能归入厉王。宣王元年为前 827

年，其三十年为前 798 年，是年四月辛未朔十二日壬午，可与吴盉“四月既生霸

壬午”相合。根据此合历情况，再综合考虑上文所论吴盉之形制、纹饰形式与铭

文字体特征，吴盉当以入宣王三十年为妥②。 

吴盉如确为宣王时铜器，则可为此王世增加了一件标准器，其形制、纹饰均

对青铜器断代研究有重要意义。盉的铭文所记王之执驹礼，可以与以往发现的几

件与此礼仪有关的器铭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加深对此礼仪的了解。铭文中出现的

（攜）之官职也是研究西周官制的有用材料。     
                                                        
① 例如按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简本）所附“西周王年历表”以前 976 年为穆王元年，

其三十四年（前 943）为五月壬寅朔十七日戊午，与鲜簋历日“隹王卅又四祀唯五月既望戊

午”相合。但其三十年（前 947）为四月丙寅朔十七日壬午，与吴盉历日不合。又如穆王元

年，按有的学者意见取为 956 年，则其三十四年为 923 年，五月丙午朔十三日戊午（本月辛

酉望），与鲜簋历日“五月既望戊午”亦有不合。 
② 将吴盉定在宣王，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传世有吴方彝盖（《集成》9898），其作器者

作册吴，不排斥即是吴盉之器主人的可能。吴方彝盖历日为“隹王二祀”“隹二月初吉丁亥”，

以往诸家排金文年历表，皆将其入懿王二年（前 898），但吴方彝盖字体具有西周晚期特征

（这点，可将其铭文与现同列为懿王的师虎簋的字体比较即可知，在某些很有时代特征的字

体上二者有较大差距，如“首”、“敢”等字），故此吴方彝盖很可能也当归入西周晚期。方

彝在西周中期后确已少见，但并非绝迹，在属西周中期偏晚的长安张家坡 M170:54 有出方

彝，已属春秋早期的北赵晋侯墓地 M93 还出土有方彝形器（或是明器），M102 也出土有明

器方彝，M64 之夫人墓，M62、M63 也都出有小方彝形器，知道春秋早期方彝仍较流行，

所以作为一种传统的酒器器类，西周晚期器偶有复古作品亦无不可能。吴方彝盖上饰有变形

的解体的饕餮纹，用动物纹肢体与鸟羽构成的线条来组合成图案，类似的纹样与风格约出现

于西周早期偏晚（如宁 纹饰），而且直到西周晚期偏晚时仍有存在，如宣王时的琱生簋所

覆盖的此型纹饰。吴盉历日如入宣王三十年，则吴方彝盖历日可以排入幽王。幽王二年（前

780）二月戊子朔前一日丁亥，吴方彝盖历日为二年“二月初吉丁亥”，先天一日，大致可以

相合。幽王二年距宣王三十年，大约十八年时间，如此二器上的作册吴是一人，这段时间他

仍在王朝任职是完全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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