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占卜事件在叙事中的结构意义

史常力*

1

《史记》中有很多关于占卜之事的记载，大到部族定居、国家之间战争要卜，小到个人出
仕、选择结婚对象都要占卜。但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占卜在篇章分布及时间分布上都有着
明显的不平衡性。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个问题，我对《史记》中的占卜事件进行了统计。
我对《史记》中的占卜事件统计时采用的标准如下：
第一、至少要出现占卜的实际内容。例如，在《楚世家》中，周王室的王孙满在回答楚
庄王关于“鼎之轻重”的问题时，引用了“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
也。” 1)这件事虽然讲述的很简短，但至少出现了占卜的实际内容；又如《龟策列传》中，
作者为了说明占卜乃“可谓升人重事者乎”，连着举了五个例子，虽然都很简略，例如说：
“晋文将定襄王之位，卜得皇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2)但纪录了占卜的实际内容，即列入
统计。但是如《袁盎晁错列传》中“乃之-"生所问占”，3) 只是说去“问占”，但占到了什么，
有什么结果都没有交待，由于没有记录占卜的内容，就不把它作为占卜的事件列入统计；
第二、另外，《史记》中记录的占卜事件多有重复，例如《晋世家》和《魏世家》中均
记载有“毕万卜仕于晋国，辛廖占之曰‘吉’”这件事；而卜陈完后代将篡齐称王之事竟出现六
次，凡见于《陈杞世家》两次，《田敬仲完世家》三次，《十二诸侯年表》一次。但因为
这些占卜事件出现于不同篇章的不同位置，在行文中记载又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在所属篇
章中也各起作用，所以在统计时并不按一事计算，而是按出现的总次数列入统计；
第三、在对《史记》中占卜事件发生时间的统计上，我选择了秦统一中国这件事作为划
分上的时间坐标。原因不仅在于其本身是一件划时代且影响深远的事件，而且司马迁在对
待这之前及之后的历史在记录上有选采和自创之区别，并且在《史记》本身的篇章及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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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这之前与之后也几乎相当。当然这种划分标准也难免有绝对化的倾向，但采用一个时
间坐标就能够使问题更加直观化。从多方面考虑，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史记》中确实可以
担当这样一个划分坐标。
按照以上的标准，得出的统计结果如下：
《本纪》中的占卜事件统计表（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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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中的占卜事件统计表（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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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传》中的占卜事件统计表（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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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表》中共有两件占卜事件，分别见于《十二诸侯年表》和《建元以来侯者年
表》；《书》中共有占卜事件两件，均见于《封禅书》。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一张
关于《史记》中占卜事件篇章分布的总表（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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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把《史记》中的占卜事件按照发生的时间进行一下统计，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作为
一个时间标准，把上面的事件分为秦统一前和秦汉及以后时期，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一张关
于《史记》中占卜事件的时间分布表（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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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四及表五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篇章分布上，《本纪》和《世家》中记录的占卜事件
占到了总数的80%；在时间分布上，《史记》中记载的占卜事件发生在秦统一前的占总数
的79%。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可以发现占卜事件的多少和“时间”这个概念有重大的联
系：
第一、在时间分布上，秦统一前的占卜事件占了绝大多数，这点从表中可以一眼看出
来；
第二、再看篇章分布，《本纪》和《世家》共占80%，这似乎和时间无甚联系，但《本
纪》和《世家》中采用的这种类似编年的体例本身就是属于“过去”的，是《史记》之前的
史书所通常采用的体例，只有纪传体，包括书和表才是司马迁的独创4) ，才是属于他的“现
在”。
也就是说，司马迁在处理占卜事件时，无论事件本身发生的时间，还是采用的史书体例
所属的时间，均可以以秦统一这个时间坐标（也即属于他的那个“当代”）作为一个分界
线，之前记载的占卜多，之后则少得多。
我们先来看占卜事件本身发生的时间。根据上表，发生在秦统一前的占卜事件占了7
9%，而秦统一后的占卜事件才占了21%。这可以有两种简单的解释：一是由于司马迁的
《史记》时间跨度近三千年，秦统一前的时间占了绝大部分，而秦统一后到司马迁的时代
只不过才近百年，事件的多少是与时间的长短相关的，前边的时间那么长，当然发生的占
卜事件就多。看上去很合理，但是这样的观点却忽略了真实的历史上的时间落实到史书的
文本时，经常是不对应的。距离作者的时间越近，带来的结果就是叙事密度的极大增加。
据张大可《史记研究》统计：“《史记》130篇，52万6千5百字，其中专载汉史的有62篇，

4) 关于纪传体是否为司马迁独创的问题，主要有其继承《世本》体例的说法，但此书已佚，在现今
我们可见的纪传体史书中，《史记》是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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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及汉史的有13篇，共75篇。”这“载述汉史的75篇，计本纪6篇，表7篇，书8篇，世家13
篇，列传42篇，纯言汉史的字数25万字多。”5) 司马迁对这百年汉史的记述用了一半篇章进
行了多方面详细展示，而此前二千多年的历史才用了另一半篇幅。也就是说，虽然物理时
间不均衡，但从文本的多少上来看，秦统一后的历史与这之前的历史却是相当的。另外，
占卜事件在《史记》中记录多寡的差别是否是历史真实的反映呢？即秦统一前人们更相信
占卜，反映在《史记》中的就多；秦汉时期人们开始变得不再那么相信占卜，《史记》中
的记载相应的也就少了。这其实也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并不用去翻阅《中国思想史》这类
思想著作去探寻这一时期中的思想变化，只在《史记》中就可以找到证据。《史记》中发
生在秦统一后的占卜事件五花八门：秦始皇和二世作了恶梦要卜6)；二世被赵高“指鹿为马”
戏弄后要卜7)；平民人家生了孩子要卜8)；窦广国找到窦太后前也要自卜一卦试试运气 9)；
见到恶鸟来集，大才子贾谊也要卜10)。可以看出，占卜这种行为，仍然是普遍存在于上至
皇室贵族，下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的。秦汉后实际生活中的占卜行为并没有较前一个
历史阶段减少。
那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何在呢？我们可以从《史记》中这两部分的来源方面来考察。在
内容上，对于秦统一前的史事，司马迁多采自《春秋》、《左传》、《国语》和《战国
策》这些我们能看到的以及现在已经看不到的史书；而秦汉间史事一来基本上无成形史书
可采，二来时间距离司马迁很近，可以方便地收集和掌握史实，自己直接撰写。对于前代
史事，司马迁只能参照已有的史书, ，裁减余地不大，故而留下了较多的占卜事件；对于能
够自己撰写的部分，他就毫不犹豫地对占卜事件进行了删削。从《史记》中多处行文中我
们可看出，司马迁思想中理性的一面较之前辈史家昌明了很多，他对于占卜之事，虽不能
说全然不信，但却信之甚少。例如在《封禅书》中，司马迁对于汉武帝信用巫人、求卜问
卦的行为多有嘲讽，记录了很多武帝上当受骗的事。又如在集中体现其对占卜之事看法的
《龟策列传》中，司马迁说在武帝时，在“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的情况下，“百僚荡恐，
皆曰龟策能言。”11) 在死亡的威逼之下，百官才说卜筮之事为灵验，那关于龟策之事的正确
与否也就不言而喻了。所以笔下的占卜之事采于古书的，较之原书减少了很多；自己独创
的部分则更少。对于卜卦应验之事，司马迁因为信之少，故而记之少。但是还有一个问
5) 《史记研究》第384页 张大可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6) 见于《秦始皇本纪》，《史记》第263、273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7) 见于《李斯列传》，《史记》第2562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8) 见于《外戚世家》，《史记》第1975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9) 见于《外戚世家》，《史记》第1973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10) 见于《屈原贾生列传》，《史记》第2497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11) 《史记》第3224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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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既然司马迁的思想理性成分更多，为什么在舍弃的同时，还是保留了一部分占卜呢？
他保留这部分占卜的用意何在？
再来看体例上的差别。体例上属于编年体的《本纪》和《世家》中记录的占卜事件占到
了总数的80%，而七十篇《列传》中记载的占卜事件仅占14%。而且《列传》中记载的8件
占卜事件，有5件出自《龟策列传》中“太史公曰”中仅仅一笔带过式地引用，且均见于他
处；12) 一件出自《伍子胥列传》，随人占卜不祥，没有将楚昭王交给吴军，13) 但这件事同
样见于《楚世家》；一件出自《屈原贾生列传》中贾谊所作的赋：“异物来集兮，私怪其
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14)并不是在传中记载的占卜。整个七十篇列传中唯一一件在
叙事中被完整记录下来，且不见于他处的仅有一件，即《李斯列传》中记载的秦二世被赵
高“指鹿为马”的把戏所蒙骗，“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后又依照占卜结果入上林斋
戒之事。15)而且，同为秦汉之后的占卜事件，为何在《本纪》和《世家》中共有9件，而
《列传》中却仅为2件（其中还有一件为贾谊赋中所记，见上文）？也就是说，司马迁在处
理秦统一之后的占卜事件时，将本来就不多的占卜事件多归于《本纪》和《世家》，《列
传》中只有2件。司马迁为何在自己新创的且最能体现纪转体特色的列传中绝少记录占卜？

2

以上我们从篇章分布及时间分布上分析了《史记》中的占卜事件，问题集中于两处：一
是司马迁为何在删掉原有史书中的占卜事件的同时，也保留了一部分占卜；二是司马迁为
何把《史记》中大部分的占卜事件记录在《本纪》和《世家》中。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
题，本文试图从文章结构角度入手，通过考察占卜事件在整个叙事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来
分析这些占卜事件是否具有结构上的意义。这些占卜事件为什么出现在某些地方？它们被
安排在这些地方是否有着结构性的作用？是否在推动整个叙事的前进？并且通过分析存在
于文本表层结构方面的意义，进而可能会窥探到司马迁如此安排的用心，或许也能够看出
司马迁对待占卜事件的态度。
占卜在时间上都是指向未来的，无论是对未来之事的占卜，还是对已发生事件原因的占
卜，都是如此。因为对未来之事的占卜一定要等到这个“未来”来临之后才能知道是否灵
12)
13)
14)
15)

《史记》第3224、3225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史记》第2176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史记》第2497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史记》第2562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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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而通过占卜去寻找已发生事件的原因时，也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去检验找到的这个原因
是否为真。因为占卜在时间上是指向将来的，而《史记》中记载的占卜绝大多数又是灵验
的，也就是在将来会成为现实，因而这类占卜就有着强烈地预示人物命运，预告情节发展
的作用。《史记》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占卜事件就起着这样的作用。陈完离陈奔齐，其
后代篡齐为君的事在《史记》中出现多次，其中以占卜形式出现的就有六次之多，凡见于
《陈杞世家》两次；《田敬仲完世家》三次，其中“太史公曰”中一次；《十二诸侯年表》
一次。《陈杞世家》中的两次占卜与以上《田敬仲完世家》的记载基本一致，文字上很相
像。我们来看一下《田敬仲完世家》中的两次占卜：

陈完者，陈厉公他之子也。完生，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卜完，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
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
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16)

齐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谓凤皇于蜚，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
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卒妻完。完之奔齐，齐桓公立十四年矣。17)

陈完刚一出生就通过占卜中被周太史预言他的后代将拥有姜姓诸侯国，矛头直指齐国，
同时也预言了他的母国陈国将会衰败；而当他因为避祸逃离本国，避难到齐国后，齐国贵
族想要将女儿嫁给他，这种婚嫁之事当然要占卜一下，得到的结果除了“凤皇于蜚”这样的
大吉外，更是明确指出陈完的子孙五世后就将位列正卿，八世后更是将要在齐国总揽朝
政。以后的历史进程则明确验证了此次占卜的灵验：陈完的子孙完全按照这两次占卜的结
果，一步步篡夺了齐国的政权，到了八世子孙田和这一代，经周天子正式册封，开始立于
诸侯。18)
这两段异 常准确且显 神秘的占卜， 如果从征实的角度看，可 以毫不犹豫地 斥之为虚
妄19) ；深入分析其来历的话可以推测这是陈氏（田氏）篡齐后为了自神其事，编造出这样
的谎话来证明其篡齐的合理合法性。20)，也不能以现代观念去规约古人的创作，现在看来
16) 《史记》第1879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17) 《史记》第1880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18)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 《史记》第
1886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19) 例如姚名达就说：“《史记·田敬仲世家》是一篇糊涂账，是一卷神话故事集，在全部《史记》里
头，几乎应该位置在下下等。” 姚名达《〈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邹忌的三段话》 见顾颉刚主编《古
史辨》第二册 第93页 海南出版社 2005年5月第1版
20) 此类事件《史记》中甚多，著名的就有刘邦斩白蛇事，张良遇黄石公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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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妄诞甚至可笑的事件在过去却被顶礼膜拜，作为一种集体信仰而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
如果我们避开直接寻找其意义的企图，从结构方面来分析，这两次占卜则毫无疑问起着预
叙的作用。陈氏篡齐这一事件具有逐步发展、层层推进的性质。陈氏作为逃难而来的异国
贵族，夺取齐国政权有一个站稳脚跟、树立影响、巩固地位、发展势力、排挤竞争者到独
揽朝政的过程。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前，以占卜的形式向读者简要说明事件的发展趋向，展
示人物和国家的命运，就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经过这样的安排，陈氏在齐国的发展虽然
时间颇长，事件亦多，但却层次分明，且以下事件均具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向，而且在叙事
当中慢慢积聚着一种势能，直指篡齐这个早已预告的高潮。
《史记》中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都是以占卜来预示以后的情节。这些占卜在整个结构当
中都是担当预叙的作用。例如《鲁周公世家》中季文子出生后也有一段奇异的占卜：

季友之将生也，父鲁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闲于两社，为公室辅。季友亡，则
鲁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号为成季。21)

季文子在后来的鲁国政坛扮演了重要角色，先后在厘公、文公、宣公、成公和襄公朝为
相，在这段鲁国政治上较为动荡的时期里为稳定鲁国局势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他死时“家
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22)真正验证了占卜中“闲于两社，为公室辅”的说
法，是一位廉洁的社稷之臣；至于“季友亡，则鲁不昌”则预示着季友逃离鲁国后，原本就
羸弱的鲁国国君更是沦落到被弑的命运。又如《赵世家》中赵盾梦不祥，占卜中则预示其
子孙辈有难，其后果然几乎被屠岸贾灭族23) ；《外戚世家》中臧儿占卜自己的两个女儿“皆
当贵”，后来此两女都嫁给了景帝，一女还被立为皇后，另一女的四个儿子也都被封了
王。24)
以上这些占卜事件，就像上文中对陈完篡齐的分析一样，在意义上显然虚妄，但在结构
上则有其合理性。《史记》中像这样预示个人或整个家族命运的占卜共出现十一次25)，如
21) 《史记》第1533、1534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22) 《史记》第1538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23) “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绝而后好。赵史援占
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孙，赵将世益衰。’” 《史记》第1783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24) “而臧儿卜筮之，曰两女皆当贵。” 《史记》第1975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25) 这十一次记载分别是：《陈杞世家》中两次提到有关陈完子孙篡齐的占卜；《田敬仲完世家》三
次提到陈完子孙篡齐；《十二诸侯年表》一次提到陈完子孙篡齐；《鲁周公世家》中卜季文子对鲁国
日后影响；《晋世家》中晋献公出猎卜“齿牙为祸”，预示骊姬乱晋；《晋世家》中梁伯卜自己孩子“男
为人臣，女为人妾”；《赵世家》中赵盾卜梦，预示自己子孙将要遭难；《外戚世家》中臧儿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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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去探讨这些占卜的真假虚实，仅从结构上来说，这些占卜都具有预先将后文的部分信
息提前透露的作用。而且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占卜均出自本纪和世家，列传中没有一
篇有此类占卜事件。与此类占卜相类似但更加简略的是对部族定居地的占卜。古代确定一
个部族定居之地是重大的事件，这除了要考察该地自然条件外，还要用占卜来确认。而这
类占卜毫无疑问带有预示未来的意义，也是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来确认的。《史记》中关于
此类占卜共出现七次，26)同样没有一件来自列传，除了《封禅书》中有两次记载外，其它
五次均出于本纪和世家。我们前边谈到过，占卜在时间上都是指向未来的，这就需要在一
定时间之后来考察其结果。占卜的这种特征使得它特别适合作为预叙的手段。而《史记》
中的占卜事件相当一大部分是关于部族定居，婚嫁，子孙命运等，而这些事件往往是关系
到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族长时间发展的，应验与否也要等到几世之后才能考察。这些事件
无疑是更适合被记录在《本纪》和《世家》中这样的编年体中。《史记》中列传的内容多
为个人的传记，很少有《汉书》中那样家族史的记录，而《汉书》中传记的家族史有一些
实际上是班固删掉世家一体，将此部分内容移入传记中而成的。这种关系到家族兴衰的预
叙自然也就少多了。
《史记》中还有一类占卜事件，在整体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情节的推动能力更大，
没有占卜，情节简直没有办法进行下去。最明显的例子来自《史记》中“赵氏孤儿”这个故
事。这个故事在《史记》中见于三处，分别是《晋世家》、《韩世家》和《赵世家》。其
中《韩世家》和《赵世家》中都涉及到了占卜：

晋景公十七年，病，卜，大业之不遂者为祟。韩厥称赵成季之功，今后无祀，以感景公。景公问
曰：“尚有世乎？”厥于是言赵武，而复与故赵氏田邑，续赵氏祀。 《韩世家》27)

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
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
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赵世家》28)

“两女皆当贵”。共有六件对子孙或家族命运的占卜，凡十一次记载。
26) 这七次记载分别是：《周本纪》中两次记载周公“卜居洛邑”；《秦本纪》中秦文公卜居“汧渭之
会”和秦德公“卜居雍”；《鲁周公世家》中周公“卜居成周洛邑”；《封禅书》中秦文公卜居“汧渭之会”
和秦德公“卜居雍”。共有三件以卜定居的事件，凡七次记载。
27) 《史记》第1866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28) 《史记》第1784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史记》中占卜事件在叙事中的结构意义(史常力) 141

赵氏被灭族后，只剩下赵武一人，他被救后一直由程婴抚养照顾；韩厥虽然也在前文中
答应过赵朔自己要做到“不绝赵祀”，但是他们的力量只是能够“存赵孤”，至于在什么时候、
通过何种途径恢复赵氏家族的地位，他们在救下赵武后并没有任何办法。在等待了十五年
之后，终于等来了这样一个机会：晋景公生病，占卜的结果发现作怪的根源是过去的大功
臣没有延续的子孙。韩厥趁机把赵氏过去的功劳历数了一遍，表示赵氏正是占卜中所说的
“大业不遂者”，通过验证占卜结果，来达到说服晋景公的目的。其实韩厥正等待着这个机
会，文中所说的“厥知赵孤在，乃曰”，就明确说明韩厥是借用这个机会，故意将赵氏说成
是“大业不遂者”。这次占卜作为天赐良机可以说来的正是时候，但我们不如说这其实是作
者司马迁故意的安排。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看这段故事的来源——《左传》中
的记载，来对比一下。《左传·鲁成公八年》对这个故事记载如下：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
括。武从姬氏畜于宫中。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
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下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者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
鳏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29)

除了故事的繁简差异外，《左传》中故事情节带有时间上的模糊性，或者说正是这种模
糊性正表示了情节发展的连续性。在这里，赵氏刚刚被灭族，似乎就因为韩厥向晋侯进言
而恢复爵位，中间没有任何波折，当然也没有占卜。这样的情节中间也自然就不需要过
渡。但《史记》中则通过明确的时间提示词告诉我们，赵氏被灭族与恢复爵位中间相隔了
十五年，经过了如此漫长的等待，这就需要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契机，来引出下边复仇的
故事。这里如果不安排这个占卜，情节如何进行下去？赵武如何能顺利复仇？任何别的情
节都不如“占卜”来得具有说服力，而且在那个时代也毫不牵强。可以说，从这件占卜在整
体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来看，这次占卜应当是司马迁为了情节顺利向前发展而专门增添的，
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整个情节的推动力。
《史记》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占卜事件，毫无疑问是具有神秘色彩的，或是宣扬宿命论的。
如果以征实的态度去分析，这类充满神秘的占卜及日后的应验，具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
是否真的属于历史存在，其实是很可怀疑的。例如《周本纪》中关于褒姒来历的一段插
叙，就充满了神秘色彩：

29) 《春秋左传注》第838、839页 杨伯峻 中华书局

1981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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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
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
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敢发之，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弃女
子出于褒，是为褒姒。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
后，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

30)

这一段将褒姒的来历神秘化，除了将她作为红颜祸水而喻为龙之口水从而隐含辱骂外，
更是有将周幽王之亡放在一个不可更改的神秘预言及历史宿命中来突显其不可抗性的意
图。这次占卜并没有将由龙漦化来的褒姒与后来在烽火台上始露一笑的褒姒联系起来，这
次在时间上横跨整个三代、绵延长达千年的预言并不具有提示下文情节的作用，更大的作
用只是为这个祸害整个王朝的女人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这个占卜与整个情节结构的联
系并不如以上那些占卜紧密，本身即为一个情节单元。但在整个叙事中也起着一定的作
用，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这个关于褒姒来历的占卜就制造了一个庞大的、不可解脱的历
史漩涡，最终将周王朝吞没。
又如《秦始皇本纪》中在始皇统治末年（三十六年），接连出现不祥的自然现象，“于是
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31) 这就完全是一个自足的情节单
元。但这件事却深刻说明了秦始皇统治末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天
怨人怒。虽然没有明确的预言，但渲染出了秦之将亡的气氛。《史记》中一件很不寻常的
占卜事件，也可归于此类。《陈涉世家》中陈胜、吴广在决定起义后，还是按照当时的习
惯去占卜。但这个“卜者”显然猜出了他们的意图，给了他们一个强烈的回应：“足下事皆
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32) 这无疑更加打消了陈胜、吴广对起义的疑虑。33) 这也
同样是一个完整的情节，在整个叙事中起着坚定主人公行为信心的作用。
以上分析的占卜事件，在整个情节中缺少结构性的作用，如果将其从叙事中单独抽出
来，因为与其他情节缺少紧密的联系，并不会影响整体结构的完整。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
立的情节，却表达了一定的意义，从属于整个叙事发展的进程。

30) 《史记》第147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31) 《史记》第259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32) 《史记》第1950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33) 而且此处司马迁安排从一个“卜者”的口中说出“然足下卜之鬼乎！”这样的话，也反映了司马迁对
占卜预言可靠性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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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再来看一类特殊的占卜事件。《史记》中所记录的占卜事件中大部分当事人都毕恭
毕敬地按照占卜得出的要求去规约自己的行为，这也体现出那个时代中人们对于占卜的态
度。可以说，重视占卜并且遵守占卜得出的结果，是《史记》中关于这方面记录的常态；
那么不遵守占卜的结论，违反占卜要求的行为，就属于常态下的变态。《史记》中共有57
件占卜事件，其中明确记载没有按照占卜结果行动的只有3件。我们考察一下《史记》中占
卜事件中这几例违反占卜要求的行为，看一下这几例变态中是否有着同一性。
第一个例子出于《齐太公世家》：

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
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34)

武王伐纣前占卜不吉，而且不仅“龟兆不吉”，而且还有“风雨暴至”这样不吉利的自然现
象出现，这些都暗示这次伐纣可能存在凶险，所以大臣们对于这个时候举兵伐纣都打起了
退堂鼓。唯独太公姜尚力主不顾占卜出现的凶兆，坚持在这个时候伐纣，最后的结果是伐
纣取得了成功。在这件事中，武王和姜尚并没有按照占卜的暗示去做，但是凶险的情况并
没有出现。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行为带有强烈的正义性，所以在本段开头特意先说了“纣杀王
子比干，囚箕子”以凸现商纣无道，并以此来表明武王行为的正义性。武王伐纣虽然有弑君
的嫌疑，虽然占卜不吉，但是武王代表了天命，代表了道德上的正义，这是无法阻挡的。
这件事中周武王违背占卜的结果反而成功，正是强调这种正义性和天命的不可阻挡性，而
天命也可以说是更高层面上的道德，或者说是遵守道德的结果：谁遵守道德，谁就拥有天
命。
第二个例子出于《晋世家》：

六年春，秦缪公将兵伐晋。晋惠公谓庆郑曰：“秦师深矣，奈何？”郑曰：“秦内君，君倍其赂；晋
饥秦输粟，秦饥而晋倍之，乃欲因其饥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晋卜御右，庆郑皆吉。公曰：“郑不
孙。”乃更令步阳御戎，家仆徒为右，进兵。九月壬戌，秦缪公、晋惠公合战韩原。惠公马�不
行，秦兵至，公窘，召庆郑为御。郑曰：“不用卜，败不亦当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为

34) 《史记》第1479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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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辂秦缪公。缪公壮士冒败晋军，晋军败，遂失秦缪公，反获晋公以归。35)

秦国与晋国开战，晋国很快处于不利形势。晋惠公在这种情况下咨询大臣庆郑，询问秦
军能够深入晋国的原因。庆郑回忆了之前晋惠公对秦国的所作所为：一是晋惠公本来是依
靠秦国的力量才能继承王位，但是他登上王位后却背叛了这种结盟关系；二是晋国闹饥荒
时秦国借粮给晋国，而秦国闹饥荒时晋国却趁机发兵攻打秦国。庆郑认为晋惠公在这次战
争之前有违背道德的行为，在道义上有负于秦国是这次战争不利的原因。庆郑这样的直言
不讳，晋惠公当然很生气，明明占卜庆郑给国君驾车“皆吉”，但晋惠公以庆郑对己不敬为
由，不肯让庆郑为自己驾车。但这次占卜很灵验，晋惠公不用庆郑果然招致了失败，自己
也被秦国俘虏。庆郑以是否遵守道德为原因来解释晋国在战争中的失利，他在这个故事单
元中就有了一种道德代表的性质；而晋献公违背“庆郑为御”这个“皆吉”的占卜结果，他拒绝
了庆郑，实际上就是又一次拒绝了向道德标准的靠拢，从而导致了对秦战争的失败。
第三个例子出于《楚世家》：

二十七年春，吴伐陈，楚昭王救之，军城父。十月，昭王病于军中，有赤云如鸟，夹日而蜚。昭
王问周太史，太史曰：“是害于楚王，然可移于将相。”将相闻是言，乃请自以身祷于神。昭王曰：
“将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祸，庸去是身乎！”弗听。卜而河为祟，大夫请祷河。昭王曰：“自吾先
王受封，望不过江﹑汉，而河非所获罪也。”止不许。孔子在陈，闻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
其不失国，宜哉！”36)

楚昭王率兵与吴国作战，在军中生病，又遇见了当时人们普遍以为不祥的自然现象，昭
王通过咨询周太史，知道这次自然现象就是针对自己的，但是可以通过“移于将相”的办法
达到免灾的目的，而且手下的将相得知情况后，也请求通过将灾害移于自身来拯救昭王。
这种出现异常自然现象，就认为是上天要降祸于天下或者君王的看法在那个时代很盛行，
而且普遍认为君王不能代替天下受到惩罚，但是大臣却可以代替君王接受惩罚，以这种原
因被杀的大臣、丞相们有很多。但是楚昭王却有着更为高尚的看法，他觉得大臣就像是自
己身躯的一部分，为了驱赶灾害而伤害大臣，就像是直接伤害自己身体一样，是不可接受
的。不仅如此，在又一次占卜得到“河为崇”的结果时，昭王还是以遵守道德为由，再一次
放弃了通过移祸于江河来拯救自己的办法。昭王这种极度重视道德、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
命的做法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肯定，孔子称赞他是一位“通大道”的明君。昭王这种做法虽然
35) 《史记》第1653、1654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36) 《史记》第1717页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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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使自己免于灾祸（他自己就死在这次率军作战途中），但他的行为感动了身边的大
臣：公子闾假意答应昭王让王位于己的要求，但却在昭王死后找到昭王的儿子，又将王位
还给了昭王之子 37)。这也应验了孔子对其“不失国”的评价。楚昭王违背了占卜的结果，自
己虽然没有逃脱死亡，但却通过在这件事中表现出的强大道德感召力量，保持了家族对楚
国王权的继续占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楚昭王这次对占卜的违背，取得了成功，而成功
的背后还是对道德的遵守。
从以上三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同为违背占卜得出的结果，遵守了道德要求，也就顺
应了天命，周武王和姜尚因而取得了成功；楚昭王则凭借表现出相当高的道德水平，成功
使后代子孙保有了楚国政权，避免了因自己死于他乡军中而可能带来的王权更替；晋惠公
先前对待秦国的行为就违背了道德要求，又因为庆郑之言逆耳，拒绝了庆郑为御的占卜结
果，也就是又一次违背了道德，因而失败。左右以上人物成败的原因其实并不在于他们是
否遵照占卜的结果，而是是否尊重当时的道德标准，是否以遵守道义作为行为准则。这就
是隐藏在这三例违背占卜结果事件后边的意义秘密。在同一类型事件背后起作用的是同样
的意义，我们就可以推断，司马迁在这里赋予事件的意义是以道德的力量来超越神秘的占
卜。
从以上对《史记》中占卜事件的定量分析及从结构方面的考察来看，《史记》中这些占
卜事件大部分均起着以预叙为主的结构方面的作用，成为构成叙事整体结构中很重要的一
环。如果将其割离，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结构的整体搭建，并且有的占卜事件对情节的顺利
进行和矛盾的解决起着不可或缺的关键推动作用。司马迁记录下这些占卜事件，与其说是
将它们作为史实载入历史，不如说是使用这些事件来更好地完成整体的叙事。另外，从对
三例违反占卜结果事件的分析来看，司马迁是将道德标准置于占卜之上的。从以上综合看
来，司马迁对占卜这类事件是信之甚少的，保留下的占卜事件也大部分有着结构上的考
虑，以担任预叙为主要作用而被纳入叙事整体之中。

37) “子闾曰：‘王病甚，舍其子让群臣，臣所以许王，以广王意也。今君王卒，臣岂敢忘君王之意
乎！’乃与子西﹑子綦谋，伏师闭涂，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为惠王。” 《史记》第1718页
中华书局
1982年11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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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本文通过对《史记》中占卜事件的定量分析，发现《史记》中占卜事件存在着时间分布
及篇章分布上的不平衡性。对造成这两种不平衡性原因的探究上，本文没有直接去探讨司
马迁关于这方面的认识和思想，而是采用了从结构角度入手的方法，即通过考察和分析
《史记》中几类占卜事件在叙事中的作用，确定它们在结构中的地位，从而得出《史记》
中的占卜事件大部分均起着重要的结构性作用这样的结论。

关键词：《史记》, 占卜, 时间, 篇章,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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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uctural meaning of the divining events’
description in the Shihchi
Shi, Chang-Li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the divining events’distribution in the Shihchi is

unbalanced both in the time and in the texts through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divining events in the Shihichi. For the finding out the causes of these two
unbalances , this paper doesn’t treat the writer’s understanding and thought about
this field, but adopts the way of structure research. ,that is ,by inspecting and
analyzing the role of the divining events’description in the Shihchi,and then we
definite how much position they occupy in the structure, so that we can get the
conclusion: most of the divining ev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ructure of
Shihc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