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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帝、炎帝及相關的古代「民族集團」，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曾是中國上古史
研究中的重要主題。當時在新的史學與民族學概念下，黃帝被認為是一個來自北
方或西方的民族集團首領，炎帝則被認為是同一民族集團中曾與黃帝爭勝的另一
支族首領。民族學的圖騰說，也被用來支持這些上古的「歷史事實」；黃帝等被
認為是「龍」圖騰的部族，相對於東方以鳳鳥為圖騰的太皞等部族。 1 略晚，殷
墟發掘與相關古文字與古史的探討，為後來的中國上古史研究開創了一條康莊大
道——「科學史學」從此成為史學研究主流。此後中國歷史學者的注意力很少及
於夏代之前。更不用說，除了一些非學院的研究興趣外， 2「黃帝」也被認為是屬
虛無飄渺而乏人問津了。他被歸類於「神話人物」，或如顧頡剛所言，層累造成
的神話的一部分。「神話」相對於強調「真實過去」的歷史而言，被認為是虛
構、想像的，因此追求「史實」的學者們自然對此不肖一顧。
然而例外的，近代史研究者沈松僑先生近年發表一篇有關黃帝的論文。這篇
文章的研究角度，完全不同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研究古代民族集團的歷史學者之觀
點。簡單的說，無論是採血緣主義或文化主義，近代以來中國歷史學者強調的都
是以黃帝為共同起源的延續性歷史；一個「起源」沿續為當今血緣與文化上的中
國人，或中華民族。 3 沈先生所強調的卻是「歷史」的斷裂、創造與想像；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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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一個過去的皇統符號，在近代國族主義 (nationalism) 下被中國知識分子集體
建構為中國人的共同祖先。沈先生引了大量清末民初史料，說明在西方國族主義
的衝擊下，部分漢人（與少數滿人）知識分子，包括革命派與立憲派人士，選
擇、想像黃帝為所有中國人的祖先。 4 這個研究說明，許多近代學術活動都是
「國族主義」下的集體回憶。在此集體回憶中，民族「始祖」與其他「民族英雄」
被選擇、塑造，以應和國族建構與凝聚國族認同。我認為，無論是對於中國國族
主義下的古史建構，或是以新方法探求史實，沈著都是一篇重要的論文。
熟悉西方當代學術潮流者，對這樣的研究取向應不陌生。社會學與人類學有
關記憶與認同的研究，曾引發西方歷史學者對近代國族認同與相關文化建構的討
論。學者指出，當代人們認爲是相當老的國族，其實是國族主義下知識分子集體
建構的「想像群體」；一些被認為是「古老的」傳統文化，也經常被認為是近代
國族認同下的文化建構。 5 依循「想像群體」與「傳統建構」之論述模式，近年
來有些西方歷史與人類學者也以此解構「中華民族」、「中國少數民族」，以及
相關「歷史」或「民族史」的近代建構。 6「黃帝子孫爲晚清中國國族建構下中國
知識分子集體想像」之說，便是此種分析模式下之產物。
我們可稱之為一種「近代建構論」。持此論之學者，認為在近代國族主義與
相關學術知識（民族學、語言學、體質學等）的引領下，世界各地都曾發生一個
「國族化」（及連帶的現代化）過程。我們當前的國族認同，以及國族下的民族區
分，以及相關的語言、體質、民族與歷史知識，都在此過程中被建構起來。重溯
此建構過程，可說是一種「後現代」(post-modern) 醒覺與認知下對「近代的」
(modern) 國族與相關知識的解構。然而，「近代建構論者」只是解構近代以來被
建構的「歷史」與「國族」，他們或完全對「古代史實」毫無興趣，或將「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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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ond, “Defining the Miao,”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3-

ͳځᰅ

以前的歷史」簡化為一同質的、停滯的狀態。如此一個同質的「古代」突顯了近
代的變遷——也因此，在許多學者眼中「中國國族」在近代以前是不存在的。
此種理論原來便有以「近代」割裂歷史延續性的缺失。歷史學者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曾對此提出批評。他指出，近代國族是歷史上各種不同的、相互
辯駁的論述，與近代國族國家體系之間的對話與妥協產物。 7 事實上，「黃帝後
裔」或「炎黃子孫」便提供了一個探究此問題的絕佳場域。沈松僑先生在前引文
中也承認，先秦以來，華夏及其周邊人群常試圖假借黃帝來改變「中國」的族群
邊 界 。 8 Patricia Ebrey 研 究 「 姓 」 與 「 漢 人 認 同 」 之 關 係 ； 她 指 出 ， 由 於 得
「姓」及一可溯及著名遠祖的家族歷史，許多非漢人群在歷史上成為漢人。她也提
及，在唐宋時期，這些家族歷史中最後被溯及的始祖常是炎帝與黃帝。因此她認
為「追溯黃帝為始祖」，並非如部分學者所認為起始於二十世紀中國國粹派史
家，而是此始祖意象在中國已有很長久的歷史。 9 我認為這是篇值得重視的論
文；不僅指出近代之建構自有其古代基礎，更重要的是，表現一種歷史人類學的
「漢族」研究——以「姓」與家族記憶當作一種「土著觀點」，以各種史料與族譜
作為田野以探索「漢人」的本質。
近年來，我一直在文獻與當代羌族兩種田野中作研究。我所從事的研究，是
從「歷史記憶」中探索羌族、漢族與中華民族的本質，及相關的歷史變遷。這也
是對「華夏」或「中國人」的一種邊緣研究；由華夏邊緣的形成與變遷，來探索
華夏或中國人的本質。在本文中我將以中國家族記憶的發展，來探討「炎黃子
孫」族群意象的歷史變遷，藉此也對我自己由邊緣理論解釋華夏形成與變遷的
「華夏邊緣」之說作一實證與補充；以及，作為對沈著及 Patricia Ebrey 文的續貂
之作。簡單的說，我認為在漢代或更早，黃帝的確只與帝王或少數古帝王族系有
關。然而在戰國時及此後，由於一種普遍的心理與社會過程——攀附——在「血
緣」記憶或想像上可與黃帝聯繫上的人群逐步往兩種「華夏邊緣」擴張：政治地
理的華夏邊緣，以及社會性的華夏邊緣。最後，在此歷史記憶與歷史事實基礎
上，並在國族主義影響下，晚清知識分子終於將黃帝與每一個「中國人」繫上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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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血緣關係。也就是說，清末諸賢的確受西方國族主義之影響，重新集體回憶
黃帝並賦予新的意義，以創建中華民族。然而，如果不以「近代」斷裂歷史，我
們可以發現一個「族群想像」可以經歷兩千年而形成當代的「炎黃子孫」。
這篇論文的主要目的並非反駁「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之說。相反的，我同意
近代的確有一國族建構與相關文化建構過程。本文只是以「炎黃子孫」為例說
明，「古代」並非如近代建構論者所認為的「同質」；所謂「近代建構」只是長
遠的歷史建構與想像的一部分，而近代「中華民族」之形成，也基於一長遠的
「族群形成過程」(ethnic process)。藉此，相對於後現代主義學者注意的歷史斷裂
與建構，我強調一種歷史的沿續性。這個歷史，自非是國族主義下的歷史，而是
一個「華夏邊緣」研究角度下的歷史。

ጼ઼Ҍ႔ܐॡഇ۞เޓ
黃帝出現在中國文獻記憶中，較可靠的時間大約是在戰國時期。西周金文中
追美祖先，最多及於文王、武王；春秋時的齊國器叔尸鐘，才提到成湯、禹。戰
國時齊國器，陳侯因資簋，其中才出現「高祖黃帝」之語。 10 在成書於戰國至漢
初的「先秦文獻」中，黃帝逐漸廣泛被提及；其多元本質也在這些相關述事中出
現、開展。起先，他在許多文獻中都是一古帝王，與伏犧、共工、神農、少皞等
並舉，並未有各個氏族或部族共同祖先之意。然而到了漢初司馬遷寫《史記》
時，黃帝已成為他心目中信史的第一個源始帝王，且為夏、商、周三代帝王家系
的共同祖先了。這正是許多學者都曾注意的，黃帝多重面貌中的兩面——某些家
系的始祖，以及，統治一時代或諸部族的帝王。 11 黃帝如何在戰國到漢初之間，
由眾帝王之間脫穎而出，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我們可以將戰國至漢初的中國古文獻皆視為一些社會記憶，由其述事之文本
變 化 中 探 索 「 黃 帝 」 之 多 元 隱 喻 ， 及 影 響 這 些 社 會 記 憶 的 社 會 情 境 (social
context) 及其變遷。首先，在許多戰國至漢初的文獻中，黃帝只是許多古帝王之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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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alogical ancestrality)Ăࠎ˟ቑ( ّͳޓparadigmatic emperorship)ĂΩ˘ࠎৠّ
۞เޓć֍ Charles Le Blanc, “A re-examination of the Myth of Huang-ti,”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13/14 (1985-86): 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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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他代表統治一個部族或一世代的帝王。如《左傳》中記載，春秋時之郯子記
述各個古帝王氏族；其中「黃帝氏以雲紀」，相對於以火紀的炎帝氏，以水紀的
共工氏，以龍紀的太皞氏，及以鳥紀的少皞氏。 12 以此而言，黃帝只是許多部族
首領之一，未有特別之處。然而，另一文獻《國語》則稱：「有虞氏禘黃帝而祖
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
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13 這是直接以黃帝作為虞、
夏、商、周四代帝王家族的共同祖先了。
在有些文獻裡，這些古帝王被排列在線性的歷史中。在《管子》一書中他是
許多受天命而得封禪的古帝王之一。 14 在同書另一篇章中，黃帝也是開化天下的
古帝王之一；前有虙戲、神農（或亦有燧人），後有夏、殷、周人。 15 於此，以
及類似記載中，黃帝的象徵意義都是：相對於美好純樸的古代，他代表一個較複
雜的近代世界之始。如在《商君書》中，相對於「男耕而食，婦織而衣」的神農
世代，黃帝則「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妻妃匹之合；內行刀鋸，
外用甲兵」。 16《周易》中則記述一個人類文明進化過程；「黃帝、堯、舜」代
表「後世聖人」，出現於古代或上古的包犧氏與神農氏之後。 17 在這些文本中，
黃帝皆隱喻著文明開創者之意。《莊子》中所載「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
心」； 18 也是以黃帝來指涉一個新世界的開端。雖然對老莊者言，這也是混亂腐
敗世界的開始。
黃帝在戰國文獻中的另一意象則為，以戰事、征伐平定天下的帝王。如在
《左傳》中記載，有卜者得「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此兆為有利於軍旅之事。 19
《莊子》之中也有記載稱，黃帝不能遂行德業，而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20 更多
的戰國文獻記載黃帝與炎帝之戰事，如《淮南子》所載：「兵之所由來者遠矣，

12

Įν็įߌ17Ą
Į઼ᄬį4ĂጆᄬćᙷҬ۞ྶ˵֍ٺĮᖃįڱඈ͛ᚥ̝̚Ą
14
Įგ̄į50ĂދᒪĄ
15
Įგ̄į84ĂᅅࢦφĄ
16
ĮથӖ३į18Ă൪ඉĄ
17
ĮٽįᘭᙜĄ
18
Įఄ̄į4ĂγቔĂдފĄ
19
Įν็įဆ25Ą
20
Įఄ̄į9ĂᗔቔĂ൸⎍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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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 21 其它如，《列子》中記載稱「黃帝
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鷹、鳶為旗
幟」；《孫子》稱「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鶡冠子》中稱
「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黃帝百戰，蚩尤七十二，堯伐有唐，禹服有苗……」等
等， 22 都將黃帝視為戰事之代表與征服者，黃帝世代作為天下兵戎交征之始。
在戰國文獻中，最常與黃帝相提並論的古帝王便是神農，以及炎帝，或兩者
為一。前面所提及黃帝的幾種角色，都與神農或炎帝有關。如神農或炎帝為先於
黃帝世代的帝王，代表較原始、質樸或析亂的時代。如炎帝是敗於黃帝之手的古
帝王，黃帝因此也代表征服者，或代表一個大動干戈兵刀的時代。在《國語》之
中，黃帝與炎帝又有較特殊的關係。《國語•周語》中記載，鯀、禹與夏人之
後，以及共工、四嶽與各姜姓國，「皆黃、炎之後也」。根據此記載，黃帝與炎
帝的後代都曾犯下錯誤，但也曾合作克服水患。《國語•晉語》中記載，「昔少
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
帝為姬，炎帝為姜。」同文又稱，黃帝、炎帝兩人動干戈，就是因為兩人異姓則
異德，異德則屬「異類」。因此在《國語》之中，黃帝與炎帝兩系的關係是分立
的（異姓、異德、異類），是合作的，同時也是對抗的。這樣的關係，表明於此
文獻中所載炎、黃二人的「弟兄」關係之上。
我曾在川西岷江上游地區，研究當地羌族村寨中流傳的「弟兄故事」。此種
故事產生於特定社會情境，且有其結構化之述事方式。譬如，一山溝中有三個寨
子，寨中村民說起本地三個寨子住民的起源時常說，「從前有三個弟兄到這兒
來，他們分別成為三個寨子村民的祖先…」云云。我曾指出，「弟兄故事」是一
種歷史心性下的歷史述事，以始祖間的「弟兄關係」來說明當前既合作又對抗的
幾個親近村寨人群的「共同起源」。與此相對的另一種歷史心性便是，以一「英
雄祖先」為起源，並描述其征服四方經歷的歷史述事。 23
無疑，在戰國時期，居於政治社會上層的歷史書寫者已被「英雄祖先」歷史
心性所掌控；這說明，為何我們在許多先秦文獻中都常見到黃帝、炎帝、少皞、
21

Įஏ̄ݑį15ĂһரĄ
ĮЕ̄į2ĂเޓቔćĮग̄į9ĂҖćĮ㌱݄̄į˭ס12Ă͵һĄ
23
ͳځᰅĂĲॲૄ።Ϋ——ۮ۞ԙΈ߇ְĳĂĮॡมă።ΫᄃጸįĂเᑕෳበĞέ
ΔĈ̚δࡁտੰϔጯࡁտٙĂ1999ğĂࢱ283-341ćͳځᰅĂĲ።Ϋְ၁ă።Ϋጸᄃ
።Ϋّ͕ĳĮ።Ϋࡁտį5 (2001)Ĉ136-147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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顓頊等等「英雄祖先」。然而，《國語》「晉語」中的這個記載似乎也說明，當
時作者仍存有「弟兄故事」此歷史心性，因而會創作出炎、黃為兄弟的歷史述
事。無論如何，我們知道在戰國時知識菁英的認知中黃帝為姬姓；此自然由於姬
是尊貴的周天子家族之姓。姬周與姜姓之族，又是姻親，又是盟友，最後又是敵
人；姜姓申侯勾結犬戎作亂，結束了西周在渭水流域的基業。這些，也是戰國時
人深刻的歷史記憶。西周時期姬與姜之間親近而又對抗的關係，或許便是《國
語》相關篇章作者認為姬姓黃帝與姜姓炎帝為「兄弟」的歷史記憶背景。無論如
何，先秦文獻中炎帝（或神農氏）與黃帝之間的親近關係，其述事的寓意之一在
於以炎帝來襯托黃帝的歷史意象——以炎帝時天下之崩亂、原始、質樸，以及炎
帝的傳說性，相對襯托黃帝所代表的統一、文明、進步與其歷史性。學者們常強
調黃帝作為許多事物與人群「創始者」之意象。但我們不能忽略，當戰國至漢初
學者將炎帝（或神農氏）與黃帝相提並論時，黃帝也代表一種「當代」與「過
去」之間的「斷裂」。
在戰國晚期五行說的影響下，黃帝又代表居於中央的土德帝王。如《淮南
子》所載，相對於南方屬火的炎帝以及西方屬金的少昊等等，黃帝為居於中央之
帝，屬土，「其佐后土，執繩以制四方」。 24 由黃帝之佐執繩以制四方看來，此
時在「五帝」之中黃帝已居主宰地位。《莊子》中稱：「世之所高莫若黃
帝……。」 25 ——亦可見此時黃帝已有超越其它傳說古帝王的地位。
無論如何，戰國末至漢初，可說是許多「思想家」嘗試整合上古諸帝王的時
期。這樣的作為，也是一種歷史想像；其產生的社會情境與秦漢中國的政治統
一，以及「華夏」認同的明確化，是密切相關的。也就是說，此時由於各地人群
在政治與社會文化上的交流，由黃河中下游到長江中下游的「華夏」間產生了一
體感。整合上古諸帝王，也就是將各地域的、各個部族的祖先結合為一個整體。
無論是世代演化說，或五行之說，或炎、黃為弟兄說，或是古帝王征伐相代說，
或黃帝為四代共祖之說，都是以「過去」來詮釋當時華夏這個「想像群體」的歷
史述事 (historical narratives)。無論是那一種詮釋，黃帝都逐漸得到一個特殊的地
位——在征服相代說中，他是主要的征服者；在五行說中，他居中制四方；在世
代演化說中，他是由蒙昧到文明的轉戾點。更不用說，在以黃帝為虞、夏、商、

24
25

Įஏ̄ݑį3Ă͇͛Ą
Įఄ̄į9ĂᗔቔĆ൸⎍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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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共祖的歷史建構中，他成為各代統治家族的血緣起點。
在此，有幾點值得我們深思。首先，在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中，中國知識分子
曾以黃帝作國族之「始祖」、「戰神」等隱喻；事實上，此種黃帝隱喻與想像早
已出現在戰國末至漢初的華夏社會上層之間。其次，以「黃帝後裔」或「炎黃子
孫」為隱喻之近代中國國族想像，也是一個以「英雄祖先」為起始的族群線性歷
史想像。然而如前所述，此種以「英雄祖先」為起始的線性歷史，最晚在戰國晚
至漢初時期也出現了。黃帝與曆法或曆法起始的關係，亦以黃帝隱喻一個線性、
量化歷史時間的起始。第三，學者常指出，在近代國族主義之下，知識分子一方
面強調古老的文化傳統與祖先起源，一方面強調國族之創新性，及其與過去之間
的「斷裂」。 26 我同意這個看法，我也曾以「羌族婦女服飾」的例子，說明此種
國族主義特色。 27 然而由戰國至漢初的黃帝論述中，「黃帝」一方面成為時代開
創者，與文物之創造發明者；另一方面，他與炎帝及炎帝時代間有明顯的對立與
斷裂。這些都可以讓我們思考，是否某種類似「國族」之新認同，此時已出現在
戰國末至漢代之間的古代中國？當然，即使如此，它與今日之「中國國族」仍有
相當差別。

ĮΫį̚۞เཱྀޢޓ
西漢時司馬遷所著的《史記》，其中有關黃帝之論述，綜合了戰國末以來華
夏知識精英整合上古諸帝王的種種嘗試。此文獻之〈五帝本紀〉中稱黃帝為少典
之子，姓公孫，名軒轅。他生於神農氏之末世，曾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打敗炎

26

27

дܕĶ઼઼छķĞnation-stateğໄ̚هĂੵ˞ͽВТ۞Ķ࿅ΝķჸϔјࣶγĂᔘ
ૻአѩཏវ̝ĶซՎķᄃĶன̼ķĄPrasenjit Duara дү̚അ೩̈́Ă઼ཌྷ˭۞
ቢّ።Ϋ˘͞ࢬૻአҋΟͽֽ።Ϋ۞ڻᜈّĂ˘ࢬૻአ็ᄃனม۞ᕝෘćӈѩ઼
ཌྷ̝˟̮পّĄд Partha Chatterjee ၆О઼ޘཌྷ۞ࡁտ̚Ăܑܮனд͵ࠧĞۏኳ
۞ăซՎ۞ăҘ͞۞ᄃշّ۞ğᄃछĞჟৠ۞ă็۞ăώ˿۞ᄃّ̃۞ğ۞ડ̶̝˯Ą
֍ 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25-29.
ͳځᰅĂĲۮ̃ڇĈ˘࣎Ķϔ̼ķ࿅۞ּ̄ĳĂĮ̚δࡁտੰ።Ϋᄬ֏ࡁտٙ
ะΏį69.4 (1998)Ĉ841-885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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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又率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擒殺蚩尤，因而得代神農氏為天子。文中又稱黃
帝在得天下之後，「披山通道，未嘗寧居」；他的征途，東至于海，西至空桐，
南至于江，北逐葷粥。文中又提及，黃帝時之官名皆以雲命，因稱黃帝為雲師，
並記載黃帝封禪、獲寶鼎、迎日推筴（制曆）等事。該文又稱黃帝有「土德之
瑞，故號黃帝」。最後，「五帝本紀」記錄黃帝之子孫——玄囂、昌意為黃帝之
子，顓頊為黃帝之孫，帝嚳為黃帝曾孫，堯為帝嚳之子，舜則是顓頊的七世孫。28
我們可以從上述許多戰國至漢初時期有關黃帝之論述中，找到《史記》這個
有關黃帝之文獻取材根源。然而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文本，它經過司馬遷蒐集
裁剪資料、編排書寫，成為一篇有社會功能與有目的之社會記憶，最後在某種社
會與政治情境中被保存下來。而此種由選材、製造到使用、保存的過程中，都蘊
含與表現作者在其時代與社會背景中的認同、區分與相關情感。 29 以「選材」與
「製造」來說，司馬遷顯然承繼並發揚一個以英雄聖王為起始的線性歷史，以結束
一個亂世的征服者黃帝為此歷史（時間）的起始，以英雄征程來描述英雄祖先所
居的疆域（空間），以英雄之血胤後裔來凝聚一個認同群體（華夏）。在「使
用」的層面上，此「黃帝」社會記憶之流傳﹐強化一體的華夏認同（以及華夏與
戎狄蠻夷之區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區分﹐以及兩性之區分）。最後，司馬遷
所建構的「黃帝」記憶被後世華夏不斷的回憶﹑重述與再製（再組合與再詮
釋），因此得到保存（以及相對的造成其它祖源記憶的廢棄與失憶）。
由《史記》的其他篇章中，更能看出「黃帝」記憶在界定或凝聚「華夏」上
的功能。如在三代帝王「本紀」中記載，夏禹是黃帝的玄孫，殷契之母是帝嚳次
妃，周始祖棄之母則是帝嚳元妃。而黃帝及其子孫，包括夏、商、周三代王室及
其支裔，又是東周華夏諸國王室的祖源。值得注意的是，東周時期在華夏政治地
理邊緣其民多為「蠻夷戎狄」的諸國，據《史記》記載，其國君也自稱是黃帝之
裔。如，對春秋時偏居東南的吳國，《史記》有如下記載：
ӓ͉ұĂ͉ұԙЅĂ࠰̝̄ͳ͉Ă҃ͳ؞።̝Έ˵Ą؞።ኰĂ҃ѣཐ

28
29

ĮΫį1/1ẶޓώࡔĄ
ԧഅͽາ҂Οጯछଣտ҂Οጡࠎڱ̝ۏಔĂޙᛉ˘͛ώ̶ڱ͞۞ژć̶͛࣎˘ژώϤפ
ՄăᄦౄĂזజֹϡăܲхᄃᆿୢ۞࿅̚Ăٙពன۞ࡦޢଐဩ (context)ĄͳځᰅĂ
Ĳ።Ϋ͛ᚥ۞ۤົጸണዶώኳᄃளּࡁտ——҂Οጯ۞ᔳಔĳĂĮϔ઼ͽֽ۞Ϋफ़ᄃΫ
ጯįĞέΔĈ઼ΫᐡĂ1998ğćͳځᰅĂĲ።Ϋְ၁ă።Ϋጸᄃ።Ϋّ͕ĳĂĮ።Ϋࡁ
տį5 (2001)Ĉ139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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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پĂ͉ͳ୬ϲ؞።ͽ̈́پĄ͉ߏٺұăЅ˟ˠ˜؋ਥ៌Ă͛֗ᕝጀĂ
ϯ̙ϡĂͽᔖ؞።Ą؞።ڍϲĂߏࠎͳ؞Ă҃ͳ͛ࠎپĄ͉ұ̝؋ਥ៌Ă
ҋཱིήӓĆਥ៌ཌྷ̝Ăଂ҃ᕩ̝˼ዶछĂϲࠎӓ͉ұČČĄҋ͉ұүӓĂ
̣͵҃ͳڠҹইĄ˟ࠎޢދĈཱ˘Ăд઼̚Ă˘ӓĂд៌лĄ 30
因此春秋末期的吳王自認為，也被當時的華夏認為，是姬姓之國。與吳相敵
的越國，在《史記》中其國君則為「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因此也
是黃帝之裔。 31 對於西方被視為戎狄的秦人，《史記》對其王室之祖源也有如下
記載：
২̝АĂޓᗡ̝ࡺཱྀगẴ͠௳Ą̃௳ᖐĂϛ౧ӉẴ௳ӌ̝ĂϠ̄
̂ຽĄ̂ຽ̝̄͌פẴ͠රĄ̃රϠ̂Ăᄃࡈπͪ˿ČČĄኲؖ
ጮͩĄ̂Ϡ̄˟ˠĈ˘̂͠ຆĂ၁౧ܸͩć˟͠ࡶ͢Ă၁ͩĄϛग
͠پĂ̄गٕд઼̚ĂٕдлղĄ 32
如此說來，秦人算是黃帝後裔的姻親，也曾輔佐黃帝的後裔。然而，如果這
是秦人自我宣稱的祖源，那麼這樣的祖源也可謂是一種選擇性記憶——知有母不
知有父，藉以與黃帝繫上血緣關係。
關於南方曾被視為蠻夷之楚國，《史記》也將之繫於黃帝後裔。其說如下：
̝Аয়ҋޓᗡวćว۰Ăเ̝ޓगĂپຍ̝̄˵ĄวϠჍĂ
ჍϠסౢĂסౢϠࢦጌČČ͠㉑ޓৡᏉĄČČͽԙӓаࠎࢦጌޢĂೇ
ͫاϒĂࠎৡᏉĄӓаϠౙĆౙϠ̱̄ˠĂ࣠҃யĄܜĂ˘͠
ٿӍĂ˟͠ણࡧĂˬ͠ೆয়Ăα͠ົˠẶؖ͠Ă̱͠ా؞ĂؖۯĂ
˵ޢČČĄా؞ϠڷܢĂڷܢϠϱႩĄ̚ޢĂٕд઼̚Ăٕд៌
лĂτਕࡔ͵Ą 33
北方之魏，《史記》中亦稱其公室為畢公高之後。「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
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
狄。」 34
在《史記》中這許多的「族源」記錄中，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這些
30

ĮΫį31/1Ăӓ͉ұ͵छĄ
ĮΫį41/11Ăͳήኹ͵छĄ
32
ĮΫį5/5Ă২ώࡔĄ
33
ĮΫį40/10Ă͵छĄ
34
ĮΫį44/14Ăᗬ͵छĄ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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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部族起源述事的書寫模式，似乎是在原來各部族的「族源」之前添加一個與黃
帝相關的起源。《史記》有關吳、楚兩國王族源流記載中，都有一些相當長的父
子相承譜系記錄；這些看來都較像是本土族源記憶，並與同一記載中之「起
源」——與黃帝有關的族源書寫——之間有斷裂、不銜接的跡象。 35 又如，不同
於夏帝系之「父系祖源」書寫，殷、周祖源在此是以「母為帝嚳之妃」與黃帝產
生聯繫；此應是在殷、周兩族「母系祖源」的族源述事上，添加上了黃帝血緣記
憶而成。商周與夏之王室族源述事模式差異，也顯示三代「共祖」之說的虛構
性。
第二，幾乎是毫無例外的，各族群「起源」都始於一位「英雄祖先」。顯然
有些曾流傳的「兄弟故事」，如炎、黃為兄弟之說，被司馬氏放棄。有些則被納
於英雄祖先「歷史」之中；如〈楚世家〉中所稱的昆吾、參胡、彭祖等部族之祖
為兄弟（陸終之子）之說，如〈秦世家〉中的鳥俗氏與費氏兩部族祖先為兄弟之
說。第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史記》有關吳、秦、楚、魏之族源述事
中，司馬遷都解釋說，其子孫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夷狄。如此便將這些原被華
夏視為蠻夷戎狄的華夏邊緣族群，藉由「黃帝子孫」而納入華夏之內了。不僅如
此，《史記》中如是之記載，更成為華夏與非華夏間一個開放的、模糊的邊界，
使得後世許多邊緣之非華夏得以假借此記憶成為華夏。總而言之，司馬遷不只是
參考戰國至漢初作者們的作品，來完成《史記》中有關「黃帝」的述事。更重要
的是，承繼自戰國至漢初的「華夏」概念，引導及影響他有關黃帝「歷史」的取
材與書寫；相應的，他有關黃帝的「歷史」書寫（再建構），更進一步定義與詮
釋了「華夏」概念。
最後，我們必須釐清這樣的「華夏」認同之本質；黃帝論述仍是一個很好的
線索與指標。簡單的說，我們可以將戰國至西漢之作者們（包括司馬遷）當作人
類學田野中的「土著」，看看「土著」們如何追溯其祖先，或他們認為誰是此共
祖的後裔。以此而言，首先，顯然此時黃帝的血液只流入三代、春秋戰國以來許
多的大小封國之邦君家族及其支裔之中，並以「姓」作為此血緣聯繫的符記。所
以，戰國至漢代雖然有「華夏」認同，然而此與今日「每一中國人皆為炎黃子
35

ᛊтĂĮΫįٙྶӓ઼̝ᙉր̚Ăពѣ̙Т۞͵րĄϤ͉ұؕĂѝ۞αˠЩ
̚ౌѣұăЅăץă؞ඈჍཱིćߏˠ۞Щ௫ܸĄѩုזޢေВỊ̏Ăኜͳ۞Щ
фౌᄃˠЩ௫ܸᙯć˘ొ̶ޝΞਕߏࣧ̚צරआᇆᜩ݈Ăѩछࣧѣ۞ώ˿
ጸ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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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之認同概念仍有一大段距離。其次，在《史記》有關黃帝之歷史述事，及以
黃帝為祖源的各國歷史述事中，「歷史」不只詮釋「血緣」，也詮釋其政權與領
土的合理性。因此可以說，在漢初時期，以黃帝記憶來界定與理解的「華夏」與
「中國」其含義是相近的；都蘊含著血緣、政權與領域三者一體之隱喻
(metaphor)。第三，如果我們以「黃帝記憶」的擴張來思考「華夏化」問題，那麼
由戰國末到司馬遷的時代，知識菁英們所關心的除了各封君家族外，似乎只是
「華夏之域」或「華夏之國」而非「華夏之人」。也就是說，在吳、越、楚、秦等
華夏邊緣之地，黃帝血脈只及於各地統治家族；此祖源記憶中的政治權力與領域
隱喻，強化或改變各國統治家族原有的對「地」與「人」的政治威權，如此其
「地」自然被涵括在華夏之域中。在此域中之民最初並非透過「血脈」，而是受
「教化」，逐漸由「蠻夷戎狄」而成為華夏。至於在華夏的核心地區，似乎在春秋
戰國時也非所有的民眾皆有姓；至少在作為社會記憶的文獻書寫中，此時他們絕
大多數是沒有聲音的人群，因此也無由與黃帝牽上血緣關係。
如此黃帝記憶所界定的「華夏」或「中國」之人，與今日以「炎黃子孫」所
界定的「中國人」或「中華民族」，其間自然有相當距離；其距離主要是後者在
兩種「邊緣」上的擴大。一是，在政治地理邊緣上，今之「炎黃子孫」比漢代
「黃帝之裔」之範圍更向外推移。二是，在華夏域內的社會邊緣上，今之「炎黃子
孫」比漢代「黃帝之裔」之範圍更往社會下層擴大。以下我將說明，這兩種邊緣
的變化都不只是近代國族主義下的創造，而有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推動此兩種
邊緣人群認同變化的主要途徑，便是華夏邊緣人群對黃帝的「攀附」。

රआ߆ڼгநᙝቡ۞เޓᘆܢ
!

在前節我曾提及，據《史記》記載，春秋時吳、越、楚、秦、魏等國統治家

族的祖源皆與黃帝有關。吳、越、楚、秦在東周時常被中原華夏視為蠻夷；魏與
戎翟可能也頗有淵源。 36 若這些祖源記憶，在東周時期也是以上諸國王室或公室
36

ੵ˞ĮΫį̚Ⴭᗬ̝ؕয়ல̳۞ޢĶٕд઼̚Ăٕдлղķ̝γĂТ३˫ჍĂдᗬ
ඟࠎѩ̝ӖॡĂ༊ॡ۞ॢ̳അϡĶѕăჶķĂѕăჶЯѩᏐॢٺܢĄ˵ពϯᗬᄃ
ѕჶΞਕѣྵᏐ۞ܕᙯܼĄᙷҬ۞ཏ߆ڼĂ˵֍ٺҘॡͳഅያϦ̝ܭֽҘѕ۞
ְּć֍ͳځᰅĂĮරआᙝቡĈ።ΫጸᄃཏᄮТįĞέΔĈ̯̼͛Ă1977ğĂࢱ
217-220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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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宣稱的族源歷史，那麼可以說，在東周時已有華夏邊緣族群直接或間接以攀
附黃帝來成為華夏了。無論如何，《國語》是中原華夏之人的著作；我們在以上
邊緣諸國的銅器銘文或本土文獻中，都很難找到溯及黃帝或顓頊、高陽等黃帝後
裔的本土記憶。 37 因此即使有如《國語》〈吳語〉中，吳國之君口口聲聲稱華夏
各國為「兄弟之國」，稱周天子為「伯父」等等之記載，仍不足以充分証明在春
秋時這些國家的統治家族已自稱是黃帝之裔了。或者說，當時的中原華夏想像一
些邊緣強國為黃帝之裔，這也是一種「攀附」。此種「攀附」（華夏想像流落在
外的祖先後裔），也引起邊緣族群的「攀附」（非華夏想像或假借一個華夏祖
先）。 38

႔ॢॡഇҘ͞ླྀˠ۞เޓᘆܢ
華夏邊緣人群對黃帝的攀附，更清楚的表現在漢晉時期「蜀人」的例子上。
近年來喧騰的廣漢三星堆文化，證明在相當於中原的商周時期或更早，蜀地已有
相當昌盛的文明，與具相當規模的政治體。我在過去的著作中曾提及，廣漢三星
堆文化有一重要歷史意義被許多學者們忽略了；由漢晉蜀人對本地的文獻記憶看
來，當時他們已遺忘了這文化所代表的本地古文明。 39 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如何
遺忘？為何遺忘？
西漢末，在蜀人揚雄所著的《蜀王本紀》中，便表達了當地人對古蜀君王的
「失憶」。該文稱︰「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萌椎髻
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蜀王之先名蠶
叢，後代名曰柏濩，後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

37

38
39

ӓăăᗬඈ઼̝ጡۏᅛ͛̚Ăͻ໖ᅈয়۞ྤफ़ĄĶ২̳ᛗķᅛ࡚͛য়АĂΪ೩ז
̳͛ăᐖ̳ăጳ̳ඈĄസܜݑՒ̄ᇅऱ˿ش३೩̈́ĶৡᏉķćΒ̋ᖎ̚Ă೩̈́Ķҁ
ආķăĶৡᏉķඈĄҭ˯͛ᚥ̚ౌϏ೩̈́Հѝ۞઼য়АĄЯѩֱߋࡌጼ઼ॡᙝཱྀ̝
઼ĶࠎเཱྀޢޓķĂ̪ͻΞྤ۞ځώ˿ጸĄ࠹ᙯણ҂͛ᚥĂ֍ĂՂጯ๔ĂĲኢΒ̋
ᖎ̚˘Аয়ЩĳĂĮ͛ۏį1988.8ē87-88ĒĲኘৡᏉˣؖĳĂĮѯ႔ኢጪį1980.2ē7477Ą
ͳځᰅĂĮරआᙝቡĈ።ΫጸᄃཏᄮТįĂࢱ279-284Ą
ͳځᰅĂĲ።Ϋ͛ᚥ۞ۤົጸണዶώኳᄃளּࡁտĈ˘࣎҂Οጯ۞ᔳಔĳĂĮϔ઼ͽֽ
۞Ϋफ़ᄃΫጯįĞέΔĈ઼ΫᐡĂ1998ğĂࢱ21-23ćͳځᰅĂĲ።Ϋְ၁ă።Ϋጸᄃ
።Ϋّ͕ĳĂĮ።Ϋࡁտį5 (2001)Ĉ136-147Ą

-14-

ኢᘆܢĈۆܕเ̄ग઼ޙၹ۞Οૄᖂ

化去。」 40 在這段文字中，「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是將本地的「過
去」蠻荒化。作者稱，「從開明已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及「此三代各數百
歲，皆神化不死」，是將本地的「過去」神話化。最後，「其民亦頗隨王化去」
之語，是直接切斷當今（漢代）蜀人與這些古人間的聯繫。將本地之過去（歷
史）「蠻荒化」、「神話化」，並切斷與本地過去人群之關係，這便是漢代蜀人
遺忘「過去」的途徑之一。!
遺忘過去更積極的途徑便是建立新的歷史記憶。《史記》中稱：「蜀之先，
肇於人皇之際。黃帝與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立，封其支庶于蜀。歷虞、
夏、商。周衰，先稱王者蠶叢。」 41 這是將「蠶叢」納入一個「可信的」線性歷
史之中。這歷史的起點，便是黃帝。約成書於戰國至西漢的《世本》中也記載：
「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無姓。相承云，黃帝後。」 42 以此來說，蜀人在此時
也自稱為黃帝後裔了。!
蜀人對黃帝的攀附，更間接透過黃帝後裔——「禹」。《蜀王本記》中稱，
「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晉人常璩在《華陽國志》中也稱，在蜀之廣
柔縣，「郡西百里有石紐鄉，禹所生也。」 43 揚雄、常璩、譙周等，都是巴蜀之
人。蜀人的本土感情及相關歷史記憶，更表露在《三國志》秦宓之傳記中。該文
記載，秦宓為蜀郡廣漢人；時廣漢太守夏侯纂曾輕蔑的問宓及本地功曹古朴，當
地士人比其它地域之士人如何。秦宓傲然答稱︰「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
也。」 44 《三國志》中有多處記載中原人士對蜀人之輕蔑，以及蜀人的本土自
傲。這都顯示，漢代魏晉時蜀地之人，在整個華夏中仍居於華夏之邊緣。此種認
同邊緣危機，使得他們有意攀附黃帝、大禹來強調自己的華夏認同。
晉常璩所著的《華陽國志》，是目前所見最早且較全面的蜀人本土地方志著
作。書名「華陽」即有居於華夏南方邊緣之意。 45 在這本書中，他述說蜀（與
40

ĮླྀͳώࡔįĄ
ĮΫį13Ăˬ͵ܑĂ͔ĮᙉįĄ
42
Į͵ώį7Ă˭ͩؖĄ
43
ͽ˯ྤफ̶़Ҿ֍ٺĂĮླྀͳώࡔįćĮླྀώࡔįćĮරว઼Ԡį3ĂླྀԠĄ
44
Įˬ઼Ԡį38/8Ăླྀ३Ă২᧟็Ą
45
Įරว઼Ԡį३Щ̝̚ĶරวķĂពߏ͔ҋĮࡈįĶරวโͪଘୖэķ̝ྶĄώ३
ĶླྀԠķ̚˫ჍĶ̣ᑐරܑ̋วķćЯѩ୮ႷયĂĶරวķ̝фࢬྋᛖᑕࠎĶර̋
̝วķĄ҃ĂͽĶර̝̋วķֽܑώ˿۞۩มҜཉĂ˵ܑன˞ү۰̝ώ˿ᄮТдፋ
࣎රआ̚۞гҜĄү۰ͽĶරว઼ķࠎώг۞ᓁჍĂͽ̈́เދޢ̝ޓĶ͚ķ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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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的起源稱︰「黃帝爲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爲帝嚳，封其支
庶於蜀，世爲侯伯。」 46 這是蜀地本土之人攀附黃帝祖先的明例。在本書「蜀
志」之末，常璩對蜀地之讚詞中稱「故上聖則大禹生其鄉，媾姻則黃帝婚其
女」——更反映了在此時代的蜀人認同中，黃帝、大禹都是值得驕傲的歷史記
憶。然而，有趣的是，在《華陽國志》有關古「巴蜀人」起源的問題上，常璩又
引述了另一個說法︰
ࠃ३͠Ĉˠ࠱ؕĂᚶг࠱̝ޢĂΈԙ˝ˠ̶ந˝эࠎ˝ݫĂˠ࠱̚اэ
טˣᅃĄරว̝ᚓĂୖ̝ةાĂߏݫ˘Ąླ઼ྀ̝͐̚ݫջĄ 47
我曾以「歷史心性」來解讀以上資料。簡單的說，蜀人常璩以兩種歷史心性
來說明本地人的「起源」。一是在「弟兄故事」歷史心性下，作者述說巴蜀、中
州及其它地區的華夏都起源于幾個「弟兄」；但承認「人皇居中州」，自己的祖
先居於邊緣（輔）之巴蜀。二是，在「英雄歷史」之歷史心性下，他將本地古帝
王的起源溯自黃帝，但承認黃帝爲正宗，蜀的帝王爲黃帝「支庶」。兩種文本述
事所顯示的情境 (context) 都是——當時在如常璩這樣的蜀人之自我意識中，他
們是居於「華夏邊緣」或「中國邊緣」的。 48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黃帝的
後裔或是人皇的弟兄，巴蜀之人與中原華夏的血緣聯繫仍只限於巴蜀的統治家
族——統治君王的血液來自黃帝（或人皇兄弟），其臣民仍透過「國」（空間）
的華夏化而成為華夏。

႔ॢͽֽΔ͞රआᙝቡ۞เޓᘆܢ
在華北沿長城的山岳與平原相接帶，是歷史上華夏與「戎狄」之勢力進退相
持的地區。西漢時期，便有南匈奴與鮮卑、烏桓部族傍於塞邊或進入塞內居住。
西方的羌人，也在東漢時期幾度大規模侵入關中地區；在中國以夷制夷的政策

ώгĂͽ̈́ˠ࠱۞Έԙ̝˘జזދᙝĶᅃķරว̝ᚓ͐ླྀĂౌѣླྀٺاරआᙝቡ̝ຍĄ۩
มໄهᄃᄮТ۞ᙯܼĂܕѐֽдΫጯᄃˠᙷጯ̚Ӯкѣኢć࠹ᙯүт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46
Įරว઼Ԡį3ĂླྀԠĄ
47
Įරว઼Ԡį1Ă͐Ą
48
ͳځᰅĂĲ።Ϋְ၁ă።Ϋጸᄃ።Ϋّ͕ĳĂĮ።Ϋࡁտį5 (2001)Ĉ136-147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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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些羌人部族也留居下來。漢晉之末，中國衰微，近於邊塞的「五胡」更紛
紛入居華北。這些近邊的各非漢部族，特別是其上層豪酋由於和漢人常接觸，因
此也在文化與歷史記憶上有些交流。過去許多學者皆注意此時期北方異族漢化，
漢人胡化，或胡漢文化交流的問題；關注的焦點多為服飾、語言、習俗與姓的變
更等客觀文化變遷。我在過去的一篇文章中，曾以「假借一個祖先」與「找尋失
落的祖先後裔」等歷史記憶與失憶主觀機制，探討此一時期發生在北方華夏邊緣
的族群認同變遷。 49 Patricia Ebrey 則注意到中國文獻中此時許多非漢部族貴冑都
有了「姓」，與常可溯及炎帝與黃帝的家族譜系記憶；她所論及的，也是歷史記
憶與漢人認同的關係。 50 以下我將延續並深入討論這些問題。
《史記》中稱：「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51《晉書》中亦
稱鮮卑人慕容傀之家族族源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
野，號曰東胡。」 52 據此，這兩支北亞遊牧部族的祖先都出於黃帝。然而，我們
不清楚這是華夏對異族族源的想像，或是部分匈奴與鮮卑家族自己宣稱的祖源。
《晉書》中又記載，鮮卑貴族慕容雲的家族源始為：「祖父和，高句驪之支庶，自
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焉。」 53 依此看來，這慕容家族是自稱黃帝後裔
的。赫連勃勃，為匈奴右賢王後裔，然而根據《晉書》，他曾對別人說：「朕大
禹之後，世居幽朔。」 54 魏晉時期有許多羌人在關中地區聚族而居，他們中的一
些豪酋家族也攀附黃帝之裔為其祖源。如南安赤亭羌人，姚弋仲，據稱是有虞氏
之苗裔。 55 一篇碑文，《隋鉗耳君清德頌》，記載著關中羌人著姓鉗耳家族的祖
源為「本周王子晉之後，避地西戎，世為君長」 56 ——這也應是該家族自我宣稱
的祖源。另一關中羌人鉅姓，黨姓家族，根據《元和姓纂》，他們自稱是夏后氏
之後。 57 無論是大禹之後、高陽氏之後、夏后氏之後、有虞氏之後，或一位周王

49

ĮරआᙝቡǕǕ።ΫጸᄃཏᄮТįĞέΔĈ̯̼̳͛ΦĂ1997ğĂࢱ279-284Ą

50

Patricia Ebrey, “Surnames and Han Chinese Identity,” in Melissa J. Brown ed.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pp. 11-36.
51
ĮΫį110/50ĂЛζЕ็Ą
52
Įॢ३į108/8ĂᇍटĄ
53
Įॢ३į124/24ĂᇍटำĄ
54
Įॢ३į130/30ĂᄿాݎݎĄ
55
Įॢ३į116/16ĂށЅ̔Ą
56
ုܜĂĮ༫ᅛٙ֍݈২Ҍฦ۞ܐᙯ̚ొįĞΔִĈ̚ර३ԊĂ1985ğĂࢱ82Ą
57
ӓ͵ᝥĂĮॢ३Ⲳڦį116/16Ă͔Į̮ؖᚷį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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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後，在中國文獻所蘊含之社會記憶中都是黃帝有熊氏之後裔。在上述部分例
子中，可以確信有些漢晉時期中國北邊的「五胡」曾攀附黃帝或黃帝子孫為其祖
源。
黃帝族源記憶在華北各貴冑名門家族間流傳；在如此情境下，統一北方的鮮
卑拓跋氏也不能免俗。《魏書》記載，拓跋氏的祖先源流如下：
ټเޓѣ̄˟Ị̏ˠĂٕ̰ЕኜරĂٕγ̶ਣڇĄپຍ͌̄ĂދצΔ˿Ă
઼ѣ̂ᔿ̋ןĂЯͽࠎཱིĄࠎ͵ޢӖܜĂ̝ౌޖΔĂᇃ႐̝ČČĄ
เ˿ͽޓᇇͳĂΔܸᏜ˿ࠎћĂᏜЬࠎĂ߇ͽࠎͩĄཱྀؕӮĂˢಜ
͵Ăు̃⭫ٺऴ̝ͪΔĂϔᏥ๔Ăޓလ̝Ăࠎϣয়Ąࠖ።ˬĂͽ
̈́২႔Ă⸪㑬ăⱎᥐă̋ѕăЛζ̝ᛳĂണᇷĂүच̚эĂ҃ؕӮ̝
ཱྀĂ̙ϹݑआĂߏͽྶᚱჷĄ 58
這是一篇歷史記憶的「再製造」作品。取材於過去歷史記憶的「碎片」，如
黃帝之裔或在中國或在蠻夷、黃帝土德、黃帝之裔「始均生北狄」 59 等等；加上
新的材料（大鮮卑山、托跋）揉合製造，以為新的政治或社會目的而「使用」—
—自稱為黃帝後代，始均之裔。不僅如此，這段歷史述事還強調北方獯鬻、獫
狁、山戎、匈奴各族之殘暴，與其對中國的危害；這是強調拓跋鮮卑與華夏有共
同的「邊緣」或異族意識 (the sense of otherness)。最後並以「始均之裔，不交南
夏，是以載籍無聞」，來強調載籍所見之「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皆與
拓跋鮮卑無關；也就是切斷拓跋鮮卑與獫狁、山戎、匈奴等「北虜」的關連。然
而，出於南朝士人之手的《南齊書》與《宋書》中，則不將拓跋鮮卑視為「黃帝
子孫」而仍視之為「虜」。前者稱之為「魏虜」，謂是匈奴種；後者則稱之為
「索頭虜」，說是漢降於匈奴的將領李陵的後裔。 60 相對而言，較晚出的《晉
書》（成於初唐），較容易接受許多北方異族貴裔家族為黃帝子孫。其原因可能
是，《晉書》原以收錄野史傳聞多而著稱，或因此採集了許多「土著觀點」的族
源述事。更重要的背景或是，此時所謂的「五胡」早已融入華北漢人社會之中，
他們中許多出自名門者甚至在唐代中國朝庭任職高官。在唐代的宰相之中，我們
便可找到幾位出於「華夏邊緣」的黃帝子孫。

58

Įᗬ३į1ĂԔĄ
Į̋ঔགྷį16Ă̂ਣҘགྷĄ
60
Įݑᆅ३į57/38ćĮԇ३į95/55Ą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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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新唐書》之〈宰相世系表〉中有「烏氏」，「出自姬姓，黃帝之後，少
昊氏以烏鳥名官，以世功命氏。齊有烏之餘，裔孫世居北方，號烏洛侯，後徙張
掖」。 61 由較早的文獻看來，烏洛侯為遠居黑龍江流域的森林草原遊牧部落，與
黃帝似乎沒有什麼關聯。《新唐書》中又稱，武威李氏家族本來稱安氏，也是出
自姬姓：「黃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號安息國……至抱玉賜姓
李。」唐代安氏家族的「安忠碑」，文中自稱該家族為「軒轅帝孫，降居弱
水」；說明來自西域的此一家族，的確自稱是黃帝子孫。另有鮮卑沒鹿回部落大
人的後裔，竇氏家族，也遠溯家族族源至夏后氏。
《新唐書》中又稱，著名宰相侯君集之「侯氏」，出自姒姓，為夏后氏之
裔；另一說是他們出自姬姓，在東周時「子孫適於他國」。同一文獻記載，後來
他們隨從北魏孝武帝西遷（西元534年），被賜姓「侯伏氏」及「賀吐氏」，最後
又改回「侯氏」。然而《隋書》中記載，當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時，由於大多數鮮
卑人不通華語，孝文帝曾命「侯伏」侯可悉陵以鮮卑語譯孝經。 62 顯然早在魏孝
文帝遷洛之時（西元494年），已有一相當華化的「侯伏」家族了。我們仍無法排
除一個可能：這個家族是夏后氏之裔或姬姓子孫，他們一直徘徊於漢與非漢的邊
緣。但更合理的解釋是，他們原來便是一鮮卑部族貴裔；後由於嫻習經學，因而
有能力及意願以「祖源」來攀附黃帝，以成為黃帝子孫。
本文中我以探討「黃帝後裔」為主，然而對於「炎帝後裔」也有必要略及一
二。成於魏晉之時的《後漢書》中，曾提及「西羌」是姜姓之族，三苗的後裔，
然而並未提及炎帝。 63 無論是三苗或姜姓，都喻有「失敗者」或「受逐放者」之
意。前面我曾提及幾個魏晉時自稱黃帝後裔的「羌人」家族，似乎他們並不接受
自己是「三苗」或「姜姓」後裔之說。《周書》記載鮮卑宇文氏之祖先由來為，
「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世為大人」。 64《周書》雖為唐代所修，
但北周沿襲中國王朝修史的傳統，也曾命官修國史，以為後世修史者所本。由於
為黃帝所滅之神農氏即指的是「炎帝」，因而根據此記載，北周王室有可能是自
稱炎帝後裔的。
出於契丹的遼，在中古時期也被視為鮮卑後裔，因此元代托克托所撰《遼
61

Įາ࣫३į75˯/15˯Ăङ࠹͵րܑĄ
Įฦ३į32/27ĂགྷᚱԠĄ
63
Įޢ႔३į87/77ĂҘ็ۮĄ
64
Į३į1/1ĂࡔޓĄ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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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中採取《周書》之說，認為遼是炎帝之後。 65 然而《遼史》中也提及耶律
儼所主張的說法，稱遼為軒轅之後；由於此說較晚出，所以《遼史》作者認為不
可信。 66 耶律儼本人為遼貴裔，又曾受命編遼之國史實錄，因此他的說法可代表
一種「土著觀點」——顯示進入中國的部分遼人，對於本族族源此時有一種典範
的說法，那便是「黃帝後裔」。遼代修史的耶律儼，必然曾讀到修於唐代的《周
書》，也接觸到「宇文鮮卑為炎帝後裔」之說；顯然他刻意選擇「黃帝」為攀附
對象。無論如何，《遼史》解釋遼為炎帝之後，有一段話稱：「庖犧氏降，炎帝
氏、黃帝氏子孫眾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
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 67 這段文本在兩方面值得我們注意。第一，
它以「君四方者」皆同出炎、黃，來合理化或模糊化遼以外夷入主中國之事，而
這是出於元代蒙古史學家主持編修的歷史述事之中。第二，由此亦可見，自北
朝、隋、唐以來，除攀附黃帝外，攀附炎帝的貴冑家族也不少。
出於女真的金人，對於攀附黃帝便不感興趣了。《金史》中提及，曾有官員
建議說，金朝之祖為高辛氏，是為黃帝之後，所以要為黃帝建廟。當時曾任國史
之官的張行信駁斥其說；他稱，按照金始祖實錄記載，只說是本族來自高麗，並
沒有出於高辛氏的說法。最後，皇帝也同意他的看法。 68 元朝入居中原的蒙古貴
冑，至少透過中國正史及《蒙古黃金史綱》、《蒙古秘史》等文獻來看，他們心
目中的蒙古族源皆與黃帝無關。十七世紀入主中國的滿洲女真，在他們典範的本
土族源記憶《欽定滿洲源流考》之中，其祖源也與炎帝、黃帝不相關。為何進入
中國的金人、蒙古與滿洲女真對於攀附炎黃不感興趣，這是一個值得重視及待深
入探討的問題。 69
65

Patricia Ebrey ᄮࠎԇ̮ॡഇĂ઼̚Ϋछֱ̙̏።Ϋΐኜ̜ݵٺẵৌăᄋΟඈ
ཏ̝˯ć̙֭ԆБϒቁĄтώ༼ٙ֏Ă̜ݵഅᘆܢเޓĂᄋ̮ॡഇ۞઼̚ᄃᄋΟጯ۰ᄮ
ࠎ̜ݵޓۆٺćܛˠഅ١႔ˠጯ۰೩ֻ۞เཱྀ̝ޓጸĄ
66
ĮΫį63/1Ă͵ܑĄ
67
Т݈Ą
68
ĮܛΫį108/45ĂૺҖܫĄ
69
ώ͛ڱซҖ࠹ᙯኢĂЯࠎঘ̈́ԧϫ݈ڱซҖ۞˘ֱአߤࡁտĄ˘ă͛фጸ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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տਕ˧Ą˟Ăд༊̫ٕܕᄋΟᄃ႕эˠ۞Ķᙝቡཏķ̚Ă֭ܧ՟ѣࣄ႔ˠয়А
ٕৠ۞ּ̄ćтĂొ̶ొڌᄋΟొۡ˘ֽͽܕѣĶ႕߷ֽ̳ᄋΟٙᛸ̋ڌ̀ޢ
ཱྀķ̝ᄲć˫тд̰ᄋ۞็߹ొݑᙯ̳ᄃॾᖠႬĞņᖟŇΫྐࡻฯğְ̈́ЪĄ
ֱ˫ᅮࢋ၆ܕ႔ăᖟăᄋă႕ϔܸ͛ᚥүֱࡁտĂͽ̈́д࠹ᙯгડүϔᄫϣአߤ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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රआۤົᙝቡ۞เޓᘆܢ
上一節所提及的，是華夏政治地理邊緣的黃帝攀附。這裡所謂華夏的「政治
地理」邊緣，在我們一般觀念中似乎也就是漢與非漢的族群邊緣。我不願稱之為
「華夏族群邊緣」乃因為，若我們稱有共同祖源信念 (common belief of origins) 的
人群共同體為一「族群」，那麼由戰國至明清，在華夏域內並非一直是所有人的
祖先源流記憶都能與「黃帝子孫」血脈相接。而是，有此譜系記憶的人群有一個
由上而下的擴張展延過程。這個變化的關鍵，也就是家族——有「姓」與族譜記
憶的族群——在中國社會中的發展。
關於中國宗族或家族的發展，許多中西學者早有許多論述；他們多將之視為
一種中國社會結構特色。將之視為一種社會結構，似乎暗示著中國人自古以來一
直凝聚在一個個「家族」之下。這種看法忽略了，有姓與文字族譜記憶的家族群
體之存在與廣布，在中國有一個發展過程。殷墟卜辭常見「多生」一詞﹐學者指
出此為商代異姓貴族的泛稱。 70 由西周金文所見﹐當時有「女子稱姓」的習俗﹐
顯示這些以婚姻為結盟手段的貴族都是有姓的。銘文中提及作器者之妻、女、母
之姓，也就是作器者藉此誇耀本國、本家族的政治結盟關係。 71 無論如何，這些
稱姓的都是貴族之家。西周中晚期的一些銅器銘文中，出現了「百姓」一詞；如
〈兮甲盤〉中的「諸侯百生」，〈叔女弋簋〉中有「百生朋友」，〈善鼎〉中的
「宗人—與百姓」。 72 這「百姓」應是國內或諸國間，許多不同姓之貴冑家族的
泛稱。到了春秋戰國時，「姓」仍只是各地大小封君貴族及其後裔支庶的專利。
許多先秦文獻中都提及「百姓」，各種文本都顯示這些「百姓」與其統治者間有
密切的關係。 73 甚至統治者是否能安於其位，都要看百姓是否奉服。因此，這些

70

71

72
73

Яѩϫ݈ώ͛ᙱͽநѩયᗟĄ
ᆒॱĎĲྏᄲ!“кϠ”ď!“ѺϠ”!ᄃ!“”ĳĮẵҘ።Ϋ౾ۏᐡᐡΏįௐ˟Ꮽ Ğ1995ğē
136-138Ą
Ming-ke Wang, “Western Zhou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Leiden). Inaugural Issue vol.1, 1-4 (1999): 231-250.
Į̲ϥሹįĞˬ17.20.1ğĂĮ̔̃ץįĞˬ8.39.2ğĂĮචကįĞˬ4.36.2ğĄ
тĮΫįͽĶѺؖሄϡăኜܭᏐڇķჍ࡚ච߆Ē֍ྍ३Ă27/87ĂՂЕ็Ą˫тĮ઼
ᄬįྶĂĶټ۰̝Ђ˵ĂᎸѺࠎͽؖѺؖķĒ֍ྍ३Ă7Ăॢᄬ˘ĄТ३˫ჍĂĶኜܭ
ཌྷ҃ᇬ̝ĂѺ҃ڟؖ؇̝Ă઼Ξͽķ֍ྍ३Ă8Ăॢᄬ˟Ą࿅Νధкጯ۰૱ͽѩᄮࠎĂ
А২ॡ۞ѺؖҬͼͧѩޢЧͳഈ̝ѺؖՀֳѣĶϔķĒᇹ۞࠻ڱĂنர˞А২ᄃ͵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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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約略與周之城邦時期「國人」所指涉之人群範疇相近， 74 或為「國人」
群體的後裔及延伸。由一些考古出土的文獻或其它文字材料中，也可以知道當時
中國底層社會之民很可能大多是沒有姓的。 75
漢與魏晉南北朝時期，自稱或被視為「黃帝子孫」的族群，有增加、擴大的
趨勢——有華夏域內之各朝帝裔與門閥世族，有以非華夏入居中國的君王及他們
轄下的部族領袖與大姓家族。到了唐宋時期，由於科舉盛行以來的社會流動，有
姓並得以此溯及一個榮耀祖源的家族，在中國社會之中層裡逐漸普遍；也就是，
更多的士族之家也直接或間接的成為黃帝世冑。至清末民國初年，在中國社會之
中、下階層裡，這樣的人群單位便是無所不在了。家族或宗族族譜的功能之一，
便是將一群人的「起源」連結在中國典範歷史之軸線上。這條軸線的起點，便是
黃帝；如此使得一個家族得以直接或間接與黃帝發生關聯。由於在歷史過程中得
姓及相關譜系記憶的家族愈來愈普遍，因而由此成為黃帝子孫的人群單位，在華
夏領域內也愈來愈多，且愈往社會中、下層擴張。
我們可以說，若古代華夏是一個「族群」，那麼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
構成此族群的因子是以「姓」為血緣符記，以可與中國線性歷史述事聯繫之家族
歷史為集體記憶的各個家族。 76 在中國，約自漢代以來，「百姓」代表被統治的
眾民即有此含意——受統治的是許多以姓為別的家族。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是：
究竟從何時起，所有中國域內的民眾都有了「姓」，或自何時起人們都有文字家
族譜系歷史。一位唐代的皇后曾問臣下說，當前許多士大夫談起本家氏族，都說
是「炎、黃之裔」，難道上古沒有百姓嗎？這位大臣，張說，答道：
ΟϏѣؖĂࡶлղĄҋݹ̝ޓۆăเ̝ޓऐĂؕЯٙϠг҃ࠎ̝ؖĄ

74
75

76

۞ĶѺؖķঘˠཏѣ࠹༊मளĄ
ᙯٺĶ઼ˠķ۞гҜĂኛણዦՆϒ౼ĂĮ֣ݱįĞέΔēᓑགྷ̳ۍΦĎ1979ğĄ
ؕ࠱২ܰӫ҂Ο൴ଧฤĎĲ২ؕ࠱Ҙᅀࡦ͗Յ২ЖवဪĳĮ͛ۏį3 (1982): 1-11Ē
ૺ߆ῲĎĲ২႔Жव۞҂Οྤफ़ĳĮΔִ̂ጯጯಡįĞ1958ğĄ
ٺѩԧυื၆ώ̝͛̚Ķཏķү˘ؠཌྷᄲځĄд̝͛̚።ΫᄃˠᙷጯࠧĎĶཏķ˘ෟ
ϫ݈జ࿆ϡүࡻ͛ ethnic group ̝ᛌෟĄEthnic group дለ࡚ۤົࡊጯϡᄬ̚Ďѣ˘̂
ۤົཏវ̝̚ѨཏវӣຍĒᛊтĎර઼ཱྀ࡚ˠࠎ˘ ethnic groupĎҭ႔ٕᖟ̙ܮజჍ
ү ethnic groupĄĶཏķдώ͛̚Ďٕдԧܕѐֽι˘ֱኢ̚Ďౌ࿆ˠཏۤົ
̚Чͽ໖̈́ҕቡٕᑢҕቡᙯֽܼჸ۞ཏវĄтѩΞٺܮଣछलďछď؟ď
ethnic group ͽҌٺϔඈˠᙷඕཏன෪Ď̈́ᄃۤົ።Ϋጸ̝ม۞ᙯܼĄЯѩдώ͛
̚ĎĶཏķ̙֭ඈٺবཌྷ۞ ethnic group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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ޙ͇̄ޢᇇĂЯϠͽኲؖĄเ˟ޓỊ̏̄Ă҃ؖ۰ȈαćᇇТ۰ؖТĂ
ᇇள۰ؖঅĄءͽٕޢĂٕͽ઼Ăٕͽͳ̝ͭфĂؕࠎኲĂ˳˜ࠎ
ؖĄࢫ࣫ăཱĂٯጼ઼Ăؖ႙ᇃĄĂЕ઼ߊໝĂϔЧͽᖞ઼ࠎ̝
ͩĂ˭̈́႔Ăˠ࠰ѣؖĄ 77
這段文字顯示，一位唐代的中國士大夫根據當時的歷史知識，曾認識到「姓
族」有一個由上而下、由寡而眾的社會發展過程。然而，他將此發展之歷史過程
定於黃帝時期至兩漢之間，則起點與終點都未免過早。晚至唐代，在中國偏遠與
邊陲的鄉間可能還存在尚未有姓的民眾。再者，由於相關的歷史記憶模式有異，
所謂「姓」，在中國域內不同地域、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民間有不同的族群認同意
義（說明詳後）。無論如何，以上唐代張說的話，也顯示他認為有「姓」與否可
作為華夏與夷狄之分野。宋代鄭樵在所著《通志》中稱：「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
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今南方諸
蠻此道猶存。」 78 這段論述指出，上古時期在華夏之內只有上層貴族有姓氏，一
般平民無姓氏。無論如何，以上資料顯示唐宋時期的中國士大夫認為，當時所有
的「百姓」都是有姓的；即使他們不見得對當時中國最邊緣﹑底層民眾有深入的
了解。
即使我們相信到了唐代或更早所有的中國民間家庭都有了「姓」，但僅只有
姓，與有姓並得以文字族譜溯及一個在歷史上足以自傲的祖源，兩者仍有相當差
距。在中國偏遠的鄉間百姓間，有些口傳的家族歷史記憶至近代或至今仍是以
「弟兄故事」為起始的歷史來表述。 79 我曾在川西北白草河流域的山村中，採錄
人們的口述家族歷史。以下是兩位老人家的說法：
Ğ1ğԧয়য়ᄲĂಶߏസᇃα̌۞ॡ࣏ČĄ༊ॡߏૺăᆒăͳˬؖˠז
̈ឥֽĄ࿅ֽॡߏˬԙΈĄ༊ॡ಄၅ྜ۞ಶᄲĂҰӱд֤ӐĄ༊ॡ
ˬԙΈಶ̙Ξਕ఼ĂٙͽಶԼ˞ؖĄᆒăͳăᐷĂԼјᐷĂಶߏˬ୧
Ą˘࣎ಶߏࢊፘڒĂ֤ߏᆒछĄΩ˘࣎ߏ̰γĂ༊ॡߏᐷछĄѨ
˘࣎ಶۋᛉͧྵ̂ĂனдᄲߏͳछĄˬ࣎Ăٙͽனдᄲᆒăͳăᐷ̙
఼ᏐĄˬΈԙ࿅ֽ۞…Ą
77

Įາ࣫३į125/50ĂૺᄲĄ
Į఼Ԡį25ĂͩரĄ
79
Ĳॲૄ።Ϋ——ۮ۞ԙΈ߇ְĳĂĮॡมă።ΫᄃጸįĂเᑕෳበĞέΔĈ̚δࡁ
տੰϔጯࡁտٙĂ1999ğĂࢱ283-341Ą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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Ğ2ğԧࣇߏസᇃԂຏ࿅ֽ۞ẶΈԙ࿅ֽẶ࣎ౌͳؖĄࢋдႎăܛ
ᆂăϨڪă̈ឥĄ̣࣎ΈԙĂ̈ז࣎ឥć˘࣎дဥඕ˯၂Ă˘࣎д
྆Ą
我們可以看出，如此的「家族源流」記憶是以祖先的弟兄關係來合理化當前
的族群關係（如例一中，三條溝的村民），或表現期望與想像中的族群關係（如
例二，小壩與鄰近三個鄉的王姓家族）；兩者的重點都在於當前的「本地情境」
(local context)。此與一般中國文字族譜中——在「英雄祖先」歷史心性之下——
以一個英雄祖先為起源，以線性家族歷史來區分主流、分支之書寫有相當差別。 80
前者以「弟兄」隱喻，強調一種平等、合作與對抗的族群關係。後者以「英雄聖
王」隱喻，強調貴賤、嫡庶、長幼間的社會階序。前者是一種結構性的歷史，反
映一家族在本地社會族群結構中實際或期望中的地位。後者是一種線性歷史，且
是線性中國歷史述事的一個小分支，因此反映一家族與外在社會的聯結，及其在
整體中國社會中實際的或宣稱的優越地位。嚴格的說﹐只有後者構建作為「炎黃
子孫」的中國人或漢人﹔前者則表現此群體中許多邊緣人群的歷史心性。
由現存一些清代家譜序言看來，「修譜」對於中國鄉間百姓來說並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若非是數世積德累業，出幾位入學得有功名的弟子，不得及此。因
此，許多家族皆有姓，並得以溯及一個足以自傲的祖源，在中國民間社會中必然
有一漸進過程。此漸進過程，與中國社會的「民間化」，以及一些歷史記憶與文
化習俗、符號與價值，透過口述與文字流布逐漸往社會中下層普及，是密切相關
的。雖然我們無法得知「姓」以及相關族源記憶，透過文獻、口述與圖像在中國
社會中全面的流布與演變。但文獻記憶中的家族「系譜」，可作為一項很好的指
標。也就是說，當某一族群的「祖先系譜」出現在中國文獻傳統中並得以保存留
傳 下 來 時 ， 其 意 義 在 於 該 族 群 透 過 「 我 族 歷 史 」 宣 稱 一 種 自 我 認 知 (selfawareness) 與認同 (identity)；此種自我認知與認同，也得到當時主體社會的注意
與認知。
以此而言，黃帝作為「百姓」之共同祖源，有其起始優勢。雖然中國先秦文
80

ЯѩĂԧᄮࠎ Patricia Ebrey Ķؖķүࠎ႔ᄃܧ႔ม۞ཏᙝࠧᇾĂٕᄮࠎ႔۞
ཏّܑனдĶؖķ̝˯Ăߏ࠹༊ჟ૾۞࠻ڱćѩ˘៍ᕇࣃГஎˢଣտĄԧᄮࠎĶؖķώ
֗Ϊߏ˘࣎Ă۞ޢࡦĶछ።ΫķጸᔳಔཏᄮТĄͽѩ҃֏ĂΪͽ˾
ĶԙΈ߇ְķࠎछጸ۞ధк઼̚ฏมѺؖĂᄃѣ͛фᙉጸ۞छཏវĂѩ
ѣĶؖķ۞ཏᄮТᔳಔߏѣ࠹༊मҾ۞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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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中多處提及「姓」，但最詳細的記載見於《國語》有關黃帝後裔的描述：
ТࠎؖΈԙĄเ˟̄ޓỊ̏ˠĂТؖ۰˟ˠ҃̏Ăܦวᄃлခ࠰ࠎ̎
ؖĄܦวĂ̝ͩ͞൨˵ćлခĂԚ౦̝ͩ൨˵ĄТϠ҃ளؖ۰Ăαϓ
̝̄ҾࠎȈ˟ؖĄ˲เ̝̄ޓĂ˟Ị̏؟Ăؖ۰ȈαˠĂࠎȈ˟ؖĄ
ऐă֥ăۦă̎ăሞăቒăЇăਰăဆăᬥă⤉ăֶߏ˵Ąܦวᄃᄔڒ
ͩТ˷เޓĂ߇࠰ࠎऐؖĄТᇇ̝ᙱ˵тߏĄ 81
許多學者都曾在「史實」層面討論這篇文獻。但我們若由社會歷史記憶的角
度來看，更重要的是這文獻提及許多的「姓」都出於黃帝後裔，因此它使得「黃
帝之裔」更容易被後世之「百姓」借用與攀附。 82 如前引文中，唐代的張說把各
家族有「姓」的由來，推溯自黃帝二十五子，便是一個例子。南宋羅泌在其所著
《路史》之中亦言，太史公（司馬遷）以黃帝為記史之首，原因之一是以為後世氏
姓無不出於黃帝。 83
文獻系譜也就是「氏姓之書」﹔對此《隋書》作者曾溯其歷史，稱：
̝ͩؖ३ĂٙϤֽᅈջČČĄछ̈Ϋؠᘭ͵ĂᏰߌ᎗ĂϺΫ̝ᖚ
˵Ą২͇ࣘ˭ĂᨗੵᖞྫĂ̳̄ܭगĂεώᘭĄ႔ܐĂĮ͵ώįĂୃ
เֽ̏ޓয়͵ٙĄ҃႔˫ѣĮͳޓѐᙉįĂޢ႔ѣĮዒͩءᙉįĄॢ
͵ĂᇞཱүĮߌؖ᎗įȈסĄᆅăୖ̝มĂ३ᖼᇃĄޢᗬዏࠃĂѣ
ˣͩȈؖĂݚޓĄ˫ѣˬȈ̱Ăኜ઼̝ଂᗬ۰ć˝Ȉ˟ؖĂ͵ࠎ
ొར̂ˠ۰Ă֭ࠎࠃݑګวˠĄ઼̀̚ˠĂௐܝᅧĂѣαঔ̂ؖă
ؖăэؖăᎩؖĄ͉̈́য়ˢᙯĂኜ̄ؖगѣΑ۰Ă֭΄ࠎܜ؟Ă̪
ᇤᙉᐂĂࡔٙٚĂ˫ͽᙯ̰ኜэĂࠎώ୕Ą 84
在司馬遷作《史記》時，《世本》便是他重要參考文獻之一。這《世本》，
據班固之言，「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因此，這是
帝王公侯等政治領導家族的系譜。晉人皇甫謐所作之《帝王世紀》，更不用說，
記載的也是帝王家譜。漢晉時的《鄧氏官譜》與《族姓昭穆記》雖失傳，但由書

81
82

Į઼ᄬį10ĂॢᄬĄ
ѩ͛ᚥ̚เޓѣధкϏ̄۞ؖĂ၆ѩĂCharles Le Blanc അү˘࣎Ϡજ۞ͧಔĈѣ
т۩۞೧ᇿĂΞᐌॡజˠ̝γ۞ЧछࠤҌܧරआొࣄϡĄ֍ Charles Le Blanc, “A

re-examination of the Myth of Huang-ti,”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13/14 (1985-86): 54.
ĮྮΫįĄ
84
Įฦ३į33/28ĂགྷᚱԠĄ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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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看來，是記載一家或諸家門閥世族系譜之書。由《隋書》所載的氏姓之書來
看，有帝王系譜，有以一地為主的諸姓譜，有以一姓氏為主的系譜，更有多種名
為「百家譜」的系譜書。這些祖先源流見於記載的「家族」，除帝王世家外，應
即為《隋書》中所稱的郡姓、州姓、四海大姓等等。因此可以說，到了隋唐時
代，有文獻系譜記憶的「家族」，比起戰國至漢初時期增加不少。唐代修譜之風
更盛，此時各著名系譜之書，如《氏族志》、《姓氏錄》等，多為官方所修。學
者認為，這是隨著新政治勢力而起的新興家族，藉著官方力量的介入與支持，由
修譜來重新評定氏族高下，以建立一個由皇室為中心的氏族集團。 85 唐代官修的
《氏族志》中，錄有293姓，共1651家，無論如何，這仍只是當時中國域內民眾人
口金字塔的最上層。
至於這些「家族」的祖源，《新唐書》中對於曾有子弟任官宰相之家族有簡
單的祖源介紹，因此可以顯示其大要。 86 在此文獻中，這些無論出身是漢或非漢
的唐代宰相，其家族源始多直接或間接與黃帝有關，另有一些則與炎帝相關。譬
如，張氏，「出自姬姓．黃帝子少昊青陽氏子揮為弓正，始制弓矢，子孫賜姓張
氏。」任姓，「出自黃帝少子禹陽封於任，因以為姓。」又如，薛氏，「出自任
姓。黃帝孫顓頊少子陽封於任，十二世孫奚仲為夏車正，禹封為薛侯。」傅氏，
「出自姬姓；黃帝裔孫大由封於傅邑，因以為氏。」又如，周氏，「周氏出自姬
姓；黃帝裔孫后稷」，后稷為周人始祖。又如，吉氏，「吉氏出自姞姓；黃帝裔
孫伯儵封於南燕，賜姓曰姞。」祝氏，「出自姬姓；周武王克商，封黃帝之後於
祝。」董氏，「出自姬姓；黃帝裔孫有飂叔安，生董父，舜賜姓董氏。」以上皆
為在唐代為相，或累世子弟多人為相的「黃帝子孫」。唐代世家中的「炎帝子
孫」亦不少。在《新唐書》中有封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孫鉅為黃帝師，胙土
命氏，至夏后氏之世，封父列為諸侯，其地汴州封丘有封父亭，即封父所都。」
又有宇文氏，根據此文獻其來源為：「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北方。鮮卑
俗呼草為俟汾，以神農有嘗草之功，因自號俟汾氏，其後音訛遂為宇文氏。」這
只是部分直接攀附黃帝（與炎帝）的例子；其他如以姬周之王子，或漢之劉姓宗
室為祖源的家族，間接的也成為黃帝之後了。前面我曾提及一位唐代皇后的疑
問——為何這些士大夫家族都說是炎、黃之後——這也證明，唐代士族攀附黃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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ለว؟३ĂĮ઼̚छᙉįĞΔִĈາරۤۍĂ1992ğĂࢱ74-79Ą
Įາ࣫३į75/15Ăङ࠹͵րܑĄͽ˭ྤफ़ٺѩ۰̙Ωΐො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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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炎帝）是相當普遍的。
許多研究中國族譜的學者皆認為，宋代是中國系譜書寫史上一個變化關鍵年
代。唐代官修的譜系，大多在戰亂中散失。重新崛起的家族修譜之風，轉入民間
私家士人之手而更見昌盛。魏晉至唐不但許多譜系之書是由官修，即使民間修纂
者也必須上之官府，這是由於在此時期任官必需先問家世門第。但在宋代之後，
任官不再「稽其譜狀」，因而家族系譜書寫也與官府脫了關係。 87 脫離政治威權
的干涉，由此下至明清時期，各家族私家修譜之風大盛。到了清末民初，研究者
認為已到了「姓姓有譜、家家有譜、族族有譜」了； 88 或者，據估計從清代到二
十世紀中葉，在中國各地所修之族譜不下兩萬種。 89 可以說，宋代以來中國有家
譜的「家族」仍持續，或以更快的速度，往中國社會的邊緣底層社會下移。
宋代以後的私修家譜，其中有一個重要成分便是「宗族源流」或「姓氏源
流」。在這一部分，許多家族便與「黃帝後裔」直接或間接的牽上了血緣關係。
但大多數的例子，被攀附的不是「黃帝」而是一個歷史上的名人貴冑。然而，由
於在漢代司馬遷所作《史記》中，夏商周三代宗室皆黃帝之裔，東周列國王室之
祖皆出於炎黃之後，唐代《氏族譜》中各名門士族也大都自稱是炎黃後裔，因此
明清各家族之「宗族源流」很難不與黃帝、炎帝發生關係。特別是，明清時期學
者仍熱衷於修纂統合萬宗的「姓氏書」；如清初顧炎武在其《日知錄》中所言：90
ຌဘ୬ͽགྷ็ኜ३Ѩ̝ĄࢵЕเ̝̄ޓĂؖ۰Ȉ˟ˠĄѨ̝˯ͽˬ
઼ͩצĂ҃ޢˠЯͽࠎؖ۰ĄѨጼ઼ͽ˭̝֍็ٺĂ̫҃ˠ఼Ꮬ̝
ؖ۰ĄѨݑ઼ˬΔഈͽ˭̝֍˷Ϋ۰Ą˫ѨΔኑؖ˷֍̝̮ؖܛ
Ϋ۰Ą҃ٙ҂۰ĂҾࠎ˘᧷ČČĄѩࡶშ̝дჩĂѣ୧̙҃৴Ă҃୕
̣ࢰ̝৾৾۰Ă࠰ٙϡĂͅܧώᙷ̝˘ְ̂ݙĉ
如此始於黃帝之「姓氏書」，自然將當時絕大多數的中國家族都納入黃帝家
族之內了。事實上，明代有官修的《萬姓統譜》，序言中稱：「夫天下，家積
也；譜可聯家矣，則聯天下為一家者，盍以天下之姓譜之」； 91 此已明確表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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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ᘲࢶڒĂĮ઼̚ᙉࡁտįĞࢶപĈࢶപ઼̚ጯۤĂ1971ğĂࢱ29ćለว؟३ĂĮ઼̚छ
ᙉįĂࢱ79-81Ą
ለว؟३ĂĮ઼̚छᙉįĂࢱ84Ą
ᘲࢶڒĂĮ઼̚ᙉࡁտįĂࢱ62Ą
ᜪڠۆĮۢ͟ᐂį24Ăͩؖ३Ą
ځĆ࢚̝ࣝĂĮ༱ؖᙉįҋԔ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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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譜「聯天下為一家」的企圖。而此萬姓一家之起始，此序言也將之歸於黃帝。
92

明末清初曾積極反滿，後來遁入鄉間隱居著述的王夫之，曾著《黃書》以發揚

民族之義。此書之書名，即有以黃帝為漢族認同符記之意。其書後序中稱，「述
古繼天而王者，本軒轅之治，建黃中，拒間氣殊類之災」；更明白表述一個以黃
帝為起始，以非我族類為邊緣的漢族族群想像。然而在同書中他也表示，許多住
在帳幕中隨畜遷徙的，與住在邊疆與漢人風俗有異的人群，其祖源都是出於少數
幾個姓。 93 雖未言明，他所謂「數姓之胤冑」，主要應指的是「炎、黃後裔」。
以此看來，以王夫之這樣的漢族中心主義者，在相關歷史記憶的影響下，也曾將
「炎黃子孫」之想像擴及到華夏域外「殊俗」之地。
族譜或家譜，是一個血緣群體的「歷史」。以文字書寫形式出現的「文獻系
譜」，代表一「族群」以此強力宣告本群體的存在，並宣告其與中國整體社會的
關係。此文獻之保存與流傳，使得此種宣告易為主體社會認知。因此有「文獻系
譜」的家族在中國由上而下、由寡而眾的發展，其意義是：在「中國」此一領域
內，得以發聲且被認知並能與「炎黃子孫」血脈相聯的「族群」，自戰國以來由
寡而眾、由上層而下層逐漸浮現——愈來愈多的社會下層族群單位（家族）得以
宣稱自己存在，其存在也被主流社會所認知。這些「族群」，也就是構成更大的
「 族 群 」 ——華 夏 或 中 國 人 ——的 次 群 體 單 位 。 所 以 一 個 魏 晉 時 人 所 稱 的 「 百
姓」，唐宋時人所稱的「百姓」，以及二十世紀以來人們所稱的「百姓」，在社
會階層範躊上都應有些區別。

ኢᘆܢ
在前面，我提到兩種「華夏邊緣」人群攀附黃帝為其祖源的歷程。此種人們
攀附黃帝的情感叢結，很早即表露於一則有關黃帝的傳說上。在許多中國早期文
獻中都可發現此傳說或其遺痕。如《史記》記載稱：

92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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เޓଳࢵ̋ᅚĂᝤကٺਥ̋˭ĄကߊјĂѣᐷࡧݬᝰ˭ܓเޓĄเ˯ޓ
ᗨĂཏҊޢझଂ˯۰˛ȈዶˠĂᐷ˜˯ΝĄዶ̈Ҋ̙˯Ă˜ଉᐷᝰĂ
ᐷᝰ٥Ăᆩเ̝̕ޓĄѺؖЈ୕Ăเ͇˯ߊޓĂ˜̕ٱᄃᐷᝰཱིĄ 94
在《楚辭》中亦有「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之語。直至今
日，這故事還常出現在一些名為「中國民間故事」之圖書中；亦可見此神話傳說
流傳之深遠。這神話故事之出現及被一再重述（再現），都顯示其文本中一些
人、事、物，在中國社會中有重要之象徵意義。這些歷史與文化象徵意義，也不
斷被人們作選擇性的認知與詮釋。其中，「黃帝」與「鼎」皆象徵著政治權力；
黃帝在鑄鼎成功後乘龍昇天，代表政治上的最高功業成就。鼎、後宮、小臣也代
表榮華富貴，擁有鼎與眾多後宮、小臣的黃帝乘龍昇天，也象徵得富貴之極。鼎
也是煉丹工具，如此黃帝在鑄鼎後昇天，象徵透過道術、醫藥所得之超脫生死。
後來在中國民間傳說中，特別在道教傳統中，黃帝成為修練成仙的符記；一個平
民也可能藉修練、吞丹而羽化成仙，這可能顯示民間一種攀附皇帝的期望。無論
如何，小臣們攀龍鬚希望與黃帝一同昇天，是這神話中最重要的一項象徵主題—
—攀附——無論是追求權力、富貴或健康永生，黃帝都成為人們攀附的對象。
攀附，產生於一種模仿欲望，希望藉由模仿而獲得某種身分、利益與保障。
眾人攀附的對象，自然被認為在政治、社會與文化上有卓越的地位。許多中國學
者在討論「漢化」過程時，便因此抱持著一種族群中心主義 (ethno-centralism) 想
像——中國文化是優越的，因此受到邊疆異族的學習、模仿。然而這只能說是部
分事實。另一部分事實是，文化與認同的攀附欲望，產生於攀附者與被攀附者間
的社會與文化差距。華夏與「華夏邊緣」間此社會與文化差距，不一定是客觀事
實；有時或由於中國在政治上對「邊緣」地區的征服、統治，或由於「漢人」對
邊緣「土著」與「土著文化」的歧視，以及相隨的，「漢人」以自身文化向「邊
緣人群」所作的誇耀。在此，我所稱的「土著文化」與「邊緣人群」，包括政治
地理邊緣或域外的「異族」人群，也包括中國域內社會邊緣的「鄉野」人群。
對他者文化與歷史的歧視，及以自身文化與歷史所作的誇耀，造成人群間的
「區分」；此略等於 Pierre Bourdieu 所稱，以品味高下之辨所造成的社會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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ĮΫįދᒪ३Ąд઼̚ѝഇ͛ᚥ̚Ăѩ็ᄲ˵֍ٺĮఄ̄įăĮˬᅃเဦįăĮͪགྷ
ڦįăĮำḗ˛ចįඈ३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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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ction)。 95 在本文的例子中，受品評的不是「品味」而是「起源歷史」。許
多華夏家族誇耀自身的優越祖源，並嘲弄或想像他者較低劣的祖源；如此區分孰
為核心、孰為邊緣，孰為主體、孰為分枝，或孰為征服統治者後裔、孰為被征服
者或受統治者之後裔。在此情境下，常造成邊緣之政治或文化弱勢者的攀附動
機。此攀附動機，相當於研究人群信仰與暴力根源之 René Girard 所稱的模仿欲
望 (mimetic desire)。 96 在 本 文 的 例 子 中 ， 受 模 仿 、 攀 附 的 也 是 一 個 「 起 源 歷
史」；而當模仿、攀附者在宣稱一個足以榮耀的祖源時，也同時在對他人作一種
誇耀。如，魏晉南北朝至遼金時期，進入中國的北方各部族領袖家族，常以攀附
黃帝或炎帝來合理化自身的統治者身分，並以此誇耀並自別於其他北方部族。又
如唐宋以來許多中國域內之新興士族家庭，由建構一個家族歷史而直接或間接攀
附黃帝，以此誇耀並自別於其他家族。
Pierre Bourdieu 所稱以評價品味所造成的社會區分，以及 René Girard 所稱
的模仿欲望，皆發生在社會中彼此親近或常有接觸的群體之間。的確，文化與歷
史的歧視、誇耀與攀附，也並非經常發生在文化、族群、地理與社會距離遙遠的
群體（如華夏與非華夏、士族與鄉民）之間。相反的，它們常發生在較親近的群
體之間，而形成一連串相互歧視、誇耀與攀附的鍊狀反應。此種社會文化過程發
生的本地情境 (local context)，在有限的文獻記載中不易呈現，或經常被扭曲。概
念上「樣版化」（範準化）的偏見，使我們在探討各種認同變遷或社會流動時，
常注意由「非漢人」到「漢人」的轉變，或「平民」如何躋身「士族」。事實
上，模仿與攀附發生的本地情境經常是文化、社會界線相當模糊的親近群體間之
互動。界線模糊，使得一方有認同危機，因而以誇耀來造成或強調區分。另一方
則因不堪受歧視，或在文化誇耀的薰染下，接受一種文化與歷史價值觀（什麼是
高尚的文化，什麼是高貴的祖先源流）而愛慕、欣賞誇耀者之文化，因而以模
仿、攀附來改變族群界線。

95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96
René Girard ٙჍ̝Ķሀϼ୬୕ķĂߏᏐܕͷᇲ၆̝࣎ˠٕཏវ̝มĂϤٺՐྵᐹ۞
Ķхдķ(being)Ă҃யϠ̝˘͞၆Ω˘̝͞ሀϼĄ֍Ă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lated by Patrick Greg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4368Ąдώ͛۞ּ̄̚Ăͧྵᐹ۞Ķхдķ˘ߏܮᄮТĂ˘Ϥᐹҕቡᓑᘭٙࠧ۞ؠ
̶֗ᄮТ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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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以近代川西北湔江上游的「青片、白草土著」為例，說明如此的本地情
境。 97 北川之白草、青片住民，在中國文獻中常被稱為「羌人」或「羌番」。明
代受中國征服統治後，漢人移民以及他們帶來的漢文化、歷史記憶與認同逐漸深
入白草、青片河上游村寨間。在清末與民國時期，在此形成一個模糊的漢與非漢
邊緣；大家都認為自己是漢人，卻認為上游村寨人群都是蠻子。透過一端（自稱
漢人者）文化符號與歷史記憶的展示與誇耀，以及另一端（被視為蠻子者）的模
仿與攀附，明清以來愈來愈多的北川人自稱為「漢人」。他們除了強調本家族為
來自「湖廣」之某姓家族外，都以祭拜大禹來攀附漢人認同。然而，自稱「漢
人」並辱罵與嘲弄上游「蠻子」的人群，仍被下游的或城鎮的人視為「蠻子」。
當地老年人說，過去罵「蠻子」，事實上是「一截罵一截」。相反的，我們可以
說，自稱漢人的則是「一截攀一截」——這便是我所稱，鍊狀的歧視與攀附連帶
反應。這樣的族群認同本地情境，以及相關歷史記憶與文化符號的展演與操弄，
便是一種「漢化」或族群邊界變遷的進行機制與過程。
清末民國時期北川青片河、白草河流域之族群體系，可代表漢人——或更大
範圍的中國民族——起源與形成過程中某一個階段現象。與此同時，或至少從清
代中葉以來，其西鄰岷江上游村寨人群間的一些族群現象則可代表此過程中一個
較早階段。在此（茂縣），一般村寨民眾並不自稱漢人；他們自稱「爾瑪」，但
被上游村寨人群視為「漢人」，被下游村寨人群視為「蠻子」。然而他們的土司
與頭人家族，卻常自稱其祖先來自漢地。如道光《茂州志》稱當地五個土百戶
（土著首領）的祖先都來自漢區；大姓、小姓、大姓黑水、小姓黑水四土官家族的
祖籍都是「湖廣」，松坪土官的祖籍則是陜西。 98 又如汶川的瓦寺土司索姓（或
姓桑朗）家族，其祖先為嘉絨頭人，在明代受中國之邀來此平亂而留居，世代源
流有族譜可稽。 99 即使如此，在一九二○年代，土司自家人曾告訴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的調查者黎光明等人，謂本家族為漢人移民後裔，稱「河南人有桑
國泰者，在張獻忠剿四川以後帶了四個兒子到四川做移民……。四子桑鵬，便來
此刻的汶川，到土司家裡承襲了土司職」云云。黎光明在與一個瓦寺家土官的談
97

9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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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裡，也曾注意一個有趣的現象：
۞ኘྖ̚ՏՏѣĶࣇ˿ϔķăĶԧࣇ৶छķ۞ྖᐝĂຍ̙ߏޥٚᄮ
৶छߏ˿ϔ۞ТĄჂдገͯ፶۞य़ᙝĂആԧࣇኘĶࣇ˿ϔ۞ҁఢ
ķĄ 100
在此，頭人們攀附漢人祖源，模仿漢人鄉紳習俗，並以此向鄰人（本寨子民
或上游村寨人群）誇耀。他們嘲弄、歧視這些鄰近人群，但同時他們也被鄰近之
下游人群及外來漢人歧視。村寨百姓模仿、攀附下游「漢人」或本地頭人家族的
文化習俗（包括漢姓與溯及漢人祖先的家族歷史），並以此誇耀以自別於上游的
「蠻子」或本寨其它家族。
以上所述清代以來北川與茂縣的族群體系與相關族群現象，具體而微的反映
了數千年來曾發生在許多華夏邊緣地區的族群認同變遷過程——居於華夏邊緣的
土著頭人家族，模仿、攀附近於漢文化之鄰近人群所誇耀的漢文化與漢人祖源，
並以此向較遠離漢文化的其子民與鄰近族群展示、誇耀。居於華夏邊緣的一般民
眾，則模仿、攀附鄰近漢人或本地貴冑的漢文化習俗與漢人祖源。如此一截一截
鄰近群體間相互的誇耀、歧視與模仿、攀附，推動華夏邊緣的擴張。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攀附不只是單向的「邊緣」向「核心」華夏的模仿；
有時亦有華夏或漢人攀附、假借外來族群的文化與歷史。在北朝時，如《顏氏家
訓》所載，有北齊士大夫以教子習鮮卑語與彈琵琶為榮，這便是一種華夏士族對
外來統治者的文化攀附。 101 如，在清末至民國初期，接受「黃帝為西來巴比倫酋
長」之說的中國知識分子， 102 也是在受西方文明（含歷史）誇耀之影響下，所作
的祖源歷史攀附。又如，剛才提及的北川青片、白草地區的「漢人」，在二十世
紀八十年代以來，透過文化符號與歷史記憶的展示誇耀與相對的模仿攀附，愈來
愈多的人成為羌族。在他們新的祖源建構中，炎帝為所有羌族的祖先；他們認
為，炎帝與黃帝的弟兄，因此羌族也是古老的華夏，也是古老羌族「大禹」的後
裔。 10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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ඕኢ
在本文中，我說明近代以「黃帝」或「炎黃」為共同起源想像的中國國族建
構，乃承自於一古代歷史與歷史記憶基礎。也就是說，近代「中國國族」建構，
是一沿續性歷史過程的最新階段。在這歷史過程中，華夏或中國之人這樣的「我
族」認同，在祖源「黃帝」中已蘊含領域、政治權力與血緣之多重隱喻。這樣一
個渾沌初成的族體，在戰國時代以來，透過攀附「黃帝」或炎帝與炎、黃後裔，
逐漸在兩種「華夏邊緣」擴張——政治地理的華夏邊緣，以及社會性的華夏邊
緣。也就是說，透過「姓」以及與姓相連結的祖源歷史記憶，可以與「黃帝」
（或炎黃）直接或間接發生血緣聯繫的「族群」逐漸往中國周邊，以及中國域內之
社會下層推移。
在「華夏」的政治地理邊緣方面，許多本土社會的領袖家族或知識菁英，由
攀附黃帝而躋身華夏之內，同時也將本地納入華夏之域。由戰國至漢晉時期，這
樣的過程發生在吳、越、楚、趙、魏、秦、滇與巴蜀等地。華夏之「域」的邊緣
至此已大致底定，此後只有局部的變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五胡」，事實上是
原居此域內或由外進入此域內，而自稱黃帝或炎帝之裔的族群。唐、宋時期的北
方士族中一些原出於西域或草原的家族，也在長期定居中國後才攀附炎黃為祖
源。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中古時期開始，一些進入中國的北方部族如女真、蒙古
等以及西方的吐蕃，較少攀附炎、黃為其祖源。因此直至今日，以「黃帝之裔」
或「炎黃子孫」為隱喻建構之「中華民族」或「中國民族」，難以涵括漢族之外
（或傳統華夏之域以外）的各北方、西方「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也因此﹐強調
「炎黃子孫」的中國國族概念難以得到滿﹑蒙﹑藏等民族的普遍認同。在傳統華夏
之域的南方或西南部分地區，則情況有些不同。
在本文中，我並未論及華夏南方與西南邊緣的情況。由許多文獻中我們知
道，歷史上由得姓與得到一家族歷史而攀附炎、黃的群體，一直在中國南方與西
南邊緣部分非漢族群中擴大蔓延。在此，經常上層領導家族有「姓」並自稱是漢
人，而一般百姓則無漢姓，或有漢姓但缺乏可與中國主流歷史相聯繫的家族歷史
記憶。因此本文所提及的兩個華夏邊緣——政治地理的與社會性的——在此交
疊，並形成一個模糊的華夏邊緣。唐代《通典》中記載：「松外諸蠻……有數十

छăξಞᄃਔඛ̼۞ཏį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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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以楊、李、趙、董為名家，各據山川不相屬役，自云其先本漢人。」 104 宋代
《通志》中稱古時中國貴者有姓氏，賤者無姓氏，「今南方諸蠻此道猶存」 105 —
—或也反映作者知道在「南方諸蠻」中，許多貴冑家族是有漢式之姓的。到了明
清時期，在今日許多西南民族如羌族、苗族、瑤族、土家、畬族、白族、壯族等
之地區，都有些土司或大姓家族宣稱其祖源為漢人。在清代文獻資料中，雲貴地
區的土司多「南京籍」，四川土司多「湖廣籍」，皆反映此現象。他們甚至可以
藉著家譜中之「姓氏源流」，直接或間接與炎、黃之血脈相通。如廈門大學人類
學博物館中有一幅清代畬人家族祖圖，此圖首頁之圖象與文字便將此家族起源溯
自「黃帝」。又如，修於一九四五年的湖北鄂西土家族《向氏族譜》中有「粵我
向氏，系出湯王」之語， 106 也可說是自我宣稱為黃帝之後。同地之土家田姓家
族，自稱「田世雁門，系出有熊，黃帝之苗裔也」。 107 子孫廣佈於湖南、湖北、
四川、貴州諸省少數民族地區的南方滿姓家族，其修於明末之族譜也稱「粵稽我
族發源於虞舜」。 108
在社會性的華夏邊緣上，更活躍的祖源攀附在「華夏之域」內進行。然而由
於「歷史」只注意上層統治者與貴冑家族的「起源」，所以在社會中下層所進行
的「炎黃子孫」攀附過程常被忽略。無論如何，族譜中的「姓氏源流」或「先世
考」是一群體自我宣稱的祖源。以此而言，中國家族與族譜書寫的發展歷史可解
讀為：藉此記憶建構與書寫，可與「黃帝」或「炎黃」血脈相通的「族群」單
位——有文字族譜記憶的家族——愈來愈多、愈來愈小，也愈來愈普及於中國社
會的中下層。最後在此歷史記憶與歷史事實基礎上，在國族主義蘊含的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精神上，晚清民初中國知識分子終於將黃帝與「每一個」中國人
繫上想像的血緣關係。
一九九五年以來，我曾利用多個寒暑期，在川西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作田野
考察。在理縣蒲溪溝的一個王姓羌族家中，我曾抄錄一本該家族的家譜。此家譜
修成於清代中葉。譜中記載：「我王氏之受姓也，始於周靈王太子晉。廢居山西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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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陽，子孫世號王家，因以為氏焉。」由唐代之《元和姓纂》到明代之《萬姓統
譜》中，皆有記載王姓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可見這個族源記憶的傳承﹐也顯示
「姓氏書」之類的著作在統合族源記憶上的力量。然而在口述歷史記憶中，本地王
姓分為五大房，據稱是由湖廣來的五個兄弟分家所造成的。又有一種說法是，本
地最大的三個寨子其住民來源為：從前有三個弟兄分家，以射箭來分地盤，箭射
到不同的地方，於是這三個弟兄就分別在三個地方立寨。這個蒲溪溝中的王姓家
族，居於本文所稱華夏政治地理邊緣，也居於華夏社會邊緣。由於漢與非漢間之
界線在此是模糊與變動的，此兩種邊緣並沒有嚴格的劃分。這個例子或許也表現
漢人或中國人形成之普遍族群過程的一個縮影。在以「弟兄故事」為主軸的家族
口述歷史中，「過去」只詮釋當前本地的族群關係；以「姓」為本的文字族譜記
憶，則將本家族之歷史與中國大歷史述事接軌，也因此將一個家族與整個中華民
族繫在一起。於是在國族化或中國民族形成之歷史過程中，口述傳統中的本地
「弟兄故事」族源歷史，如流傳古華夏間的「炎黃為弟兄」故事、古蜀人曾相信的
「人皇兄弟九人」故事，以及本文所提及的北川白草河與理縣蒲溪溝等地的「弟兄
故事」一樣，都逐漸在社會記憶中消失或被認為是神話傳說了。
無論如何，在此「黃帝攀附」的長程歷史中，「近代」的確是一個有重大變
遷的時代。攀附黃帝的單位非「人群」而是「個人」；攀附不再是間接，而是直
接（使每一個人成為黃帝子孫）；知識分子、國家與媒體，也在新變局中得到前
所未有的知識掌控與擴展能力，以推動黃帝攀附。以此而言，國族近代建構論者
所言不虛。即使如此，無論是「黃帝後裔」或「炎黃子孫」之國族建構概念，都
難以合理的將目前中華民族中北方、西方之滿、蒙、藏，以及部分西南地區之少
數民族，包括在此一血緣想像群體之中。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黃帝攀附」代表
由華夏蛻變為中華民族過程中沿續的一面；「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中最重要的想
像、創新，與因此造成的「近現代」與「過去」之間的斷裂，應是由於新的語言
學、體質學、民族學與考古學對國族建構之影響。它們不一定使得「民族」分類
與「國族」溯源更正確，但的確，它們使得國家或國族建構（包含黃帝攀附）有
了更多可選擇的詮釋工具，因而造成中國（或華夏）之國族邊緣變化。傳統上王
化 之 外 的 ， 或 漢 與 非 漢 區 分 模 糊 的 邊 疆 (frontiers) ， 變 為 國 家 邊 界 內 的 邊 緣
(peripheries)。因此，雖然對絕大多數的滿、蒙、藏等邊裔族群而言，黃帝或炎黃
子孫歷史記憶之意義不大。然而「蒙古人種」、「漢藏語系」與「仰韶文化」、
「紅山文化」、「北方青銅器文化」等等體質學、語言學、考古學範疇之建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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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與它們彼此間的連繫，廣泛被用以建立國族邊緣與強化國族內部凝聚。
我們不能忽略，「黃帝」成為族源論述的焦點，除了在「近代」之外，還出
現在戰國末至漢初。因此在探討「中國人」的形成與變遷時，「戰國末至漢初」
與「近代」似乎是兩個重要的關鍵時代。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重要關鍵時代，
也就是《史記》的出現，與《史記》首其端之「正史」書寫傳統結束（或歷史研
究與書寫發生重大轉變）的時代。《史記》不僅總結戰國末至漢初以來的黃帝論
述，它也創造了一個以「英雄祖先」為骨幹（英雄傳記與帝王世系）的「文類」
(genre)，所謂「正史」，並將「歷史」與司馬遷所稱「其言不雅馴」之神話傳說
分離。此種紀傳體之正史書寫文類，至清末而消解；中國歷史書寫從此有了新的
「理性」與新的結構。因此，研究「中國人」的本質及其變遷時，我們不僅可從
「文本」分析相關情境，各種「文類」如正史、方志、族譜﹑異域遊記及近代「民
族史」的出現及其形式之改變，以及「歷史」與「神話傳說」分野之始與其間之
界線變遷，都反映「中國人」之形成與轉變過程中的一些本質變化；這些方面，
值得再深入探索。
最後，在分析「黃帝後裔」或「炎黃子孫」時，我們的焦點常只在於「國
族」、「民族」認同，與相關的華夷或中國民族與外族之分；被忽略的是，隱藏
於這些「血緣論述」之後的人類性別、階級間的核心與邊緣區分。無論是由「英
雄祖先歷史」或「弟兄故事」來建構一群人的血緣聯繫，經常都是部分人的「起
源」——統治者的血胤或男人的血胤——詮釋了整個族群的「起源」。因此人們
常透過新的「英雄祖先歷史」或「弟兄故事」建構（女性與社會弱勢者也常參與
此建構），來改變可分享共同資源的「族群」之邊界。然而在新的認同體系中，
女性與社會弱勢者的邊緣地位經常沒有多少改變。這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Ğώ͛ٺϔ઼˝Ȉ˘ѐ̱͡˟Ȉ఼͟࿅Ώ൳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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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imicry: the Ancient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NationBuilding in China Through the Identity of “the Offspring of
Yellow/Yan Emperors”
Ming-ke W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at Chinese nation building in modern time, which is based on
the belief of a common ancestor, Huangti (Yellow Emperor) or Yanti, is not a new
invention but the most recent stage in the long-term formative proc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During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Huangti was claimed to be the common
ancestor of the Huahsia people. As an ancestral symbol be integrated metaphors of
territorial, political and blood genesis. After that, the newly formed Huahsia ethnic entity
expanded into both her geopolitical and social peripheries. By adopting a surname and the
concomitant genealogical memory, more and more non-Han leading families in China’s
geopolitical peripheries, and families in her social peripheries, were able to commemorate
Huangti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assumed blood ties. Finally, with this background and
augmented by the individualism contained in modern nationalism, Chinese intellectuals of
the later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 era built up blood ties between Huangti and all Chinese
people.
Based on the case of the Sinicized Ch’iang people in Peichuan of northwestern
Sichuan, this article also explains that social discrimination and mimicry among closelyrelated people in peripheral zones is a primary means by which the expansion of “the
offspring of Yellow Emperor and Yan Emperor” in the peripheral areas has occurred.
I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so called modern imagi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ctually based on a historical continuum from ancient times.
“Descendants of Huangti” represents this historical continuum in the ethnic process from
Huahsia to the Chinese nation. The truly imaginary or inventive aspec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resulting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past and present, were produced by
manipulating of modern linguistics, physiology,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in the nation
building process.
Keywords: Nationalism, Chinese Nation, Yellow Emperor, Historical memory,
Genealogical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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