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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滑稽列传》四题 

《〈史记〉论丛》第 12辑，北京：文史出版社，2015，第 362-373 页 

 

本文作者曲景毅，北京大学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新加坡华裔馆咨询委员会委员。 

         

        以汉代而论，司马迁的《史记》为王侯将相作传者大约只占十五分之一。《滑

稽列传》是司马迁的又一个创举，前无古人，所纪之人、所纪之事都是改变历史发

展走向的小人物、小事件，比之后世的幽默文学家、讽刺小品文殊不逊色。饶有兴

味地品读本传后，笔者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滑稽”是单纯的幽默搞笑吗？司

马迁为什么要给这些小人物撰《滑稽列传》？此中有无深意？滑稽传主的言行有何

特别之处？《滑稽列传》的纪年记事有无错误？ 

一、“不第以恢谐为滑稽” 

关于《史记》中的“滑稽”之义，历来众说纷纭，加之“滑稽”在当下的引申

义，极容易产生歧义，今有学者专门撰文释义 1。“滑稽”，古音“guji”，出现

在《史记》的不同篇章中，可以互训，如《滑稽列传》称淳于髡“滑稽多辩”，

《樗里子甘茂列传》称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孟子荀卿列传》

称“鄙儒小拘，如庄周等滑稽乱俗”，《孔子世家》中春秋齐人晏婴称“儒者滑稽

而不可轨法”。归纳而言，所谓滑稽者，一曰“多辩”，故能出口成章，词不穷竭；

二曰“多智”，故能“乱俗”、“不可轨法”，其言能乱异同。前者为表象，后者

为本质，二者互相联系、互为因果。古代语境中的“滑稽”与现代语境中所谓言语、

动作或事态令人发笑之意有相通之处，但又不尽相同。 

1、多辩：出口成章，词不穷竭 

《滑稽列传》中，以“滑稽多辩”描述淳于髡的特征，“多辩”可视作“滑稽”

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本传注释褚少孙“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之“滑稽”时，引

《索隐》曰： 

《楚词》云：“将突校滑稽，如脂如韦。”崔浩云：“滑，音骨。滑稽，流酒

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杨雄《酒

                                                           
1 参见：诸葛志《释“滑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4 期，第 1-5
页；仵亚宁《释“滑稽”》，《西安社会科学》，2011 年第 5 期，第 143-145 页。 



赋》云：‘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

稽，犹俳谐也。滑，读如字，稽，音计也。言谐语滑利，其知计疾出，故云滑稽

也。”1  

滑稽最初是一种转注吐酒之酒器，终日不已，借以用来称赞人，南朝人姚察所谓

“俳谐”，至于《樗里子甘茂列传》之“滑稽”注语中称“以俳优之人出口成章，

词不穷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笔者以为不妥。《史记》所称“滑稽”者，并

非“俳优”（演戏艺人）。 

2、多智：不可轨法，能乱异同  

修订本《史记·滑稽列传》开篇《索隐》按语：“滑，乱也；稽，同也。言辨

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2说明“滑稽”的根本内涵是“言

能乱异同”，而不是“辨捷”，虽然辨捷也是滑稽的要素。“滑”是乱，“乱”就

是混淆，“稽”是同，所以“滑稽”就是混淆异同。《樗里子甘茂列传》《正义》：

“滑读为淈，水流自出。稽，计也。言其智计宣吐如泉，流出无尽，故杨雄《酒赋》

云‘鸱夷滑稽，腹大如壶’是也。颜师古云：‘滑稽，转利之称也。滑，乱也。稽，

碍也。其变无留也。’一说稽，考也，言其滑乱不可考较。”3《正义》又引颜师

古曰：“滑稽，转利之称也。滑，乱也。稽，碍也。言其变化无留滞也。”“滑稽，

圆转纵舍无穷之状。”“稽”被解释为计谋，滑稽即多智，“稽”被解释为阻碍，

则滑稽即没有阻碍。明人杨慎曰：“滑稽，转注之器也。若漏巵之类以比人之言语，

捷给应对不穷也。余按：六书转注，亦取应物不穷之义。”4由转注之器比拟人之

言语，并引申出六书之一的“转注”与此之联系。 

再补充两则钱钟书对滑稽的论断，《管锥编》：“‘滑稽’训‘多智’，复训

‘俳谐’，虽‘义’之‘转’乎，亦理之通耳。……盖即异见同，以支离归于简易，

非智力高卓不能，而融会贯通之终事，每发自混淆变化之始事。”5多智之外，才

是俳谐，所以滑稽非幽默之低级——油滑（鲁迅），这是误区，明人李光缙的阐释

                                                           
1 修订本《史记·滑稽列传》，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3864 页。本书所引《滑稽列传》皆自本书，

不再一一出注。按：本传开篇即引《索隐》数句解释“滑稽”，之后有“校勘记”，称耿本、黄本、

彭本、柯本、凌本、殿本此下有 105 字（第 3875-3876 页，原文未句读），与此完全相同。又，所

引崔浩及杨雄《酒赋》之语，与《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中注解“滑稽”之语（第 2789 页）略

同，后者注中无“崔浩”名，《酒赋》所引亦缺“尽日盛酒，人复藉沽”。 
2 修订本《史记》，第 3857 页。按：《樗里子甘茂列传》司马贞《索隐》引邹诞解云：“滑，乱也。

稽，同也。谓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谓能乱同异也。”（第 789 页）文字略同，说明此

说应源自邹诞之解。 
3 修订本《史记》，第 2789 页。 
4 明·李光缙增补、明·凌稚隆辑校、于亦时整理：《史记评林》，卷一二六，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87 页。 
5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16 页。 



切中肯綮：“滑稽，言口给便利，应答若流也。不第以恢谐为滑稽。”1所以笔者

还是建议“滑稽”读为“guji”，以与“huaji”在读音和意义上相区别。《管锥编》

又云：“论创造心理者谓之‘两事相连’。俳谐之设譬为讔，机杼莫二。譬如双关

语，混异义于同音，乱两字为一谈，非直‘稽’而‘滑’之，有类谜语之‘解铃系

铃’格。”意义相关读音相同的两词容易形成双关，这是高超的修辞手法。并且解

铃系铃，带有极强的个人色彩，普通人是很难学习的，所以晏婴才说滑稽者“不可

轨法”。 

二、“六艺语”与“太史公曰” 

1、一篇主意：谈言微中，可以解纷 

司马迁为何撰写《滑稽列传》，这是必须首先要明白的问题。明人李景星慧眼

卓识：“‘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即此二语，已得滑稽要领，一篇主意，正在

于此。”2《滑稽列传》开头开宗明义：“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

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

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3
 所谓

“微中”即“妙中”，王叔岷认为，“重六艺亦不忽谈言，此史公之特识”4。司

马迁将本传放在非常高的位置，认为六艺之外，别有一艺，就是滑稽。这似乎有些

危言耸听、自我抬高，以至有学者认为此处有误，明人董份说：“滑稽而引六艺语，

文意又不相属，恐有误。”5其实司马迁将滑稽与六艺并称，说明他列此传并非单

纯猎奇，更非有误，而有深意存焉。近世曾国藩有云：“言不特六艺有益于治世，

即滑稽之谈言微中，亦有裨于治道也。”日本学者冈白驹曰：“解纷乱，即是治，

岂独止六艺耶？天道之所以大也。6滑稽有裨于治世，能解纷乱，当然可与六艺并

称 7。 

                                                           
1 《史记评林》，第 804 页。 
2 李景星著，韩兆琦、俞樟华校点：《四史评议》，长沙：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118 页。 
3 按：此处所言“谈言微中”与后文“善为笑言，合于大道”意思相同，明人凌稚隆已指出：“此

下置酒天雨一段，欲大苑囿一段，欲漆其城一段，总归‘善为笑言，合于大道’二句，又即篇首

‘谈言微中’一句意也，特换文耳。”（《史记评林》，第 796 页） 
4
王叔岷：《史记校证》，卷一二六，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362 页。 

5 《史记评林》，第 787 页。明人凌稚隆按：“谈言微中二句，总为滑稽要领，岂太史公思游侠者，

而不得见，故第及于次耶？不然，何于便给者而有取也。” 
6 以上两条见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一二六，台北：天工书局 1993 年版，第 5032
页。 
7 按：笔者以为，褚少孙所补之滑稽，并没有遵循司马迁的这一原则。如郭舍人“发言陈辞，虽不

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说”，东方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索隐》以为

“外家非正经，即史传杂说之书”，今人陈直认为：“汉人以诸子百家之语为外家。”（《史记新

证》，第 191 页） 



可是，六艺与滑稽的区别在哪？首先，与六艺正襟危坐、高谈阔论不同，滑稽

出为笑言，仿佛不经意谈笑间指出富于深意，需要仔细体味。唐人柳宗元云：

“《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

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洒，则罢惫而废乱，故有‘息焉游焉’之说。”1
 

第二，滑稽虽然很底层、很草根甚至很令人鄙夷，但比高大上的六艺似乎更有

实际效用，宋人刘辰翁云：“滑稽者至鄙亵，乃直从六艺壮语说来，即此太史公之

滑稽也。其言大道亦由是耳，今俳优引语皆名。但闻‘天道恢恢，岂不大哉’，亦

使人发笑，谓当解纷之时，则六艺无用也。”2
 

第三，司马迁不因人废言，他看重的就是这些滑稽之人能够以一言而劝谏君上，

相比当世的一些儒者谏官有过之无不及，堪比六艺正轨。这充分显示了司马迁通达

的价值观。清人柏秀云：“所言者皆荒谬无稽之谈，所操者皆末流鄙夷之技，不传

可也。而史公必一一传之，何哉？汉自武帝践位以来，颇多过举，游宴征伐神仙土

木之事，史不绝书，此正臣子撄鳞折槛之时也。而当日之所谓谏官者，长孺以外，

无一人焉。司马长卿则上《封禅书》矣，主父偃则创立朔方郡矣，盈廷唯诺，顺旨

饰非，求其如齐髡以一言而罢长夜之饮，优孟以一言而恤故吏之家，优旃以一言而

禁暴主之欲者，渺不可得。而其微行上林之谏，置酒宣室之谏，蓬莱求仙之谏，独

出于曼倩一人，滑稽亦何负于国哉！宋广平择优人以悟明皇，司马公传滑稽以悟武

帝，其意一也。而必谓非《诗》、《书》礼乐之正轨，彼古人蒙瞍师箴之法，夫固

有不可以人废言者，而何必非夫滑稽。”3这段文字指出汉武帝时除汲黯外 4，司马

马相如、主父偃之流皆文过饰非，与淳于髡、优孟、优旃、东方朔 5之流不可比。

柏秀将宋璟择优人悟唐玄宗与司马迁传滑稽司汉武帝相比，也是有智之见。 

2、隐语讽谏的纲目模式 

    《滑稽列传》的结尾有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

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以半更。岂不亦伟哉！”乃上文柏秀 

“以一言罢长夜之饮”，“以一言而恤故吏之家”，“以一言而禁暴主之欲”之所

本。《太史公自序》云：“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

之用，作《滑稽列传》。”6淳于髡、优孟、优旃三人，能“以道之用”（“之”

                                                           
1 《柳宗元集》卷二一《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

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19 页。 
2 《班马异同》卷三四，《历代名家评史记》，第 720 页。 
3 《沅湘通艺录》卷二《书史记滑稽传后》，《历代名家评史记》，第 722 页。 
4 参见曲景毅、李佳：《从〈史记·汲郑列传〉管窥太史公之史法与笔法》，赵生群、王增文、陈

曦主编《〈史记〉论丛》第 10 辑，北京：文史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73-279 页。 
5 按：东方朔乃褚少孙所补，与前三者又有不同。 
6 修订本《史记》，第 3998 页。 



即“为”），即刘勰所谓“辞虽倾回，意归义正”（《文心雕龙·谐隐》）。反观

褚少孙所补之郭舍人、东方朔、东郭先生、王先生、西门豹五人中，惟西门豹合于

“以道之用”，而西门豹也应归于《循吏列传》中更为恰当 1。 

那么，这些滑稽之人是怎样劝讽君上的呢？隐语。稷下先生淳于髡在《田敬仲

完世家》和《孟子荀卿列传》展示很强的口才，而在《滑稽列传》中却使用隐语讽

谏。文中以三次以隐语（“说之以隐”、“笑岂有说乎？”、“其说可得闻乎？”）

讽谏齐威王。楚国优孟“常以谈笑讽谏”楚庄王。秦国侏儒优旃“善为笑言”讽秦

始皇、秦二世，这些“隐语”构成了传记的核心内容，篇章结构上颇与先秦典籍

《国语》的四段式结构模式相同 2。 

这里要指出的是滑稽者好隐语与具体的讽谏隐语之间是一种自然的纲目关系。

比如：“滑稽多辩”、“喜隐”，是纲；“淳于髡仰天大笑”，是目。“多辩，常

以谈笑讽谏”，是纲，“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而谈

语”，是目。“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是纲，“置酒而天雨”、“欲大苑囿”、

“欲漆其城”，是目。 

三、纪年顺序“踳驳之甚”？ 

    仔细阅读《滑稽列传》，不难发现在传主的纪年顺序上存在问题。目前的纪年

顺序如下： 

    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其后百余年，楚有优孟。 

    优孟，故楚之乐人也。……其后二百余年，秦有优旃。 

    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居无何，二世杀死，优旃归汉，数年而卒。 

    不少学者已发现问题，清人梁玉绳云：“孟在楚庄王时，髡在齐威王时。楚庄

元年至齐威末年凡二百七十一年，何云孟后髡百余年哉，《史通》辨其误矣。……

旃在始皇时，汉初乃卒，则自楚庄王即位至秦灭四百八年，何止二百余哉？”3指

出唐人刘知几就已辨出其误。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云：“优孟事楚庄王，

在淳于髡前二百余年，此传云在髡后百余年，乃踳驳之甚者。而小司马未及举证，

何也？”认为唐人司马贞没有指出司马迁此传记事顺序之错讹。 

                                                           
1 梁玉绳《史记志疑》即认为：“若夫西门豹，古之循吏也，而列于滑稽，尤为不伦。”限于篇幅，

笔者将另撰一文讨论褚少孙所补之《滑稽列传》。 
2 参见李佳：《试论〈国语〉的篇章结构及其笔法特征——以〈左传〉互见记载为参照》，《北京

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第 71-78 页；李佳《〈国语〉研究》第六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3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455-1456 页。 



    正确时代顺序为楚优孟后二百余年有齐淳于髡，淳于髡后百余年有秦优旃。日

本学者泷川资言云：“《儒林》、《酷吏》、《游侠》、《侫幸》诸传，概以其人

先后为序，《管晏》、《老庄申韩》、《孙吴》、《白王》、《范蔡》诸传，亦莫

不皆然。此传以优孟序于淳于髡前，改秦有优旃为齐有淳于髡，改楚有优孟为秦有

优旃，则庶于先后有次。”1《史记》的合传一般按人物时代先后次序，惟《滑稽

列传》时序有误，且年数有误，泷川资言称“改秦有优旃为齐有淳于髡，改楚有优

孟为秦有优旃，则庶于先后有次”，可如何造成这种现象？ 

清人黄世荣认为错谬乃小节，并为太史公回护： 

史公《滑稽传》凡三人而世次错缪（按：通“谬”），读者疑之，不知此所以

为史公之文也。……委巷所传，故老所述，虽事不必实而说有可存，概从删弃，所

不忍也，故立为滑稽之名传。即以滑稽出之，姑取其言足备惩劝而已，事之信否，

所不计也，又何必论其世乎！后之作史者，过于矜慎，稍涉疑似，辄似盖阙，又其

甚者，动执圣贤大学之道，以绳非常可喜之事，持论之正，辩者或不能夺，然谨严

之意多，而搜采之道隘，于是奇伟俶怪，没不复见，而文亦侵以颓矣。以史公之揆

之，其不然与！其不然与！2
 

黄世荣认为司马迁的写作方式是“事不必实而说有可存”，“姑取其言足备惩劝”，

后代作史者“谨严之意多，而搜采之道隘”，故而不像司马迁凡“奇伟俶怪”皆与

录之，撰修的史书也不能与司马迁媲美。从宏观处着眼太史公的安排用意，为合理

地解释此段纪年记事的错讹找到一种路径。但是，这样大而化之的为史公回护，理

由似嫌牵强而不具体。 

王叔岷《史记校证》也提出一种解释：“何以先记淳于髡事，后记在前之优孟

事？盖由优孟后即记优旃事，孟与旃同为优人，当连类记之耳。”3认为优孟与优

旃同为优人，故连在一起记录，这很有启发性，可是何以将淳于髡放在这二人之前

呢？要知道三人传后的“太史公曰”，也是淳于髡、优孟、优旃的顺序。 

《文心雕龙·谐隐》云：“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

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

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正义也。但本体不雅，其流

易弊。”在刘勰心目中，淳于髡讽谏齐威王堪比宋玉讽谏楚襄王。优旃、优孟之讽

                                                           
1 《史记会注考证》，第 5032 页。按：考证又云：“各本《索隐》乱异同也下，有楚词云云一百四

字，盖下文褚先生补传注语。”“一百四字”实为“一百五字”。“盖下文褚先生补传注语”亦误，

因一百五字实为解释“滑稽”之意。 
2 《味退居文外集》卷下《书史记滑稽列传后》，《历代名家评史记》，第 721 页。 
3 《史记校证》，第 3367 页。 



谏为“谲辞饰说，抑止昏暴”，虽然“意归正义”，但“本体不雅”，故不可与淳

于髡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优孟之于楚庄王，淳于髡之于齐威王，优旃之于秦始皇、

秦二世。这是太史公为春秋、战国、秦朝三个时期各提供的一个隐语讽谏的典范，

将微讽足观之淳于髡置于首位，优孟、优旃连类而记，是太史公的史家笔法。至于

年代的问题，太史公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低级错误，确有可能因为错简所致 1。 

四、记事错讹与真名假事 

1、 “一鸣惊人”：一事而两见  

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典故广为流传，最早记载于《韩非子·喻老》，楚国右

司马以隐语进谏庄王： 

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

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默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

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

不谷知之矣。”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

而邦大治。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庄王不为

小害善 2，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3
 

进谏者右司马为谁？《韩非子》中没有说明，后世有学者猜测。太史公在《滑稽列

传》中将之归为淳于髡： 

齐威王之时好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

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

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

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 

所谏者为齐威王，但在《楚世家》中司马迁又将之归为伍举：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

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闲。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

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 三年

                                                           
1 周言：《〈滑稽列传〉错简考辨》（《史林》，2004 年第 2 期）认为，“若按每简 28-29 字排列，

则只须调换各章编连次序就可得出正确的人物年代次序”。 
2
按：王先谦以为“害”字不当有，盖与善形近而误衍，可信。 

3
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卷六，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 1996 年版，页 123。 

http://baike.baidu.com/view/27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1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701.htm


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

“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

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是岁灭庸。六年，伐宋，

获五百乘。1
 

所谏者仍为楚庄王。同一故事原型，不同的谏纳双方，并在不同文本中的差异叙事，

关于这点，笔者将另文专门论述 2。这里想要讨论的是，《韩非子》中的这则典故

为何在《史记》中一事而两见，到底孰是孰非？明人徐孚远云：“‘楚庄、齐威，

皆有雄略，故先纵乐以观群臣，大鸟之喻，为得其情也。’”3认为楚庄王、齐威

王皆有雄略，故以“大鸟之喻”寓其情，因为二者年代有先后，故有学者推测

“（淳于）髡盖祖楚伍氏谏庄王故智耳”4。这样的推测不无道理，因为这则典故

在后来的典籍中仍不断出现，有学者指出：“《吕氏春秋·重言篇》载成公贾谏荆

庄王，《新序·杂事》载士庆谏楚庄王语，皆大同小异，虽谏之人不同，而所谏之

人同作庄王，则当以庄王为正。若齐威王事，不载《国策》。或史公聊借此以为滑

稽之助耳，然今人但知齐威王者，比比然也。”5谏议之人不同，所谏之人同为楚

庄王，说明原典中应为楚庄王，后成为六国时寓言流传于世，但《滑稽列传》的影

响很大，居然后世许多人转而认为是谏齐威王事。至于为什么谏议之人每有不同，

还可以再讨论。台湾大学李隆献教授提出《穆天子传》与《晏子春秋》的叙事是一

种“真名假事”的叙事方式 6，笔者以为很有启发性。“一鸣惊人”故事本身是否

真实，很值得怀疑，但在战国时成为的一则寓言故事流传，时人及后人引用这则寓

言付诸于真实的人物身上，伍举（或成公贾、士庆）、淳于髡是否真正进谏，楚庄

王、齐威王是否纳谏不是重点，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加强了寓言故事

的影响力与传播度。 

2、“一鸣惊人”之后：“语在《田完世家》中” 

《滑稽列传》在“一鸣惊人”的故事之后，云“（威王）威行三十六年。语在

《田家世家》中”。这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梁玉绳认为太史公这里的叙述不精，

有疏误：“《（田完）世家》无隐谏一节，疑是后人删之。或谓此传虚述，乃史公

不精之咎。恐不然也。” 7显然梁玉绳以为“语在《田完世家》中”是指隐谏一事。

                                                           
1 修订本《史记》，第 2039 页。 
2 参见笔者《微言讽谏与不治而议：论淳于髡的“隐语”叙事》，2015 年台湾师范大学第四届叙事

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3 《史记会注考证》引，第 5033 页。 
4 《史记志疑》，第 1454 页。 
5 《醉月西庐古文》卷下《书滑稽传后》，《历代名家评史记》，第 720-721 页。 
6 李隆献编：《叙事理论与实践——以〈左传〉为对象》，台湾大学开放式课程讲义，第 7 页。 
7 《史记志疑》，第 1455 页。  



王叔岷则不然：“盖就‘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而言。非关上文隐谏一节。

隐谏一节，乃补《世家》之未备。”1认为 “语在《田完世家》中”指上文齐威王

纳谏后接见诸县令长七十二人（是否也应包涵赏罚分明，出兵则诸侯皆惧，归还齐

地？），以此照应前文所谓“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但是，笔者以为，“语

在《田完世家》中”，并非指淳于髡“一鸣惊人”之隐谏，也并非独指“朝诸县令

长七十二人”之事，而是指上文“齐威王威行三十六年”，齐威王三十六年的所作

所为，具体地记载在《田敬仲完世家》中。 

梁玉绳还质疑后文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之事：“威王在位三十六年，未尝与

楚相闻。若威王八年，并无他国来伐，安得有楚兵加齐、赵王救齐之事。《说

苑·复恩》、《尊贤》二篇说此事，一云：‘楚、魏会晋阳，将伐齐，齐王患之。’

一云：‘诸侯举兵伐齐，齐王恐。’亦无可考。”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

“《史记·滑稽列传》，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条：“按，世家及表，是年齐

楚无交兵事。此传之言，多不足信。”这些质疑恰恰证明《滑稽列传》多为“真名

假事”，重在记言记事，而言行未必果真发生在某人某年。 

3、优孟事与《忼慨歌》 

优孟衣冠的故事与一鸣惊人同样脍炙人口。但梁玉绳认为： 

优孟之事，决不可信，所谓滑稽也。《隶释·延熹碑》述优孟事与《史》不同，

而所载优孟歌亦异。歌曰：“贪吏而可为而不可为，廉吏而不可为而不可为。贪吏

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

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被褐而卖薪。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独不见楚相孙叔敖，

廉洁不受钱。”《梁溪漫志》谓“愤世疾邪，哀怨过于恸哭，比《史记》所书远

甚。”2 

梁玉绳所指汉代《延熹碑》中事，乃清人焦竑所述： 

    此传载孙叔敖事甚详，予得汉延熹中碑，书是事微不同。云：“病甚，临卒，

将无棺椁，令其子曰：‘优孟尝许千金贷吾。孟，楚子乐长，与相君善，虽言千金，

实不负也。’卒后数年，庄王置酒以为乐，优孟乃言孙君相楚之功，即慷慨高歌，

涕泣数行，王心感动觉悟，问孟，具列对。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辞：‘父有命，

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赏，必于潘国，下湿硗埆，人所不贪。’遂封潘乡，潘

                                                           
1
《史记校证》，第 3363 页。 

2 《史记志疑》，第 1455-1457 页。 



即固始也。而所载歌，绝奇，曰……其语愤世嫉邪，含思哀怨，过于恸哭，比此传

所书远甚。”1 

梁玉绳所称的“优孟歌”其实是《忼慨歌》，即优孟“慷慨高歌”之歌，被逯钦立

录收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 2。《史记》中所载的“优孟歌”为：“山居耕

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余财。不顾耻辱。身心家室富。又恐受赇枉

法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

廉吏安可为也。”同样被逯钦立录为《优孟歌》，收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

焦竑所述，楚庄王是因优孟慷慨高歌而感悟加封其子，完全不是《滑稽列传》所载

“优孟衣冠”之事。优孟衣冠的真实性早在梁玉绳、焦竑前，唐代刘知几即提出疑

问：“孙叔敖之殁，时日已久，岂有一见无疑，而遽加以宠荣，复其禄位者哉？”

明代余有丁曰：“优孟似敖，即今优人妆演，状貌令酷类叔敖，异以感动庄王，或

庄王见其滑稽，姑以为戏，而孟因得以讽谏，至谓真欲以为相，及归与妇计之言，

皆涉于妄。”又曰：“据《吕氏春秋》，则史自别传，未必实也。” 3凡此，皆可

证明优孟乃自为寓言，或者是太史公采自街谈巷语，也是“真名假事”的又一例证。  

清人吴见思云：“（司马迁）忽而撰出一调笔嘻戏之文，但见其齿牙伶俐，口

角香艳，清新俊逸，另用一种笔意，亦取其意思所在而已，正不必论其事之有无也，

而已开唐人小说传奇之祖矣。”4清人李景星也说：“《滑稽传》，是太史公游戏

文字，唐人小说之祖也。写极鄙极亵之事，而开首却从六艺说入。以为常经常法之

外，乃有此一种诙谐人物，于世无害，而于事有益，可见天地之大，无奇不有

也。”5《滑稽列传》这种“真名假事”的叙事笔法，开启了后代传奇小说之路，

值得仔细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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