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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伯奔吴诸说平议∗ 

程  义（苏州博物馆） 

 

引 言 

春秋末年，江南的吴国忽然在江南崛起，到阖闾夫差时期国力达到鼎盛，北抗齐西伐楚

南威越，一度北上和晋在黄池之会上争盟主地位。江南吴国的来历，一般都以《史记·吴太

伯世家》为依据，认为是太伯仲雍奔荆蛮而建立的勾吴。但是从清代崔述《丰镐考信录》开

始，卫聚贤、黄盛璋、董楚平、陈桥驿、崔凡芝等学者对《史记》的记载发生了怀疑和并发

表了自己的看法，台湾学者王明珂以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太伯奔吴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当然，有否定也有肯定者，也有力图弥合者。至今这个问题依然是吴越史上的一个难题，并

且似乎没有解决的希望。这个难题的关键在于：1、文献却乏，除了《春秋·左传》对此问

题略有提及外，以《史记》最为详细，此后诸如《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文献都是以《史

记》为骨干，再进一步加工，集成；2、出土文物零散，虽然有诸如宜侯夨簋、者减钟、夨

器群、（弓鱼）国墓地器群，但是这些文物的出土地和春秋晚期吴国的范围并不吻合，甚至

隔绝甚远，徒增烦扰；3、参与论战的各方有的来自历史学界、有的来自考古学界、有的来

自民族、语言学界，各自使用本学科的方法和证据，但因学力的限制，尚缺乏对此问题综合

考察的能力；4、各地学者以带有强烈的地方自豪主义的论调参与论战，使得本来就已头绪

纷繁的学术问题更加复杂化。 

因为很多学者抱有浓厚的地方主义倾向，所以在谈及这个问题是，往往对反对意见或者

不利自己的意见采取视而不见或故意漠视的态度。但这种掩耳盗铃，以偏概全的做法并不利

于解决这一学术问题。因此，为了便于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笔者就耳目所见，将此问题的

各路观点做一罗列，并做简单分析和平议，以便进一步讨论，并求教于方家。 

                              一、太伯奔吴的记载 

太伯奔吴以《史记》的记载最为完整，且《史记》历来被认为是一部非常严谨的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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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晚晴民初的学者，如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等人以甲骨文和金文证实了《史记》殷

商史的准确可信性后，学界对《史记》的记载更是确信无疑。因为，既有纸上文献的证据，

也有地下文物的证据，在经过“二重证据法”的考验之后，《史记》的权威性再一次得到加

强。为了便于后面的讨论，先将《史记·吴太伯世家》相关段落迻录如下：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

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

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犇荆蛮，自号句吴。荆蛮

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

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

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以开晋伐虢也。 

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

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大凡从太伯

至寿梦十九世。 

《吴太伯世家》被列为世家的第一篇，历来被认为是为褒奖太伯的大义而专门安排的。

在文末“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这是他特意交

代了他修撰并认定荆蛮太伯和中国之虞关系的文献依据。 

《史记》所据的古文《春秋》我们不得而知，但就现存的《春秋》及其三传文字来看，

确实有相关的文字。崔凡芝1依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在其论文里已经逐条做了罗列，共

计 6条记录，如下： 

 (1)《传》鲁闵公元年(bc661)：(晋大夫)士蒍曰：“大子(指晋太子申生)不得立矣，…不

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第 259页) 

(2)《传》鲁僖公五年(bc655)：(虞国大夫)宫之奇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

伯不从，是以不嗣。”(第 307页) 

(3)《传》鲁宣公八年(bc601)：(楚)盟吴、越而还。（吴始见于经传）(第 696页) 

(4)《传》鲁成公七年(bc584)：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 …乃通吴于晋，…教吴乘

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 …

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第 834、835页) 
                                                        
1 崔凡芝：《史记太伯奔吴质疑说》，《山西大学学报》2010年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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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传》鲁哀公七年(bc488)：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

岂礼也哉？有由然也。 (第 1641页) 

(6) 《传》鲁哀公十三年(bc482)：(黄池会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

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 …乃先晋人。在此条后杨伯峻注：“《史记》于《秦纪》、《晋、

赵世家》均言‘长吴’，《吴世家》则言‘长晋定公’，司马迁存异说。” (第 1677页) 

这六条均为《左传》文字，在今本《春秋》里没有直接涉及太伯奔吴的内容。此后的文

献大多以《史记》为骨干，做了进一步的弥合和丰富，但基本框架和内容不出《史记》。根

据《史记》的记载，我们将太伯奔吴做一线条化归纳： 

一、奔吴的原因：避季历 

二、奔的地点：荆蛮 

三、封邦建国：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后，自号勾吴 

四、和中原的关系：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 

继《史记》之后，《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文献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进一步的集成和充实，

但基本框架并未超出上述四点。 

二、直奔江南说 

太伯、仲雍南奔始建之吴国就在今江苏无锡、苏州一带，这是传统的说法。《史记》显

然是最支持这一说法的文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元和郡县志》《通典》《史

记正义》《括地志》《吴郡志》《吴郡图经续记》等均沿袭《史记》的记载，从汉至唐、宋各

家，所述太伯初建吴国的地理位置大体相同。且《史记》经过王国维对甲骨商王世系与《史

记》商王世系的对照后，《史记》对早期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进一步得到加强。近人著作论述

太伯初建吴国之地，也都沿袭其说。 

江南说也有其考古文物的证据。王卫平2等人指出根据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等单位

近年来的考古普查，发现宁镇地区广泛分布着吴文化的遗存。据不完全统计，从 50年代以

来陆续发现出土的有青铜器随葬的西周至春秋晚期的墓葬已近百座，其中属西周时期的就有

仪征破山口、丹徒烟墩山、母子墩、磨盘墩、丁岗墩上村墓、深水乌山一、二号墓、丹阳司

徒、南京浦口、江宁陶吴镇及安徽屯溪等墓葬，而仪征破山口遗址最能说明问题.仪征破山

口曾在 1930年出土过一批西周青铜器，1959年南京博物院又在该处作了一次探掘，出土一

批西周青铜器。并知道出土处是一个“长方竖穴土坑古墓”，系中原墓制，现存的青铜器，

从形制、花纹以及制作手法上看，属于西周早期的产品。与丹徒和皖南屯溪的西周墓相比，
                                                        
2 王卫平：《勾吴立国与吴越民族分合》，《民族研究》1992年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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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破山口的墓制与遗物都更接近周文化原貌，年代可能更早，因此有人推测“仪征或其附

近可能是周人南下的初到之地” 相当于商周时代，与吴文化有承继关系的宁镇地区土著文

化—湖熟文化(前期为先吴文化，后期即吴文化)，“其发达年代当西周初叶”。由此也传递出

太伯、仲雍南奔建国从而推动当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信息。太伯、仲雍南奔立国宁镇说还可

从“勾吴”名号的确立得到印证。关于“勾吴”的含义，历来说法不一。其中以颜师古《汉

书·地理志注》所说“勾”为“夷俗语之发声”影响最大。 

太伯奔吴说在考古发现的启发下，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修正，产生了诸如镇江说、仪征

说、江阴说，甚至有人根据明清地方志的记载，得出太伯奔吴之地是现在的江宁等地。从地

名和传说来看，苏州从秦汉以来一直就以“吴”为核心词汇来命名，且本地有很多地名都和

传说都与太伯奔吴有关。 

这一说法的考古依据，除了江苏境内的几次春秋时期的吴国青铜器的发现，如程桥罗儿

盘匜、盱眙工吴季生盘匜等吴国青铜器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镇江出土的宜侯夨簋、伯簋等

带有明显的北方风格的西周青铜器。唐兰先生《宜侯夨簋考释》3最先将宜侯夨簋里的虞侯

夨比定为姬姓之虞，认为南北两个吴，后来为了区别将北吴称为虞或北虞，将南方的虞，因

方言的关系称为“勾吴、工吴”等，实际吴和虞是一样的，并将此器和太伯奔吴相联系。虞

侯夨周章，而俎国就是后来的吴国。李学勤先生在《宜侯夨簋与吴国》4、《宜侯夨簋的人与

地》5等文章里对此进行阐发，认为宜侯是虞侯徙封到宜的结果，他既可以称宜侯，也可以

继续称虞侯。宜侯夨簋的长篇铭文也基本和周初的政治格局接近，太伯奔吴是周人意图控制

南方的战略性举措。春秋后期的吴国有铭青铜器虽然没有在江南地区出土，但对于苏南是吴

国的疆域和核心区域大家并无异议。在吴国铜器上的频繁出现的各式各样的“工吴”就是文

献中的“勾吴”，这一点在宋公栾簠铭文里得到验证，就写作“勾吴夫人”。此外，在中原地

区西周早期墓葬里出土少量的原始青瓷，也支持中原和江南之间存在着交流的可能。 

以上是有利于这一观点的基本材料，但是对于宜侯夨簋6的认识现在大家有了新的说法，

大多数学者不认为铭文里的虞就是虞仲，宜的地望也有不同的认识。对于宜侯夨为太伯仲雍

                                                        
3 唐兰：《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 2期；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 
4 李学勤：《宜侯夨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 7期。 
5李学勤：《宜侯夨簋的人与地》，《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年。 
6 关于宜侯夨簋问题综述可以参见王文轩：《宜侯夨簋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综述》，《苏州文博论丛》2016年；

张广志：《宜侯夨簋与吴的关系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再认识》，杜勇主编：《叩问三代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上

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王一凡：《宜侯夨簋学案综理》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236，2018年 4月 16日首发。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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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说法，黄盛璋先生提出了最为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在《铜器铭文宜、虞、夨的地望及

其与吴国的关系》7一文将其观点归纳为七条：1宜侯夨簋记康王改封虞侯夨于宜，“锡在宜

王人十有七姓，锡郑七伯”，周初淮河流域为徐戎、淮夷等族所阻隔，远未达到长江下游，

丹徒一带不可能有周贵族在宜，十有七姓，也不可能将郑之七伯锡到这里。宜必近郑，器虽

出土于丹徒烟墩山墓葬，系后来带去，同出有晚期之盘与南方印纹陶纹饰可证。附近磨盘墩

西周末期墓出土器物亦可互证。2王先省览武王、成王伐商图与东国图，而后到宜行改封夨

于宜的典礼。宜必在东国，与伐商路线有关。同时又是畿内直辖领土。宜必近郑，去虞亦不

远。宜阳当长安、洛阳南道之冲，在周东都徽内，近郑，去虞也不远，属于东国，故定宜阳

为封夨于宜的宜。3虞侯夨与父虞公皆为北虞君主，即春秋虞国祖先，国都在大阳之北五十

里，大阳后改河北与平陆。解放后，平陆县移圣人涧，北三十五里张店东南有古城，与《括

地志》所记大阳(今大阳渡附近)北五十里，及《水经注》所记大阳北颠軨坂东北之虞城，方

道里皆合。4夨即《说文》表“倾头”与“仄”字所从之大。吴、虞皆从夨，口，但形、音、

义皆不相同。宜侯夨簋自称虞侯夨，虞、夨分明二字，音读亦不同。5夨国不是虞国或吴国。

第一、夨国称夨王，自称有夨王簋、鼎、觯，他称有夨人盘与同卣，夨王必为周之异姓、非

周所封，第二、夨国与姬姓之郑与散通婚，必非姬姓;夨王簋为其女郑姜作器，当为姜姓，

与姬姓之吴与虞国不同族姓。6汧水上游陇县曹家湾南坡一带为夨人早期地域，后沿汧水下

移，晚期在汧水下游，会渭河处不远。宝鸡贾村源有大面积建筑遗址，出土西周晚期之夨王

簋，当为后来自汧水上游迁到下游之主要根据地。厉王时代夨人盘记散与夨划分田界，证明

当时夨国与散接界应在这一带。从夨国时间，空间的发展过程与吴国无关，夨人盘还记有虞、

虞艿二人参加，“夨”明非“虞”。7《汉书·地理志》洪县(今陇县)有吴山，古文以为汧水，

《续汉书·郡国志》湃县吴山本名汧山，则吴山得名甚晚，春秋战国之古文献还叫汧山，与

夨、吴皆无关。比附吴山为最早期吴国所居，是不对的。 

如果仔细分析《史记》原文，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太伯仲雍已奔吴，仲雍的后裔周

章已经君吴，却又“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难道叔达的两

个儿子周章和虞仲分处南北？ 

因此，太伯奔吴说看似无懈可击，而实际上也存在着诸如：如此遥远的距离，武王克商

后只是占领了商的核心区域即河南一带，太伯是如何经过商人残留势力范围的，他们的交通

路线交通工具是什么？为什么要奔到这么遥远的地方？这些都是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 

三、辗转迁移说 
                                                        
7 黄盛璋：《铜器铭文宜、虞、夨的地望及其与吴国的关系》，《考古学报》1983年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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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于出土文物尤其是宜侯夨簋铭文的理解不同，再加之江西出土的姑发皮难之子者

减钟，以及吴城文化的发现，学者们又提出各种江南春秋吴国来自北方，但是是一路迁移而

来的说法。 

王晖在《西周春秋吴都迁徙考》8一文指出，烟墩山西周墓实际是个窖藏，宜侯夨出于

丹徒，但和丹徒无关，是外来人群带来的，俎应在沭水和沂水之间。西周至春秋时期吴国共

有四次迁徙：(一)第一次迁徙在周康王之时，虞(吴)侯被封在离山东地界不远的江苏邳县加

口，称“俎侯”，春秋时为“（木且）”地。此地也正是周初成王周公伐商奄东夷之地。从西

周康王时到西周晚期吴国一直以俎为其国都。(二)第二次迁徙约在春秋初期，吴取邗(干)国

而建都于邗，此即今扬州一带。邗为吴都一直到吴王诸樊时代。诸樊迁都的原因，是在春秋

后期吴楚连年战争，楚人处于江水上游，吴人邗都处于江水下游的北岸，吴王诸樊为避开上

游楚人的水上优势，不得不迁都的。(三)吴国江南建都及其迁徙的情况：1.依俎侯簋铭文来

看，吴太伯至周康王封虞(吴)侯于俎之前，吴国所居的确已在长江之南北一带。2.吴王诸樊

与阖闾之都为秦时“吴县”，即今无锡市西南四十五里的闾江乡一带。3.吴王阖闾时所筑并

所迁之都在今苏州市。其地本名即“姑苏”、“苏”，异体则作“姑胥”、“胥”。至夫差亡国之

时苏州一直为吴都。 

江汉地区的学者则提出了吴都江西为核心的迁移路线。何光岳在《姬姓吴国的建立与南

迁》9一文指出：周族的支裔泰伯、仲雍，乃姬姓古公亶父的长、次二子，受封于周原北缘

的陇县吴岳，主祭祀天神之职，其后南奔荆蛮，迂回于赣、皖、江一带，最后建都于无锡梅

里，形成强大的吴国。其南迁时，似乎负有为周族开拓南疆长江流域，从南面包抄商朝为灭

做好准备的重任，而且也可瓦解商人的支族权国与东夷各族的援商活动。自立国于苏南之后，

逐渐侵并干、宜及越人地域，形成强大的吴国。彭明瀚《太伯奔吴新考》10一文指出：吴是

古代虎氏众多名号中之一，其地望应在江西樟树吴城，历文上太伯奔吴实际是周族委派太伯、

仲雍率领自己宗族，到吴地联络虎方，共图灭商大业。太伯奔吴实质上就是太伯率众迁往虎

氏的居住区。虎氏的一部分追随夏桀南迁，与夏初南迁的氏羌人结合，在江西樟树吴城建立

都城，统辖鄱阳湖以西、洞庭湖以东的三苗故地，甲骨文中称之为虎方。南迁的虎人，以其

较高的文化，很快成为当地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其首领被起用为神职人员、掌管祭祀事

务，留下伏鸟双尾虎、卧虎耳鼎、虎头曲内戈等遗物，其居地又正好有衡山，太伯所奔之吴

地就在虎方。商代虎方的都城在樟树市吴城，这里正是太伯所奔之吴的地望。古文献中，也
                                                        
8王晖：《西周春秋吴都迁徙考》，《历史研究》2000年 5期。 
9何光岳：《姬姓吴国的建立与南迁》，《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 8期。 
10彭明瀚：《太伯奔吴新考》，《殷都学刊》1999年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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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史料支持太伯奔吴城说。樟树市境内，古代曾有一个虞城、二个吴城，一个偶亭（禺

亭）。鄱阳湖西岸，今江西省永修县境内有吴城和艾城，亦当与虎人有关。春秋时，吴公子

庆忌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出居于艾’，此艾在今江西省修水县境，是艾人的居住地，庆忌

逃到舅舅家艾，与夏时少康逃奔舅舅家有虞是同一回事。吴城文化诸遗址以大量考古材料表

明太伯所奔之吴在江西樟树市吴城。主要有:1)吴城文化 3 期遗物中有一种联裆鬲，它在该

文化 2、3期中找不到原型，缺乏文化渊源，很有可能是在吴城文化 2期晚段或 3期早段从

外地传入的一种新的文化因素。从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来看，联裆鬲是周人的特有器种，是

周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在先周文化的中心地区周原与江西樟树吴城之间，地隔数千里，两

地之间的商代遗址中也没有发现过联裆鬲，也就是说，联裆鬲跨越空间，在吴城 3期中突然

出现，不能简单地用文化传播的理论来解释，唯一有可能的是部族迁徙，我们认为，是太伯

奔吴城时带来的新的文化因素。2)戣的使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中出土了 1件铸造极

为精美的青铜戣(原发掘简报中称之为“勾戟’)。一般认为戣是周人特有的器种，它在吴城

文化区域内的新干大洋洲出土，同样不能用文化传播和理论来解释，亦当与大伯奔吴有关。

上述两种先周文化因素在吴城文化中的出现，与太伯奔吴在时间上也大体一致。周武王灭商

后，论功行赏，分封了许多诸侯国，分别在崇侯虎和虎方的领地上分封了虞国和吴国。考古

材料表明，在西周至春秋中期，吴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赣鄱地区。1976 年冬，在江西新干

县中陵水库发现了一座西周中期的列鼎墓，共出土 5件青铜鼎，大小依次递减，由此可推知，

墓主的身份为“大夫”一级官吏。这就是周武王所分封的吴国的遗物。郭沫若先生依据清乾

隆二十六年江西临江出土的 11枚“者减钟”，提出了“春秋初年古句吴地域远在江西”的论

断。。顾颉刚先生也支持郭老的这一说法“春秋初年吴尚都江西，则其迁江苏殆在春秋中叶”。。

尤其有意思的是，被历代学者所推定的太伯所奔的太湖东部地区，竟没有找到过春秋中叶以

前的考古学意义上的吴文化的任何遗迹，这不能说是历史的偶然，相反，江西樟树吴城则有

同时期的吴城文化，并带有明显的先周文化因素。也就是说，太伯所奔之吴在江西樟树吴城，

吴之东迁太湖地区是春秋末叶的事，此前一直在赣都地区。当然，彭明瀚对自己的研究留有

很多空间，在文末他指出：太伯奔吴地望的考定，也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武王封

周章的吴是否也在吴城?吴为什么要从鄱阳湖流域迁往太湖地区等等，这些都有待于田野考

古提出新的物证。从器型学上找出一组吴城文化 3期至西周初年属于太伯族的陶器，并使之

与湖熟文化中的吴人陶器衔接起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吴文化谱系。袁进在《吴城文化族属

句吴说》对此作了进一步补充和阐发，进而指出吴人迁徙是由水路而行的。 

太伯奔吴之吴无论在所谓的“宜”，还是江西的“吴城”，就目前的文献依据来看，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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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难点，特别是对“荆蛮”“衡山”地望大家有诸如宝鸡、南阳、江汉等等说法，这对

迁移说而言都是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者减钟的出土地点，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安徽的某地，

因为毕竟不是考古发掘品，其传出地点作为证据就显得有些不够严谨。另外，从“宜”或“吴

城”迁移至现在苏州地区，吴国这个大的动作，文献中依然没有任何记载，这也是很难理解

的问题。 

四、宝鸡西吴说 

陕西岐山的太伯奔到江南太湖一带，路途似乎太远，许多学者如崔述、童书业等人均怀

疑太伯有无必要逃奔如此之远？后来学者们在文献里找到了宝鸡附近有一吴山，进而提出太

伯所奔的封国在陕西陇县西北的吴山。考古文物资料似乎也支持这一提法，卢连成、尹盛平

《古夨国遗址墓地调查》
11
报道和研究了一批带“夨”字铭文的兵器，特别是一件戈上有“夨

中”字样，夨中被比定为“虞仲”。刘启益在《西周夨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历史地理问题》

12
一文里进一步收集了四件传世夨国青铜器，四件铜器中，夨王觯为“凤翔府属出”，散氏

盘也出土于凤翔
(
，结合南坡、斗鸡台出土了夨国墓葬，那么，说夨国的所在位置大体在今

天陇县、宝鸡一带，应是无误的。夨国存在的时间，其上限，从南坡 M6和斗鸡台 B3来看，

应在商代末期，其下限，可以依据散氏盘为定。散氏盘的时代，郭沫若定为厉王。散氏盘铭

中有“攸从鬲”，这个“攸从鬲”就是鬲攸从鼎中的“鬲攸从”，鬲攸从鼎的时代为厉王三

十一年，所以，郭老把散氏盘的时代定为厉王，是正确的。散氏盘记载的是夨人与散人发生

纠葛的事情，铭末署有“夨王”字样，说明夨国存在的下限应在厉王。联系到著名的散氏盘，

铭文内夨国的考释，他肯定了张筱衡的看法：散氏盘中的夨国应在今陇县一带，却与我们今

天从分析考古资料得来的结论相符合。张氏说，夨就是吴，夨国就是吴国，夨国得名应与吴

山有关，而吴山“在今陇县西，绵亘县南，则古代吴国必在山之附近，即今陇县一带是矣”
。
 

这个虞仲应是仲雍的曾孙虞仲，夨仲戈就是这个虞仲制作的。虞芮争田的虞和芮都在周原附

近，虞国就是陇县一带的吴国，芮就是《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下的“芮水，出西北，东

入泾”之芮，地点在今甘肃华亭县。进而他谈到太伯奔吴的问题，他认为太伯奔吴在古公亶

父的时代，那时，周的势力还不甚强大，古公受“薰育戎狄”之逼，从豳迁到了岐山，在这

种历史条件下，说太伯为了让位于季历，率领人众横跨陕中、陕东，穿越河南、安徽，最后

在无锡安下身来，是很难令人置信的。早期的楚国，势力是很小的，灭商以前，楚是依附于

周方伯的，这时周的势力尚局限在陕西（包括陇东），楚既依附于岐周，就不能离岐周太远，

                                                        
11卢连成、尹盛平：《古夨国遗址墓地调查》，《文物》1982年 2期。 
12刘启益：《西周夨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历史地理问题》，《考古与文物》1981年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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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楚国占有的地域，与春秋战国时占有的地域不同，太伯不能奔到楚灭越，其地属楚的“楚

地”，是很明白的。楚即《水经·渭水注》中所记的“楚水又南流注于渭”之楚，也就是《元

丰九域志》中“凤翔府，虢，有楚山”之楚，地点在今天的千阳县。千阳在陇县与宝鸡之间

吴山绵亘在三县之西，说太伯奔到了这一带建立了吴国，比把他下放到无锡去“插队落户”

要合乎情理得多了。最后他对宜侯夨簋铭文作了分析，认为宜侯夨未封于宜以前为姬姓的虞

侯，春秋时句吴的来源就明朗化了，太伯既然没有到江苏来，句吴就不是太伯建立的。虞侯

夨在康王时被封于宜，他的子孙就在这一带定居下来。宜在今天的丹徒，位于无锡东北，无

锡、苏州是春秋时句吴活动的重点地区，这就使我们有理由判定，句吴是虞侯夨的子孙建立

的，而虞侯夨就是句吴在江苏的第一代祖先（他应是仲雍后裔的一支，很可能与晋南的虞国

发生关系）。从虞侯夨分封于宜到春秋时吴王寿梦以前，这一段历史文献缺失了记载，后人

就把太伯建立的吴国附会到了江苏去，这样就使历史的本来面目失真了，现在，由于夨国铜

器和宜侯夨墓的发现，就有可能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 

陕西的学者尹盛平长期在宝鸡地区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他一直坚持太伯奔吴在宝鸡地

区，又无法否定宜侯夨簋，所以他在《西周史征》13第一章第三节指出：太伯仲雍奔荆蛮，

先是投奔了时在今陕南汉中一带的巴族廪君蛮，也就是武夷弓鱼人，后在陇县一带的夨地内

建立了虞国。武王灭商后，追封太伯虞仲之四世孙周章为诸侯，死后称虞公。武王分封周章

之弟虞仲于山西平陆为诸侯，国名也为虞，史称北虞、北吴。武王分封周章和虞仲之前，金

文中的周章以氏名自称夨伯，虞仲以后以氏名自称夨仲。康王改封周章之子熊遂为宜侯，初

封地在江苏镇江南京一带。宜侯仍称夨氏。因为古代夨的读音为吴，所以后世称其国为吴国。

春秋时吴国南迁苏州一带，国名都名均称吴，但吴王仍沿袭太伯仲雍随荆蛮而自称工吴族，

即商周时的弓鱼族，文献做勾吴族。太伯之国，先后称为虞、宜、吴，但其宗室始终称为夨

氏。尹盛平在《宝山文化与荆蛮勾吴族》
14
一文再次强调分布于汉水上游城固、洋县境内的

宝山文化，与京当型商文化相互交流影响，与宜昌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文化面貌基本一致。

宝山文化的族群应是弓鱼族，即吴太伯、仲雍所投奔的句吴族。句吴族原居在湖北荆山下夷

水流域，后溯汉水而上，迁徙到汉中东部的城固一带，故称荆蛮。荆蛮句吴族人追随吴太伯、

仲雍在今宝鸡市吴山之下陇县境内建立虞国。武王灭商后，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此

时周章已是吴(虞)国之君，因此追封他为诸侯。周康王时，又册命周章之子熊遂到宜地(江苏

宁镇地区)为诸侯。他同样认为泰伯所奔的荆蛮勾吴不在江南，而在周原附近。 

                                                        
13 尹盛平：《西周史征》，陕西师范大学 2004年。 
14尹盛平：《宝山文化与荆蛮勾吴族》，《苏州文博辑刊》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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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吴说就目前看来既有文献资料的支持，又有出土文物铭文的证据，“夨”过去是不是

可以和“虞”对应，各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晋侯墓地出土的叔夨方鼎铭文里的“觞叔夨”

诸家都倾向于他就是晋国的始封者“唐叔虞”，那么“夨”对应于“虞”应是西周初年的通

例。楚如果可以和荆互相替代，那么周原甲骨“楚子来告”适可证明荆就在周原的附近，已

经是周人的势力范围。但是也有难以理解的地方，因为在春秋时，对于江南的吴国来自周原

并无人怀疑和反对，尤其是吴晋黄池之会争霸时，吴王夫差也是振振有词的以泰伯后裔自居。 

四、虚构说 

吴太伯奔吴本是大家确信无疑的史实，但是随着各种资料的汇集和各种学说的兴起，大

家对其真实性渐渐产生了怀疑。尽管有怀疑，但江南春秋吴国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如何理

解春秋吴国的来源问题就是一个难题。近年，台湾学者王明珂在《华夏与边缘——历史记忆

与族群认同》15一书中，利用族群边缘与历史记忆理论，设专章第九章对此问题进行了全新

的解释。正如第九章的题目那样，他是以边缘人群华化的进程为线索来阐释《吴太伯的故事》。

在第九章中，他指出目前的考古证据难以支持太伯曾奔于苏南的的说法；太伯可能只是逃到

了宝鸡的夨国。但是只否定太伯曾奔于苏南是不够的。一个历史的记载可视为一种社会记忆，

为了某种现实的理由，社会常选择强调或创造一些过去。因此春秋时期为何有“勾吴王室为

太伯之后”这样的历史记忆保留下来，他认为这是华夏边缘人群“寻得或假借华夏祖先，以

及华夏寻找失落的祖先的后裔”来解释。在文中他分为：考古证据—长江下游“西周青铜器

文化”及其渊源，另一种考古证据—渭水中游的夨国遗址，作为历史记忆的太伯传说，华夏

化的策略—寻得或假借一个华夏祖先传说，作为集体记忆媒介的文献与文物等五节莱进入了

深入的分析。他在最后一节特别分析了历史资料和考古文物在此探索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他

认为苏南出现的商周式青铜器只反映新石器以来当地与中原愈来愈密切的往来关系，而不能

当做商末周人的移民证据。商周式铜器是社会记忆的媒介，上层阶级制作收集拥有此种青铜

器，由此他们便获得一些商周的文化价值与集体记忆。这些文化价值和集体记忆终于使他们

在太伯传说中发现了自己华夏的祖源，并产生了如季札般深度华化的人物，也使华夏相信他

们找到了失落的祖先后裔。对于历史文献，他认为历史文献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它所传递的

有时并非完全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主观的选择性的历史，是选择重组他们认为重要的过去

以合理化社会现实而留下的记忆遗存。但是他并不是没有价值，制作这种历史记忆的意图就

是某一人群的心理构图。考古文物的制造收集拥有，都可能表现行为者的心理构图，这种心

理构图表现所有者的文化倾向、族群认同或认同危机。我们见到的只是这种心理构图下的社
                                                        
15王明珂：《华夏与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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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记忆遗存。 

在最近张敏刚刚出版的《吴越文化比较研究》第一章第一节中，作者参考陈桥驿的观点，

也认为吴国是姬姓之后的说法是虚构的，并指出这一说法最先源自吴王夫差黄池之会。在第

二章中又指出吴文化的真正起源是王油坊类型的龙山文化，其发展历程为王油坊类型龙山文

化——南荡文化遗存——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吴文化。王油坊类型属于东夷部族集

团，东夷是吴文化的族源。吴在立国后自号勾吴，在中原青铜器铭文中称作南淮夷。 

此说彻底抛开了文献与考古文物的羁绊，以全新的视角和理论对此问题做了合理的分析

与解读，联系到后来周边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等在追溯自己的祖源时，往往也力图虚构

一个华夏的远祖的史实，这一研究无疑很有启发性。但在湖熟文化和春秋晚期吴文化之间，

目前尚有很大的缺环，也就是说西周早期江南本土文化的面貌依然不是很明了，突然出现的

各式带足器如斝、鬲、甗等都明显带有北方的特征，这仍然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而迁移

说中就有沿淮河东下，再折而往南的说法，这个路线适和带足器传播路线重合。 

五、新资料新思考新探索 

  太伯奔吴的文献和文物证据大家已经阐发殆尽，但依然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我们

把重点放到文物考古资料相对丰富的春秋时期吴国上来，由流溯源，也有一些新的线索值得

重视。经过我们对吴国金文资料，特别是吴王人名和吴国国名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寿

梦是和北方比较接近的，有实际意义的名字，但是诸樊、余祭、余昧、王僚的金文名字分别

写作姑发者反、㪥勾此余、姑讎乌（艹市）、足以吴等，这些人名显然带有强烈的吴越特征。

而勾吴在金文里写作工吴的各种形式，只到阖闾时期，方渐渐固定为吴。在商周时期虽然有

因徙都而改国名的，如唐改为晋，魏称梁，韩称郑，但从没有一个国家的名字忽然减去一个

字的先例，并且不是简单的去掉一个字，而是彻底由（虎头鱼）改为吴。而在金文里了，吴

是早已存在的常见字，且作为人名很常见。因此，勾吴改为吴，虽然是个简单的字数的改变，

但我们认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吴国力图去蛮夷化的过程。对于吴国王室的姓氏问题，过去因

为只有诸樊各剑铭文里的“姑发”可资参考，后来苏州博物馆余昧剑
16
上出现了“攻吴王姑

讎余昧”的字样，我们认为姑讎就是姑苏，是吴国王室的姓氏一类的字符。并进一步推论，

诸樊剑铭中的“姑发”应该读作“姑殳”，也就是姑苏。这样一来，姑苏氏、姑苏台、姑苏

城，都是吴国王室有关。显然，姑苏不可能是姬姓的氏族。如此种种都提醒我们，春秋吴国

的来源可能和太伯无关。 

最值得关注的是，近年出土一批青铜器，其中五件已收入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
                                                        
16 苏州博物馆编：《并与礼——苏州博物馆新入藏吴王余昧剑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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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集成续集》
17
，东吴博物馆最近展出了其中一件盂，就其形制来看，时代绝对在春秋早期，

但铭文里却有“吴季大”等字样。据传此批铜器共有 13件之多，除了盂、簠、甗、匜、盘，

还有鼎、扁壶等，出土地点在江苏山东交汇处。这一信息虽然模糊，但是却提醒我们，宜侯

夨里的宜，过去有人就考证可能在泗水下游某处，这个地区适合这批器的出土地域。另外，

吴国强大起来首先是北侵齐鲁，而这个吴季大的墓也在这条线路上。因此，我们或可大胆假

设，吴季大是宜侯夨的后裔，也就是太伯后裔之吴，工吴国强大起来后，侵灭了吴国，将自

己的国号顺势改为吴，从而掩盖了自己本是江南于越民族的本色。 

 

 

附记：对此问题研究有大量的文献，本文只是罗列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未能提及者请见谅。为

了行文的简洁，对各位学者直呼其名，并无冒犯和不敬之意。为了便于大家进一步讨论，故大段引用了原

文，在文中指明了篇目，如有兴趣大家可以自行查阅。 

2018年 5月 16日草于忘忧草堂 

原文刊载于《泰伯文化研究》2017年卷，古吴轩 2018年 12月 

 

                                                        
17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足以吴、吴季大诸器都已收入，

工吴王足以吴我们认为是王僚的名字州于，吴季大诸器是春秋早期器形，应该和季札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