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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吴国历史的三个基本问题 

 

苏州博物馆 程义 

 

吴国是春秋晚期江南异军突起的一个强国，但是很快又烟消云散了，所以传

世文献的记载非常有限，且多歧异，因此留下了很多难解之谜。在历史发展的过

程中，又逐渐加入了记忆、传说和想象的成分，使得吴国的历史更加迷雾重重。

最近，我已对“太伯奔吴”一事的各种解释和理解做过一番梳理，并认为江南吴

国绝不是西周初年太伯之后所建立，而应是土著文化嫁接的结果
1
。本文拟以出土

铭文对吴国历史上的其他几个问题做一些讨论，以供大家思考。 

一、吴国国名的演变和由来 

吴国国名据《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颜师古

注《汉书·地理志》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耳。”《史记·吴

太伯世家》又载：“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

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与周之北夏虚，是为虞仲。”为什么要叫勾吴呢？《吴越

春秋》卷一载“吴人或问：何据而为勾吴？太伯曰：吴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

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王国维《观堂集林吴王夫差鉴

跋》：工 即攻吴，皆勾吴之异文。古音，工攻在东部，勾在候部，二部之

字阴阳对转。故勾吴亦读作攻吴。但是青铜器铭文中，绝少见做勾吴者，绝大多

数做工吴、攻吴，工敔，等等。只有一件安徽固始堆出土春秋青铜瑚有“其妹勾

吴（原做五文）夫人季子”。但众所周知，到了吴国晚期，吴的国名就固定为“吴”

了。也就是说，吴国国名有一个从两字到一字演化，文字也由繁而简的过程。但

这个过程并不是我们看到像现在繁简转化一般的表象，实际可能蕴含着丰富的历

史信息。因为“吴”和 “ ”在西周金文里就都已经存在，前者并不是后者的

简化字，并且还将“句”这个音节略去，除了越国国名由“于越”转为“越”以

外，并无先例可循。而越实际上在金文里大多都写作“越”，只有战国“太子不

                                                        
1 程义：《太伯奔吴诸说平议》，《泰伯文化研究》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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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矛铭文里将越国国名做“于越”。如果我们按照时间顺序由前到后将金文里

吴国国名做一排比，会发现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下边就做个尝试，虽然董珊

先生觉得这个排比也许并没有实际意义
2
。曹锦炎先生就此也曾做过一个排比，他

当时列了 6类写法
3
，我这次新增了几例新资料，另外字形区分更严格一些，列出

13种。 

吴国国名在中春秋早期攻吴王新造戟写作“죁”，寿梦时期写作工（蔡

家岗太子诸樊剑），诸樊时期写作 1、工（沂水诸樊剑4
、者减钟）、2工뮗（

六安诸樊戈、襄阳诸樊之子剑、榆社诸樊弟子剑）；余祭时期写作 1、工뮗（国

博工吴大叔余祭剑，诸樊时期，保利剑于此相同），2、攻뮗（榖城余祭剑，余

祭时期）3、工吳（南湖余祭剑，余祭时期）；余昧时期写作 1、攻뮗（苏博余

昧剑，余祭余昧交接时期）2、攻뛳（越文化博物馆余昧剑，余昧时期）；王僚

时期写作 1、攻뛳（铭图 31342吴王者﨤꽏剑、铭图 31343吴王足以吴剑、无锡

吴王者彶꽏짧）；阖闾时期写作 1、攻敔（金村吴王光戈，南陵吴王光剑、山西

原平吴王光剑、庐江吴王光剑）、2吴（上博吴王光戈，一做大王、蔡候墓吴王

光鉴、蔡候墓吴王光钟）3、攻吾（上博王光剑，鸟虫书）4、工냂（越国文化博

物馆带钩、西施山带钩）；夫差及以后时期写作 1、攻뜤（周家庄诸樊之子剑、

洛阳夫差剑、港大夫差剑、湖北省博夫差剑、国博夫差剑、輝縣夫差剑、苏博

夫差剑、鄒城夫差剑、平度夫差剑、绍兴吴王光铎）2、攻뛳（赵家孤堆夫差戈

、剑）3、攻吴（金胜村夫差鉴、上博夫差鉴、故宫夫差鉴、国博夫差鉴）4、吴

（吴王光钟，又称蔡侯申钟、配儿勾鑃、国博夫差鉴、湖北省博夫差矛、吴季子

剑、无壬鼎）5、뜤（夫差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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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珊：《吴越题铭研究》结语，科学出版社 2014年。 
3 曹锦炎：《吴越历史与考古论集》之《从青铜器铭文论吴国的国名》，文物出版社 2007年。 
4铭图录文将工误录为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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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昧    v v         

王僚     v         

阖闾      v  v v  v   

夫差     v     v v v v 

 

关于铭文里吴国国名的演化关系，曹锦炎推论：吴国国名在诸樊以前作工，诸

樊时作工뮗；阖闾时改做攻五，后作攻敔攻뛳，再改作攻吴，最后由攻吴简化为

吴；夫差时仍沿用最后三种写法。这个规律大致不差，不过根据上表，我们可以

看到竆吴戈的字形最早，吴镇烽先生在《铭图》里定该器的时代为春秋早期，到

余祭时，第一字的音符由“工”繁化为“攻”，第二字则由写法较难的“뮗”向

比较简单的“뛳”演变。“工吴”和“工吾”是比较特殊的词例，工吴出现在南

湖余祭残剑上，而工吴都是阖闾夫差时代带钩上的错金铭文。如果简单的以进化

简化论来看这一演变，难免有些形而上学。实际上，所谓的简化为吴的几例，有

的是阖闾时期兵器上的鸟虫书铭文，那个字通常做“ ”形，学者有的隶定为“吴”，

有的隶定为“大”，有的隶定为“ ”。董珊认为 就是“举”字的表意字，

读作“吴”。从字形来看，直接隶定为“吴”没有“举”有说服力。所以，吴王

光这组可以暂且不论。其余的几例“吴”字，都是夫差时期的，且多为礼器，湖

北省博那件错金菱格纹夫差矛显然也是兵礼器，不能和其他兵器等量齐观。也就

是说，吴国国名真正简化为单字要晚到夫差时期，固定为“吴”更是很晚的事。   

夫差盉吴国国名不做“吴”而做“뜤”也说明，到夫差时期吴国国名依然不稳定

。较为特殊的是吴王光钟，因为残破严重，铭文只能勉强复原，大意是吴嫁女与

蔡，而做的媵器。这种媵器，有时候不一定是嫁女一方亲自制作，而是由夫方借

女方之口代为制作的，特别是考虑到吴蔡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这种可能

是很大的。所以，吴国名固定为单字“吴”，应是夫差晚期的事情。再加之新出

现的吴季大诸器的时代，各家均定在春秋早期，而出土地又在山东江苏交汇处。

因此我们颇怀疑江南吴国是冒了“吴季大”之吴。而吴季大诸器出土的地点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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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推测的淮夷的分布区吻合。如此一来，这个问题就有些眉目了。江南的勾吴

可能是吞并了淮夷之吴，并冒了其国名。
5
 

产生这一结果的动因是什么？我过去曾多次讲过，这是吴国力图去蛮夷化的

表现。吴国无论是不是太伯的后裔所建，在春秋时期，并没有人将其视为和北方

诸侯具有同等文明的人群。首先，江南之地，本是蛮荒之地，其土著居民文明程

度低下，寿梦二年巫臣之子屈狐庸来到吴国，吴地才和北方诸侯互通音讯；其次，

即使吴开始和北方交往，也被目为蛮夷，如《左传》成公七年，“春，吴伐郯。

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显然季文子所谓蛮夷

即吴国。再次，吴国从已有的文字记载来看，和楚国等国一样，一开始就自称为

王，不接受周王为天下共主的传统。再次，从吴国各位国王的名字来看，据张学

锋先生的研究，《吴太伯世家》中详细记录了 25位吴王的世系，很明显可以

分成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A.太伯至叔达时期，包括太伯、仲雍、季简、叔

达 4王。B.周章至夫差时期，包括周章、熊遂、柯相、强鸠夷、余桥疑吾、

柯庐、周繇、屈羽、夷吾、禽处、转、颇高、句卑、去齐、寿梦、诸樊、余

祭、余昧、僚、阖庐、夫差共 21王。从古音韵学的角度出发，以上 21位吴

王的名字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五组（括号内为文献中所见异名或其他转写）。

甲组：周章、周繇、寿梦（孰姑、乘）、诸樊（遏、谒）、僚（州于）；乙

组：柯相、柯庐、屈羽、转（柯转）、句卑（毕轸）、去齐、句余、阖庐（阖

闾、盖庐、光）；丙组：余桥疑吾、夷吾、余祭（句余、戴吴）、余昧（夷

末、夷昧）；丁组：颇高（颇梦）、夫差；戊组：熊遂、强鸠夷、禽处。甲

组的共同特征是名字的首音均为 tśíwo或与 tśiwo 相近的音，乙组的共同特

征是首音均为 ko或与 ko相近的音，丙组的共同特征是首音均为 i或与 i相

近的音，丁组的共同特征是首音均为 puâ或与 puâ相近的音，戊组为特征不

明显者。吴王名字中的这些读音，虽然目前我们无从知晓其含义，但这些字

音无疑透露出了有别于中原语音的古吴语信息。不同的人用中原汉字近似的

字音记录吴王的名字，如寿梦、诸樊、余昧、阖庐等，可以称之为“夷式名”。 

出土的吴国青铜兵器上多有用数个汉字读音来表示的吴王名，如姑癹者坂

（推测为吴王诸樊）、꽏勾此余、姑雠乌 等；在多音节的夷式名之外，
                                                        
5 张懋镕：《国博所藏西周铜器选粹》，《国家博物馆馆刊》待刊稿。这个问题我和吴镇烽、张懋镕、周亚三
位先生都有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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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上还保留了部分吴王中原式的名字，如：乘（寿梦）、谒（诸樊）、

僚（州于）、光（阖闾）、友（夫差太子）等。中原式名仅见于寿梦（乘）

以后，这是吴国与中原交往的结果。
6
 

如前所述，江南吴国实际是个地地道道的蛮夷国家，所以国名采用二字

名也是因为需要文字书写时，以北方字为音符记录蛮夷语的结果。但是，到

了阖闾夫差时期，吴国实力暴增，开始向北方和西方发展，力图问鼎中原。

问鼎中原必须通过合法的手段，诸如会盟或征伐之类的方式，并有适当的借

口和理由。假设一个蛮夷之国要想称霸中原，并且领导北方文化发达区的人

群，必然非常困难，至少在舆论宣传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无论是楚国

还是秦国，都力图掩盖自己蛮夷的本源，而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一个古老的

中原族群。因此，宫崎市定就说过，五霸皆夷狄。显然，中原各国都是单字

国名，勾吴让人一眼就识别出不是华夏旧国，因此，吴国国名必须要改变。

那么如何改变呢？显然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借用一个现成的北方消失的

古国名，而又和自己有点关联，乃是上上之策！这就是由“勾吴”到“吴”

的动力。有人会说，《史记》说的很明白，一个是北方虞，一个是南方吴。

但是问题是，虞和吴在西周初年就是不同的两个字，而虞候政壶证实北虞确

实存在，如果南方吴和北虞同源的话，为什么要取国名为“勾吴”，而不径

直为虞或吴呢？如此种种，都说明，南方的吴国是江南土生土长的国家，只

是在需要的时候，寻找一个已经失落的“中原祖先”。诸位学者前赴后继，

在文献、文物里苦苦搜寻吴国和北方族群的蛛丝马迹，但这个努力似乎并收

效甚微，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吴国本来就和北方没有渊源，所以无论努力如何

都不会有结果。《史记》尽管可信度很高，但对于边缘族群渊源的追溯部分，

只能当做“研究成果”，而非“实录”，我们对这一点应当有明确的认识，不

能将《史记》圣化为金科玉律。确切的说，《吴太伯世家》寿梦之后的部分，

我们认为是可信的，而之前的世系和族源追溯只能谨慎的当做一种“记忆”

而已。 

                                                        

6
张学锋：《吴国历史的再思考》，《苏州文博论丛》2011年；张学锋：《句吴是早期方国，泰伯奔吴不可

信》，澎湃私家历史 2018-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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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余祭余昧的王年问题 

据《春秋》记载，余祭在位四年，余眛在位十七年。但是，据《史记·吴太伯

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所记，皆谓余祭在位十七年，余眛在位四年，两者互

倒。而《十二诸侯年表》在“吴余祭”四年栏又书“守门阍杀余祭”六字
7
。因此，

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认为“春秋经襄二十五年，吴子遏卒，二十九年，阍杀吴

子余祭；昭十五年吴子夷末卒。是余祭在位四年，余昧在位十七年。系家倒错二

王之年，此七年正是余昧之三年”
 8
，力辩《左传》正确，而《史记》错误。此说

颇受学者赞同。 

绍兴路余昧剑和苏州博物馆余昧剑公布之后，这个问题又引起了大家的激烈

讨论，特别是苏博剑中“麻”字的确认，对于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9
。 

绍兴路余昧剑铭文略有残缺，内容也基本和苏博剑一致，所以这里先将苏博

剑铭文全文录出如下：攻吴王姑雠乌 曰：余，寿梦之子；余， 余之嗣弟。

此余命初伐麻，败麻，获众多；命御荆，荆奔，王围 ，既北既殃，不争（？）

敢 ；命御越，唯弗克，未败吴邦。 余命戈（我）为王，择厥吉金自作元用

剑。  

这柄剑的主人经过大家的讨论，加之余祭的金文名字已经确认，所以作为“寿

梦之子、余祭之弟”的人无疑只可能是吴王余昧。姑雠乌 大家也已经考订就是

姑苏余昧，即余昧。这里面提到三场战争，伐麻、御荆、御越都是由余祭命令余

昧去执行的，所以这三场战争发生在余祭在位时期。吴和楚越之间的战争非常多，

且是泛指两国间的战争，无法断定这些战争到底是哪一场，但这伐麻之战相对具

体，而适好在文献里有相应的记载。 这个“伐麻”之战，我们认为就是《左传》

昭公四年 “秋七月楚子以诸侯伐吴……克之，执齐庆封而灭其族。……冬，吴伐

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亦即《史记》记载的“吴亦攻楚，取三邑

而去”有关。此事《史记》记在余祭十年，但《索隐》认为：“余祭在位四年，

余眛在位十七年。系家倒错二王之年……”
10
如此，则此事即发生在余昧六年。但

                                                        
7
 梁玉绳于《史记志疑》指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守门阍杀余祭”六字，盖后人依《春秋》之文移入，

《史表》原文必书于十七年。参梁玉绳：《史记志疑》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 363页。 
8 《史记》，中华书局 2013年，第 1756页 
9 诸文均载苏州博物馆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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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史记》，中华书局 2013年，第 17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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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剑铭文，此事应发生在余昧被立为“嗣王”之前，故关于余祭、余昧在位时

间问题，仍应以《史记》为准，即余祭在位 17年，余昧在位 4年。 

曹锦炎认为余眛受余祭之命“伐麻”、“御荆”、“御越”的三次军事行动分别

是在昭公四年、昭公十二年、昭公五年，特别是昭公十二年的战争是因楚国伐徐

国而引起的。昭公十二年当余祭十七年，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十七年，

王余祭卒，弟余眛立。王余眛二年，楚公子弃疾弒其君灵王代立焉。”两剑铭文与

《左传》、《史记》的记载可以互证。因此，余眛受余祭之命代为吴王的年代只能

卡在昭公十二年楚伐徐的战争之后。所以，《史记》记载余祭在位十七年（公元前

547－前 531年）、余眛在位四年（公元前 530－前 527年），完全准确。 

周亚认为绍兴剑铭文中“初命伐麻，有获”，即《左传·昭公四年》：“秋，

七月，楚子以诸侯伐吴。……冬，吴伐楚，入棘、栎、麻。”苏博剑铭中“初伐

麻，败麻，获众多”，应即指此次战役。虽然吴、楚此战，吴攻打了楚地的棘、栎、

麻三地，但当时受吴王余祭之命，余眛率部参加的是其中攻打麻地之战。 

对这个问题，伐麻之麻是不是“取三邑而去”中的麻是关键。李家浩、吴镇

烽、董珊三位发表了不同意见。 

李家浩认为剑铭第一次战争发生在“初命”之时。也就是说“伐麻”是余祭

即位为王之后，初次命令他弟弟余眜出征，其年代显然应该在余祭元年。上一年

十二月吴王诸樊伐楚，在攻打巢邑的城门时中箭身亡。
11
吴王余祭即位之初，大概

为了报楚射杀他哥哥诸樊之仇，于是发动了“伐麻”之战，从铭文“败麻，获众

多”来看，楚国伤亡惨重。楚国为了报“伐麻”之役，于是在四月联合秦国“侵

吴”。如果此说不误，“初命伐麻”的时间应该在余祭元年二月至三月之间。 

吴镇烽认为“伐麻”，即征伐麻国。或以为是《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载的

“吴亦攻楚，取三邑（棘、栎、麻）而去”之役。我认为非也。其一，剑铭称“伐

麻，败麻”。“伐”之义为征讨、讨伐，用于对敌国或背叛者的武力行动，如：

《孟子·梁惠王下》：“汤放桀，武王伐纣。”三国魏曹植《王仲宣诔》：“公高建业，

佐武伐商。”在战争中，对于一个城邑的军事行动一般用“攻”或“取”之类的词

语，而不用“伐”。如《春秋·隐公十年》：“公败宋师于菅。”“败麻”即打败麻国。

其二，剑铭称“ 此 （余祭）命初伐 （麻），败 （麻）”，而昭公四年

（前 538年）吴伐楚，取三邑，时值余眜六年，余祭早已作古，怎么还能命令余

                                                        
11 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楚康王十二年栏和吴王诸樊十三年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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眜去伐麻呢？窃以为余祭在位时期的“麻”可能是一个未见经传的小国，是楚国

的附庸，所以最先受到吴国的讨伐。从剑铭的“败麻”可知，吴国这次只是打败

麻，给麻一个惩罚，并没有占领麻，其后麻国可能就被楚国吞并，设置了县邑，

到了鲁昭公四年（前 538年）吴伐楚时便和棘、栎一起被吴国占领了。 

董珊也引用了大量的前人研究成果，认为《史记》中年代之误比比皆是，两

说并存之事也不少见。《史记索隐》以及清末学者、当代学者对余祭、余眜年代的

考证，是正确无误的。即余祭在位四年，余昧十七年。并进一步以此结论为前提，

认为在余祭在位的短短四年之内，传世文献记载吴国战事只有以下三条：襄 25

年 10月吴诸樊伐楚、襄 26年春楚秦侵吴、襄 29年阍杀余祭，剑铭所记“伐麻”

之事不见文献记载。 

我们来分析一下三位的论点。首先看李家浩先生，他确认的时间是“命初伐

麻”之“初”，他理解为和绍兴路余昧剑里“初命”一样，是余祭即位后的初次命

令的意思。这个理解当然没错，但是这是余昧剑，是用来炫耀自己战绩的，也有

可能是余昧初次被命的意思，所以这个时间点未必就是余祭元年。吴镇烽先生认

为用了伐，而不是文献里的“攻、取”之义。这里问题仍然是忽略了这个铭文和

文献的性质问题。文献主要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立场，对历史事件所做的记录。同

一件事，敌对双方的记载肯定不一样，甚至大相径庭。作为兵礼器的余昧剑用比

较有利于宣传自己的词汇来描述历史事件自是合情合理，所以用“伐”这样的字

样来记录取得胜利的战争，而用御这样的词汇来描绘未取得胜利甚至是失败的战

争。至于吴先生所谓和“取三邑而去”时间不合，那是因为采纳了《左传》，而忽

视《史记》和《公羊传》的结果。董珊先生同样依据这一理由，《史记》里有错误

并不代表全错，也有很多正确的成分自不待言。北方诸国偶然记载南方吴国的事

件，应该是非常重大的事件，而余昧剑铭同样是选择重大的事件来宣扬。很难想

象的是，余昧即位时做了这么一篇超乎常规的铭文来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而这

件事竟然在文献里失载的一件事。 

关于“取三邑而去，以报朱方之役”之三邑“棘栎麻”中的麻地之地望，历

来有襄城县故麻城、安徽砀山县安阳和湖北麻城三说 。最近，有人甚至认为是湖

北麻城更为可信
12
。以吴的实力，这三地应该是靠的很近的三座城池，不可能一举

夺得。同理，麻地也应是靠近朱方的位置，否则楚也不可能突袭吴国的重要城市

                                                        
12凌礼潮：《楚國“麻邑”考》，《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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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方，并得手。但是置庆封于朱方的位置，现在看来不会在大家通常镇江一带。

朱方区域一定在吴楚交界处，只有这样才会展开拉锯战，反复抢夺。《谷梁传》就

记载“庆封封乎吴钟离”，今人对此也有辩证，认为朱方应在今安徽凤台一带。
13
但

是尽管如此，这时候的吴国和楚国的实力悬殊，能够取得楚地的机会应该不会太

多。所以，我认为剑铭中的“伐麻、败麻”就是文献中的“取三邑（棘栎麻）而

去”之战中的一场战争。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如果余祭在位十七年，余昧在位四年，就可以解释为什

么余祭的相关文物多达七件之多（北山顶矛暂不计入），而余昧就二件。如果余祭

在位仅仅四年，很难想象会有那么多兵器保留下来。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证据下，余祭余昧二位吴王的在位年数以《史记》为准

比较可信，既有文献依据，又有地下文物证据。 

三、伍子胥相土作城前吴都何处 

近年来,无锡阖闾城、丹阳葛城及神河头 、苏州木渎古城等先秦古城址进行 了

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尤其是苏州木渎古城的发掘将人们对吴国历史的探索推

向了一个新高潮。有学者以为找到了吴国的都城，进而开始对现在的苏州城和木

渎古城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同时进一步开始对旧有的吴文化区开始重新认

识，甚至否认宁镇地区吴文化的存在，更不可能承认宁镇地区曾是吴国的都城所

在地之一。这一观点的产生的背景，当然有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历史自豪感的

阴影，也有对吴国历史认识上的误区，甚至是“吴都在苏州这一观念的固化所起

的”。
14
 

吴国晚期都城，是阖闾即位以后在伍子胥的主持下，“相土作城”而建。这一

点古今学者并无异议。但阖闾之前吴国的都城在哪里？学界的争论较大。对于这

个问题，正如张敏先生所言：吴国的都城的特殊性有三：一是由于吴楚争霸和吴

越争霸导致吴越都城数度迁徙；二是由于吴越都城之名多为音译，同名异议现象

导致吴越都城出现歧义；三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姑苏为“吴越共都”，此现象导致

吴越都城的研究出现盲区和误区。这一看法很有见地，指出了诸说纷呈的由来。

他进一步指出，吴国的都城即军事指挥中心，随着战争的需要或随着战争的形势

发展变化，吴国都城在不断的迁徙，因而在今皖南、苏南一带留下很多带有“勾
                                                        
13王祺：《春秋吴国“朱方”地望辨正》，《史林》1991年 4期；石奕龙：《“朱方”辩》，《东南文化》1993年
1期。 
14张学锋：《吴国历史的再思考》，《苏州文博论丛》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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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的城。
15
 

史籍中留下的与吴国有关的古地名有鸠兹（今芜湖附近）、姑孰（今安徽当涂）、

胡孰（今南京江宁湖熟）、朱方（今镇江丹徒镇附近）、固城（今高淳固城镇东）、

胥河（今高淳青溪）、阖闾城（今无锡、常州交界处）、胥江（无锡阖闾城侧）、胥

山（无锡阖闾城侧）、姑苏 、姑苏台、姑胥、胥门、胥江、胥口、邗（今扬州）

等。张学锋先生将这些地名分为三类：甲类，共同特征是以 kusiow或与相近的音、

略音为基本读音,乙类的共同特征是以吴国的国号“攻吴”、“句吴”的因素为基本

读音。丙类则可能是以建造者的名字命名。其中甲类地名所含有的信息更加重要,

它们不仅数量多,而且还基本上按线条分布,从这些地名的分布上,我们似乎可以

看出一条吴人迁徙的路线
16
。而第一类地名的意义，由于苏州博物馆新入藏余昧剑

铭文的“姑雠”考释而得以确定，它就是“姑苏”的对音，并且是类似姓氏类的

专有名词
17
。如此则吴国三类古地名的语源就分别为“姓氏名、国名、人名”，显

然这一语源是符合地名的一般原则的。 

对于吴国早期都城的问题，很多人在讨论宜侯夨簋时就已有涉及。诸家在考释

宜侯夨簋铭文中的所谓“宜”字时，有的认为应该是“俎”或“柤”。因为是徙夨

于“宜”地，那么“宜”地应该是虞候的封地，也就是都城。而主流观点认为，

虞就是吴，虞侯就是吴国的早期国君。那么所谓“宜”就是吴国早期国都。尽管

宜侯夨簋是不是吴器，目前尚无定论，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却不得不涉及吴国

早期历史和都城问题。对于宜或俎的地望，有江苏丹徒、洛阳宗周王幾、河南宜

阳、江苏邳县加口等说法。
18
但学者对丹徒说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出土宜侯夨

簋的烟墩山墓葬，可能只是一个窖藏，而且里面有很多晚期的遗物，因此宜侯夨

簋可能是个舶来品，不能因为宜侯夨簋出土在丹徒就认定“宜”地在丹徒。
19
 

王晖在研究吴国迁徙时曾提出：康王至西周晚期吴国以俎（今加口）为都，春

秋初期灭邗而都邗，故有邗王之称，诸樊至阖闾之时，都吴县，阖闾时都姑苏。
20

这一说法正如张敏所言，似有一定道理，但明显缺乏考古证据。张敏认为吴国的

                                                        
15 张敏;《吴越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出版社 2018年，第 43,49页。 
16张学锋：《吴国历史的再思考》，《苏州文博论丛》2011年 
17程义：《姑苏新考》，载苏州博物馆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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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王一凡《宜侯夨簋学案综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8年 4月 16日。 
19 钱公麟：《从宜侯夨簋谈起》，《中国文物报》2016年 10月 21日。 
20 王晖：《西周春秋吴都迁徙考》，《历史研究》2000年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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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选址具有强烈的战略性，吴楚争霸时，吴国的鸠兹和固城扼中江水道；吴越

争霸时，吴国的朱方和吴（阖闾城）东移；北上伐齐时，又筑邗城。
21
 

张学锋对于张敏提出的吴人来自淮夷的说法大为赞赏。这个观点很有魅力,非

常值得关注。淮夷活动在淮河下游地区,又称徐夷,后又分出了舒夷等不同名号的

部落联盟 。居巢即今安徽巢湖周围也许正是南迁句吴人的故土。他们或许将自己

居住的中心区域称为居巢或与相近的音,而鸠兹、姑孰、胡孰、姑苏、姑胥等音均

与之相同或相近。随着句吴的南迁, 他们君长居住的中心区域都保留了这个称呼。

22
 

显然，大家对于阖闾以前吴国都城的地望，还有很多争议，但江淮地区是一个

聚焦区域。王晖先生早已注意到赵家孤堆诸樊剑铭文里蕴含的吴都信息。剑铭曰：

“工吴王大子……余处江之阳、至于南北西行”，沂水诸樊剑铭文结尾与此接近。

王晖先生认为江之阳只能是江之北，江应该是长江。那时候长江下游尚未成大片

陆地，所以没有东方。董珊先生也认为诸樊用此剑来治理长江两岸，以此向南北

西三个方向扩展疆土。
23
无论“江”是不是长江的专称

24
，诸樊时期吴国的统治区

域显然是横跨某条大江没有疑议。长江下游由北及南有三条大河，即淮河、长江、

钱塘江。钱塘江显然过于靠南，即使剑铭中的江是指长江，那么吴都还是有可能

在长江北岸的江淮地区。 

另外，据《清华简系年》第十五章记载，“楚庄王立，吴人服于楚”。庄王即位

于鲁文公十四年（bc613），这个记录比《左传》鲁宣公八年（BC601）吴首见于经

传还要早十余年。这时候楚的势力还在向北发展，主要在淮河上游的南阳信阳一

带发展。假如吴一直处在长江以南的太湖附近，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吴不可能和

楚有交集，也就不会有服与不服的问题。合理的解释是吴这时候应该在淮河流域，

即长江以北，难免和楚东扩的战略意图发生冲突，因而楚在打击舒蓼之后，即和

吴越举行了盟会。但是这个局面随着中间的缓冲地带群舒的消亡而结束。根据我

们整理的《吴越楚交往年表》
25
看，在此后寿梦、诸樊、余祭、余昧、王僚时期，

吴楚交战主要是在淮河流域。这也说明，吴国的早期都城不在江南，否则吴兵只

                                                        
21 张敏：《吴越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出版社 2018年，第 185页。 
22张学锋：《吴国历史的再思考》，《苏州文博论丛》2011年。 
23 董珊：《吴越题铭研究》，科学出版社 2014年，第 9页。 
24 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专称》，载《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第 51-55页。 
25 苏州博物馆编：《大邦之梦-吴越楚青铜器》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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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据守长江天险即可御敌于国门之外。由于楚的实力非常强大，吴不得不放弃江

北，进而侵入太湖沿岸的越人统治区，并建立了新都城，继而就引发了吴越之争。

从此，吴楚之争渐息，代之而起的是吴越之争。 

以上就吴国历史的三个基本问题做了一些探讨，证据主要是青铜器铭文和简帛

资料。青铜器铭文和简帛都是时人制作而成，更接近当时的历史真实，比传世文

献在解决问题时更有说服力。因此，我们在研究吴越史的时候，地下文物的作用

断不可忽视，甚至应该置于传世文献之前来考虑。对于传世文献如何采信，最佳

的解决方案仍然是多重证据法，并不存在早期文献就绝对比晚出文献正确，或某

一文献就绝对真实无误的情况。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多种材料互相印证，方可得

出公允的结论，才有可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原文刊载于《泰伯文化研究》2018年卷，古吴轩 2019年 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