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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凡去其國”例

楊伯峻注訂補
 ?

許子濱

提　 　 要

本文旨在探討《左傳》“凡去其國”一例，既嘗試釋讀凡例文字，結合出土簡

帛異文説明此例關涉的語言現象，也通過考察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的應用情

況，尤其是對杜預《注》、孔穎達《疏》的取捨，窺探《傳》例的來源及其解《經》的

效能。全文主體共分四個章節，包括：《左傳》“凡去其國”例釋義———兼從出

土文獻異文現象看《傳》例文字；楊伯峻“凡去其國”例總注辨證———兼駁安井

衡《傳》例文字訛誤説；從楊《注》對杜《注》孔《疏》引《傳》例解《經》的取捨看

其注釋策略；“史之書策，必有舊法”———據《傳》“凡去其國”例證“五十凡”實

有自來。杜預從《傳》例解《經》事，有根有據。於若干例外《經》文，杜説亦甚

通達，但有時過於執著，委曲牽合，難免招人詬病。楊伯峻注以舊注疏爲鑒，於

其説有取有捨，其注釋策略及説解《經》、《傳》之用心，無疑值得審視與借鏡。

楊注未爲“凡去其國”例文字釋義，以“凡去其國，復歸其位曰復歸”解《經》，實

有未安。凡杜《注》於例外説義，楊注均避而不談，有意擺脱前人束縛。安井衡

認爲，“凡去其國”例中“入”與“歸”二字爲誤换，論證粗疏，並不可取。純從文

字訓詁論，《傳》所見“入”“復入”“歸”“復歸”與“納”“復”“反”“還”，取義相

通，故每每互用。這種現象也出現在傳世與出土的各種《老子》版本中。古策

書法式應有如《傳》例的規條，後史或依或違。借鑒楊伯峻的實踐經驗，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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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説《經》，須審慎行事，於兩者之相合處，固可據《傳》例並書法解讀《經》文義

理，於其不合處，不能一概而論，以免委曲牽合、膠柱鼓瑟。

關鍵詞：《左傳》　 五十凡例　 入　 復　 復入　 復歸　 楊伯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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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傳》“凡去其國”例釋義———兼從
出土文獻異文現象看《傳》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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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静，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致

虚極，守静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

/¾�Ts起�Ñ'，tÐgÂ《8L》)í�^�àã#s�：

天道員員，各復　 　 其堇 （簡本老子甲組）

凡物■■，各　 歸　 其根 （老子傅奕本）

夫物芸芸，各復歸　 其根。 （老子王弼本）

天物云云，各復歸於其□ （帛書老子甲本）

天物云云，各復歸於其根　 　 　 （漢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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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楊先生“凡去其國”例總注辨證———
兼駁安井衡《傳》例文字訛誤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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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釋《春秋經》書法條例，但考之《春秋》全經經文，甚不相合。孔

《疏》雖企圖彌縫，但難以服人。後人如王晳《春秋皇綱論》、劉敞《春秋

權衡》、孫覺《春秋經解》、蕭楚《春秋辨疑》、葉夢得《左傳讞》及《春秋考

統論》、張自超《春秋宗朱辨義》、陳澧《東塾讀書記》均有辨駁。日人安

井衡《左傳輯釋》疑原文作“國逆而立之曰歸……諸侯納之曰入”，“入”

“歸”兩字互相訛誤。吴闓生《左傳微》則引其父吴汝綸説，謂“凡空釋

《經》文無事實者皆後之經師所爲，非《左氏》之文”。諸説皆乏確證，存

疑可也。瑒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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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按《左氏》，國逆之未必言“入”，言“入”者未必國逆。復其位者未必

言“復歸”，諸侯納之者未必言“歸”，以惡入者或言“復入”或不言“復

入”。事與例合者少，與例違者多。不託之從赴，則諉以從某例。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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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閔元年季子來歸。《傳》皆云“嘉之也”，

“嘉之也”者非國逆而何？而季子，則閔次于郎以待之。是逆之最彰彰

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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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十一年突歸于鄭。祭仲以歸而立之。雖宋人刧之，廢立之權在仲，則

亦國逆之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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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十二年赤歸于曹，《傳》不言其所以歸。考之經曰“曹羈出奔于陳”，而

是句承之，猶桓十五年突奔而忽歸。羈蓋曹世子，國人逐之而逆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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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十五年，宋華元自晉歸于宋，魚石止之河上也。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

曹人請之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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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三十年衞侯鄭歸于衞，魯侯雖請王及晉侯，衞侯懼元咺，不敢歸。周

歂、冶厪殺咺，然後始歸。蓋周、冶之徒，告咺死以逆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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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叔向論之曰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

是歸入無所屬矣。然比因四族與五邑之民，故亦從國逆之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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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吴歸于陳，事皆出于楚意，似與此《傳》

合。然細繹《傳》意，則亦不然。陳、蔡之復，發於觀從而成於朝吴。從

之言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國人從朝吴之言，以成其謀。蔡既復矣，勢

不得不復陳。二國之情，大可見也。聖人原其情，故書曰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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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三年，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傳》明言楚人納公子黄。是諸侯

納之曰歸矣。然黄之在楚，二慶譖之也。及二慶見殺，君子論之曰不義

不可肆。然則國人之惡二慶而閔黄審矣。《傳》云楚人納之者，蓋依其

跡而言之，以釋聖人取情而略迹之義耳。依是諸文，是國逆曰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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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I，í4["，W¼~Ö$r，£ûº6。� FÞ《+》#，\^]H，§¨

|Is#U、Iö8gW^，$h�WÐ脚，íh7gWÈ7。

２２ 　 人文中國學報（第三十三期）

瑔瑢 《íù`,"·*+,"》，( ８０４。KÃÄ{：“Gw《+》nzl<£、d，eìÉdu，
*ndR，»�÷Z#Y$vd，́ fWj�<dIR。ì�8Y]a，ãÉ�|~$，̂
|<I，IY~�dI，b�}nãd，yn£、d8Î<Î�。Hã$.，y�Iwua，
bÖan$ÉR。d，v.W�Ã。ìÉ8SÃ�，�I，w|Î<Î�，SÃ，w|¼5
$É。�Ã�I，ÑÂdR。v.Òdäu，5í�É《+》V。”( ８０４—８０５。



四、 從楊《注》對杜《注》孔《疏》引《傳》
例解《經》的取捨看其注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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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Öv,A[Y，f¶sGHá《+》V�^《̀ 》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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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史之書策，必有舊法”———據《傳》“凡去其國”
例證“五十凡”實有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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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罪致討，鐘鼓堂堂曰伐；鐘鼓不備或不用曰侵；以輕師掩其不備曰

襲。《晉語五》云：“是故伐備鐘鼓，襲、侵密聲”，亦此意也。然有時

侵伐亦可互言，定四年《經》云“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

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計總十九國之師，豈可不備鐘鼓？

而書用“侵”字，故《傳》云“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則用“伐”字。瑘瑣

ÝÈ：《a]·p]0》Ê�#N�弑|X��，p�²LL°N!ëÑ�。©

#{：

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

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爲蹔事也。今宋人弑其

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

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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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伐”者，古人問罪之師也，詳於《詩》、《書》，載於《周禮》。擊鼓鳴

金，辭嚴義正，服則已焉。“侵”則淺責之，無求必勝，雖有鐘鼓而不用

也。未聞有襲人之行者。至於《春秋》“侵”、“伐”之行，合於古者則少，

大都藉其“侵”、“伐”之名，而爲已甚之舉則多矣。伐而書“敗”者有之，

伐而書“戰”者有之，伐而書“圍”者有之，伐而書“入”者有之，伐而書

“取”者及書“滅”者，亦莫不有之。雖有直與不直、正與不正之分，彼善

於此則有之，合於義者則少也。定、哀之時，戰争亟烈矣。仲尼傷之，特

據實書之，而是非得失自明。盟主帥諸侯以侵伐則近是，而諸侯恃勢之

侵伐則皆非。變本加厲，春秋之末已成戰國之風矣。可勝歎哉！瑘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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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衞。書

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

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

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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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此

之國人即《周禮》之致萬民。此朝國人卜貳圉爲詢立君，十八年《傳》邢

人、狄人伐衛，衛侯以國讓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定八年《傳》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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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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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

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内

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

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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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禍衞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

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

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

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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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ｅｐｔｈ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ｎｇ Ｂｏｊｕｎ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ｉｓ 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ｕｎｑｉｕ Ｚｕｏｚｈｕａｎ ｚｈｕ，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Ｙａｎｇ ｍｉｓ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ｎ，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ｈｉｓ ｅｑｕｉｖｏｃａｌ ｇｅｓｔｕｒｅ ｏｎ Ｙａｓｉｕ Ｓｏｋｋｅｎ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ｎ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ａ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ｏｚｉ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ｒｕ，ｆｕ ｇｕｉ，ｇｕｉ，ｆｕ ｒｕ ａｒｅ ｓｙ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ｐｌｙ ｍｅａｎ

“ｒｅｔｕｒ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ａｎ ｂ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ｔｏ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Ｚｕｏｚｈｕ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ｓｏｍ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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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左傳》“凡去其國”例楊伯峻注訂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