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尚書》是我國最早的歷史文獻，也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具有母體性質的經典。由於長期

以來，人們對《尚書》史書性質與經學意義的強調與關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它的文學價值。

本書認為，《尚書》的文學性與其史書性質之間並不是矛盾對立的關係，而是相輔相成地構建

了《尚書》的典型結構模式，而這正是《尚書》文學成就的集中體現。本書對《尚書》文學成

就的研究，是以正確理解《尚書》泛文學特徵為前提，在對其作為記言史書的本質屬性與文學

形式之間的關係進行重新思考的基礎上，結合對《尚書》文本的細讀而逐步展開的。

本書的內容主要包括六個部分。

緒論部分主要對現代《尚書》研究的總體狀況與文學研究狀況進行考察，總結《尚書》文

學成就的特殊性，與其他先秦典籍一樣，《尚書》也具有鮮明的泛文學特徵。這一點決定了在探

討《尚書》文學成就時，必須突破狹隘的純文學視角，在重新認識歷史與文學的關係的基礎上

展開進一步的研究。

第一章是對《尚書》文本生成過程的考察。主要包括《尚書》的傳承與演變兩方面內容。

先秦時代是《尚書》由孕育到初生的一段時期。在此期間，《尚書》從最早的奴隸制王朝的歷史

檔案和歷史文獻，經過不斷地積累、彙聚和結集，在周代史官的整理下初步建立起了按王朝分

類的基本格局。在流傳過程中，它的內容多有散失。春秋戰國之際，諸子百家都在客觀上對古

史資料的鈎稽做出了努力，特別是儒家對《尚書》的整編和創制，奠定了後世《尚書》的總體

結構框架。進入漢代，《尚書》逐漸完成了由歷史典籍向經世大典的轉變。在流傳的過程中，

《尚書》的篇目內容和數量遞經變遷，總體來看，《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基本上代表了先秦

《尚書》的形制與面貌。

第二章《尚書》篇目編次的整體特徵。本章第一節，立足文本著重分析了《今文尚書》篇

目編次的編年體特徵，即《書》篇之間的先後次序與其內容所涉之歷史年代的先後基本一致。

在第二節中，主要分析了《尚書》編年體式的特殊性。通過對《書》篇實際作成時間進行考察

發現，其與《尚書》在整體結構上的編年次序並不一致，《尚書》的編年體形式實際上是春秋戰

國時代學者對《書》篇進行纂輯時賦予它的一種新的體例。

第三章《尚書》文本結構的兩種基本模式。本章第一節，主要分析了外在於《書》篇而存

在的編年體形式。通過對《書》篇中時間要素的存在形式進行考察，可以看出《尚書》記言本

質對其文本結構的內在規定性，《尚書》整體結構上體現出來的編年特徵，並不能說明它就是一

部嚴格的編年體著作，而只是在篇目編次中具有一定的編年體意味。第二節，主要分析了《尚

書》以記言為主體內容諸篇的結構特徵。通過對《書》篇中記敘部分基本形式的分析，確定其

在構建《書》篇結構中的特殊作用，總結《尚書》記言的基本結構單元。在此基礎上，對《書》

篇的兩種基本結構範式進行歸納與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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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尚書》中敘事文本的結構特徵。《今文尚書》中還有四篇以記敘為主要內容的《書》

篇，即《堯典》、《禹貢》、《金縢》和《顧命》。本章先在第一節對這四篇作品中記敘部分的結構

分別進行具體分析，然後在第二節梳理和總結它們在記敘結構上的共同特徵。主要包括記敘部

分在《書》篇中的地位、《書》篇中記敘與記言部分的結構關係、記敘的人稱以及記敘部分的語

言特徵等四個方面。

第五章《尚書》記言部分的結構特徵。這一章是對《書》篇中的記言部分進行專門分析。

第一節著重分析《書》篇中記言與記敘部分的不同形式特徵，說明二者是構建《書》篇雙重結

構的重要方面。第二節說明《書》篇雙重結構的內部實際上包括兩個基本層次，表層是史

官記敘，內核是篇中記言，前者是《尚書》記言的基本形式，後者是《書》篇內容的表意核

心，二者在內容、職能與語言形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同時又相互協調相互統一，共同生

成《尚書》文本的典型結構樣式。第三節總結《書》篇中記言部分的結構類型，首先從講話人

數的角度，將言論劃分為獨白式與對話式；再從對白式言論中論述形式的差異，劃分為化解式

與建設式；從對話關係的角度，將對話式記言劃分為問對式與普通式。此外，對以記敘為主要

內容的《書》篇中記言部分的結構特徵，也進行相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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