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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吳年號與符瑞問題

魏　　斌*

摘　要

三國政權中，孫吳多以符瑞為年號，是比較特殊的現象。考察發現，由

於與曹魏、蜀漢相比，孫吳政權正統性最為缺乏，所以刻意強化漢代政治文

化中的符瑞傳統，以與曹魏、蜀漢抗衡。符瑞年號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被連續

行用。孫亮、孫休時期稍受冷落，孫晧時期為了應對南北政治局勢的變化，

符瑞年號又被重新強化。符瑞和符瑞年號的重視，反映出漢末南方政權成立

尋求正統性的努力。

關鍵詞：孫吳、年號、符瑞、三國、正統

一、前　言

漢末鼎立的三國中，孫吳建國之路最為曲折。公元220、221年曹丕、劉
備分別稱帝，孫權卻僅於公元221年11月受曹魏吳王封號，一直遷延八年之
後方才稱帝。孫權之所以「屈身忍辱」，1 背後自有其苦衷。對此學界已有不少

討論。如田餘慶總結指出：「孫權遲回不進，除了山越不寧、外敵威脅等一

般原因以外，我想不再是像曹操那樣『畏名義而自抑』，而是等待孫吳政權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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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47〈吳書．吳主傳〉，頁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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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化進程的完成。」2 

新生政權建設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除開具體的權力關係，如何尋求正

統性，也是一個重要方面。曹魏、蜀漢建國之初，均曾在此方面有過相應舉

措。孫吳自不例外，柳瀨喜代志早就指出，孫吳建國時的諸受命傳說，顯示

出孫吳在正統性方面的訴求。3 最近渡邊義浩通過對〈禪國山碑〉的考察，也

對這一問題予以討論。4 問題是，孫吳政權建國過程遲滯，其正統性訴求有無

獨特之處呢？ 5 

我們發現，與孫吳建國的遲滯相應，孫吳行用的年號很不同於曹魏、

蜀漢二國。如果從孫權稱吳王時的黃武算起，孫吳立國江東五十九年，前後

四帝共行用十八個年號。其中，有十一個年號取之於符瑞，即孫權的黃龍、

嘉禾、赤烏、神鳳，孫亮的五鳳，孫晧的甘露、寶鼎、鳳凰、天冊、天璽、

天紀，在數量和時間上均占近三分之二。這些符瑞年號又明顯集中在孫權和

孫晧時期。與此同時，曹魏和蜀漢的符瑞年號比較少見。曹魏共行用十個年

號，符瑞年號僅二例，即明帝的青龍和高貴鄉公的甘露。蜀漢行用的五個年

號中，僅有後主景耀與符瑞有關。6 相比之下，孫吳年號的符瑞色彩相當突 

出。

古代年號由於其紀年作用，與政治、社會生活的關係極為密切。正如池

  2 田餘慶，〈孫吳建國的道路〉，《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
頁293。有關孫吳建國的研究很多，另參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55），頁1-29；許倬雲，〈三國吳地的地方勢
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7上 (1967): 185-200；（日）川勝義雄，〈孫吳
政權と江南の開發領主制〉，《六朝貴族制社會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2），頁143-

170；（日）石井仁，〈孫吳政權の成立をめぐる諸問題〉，《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 6 (1995): 

70-94；顧江龍，「孫吳建國歷程新探」（北京：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3）。    

  3 （日）柳瀨喜代志，〈吳王朝受命譚考〉，《中國詩文論叢》13 (1994): 29-31。
  4 （日）渡邊義浩，〈孫吳の正統性と國山碑〉，《三國志研究》2 (2007): 40-65。相關研究還

有王永平，《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338-393。 

  5 三國正統問題是後世史學爭論很多的題目，由於與本文論旨關係不大，不擬涉及。參看饒

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日）田中靖彥，〈漢晉
春秋に見る三国正統観の展開〉，《東方學》110 (2005): 49-64。 

  6 本文涉及年號，參據榮孟源，《中國歷史紀年》（北京：三聯書店，1956）；李崇智，《中
國歷代年號考》（北京：中華書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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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溫所說，建立年號，「就如同給年代取名字一樣，為祈盼將要到來的時代

的昌盛而加以命名」。7 因此，年號選擇一般都經過深思熟慮，其背後體現出

的往往是某朝、某時代的政治文化取向。三國政權處於同一時代，為何年號

行用上會出現這種差異？是否體現出孫吳政權特殊的政治文化訴求？本文打

算對此加以討論。

二、孫吳以前的符瑞年號

符瑞年號的實質是符瑞崇信。符瑞受陰陽五行說影響而興起，特點是

強調人事與自然的對應關係。如劉向《別錄》說：「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

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8 王章稱：「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

效。」9 符瑞與災異相對，是對帝王行德政的肯定。《白虎通》〈封禪〉「符瑞

之應」條指出：「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

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10 這對皇權是有一

定維護作用的。沈約《宋書》首創〈符瑞志〉，稱「符瑞之義大矣」，11 就是強

調符瑞的這種政治功用。

符瑞年號漢唐間亦不乏其例。市村瓚次郎很早就認為，使用具體符瑞

為年號是唐以前年號的一個顯著特徵。12 池田溫進一步指出：「縱觀中國古

代年號的歷史所發現的重要變化是，由漢到唐依據祥瑞的改元，有不少是與

眼見的現象有關；而到宋以後，年號中多使用抽象觀念的吉語，如龍、鳳、

龜、麟之類的則不再使用。」13 這種看法就帝制時期總體而言，是沒有問題

  7 （日）池田温，〈日本和中國年號制度的比較〉，劉俊文、池田温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

系．法制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頁249-250。
  8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30〈藝文志〉師古注，頁1704。
  9 《漢書》，卷98〈元後傳〉，頁4020。
10 漢．班固，《白虎通德論》（《漢魏叢書》，臺北：新興書局，1977），卷下〈封禪〉，頁362

下。

11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27〈符瑞志上〉，頁759。
12 （日）市村瓚次郎，〈年號に現はれたる時代思想〉，《史學雜誌》39.4 (1928): 324-326。
13 （日）池田温，〈日本和中國年號制度的比較〉，《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法制卷》，頁

253。關於年號問題，另參池田温，〈東亞年號管見—踏襲．模仿をめぐって〉，《東方

学》82 (1991):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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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漢唐時期符瑞年號的行用，主要集中在一些特

定時期，並非一以貫之的習慣。

眾所周知，年號紀年的制度創始於漢武帝。這種紀年方式的出現，可能

本身就受到陰陽五行說影響，具有更始自新之意。14 所以武帝初期的幾個年

號，如元狩、元鼎，就有很強的符瑞色彩。15到宣帝時期符瑞年號受到特別

重視。宣帝在位二十五年中，先後七次改元，其中後期四個即神雀、五鳳、

甘露和黃龍，均為符瑞年號。宣帝喜好符瑞，「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

應」。16連續行用符瑞年號，應該就是考慮到年號的影響力。《後漢書》卷1
下〈光武帝紀下〉載中元元年（56）群臣奏言：「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
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

化致升平，稱為中興。」17 在西漢中後期皇權走向神秘化的過程中，符瑞年號

與讖緯一樣，都有其實際政治用途。18 

不過，依據「有德者當王」的政治理念，符瑞的政治邏輯中卻包含著潛

在的悖論。《漢書》卷56〈董仲舒傳〉載董仲舒對策：「臣聞天之所大奉使
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

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19 顯然符瑞具有兩面性。它既能宣揚皇權，也

是現有皇權的潛在威脅。這使其很快具有了新的政治用途，成為皇權更迭的

手段。新莽禪漢就是如此。《漢書》卷36〈劉向傳〉：「向乃集合上古以來
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

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知向忠精，故

14 廖伯源，〈說新—兼論年號之起源〉，《秦漢史論叢》（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3），頁
3-29。

15 這幾個年號可能是後來追建，參清．趙翼，〈武帝年號係元狩以後追建〉，王樹民校證，

《廿二史劄記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38。不過，武帝朝確實重視符瑞。《漢
書》，卷6〈武帝紀〉太始二年三月詔：「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
以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頁

206。
16 《漢書》，卷86〈何武傳〉，頁3481。參趙翼，〈兩漢多鳳凰〉，《廿二史劄記》，頁64；陳

蘇鎮，《漢代政治與《春秋》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頁310-312。
17 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1下〈光武帝紀下〉，頁82-83。
18 （日）板野長八，《儒教成立史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95），頁329-401。
19 《漢書》，卷56〈董仲舒傳〉，頁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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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20 可能也是顧忌到這一點，即便是

陰陽五行說盛行的漢代，除了西漢宣帝和東漢章帝以外，更多的時候帝王對

待符瑞的態度較為審慎。21 

符瑞年號的行用更是如此。兩漢四百年中，由於符瑞和災異改元的情

況不少，但直接以符瑞作為年號，無論從數量或行用時間來看都是很少的。

宣帝以後，僅有成帝的陽朔和新莽的天鳳。而東漢近兩百年中，先後行用

三十九個年號，竟無一例符瑞年號。22 這種態度，可能就是顧慮到符瑞年號

所具有的特殊影響。

東漢帝國崩壞後興起的諸政權，對待符瑞的態度也比較複雜。首先，它

們大都借助符瑞以尋求正統性支持。如《後漢書》卷75〈袁術傳〉：「袁氏受
命當王，符瑞炳然。」23 曹魏、蜀漢亦然。曹丕禪漢時，先後有黃龍、白雉、

鳳凰等瑞應。《三國志》卷2〈魏書•文帝紀〉注引《獻帝傳》載許芝上表
稱：

殿下即位，初踐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于上

下。是以黃龍數見，鳳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獻見于郊甸；甘

露醴泉，奇獸神物，眾瑞並出，斯皆帝受命易姓之符也。⋯⋯巨跡瑞應，皆

為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讖之期運，揆河洛之所甄，

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24 

有關曹丕禪漢時的符瑞情況，現存漢魏禪代之際的上尊號碑、受禪碑中也有

印證。25 蜀漢同樣如此。劉備稱帝之前，「在所並言眾瑞，日月相屬」。諸

20 《漢書》，卷36〈劉向傳〉，頁1950。參看（日）安居香山，〈王莽と符命〉，《緯書の基礎
的研究》（東京：漢魏文化刊行會，1966），頁128-151。

21 這種審慎態度在范曄《後漢書》中有不少記載。如卷1下〈光武帝紀下〉：「帝不納（符
瑞），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頁83。卷2〈孝明帝
紀〉：永平六年二月廬江太守獻寶鼎，遭到明帝的批評，所謂「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

政化多僻，何以致茲？」頁109。卷4〈孝和帝紀〉：「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機。每有災
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頁194。

22 關於兩漢改元和年號行用情況，參看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2卷《兩漢思想》，頁40-47。
23 《後漢書》，卷75〈袁術傳〉，頁2443。
24 《三國志》，卷2〈魏書．文帝紀〉，頁64-65。
25 宋．洪適，《隸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9〈魏公卿上尊號奏〉、〈魏受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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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等群臣上表稱：「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

徵。」又稱：「今上天告祥，群儒英俊，並起《河》、《洛》，孔子讖、記，

咸悉具至。」26 這種做法與曹丕禪漢時如出一轍。可見符瑞由於含有「有德者

當王」的政治邏輯，曹魏、蜀漢建國之初均被作為「受命之符」使用，以加

強新政權的正統性。

可是，由於符瑞中包含的潛在政治危險，使得這些政權往往只在建國時

借重符瑞，此後態度相當慎重。曹魏、蜀漢均是如此。蜀漢建國後僅有一次

符瑞紀錄，即後主景耀元年（258），「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 27 

曹魏情況稍微複雜一些。明帝時有兩次，一在青龍元年（233）正月，「青龍
見郟之摩陂井中」，以之改元；一在景初元年（237），「山荏縣言黃龍見」。28 

不過，這兩次符瑞在《晉書》卷29〈五行志下〉中均被歸入「龍蛇之孽」，並
引干寶之說云：「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

魏土運，青木色，而不勝於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

國運內相克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於兵。」29 而且龍在井中，乃「居上者逼

制之應」，30 本非嘉兆。本志又稱：「凡瑞興非時，則為妖孽，況困于井，非

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可見對於這兩次符瑞，後來輿論是持批評態度

的。曹魏符瑞紀錄的增多，主要是在高貴鄉公以後。此後青龍、黃龍頻現，

並有甘露年號行用。這種現象很容易理解，即司馬氏在為稱帝做輿論準備。31 

這樣看來，曹魏建國以後出現的符瑞，對於曹氏而言確「非嘉兆也」。32 

由此可知，符瑞在漢魏王朝禪代之際，被作為一種必要的輿論準備廣

泛使用。但總的來說，由於其潛在的政治邏輯和思想威脅，政權建立後使用

頁186-190。參（日）渡邊義浩，〈「魏公卿上尊號奏」にみる漢魏革命の正統性〉，《大東
文化大學漢學會誌》43 (2004): 55-78。

26 《三國志》，卷32〈蜀書．先主傳〉，頁887-889。
27 《三國志》，卷33〈蜀書．後主傳〉，頁899。
28 《三國志》，卷3〈魏書．明帝紀〉，頁99、108。
29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29〈五行志下〉，頁902。
30 《晉書》，卷29〈五行志下〉：「案劉向說，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

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即此旨也。」頁902。
31 關於這個問題，參看（日）津田資久，〈符瑞「張掖郡玄石図」の出現と司馬懿の政治的

立場〉，《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35 (2007): 33-68。
32 《三國志》，卷4〈魏書．高貴鄉公傳〉注引《漢晉春秋》，頁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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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較為審慎。符瑞年號的行用更顯得十分少見。在這種背景下，孫吳對於

符瑞的重視顯得相當特別。僅據〈吳志〉記載，就先後有過四十餘次符瑞紀

錄。33 這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據下文將要談到的〈禪國山碑〉來看，有相

當多的符瑞史書中還沒有體現。這在三國政權中是非常突出的。其中，孫權

黃武年間出現符瑞，作為「受命之符」，是容易理解的。令人奇怪的是，大量

符瑞在孫權稱帝後仍持續不斷出現，符瑞年號也被持續行用。這些情況都提

醒我們，孫吳時期大量行用符瑞年號，似乎有其特殊意圖。

三、孫吳建國與符瑞年號的行用

要理解這種現象，必須要考慮到孫吳在三國鼎峙中的處境。漢末三國分

立，蜀漢以漢代宗室自居，具有天然的政治法統。曹魏佔據中原政治文化中

心，亦有其法統。唯獨據有江東的孫吳，政權號召力最為不足。王夫之即指

出：「蜀漢之義正，魏之勢強，吳介其間，皆不敵也。」34 在此情勢下，孫權

在大義名分上就顯得特別謹慎。他在曹丕即位後受其封號，就是不得已的選

擇。《三國志》〈吳主傳〉注引《江表傳》：孫權辭讓群臣勸進時曾說：「若

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

故自抑案，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35 這段

話可以說是孫權心聲的流露。孫吳夾處曹魏、蜀漢之間，處境確實艱難。

孫吳的這種政治處境，在當時北方政界中也有清楚的觀察。《三國志》

卷14〈魏書．劉曄傳〉注引《傅子》：曹丕稱帝後，孫權稱臣，曹丕準備冊
封孫權為吳王。這時劉曄提出反對意見，他說：「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

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

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

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

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36 劉曄對孫權政治

33 渡邊義浩對此有一個詳細統計，〈孫吳の正統性と國山碑〉，頁54。
34 清．王夫之，《讀通鑑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0〈三國〉，頁267。
35 《三國志》，卷47〈吳書．吳主傳〉，頁1130。
36 《三國志》，卷14〈魏書．劉曄傳〉，頁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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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的觀察，應代表了當時的主流意見。富春孫氏以「孤微發跡」，37 不預士

流。孫權稱帝後，為掩飾此點不立七廟，就是證明。38 在漢末注重家世的輿

論環境中，「官輕勢卑」的孫氏要想稱帝，確實面臨著如何尋求法統、凝聚

人心的問題。

黃武八年（229），孫權在吳國內部局面緩和後準備稱帝。這時他仍要考
慮「法統」問題，即大吳政權應在何種名義上建國，才能使「君臣之義」名

正言順。各種受命傳說雖可加強孫氏的權力神聖性，39 建國名義卻需另外考

慮。在究竟是另起爐灶，還是繼承漢朝兩種選擇之間，孫權最終選擇後者，

即從漢代政治傳統中尋求支持。《三國志》〈吳主傳〉注引《吳錄》載黃龍元

年孫權即位時的告天文稱：

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

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

叡繼世作慝，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

辭行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意已去於

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曆數在

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

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祿。40 

這通告天文是孫權即位時所用，應反映了孫吳君臣的政治考慮。他們首先是

認為曹魏「篡奪」漢位，否認曹魏政權。41 然後指出「漢氏已絕祀於天」，

「皇帝位虛」。孫氏由於所行德政，「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曆數在躬，不得

不受」，這樣就為孫吳政權找到了一個立足點。可是，這種立足點必然與蜀漢

衝突。蜀漢為漢室正統不好否認，所以告天文含糊其詞，回避蜀漢的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顯然還需要另外的舉措來加強說服力。這個舉措就是符瑞崇

信的極端化。孫權除了政治生活中大量製作符瑞之外，更在年號中加以體

37 《三國志》，卷46〈吳書．孫堅傳〉，頁1112。
38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140-141。
39 柳瀨喜代志，《吳王朝受命譚考》，頁29-30。
40 《三國志》，卷47〈吳書．吳主傳〉，頁1135-1136。
41 否認曹魏正統，就要刻意迴避曾稱臣曹魏的歷史。孫權的做法是把建安年號延長至二十七

年，與黃武相接，以掩蓋行用過的曹魏黃初年號，就出於這種需要。參看羅新，〈走馬樓

吳簡中的建安紀年簡問題〉，《文物》10 (2002): 92-95。



39魏　斌／孫吳年號與符瑞問題

現，以強調證明自己才是有德者得天下。

孫權稱帝時黃龍年號的選擇就是如此。漢為火德，後漢衰亡之際，代

表土德的「黃」受到重視。這在年號中就有體現。曹丕代漢後的「黃初」，

孫權稱吳王時的「黃武」，均為其例。龍是帝王的象徵，《後漢書》卷30下
〈襄楷傳〉：「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為符

瑞。」42 黃龍為「四龍之長」，43 由於其特殊政治蘊涵，漢魏之際特別受到重

視。如曹魏時許芝指出：「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44 孫權稱帝，選

擇黃龍作為符瑞並以之紀年，意圖相當明顯。

對黃龍符瑞和黃龍年號的重視，還有其他表現。《三國志》卷62 〈吳

書．胡綜傳〉：黃龍元年（229）孫權稱帝後，曾製作黃龍大牙，使其「常在
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同時命胡綜作〈黃龍大牙賦〉以頌之，其文

曰：

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

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

舜征有苗，啟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

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

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

時，制為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

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

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之，為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

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秘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

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45

牙即牙旗，是皇帝權力的一種象徵。《文選》卷3張衡〈東京賦〉薛綜注
曰：「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故云牙旗。」46 孫權要製作

這樣一竿黃龍大牙，使其「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意圖不言自

明。胡綜顯然很清楚此點，賦文亦極力宣揚孫吳立國的正統性，如所謂「明

42 《後漢書》，卷30下〈襄楷傳〉，頁1078。
43 《宋書》，卷28〈符瑞志中〉，頁796。
44 《三國志》，卷2〈魏書．文帝紀〉注引《獻帝傳》，頁63。
45 《三國志》，卷62〈吳書．胡綜傳〉，頁1414。
46 唐．李善等，《六臣註文選》（臺北：廣文書局，1972），頁7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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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吳，實天生德」，「應期受命，發跡南土」云云。可見，孫權不僅使用黃

龍年號以強化正統性，更將其具體化和形象化。

黃龍年號行用三年後，改元嘉禾。《論衡》〈講瑞〉：「嘉禾生於禾中，

與禾中異穗，謂之嘉禾。」47 嘉禾符瑞，從表面上看主要強調帝王的「德」。

《白虎通》〈封禪〉「符瑞之應」：「德至地則嘉禾生。」48 《宋書》卷29〈符瑞
志下〉：「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盛，則二苗共秀。」49 事實上並不這樣簡

單。《白虎通》〈封禪〉「符瑞之應」又說：「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時有三

苗異畝而生，同為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訪周公

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穗，天下當和為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

而來矣。」50 可知嘉禾符瑞蘊含著天下一統的內涵。《白虎通》是漢末學者熟

悉的典籍，書中對嘉禾符瑞的解釋，孫吳君臣應該是很清楚的。

嘉禾符瑞的由來與西周有關。值得注意的是，胡綜〈黃龍大牙賦〉中

也曾把孫吳與西周並提，稱：「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

符。」這似乎表明孫權有過比擬西周的想法。此點在赤烏年號的選擇上又有

體現。〈吳主傳〉：

（赤烏元年）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

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為嘉祥者，

改年宜以赤烏為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

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為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

年。51 

赤烏元年（238）八月的改元議論，有司奏稱本主張以麒麟為號，理由是麒麟
為「太平之應」。孫權卻更偏好赤烏，理由是「朕所親見」。「親見」云云，

自是虛與之辭。其實真正原因群臣上表中已說得很清楚。赤烏具有特殊的符

瑞意義，即武王伐紂時有赤烏之祥，「遂有天下」。《宋書》卷29〈符瑞志
下〉解釋說：「赤烏，周武王時銜穀至，兵不血刃而殷服。」52 與赤烏的這種

47 漢．王充，《論衡》（《漢魏叢書》，臺北：新興書局，1977），卷16〈講瑞〉，頁1836上。
48 漢．班固，《白虎通德論》，卷下〈封禪〉，頁362下。
49 《宋書》，卷29〈符瑞志下〉，頁827。
50 《白虎通德論》，卷下〈封禪〉，頁363上。
51 《三國志》，卷47〈吳書．吳主傳〉，頁1142。
52 《宋書》，卷29〈符瑞志下〉，頁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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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背景相比，「明王動靜有儀則見」的麒麟，53 意義就顯得較為普通。赤烏

年號顯然更能為孫吳政權提供法統上的號召力。

孫吳建國之際，在利用符瑞加強法統方面，君臣是有共識的。〈吳主

傳〉載赤烏十一年（248）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
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54 《三國志》卷53〈薛綜傳〉載綜上疏：
「天生神聖，當承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

在近。」55 《初學記》卷29和卷30錄有薛綜所作符瑞頌文數篇，如〈麒麟頌〉
曰：「懿哉麒麟，惟獸之伯；政平覿景，否則戢足。德以衛身，不布牙角；

屏營唐日，帝堯保祿。委體大吳，以昭遐福；天祚聖帝，享茲萬國。」56 薛綜

卒於赤烏六年，陳壽稱其為「學識規納，為吳良臣」，他的態度是具有代表性

的。57 

不僅如此。孫吳政權崇尚符瑞的取向，似乎還與漢末江南的學術風氣

有關。唐長孺早就指出，漢末江南的學風與中原相比較為保守。他以《抱朴

子》為例，總結其特點有三：神仙讖緯、禮制典章、陰陽律曆，並指出：

「這三類學術的結合正是董仲舒以降漢儒治學的特徵，也是江南儒生自陸績、

虞翻、賀循以至葛洪自己治學的特徵，而為玄學家所不屑道的。」58 這種今文

色彩的學風，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學者喜好曆數談天之學，講求災異和天人

感應，往往為了現實社會政治的需要，將社會興替、人事變動與天象異常附

會論述」。59 這可能成為孫吳君臣符瑞策略的思想來源。建安末年到黃武年

53 《宋書》，卷28〈符瑞志中〉，頁791。關於某種具體符瑞的含意，現存幾種漢墓畫像石、
壁畫榜題中也曾出現，所記與〈宋志〉大致相同，參看田中有，〈漢墓畫像石．壁畫に

見える祥瑞圖について〉，安居香山編，《讖緯思想の綜合的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

1984），頁55-70。
54 《三國志》，卷47〈吳書．吳主傳〉，頁1147。
55 《三國志》，卷53〈薛綜傳〉，頁1254。
56 唐．徐堅等，《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29〈麟〉，頁701。
57 類似的還有謝承〈賀靈龜表〉：「伏睹靈龜，出於會稽章安，臣聞靈龜告符，五色粲彰，

則金則玉，背陰向陽。」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99，頁
1718。

58 唐長孺，〈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頁377-378。
59 王永平，《中古士人遷徙與文化交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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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孫吳政權逐漸走向江東化，江東大族日益成為孫吳政權的核心力量。60 

孫權稱帝對符瑞的崇信和符瑞年號的持續行用，可能就是吳地大族學術文化

取向的反映。

史稱孫權對涉足「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的學術十分崇尚。61 《三

國志》卷63是孫吳幾位術士吳範、劉惇、趙達的傳記，他們或「明天官達占
數」，或善「推步」，或「治歷數、知風氣」，受到孫權崇重，「顯於南土」。62

如會稽吳範善治曆數，知風氣，「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受到孫權重視，

「遂以顯名」。63 他在黃武五年（226）孫權謀求稱帝之前去世，權「追思之」，
並下令舉諸州術士，表明孫權對這類術士的需要。東晉孫盛批評說：「（趙）

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覩兆萌，

而流竄吳越。又不知吝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覩天道，而審帝王之

符瑞哉？」64 他對趙達的批評，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立場的差異，也由此對孫權

崇尚術士的做法感到不解。事實上，這些術士在孫吳自有其生存環境。

孫權的這種政治神秘主義取向，在吳國民間亦有其社會基礎。王永平注

意到孫權「尚巫術」，並將其歸之為出身寒門，受江東民間信仰影響較深。65 

這就很值得注意。江南俗尚巫鬼，《隋書》卷31〈地理志下〉論揚州風俗，
就特別指出「其俗信鬼神，好淫祀」。66 《風俗通義》卷9〈怪神〉記：「會稽
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歛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

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

肉，或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其畏懼如此。」67 江東民間對巫鬼的敬畏，恰好

成為孫權崇尚符瑞的社會文化基礎。可以想像，孫吳時期充滿神秘色彩的符

瑞年號，由於紀年用途而被民間熟知，對於孫吳政權的政治宣傳必有相當影

響。

60 田餘慶，〈暨豔案及相關問題〉，《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頁316-325。
61 楊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1），上冊，頁635。
62 《三國志》，卷63〈劉惇傳〉，頁1423。
63 《三國志》，卷63〈吳範傳〉，頁1421。
64 《三國志》，卷63卷末陳壽「評曰」注引孫盛之語，頁1426。
65 王永平，《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頁12-13。
66 《隋書》，卷31〈地理志下〉，頁886。
67 漢•應劭撰，吳樹平校釋，《風俗通義校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頁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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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孫吳後期的符瑞年號與封禪運動 
—兼論符瑞刻石的製作背景

符瑞年號的行用，在孫權死後一段時間內受到了冷落。孫亮、孫休時期

行用的四個年號中，只有一個五鳳與符瑞有關。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不能確

知。可能是由於孫吳建國已有一段時期，尋求合法性支持已不像開始那樣迫

切。除此之外，這一時期中央權力爭奪激烈，因此年號選擇上也更加偏好安

定太平之類的嘉字。如孫亮的太平就是在滕胤之亂後所改，意求安定。孫休

的永安，也是企盼政局穩定之意。不過，就〈吳志〉記載來看，孫亮、孫休

時期符瑞紀錄仍然不少。

孫晧上臺後，符瑞年號重新受到重視。孫晧在位十七年，一共行用八個

年號，除去即位時短期行用不足一年的元興、行用三年多的建衡，其餘六個

均為符瑞年號。68 這種大規模行用符瑞年號的做法，與孫權時期頗為相似。 

孫晧前期的甘露、寶鼎和鳳凰，繼承了孫權時期以具體瑞物為年號的做

法。其中，甘露，「王者德至大，和氣盛，則降」；69 鼎，「王者盛德則出」；70 

它們與西漢宣帝就特別偏好的鳳凰一樣，都是強調帝王之德。後期的天冊、

天紀、天璽等，則顯得比較特別。這幾個年號都源於刻字元瑞，較之以往瑞

物，人為製作的色彩更加顯著，也更為神秘。如改元天冊是由於：「吳郡言

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改元天璽

由於：「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又於湖邊得石

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

赦。」71 這類符瑞孫權時期沒有出現過，可以視作孫晧的創新之舉。

與符瑞年號的大量行用相應，孫晧極度崇信符瑞。陳壽就批評說：「其

68 建衡年號稍有特殊。具體行用原因不詳，但它在甘露、寶鼎之後，此後又是鳳凰，照情理

推測，似乎也應與符瑞有關。衡為星象之意，建衡年號也許是因星象異常而改。但《白虎

通》〈符瑞之應〉和《宋書》〈符瑞志〉對此均未提及，姑且存疑。

69 《宋書》，卷28〈符瑞志中〉，頁813。
70 《宋書》，卷29〈符瑞志下〉，頁867。
71 《三國志》，卷48〈吳書．孫晧傳〉，頁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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熒惑、巫祝，交致符瑞，以為至急。」72 〈吳志〉中對此有相當多的紀錄，毋

庸多說。事實上，孫晧崇信符瑞，並頻繁因符瑞改元，早已成為其主要弊政

之一，歷來為學者所詬病。如趙明誠指出：「孫晧在位凡八改元，而六以

符瑞，然竟不能保其國。蓋人事不備，而假託神怪以矯誣天命，其不終宜

矣。」73 這種意見自然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本文更想知道的是，孫晧「假託

神怪以矯誣天命」，其原因究竟如何？為何符瑞年號在孫亮、孫休時期冷落了

一段時間，到孫晧上臺後又重新受到重視呢？

這可能要考慮到孫晧上臺前後的政治局勢。孫晧即位的前一年，蜀漢為

曹魏所滅，相對平穩的三國鼎峙局面結束。由於缺少了蜀漢政權的牽制，孫

吳直接面對著曹魏的政治軍事壓力。兩年以後，即孫晧即位次年，司馬炎代

魏自立，形成孫吳與西晉南北對峙的局面。這幾年中政治格局所發生的重大

變化，對孫吳朝野產生了極大影響。〈孫晧傳〉稱：「休薨，是時蜀初亡，

而交趾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74 很顯然，孫吳政權需要調整自己的策

略，以應對北方政局的變動。

這種特殊的政治背景，很可能是導致孫晧崇重符瑞的主要原因。〈孫晧

傳〉注引《江表傳》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初丹楊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曆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

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又得中國降

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晧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

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

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

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晧聞之，乃還。75 

此事發生在建衡三年（271）正月，初讀極荒誕。僅由於一則偽造圖讖，孫晧

便率家人和「後宮數千」前往洛陽，「以順天命」，如同兒戲一般。不過，無

論是刁玄詐文，還是壽春童謠，表達的均是孫吳「終有天下」的思想。這很

72 《三國志》，卷48〈吳書．三嗣主傳〉卷末評語，頁1178。
73 宋•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卷20
「吳天璽元年斷碑」趙明誠跋語，頁342。

74 《三國志》，卷48〈吳書．孫晧傳〉，頁1162。
75 《三國志》，卷48〈吳書．孫晧傳〉，頁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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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尋常。孫吳國策是立國江南，無力也沒有與天下爭衡之意。孫晧時在蜀亡

晉興的局勢下，竟出現如此輿論，可能正與時局急劇變化有關。三國鼎立變

為二國對峙，孫吳立國策略和政治法統的延續，均面臨新的挑戰。所以孫晧

這幾年中連續有異常舉措。例如，甘露元年（265）九月，即司馬氏代魏之前
數月，遷都武昌，一年後又匆匆遷回。緊接著又有伐晉之議，最終遭到陸凱

的反對。76 將這些異常舉措與建衡三年事件對照，就可以看出，在北方政局

變化的影響下，孫晧似乎急於採取一些措施予以應對。

符瑞崇重和符瑞年號的連續行用，也應屬於這種應對措施。符瑞策略本

是孫吳建國的一項重要手段。孫晧上臺後重新採取這一策略，是很容易理解

的。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視作對孫權時期政治策略的回歸。77 不過，孫晧

除了繼承之外，也有一些新的創造。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政治製作的色彩

更加濃厚。 

孫晧時期留下了好幾通紀念符瑞的刻石至今，如著名的〈天發神讖碑〉、

〈禪國山碑〉，均為紀念符瑞而立。浙江紹興禹廟所存刻石，雖大部磨滅，就

現存三行殘字來看，性質亦屬此類。78 其中，《金石粹編》卷24所錄〈吳天
發神讖碑〉云：

天璽元年桼月己酉朔十四日壬□，□□武中郎將、丹陽□□□□□□□□□□

然發刻廣省□乃是天讖廣多，□未解解者十二字⋯⋯視深甄曆□，永歸大

吳，上天宣命，昭太平文字炳朖天□在諸石上，故就□□□□刊銘敷垂億

 ［下闕］⋯⋯79

碑文殘闕，大體內容是天璽元年（276）七月地方發現刻字「諸石」，由於文
字難解，孫晧數次派官員解讀。最終認為這是「天發神讖」，並刻石紀念。

此事〈吳志〉缺載，下引〈禪國山碑〉提到孫晧時「石室山石闓石印封啟九

州吉發顯天讖彰石鏡光者貳十有貳」，此碑或即其中之一。80 王昶跋語指出：

76 《三國志》，卷48〈吳書．孫晧傳〉，頁1164-1166。
77 王永平也指出，孫晧在許多方面與孫權相似，《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頁1-30。
78 魯迅，〈會稽禹廟疺石考〉，《魯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遺補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1981），頁1-5；徐德明，〈紹興禹廟疺石考〉，《東南文化》3-4合刊 (1992): 197-204。
79 清．王昶，《金石粹編》，《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7），卷24「吳天發神讖碑」，頁425-426。
80 據《三國志》〈孫晧傳〉所記，當時這類符瑞刻石很多。如天璽元年八月，「鄱陽言歷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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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晧天璽元年屢有石函石室諸祥，書於本紀傳。碑云天讖廣多，又云上天宣

命，則亦是時紀符瑞者。」其說甚是。符瑞刻石帶有「鏤之金石」、81 傳之久

遠的紀念碑意義，正符合孫晧宣揚政權正統性的要求。

刻石紀念是一個方面，令人更感興趣的則是封禪國山運動。此事大約發

生在〈天發神讖碑〉豎立稍後，〈孫晧傳〉稱：

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

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82

現存〈禪國山碑〉詳細記述了此事經過。碑文首先稱頌孫晧「德政」，指

出由於這些，「上天感應」，符瑞顯現。接著詳細條列了自孫晧「踐阼初

升」、「膺受籙圖」以來的「郡國祥瑞，凡千餘言」。83 諸如「神人指授金冊

青玉符者四」、「畿民惟紀湖澤闓通應讖合謠者五」，84 等等。這些符瑞有些
可以在〈吳志〉中得到印證，但絕大多數〈吳志〉闕載。王昶指出：「志紀

當時符瑞，止吳郡得銀，臨平湖得石函，曆陽山石諸異，而碑中所敘者至

一千二百八十有一。」 85 碑文還說，以上所列只是較為顯著者，「其餘飛行之

類，植生之倫，希古所覿，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而數也」。86 

總之，碑文對孫晧時期符瑞的列舉，可謂洋洋大觀，可以視作孫晧時期符瑞

崇信的一次總結。

按照碑文的邏輯，既然有這樣多的符瑞現象出現，所謂「大德宜報，大

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

始。』」注引《江表傳》：「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

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

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晧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

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啟晧。晧大喜曰：『吳當

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

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頁1171-1172）這顯然是另外一次「天發
神讖」，孫晧同樣刻石紀念，惜碑石無存。

81 清．孫詒讓，《墨子閑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238。
82 《三國志》，卷48〈吳書．孫晧傳〉，頁1171。
83 金文明，《金石錄校證》，卷20「吳禪國山碑」趙明誠跋語，頁342。
84 《金石粹編》，《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冊，卷24「吳禪國山碑」，頁432-433。
85 《金石粹編》，《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冊，卷24「吳禪國山碑」王昶跋語，頁438下。
86 釋文參據吳騫，《國山碑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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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宜彰」，87 朝廷就理應做出「回應」：

乃以柔兆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用彰明

命。於是丞相沇、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脩、城門校尉歆、

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昏直晃昌、國史瑩覈等僉以為天道元嘿，以

瑞表真。今眾瑞畢至，亖表納貢，幽荒百蠻，浮海慕化，九垓八埏，罔不

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于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

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喁喁之望焉。
88

碑文列出了參與此次封禪國山的官員名單，其中不少人〈吳志〉有傳，亦不

乏薛瑩、華覈這樣的學者。本來碑文「侈陳符瑞，詞多誣誕」，89 整個封禪刻

石事件也類於一場鬧劇。王昶跋語說：「蓋晧滛酗殘虐，大命將墜，天出反

常者以戒之，而侈然自喜，妄意為太平之兆。於是群臣百姓，造作奇詭，爭

相獻媚，以至於繁多不可勝數，理必然矣。」90 他的意見是很正確的。可是，

孫吳君臣對待此事的態度卻很值得注意，「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云云，

似乎表明他們是在很嚴肅的從事這一活動。

封禪本是秦漢以來帝王十分崇重的一項活動。其意義有二，即「改制應

天」和「以告太平」。《白虎通》卷6〈封禪〉稱：「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
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

太平也。」封禪地點歷來是在泰山。封禪事蹟要刻石紀念：「刻石紀號者，

著己之功跡也，以自效放也。」91 此類碑文大多是宣揚功德，如《後漢書》志

7〈祭祀志上〉所錄東漢光武帝劉秀建武三十二年（56）封禪泰山刻碑，即
大肆宣揚其受命圖讖，以證實其權力來源的正統性。92 就一項帝王政治禮儀

來說，孫晧封禪國山的做法以及〈禪國山碑〉的意圖，均與劉秀封禪刻碑類

似。差別只是孫吳立國江南，泰山不在境內，只好變通在吳興舉行。

87 《金石粹編》，《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冊，卷24「吳禪國山碑」，頁434。
88 《金石粹編》，《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冊，卷24「吳禪國山碑」，頁434-435。
89 清•翁方綱，《兩漢金石記》，《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7），卷18「吳禪國山碑」翁方綱按語，頁7464。
90 《金石粹編》，《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冊，卷24「吳禪國山碑」王昶跋語，頁438下。
91 《白虎通德論》，卷下〈封禪〉，頁362上。
92 《後漢書》，志7〈祭祀志上〉，頁3165-3166。關於封禪思想及其政治內涵，參看（日）福永

光司，〈封禪說の形成〉，《道教思想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7），頁20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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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禪以及其中所體現的符瑞崇信，既是漢代以來朝廷所習尚的一項政

治禮儀，孫晧借助這種政治禮儀以宣揚符瑞的做法，應當說有其淵源。事實

上，正如渡邊義浩所指出的，封禪國山運動應該視作一次強化政權正統性的

活動。93 孫晧的舉措如果放到南北政治局勢變化的背景下，自有其合理的政

治邏輯。撇開「人事不備」的問題不論，不管孫晧種種舉措是否真的那麼荒

誕，從「衝擊－反應」的角度來看，他重新強化一度忽視的符瑞年號，「假

託神怪以矯誣天命」，並聲勢浩大的封禪國山，在政治心理上對司馬氏和孫吳

朝野均是一種暗示，即孫吳要回歸孫權時的政治策略，以應對變化了的南北

局勢。

與此相關，當時大臣對孫晧弊政多有批評，卻很少批評符瑞崇信。94 相

反，很多奏疏甚至表現出崇信傾向。如《三國志》卷65 〈賀邵傳〉賀邵上

表：「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

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

災祥之應，所為寒慄。」95 賀邵是會稽人，他在表中就反復引證災異，以警惕

孫晧。再如吳郡華覈的救韋曜疏：「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

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96 諫盛夏興工疏：「徵

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覿，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97 這種引

證符瑞災異以批評時政的做法，也可能是他們的一種策略。但無論如何他們

並不批評符瑞，這就表明孫吳君臣在對待符瑞和符瑞年號問題上，似乎是有

其默契的。

五、餘　論

符瑞本是一種王朝統治的手段，說穿了無任何神秘。東漢王充就對當時

93 （日）渡邊義浩，〈孫吳の正統性と國山碑〉，頁46-49。
94 《三國志》，卷65 〈吳書•韋曜傳〉稱：「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晧以問曜，曜答曰：

『此人家筐篋中物耳。』」頁1462。像這種批評是很少見的。
95 《三國志》，卷65〈賀邵傳〉，頁1457。
96 《三國志》，卷65〈吳書•韋曜傳〉，頁1463。
97 《三國志》，卷65〈吳書•華覈傳〉，頁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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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瑞多應的現象予以質疑。98 《南齊書》〈祥瑞志〉稱：「今觀魏、晉已來，

世稱靈物不少，而亂多治少，史不絕書。故知來儀在沼，遠非前事，見而不

至，未辨其為祥也。」99 南宋胡寅說：「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

動，無時無之，係時好與不好耳。」100 但它作為帝制時期的一種特殊政治手

段，對於皇權宣揚自有其價值。

富春孫氏出身寒微，在漢末普遍重視家世的環境中，不具備任何優勢。

這樣孫權究竟該採取何種方式來建設國家，就成為問題。當時形勢下可以有

兩種途徑：或以恢復漢室為號召，或以江東立國，別立門戶。曹操和劉備均

標舉前者。據稱孫策也曾打算進軍洛陽，以「清君側」。101 但這個口號與曹、

劉相比毫無優勢。與此同時，立國江東也面臨很多困難。秦漢以來江南一直

處於帝國政治邊緣，編戶齊民體制的進展遠不能與中原相比，江東大族的政

治發育亦相當有限。由於缺乏自身的政治傳統，為了凝聚人心和對抗曹、

劉，政治正統性如何取得？這是一個棘手難題。孫吳政權自黃武後期開始，

政治上逐漸走向江東化，意識形態上則選擇強化符瑞作為政權正統性來源，

無疑有其特殊考慮。

東漢帝國崩壞後，在其政治遺產中有三種因素可以成為新建政權正統性

的來源。首先是王室血統，劉備以此為號召；其次是政治地域，為曹魏所據

有；再次是東漢政治文化中所崇重的圖讖符瑞，其中包含著「有德者當王」

的政治邏輯。顯然，前兩者孫吳均不具備，只能在圖讖符瑞上大做文章。吳

地大族學風保守，這也是一種他們熟悉和樂於接受的方式。這樣在君臣雙方

的共同炮製下，符瑞崇信和符瑞年號正式出爐。它試圖通過這種方式，取得

與曹、劉政權相抗衡的政權正統性來源。

這種符瑞立國的做法，由於其神秘化色彩而受到後世學者批評。東晉孫

盛批評孫權晚年崇信神道，稱：「盛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

權年老志衰，讒臣在側，廢嫡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

98 《論衡》，卷16「講瑞」、卷17「指瑞」等篇，頁1833-1842。
99 《南齊書》，卷18〈祥瑞志〉，頁355。
100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285〈物異一〉引致堂胡氏語，頁

2338。
101 《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頁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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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102 這種議論並未考慮到孫吳立國的形

勢。事實上，「偽設符命」正是孫吳君臣為與曹、劉抗衡，採取的一種特殊

政治策略。這一策略經孫權確立後，成為孫吳的一項政治文化遺產。孫晧時

由於北方壓力的增大，這一遺產被重新宣揚。孫晧時期大量符瑞的製作、符

瑞年號的行用、封禪國山運動等等，都是其具體表現。瞭解了這些，就可以

理解孫晧許多看似荒誕的舉動背後，實有其思想來源。這就是力圖延續「大

吳受命，建國南土」103 的政治遺產，從符瑞中盡可能的尋求政治文化支持。104 

孫吳君臣的這種做法，讓人想到宇文泰的關隴本位政策。在梁、東魏

和西魏的後三國對立中，相對於代表漢晉正統的梁和繼承北魏洛陽遺產的東

魏，宇文泰最不具有政治文化上的優勢。他的統治地區東漢以後早已不再是

文化重心區，甚至顯得保守和落後。宇文泰為了自立，採取的辦法是向《周

禮》尋找靈感，並且通過走向關隴化，終於凝成關隴政治集團。105 對照之

下，孫權似乎也有過這樣的考慮。他借助於漢代政治傳統中的符瑞和年號符

瑞化，以強化政權正統性，通過這種江東大族樂於接受的文化形式，力圖凝

成一個江東政治集團，這或者可以稱之為一種以江東為「本位」的政策。

這種政策促成了江南地區政治社會的成長，江東大族借此機會，很快凝

成了一個新的地域政治集團。106 李慈銘指出，江南出現名相始於孫吳：「至

孫氏立國江左，而顧雍陸遜始號為名相矣，然則風會固有時而開歟！」107這一

102 《三國志》，卷47〈吳書．吳主傳〉注引孫盛之語，頁1148-1149。
103 《三國志》，卷53〈吳書．薛瑩傳〉載華覈上疏，頁1256。
104 孫吳以後直到唐初，行用過符瑞年號的政權還有不少。大體分兩類：（1）永嘉亂後建立的

一些北方胡族政權，如後漢和前趙，北魏也包括在內；（2）一些農民起義政權，通常行用
時間很短。兩類政權相似，都屬於文化後進和急需合法性支持。與此同時，漢文化傳統較

為濃厚的政權中，符瑞年號很少行用。如兩晉南朝無一例符瑞年號。詳參榮孟源，《中國

歷史紀年》，頁17-57。
105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100。
106 參川勝義雄，〈孫吳政權の崩壞から江南貴族制へ〉，《六朝貴族制社會の研究》，頁171-

210。關於吳四姓，參大川富士夫，〈吳の四姓について〉，《歷史における民眾と文化—
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81），頁117-132；凍國棟，〈六
朝至唐吳郡大姓的演變〉，《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15 (1997): 19-22。

107 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1251。他還說：「西
漢時，南人宰相無一焉。東漢若江夏，若蘄，若廬江，若舒，若壽春，皆有矣；而會稽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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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即便孫吳滅亡以後，影響依然存在。《晉書》〈五行志中〉：「武帝太康

三年（282）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
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

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為亂者相繼。」108 孫吳滅亡

後，此類童謠的出現和吳人的動亂，就可以視作是江東大族政治成長的一種

表現。再往後看，東晉南渡以後，江東大族的態度和僑吳體制的形成，同樣

證實了這一點。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孫吳推行的這種以江東為「本位」的政

策，影響是重大的。

七十多年前，傅斯年對中國古代政治地理有一個著名判斷。他指出，先

秦政治演進的重心是河濟淮流域。長江流域要一直到東漢才「大發達」，到孫

吳時「才有獨立的大政治組織」。109 由於考古工作的進展，對於孫吳是否為長

江以南第一個「獨立的大政治組織」，學者現在可能會有疑義。不過，就中國

政治地理從東西結構到南北結構的轉變過程來說，孫吳無疑處於一個關鍵位

置。在此背景下，孫吳時期江東地域政治集團的凝成，實有其特殊意義。不

過遺憾的是，由於南方缺乏自身的政治和文化傳統，特別是經過兩漢時期持

續的文化滲透，南方大族所熟悉的早已是中原地區的學術和政治文化。因此

漢末南方大政治組織的創建，已不能離開漢代政治傳統而別立宗旨。孫吳政

權的符瑞策略就產生於這一背景下。

附記：蒙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寶貴意見，修訂稿多有參酌，謹致謝意。

又，本文曾於2007年8月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中心舉行的「中國中古史中
日青年學者聯誼會」上發表，蒙津田資久先生提出書面評論，並惠贈相關資

料；此外，在研究資料方面亦得到永田拓治先生的幫助，統此一併致謝。

國豫章諸郡，則惟吾鄉鄭公弘朱公儁兩人焉。」李慈銘就宰相數量立論，當然不夠全面。

不過兩漢江南著名政治人物確實少見，東漢多一些，也主要是儒生，在朝廷政治事務上很

少作為。

108 《晉書》，卷28〈五行志中〉，頁844。
109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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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Use of Auspicious Omens in Eastern Wu 
Reign Titles

Wei Bin*

Abstract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Eastern Wu often used auspicious 

omens for imperial reign titles, a practice not common in Cao Wei or Shu 

Han. A look into this phenomenon reveals that among the three kingdoms, the 

legitimacy of Wu's political power was most subject to doubt. In an attempt to 

compete with Wei and Shu, Wu tapped into the tradition of auspicious omens 

from the Han dynasty and used them for title reigns for each of its rulers. The 

practice fell out of use to some extent during the reign of Sun Liang 孫亮 and 

Sun Xiu 孫休 , but then resumed again during the reign of Sun Hao 孫晧 as 

a way to respond to political shifts of power. The importance placed on these 

auspicious omens and their use in reign titles reflects Wu's efforts to establish 

legitimacy at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Keywords: Eastern Wu, reigns title, auspicious omens, the Three Kingdoms, 

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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