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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谣谚》校误、补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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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杜文澜所辑<古谣谚>，采摭先秦至明代的谣谚3300余首，并逐首引述本事，注明出处，对所

遇疑难加以考辩，为同类著述之翘楚。但未臻完善，其中有4处错误亟待纠正。16则漏收的谣谚需补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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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杜文澜所辑《古谣谚》【l】采摭先秦至明代的谣

谚3300余首，并且逐首引述本事，注明出处，对所

遇疑难加以考辨，实为同类著述之翘楚。但是。由于

时间跨度大，涉及文献浩繁，杜文澜的收集整理工

作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疏漏之处。本文校正《古

谣谚>中的4处错误，并按照《古谣谚·凡例：》的标

准。补辑部分漏收的谣谚。

一、校误

1．<古谣谚》卷二哪!2收录周谚一则：“匹夫无罪，

怀璧其罪。”并指明该谚出处为：“春秋左桓七年传。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日：周谚有

之云云。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然而，

据《春秋左传正义：》载，仞1缁该事件和虞叔所引周谚

实出自《左传·桓公十年>。

2．卷九十九【1】1翰辑录古言两则：“畏首畏尾．身

其余几。”和“鹿死不择音”。杜文澜称之为“郑子产

引古言”，出自“文十七年”。经考证，这两则古言确

实出自《左传·文公十七年>，但应为“郑子家引古
七”

● ●

口d

3．卷六十六【1J粒辑录汉武帝时谣言一则：“三七

末世，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僳，当有九虎

争为帝。”杜文澜注日：“拾遗记。卷五。太和二年。

大月氏国贡双。四足一尾。鸣则俱鸣。武帝置于甘

泉故宫。更以余鸡混之。得其种类。而不能鸣。使

者日。诗云。牝鸡无晨。一云。牝鸡之晨。惟家之

索。今雄类不鸣。非吉祥也。帝乃送还西域。行至

西关。鸡反顾。望汉宫而哀鸣。故谣言日云云。至

王莽篡位。将军有九虎之号。其后丧乱弥多。宫掖

中生蒿棘。家无鸡鸣犬吠。此鸡未至月支国。乃飞

于天汉。声似鹃鸡。翱翔云里。一名暄鸡。昆暄之

音相类。”汉武帝并没有“太和”的年号，同时，据《拾

遗记>pl也原文，。太和二年”实为“太初二年”之误。

4．卷七十二【，舯辑录“长桑公子行歌”(又名“周

宣王时采薪人歌”)一则：“巾金巾，入天门，呼长精。

吸元泉。鸣天鼓。养泥丸。”杜文澜注日：“列仙传。

周宣王时。闻采薪者行歌云云云。时人莫知之。老

君日。此活国中人。其语秘矣。斯皆修习无上正真

之道也。”同时，<广博物志>卷十二、<云笈七签>等

亦载有这则故事和行歌。经考证，杜氏的观点来源

于《古诗纪>、<古乐苑>。但《列仙传>中并没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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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故事和行歌，它们实出自晋葛洪撰《神仙传>卷
●

● ●

六。

二、补辑

1．丰歌

(《尚书中侯》目：文王在丰，一朝扶老至者八十

万户，草居陋然，歌日。)

凤皇下丰。唧
2．获麟歌

(《孔丛子·记问>曰：叔孙氏之车子组商樵于野

获麟焉，众莫之识，以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冉有

告日：唐身而肉角，岂天之妖乎?夫子往观焉，泣日：

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穷矣。乃歌云。)

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

我心忧。刚

3．长沙人石虎谣

(<太平寰宇记>日：长沙县石虎在县东四里，每

食仓廪。当吴芮为王之时，仓廪废耗，芮以生肉祭

之，后截其头截其身。由是长沙人谣曰。)

石虎头截。仓廪不阙。嘲
4．为山季伦歌

(<世说新语·任诞>日：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

畅，人为之歌日。)

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茗芋无

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

并州儿?唧
5．墨子引古语(二则)

(子墨子言日：“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

情欲毁誉之审，赏罚之当，刑政之不过失。”是故子

墨子日：。古者有语云云。⋯⋯”饰战者之言日：“彼

不能收用彼众。是故亡。我能收用我众，以此攻战于

天下。谁敢不服哉?”是故子墨子言日：“古者有语日

云云。今以攻战为利，则盔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此

其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

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

于人，则知吉与凶。阿瑚

6．燕王喜引语

(<战国策>日：燕王喜与乐间谋伐赵，不可，王

大怒，起六十万以攻赵．燕人大败。乐间人赵。王以

书谢日：寡人不佞．不能奉顺君意，故君捐国而去，

则寡人之不肖明矣。⋯⋯语日云云。)

仁不轻绝。智不轻怨。刚五

7．桓宽引语

(《盐铁论·园池篇>日：秦兼有万国之地。有四

海之富，而意不赡，非宇小而用菲，嗜欲多而下不堪

其求也。语日。)

厨有腐肉，国有饥民，底有肥马，路有馁入。【1qm

8．阚驷引语论冀州风俗(二则)

(<十三州志>日：冀州之地，羞古京也，人息彪

悍，故语日云云。其人刚狠，浅于恩义，无宾序之礼，

怀居悭啬，古语云云。亦履山之险，为逋逃之薮。)

仕宦不偶值冀部。

幽冀之人钝如椎。f·，J．2

9．《物理论>引语

(《物理论>日：在金石日坚，在草木日紧，在人

日贤。千里一贤，谓之比肩，贤人为德，体自然也。故

语日。)

黄金累干，不如一贤。【坤

10．李固引语

(<王龚传>日：龚深疾宦官专权，上书极言其

状，请加放斥。诸黄门各使宾客诬奏龚罪。顺帝命亟

自实。前掾李固时为大将军梁商从事中郎，乃奏记

于梁商曰．．．⋯·宜加表救，济王公之艰难。语日。)

善人在患，饥不及餐。113l瑚

11．高诱引语论毁誉

(高诱为<淮南子·说林训>中“附耳之言，闻于

千里也。”作注时，引语日。)

欲人不知。莫如不为。11恻
12．时人为中兴三明语

(<中兴书>日：诸葛恢字道明，避难过江，与颍

川苟道明、陈留蔡道明具有名誉。号日“中兴三明”。

时人为之语日。)

、 京师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苟葛清。呼培

按：<文选>、<太平御览>等称之为“时人为之歌

日云云”。

13．云行占晴雨谚

云行东，车马通。云行西，马溅泥。云行南：水涨
潭。云行北，好晒麦。嗍博

(按：此谚最早见于明郭子章l：六语·谚语>，<五

杂俎>、<便民图纂>、<通俗编>、<古今谚>等亦有收

录此谚，<古谣谚>卷三十九辑录<田家五行志)占云

·谚一则：“云行东，雨无踪，车马通。云行西，马溅泥，

水没犁。云行南，雨潺潺，水涨潭。云行北，雨便足，

好晒谷。”两者互为异文。唯郭氏、杨慎称此谚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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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崔寰《四民月令>，但是贾思勰《齐民要术>、杜

台卿《玉烛宝典)、韩鄂《四时纂要：》乃至王谟《四民

月令>辑佚本均未提及此谚，可见，此谚不可能出

自《四民月令>，应该是明代产生的谚语。)

14．《：便民图纂》引谚论小暑日雨

(《便民图纂》卷八日：小暑日雨，名倒黄梅，主

水，有东南风及成块白云，主有半月舶脾风，退水

兼旱。谚云。)

舶觯风云起，旱魃深欢喜。Ⅱ5l坍

(按：此谚最早见于<便民图纂)、<古今谚>、

<丹铅总录>等，杨慎《古今谚》称该谚出自《四民月

令>，但是明以前的书籍均未记载此谚。可见，杨氏

的观点不可信．此谚应该是在明代开始流传的谚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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