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记》中无法厘清的问题
或许能够得到合理解释
一大批重量级简牍文献年内在沪出版，有助于学界解开诸多历史谜团

简牍是出土文献中内容最为繁杂、

难懂的部分，备受学界关注。 然而，由于

年代久远，绝大多数的简牍文献已经不

起“亲近”。 出版，成为人们“亲密接触”

这些遗珍最可行的路径。

记者昨天获悉，今年年内，将有《安

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秦简

牍》《悬泉汉简 （壹）》《清华大学藏战国

竹简 （玖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

（叁）（肆）》等一大批重量级的简牍文献

在沪出版。 它们的面世，将有助于学界

解开诸多历史谜团。 甚至，司马迁在《史

记》中无法厘清的一些问题 ，也可得到

合理的解释。

最早版本的 《诗经 》

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 ，提
供全新学术信息

作为中国先秦珍稀文献之一，战国

竹简有“国之瑰宝”之称。 中西书局今年

承接出版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以

下简称“安大简”），是继郭店简、上博简

和清华简之后，先秦文献的又一次重大

发现。

这批竹简于 2015 年初入藏安徽大

学，经清洗整理，共有 1167 个编号。 竹

简总体状况良好，以完简为主。 长简编

绳三道，短简两道，编绳为丝麻类材料，

有的染成红色。 简背信息比较丰富，有

的留有划痕或墨痕，有的还有编号或一

些其他文字。 竹简出于不同抄手，字迹

比较清晰。 通过碳 14 检测认定，竹简年

代约在公元前 400 年至公元前 350 年

之间，属战国早中期。 内容涉及经学、史

学、哲学、文学和语言文字学等多个学

科领域，具体包括《诗经 》、孔子语录和

儒家著作、楚史、楚辞以及相术等方面

的作品。

安徽大学教授黄德宽带领团队在

整理研究中发现 ， 这批竹简中记载

《诗经 》内容的有 100 多支 ，是目前所

见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文本。其中，与

现在流传于世的“毛诗”（西汉时鲁国毛

亨和赵国毛苌所辑和注的古文《诗》，构

成现存《诗经》面貌）在排序、章次上有

诸多不尽相同之处，异文大量存在。 相

关专家认为，“安大简”提供的大量新的

学术信息，将会对《诗经》研究带来重大

影响。

经初步判读，“安大简”中记载楚史

内容的有 440 多枚， 不仅数量较大，而

且简文内容丰富、系统，有些可与传世

文献互证， 有些可补历史记载的缺失。

如司马迁在《史记》中一些无法厘清的

楚国早期历史和近年来让专家困惑难

解的新出材料，根据“安大简”的记载或

可得到合理的解释。 比如，楚的原始祖

先是“五帝”之一颛顼的儿子老童。 《山

海经》中说“颛顼生老童 ”，这老童为什

么取名叫老童？ 没有人知道。 但“安大

简”不仅记录了“颛顼生老童 ”，而且还

描写说这个老童生下来是满头白发，像

个小老头儿。 颛顼卜知这个满头白发的

婴儿将会子孙蕃衍兴旺 ， 于是喜出望

外，就给他起名叫老童。

这些文献多数沉埋已久，未能流传

于世，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 ，对中国古

代文明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

浓厚生活气息的简
牍内容，丰富了人们对秦
代社会文化的认知

秦代厉行法制 ， 崇尚事功 ， 以吏

为师， 因此以往出土的秦简牍大多以

律令、 行政文书和 《日书》 《算数书》

等实用工具书为主。 北京大学 2010 年

初从海外获得的一批秦简却有所不同，

里面有文学作品和大量反映社会生活、

民间信仰的记录，其多彩的内容和浓厚

的生活气息，在“严刑峻法”之外大大丰

富了人们对秦代社会文化的认知。

据了解 ，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 》

今年年内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这批简牍包括竹简 762 枚 、 木简 21

枚、 木牍 6 枚、 竹牍 4 枚、 木觚一枚，

年代大约在秦始皇时期 ， 内容包括

《从政之经》 《贤者》 《教女》 《道里

书》 等， 涉及秦代政治 、 地理 、 社会

经济、 文学、 数学 、 医学 、 历法 、 方

术、 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 ， 内涵之丰

富在出土秦简中实属罕见。

这批简牍的出土地点不详 。 课题

小组朱凤瀚教授等在整理和研究中发

现， 简牍中有一篇记载当时水陆交通

路线和里程的文献， 多次出现 “安陆”

“江陵” 等位于湖北境内的地名， 由此

推测这批简牍可能出自湖北孝感或荆

州地区。

竹简中有一卷的内容以一名叫

“牵” 的女子口吻， 表达对从军出征的

爱人 “公子 ” 爱恨交织的感情纠葛 。

其形式为散文 ， 没有明显韵脚 ， 文笔

优美 ， 且征引了一些已亡佚的诗句 ，

应属文学作品。

还有一种诗赋体韵文，书写在几枚

木牍上，语言十分生动风趣，如“饮不醉

非江汉也，醉不归夜未半也”，应该是秦

人饮酒时吟唱劝酒的歌谣。 《汉书·艺文

志》著录有《秦时杂赋》九篇，但九篇文

献已亡佚，前述歌谣歌词可能属于秦杂

赋。 另有一枚枣核状六面木骰，每面书

写两字， 可辨识者有 ‘饮左’、‘饮右’、

‘不饮’、‘千秋’等，应是饮酒行令时使

用的骰子，这样的骰子在过去的出土文

物中尚未发现。 秦代流传下来的文学作

品极为有限，北大秦简中的文学类文献

为研究秦代文学和民间文化提供了新

的资料。

简牍中有一段文字以 “善女子之

方” 和 “不善女子之方 ” 开头 ， 列举

女子的种种优良和不良行为 ， 认为

“夫与妻， 如表与里， 如阴与阳 ”， 女

子在夫家要 “有正”。 这是迄今发现我

国古代最早专论女教的文章 ， 比东汉

班昭的 《女诫》 要早近 300 年。

另外还有一篇《制衣》，详细介绍了

各种服装的形制、尺寸和剪裁 、制作方

法，种类包括大襦、小襦、大衣、中衣、小

衣、袴等。 有关上古服饰的文献资料十

分缺乏，以往的研究多依赖考古发现的

丝织品、服饰和图像资料。 这一发现对

古代服饰史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

■本报记者 李婷

“为了孩子好”的活动太多，校园需要新减负
樊丽萍

现在的孩子，有点忙。这一头，“减

负攻坚战”还在艰难推进；那一头，一

桩又一桩新的任务又落在他们身上。

证监会与教育部最新印发 《关于

加强证券期货知识普及教育的合作备

忘录》， 要求基础教育阶段依据学生年

龄特征， 在相关学科课程和教材中有机

融入证券期货知识。 设想虽好， 但也有

家长心里打鼓： 难道炒股也该从小学就

学起？

今年全国两会， 一位来自教育界的

全国政协委员， 反映了他在基层学校抽

样调研情况：一年中，形形色色的进校园

活动有 11 个主题大类、 近 130 个门类。

这些活动的主办单位，除了教育部门外，

还有其他政府职能部门、 各类专项办以

及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等。 他发出呼

吁， 希望能统筹各类专题教育活动进义

务教育学校， 还校园一片 “清净”。

从急救培训、 知识产权保护、 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 到人工智能教育、 禁

毒教育 、 防艾滋教育 、 防性侵教育等

等， 盘点各种进校园活动， 乍听上去都

不是小事， 都是为了孩子好， 让人不敢

懈怠， 但仔细想想， 基础教育阶段的孩

子， 心智还未成熟， 接受各种信息、 知

识的能力不及成年人 ， 抗压能力也有

限。 所以， 不管是多么重要的工作， 要

在校园 “落地”， 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

应采取青少年学子能够接受的方式， 要

适度、 适量。

当父母的人都知道， 孩子要健康成

长， 饮食结构很重要。 每个孩子的食量

是有限的， 要让孩子吃好、 保证营养齐

全， 但又不至于吃出消化不良或变成小

胖墩， 就要讲究膳食的合理搭配。

一切为了孩子健康成长而开展的教

育 ， 其实也就像一种种特定的微量元

素———这些元素缺一不可， 但是补充营养

的方式很有讲究 。 在这个年龄段 ， 有些

“营养” 必须要补， 就要不遗余力加以推

进。 对学校教育来说， 实现德、 智、 体、

美、 劳 “五育并举”， 即在为学生调配这

个年龄段必需的精神养料。 有些活动， 主

题内容很好， 在不增加学生额外负担的情

况下 ， 应考虑结合课堂教育一并完

成， 润物细无声。

对教育部门来说， 控制各种活动

进校园的总量， 守护校园的宁静， 在

制度上也应有一些安排。 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 这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负

的重要内容， 在减轻孩子课业压力的

同时， 也要减轻他们参加各种活动的

压力， 给孩子多留一点纯玩的时间。

玩， 才是孩子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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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宁波 3 月 20 日专电 （驻浙记者蒋萍
通讯员刘海波） “天一阁所藏文献分类整理与

研究” 结项鉴定会日前在宁波召开。 天一阁藏

有古籍共计 2.2 万种、 15.8 万册， 其中善本古

籍 5313 种 、 34626 册 。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对天一阁文献最系统最全面的清理。

天一阁位于宁波市海曙区 ， 建于明朝中

期， 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

占地面积 2.6 万平方米，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

家藏书楼 ， 也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和

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 天一阁之

名 ， 取义于汉郑玄 《易经注 》 中天一生水之

说， 因为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 而 “天一生

水” 能以水克火， 所以取名 “天一阁”。 范钦

平生喜欢收集古代典籍， 后又得到鄞县李氏万

卷楼的残存藏书， 存书达到七万多卷， 其中以

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珍稀。 范钦为了保护藏书

订立了严格的族规 。 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

“代不分书， 书不出阁” 的遗训， 但天一阁历

经明 、 清 、 民国至今 ， 藏书历经磨难也有很

多失散。

民国著名藏书家冯贞群先生这样总结天一

阁的 “五劫”： 第一劫， 明清易代之时， 由于

社会动乱损失过一批书籍， 但当时藏书 “犹存

十之七八”； 第二劫， 乾隆皇帝编纂 《四库全

书》， 天一阁进呈藏书六百多种， 皇帝虽然说

过要归还， 但最终献出去的书却没有回来； 第

三劫， 道光二十一年 (1841)， 英军占领宁波，

闯进天一阁掠走舆地类书籍数十种； 第四劫，

咸丰十一年 (1861)， 太平军进入宁波前后， 小

偷趁乱拆毁阁后墙垣， 偷出藏书论斤贱卖给造

纸商人。 有一宁波人出千金回购了部分散出之

书， 藏在一处， 但这些救回来的书籍却于同治

二年 (1863) 十一月的一场火灾中灰飞烟灭 ；

第五劫 ，1914 年上海几个书商雇佣盗贼薛继

渭，从屋顶揭瓦破椽进入书楼，偷去藏书一千多

部，后来商务印书馆搜回了数百种放于涵芬楼，

1932 年惨遭日军轰炸焚毁。 经过这五次大的劫

难加上零星散佚， 民国后期的藏书已经不及原

藏五分之一。天一阁藏书最多时达 7 万多卷，历

经数代增损，一直无法确定准确数字，也无法编

纂出完整准确的藏书目录， 严重制约了国内外

学者对天一阁文献的利用。

2014 年 ， 为了摸清天一阁藏书的具体数

量种类， 宁波大学联合天一阁博物馆共同申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天一阁所藏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 经过五

年全面系统清理 ， 研究成果发布 ： 天一阁目前藏有古籍共计 22360 种 、

158840 册， 其中善本古籍 5313 种、 34626 册。 在这些古籍中， 最有价值

的是天一阁原藏明代文献， 包括方志、 科举录、 文集、 政书等， 特别是

3751 种明刻本。 在天一阁所藏清代文献中 ， 最有特色的是 259 种稿本 ，

包括经部 41 种、 史部 44 种、 子部 22 种、 集部 152 种。 在这些清代稿本

中， 三分之二是从未刊刻的孤本， 弥足珍贵。 有些稿本上的名人手迹， 更

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在整理资源同时， 课题组还对文献进行数据化收录。 目前天一阁善

本库中的古籍， 以及所有方志、 家谱、 书目等特藏文献全部扫描， 18161

条数据 （127911 册图书） 已经汇入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 供

国内外读者查阅。” 天一阁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读者除了通过注册天

一阁官网查阅馆藏目录外， 还可在天一阁阅览室便捷阅读到所藏文献的电

子版， 有效解决了古籍保护与读者利用之间的矛盾。

“此外， 课题组对天一阁所藏 515 种地方志全部影印出版， 其中不乏

精湛的善本和稀见的珍本。 张含 《艰征集》、 林时对 《茧庵碎筑集》 等数

十种明清孤本著作手稿首次公开。 这些新发现， 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史

料。” 宁波大学教授龚缨晏表示， 天一阁所藏文献， 是我国宝贵的文明遗

产， 对其进行分类整理与研讨， 有助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明和地方特色

文明， 促进新时代我国学术研讨昌盛开展， 扩展我国传统文明在世界上的

影响力。

天一阁藏有古籍共计2.2万
种、 15.8 万册 ， 其中善本古
籍 5313 种、 34626 册。 课题
组对天一阁所藏 515 种地方志
全部影印出版， 其中不乏精湛
的善本和稀见的珍本

天一阁位于宁

波市海曙区，建于明

朝中期，由当时退隐

的兵部右侍郎范钦

主持建造，所藏文献

是我国宝贵的文明

遗产。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茛长沙五一广
场东汉简牍出土于
井窖中 ，不仅在数量
上远超以往全国出
土东汉简牍的总和 ，

还填补了这个时期
简牍乃至传世古籍
所没有的内容。

（中西书局供图）

?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 今年
年内将出版 。 这批简牍内容包括
《从政之经 》 《贤者 》 《教女 》 《道里
书》等，涉及秦代政治、地理、社会经
济、文学、数学、医学、历法、方术、民
间信仰等诸多领域， 内涵之丰富在
出土秦简中实属罕见， 大大丰富了
人们对秦代社会文化的认知。

（上海古籍出版社供图）

（上接第一版）

去年 7 月，市教委发布《关于实施百

所公办初中强校工程的意见》，提出将聚

焦提质增效，点面结合，把公办初中办成

“家门口的好学校”。

在普陀区， 兴陇中学这个曾被家长

认为“很一般”的学校，就是在此背景下

“兴”起来的。 在普陀区教育局的主导下，

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曹杨二中与兴

陇中学形成帮带机制， 通过团队攻坚等

方式，助推兴陇中学提升办学品质。

家门口的普通学校如何真正强起

来、吸引周边的孩子入读？ 这是强校工程

的难点所在。 而上海给出的答案是：“三

个结合”，创设品质跃升路径。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与“双名工程 ”

紧密结合，确保每所“实验校”都有一名

市级名校长、两名名师，每所学校不少于

5%的教师入选上海市第四期 “双名工

程”“种子计划”。

“强校工程”还将与紧密型学区化集

团化办学紧密结合， 多渠道提升 “实验

校” 干部管理能力和教师专业能力。 目

前，“强校工程”已经吸纳 26 所市实验性

示范性高中、5 所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55 所优质品牌公办初中、15 所优质民办

学校、4 所区教育学院和 1 所国家改革发

展示范中职校等支援方参与其中。

此外，“强校工程” 还将与落实上海

中考改革要求紧密结合， 深化实验校教

学改革。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经过三至

五年， 上海将实现百所公办初中在原有

基础上，教育教学状态明显改善，学校办

学特色明显增强， 整体办学质量明显提

高，家长对学校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产
业需求，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

今年 3 月， 新修订的 《上海市职业

教育条例》 正式施行。 这份条例从法律

角度强调和明确了职业教育服务上海

“五个中心 ” 建设 、 打响 “四大品牌 ”

战略任务。

作为教育综改的一项重要内容， 上

海于 2015 年颁布 “职教规划”， 助推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 对标建设 “五个

中心 ”、 打响 “四大品牌 ”， 上海梳理

了在人工智能、 财政金融、 航空制造 、

创意设计等 18 个行业 155 个人才需求

紧缺岗位 ， 开展人才需求分析和专业

结构调整。

杨浦职业技术学校汽车专业的学生

代表中国连续参加第 42、 43、 44 届世

界技能大赛车身修理项目比赛， 分别荣

获优胜奖、 银牌、 金牌， 填补了我国中

职学生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获金牌的空

白 。 校长卞建鸿认为 ， 培养高技能人

才， 职业教育须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产

业需求， 深化产教融合 。 在这所学校 ，

几乎每个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都与企业

联手 ， 学生走出校门就能走上工作岗

位， 备受企业欢迎。

据介绍， 过去几年， 上海职业教育

也经历了结构调整的转型期 。 仅 2018

年， 全市中高职院校就调整、 关闭了近

150 个专业点。

另一方面， 学校加大对新兴专业的

布局， 扩大紧缺人才培养规模， 针对已

有专业设置但人才缺口较大的专业， 如

学前教育、 养老护理等领域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紧缺， 通过新增专业点、 扩大

培养规模、 加强在职培训等方式， 加快

培养力度和规模。

在上海， 职业院校就业率已经连续

三年保持在 98%以上 。 2018 年 ， 上海

中职毕业生就业率为 98.37% ， 其中

56.7%直接升入高一级学校 （高职 、 本

科）； 高职毕业生就业率为 98%， 专业

相关度 80%左右 ， 雇主满意度 94.7%，

自主创业比例 2%。

上海教育综改：蹄疾步稳，冲刺年跑出“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