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汉赵刘曜光初四年玉石谶

—兼论刘、石之争

董     刚

摘    要    汉赵刘曜光初四年在终南山崩处发现一块刻有谶言的白玉，中书监刘均对玉石谶所作的灾异型解

读客观上成为此后刘曜、石勒二赵间交争的重要引线。同时，通过稽考刘均解谶的知识基础以还原出当时主

流的祥瑞型解读，可以从中揭示汉赵政权在立国前史、符命继承、国号变更及战略方向上的自我申说及其理

论建构的实态。光初四年玉石谶事件的出现与后续的历史发展脉络典型地反映了谶纬因素对于早期中古社会

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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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秦汉时代的谶纬文献及其政治、社会影响，历来被治史者所注意。时代步入魏晋以后，虽不再如

东汉将谶纬标置为国家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者仍时有借助图谶隐语以宣达其政治企图的施为。这种

情况在西晋末年以迄十六国时代，由于战乱的持续和诸多政权的同时并立，导致不同时、地的谶言记录再

次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谶语一般具有简省、隐秘的外部特征和向外界吐露重大政治预言的内在动机，这

种矛盾使其文字虽略，却通常蕴含有难以忽视的信息量。鉴于现存十六国史料本身并不宏富，对此一时期

的谶纬公案进行专门性的考察可能是一个新的进路，它将有助于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细化。

依托关键性的谶纬文献，本文观察的重点主要在十六国前期称雄于北中国的两个政权−屠各匈奴所

建立的刘氏汉赵和羯族的石氏后赵。西晋以降“刘石”“二赵”之称，屡见于史，此不须赘述。从形式上

看，刘、石两集团均从原属一体的匈奴汉国政权分离而出。二者在各自建国以后由多年和平转向交恶，并

在较为突兀的两次大型战役中决出胜负，最终结果刘败而石胜，后赵自此基本统一北方。本文的研究认

为，汉赵刘曜光初四年（321）所发现的终南山玉石谶文及其相应解释，可能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塑造当中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光初四年玉石谶与刘均之解的知识背景

刘曜政权始基于匈奴汉国末年的内乱。汉主刘聪死于麟嘉三年（318）七月，其子粲继位改元汉昌，不

久即被宠臣靳准弑杀。当年十月，镇长安之相国刘曜在赴救途中即位称帝，复改元光初，仍以汉为国号。

次年夏四月，刘曜徙都长安，六月乃下令称：“盖王者之兴，必禘始祖……光文（按：刘渊谥号）以汉有

天下岁久，恩德结于民庶，故立汉祖宗之庙以怀民望。昭武（按：刘聪谥号）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

庙，改国号……其速议以闻。”对此，太保呼延晏等议曰：“‘今宜承晋母子传号，以光文本封卢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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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此当脱一“山”字）之属城；陛下勋功懋于平洛，终于中山。中山分野属大梁，赵也。宜革称大

赵，遵以水行。’曜从之。”①

在君臣此番问对中，刘曜注意到其族父刘渊借前代刘汉国号包笼胡、汉之举，其实际影响已趋于式

微，当前亟需重觅一个既能切合政权治下大众认同、又与自身事功密切相关的新国号。呼延晏等人的答议

则首先明确了一个大前提：“宜承晋母子传号”。在此基础上，寻找屠各刘氏政权和晋王朝相“承”的蛛

丝马迹，其发现有二：一为刘渊曾在八王之乱时附于成都王司马颖，受其“卢奴伯”之封；②二为刘曜曾

在刘聪时期受封中山王。③据《晋书·地理志》，中山国（郡）统县八，治卢奴县，④故晏等结合刘汉政

权与晋之渊源及刘曜本人所封，以中山所对应之岁星躔次为大梁、大梁又对应传统地理上“赵”之分野，

遂建议改国号为赵。此议获得刘曜赞同，于是始“承晋金行，国号曰赵。牲牡尚黑，旗帜尚玄，冒顿配

天，元海（渊）配上帝”。⑤按自战国邹衍发扬五行学说以来，秦汉魏晋之兴，代有人援引五行德运以为

立国之凭资，至十六国、北朝的大部分政权，此种氛围仍然是极为浓厚的。⑥然而在刘曜改号之前，刘渊

称汉王、汉帝时期，史籍中均未见到汉国政权对自身所属德运及所尚旗帜、服色有过讨论，自然无从知其

相关树置。内中原因恐即由于汉代属火德，⑦已迭为土德之魏、金德之晋取代，刘渊绍汉若取火德，则无

论生、克皆与金行之晋相隔断；若依“金生水”推导出水德，又与汉代相沿之历运不符，以此建旗物、拟

章服，就有致讥于世之虞。因此总的来看，刘曜用冒顿易刘邦、⑧改汉为赵、自称水行，一方面是削弱了

屠各匈奴与汉朝之间早已意义无多的拟制联系，而更易获得包括匈奴在内之诸胡的认同。⑨另一方面，国

号“赵”与刘渊在晋的封域、刘曜在汉的封域有关，其复因地望属北而应五行之水行，恰与晋之金行构成

相承、相生关系，这无疑均揭示和强调了刘氏之赵的自身功业以及它与西晋之间的历史联系。考虑到石勒

此时尚未建国称赵，⑩刘曜改号不仅解决了困扰汉国的五行承续问题，且就汉地社会注重天命代兴的认知

传统而言，赵国号找到了新的德运“出口”，其政权合理性的建构势必将因此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两年后的光初四年夏，史载汉赵境内出现了白玉之瑞，如何训解玉石上的文字在此后成为了争议的焦

点。出于相关文献的重要性与按核之便，兹不避繁琐，将《晋书·刘曜载记》中自献瑞起始至众官议论瑞

物谶文之部分移录如下：

　　终南山崩，长安人刘终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咢

酉小衰，困嚣丧。呜呼，呜呼，赤牛奋靷其尽乎。”时群臣咸贺，以为勒灭之征。曜大悦，斋七日而后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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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 119《偏霸部三》“刘曜”条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影印南宋蜀刻本，第

576 页 b、第 577 页 a。

②《晋书》卷 101《刘元海载记》：“惠帝伐颖，次于荡阴，颖假元海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及六军败绩，颖以元海为冠军将军，封卢奴

伯。” 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时在晋永兴元年（304）。

③《晋书》卷 102《刘聪载记》：“署刘曜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镇长安。”第 2659 页。时在晋永嘉五年、

刘聪嘉平元年（311）。

④《晋书》卷 14《地理志上》：“中山国，汉置。统县八，户三万二千。卢奴、魏昌、新市、安喜、蒲阴、望都、唐、北平。”

⑤《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

⑥参考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刘浦江：《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文史》2013 年第 2 辑。

⑦汉初刘邦承秦水德不变，武帝以后始用五行相胜说改金德。至西汉末、新莽时期又主五行相生说改火德，东汉以后称火德不变，遂有“炎

汉”之定论，五行相生的原则在后世朝代更替中也被沿用下来。参考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年，第

13−16、83−88 页。

⑧《晋书》卷 101《刘元海载记》：“（永兴元年）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⑨同时也应注意刘曜之赵不废汉国以来对汉朝诸帝的敬称，如光初四年曜将于霸陵西南营建寿陵，“侍中乔豫、和苞上疏谏曰：‘自丧乱以

来，汉帝诸陵咸见践辱，惟霸陵独全。此虽太宗之达至，然抑亦释之之功。兴亡奢俭，囧然于前，惟陛下览之。’曜大悦。”（《太平御

览》卷 119《偏霸部三》“刘曜”条，第 577 页 a。又，屠乔孙、项琳之本《十六国春秋》卷五《前赵录五》将此事系于光初三年，“此虽

太宗之达至，然抑亦释之之功”作“此虽太宗之至达，抑亦释之之功”，文理较畅，可资参考。是书收入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长

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 年影印清乾隆御览本，史部第 15 册，第 321 页 b）文中“太宗”即为汉文帝庙号，似可表明赵政权在陈述汉、

赵法统方面的包涵性。

⑩据《晋书》及《资治通鉴》，石勒立国称赵王在东晋太兴二年（319）十一月，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在咸和五年（330）二月，即皇帝位

则在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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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太庙，大赦境内，以终为奉瑞大夫。中书监刘均进曰：“臣闻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终

南，京师之镇，国之所瞻，无故而崩，其凶焉可极言！昔三代之季，其灾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独言

非，诚上忤圣旨，下违众议，然臣不达大理，窃所未同。何则？玉之于山石也，犹君之于臣下。山崩石坏，

象国倾人乱。‘皇亡，皇亡，败赵昌者’，此言皇室将为赵所败，赵因之而昌。今大赵都于秦雍，而勒跨全

赵之地，赵昌之应，当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构五梁’者，井谓东井，秦之分也；五谓五车，梁谓

大梁；五车、大梁，赵之分也，此言秦将竭灭，以构成赵也。‘咢’者，岁之次名作咢也，言岁驭作咢、酉

之年，当有败军杀将之事。‘困’谓困敦，岁在子之年名，玄嚣亦在天之次，言岁驭于子，国当丧亡。‘赤牛

奋靷’谓赤奋若，在丑之岁名也；‘牛’谓牵牛，东北维之宿，丑之分也。言岁在丑当灭亡，尽无复遗也。

此其诫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纵为嘉祥，尚愿陛下夕惕以答之。《书》曰：‘虽休勿休。’愿陛

下追踪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虢公梦庙之凶，谨归沐浴以待妖言之诛。”曜怃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说，诬

罔祥瑞，请依大不敬论。曜曰：“此之灾瑞，诚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①

刘均此解甚详，无烦细绎。同时须注意刘氏在解释井（水）、五梁、咢酉、困嚣、赤奋若、（牵）牛诸关

键谶辞时，基本使用了拆字、减字、增字的办法，其知识基础不外乎岁星、太岁、干支三种纪年法中年份

名称的代换，以及岁星、太岁诸躔次、二十八宿分区与传统地理分野之对应。岁星（木星）纪年法在文献

中首见于《左传》、《国语》，大约是春秋以降的发明。其原理为木星运行一周天接近十二年，时人遂将

木星自西向东所行经的天赤道带划为十二等份，顺序是：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

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称十二次。木星既用以纪年，遂又称岁星。同时由于其运行周期实为

11.8622 年，且其间迟速不甚稳定，随着纪年增长，误差势必大到难以弥合。故此，约战国中期以后又设计

出一种假想的天体太岁（岁阴、太阴），其运行路线正与岁星相反，整 12 年匀速地依天赤道带自东向西经

历子、丑、寅、卯等十二分区（由地支名借用而来），称十二辰。太岁每年经停，又制有其单独的摄提

格、单阏等岁名。由于太岁行次与岁星相错而保持一定的对应关系，故此仍需要对岁星躔次进行天文观

测，遇有过差则需“超辰”，即将原定岁名提前，以符合实际的年历。此种天然的缺陷使岁星纪年法先已

荒废，太岁纪年法沿至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年（50）当超辰一位而未超，章帝时代颁行的四分历又与岁星

天文现象完全脱钩，此后即便施用亦不过纯取其年份称谓，实质上进入了纯粹的六十干支纪年时代。②有

关以上诸项元素的对应关系，《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以及唐代的《开元

占经》等书存有详略不同、格式互异的记载，此主据《淮南子》所记资料列表如下，以便参考：

而岁星、太岁、二十八宿与地理分野之对应观念，先秦已有端绪，③现存较早的完备记录见于西晋皇

甫谧的《帝王世纪》，其书称：“自天地设辟，未有经界之制……及黄帝受命，始作舟车，以济不通。乃

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须女，曰星纪之次。于辰在丑，谓之赤奋若。于律为

黄钟，斗建在子，今吴越分野。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一名天鼋。于辰在子，谓之困敦。

于律为大吕，斗建在丑，今齐分野……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国也。”④

释汉赵刘曜光初四年玉石谶

 

①《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晋书》修于唐初，载记部分所本多源自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此段文句虽无明证，盖亦非唐人之虚

构。又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一八“渭水”条：“刘曜之世，是山（引者按：指终南山）崩，长安人刘终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

字曰：‘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咢酉小衰，困嚣丧。呜呼，呜呼，赤牛奋靷其尽乎。’时群官毕贺，中书监刘均进曰：

 ‘此国灭之象，其可贺乎！’终如言矣。”（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440 页）可知北朝

时确存该谶记录，仅少其后刘均训释之详文。郦书限于体例，应有归纳和节略。

②参考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第 3 册《第六编·历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358−1363 页；陈久金：《从马王堆

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编辑组编：《中国天文学史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1978 年，第 48−65 页；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讲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0−36 页。

③参考吕不韦编、高诱注、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集释》卷 13《有始览第一》的相关记述，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276−284 页。

另，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分野观念的形成及其与政治运作的关系，邱靖嘉有多篇专文作过阐述，可资参考。分别参见邱靖嘉：《“十三国”

与“十二州−释传统天文分野说之地理系统》，《文史》2014 年第 1 辑，第 5−24 页；《山川定界：传统天文分野说地理系统之革新》，

 《中华文史论丛》2016 年第 1 期；《天文分野说之终结−基于传统政治文化嬗变及西学东渐思潮的考察》，《历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④《帝王世纪》原书已佚，此段据《后汉书》志 19（按：实即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之《志》部分）《郡国一》刘昭注所引，北京：中华书

局，1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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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秦汉以后使用测角仪器划分原来平均分配的二十八宿，①该书所记星宿对应的岁星、太岁次名遂往往

分度两属。这在天文上是趋于精密的表现，而用其对当地理分野时却失之繁冗，故此不论谶记抑或文献用

典，实质上仍多遵用上表《淮南子·天文训》所列限程。如果统合《天文训》二十八宿与皇甫氏书所记的

岁星、太岁、十二辰名、十二地理分野的简单对应关系，可以制成如下表格：
 
 

表 1    《淮南子·天文训》所载岁星、太阴、十二辰、十二次、二十八宿对应关系表②

岁名 太岁所在
岁星所在

十二辰 十二次 二十八宿

摄提格 寅 丑 星纪 斗牛

单阏 卯 子 玄嚣 女虚危

执徐 辰 亥 娵訾（豕韦） 室壁

大荒落 巳 戌 降娄 奎娄

敦牂 午 酉 大梁 胃昴毕

协洽 未 申 实沈 觜参

涒滩 申 未 鹑首（大棣） 井鬼

作咢 酉 午 鹑火 柳星张

阉茂 戌 巳 鹑尾 翼轸

大渊献 亥 辰 寿星 角亢

困敦 子 卯 大火 氐房心

赤奋若 丑 寅 析木 尾箕
 
 

 
 

表 2    岁星、太岁、十二辰、二十八宿、十二地理分野称谓对照表

岁星次名 太岁岁名 十二辰 二十八宿 地理分野③

星纪 赤奋若 丑 斗牛 吴越

玄嚣 困敦 子 女虚危 齐

娵訾 大渊献 亥 室壁 卫

降娄 阉茂 戌 奎娄 鲁

大梁 作咢 酉 胃昴毕 赵

实沈 涒滩 申 觜参 晋魏

鹑首 协洽 未 井鬼 秦

鹑火 敦牂 午 柳星张 周

鹑尾 大荒落 巳 翼轸 楚

寿星 执徐 辰 角亢 韩

大火 单阏 卯 氐房心 宋

析木 摄提格 寅 尾箕 燕
 
 

综合上述先秦、秦汉纪年法和地理分野的分析，可知刘均对“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

咢酉小衰，困嚣丧。呜呼，呜呼，赤牛奋靷其尽乎”的训解除了其中的“五车”星属于毕宿、④需要知道

二十八宿所统诸星的进阶知识外，其他诸条结合刘氏之说以查检上述二表，可说全无障碍。须知屠各刘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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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考陈久金：《关于岁星纪年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0 年第 6 期，第 86 页。

②表格转引自陈久金：《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编辑组编：《中国天文学

史文集》，第 51 页。表格中之“太岁”、“作咢”、“玄嚣”在《天文训》中原作“岁阴”“作鄂”“玄枵”。岁阴与太岁为一事异名，

兹改为通常称法；鄂/咢、枵/嚣字古相通假，为利参照兹据《晋书》文中写法照改。《天文训》所记岁星与太岁的相对位次反映战国时代的

看法，自西汉武帝行太初历以后，又有所不一致，但此已属实时的天、历结合问题，与本文论题不发生关联。

③按《史记》卷 27《天官书》“二十八舍主十二州”张守节正义引《星经》曰：“角、亢，郑之分野，兖州；氐、房、心，宋之分野，豫

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牵牛，吴、越之分野，扬州；须女、虚，齐之分野，青州；危、室、壁，卫之分野，并州；奎、

娄，鲁之分野，徐州；胃、昴，赵之分野，冀州；毕、觜、参，魏之分野，益州；东井、舆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张，周之分

野，三河；翼、轸，楚之分野，荆州也。”（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第 1346 页）《星经》一般认为是战国人所作《甘石星经》，如

是，则此条史料亦甚古。其较《帝王世纪》多州域对应一项，角亢所当为“郑”而非“韩”，“晋魏”仅作“魏”，齐、卫、赵、魏所包

星宿有前后从属的细微差异，其余均一致。

④《史记》卷 27《天官书》“五帝车舍”张守节正义曰：“五车五星……在毕东北，天子五兵车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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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的统治上层是一个具有相当汉化程度的集团，①作为中书监的刘均可能本身就是刘曜的同族宗室，故

而他们在讨论谶纬与历运问题时通常应当不会受限于相关基础知识的缺乏。同时，这也是刘均发议之前汉

赵“群臣”能够参与解谶的历史背景。 

二、群臣贺瑞之解的复原及其政治意义

在前文的探讨基础上，我们亦需注意刘均进此解以前，朝堂上对出现玉瑞的反应是：“群臣咸贺，以

为勒灭之征。曜大悦，斋七日而后受之于太庙，大赦境内，以终为奉瑞大夫。”刘均在进言中复提及“今

朝臣皆言祥瑞，臣独言非”，说明当时确有一种更为主流的解释。只是因为后来汉赵亡于石赵，刘氏之说

在史家眼中自被视为正论，有关祥瑞之解势必遭到删削而湮灭无闻。实际上揆以常情，“群臣”之解理应

不是肤浅无根的谀词，它与刘均之说一样的地方当在于其同样具备自身的理论根据。下文即拟借助已总结

出的天文历法信息，重建当日对于此谶“群臣咸贺”的内在逻辑。

首先，在刘均的解释话语中，实际上已将谶文划分为“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与“咢酉小

衰”等余下文字两部分。第一部分抽象地描述汉赵将为兴起的后赵所灭，第二部分则具体地指出汉赵灭亡

过程的三个时间节点。如果群臣欲将此谶定义为“勒灭之征”，则势必要在第一部分就作出与刘均完全不

同的解读。其中的关键，在于“皇亡”“败”“井水”“五梁”四处。追溯汉赵政权的历史，其实可以很

自然地发现这里的“皇”当指向西晋。就君主称谓而言，西晋皇帝正统性的阴影曾长期笼罩在十六国时代

诸非汉族群政权之上。石勒、靳准即分别称引时论以为“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②十六国诸君除石勒外

还有石虎、冉闵、苻坚、姚兴、吕光、慕容盛、赫连勃勃、冯跋等也均用过“天王”号以代“皇帝”之

称。学界对此解读已多，颇值参看。③其中诸家意见时有不一，考虑到不少君主通常是在称天王后方称

帝，因此不论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为何，大概仍可以从中印证出“皇帝”位号强烈的排他性。而刘曜本人在

永嘉五年（311）汉国攻破洛阳、俘虏怀帝之役时就是主帅之一，至建兴四年（316）更以大司马身份独自

领军围长安、迫降愍帝。④怀、愍二帝的灭亡与刘曜的联系是如此密切，瑞玉谶铭的造作者几乎不大可能

会略过此事而不予利用。而“败赵昌”中的“败”盖是顾及谶言文辞的特征须模棱两可，而有意为之。据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军自败曰败，打破人

军曰败。”⑤又陈隋间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夫自败（原注：蒲迈反，下文括号内同）、败他

 （补败反）之殊，自坏（呼怪反）、坏撤（音怪）之异，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已为别，相仍积习，有自

来矣。”⑥可知在中古时代的记录中，败字表示“自败（被击败）”读浊声母蒲迈反*［bai］，表示“击

败”读清声母补迈反*［pai］，⑦而字形本身没有任何变化。因此，败字未始不能理解作西晋自败而使汉

赵昌大，这与前文皇亡之语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释汉赵刘曜光初四年玉石谶

 

①刘渊及其子和皆少习京房《易》，刘聪特重擅长易学、与郭璞存在交谊的匈奴后部人卜珝，刘曜亦推崇精于易数、图纬之汉人台产，此皆

可见于《晋书》诸人载记、本传。汉赵政权在面对和解释未知世界时，其所熟悉与依靠的知识传统仍然源自汉地，此点与石勒后赵之更重

胡俗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参考董刚：《叛乱史视域下的魏晋南北朝族群、政治与社会》第一章《匈奴汉国汉化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

论文，2017 年，第 18−44 页。

②《资治通鉴》卷 90“晋元帝太兴元年（318）八月”条：“（靳）准将作乱……自号大将军、汉天王，称制，置百官，谓安定胡嵩曰：‘自

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晋书》卷 104《石勒载记上》舍人王子春转述石勒之

语：“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

③对十六国君主称“天王”的问题曾作过专门研究的学者有吕思勉、谷川道雄、宫崎市定、雷家骥、周伯戡、三崎良章、吴洪琳等，详尽的

学术史回顾可参考小野响：《五胡十六国时期“天王”号的意义−以石虎与冉闵为中心》第一部分，《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8 年第

2 期。

④《晋书》卷 102《刘聪载记》：“（聪）署其卫尉呼延晏……配禁兵二万七千，自宜阳入洛川，命王弥、刘曜及镇军石勒进师会之……曜于

是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于洛水北筑为京观。迁（怀）帝及惠帝羊后、传国六玺于平阳。”时在晋永嘉五年（311）。同书、同

卷：“（刘曜）进军……陷长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笺于曜，帝肉袒牵羊，舆榇衔璧出降。”时在晋建兴四年（316）。

⑤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 7《音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503 页。

⑥陆德明著、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2−3 页。

⑦中古拟音参考李荣：《切韵音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年，第 116−162 页。与“败”字类似，中古时代通过声母的清浊交替实现语

义区别的还有解、见（见的发现义后来已由分化字“现”来承担）等字，但已属少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先秦汉语语法形式的残留，参考

洪波、杨作玲：《先秦汉语“见”类动词的清浊交替及其来源》，《中国语文》201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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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井水（井宿）、五梁（五车、大梁），已由刘均揭橥为“秦”“赵”之代称。实则在刘说之外还可

以有另一种解释：晋愍帝关中政权降于刘曜，刘曜据亡晋故地、挟其旧资以建号称“赵”，这便与秦竭赵

构之说相应无爽。且据《晋书·愍帝纪》：“孝愍皇帝……吴孝王晏之子也。出继后伯父秦献王柬，袭封

秦王。”①则是愍帝即位前已与秦地产生关联，晋臣阎鼎等人或是职此之故才拥其入关的。玉石谶行文至

此，实质上是对四年前刘曜灭晋的回顾，以及对当下刘氏立国号赵这一符命的宣说。

自“咢酉小衰”以下，刘钧利用太岁、岁星、十二辰的纪年称谓代换，认为是至酉年、子年、丑年

时，汉赵政权将渐次衰亡，至于灭国。如果按照群臣解谶的前提，则这些节点就成为了石勒衰亡的时间

表，也即所谓“勒灭之征”。按谶纬文献中出现太岁、岁星、干支纪年元素原是西汉以来常事，其时天

文、历法与星占之说本就难以析分。《后汉书·律历志》在考求两汉之际历法演变时称：“昔《太初历》

之兴也，发谋于元封，启定于元凤，积三十年，是非乃审。及用《四分》，亦于建武……七十余年，然后仪

式备立，司候有准。天事幽微，若此其难也。中兴以来，图谶漏泄，而《考灵曜》、《命历序》皆有甲寅

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后百一十四岁，朔差却二日。学士修之于草泽，信向以为得正。”②其中《考灵

曜》即《尚书纬》之一种，《命历序》即《春秋纬》之一种。③以纬书正历固然是东汉之事，然而余风所

及，包括刘均和群臣在内的读谶者亦自不能不受其影响。同时，若转换这种单纯的纪年对应思路，以作咢/
酉、困敦/玄嚣、赤奋若/牛宿分别对应于其地理分野，则可以发现三者分别指向的是赵（冀州）、齐（青

州）、吴越（扬州）。以光初三年形势而论，处于刘曜东方最重要的三个割据政权，无疑是据冀州襄国之

石勒、据青州广固之曹嶷与据扬州建康之司马氏东晋政权。因此，就当日玉谶的制造者和以为吉征的部分

 “群臣”而言，很有可能还同时将这数条隐语对应至上述地理大区。在这一点上尤可细绎的是：就谶语形

式的难度设置而言，谶中于“咢酉”处尚留一公众熟悉的地支兼十二辰名“酉”，于“困嚣”处则仅存作古

已久的岁星次名、太岁岁名，至“赤牛奋靷”更进一步拆分赤奋若、牛宿进行重组，应有其循序渐进的考

虑。同时几近于再创作的“赤牛奋靷”似乎不止于传达某个单独信息−东晋元帝司马睿谣传为琅邪王觐

妃夏后氏私通小吏牛钦所生，此记录最早于东晋中期孙盛《晋阳秋》中就已发现，王隐《晋书》（成书于

340 年以前）亦记司马懿杀牛金之事，唯不如前者之详。④司马觐卒于西晋太熙元年（290），⑤如果其人

身故后传言便已出现，那么刘曜时代的造谶、解谶者采此说以凌蔑东晋的正统性当然是存在可能的。而司

马氏播迁南方，南土五行属火、颜色尚赤，⑥东晋又自称中兴，遂合于谶中描摹的“赤牛奋靷”之状。⑦

综上所述，光初四年汉赵群臣对玉石谶的主流解读应为：在前半部分回顾与称扬刘曜灭晋、承晋关中

旧资建立赵国的正统符命，在后半部分则以太岁、岁星、干支纪年法所指代的年份信息作为石勒政权衰亡

的“时间表”。同时，由于三类纪年法又可对应于东周以来的传统地理分野，谶文遂同时存在着暗示汉赵

将逐次击败石勒、曹嶷、司马氏东晋，完成王朝一统的宏大别解。

关于东汉以后的“瑞异”，唐人刘知几曾有抱怨：“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

者，盖不过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则不然。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

弥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而为丰；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⑧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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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 5《愍帝纪》。

②《后汉书》志 2《律历志中》。

③关于《尚书纬》《春秋纬》诸书的书目、源流及传播，参考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6−31 页；钟肇鹏：《谶纬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48−52、54−60 页。

④有关晋代至南北朝的“牛继马后”传言及其史源梳理，参考刘浦江：《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第 11−12 页。

⑤《晋书》卷 3《武帝纪》：“太熙元年……二月……琅邪王觐薨。”

⑥以五色配五行、五方的观念，先秦即已出现，至秦汉以后更成为常识。较典型之例如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赤”条：“南方色也。从

大，从火。凡赤之属皆从赤。”见许慎著，董莲池考证：《说文解字考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年，第 405 页。

⑦有关此谶中尤当“赤牛奋靷”之句，童岭亦作过专门的探讨，参考氏著：《“五牛旗建”与“赤牛奋靷”−文本视域下南匈奴汉赵时代

的预言与谶纬》，《文学遗产》2016 年第 3 期，第 170−186 页。童氏在灾异型解谶框架基础上以“赤牛奋靷”之牛视同于刘曜亲征时仪卫

中“五牛建旗”之牛，并认为“五牛”可与五部匈奴相应，不仅与笔者逆推之祥瑞型谶言所揭示的不同，亦不见于刘均本人之解，可并资综参。

⑧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 8《内篇·书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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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我们，刘曜当日“群臣”中有部分人可能既是解谶者，本身又参与了造谶。据《太平御览》引《十六

国春秋·前赵录》：“光初五年，并州牧、安定王策献玉玺一，文曰：‘赵盛。’”①益明此种造瑞活动

的痕迹。因此，也可以将上文所作主流释读视为汉赵集团内的多数成员解释执政法统和计划政权未来的隐

性表达。同时，由于谶语这一文本载体的特殊性，内中信息的向外传递天然存在多样化的可能，于是遂有

以刘均为代表之“少数派”所作之训解，以及虽然未被史书记载、却很可能共存于当时的“王朝一统”解

释脉络。

除了文本解读以外，刘均对于带谶玉石出土环境的质疑同样值得注意。据前文，玉石为长安人刘终于

崩塌的终南山某处发现。刘均发议之先，以为：“臣闻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终南，京师

之镇，国之所瞻，无故而崩，其凶焉可极言……玉之于山石也，犹君之于臣下。山崩石坏，象国倾人

乱。”但从全文来看，此次“终南山崩”除了形诸文字，并未见到相关实质性的灾害记录。无独有偶，山

崩后数月石勒属地常山亦崩，《宋书·五行志》载：“晋元帝太兴四年（321）八月，常山崩，水出，滹沱

盈溢，大木倾拔。”②屠乔孙本《十六国春秋·后赵录》更作：“八月，常山崩，陷千余家。”③虽为现

存史料所仅见，盖亦有其所本。同时，核以它书所载汉赵的此次山崩，《册府元龟》之《僭伪部》“恩

宥”条则记同事而行文作：“终南山摧，长安人刘终于摧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④又北宋仁宗撰

 《洪范政鉴》卷七《金行上》“玉祥”条：“前赵刘曜时，长安人刘终于终南山墔处得白玉。”⑤墔当即

摧之讹。崩、摧虽是一组近义词，但在语用和程度上崩字多用于正式场合，其描述的状况通常也较摧字严

重。因此，颇疑此次“山崩”只是终南山某处的局部塌方或山体滑坡，故而制造瑞玉的一方才会不计嫌

疑，以此物置其中供人“发现”。刘均则是抓住“山摧”的事实并将其定性为“山崩”，其除了在进言中

以此笼统比附君臣间的“国倾人乱”，似乎还意有所指。按地震山崩，谶纬书籍传统上多将其指向阴气盛

及由此引起的女主乱政之征。《后汉书·五行志》引《春秋汉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则地动坼，

畔震起，山崩沦。”⑥同书、志又载：“和帝永元元年七月，会稽南山崩。会稽，南方大名山也。京房《易

传》曰：‘山崩，阴乘阳，弱胜强也’……是时窦太后摄政，兄窦宪专权。”⑦《 晋书·五行志》：“（惠

帝元康四年）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寿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坏城府……是时，贾后乱朝，终至祸败之应

也。”⑧此种现象在后世引起的典型争议还有唐武则天掌权时代屡发地震，造成武氏不得不借助佛教知识

体系对传统灾异说进行化解。⑨因此，“国倾人乱”还当与后宫有关。刘曜皇后羊氏，原即晋惠帝之后，

洛阳陷没后归曜。光初二年时长安地震，《晋书》以为：“时曜妻羊氏有殊宠，颇与政事，阴有余之征

释汉赵刘曜光初四年玉石谶

 

①《太平御览》卷 682《仪式部三》“玺”条，第 3043 页 b。

②《宋书》卷 34《五行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

③崔鸿著，屠乔孙、项琳之辑：《十六国春秋》卷 13《后赵录三》，第 383 页 a。清初朱彝尊以来降及四库馆臣皆谓屠本为伪书，该说在清

代影响较大，几成定论。据今人考证，屠本实为一种明人基于当时尚存的各种十六国史所作的史料辑佚书籍。其主要之“伪”在于径直托

名崔鸿原书，使人以为该书是史源纯粹的《十六国春秋》旧本。然而从史料价值出发，屠本所辑的某些内容并不能通过传统或电子文献检

索方式在今存其他文献中发现（或虽与其他文献两见，其刊行时间则晚于屠本），却往往于史有征，值得治史者注意（本条引文溢出的

 “陷千余家”四字实际上即属于该类性质）。参考王薇：《〈十六国春秋〉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 年第 3 期，第 44−47 页；

刘琳：《明清几种〈十六国春秋〉之研究》，《文史》1999 年第 1 辑，第 187−196 页；汤勤福：《关于屠本〈十六国春秋〉真伪的若干问

题》，《求是学刊》2010 年第 1 期；梶山智史：《屠本〈十六国春秋〉考：编纂状况及意图》，2010 年《“社会·经济·观念史视野中的

古代中国”国际青年学术会议暨第二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论文集》，第 680−699 页。聂溦萌在讨论汤球《十六国春秋》的辑佚方法时，对

屠本《十六国春秋》的真伪及其性质亦有涉及，参见聂溦萌：《辑佚的“加减法”：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的工作方法》，《文史》

2020 年第 1 辑，第 101−127 页。

④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 226《僭伪部》“恩宥”条，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影印明刻初印本，第 2696 页 b。

⑤赵祯：《洪范政鉴》卷 7 之上《金行上》“玉祥”条，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内府写本（网页扫描版），当卷第 10 页 a。此书虽较真宗

时《册府元龟》晚出，要之时代相去甚近，且二书皆书“崩”为“摧（墔）”字，可能表明了有关此次山崩确有另一种史源叙述的存在。

⑥《后汉书》志 16《五行志四》“地震”。

⑦《后汉书》志 16《五行志四》“山崩”。

⑧《晋书》卷 29《五行志下》“地震”。

⑨参考孙英刚：《佛教对阴阳灾异说的化解：以地震与武周革命为中心》，《史林》2013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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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①光初五年羊氏卒，下文复作：“羊氏内有特宠，外参朝政。”②这样一来，当日刘均假“山崩”之名

以表达其不满或向刘曜劝谏，就情有可原了。

刘均自献瑞事件伊始便斥玉瑞所出处为“山崩”，并根据自身的倾向性解读将玉石谶文断作灾异的预

言，原因可能是其人出自汉赵宗室、顾忌较少，且对刘曜称帝以来的政治风气有所不满、欲行谏诤。然而

从刘氏解读背后所抉发、还原出的“群臣”之见，则在客观上为我们了解刘曜政权自身所认定的历史位置

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历史讯息。将这一谶文同汉赵建国之初的君臣问对进行联系，更可以清楚地获知赵政权

在国家前史、立国符命以及战略方针上的建构、解释与宣扬，其内部的相承与统合思路也由此得以揭示。

同时，受刘均之解的影响，汉赵初年的献瑞活动很快趋于淡化。至次年安定王刘策献“赵盛”玉玺时，未

见刘曜再有斋戒、授庙及大赦之举，群臣的应对也就付之阙如。由于祥瑞在确定后往往要颁示全境，又于

赦令下达时必援以为据，因此其后刘均对玉谶的公开议论恐怕也会由此得以风行，这遂成为汉赵乃至后赵

政权此后互动的一个引线。 

三、解释权的竞争及其“自我实现”

刘曜、石勒自公元 318 年中分原匈奴汉国各成一势力后，在内部各有其主要的攻战倾向。就石勒而

言，其军势在初期致力于解决祖逖、邵续、段匹磾等散布中原的晋势力据点，在祖逖死、邵续及段匹䃅败

灭后则进一步向淮河区域扩张。刘曜方面则除了讨伐、吸纳关中的氐羌部族外，还同西晋南阳王司马保所

部势力以及仇池杨氏、前凉张氏发生多次战争，且同样以得胜拓境为主。总而言之，刘曜重点向西面扩

张，石勒重点向东、向南扩张，二者之间一直未发生任何直接冲突，③直至光初七年（324）。此年的上一

年，石勒攻灭了长期盘踞青州的曹嶷，④又相继击溃了淮北的多股从属东晋的流民集团，统治已无腹心之

患。于是和西方的汉赵政权展开争夺也就不可避免。史谓是年：“（后赵将领）石生攻刘曜河内太守尹平

于新安，斩之，克垒壁十余，降掠五千余户而归。自是刘、石祸结，兵戈日交，河东、弘农间百姓无聊

矣。”⑤须注意同样在上一年，刘曜攻灭盘踞天水的司马保残部陈安势力，并“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

千余户于长安。氐羌悉下，并送质任。时刘岳与凉州刺史张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陇长驱至西河，戎卒二十

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⑥，导致张茂随后称

藩、仇池杨氏弃武都据点南逃，其国力此时同样臻于顶峰。但是后赵突袭之举发生后，却并没有在当年引

起汉赵的任何回应，这便不能不使人怀疑到玉石谶的因素。

玉石谶所谓的“咢酉小衰”，距离当时最近的酉年可知为乙酉，在光初八年（325）。至次年伊始，

刘、石双方果然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若将相关史料依时间次序排列，则有：

 （一）三月：石勒将石他自雁门出上郡，袭安国将军、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余落，获牛马羊百余万

而归。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刘岳追之，曜次于富平，为岳声援。岳及石他战于河滨，败

之，斩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级，赴河死者五千余人，悉收所虏，振旅而归。⑦

 （二）四月：（石）勒西夷中郎将王胜袭杀并州刺史崔琨、上党内史王昚，以并州叛于勒。⑧

 （三）五月至六月：（刘）曜遣刘岳攻石生于洛阳，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卫精卒一万，济自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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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

②《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

③二赵立国后仅在豫州境内因涉及与东晋错综复杂的争夺，偶有间接的军事进退，但未见交战的记载。

④《资治通鉴》卷 89 晋愍帝建兴三年（315）三月条：“汉青州刺史曹嶷尽得齐、鲁间郡县，自镇临菑，有众十余万，临河置戍。石勒表

称：‘嶷有专据东方之志，请讨之。’汉主聪恐勒灭嶷，不可复制，弗许。”同书卷 92 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八月条：“后赵中山公虎帅

步骑四万击安东将军曹嶷，青州郡县多降之，遂围广固。嶷出降，送襄国杀之，坑其众三万。”割据青州近十年的曹嶷最终为石勒而非刘

曜所灭，势必会削弱上文提及之地域分野说的解释力，这对前赵政权而言应该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⑤《晋书》卷 105《石勒载记下》。

⑥《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

⑦《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具体月份《晋书》失载者，据《资治通鉴》相应记录补出，下二条同此。

⑧《晋书》卷 105《石勒载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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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东呼延谟率荆、司之众自崤渑而东。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克之，斩获五千余级，进围石生于金

墉。石季龙率步骑四万入自成皋关，岳陈兵以待之。战于洛西，岳师败绩，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龙遂

堑栅列围，遏绝内外。岳众饥甚，杀马食之。季龙又败呼延谟，斩之。曜亲率军援岳，季龙率骑三万来

距。曜前军刘黑大败季龙将石聪于八特坂。曜次于金谷，夜无故大惊，军中溃散，乃退如渑池。夜中又

惊，士卒奔溃，遂归长安。季龙执刘岳及其将王腾等八十余人，并氐羌三千余人，送于襄国，坑士卒一万

六千。曜至自渑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①

其中，三月的启衅者仍是后赵，然而若考虑到地理因素，则二赵的年初之战似乎原因并不单纯。石他

所在的雁门郡治在今山西北部的代县西南、汉赵上郡治今陕西韩城市一带，②两地直线距离约 450 公里，

若考虑到实际道里的迂曲，相距只会更远。同时后赵据有并州的大部，雁门以南的太原、平阳二郡距离上

郡显然更近，石他不待联络南部，径以六千五百兵力绕远奔袭千里之外的上郡，似乎表明羌酋盆句除原来

当依附于后赵、在上郡和雁门之间的黄河河曲中部游牧，此年之初受汉赵策反署为安国将军、北羌王，始

率部落、畜产席卷西进。从石他追及上郡时“俘三千余落，获牛马羊百余万”来看，其所携去之人畜过于

庞大，故虽变起仓猝，亦不得不穷追不舍以挽回损失。刘曜此后凭借地主之利轻易地击灭石他所部，悉收

所虏而归，适可以说明此种隐情。至次月，石勒并州的太原、上党诸郡自内外叛，说明中部边界线上汉赵

施加的军事、政治压力也在进一步扩大。五月以后，刘曜又遣宗室刘岳以精锐宿卫向南境的豫州深入，③

一度围困勒将石生于金墉。此时石勒方意识到战局严峻，遣石虎率主力援救。刘曜重演击败石他的故智，

也亲出救援，但在战局总体平顺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夜无故大惊，军中溃散，乃退如渑池。夜中又惊，

士卒奔溃，遂归长安”的状况，导致刘岳等人因无援而战败，作为汉赵政权军事支柱的大量匈奴兵也遭到

坑杀。此役汉赵军主力在前线的多次自溃均不见于以往刘曜的记录，军人或即受到四年前刘均解谶之说的

影响，其在客观上促成了刘氏“咢酉小衰”的“自我实现”。④

而此役过后，“咢酉小衰”既已发覆，谶语中的困嚣/子年（戊子 328）、赤奋若/丑年（己丑 329）更

日益地化为悬在汉赵政权之上的警钟。《晋书》之《艺术·台产传》：“台产，字国俊，上洛人，汉侍中

崇之后也。少专京氏《易》，善图谶、秘纬、天文、洛书、风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学，尤善望气、占

候、推步之术。隐居商洛南山……刘曜时灾异特甚，命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刘均举

产”。⑤又《刘曜载记》记此年之败后下文即作：“武功豕生犬，上邽马生牛，及诸妖变不可胜记。曜命

其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刘均举参军台产”。⑥看来所谓“刘曜时灾异特甚”，专指光初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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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

②雁门、上郡的地理位置参考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4 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十六国 成、前赵、前凉、后赵》（327），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年，第 7−8 页。

③豫州的洛阳原为汉赵占领，据《资治通鉴》晋元帝太兴三年（320）正月条：“赵将尹安、宋始、宋恕、赵慎四军屯洛阳，叛，降后赵。后

赵将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复叛，降司州刺史李矩。矩使颍川太守郭默将兵入洛。石生虏宋始一军，北渡河。于是河南之民皆相帅归矩，洛

阳遂空。”又《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晋将李矩袭金墉，克之。曜左中郎将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将军、广平王岳为征

东大将军，镇洛阳。会三军疫甚，岳遂屯渑池。石勒遣石生驰应宋始等，军势甚盛。曜将尹安、赵慎等以洛阳降生，岳乃班师，镇于陕

城。”参详可知此年汉赵受东晋、后赵势力压迫，失去洛阳据点而退守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对豫州的控制大为减弱。

④古代“军中夜惊”现象据李硕的研究，属于一种非理性异动，其原因主要在于军中信息传递不畅和极大的群体心理压力。李氏并同时举出

刘曜此例，在理论总结中认为“夜惊与士兵的战斗素养、纪律性，以及军官的指挥素质都没有直接关系，仅仅强调纪律与训练并不能完全

防止夜惊”。（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 4−6 世纪的军事与政权》第六章《古代步兵军阵的战术特征与发展历程》第二节《军阵的

 “非理性异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62−166 页）按李氏着眼于魏晋南北朝军事史的宏观研究，可能未就刘曜此败的

前后脉络及玉石谶相关史事作过专门的考索，然而其所认为的信息传递因素和群体压力这两项潜在导火索，在本文的理路下亦可以寻觅到

相应的解释空间。又，社会心理学存在 self-fulfilling prophecy（自我实现预言）这一概念，认为社会人群一旦对某种情境作出了错误的定义

 （不论其初衷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则可能会由此引发新的行为并导致该定义的最终实现。其社会学典型例子如谣传银行破产引起的储

户挤兑，并最终导致银行“实现”破产。在古代世界传说中希腊的俄狄浦斯、罗马的罗慕卢斯与雷穆斯兄弟均典型地受到类似情境的影响

而实现了某种之前已经对其暗示的预言。有关“自我实现预言”的学术说解，参考 Robert K.Merton,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The Antioch
Review, 8(2), 1948, pp. 193-210。

⑤《晋书》卷 95《台产传》。

⑥《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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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情况。台产本人恰为此时改任大司空的刘均所举，又颇有一点意味。史谓刘曜“引见东堂，访以政

事。产流涕歔欷，具陈灾变之祸，政化之阙，辞旨谅直，曜改容礼之，即拜博士祭酒、谏议大夫，领太史

令。其后所言皆验，曜弥重之，岁中三迁，历位尚书、光禄大夫、太子少师，位特进”。①台产是否对刘

曜陈说过针对谶语的禳灾之法，我们不得而知。检看光初八年至十一年（328）七月前的汉赵史料，能够看

到刘曜在重新补充兵员和重塑统治权威方面的努力，其在实施中均受到一定的阻力。其一为：

　　曜自还长安，愤恚发病，至是疾瘳，曲赦长安殊死已下……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

铠马，动止自随，以充折冲之任。尚书郝述、都水使者支当等固谏，曜大怒，鸩而杀之。②

从地望和姓氏来看，尚书郝述可能出自卢水胡郝氏，都水使者支当可能出自月支胡支氏。③二人谏辞想来

不出反对帝王盘游的范畴，但其本心大概是为阻止匈奴吸收自身族群的兵源。亲御郎成军后不久，适逢前

凉张骏“闻曜军为石氏所败，乃去曜官号……遣金城太守张阆及枹罕护军辛晏、将军韩璞等率众数万人，

自大夏攻掠秦州诸郡。曜遣刘胤率步骑四万击之，夹洮相持七十余日。冠军呼延那鸡率亲御郎二千骑，绝

其运路。胤济师逼之，璞军大溃，奔还凉州”，④已表明其重要性。故此刘曜当日罕见地将二人秘密杀

害，实质上应有一种立威儆众的意图。除此事外，与石勒进行决战前不久，刘曜又曾感一梦而付外详议：

　　咸和三年（按：即光初十一年，328），夜梦三人金面丹唇，东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迹。旦

召公卿已下议之，朝臣咸贺，以为吉祥，惟太史令任义进曰：“三者，历运统之极也。东为震位，王者之始

次也。金为兑位，物衰落也。唇丹不言，事之毕也。逡巡揖让，退舍之道也。为之拜者，屈伏于人也。履迹

而行，慎不出疆也。东井，秦分也。五车，赵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丧师，留败赵地。远至三年，近七百

日，其应不远。愿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惧，于是躬亲二郊，饰缮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

下，复百姓租税之半。⑤

太史令任义之解的“东井”“五车”事实上在刘曜的梦境中全不出现，读者如果没有注意光初四年的刘均

解谶，势必至此一头雾水。多出的东井、五车诸句，应是联系和沿袭七年前刘均之解并作出的进一步推

断。从刘曜之后的祭神施惠诸举来看，玉石谶灾异说客观上对其统治地位的稳定已经构成了相当的威胁。

需要注意的是，玉石谶中的咢酉/酉年节点原是由刘曜先行策动、经历一系列的战役后而主动“自我实

现”的。困嚣/子年节点距此三年，石勒在击败汉赵后长期不犯其界，却正待三年后的光初十一年七月遣

 “中山公虎帅众四万自轵关西入，击赵河东。应之者五十余县，遂进攻蒲阪”，⑥当可表明后赵也意识到

并开始利用敌国谣谶的舆论威力。对此刘曜被迫反击，在战胜石虎、乘胜东向、围困洛阳后，最终引来了

石勒亲临的战略决战。史书通常指摘刘曜在洛阳决战中落败的主因是由于其人的昏聩，如称：“赵主曜专

与嬖臣饮博，不抚士卒；左右或谏，曜怒，以为妖言，斩之。”⑦又如曜败后被俘往后赵，时“北苑市三

老孙机上礼，求见曜，勒许之。机进酒于曜曰：‘仆谷王，关右称帝皇。当持重，保土疆。轻用兵，败洛

阳。’……勒闻之，凄然改容曰：‘亡国之人，足令老叟数之’”。⑧实则所谓“妖言”，自可推测其内

容与玉石谶不无关系；而“轻用兵”则由于玉石谶在三个时间节点上并未给出明确的主语，刘曜还可尝试

努力一胜以改变谶语的解释倾向、重夺话语权。只不过由于刘氏最终的丧败，其中的细节与实质便付之于

史官千篇一律的书写模式了。诚然，随着“咢酉”“困嚣”年谶语的逐次实现，名实俱损的汉赵政权至

 “赤奋若”之年再也无力承担政治和社会的恐慌，当时太子刘“熙及刘胤、刘咸等议西保秦州，尚书胡勋

曰：‘今虽丧主，国尚全完，将士情一，未有离叛，可共并力距险，走未晚也。’胤不从，怒其沮众，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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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

②《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

③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

④《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

⑤《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

⑥《资治通鉴》卷 94“晋成帝咸和三年（328）七月”条。

⑦《资治通鉴》卷 94“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十二月”条。

⑧《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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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刘厚、刘策皆捐镇奔之，关中扰乱”。①对于刘曜势力的兴灭无常，唐代史官也

曾发出过带着疑问的感怀：“曜则天资虓勇，运偶时艰……天之所厌，人事以之。骇战士而宵奔，酌戎杯

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岂石氏之兴欤？何不支之甚也！”②汉赵在最终面对后赵进攻时的土崩瓦

解，固然存在着国力差距的因素，然而玉石谶的影响当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可以说自其出现以后，刘、石

之争的历史脉络便有意无意地均围绕着它而展开，直至谶中所示旧的历史阶段的完全终结、新的历史时期

的到来。 

四、余 论

本文讨论的刘曜光初四年玉石谶事件以及此后的刘、石之争，实质上涉及汉赵的建国理念、谶语解释

权的竞争、谶语在早期中古社会的影响及其自我实现这三大因素。玉石谶的造作者和以祥瑞解谶的“群

臣”本意应当是为了迎合与宣扬刘曜灭晋建赵的政治合法性，并通过设置可同时对应时间、空间分野的后

半部分谶言，暗示汉赵将逐渐击败其主要对手后赵，乃至完成天下秩序的一统。同时又由于谶语模棱两可

的特性，致使以中书监刘均为代表、对时政有所不满的“少数派”从某些特定意涵出发，对其作出了完全

相反的灾异型释读。尽管刘均在文末总结玉石谶的出现是“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纵为嘉祥，尚愿陛下

夕惕以答之”，其初衷大概仅仅出于规谏。但此说一经流播以后，其发展已非始作俑者能够完全掌控，故

此汉赵先是在光初八年、后赵继而在光初十一年与十二年均有意识地出动军队相互攻击，以主动地使其中

的预言获得有利于己方的“自我实现”。可以设想，即便没有玉石谶事件的发生，刘、石之间也必然会最

终对决而分出胜负，但其中的发展脉络恐怕就不会如此地流于机械和近于“巧合”。从这个意义上看，汉

赵玉石谶事件本身就是谶纬因素如何影响早期中古社会的一个经典案例。同时也正是因为围绕着这一中心

展开调查，我们才得以对刘氏汉赵在政治领域上的自我言说和二赵间的战略竞争与抉择有了较之以往更为

丰富的理解。

 （责任编辑：周 奇）

Interpreting the Jade Prophecies of the Fourth Year of
Guangchu period in Han Zhao

— Also on the battles between Liu Yao and Shi Le

DONG Gang

Abstract:   A  piece  of  white  jade  inscribed  with  prophecies  was  found  at  the  collapse  of  the  Zhongnan

Mountain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Guangchu (the reign title) period by Han zhao regime of Liu Yao, and Liu

Jun,  the  top  official  of  Zhongshusheng,  interpreted  the  jade  prophecies  as  an  inauspicious  sign,  which

objectively became an important trigger for the subsequent battles between Liu Yao and Shi Le. At the same

time,  by  examining  the  knowledge  base  of  Liu  Jun’ s  prophecies  interpretation  to  restore  the  mainstream

auspicious interpretation at that time, we can reveal  the 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Han zhao in  the  pre-hi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state,  the  succession  of  destiny,  the  change  of  the

state name and the regime’s strategic direc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jade prophecies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Guangchu period and the subsequen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ypically reflect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prophetic factors on early Chinese medieval society.

Key words:  fourth year of the Guangchu, prophecy, jade prophecies, battles between Liu Yao and Shi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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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

②《晋书》卷 103《刘曜载记》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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