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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计划包括对《五经算术》的系统考察，包括它原本中知识话语的分布、唐代李淳风对《五经算术》文本的重写、清

代算学共同体对《五经算术》文本的重写三部分。本文是该项研究的第一部分。

② 戴震《四库总目提要》云: “《五经算术》二卷，北周甄鸾撰，唐李淳风为之注。鸾长于步算……不闻其有是书。《隋书·

经籍志》有《五经算术》一卷，《五经算术录遗》一卷，皆不著撰人姓名。唐书《艺文志》则有李淳风注《五经算术》二卷，亦不

言其书为谁撰。今考是书举《尚书》《孝经》《诗》《易》《论语》《三礼》《春秋》之待算乃明者列之，而推算之术，悉加‘甄鸾

按’三字于上。则是书当即鸾所撰。又考淳风当贞观初与算学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刊定算经，立于学官。《唐》 《选举志》及
《百官志》并列《五经算》为《算经十书》之一，与《周髀》共限一年习肆……此书注端悉有‘臣淳风等谨按’字。然则唐时算科

之《五经算》，即是书矣。”参见张岱年主编: 《戴震全书》6，合肥: 黄山书社，1995年，第 637－638页。

③ 刘岳云: 《五经算术疏义》，铅字排印本，1899年。

④ 张岱年主编: 《戴震全书》6，合肥: 黄山书社，1995年，第 637－638页。

⑤ 刘岳云: 《五经算术疏义》，铅字排印本，1899年。

⑥ 魏保华: 《对〈五经算术〉的初步研究》，载李迪主编: 《数学史研究文集》第 3 辑，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49－57页。

《五经算术》的知识谱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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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经算术》是唐初所编注《算经十书》之一，以往少受数学史家和经学史家关注。文章是对
《五经算术》文本制造及阐释之研究的第一部分，分析了这部书成书时期的知识谱系。探讨了经学及与之
相关的北朝大族的文化追求、政治理想等话语，以及与其共存的佛教、历算、音律等话语在《五经算术》
一书中的分布状况。认为尽管经学话语在《五经算术》场域中占据优势，由于中古时期经学尚无一种完备
的算学研究传统，它无法消除《五经算术》编纂目的上的歧异性。

关键词: 五经算术; 知识谱系; 甄鸾; 经学; 科学研究传统
中图分类号: K826. 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 2017) 10－0104－10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五经算术》一书，① 据戴震考证为北周甄鸾所作，② 唐李淳风注释，宋代之后逐渐亡佚，清戴
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2卷，清末又有刘岳云作《五经算术疏义》。③ 现在所见的戴震辑本共 2卷，
设有 38个标题。清儒对此书有比较积极的评价，如戴震认为此书 “不特为算家所不废，实足以发明
经史，覈订疑义，于考证之学尤为有功焉”④ ，刘岳云亦认为“是书演算详明，于经义甚有裨益”⑤。
但从数学史角度，现代学者对它长期不甚重视，只有较初步的研究，⑥ 对其学术价值评价也不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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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宝琮先生认为它“有些解释不免穿凿附会，对于经义是否真有裨益是可以怀疑的”①，也有学者认
为“从数学与文化交互影响的历史观点来看，《五经算术》应是一部重要的文献”②。近年来则有学
者对《五经算术》中的算法与经学家注释所涉及计算技巧进行对比，以揭示儒家与算家在算法上的
不同倾向及其文化背景，但论述或失之简单，或时有夸大两种传统间的张力。③ 以上观点都意识到经
学话语在该书场域中的重要意义，但对其他话语对文本的影响的认识则比较模糊。

根据福柯的谱系学理论，文本作为 “身体”转喻的本体，研究者通过考察其中某些要素特征的
血缘关系，来发现作为影响研究对象形成的这些要素背景的 “出身” ( Herkunft) 与繁衍; ④ 另一方
面，我们又可通过考察在所研究的场域中各种权力分庭抗礼、相互角逐的情形，来描述文本的 “出
现” ( Entstehung) 中所显示的支配关系。⑤ 中国古代算学文献，也往往经历支离破碎、纠结沓杂的知
识生产和重写 ( rewriting) 过程，而在文本传承的谱系之中，社会话语的权力可能会渗透其中，既影
响文本的取材 ( invention) ，又影响其布局 ( arrangement) 、风格 ( style) 等种种修辞方式。⑥ 研究者
如果对算学文本从谱系学角度进行考察，弄清楚各种社会话语在文本空间中所占的位置，以及它们如
何分别影响了文本的塑造，那么就有可能了解到各个时代的知识如何被制造出来，哪些知识会被选择
收集进文本，以及文本所负载的知识具有何种结构等问题。这种视角适用于各种支系繁杂、内容来源
晦暗不明的数学史研究对象。本文即希望以 《五经算术》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它在成书时期的知
识谱系，标识出各种社会话语散布在文本中的位置; 它们是如何影响此书之取材、论述风格等文本要
素的; 以及这些话语携带的权力在文本中的共存关系。⑦

在论述上，本文将首先考察在《五经算术》原书中各种社会话语的散布情形，提出经学话语及与其
密切相关的北朝郡姓士族的现实政治关切，在此书场域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全书可大致看成是“经学
中的算学”。同时书中又透露出诸如历算、音律、佛教等其他社会话语的痕迹。在论述上全书各部分内
容表现出歧异性。而为了解释原书中这种歧异性的存在，也即经学话语无法达到绝对的权力支配地位，
本文引入傅大为教授的“科学研究传统”概念，⑧ 说明中古时代的经学，在算学方面并不具有一种
“研究传统”，这导致它能压制其他话语在文本中的体现，却无法将它们的拮抗全部消除。而各种话
语之间张力的消融，是在李淳风的注释中实现的，由于此书被列入唐代 “算经十书”之中，可被视
为“算学中的经学”。到了清代，由于考据学—算学共同体⑨ 把 《五经算术》置入新的话语体系之
中，此书又向“经学中的算学”回归了。限于篇幅，本文暂不考察《五经算术》的这两次重写过程。

此项研究面临着一些困难。首先，《五经算术》宋本已佚失，我们不知道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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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宝琮: 《五经算术提要》，载郭书春、刘钝编: 《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 4 卷，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311页。

纪志刚: 《南北朝隋唐数学》，石家庄: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 134页。
朱一文: 《儒学经典中的数学知识初探———以贾公彦对〈周礼·考工记〉 “ 氏为量”的注疏为例》，《自然科学史研究》

2015第 34卷第 2期; 朱一文: 《再论中国古代数学与儒学的关系———以六至七世纪学者对礼数的不同注疏为例》，《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6年第 38卷第 5期。

福柯: 《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李猛校，载刘小枫、倪为国选编: 《尼采在西方》，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第 279－305页; 黄进兴: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 31－36、107页; 王德威: 《“考掘
学”与宗谱学———再论福柯的历史文化观》，载福柯: 《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台北: 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 39－65页。

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第 133－134 页; 张
意: 《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 71－78页。

关于这些概念在科学史中的应用，参考 A. G. Gross，The Ｒhetoric of Scienc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3－20。
本文所引《五经算术》及其他“算经十书”内容，主要根据郭书春、刘钝点校: 《算经十书》，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傅大为: 《异时空里的知识追逐: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集》，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
艾尔曼: 《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B.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1550－1900，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 255－280．



此书的戴震，其工作的精确性高到何种程度，① 有些内容难以准确判断究竟出于原作者还是李淳风
注，② 在这方面刘岳云的《五经算术疏义》给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③ 另一方面由于无法确定戴震辑
本是否遗失了原本的某些内容，我们不知道甄鸾在编写过程中是否选择了某些经学 /算学问题而舍弃
了另一些。其次，我们不仅需要考察科学场域中相互对峙的活动因子或行动者所具有的权力资源，还
需要考察它们在场域中各自占据的不同位置，④ 而这在古代史研究中是很难做到的，只能寻找依据来
表明这些因素的存在性，由此可能会被单纯寻觅社会与境的做法所庸俗化。⑤ 第三，在研究中，笔者
将面对许多不熟悉的领域，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二手文献，而据此做出的概括性结论可能会有更多错
误。总之，敬请读者进行严肃批评和指正。

二、经学中的算学: 《五经算术》原本中的社会话语

尽管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文本诞生后其意义主要取决于读者，而作者同时宣告退隐。⑥ 不过我们依
然能从被认为是《五经算术》作者的甄鸾复合性的知识结构中，一窥《五经算术》知识系谱的端倪。

甄鸾是中古数学史上非常活跃的人物，他的知识结构，现在能直接了解的大致有几部分。他曾注
释《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若干算书，尽管其算理比较粗疏，⑦ 但显然掌握了较丰富的算学知
识; 他曾任司隶大夫等官职，熟悉吏事，这有利于编撰诸如 《五曹算经》等应用型算书; 他曾校准
斛法、⑧ 造《天和历》，⑨ 显示出他熟悉律历知识; 他早年 “好道术，就观学”瑏瑠，后来皈依佛教，并
作《笑道论》3卷参与北周佛教与道教的论战。

在史籍中寻找相关文献，可发现甄鸾的更多信息。他是中山无极人，而甄氏正是无极的大族，北
魏时有甄琛“颇学经史……从许叡、李彪假书研读，闻见亦优”，所载其奏议也多征引 《诗经》《周
礼》等经典。瑏瑡 其子甄凯也“年方龆龀，业深致学……既敦坟史，兼好词翰”瑏瑢。又说甄琛的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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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宝琮先生认为戴震“于《算经十书》之校勘，用力颇勤，实有不可没之功绩。然原本显有误文而不知订正，及原本未误
而妄事改窜之处，亦复不少”。参见钱宝琮: 《戴震算学天文著作考》，载郭书春、刘钝主编: 《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 9 卷，沈
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 165页。郭书春先生认为戴震整理《九章算术》的“工作态度不严肃认真，多次给《九章算术》
造成版本混乱……他的部分臆改，钱宝琮先生已经纠正。但是，他辑录中的舛误和大量修辞性加工却未得到剔除，影响了二百余
年”。参见郭书春: 《〈九章算术〉版本卮言》，载《汇校九章算术》增补版，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 694页。从以上批评
来看，我们有理由对戴震整理的《五经算术》持谨慎态度。刘岳云在《五经算术疏义》中也对戴震提出不少质疑。

在使用所谓新角度来研究历史问题时，尤其要注意严谨性，如傅大为运用“研究传统”讨论刘徽与祖暅计算球体积之“术”
的异同及源流的论文，就因对立足点的疏忽而导致论证的失误。参见 Fu Daiwei，“Why did Liu Hui Fail to Derive the Volume of Sphere?”
Historia Mathematica，Vol. 18，No. 3，1991，pp. 212－238。在历史学领域，从所谓后现代视角进行的讨论，也受到史学家极其严格的审
视。参见黄宗智: 《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不知为何此书并未被以往数学史家注意到，尽管主要数学史研究机构都藏有此书。
布尔迪厄: 《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陈圣生、涂释文、梁亚红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 58－61页。
布尔迪厄曾指出以往一些科学史研究的肤浅之处: “要弄懂一种文化生产，仅仅参照这种文本的内容是不够的，但是，仅仅

满足于建立文本与上下文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仅仅满足于参照社会背景则更不够……这种错误就在于把音乐作品，或一首象征性
诗歌，与福尔弥地区的罢工或安赞地区的示威游行联系到一起。”参见布尔迪厄: 《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
刘成富、张艳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29－30页。

Ｒ. Barthes，The Ｒustle of Languag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 49－55．
钱宝琮先生认为: “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认为他的注解对读者实在很少帮助。”参见钱宝琮: 《中国数学史》，载郭书春、

刘钝主编: 《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 5卷，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 103页。
《夏侯阳算经》“言斛法不同”: “至梁大同元年甄鸾校之。”《隋书》卷 16《律历志》上。
魏征: 《隋书》卷 17，北京: 中华书局，1973年，第 419页。
甄鸾: 《笑道论》35《道士合气法》，参见释道宣: 《广弘明集》，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魏收: 《魏书》卷 68，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第 1509－1512页。
孟昭林: 《无极甄氏诸墓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文物》1959年第 1期; 赵超: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 天津古籍

出版社，1992年，第 322－323页。



儿子甄楷也“粗有文学，颇习吏事”①。可知尽管甄氏算不上经学世家，但家族成员大多通晓儒家典
籍应无疑问。而甄氏一族又多有佛教徒，如北周甄玄成，既“博达经史，善属文”，又 “素诵 《法华
经》”。② 我们不知道甄鸾与以上甄氏家族成员的确切关系如何，不过他很可能受到家族影响，既笃
信佛教，又谙习儒经。会通于甄鸾个人的各类知识，以及作为士族成员的政治抱负，都或多或少进入
了《五经算术》的知识场域。

经学话语在《五经算术》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首先，儒家经典及其注解成为 《五经算术》全书
取材的主要来源。③ 从戴震辑本内容来看，书中意图做出解释的经典及注解可略见下表 ( 不包括 “甄
鸾按”中所引的经文) :

《五经算术》标题 经文 出处 引用注释

《尚书》定闰法
帝曰: 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
闰月定四时成岁

《尚书·尧典》 孔安国注

《尚书》、《孝经》
“兆民”注数越次法

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 《左传·闵公元年》
《礼记·内则》
郑玄注④

《诗·伐檀》毛、郑注不同法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
尔庭有县特兮

《诗·伐檀》 毛亨注，郑玄笺

《诗·丰年》毛注数越次法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 《诗·丰年》 毛亨注，郑玄笺

《周易》策数法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
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
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周易·系辞上》

《论语》千乘之国法 子曰: 道千乘之国 《论语·学而》 马融注
《周官》车盖法 参分弓长，以其一为之尊 《考工记·轮人》 郑玄注

《仪礼》丧服绖带法

苴绖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为带。齐衰
之绖。斩衰之带也。去五分一以为带。大功之
绖。齐衰之带也。去五分一以为带。小功之绖。
大功之带也。去五分一以为带。缌麻之绖。小
功之带也。去五分一以为带

《仪礼·丧服》 郑玄注

丧服制食米溢数法 朝一溢米，夕一溢米 《仪礼·丧服》 郑玄注

《礼记·王制》国及地法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
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
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
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
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
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朌，
其余以禄士，以为间田

《礼记·王制》 郑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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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收: 《魏书》卷 68，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第 1517页。
令狐德棻等: 《周书》卷 48，北京: 中华书局，1971年，第 872页。
戴震辑本卷下有“《汉书》终于南事算之法”，实际上这一条与“《礼记·月令》黄钟律管法”等所涉及的都是音律方面的

问题。刘岳云认为此条是后人窜入的。假如《汉书》一条原本就存在，尽管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原本的编排顺序如何，但几条涉及音
律的文字在原本里应当是被放在一起的。

戴震《五经算术考证》: “甄鸾按‘《尚书》无此注，故从《孝经》注释之’。按: 今《孝经》亦无此注，考‘天子曰兆民，
诸侯曰万民’，本《左氏春秋·闵公元年》卜偃之语。郑康成注《内则》‘降德于众兆民’云: ‘万亿曰兆，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
民。’然则此所引《尚书》及《孝经》注，皆郑氏说也。”刘岳云认为: “题不知谁何所加，疑非甄氏原本也。”参见刘岳云: 《五经
算术疏义》，铅字排印本，1899年。



《礼记·月令》黄钟律管法 《礼记·月令》①

《礼记·礼运》注“始于
黄钟”、“终于南吕”法

五行之动迭相竭。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
本。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五味、六
和、十二食还相为滑。五色、六章、十二衣还
相为质

《礼记·礼运》 郑玄注

《礼记》投壶法
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容斗
五升

《礼记·投壶》 郑玄注

推《春秋》鲁僖公五年
正月辛亥朔法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
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云气。而书，礼也。凡
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

《左传·僖公五年》

推文公元年岁在乙未，
闰当在十月下而失在三月法

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
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
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
不悖

《左传·文公元年》

推文公六年岁在庚子，
是岁无闰而置闰法

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闰月不告朔，非礼也。
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
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

《春秋》
《左传·文公六年》

推襄公二十七年岁
在乙卯再失闰法

《左传·襄公
二十七年》②

推绛县老人生经四百
四十五甲子法

三月癸未……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
食。……曰: “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
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
之一也。”吏走问诸朝，师旷曰: “……七十三年
矣。”史赵曰: “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
日数也。”士文伯曰: “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
旬也。”

《左传·襄公三十年》

推哀公十二年岁在戊午应置
闰而不置故书十二月有螽法

冬十有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 “丘闻
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
过也。”

《春秋》
《左传·哀公十二年》

经学在南北朝时期被分为南北两途，二者好尚及所奉经说都不一样。“南人约简，得其英华; 北
学深芜，穷其枝叶”③，《五经算术》对数字细节的穷究与北朝经学的 “深芜”特点相同。从具体内
容来看，也容易发现其经学渊源出于北方经学。例如，刘岳云认为“《周易》策数法”中提到“天以
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等说法，与虞翻易学相合，“揲蓍得
乾”到“举全数也”，则与荀爽易学相合，④ 它们都接近于北朝通行的郑玄注，而与南朝通行的韩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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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岳云认为: “其前当有引《月令》经、注，及“甄鸾按”三字，今脱去矣。”参见刘岳云: 《五经算术疏义》，铅字排印
本，1899年。

此条述说对象出自《汉书·律历志》。刘岳云认为: “‘九月乙亥朔’至‘不考之于天也’，皆汉志文，甄盖引汉志而说之，今
脱其文矣。”参见刘岳云: 《五经算术疏义》，铅字排印本，1899年。

李延寿: 《北史》卷 81，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第 2709页。
刘岳云: 《五经算术疏义》，铅字排印本，1899年。



伯注有所差别; 在对《尚书》的解说中，甄鸾指出了孔安国模糊不清的说法; 论述 《诗·伐檀》和
《诗·丰年》中数位制时，甄鸾比较了毛诗和郑玄注; 卷下讲解历法的文字都与《左传》有关，尽管
没有提到北朝通行的服虔注，却也没有涉及南方通行的、曾考察春秋时期历法的杜预注。很显然，北
朝对经学的研究，描绘了《五经算术》一书知识结构的底色。

而北朝文化中的经学话语，其发出者并不仅仅是在西晋末年“能守先王之训典”“西依张氏于河
西”，直到北魏太武帝时期才回到东方的经师们，实际上他们即使回到东方，也只是 “依之以自修其
教，未尝有乘此以求荣于拓跋”①，依靠单纯的学术传承，显然不足以构成强大的话语权力。真正能
推动经学话语浸入各种文本的，当是与其密切相关的具有政治抱负的北方郡姓士族。他们自西晋末年
以来，长期处于胡族统治之下，面临着迫切的保全家族的现实问题。而正如陈寅恪所说: “汉人与胡
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文化上的认同感强化了汉末以来地方士族 “通经
义、励名行”的家学传统，陈氏认为直到唐代的山东士族旧家，依然保持着 “主张经学为正宗、薄
进士为浮冶者”的思想。② 对文化身份的标榜、对政治环境的理性观察以及 “以华变夷”的政治理
想，无疑推动经学话语能够进入各种文本的场域。甄鸾本人出自北方大族，《五经算术》中的一些题
目，很可能也与北朝士族以上几种理念有潜在的联系。而 《五经算术》的写作目的，恐怕也与强化
士族的经学文化话语有关。
《五经算术》连篇累牍地讲述礼学中的算学内容。而礼学正是郡姓士族用以保持门风不堕的重要

凭借，他们对礼学极为看重: “前中原士庶，虽沦慑殊俗，至于婚葬之晨，犹巾褠为礼。”③ 而对维持
家族人伦纲纪具有重要意义的《丧服》，则受到儒生们的重视。在儒家经典注疏中，我们可以看到经
师们对丧服中各类绖带的长度务求精确，而这种精确度是现实中几乎无法达到的，④ 但一般注疏中的
计算方法却非常粗糙，如唐孔颖达总纂的 《十三经注疏》中的算法，甚至不涉及分数计算，如根据
长九寸的“斩衰之绖”求长度为其五分之四的 “齐衰之绖”，是 “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 余四
寸，寸为五分，总二十分，去四分，余十六分; 取十五分，五分为寸，为三寸; 添前四寸为七寸，并
一分，总七寸五分寸之一也”⑤。在《五经算术》中，则是直截了当的通法 “以四乘之，以五除之”，
比《十三经注疏》中的算法简便得多。此外书中还明确指出服丧期间朝夕所食的 “一溢米”的容积
是“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这种对礼制细节的重视，无疑是有文化意义的。
《五经算术》中专门辟出一篇专讲数字的 “《周易》策数法”，也与北朝政治文化有关。由于北

朝统治者出身于文化水平较低的民族，多有方士托以谶纬占筮来进计献策的记载，而 《易》的操作
模式正是他们擅长利用的工具。而这种非理性行为显然不利于中原士族文化的传承，北朝统治者很快
开始严禁谶纬。⑥ 知识阶层认为，只有对卜筮结果妥善解释，它才是一种“上宁于王，下保于己”的
途径。⑦“《周易》策数法”中也隐含着对卜者的劝谕: “八卦而小成者，言虽成易，犹未备也。”而
必须“引而伸之，触类长之”。它既是对占卜的入门讲解，也是当时“以学为占，而不于得失之外言
吉凶”⑧ 的象数之学的一种折射。

901《五经算术》的知识谱系初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王夫之: 《读通鉴论》卷 15，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第 429－430页。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 200、261页。
萧子显等: 《南齐书》卷 47，北京: 中华书局，1972年，第 818页。
如计算“缌麻之绖”为“三寸六百二十五分寸之四百二十九”。
贾公彦等: 《仪礼注疏》，载孔颖达主编: 《十三经注疏》，北京: 中华书局，1980年，第 1097页。
如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 ( 485) 下诏: “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参见魏收:

《魏书》卷 7上，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第 155页。
高允《筮论》: “昔明元末起高台，其高二十余丈，乐平王尝梦登其上，四望无所见。王以问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

王默而有喜色。后事发，王遂忧死，而道秀弃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对王曰: ‘易称“亢龙有悔”，穷高曰亢，高而无民，不为善也。’
夫如是，则上宁于王，下保于己，福禄方至，岂有祸哉?”参见魏收: 《魏书》卷 17，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第 414页。

王夫之: 《读通鉴论》卷 15，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第 432页。



当然，北朝士族重视经学并不只为了保全家族，他们还有更高的 “以夏变夷”的政治抱负，其
进展与挫折已有许多学者进行论述，① 而胡汉融合在西魏和北周得到了较好的完成。西魏末年参照
《周礼》设立“六官制”，官品方面也参照周制采用 “九命”制。② 尽管对当政者参照 《周礼》改制
的动机还有不同说法，③ 但不论如何相对保守的儒家文化确实是与关陇集团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或
许《五经算术》中“《礼记·王制》国及地法”就表达了儒生在制度规划上的复古心态，该节细致
地计算了“九州”中各有 210个大小不等的国的“八州”，以及有 93个大小不同的国的“畿内”，各
自拥有多少“闲田”的问题。而这些 “国”的面积在 《礼记·王制》、郑玄注、 《周礼》中各有不
同。《周礼·地官·司徒》明确地把这些大小不一的“国”对应于公国、侯国、伯国、子国、男国五
等，其封地在“周公制礼”后分别是方五百里、方四百里、方三百里、方二百里和方百里。秦汉之
后各个朝代大多对爵位等级所享有的封地、食邑数量有所规定。如咸熙元年 ( 264) ，司马昭命裴秀
制定五等爵制，依《周礼》设公、侯、伯、子、男五等，每等又分大小二级，每级封爵的封疆里数
和食邑户数各差五里和二百户。④ 南北朝时期对五等爵制已无封疆里数上的规定，只是以郡或县立
国。北周初期租税有限，封爵 “虽锡以茅土，而未给租赋”⑤。既然北周许多制度都效仿 《周礼》，
那么在爵制方面，大概也容易给儒生们想象空间，《五经算术》对 《礼记》和 《周礼》中爵制的详
细演算，可能就反映了这种整齐制度的愿望。

尽管经学话语在决定《五经算术》的取材方面和书中一些问题的深层意图指向上占据上风，但
全书有不少地方还是透露出其他话语的踪迹。这很大程度上还应归结为儒、道、佛发生激烈冲突的南
北朝时代语境下，甄鸾本人具有复杂的知识积累。

现存戴震辑本《五经算术》中，所占篇幅最大的当属历算类内容，包括卷上有关 《尚书》的前
四题，和卷下有关《春秋》的十四题。《五经算术》中涉及的历法，都是四分历。甄鸾指出了 《尚
书》孔安国注所说的一岁“有余十二日”的错误，但由于 《尚书·尧典》只是提到 “期三百有六旬
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而经学家们对此句的注释也很含糊。⑥ 从现存甄鸾按语来看，他并没
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尧典》里的经文和他 “十九年七闰”相符合，只是认为四分历的闰法是 “今古
之通轨”。然而，甄鸾对《春秋》里有关历法的内容却解释得非常恰当。“推 《春秋》鲁僖公五年正
月辛亥朔法”等几条，都与“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的经文有关，所谓“日南至”，就是通
过“以土圭度日景”的方法测定的冬至日。甄鸾对这种测量方法应该很熟悉，谙于历算的他处理这
些题目应该是得心应手的。也就是说，甄鸾在面对与历算有关的题目时，首先考虑的是以历算为出发
点，去解释经典，而不是根据经典设问作答，这与前面提到的几段内容是有区别的。

与历法有关的还有甄鸾对音律的疏解。他不仅详细计算了郑玄对 《礼记·月令》的注释，还针
对汉代京房“六十律”进行了计算。京房之说本意在于 “黄钟自冬而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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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 《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 821－829页; 陈寅恪: 《崔浩与寇谦之》，载《金明馆丛
稿初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 120－158页; 逯耀东: 《崔浩政治世族的理想》，载《从平城到洛阳: 拓跋
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北京: 中华书局，2006年，第 71－95页; 陈明: 《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 以中古士族现象为个案》，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 243－319页。

令狐德棻等: 《周书》卷 24，北京: 中华书局，1971年，第 404－405 页; 关于北周官制改革的论述很多，较经典者，参见
王仲荦: 《北周六典》，北京: 中华书局，1979年; 阎步克: 《品位与职位: 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

如陈寅恪认为宇文泰的改制“并非徒泥周官之旧文，实仅利用其名号，以暗合其当日现状，故能收摹仿之功用，而少滞格
不通之弊害”。参见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 102页。

房玄龄等: 《晋书》卷 14，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第 414页; 杨光辉: 《汉唐封爵制度》，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2年，
第 28－37页。

令狐德棻等: 《周书》卷 5，北京: 中华书局，1971年，第 66页。
如《白虎通义》中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岁十二月，日过十二度，故三年一闰，五年再闰，明阴不足，阳有

余也。”参见陈立: 《白虎通疏证》，北京: 中华书局，1994年。



雨之占生焉”①。甄鸾认为京房之说对于经典而言并无必要，传统的三分损益法就已经 “理无相夺”
“有如合契”了，不过他并没有征引年代稍早的何承天音律的 “新率”，在书中只是支持经典的说法
而已。音律之学不但是典章制度的一部分，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王者制事
立物，法度轨则，一禀于六律，为万事之本。”② 而西晋灭亡之后，“礼容乐器，扫地皆尽，虽稍加采
掇，而多所沦胥”③，甄鸾等人在北朝对音律的解释，呼应了南朝何承天、钱乐之、沈重等人对律学
的整理，同时也是经师们重构其政治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尚书》《孝经》‘兆民’注数越次法”“《诗·伐檀》毛、郑注不同法”“《诗·丰年》毛注数

越次法”三条内容，涉及进位法。甄鸾认为，郑玄所注 “亿万曰兆”是 “理或未尽”，于是 “按黄
帝之法”，列出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 “十等数”，又说 “及其用者，乃有三
焉”，但经文中实际上根本没出现甄鸾所提的那些大数，也看不出对这些大数的三等进法。钱宝琮先
生认为“注经的人用十进位制或万进位制来解释已属多事”，甄鸾的解释 “事实上和 《尚书》 《诗
经》的原意相去更远了”。不过甄鸾本人似乎相当热衷于大数的用法，与他有密切关系的另一部算书
《数术记遗》④ 中也记载了这些大数和三种进位法，其中还引用《楞伽经》中的诸多佛教术语来指代
大数和小数，进位制也不是十位制。⑤ 甄鸾在其 《笑道论》中也提到过 “又万万止是一亿，亿亿止
是一兆”⑥。甄鸾对大数和进位制的兴趣很可能来源于他的佛教信仰，而在注释儒经时有意无意地表
现出来。

除取材之外，佛教也影响到了《五经算术》的布局。这实际上是佛教对经学注疏的影响的延伸。
柯绍忞云“群经义疏仿自释氏者也”，梁启超也曾表达过类似看法，而牟润孙先生则详细论述了从注
经到为经注作疏义的转变: “厥为儒家讲经之采用释氏仪式之一端，僧徒之义疏或为讲经之记录，或
为预撰之讲义，儒生既采彼教之仪式，因亦仿之有纪录有讲义，乃制而为疏。”⑦ 在 《五经算术》之
前，似乎确无对算书的注解再进行注解的，无论是刘徽注 《九章》，还是赵爽注 《周髀》，都是直接
注解原文，对之前注解则可进行褒贬。而甄鸾《五经算术》的体例，一般是先引儒家经典中的语句，
再引通行的注解，再以 “甄鸾按”的形式对经文或注解中的算学问题进行解答，对于通行的注解，
甄鸾除反驳了南朝通行的《尚书》孔安国注外，只是在对 《诗经》毛注和郑注进行比较时对毛注略
有评论而已。这是算学著作受到经学和佛教因素双重影响的表现，而 《五经算术》是现存最早采用
这种体例的算书。
“《论语》千乘之国法”“《礼记》投壶法”分别涉及开方术和开圆术。《五经算术》所用方法与

《九章算术》《孙子算经》等算书中的开方法步骤基本一样，只是因为在算筹演算便于记录，在过程
所列出的行数不同而已。⑧ 由于开方法在算学中很早就出现了，而甄鸾本人对此又很熟悉，故开方术
和开圆术应是算学方法在《五经算术》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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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 3000页。
泷川资言: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 710－711页。
魏征: 《隋书》卷 16，北京: 中华书局，1973年，第 386页。
关于甄鸾与《数术记遗》的关系，目前还存在争论。参见冯立昇: 《〈数术记遗〉与甄鸾注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 科学史增刊) 1989年第 1期; 李培业: 《〈数术记遗〉释译与研究》，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
如“积微为一阿耨，七阿耨为一铜上尘，七铜上尘为一水上尘，七水上尘为一兔毫上尘，七兔毫上尘为一羊毛上尘，七羊

毛上尘为一牛毛上尘，七牛毛上尘为一向中由尘……”等。
甄鸾《笑道论》二十五《延生符者》。不过在《笑道论》十五《日月普集者》中，甄鸾在引用《华严经》时却犯了个小错

误: “如是次第有千昆山，名小千界; 复有千小千，名中千界; 复有千中千，名一大千世界，计大千世界中有百亿日月”，把“十亿”
误作“百亿”，不知是甄鸾计算错误，还是刊刻时的失误。

牟润孙: 《论儒释两家讲经与义疏》，载《注史斋丛稿》，北京: 中华书局，1987年，第 240页。
《九章算术》有“议得”“实”“法”“借算”四行，《孙子算经》有“上商” ( 同“议得” ) “实”“方法”“廉法”“隅

法”“下法” ( 同“借算” ) 六行，《五经算术》比《孙子算经》少“廉法”一行。纪志刚称《五经算术》“开方步骤与《孙子算
经》相合”。参见纪志刚: 《南北朝隋唐数学》，石家庄: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 134页。



三、为什么经学话语无法消除 《五经算术》的歧义性

可以说《五经算术》一书在取材和布局上，都与经学有密切关系，甚至关切了北朝知识阶层在
政治文化层面上的诉求。然而从戴震辑本的内容和形式来看，此书并不能说具有一种统一的风格，因
为在对经学中的算学问题的解说中，时常透露出其他话语的痕迹。而且，如果经学话语在全书中占据
支配地位，那么所有内容应当毫无疑问，其论述目标指向经文或经注本身，或褒或贬。但事实上
《五经算术》却时常从儒经出发，在算学的有关方面进行对于经典并无必要的引申。① 也就是说，该
书的写作目标并不能仅仅用“协助塑造北朝士族的文化传统”来概括。这当然可以解释成甄鸾本人
兼通百家技能，他只是在炫耀其佛学、律历、算学方面的知识而已。但经学话语无法有力统辖全书，
致使《五经算术》的论述目标时而用算学为经典辩护，时而又从经典向算学引申，显得 “神散而形
不散”。或许我们可以对《五经算术》内涵的芜杂做出如下解释: 即在中古时期，并不存在一种形制
完备的算学的儒家研究传统。

关于儒学和数学之间的关系，已经有许多论述面世。② 本文并不反对儒家理念和某些算学知识有
重合之处，但如果我们用傅大为教授判定 “科学研究传统”的两条标准，即科学研究传统大致可以
解析成两部分: 一部分代表那个传统对其研究对象的基本看法、信念，另一部分则是那个传统所拥有
的一组技术，③ 来考察中古时期的经学与算学的关系，那么它们之间就有明显的疏离之处了。

首先，是经学家们对算学持有何种态度。固然，《周髀》中有周公与商高答问的记述，《周礼·
地官·司徒》中对贵族所学习掌握的 “六艺”的记述也包括 “九数”，④ 但总体而言， “九数”和
“六书”在“六艺”中的地位是较低的。《礼记·内则》记载周朝贵族教育 “六年，教之数与方名;
九年，教之数日; 十年……学书计”，而 13岁之后主要学习乐、射、御三门，直到 20 岁后方才开始
学礼，可见书、数是贵族教育中的初等部分。颜之推认为“算术亦是六艺要事”，但同时认为 “然可
以兼明，不可以专业”，属于“杂艺”中的一门。⑤ 隋唐科举中也设有明算科，但地位低下且时断时
续。可见在教育及人才选拔体系中，算学始终处于接近边缘的地位。汉代以后的经学分为今文和古文
两派。今文经学除比附数字外，很少谈及实质的算学问题，而且其论辩方式以诉诸权威 ( ethos) 为
主 ( 甚至以纬书僭用权威) ，与注重诉诸理性 ( logos) 的数学相差甚远。⑥ 而倡言古文经学的刘歆，
尽管编成三统历，使中国历法达到天体历 ( almanac) 的新阶段，但他“用经学的思想来润色太初历，
编成三统历，进而作为三统历的另一方面，进行音律、度量衡等的改变统一，由此表明了不问时间、
空间、贵贱、贫富，一律遵循经的思想是十分有益的……经学统括了所有的学术”⑦，算学只不过是
经学借以扩张领地的一种工具而已。不过汉代末年之后，随着郑玄对经典的解释被广泛接受，清醒的
理性开始逐渐压倒汉代烦琐神秘的经验主义思想方法。⑧ 到了北朝，士族们为标榜自己的地位，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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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钱宝琮先生对此书的评价就涉及了这一方面。钱先生的举例有对大数的记载等。
乐爱国: 《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第 114－122页; 代钦: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数学》，北

京: 商务印书馆，2003年。
傅大为: 《异时空里的知识追逐: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集》，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
孙诒让: 《周礼正义》，北京: 中华书局，1987年，第 756页; 邹大海认为“九数”名目应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数学科目。参

见邹大海: 《中国数学的兴起与先秦数学》，石家庄: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 127页。
代钦: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数学》，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年。
如《白虎通义》以历法附会阴阳。参见陈立: 《白虎通疏证》，北京: 中华书局，1994 年; 金春峰: 《汉代思想史》，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 119－145页。
川原秀城: 《三统历与刘歆的世界观》，载山田庆儿主编: 《中国古代科学史论》，京都: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9年，

第 121－138页; 薮内清: 《汉代改历及其思想背景》，杜石然译，载刘俊文主编: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10卷，北京:
中华书局，1992年，第 37－61页。

金春峰: 《汉代思想史》，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 603－609页。



学、家风甚至代表农业文化特质的中原饮食传统的细节，都加以留意，这也应是 《五经算术》成书
的时代背景之一。不过这些都只是说明出于种种原因，经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有所加强，并不表明他们
对待数学的态度有根本性转变，算学在经学体系内的地位也没有显著提升。

另一方面，经学家们并不拥有一组解决算学问题的独特方法。陈寅恪认为，“夫政治社会一切公
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
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
者”①。中古儒学也与源流各异的各类算学在论域上有重合之处。例如音律之学，据考古材料可推测
在公元前 2000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人们就把乐律同阴阳数、节气、空间方位等元素相联系。② 在春
秋战国时期乐律得到更为复杂的发展，而儒家创生时期既与礼乐等 “六艺”有密切关系，又同祈雨
等祭祀活动有所渊源，③ 这二者很可能是汉儒对音律候气之术产生浓厚兴趣的先声。但一般经师无意深
入研究音律之学，而满足于恪守“三分损益”的教条，这从京房、何承天等人所创之率难以流传就可窥
见一二。经学家对历法的态度也与此类似，他们在中古时期的经典注疏中一般都是对颛顼四分历进行解
说，甚至满足于一年“三百六十有六日”的说法，毕竟这与经典更为吻合，对历法有深刻研究的，通常
是另一些有专门技能的学者。《九章算术》固然可能与“九数”有关联，但其中许多数学技能，也能在
适用于实际应用的《算数书》中找到。④ 至于道、佛等宗教中包含的算学，只有在它们同儒学进行充
分互动会通之后，才可能被儒家学者掌握，否则其流传还是要借助于历算等其他途径。

既然算学并不在南北朝经学的主流视域之中，经学也不掌握某些解决算学问题的独特方法，那么
数学在经学中的研究传统，实际并不存在。因此单纯以经学来消除一部算书中各类话语的歧异性，无
疑是比较困难的。《五经算术》之所以能够衍生成书，一方面应归结于当时各种知识话语透过甄鸾个
人而进入文本当中，另一方面也肇因于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北方经学士族在文化上的需要。但这
两个条件很快就失去了效力。《五经算术》成书之后不久，关陇集团迅速在政治上占据绝对优势，国
家很快又推行了新的科举取士制度，《五经算术》所强调的细节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几乎被完全忽视。
无怪乎刘岳云在《五经算术疏义》中认为郑玄当然是通晓算法的，⑤ 但又疑问道: “唐时既立学官，
而孔颖达作《正义》不采甄说，殊不可解”，通过前面所述的《丧服礼》中的计算问题，也可以看到
孔颖达《正义》的计算水平还不如《五经算术》。

不入经典的官方注释者的法眼，无疑对选材等方面依托于经学的 《五经算术》一书的流传是极
为不利的。幸运的是，几乎在孔颖达注释儒经的同时，透过李淳风等人，权力较弱但在科学研究传统
方面更加完备的历算话语重写了《五经算术》文本，《五经算术》因此能够作为一部算学书或历算书
而得到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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