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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作者的托名传播
陈桐生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所谓托名，是指作者假托古今名流传播自己的作品。托名现象的产生以作品署名为前提。从商周
到春秋时期，由于作者的署名意识没有觉醒，因此不存在署名问题。作者署名意识的觉醒始于战国，由于作品
可以给作者带来巨大的精神荣誉和物质奖赏，同时也是出于区分学派的需要，战国作者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上
署名。有些作者考虑到自己声名不够，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快更好地流传于世，便假托古今名人进行传播。
战国作者托名情形大致可分四类： 一是托现实人物之名； 二是托历史人物之名； 三是托传说人物之名； 四是弟
子后学的作品被人托名。战国作者托名传播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许多作品都是借助于古今名人效应而得
以传世，有些传世作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战国托名传播在后世流弊甚远，它使人看不清中国文学史的某
些环节，给后人考证文献真伪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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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uthor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o Disseminate Their Own
Works on the Pretext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Celebrities
CHEN Tongsheng
（ Chinese Institute，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Guangdong 510420，China）

Abstract： The so － called “on the pretext of the name of others”means that authors disseminated
their own works on the pretext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celebrities． The practice was based on the
authors’signatures． From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o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because the authors had no consciousness of signing their names on their works there were no problems in signature． The awakening of authors’signature began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because works could
bring tremendous spirit honors and material rewards to authors，and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school，those who wants to make themselves more famous also disseminated their own works on
the pretext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celebrities． The practice of the so － called “on the pretext of
the name of others”could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first，on the pretext of the name of
the real people； second，on the pretext of the name of historical figures； third，on the pretext of the
name of the legendary figures； fourth，the works of the disciples and followers were signed by others．
Authors’disseminating their works on the pretext of the name of other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and many works were handed down with the help of ancient and modern
①

中国上古时期有一些传说，如仓颉造字、神农尝百草、后稷作稼、伏羲画八卦、垂作耒耜、包牺结绳为网、伯益作井、杜康造酒、奚

仲造车、昆吾作陶、巫咸作巫、巫彭作医、祝融作市等等，这些传说应该来自中国早期发明的记忆，不应视为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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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ity effect． Some of them have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This practice affects the later ages，
and obscures certain links of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causing a lot of problems in distinguishing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works．
Key words：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n the pretext of the name of others； disseminating
所谓“托名”，是指作者写了作品，不署自己的名字，而是署上他人的名字。 当然，这个“他人 ”绝不
是一般的人，而是上古传说、历史、现实中的圣贤名流。 本来是自己的作品，却要署上他人的名字，“托
名”似乎是犯傻的事，其实它是作者传播作品的一种重要手段或技巧，它的目的是借助古今名人效应，
来传播自己的作品。被托名者得到的是名，而作品真正作者得到的是作品传播之实。 春秋以前尚未发
现托名现象 ① ，托名传播应该是战国作者在传播技巧上的创新 。

一、托名现象起于战国
托名有一个前提，就是作者在作品上署名。在中国早期社会，作者的署名意识尚未觉醒，因此也就
不存在作品署名问题。署名权是人类文明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个体价值从社会整体价值之中独立分离
出来的产物。当个体价值还依赖于社会整体而存在的时候 ，当著述事业尚不能给个人带来精神上的荣
誉和物质上的奖赏的时候，它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一件多余的没有意义的事情 。 只有当著述事业能给个
人带来声誉和奖赏时，人们才会考虑作品的署名权问题。我国著述事业出现甚早，商代就有甲骨卜辞、
青铜器铭文、《诗经·商颂》、《尚书·商书》等作品传世。但从商周到春秋时期，虽有著述却不存在署名
权问题。因为当时人们处于一个政治宗法等级制的整体坐标系之中 ，个人价值取决于他在政治宗法等
级制这一特定坐标系中的位置，而不是视其有无著述才能。著述在当时是个人对王室或诸侯国所履行
的一种“王事”职责。当时有著述责任的人主要是王侯卿士大夫和史官，他们的著述模式是，王侯卿士
大夫就某一政治问题发表谈话，史官将他们的言论载之简帛，至于著作权的归属，则不在当时人们考虑
之列。以《尚书》为例，传世的二十八篇《尚书 》文章，没有一篇有作者署名，因为王侯卿士大夫发表谈
话，史官执简记载，这些都是他们的职责，根本不存在由谁署名的问题。《诗经 》有三百零五篇作品，除
了有五首作品透露作者信息之外 ，①其余三百首诗都没有署上诗人的姓名 。有人说，《诗经 》作者都是无
名氏，这是因为《诗经》时代是一个集体歌唱的时代。 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因为每一首诗都会有它的第
一位真正作者，只是因为署名权问题在当时还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所以诗人们才没有署名。商周甲骨卜
辞虽然刻有贞问者特别是占卜者的名字 ，但这样做主要是考察占卜者从业的灵验水平 ，而不是表明著作
权的归属。由于作品不需要作者署名，因此在春秋以前也就不存在托名现象 。②
中国文人的署名意识是从战国开始觉醒的 。这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其一，战国时期，商周以来形
成的政治宗法体制趋于崩溃，士的人格得到一定程度的独立，个人价值不再需要通过政治宗法等级体制
来体现，士人可以通过著述来标举自己的价值 ，由此唤醒作者的署名意识。其二，进入战国以后，作品已
经能够给作者带来巨大的精神荣誉和物质奖赏 。兵家孙武写成了十三篇兵法，他将兵法献给吴王阖庐，
“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 法家韩非
子的文章传到秦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 ‘嗟乎！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 其
他诸子也都纷纷著书立说，“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
\［1 \ ］（ p2162、
2155、
2346）

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
①

既然著述能够给作者带来名利，作者署名就是

这五首诗或者是在作品中点明作者，如《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 《大雅·崧高》“吉甫作颂，穆如清风”，或者是历

史文献点明作者，如《左传·闵公二年》载“许穆夫人赋《载驰》”。即使这五首诗透露了作者信息，它也不能算是作者署名。
战国之前无私家著作，他的理由有四： 一是战国著录书无战国前私家著作，二是《汉书·艺文志》所载战国前
② 罗根泽先生认为，
私家著作皆属伪托，三是《左传》、《国语》、《公羊传》、《谷梁传》及其他战国初年书不引战国前私家著作，四是春秋时期所用教学者无私
家著作。参见罗根泽《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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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当然的事情。其三，在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下，出于区分学派的需要，作者有必要在作品上署名。
《汉书·艺文志》将战国诸子百家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这些学派对外互
相攻讦驳难，对内又派中有派，如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 作者在作品上署名，可以有效地区分
不同学派。
能够在作品上署名的作者一般都是学派宗师或著名学者 ，还有更多的不知名作者，他们有著书立说
的愿望和能力，如何使自己的作品为世人所重并永久流传呢 ？ 这些无名作者想到了托名。 托名当然要
牺牲作者的切身利益，因为它埋没了作者艰辛的精神劳动 ，也不能给作者带来精神奖赏和物质酬劳 。但
是，作品写出来是要给人看的，如果不托名，这些无名作者的作品只能用来覆酱瓿 、贮敝筐。要么是让作
品自生自灭，要么是托名传播，权衡利弊，这些作者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忍痛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将
作品署名权让给古今名人。战国时期书籍出版方式是手工在简帛上抄写 ，当时还不存在书商刻写书籍
牟利的情形。无名作者托名传播，既不能给自己带来精神荣誉，又不能给自己带来物质奖赏，那么，是什
么力量支持他们做这些无名无利 、吃力不讨好的托名事情呢？ 这是因为，战国是一个文化科技大发展大
繁荣的时期，文化的下移使许多平民拥有了知识 ，自由的学术空气、创新的社会氛围激励着各个层次的
人士去思考，去研究，去创新，去从事著述。埋没创造力，对才志之士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众多作者有了
自己的创见，有了著述的冲动，他们的愿望就是将自己的独特发现写出来 ，并与他人共同分享。 即使是
无名无利，但是看到自己的作品能够借名人效应而在社会上传播 ，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人生如此，夫复
何求？ 这是一种与他人分享自己精神劳动成果的心理满足 。尽管托名传播有作伪的嫌疑，但就作者主
观动机来说，他们的最初愿望是积极的。
战国时期的署名往往就是作品的名称 ，即作者的名字与书名合二为一，这与后世书名之下为作者署
名的情形有所不同。如《墨子》既是书名，同时又表明《墨子 》这本书为墨子及其后学所著，其他如《孟
子》、《荀子》、《韩非子》等也是如此。在前几年面世的上博简中，有些竹书就是以七十子名字作为书名 ，
如《子羔》、《中弓》。因此，战国作者的托名往往直接体现在书名之上 ———被托名者的名字就是书名。

二、战国四类托名现象分析
战国诸子百家托名现象，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托现实人物之名； 二是托历史人物之名； 三是托传
说人物之名； 四是被托现实人物之名。
先谈托现实人物之名。有些战国作者在写出作品之后，考虑到自己声名不够，于是便将作品献给当
代名人，以名人名义进行传播。《史记·魏公子列传 》载： “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
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司马贞《史记索隐 》解释说： “言公子所得进兵法而必称其名，以言
\［1 \ ］（ p2384）
其恕也。”
司马贞说，诸侯宾客把自己写的兵法进献给魏公子无忌 ，魏公子一定要对这位宾客称
道一番，说明魏公子具有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司马贞将“名 ”解释为“必称其名 ”，这与司马迁本意不
尽相符，也与下文“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不相承接，更不符合战国时代署名习俗。 实际情形是，魏公
子率领山东五诸侯之兵打败秦军 ，将横行天下的秦军抑制在函谷关以内 ，魏公子因此成为威振天下的军
事家。诸侯宾客中有人写了兵法，由于考虑到自己的声名不够，因此自己不署名，而把兵书进献给魏公
子，让魏公子在兵法上署名，所以世俗称这部书为《魏公子兵法》，它被刘歆收进《七略 》里。 这种典型的
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在战国时代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兵书的真正作者心悦诚服，而魏公子也当仁不
让。这一事例表明，战国社会完全认可托名传播现象。《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有《魏文侯 》
六篇，春秋战国从未有君主从事著述的情形 ，根据战国托名传播习俗，这六篇《魏文侯 》或许也像《魏公
子兵法》一样，它的真实作者是魏文侯门下宾客 ，因为考虑到自己人微言轻而献给魏文侯署名 。 战国还
有将古书托今人之名的情形，《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载： “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
\［1 \ ］（ p2160）
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
这本《司马穰苴兵法 》的底本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司马兵
法》，齐国大夫秉承齐威王旨意，将司马穰苴的兵法言论附在《司马兵法 》之后，书名却是取自当代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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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司马穰苴。这可以视为战国作者托名现实人物的变例 。
战国作者托名历史人物的现象要更多 。 这里所说的历史人物，主要是指商周春秋时期的一些“有
故事”的名人，诸如商汤、伊尹、周文王、周武王、姜太公、尹佚、鬻子、辛甲、周平王、管仲等等。 究竟选择
哪一个历史人物作为托名对象，这要视学派的思想倾向和情趣而定 。例如战国道家欣赏权术阴谋，于是
辅佐商汤灭夏的伊尹，协助周文王、周武王灭商的姜太公、鬻熊、辛甲等有阴谋背景的历史名人就成为道
家著述托名的对象。《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著录《伊尹》五十一篇、《太公 》二百三十七篇、《谋 》
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鬻子》二十二篇、《辛甲》二十九篇、《文子》九篇，大体上都是
战国道家托名历史名人的作品。《汉书 · 艺文志 》儒家类著录有《周史六弢 》六篇，或以为《周史六弢 》
就是《六韬》，该书托名姜太公应对周文王和周武王 ，是典型的讲文韬武略的权谋文献，这本书本来应该
列入道家类，只是因为书中有了儒家偶像周文王、周武王，与儒家“宪章文武 ”的价值取向相近，因此才
被列入儒家。小说家热衷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 ”，由此那些有传奇色彩的商周春秋人物自然就成为
他们托名传播的对象。《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 》十九篇、《师旷 》六
篇、《天乙》（ 指商汤） 三篇，都是战国小说家托名历史人物之作 。墨家倡导节用节葬，这与商周之际提倡
“居莫若俭”的著名史官尹佚有契合之处，于是尹佚成为战国墨家的托名人物，《汉书 · 艺文志 》诸子略
墨家类著录《尹佚》二篇，就是战国墨家托名尹佚的作品。 有些子书之中虽然有历史人物的影子，而主
体却是战国诸子之作，但战国诸子仍然要托历史人物之名，《汉书 · 艺文志 》诸子略道家类著录《管子 》
八十六篇（ 今存七十六篇） 即为此类作品。管仲死于齐桓公之前，他何曾知道齐君小白的谥号是“桓 ”？
而《管子》一书却处处称桓公； 管仲是春秋中期稍前的人，而《管子 》一书中甚至写到春秋末年西施及吴
王好剑之事，这些都昭示《管子》并非出于管仲本人之手。从今天来看，《管子》一书非一人一时之作，其
中既有管仲本人的遗说，也有关于管仲行事的记载，《心术》上下、《白心》、《内业》诸篇或为战国中后期
黄老道家学者之作。这样一部成于众手的书，作者们却要借助春秋前中期杰出政治家管仲之名传播 。
战国作者还刻意托名远古传说人物 。诸子百家在传播思想学说时，往往选择远古传说人物作为学
派的“形象代言人”，这些“形象代言人”自然成为他们的托名对象。 道家看中的是黄帝、力牧等人，《汉
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著录《黄帝四经 》四篇、《黄帝铭 》六篇、《黄帝君臣 》十篇、《杂黄帝 》五十八
篇、《力牧》二十二篇，都是托名黄帝、力牧之作。阴阳家乐意托名于黄帝和务成子，《汉书 · 艺文志 》阴
阳家类即收录有《黄帝泰素》二十篇、《容成子》十四篇。杂家选择孔甲和大禹作为托名对象，《汉书 · 艺
文志》杂家类著录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农家的远古偶像是神农和野老，《汉书 ·
艺文志》农家类录有《神农》二十篇，班固自注： “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又录
《野老》十七篇，班固自注： “六国时，在齐楚间。”\［2 \ ］（ p1742） 《汉书 · 艺文志 》小说家类收录《黄帝说 》四十
篇，当为六国小说家托名黄帝之作。 在《汉书 · 艺文志 》之中，当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收录托名远
古人物的战国文献最多。兵法权谋、方技术数本身就具有诡谲机诈、深不可测的特点，为了神化自己的
作品，吸引读者的眼球，作者们大量地选择远古传说人物作为托名对象 。 请看《汉书 · 艺文志 》的著录：
兵书略兵形势类《蚩尤》二篇，兵阴阳类著录《太壹兵法》一篇、《天一兵法 》三十五篇、《神农兵法 》一篇、
《黄帝兵法》十六篇、《封胡》五篇、《风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鬼谷区》三篇； 术数略天文类《泰壹杂
子类》二十八卷、《黄帝杂子气》三十三篇，历谱类《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颛顼历 》二十一卷、《夏殷周
鲁历》十四卷，五行类《泰一阴阳》二十三卷、《黄帝阴阳》二十五卷、《黄帝诸子论阴阳 》二十五卷、《神农
大幽五行》二十七卷、《务成子灾异应》十四卷、《天一》六卷、《泰一》二十九卷、《风后孤虚 》二十卷，蓍龟
类《夏龟》二十六卷，杂占类《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泰壹杂子候岁 》二十二卷； 方技略经方类《泰始黄
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汤液经法 》三十二卷、《神农黄帝食禁 》七卷，房中类《容成阴道 》二十六卷、
《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尧舜阴道》二十三卷、《汤盘庚阴道 》二十卷、《天老杂子阴道 》二十五卷、《天
一阴道》二十四卷、《黄帝三王养阳方 》二十卷，神仙类《宓戏杂子道 》二十篇、《黄帝杂子步引 》十二卷、
《黄帝歧伯按摩》十卷、《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 》二十一卷、《泰壹杂子十五家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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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卷、《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泰壹杂子黄冶 》三十一卷。 正如罗根泽先生所言： “盖托古之风
既开，甲托之文武周公，乙思驾而上之，则必托之尧舜禹汤，丙又思驾而上之，则必托之神农黄帝。 如积
薪耳，后来居上，势必伪造古帝，虚构三皇； 犹以为未足，不得不离尘寰而上天入地，于是太一 （ 泰壹 ） 天
一（ 天乙） ，皆有著作矣。至数术、方技两略，更乌烟瘴气，不可究诘（ 神书更多） ，堪注意者，班氏于《诸子
略》伪托之书，概标明于注，而《兵书略》、《太壹》、《天一》诸书之显为依托者反阙焉，《数术》、《方技 》尤
\［3 \ ］（ p32）
不著一字。盖注以辨疑，不疑何注？ 此等书赝伪荒谬，已为人所共知，无庸再辩。”
以上三类托名传播都是作者自愿将署名权让给古今名人 ，战国时期还有一种被托名现象，即作者并
非有意识地托名传播，而是由于作品附于名人作品之后 ，署名权和著作权被动地归于名人 。这一类被动
托名的作者多为各学派的后学弟子 。 如《论语 》在记载孔子语录的同时也收录曾参、有若、子夏、子游、
子贡、颜回、子张等弟子的语录，而后人一般认为《论语》是孔子的作品。《墨子》是整个战国墨家学派的
总集，特别是其中的《墨经》，著述年代已是战国后期，可是这些作品的署名权属于墨子一人。《庄子 》中
的外篇和杂篇被公认为是庄子后学之作 ，但这些文章的真正作者连名字都没有流传下来。《荀子 》中也
收录了弟子后学的若干作品。楚辞也存在被托名的现象。战国楚辞版本已无法见到，《汉书 · 艺文志 》
诗赋略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没有指定具体篇名。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 》，他确认的屈原作品有《离
骚》、《九歌》（ 十一篇）、《天问》、《九章 》（ 九篇） 、《远游》、《卜居》、《渔父 》共二十五篇。 其实这个认定
是大有问题的。《卜居》、《渔父》分明是屈原弟子后学或熟悉屈原行事的人写的。《天问 》历来被人们
2008 年底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 七 ） 中，收有一篇《凡物流
视为屈原舒愤或讽谏的作品，
形》，作品前半部分就物体形成、生死由来、天地鬼神等问题发出一系列的疑问。《凡物流形 》对《天问 》
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作为一个参照系，可以证明在战国南楚存在着询问宇宙 、历史、自然现象的“问
题集”这一类的楚辞作品，而这些天问体作品无非是表明楚人对宇宙 、历史、自然、人事诸多奥秘的浓厚
兴趣、巨大困惑和探寻欲望，其中并无作者的主观情感寄托。《天问》既无寄托，那么它与《凡物流形 》一
样，可能是出于某一位不知名的楚人之手 。关于《招魂》作者，旧有屈原或宋玉两说，其实它的作者可能
是楚国宫廷巫师。它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从雏形到定稿，应该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至于所招对象，则
不一定要局限于楚怀王、顷襄王或屈原，而应该视作楚国宫廷通行的招魂词，即它对任何一个楚王都适
用。从《招魂》开头“魂魄离散”“恐后之谢，不能复用 ”之语来看，所招的应该是死魂。《九歌 》的作者，
王逸说是屈原被放逐到沅湘时为当地土人所作 ，朱熹说是屈原在沅湘民间巫歌的基础之上加工改写 ，这
些说法都不一定可靠。《九歌》最初可能是民间祭神巫歌，它的作者应该是那些从事祭神活动的巫觋，
它同样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经过历代许多无名艺术家的加工传唱 ，最后从民间传入宫廷，经过宫廷
巫师的艺术整理之后，作为宫廷祭神乐歌。《九歌》本是无名氏之作，因其形式与《离骚 》相近而被放在
屈原作品一起，最终托名于屈原。《九章》中可能有屈原的作品，如《涉江》、《哀郢》，但绝大部分作品应
该出于熟悉屈原生平行事的后学之手 ，它们是屈原《离骚 》的卫星作品。《远游 》创作的时代较晚，它的
作者一方面谙熟屈原及其后学的作品 ，另一方面又对道家、神仙家学说造诣极深，他借用了《离骚 》神游
天国的形式来表现游仙思想，将屈原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的精神偷换为游仙的欢悦。《远游 》虽然偶尔点
化《离骚》的诗句但却背离了屈原的思想感情，因而它的作者不一定是屈原弟子后学，至多是一个楚骚
爱好者。需要指出的是，战国后学弟子作品被动托名，完全出于当时的著述习俗，与那些主动托名以求
作品传播的行为有明显的区别。
将四类托名传播现象与署名传播相比 ，战国托名传播的作品要远远多于署名传播的作品。 各类作
者都可以找到托名对象： 门客假托恩主之名，弟子后学假托宗师之名，诸子百家是按照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的原则到古代寻找适宜的托名对象 ，一心想神化其事的兵书、术数、方技学者则托名于虚无飘渺的远
古传说人物。对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还原，可以从中见出托名传播在战国的流行程度 。

三、托名传播的功效及其流弊
战国作者托名传播自己的作品，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很多战国无名作者的作品都是通过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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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而传播到汉代。从总体上看，战国托名传播作品的价值不及署名作品。《汉书 · 艺文志 》著录的战国
托名著作在后世大部分失传，可能是后人对此类托名作品不愿传习所致 。以托名黄帝为例，黄帝是战国
作者托名最多的传说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 “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
\［1 \ ］（ p46）
之。”
太史公对托名黄帝的书一概不取，他是根据儒家所传习的《五帝德》、《帝系 》和《尚书 · 尧
典》写成《五帝本纪》。太史公的态度是如此，其他人可能也大体相同。需要说明的是，战国托名著作鱼
龙混杂，有些托名著作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如《管子》一书是研究战国时期黄老道家思想的重要文献 ，历
（ 《六韬》） ，是传世战国兵书之一，至今拥有一大批读者； 再
来为治中国思想史者所重； 又如《周史六弢》
如方技略医经类著录《黄帝内经 》十八卷，堪称中国医学经典著作。 所以，对战国托名著作绝不能全盘
否定。
战国作者托名传播对中国后世文化流弊甚远 。它开启了中国后世托名传播之风，历代都有作者效
法战国故事，将自己的作品托名传播。汉代传世小说多为托名之作，如《神异经》、《十洲记 》托名东方
朔，《汉武故事》托名班固，《西京杂记》托名葛洪。汉代“古诗”托名苏武、李陵或枚乘、傅毅。 魏晋南北
朝时期也多有托名作品。如《列异传》托名曹丕，《搜神后记》托名陶潜，曹冏《六代论 》托名曹植，《胡笳
十八拍》、骚体《悲愤诗》托名蔡琰，张湛所作《列子》托名战国列御寇。甚至在敦煌文献中也有一些托名
之作，如《孔子马头卜法》、《周公孔子卜法》、《周公卜法》、《金钱神课判词 》等文献就是托名孔子。 崔述
在《考古续说·东观余论》中说： “周庾信为《枯树赋》，称殷仲文为东阳太守，其篇末云： ‘桓大将军闻而
叹曰：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悽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云云。 仲文为东阳时，桓温之
死久矣； 然则是作者托古人以畅其言，固不计其年世之符否也。谢惠连之赋雪也，托之相如； 谢庄之赋月
”到了明清时代，作者托名又进一步发展为书商托名： 一些书
也，托之曹植； 是知假托成文，
乃词人之常事。
商为了追逐利润，
将大量作品假托为名人所作或名人所评。如《云合奇踪》、《隋唐演义》托名徐渭，《岳武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托名汤显祖，
《春秋列国志传》、《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详情公案》、
穆王精忠传》、
《闲情野史》等托名陈继儒。据陈文新先生统计，
托名钟惺所批或所作的小说有十一种： 《钟伯敬先生批评
《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
《开辟演义》、
《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封神
忠义水浒传》、
《混唐后传》、
《夏商合传》、《全汉志传》、《大隋志传》。托名冯梦龙所作的白话小说有《古今列女
演义》、
《十二笑》、
《二刻醒世恒言》、
《醒名花》等。托名李贽批评或编撰的小说竟达十六种。\［4 \］
传》、
大量托名作品的出现，人为地造成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公案 ，给中国文学史研究带来诸多麻烦 。读
者希望能够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真相 ，而众多托名作品的存在，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不少模糊的环节，使
读者“知人论世”的愿望落空。与作者相联系的是作品创作年代———某些作品的创作年代直接关系到
某一文体的发展状况。例如，如果那些托名李陵、苏武的“古诗”真的是创作于汉武帝时代，那么五言诗
在西汉中期就已经成熟。又如，如果汉代传世的四种小说是东方朔 、班固等人所作，那么读者就能更清
楚地看到中国小说史演进的轨迹 。再如，如果系于李白名下的《菩萨蛮》、《忆秦娥》是出于李白之手，那
么词这一文体在盛唐就已经发展成熟。 研究中国文学史，不能有太多的“如果 ”，否则它就不能成为一
门科学。历代作者托名传播，让后世学者绞尽脑汁地考证作品作者的真伪和创作的年代 ，以致中国传统
学术领域出现一种专门考证作品真伪的学问 ———辨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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