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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敘述策略上的必然性。

一、姜太公歸周以前相關故事的流

變情況

（一）先秦時期姜太公「屠牛」「釣魚」等不同說法

的出現

關於姜太公的記載，

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

期。其中較為可靠的，是

《詩經·大雅·大明》中有
關武王伐紂場景的描述：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

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

鷹揚。[1]

這裡的「師尚父」就

是姜太公，他以領導伐紂

軍隊的武將形象出現在

牧野的戰場上，其神武氣

概，如雄鷹之飛揚。《大

明》的創作時代正是姜太

公所處的時代，其詩具有

史詩的性質，是關於姜太

公的眾多文獻記載中最為

可靠的。但是，這首詩中

並未提及姜太公歸周之前

的身世活動。

西周以後，春秋戰國時期，有關姜太公歸周前

早期活動的不同說法開始出現，諸子百家、戰國策

士的言論中常有提及。《尉繚子·武議》中寫道：
「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孟津。」[2]《孟子·

「屠牛」與「釣魚」
——論姜太公主要形象的演變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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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眾多的歷史人物故事中，姜太公的故

事無疑是濃墨重彩的一筆，「姜太公釣魚—願者
上鉤」更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俗語。但也正是由於

這種熟悉，很少有人追溯探究過這個家喻戶曉的

故事的原貌，也就很少知道，在早期的文獻中，姜

太公並不是一個漁夫。

先秦文獻中，作為歷

史人物的姜太公以牧野之

戰上領導伐紂的英勇武

將形象首次出場。隨著社

會歷史的發展，他在遇文

王前的早年活動開始受

到人們的關注，「朝歌屠

牛」「賣食孟津」「坐茅以

漁」等說法在春秋戰國時

期相繼出現，關於姜太公

的故事也從此開始變得

豐富。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

相關故事的進一步流變

發展，「釣魚」成了姜太

公歸周前形象的標誌；而

「屠牛」「賣食」等相較於

「釣魚」更早出現且流傳

更為廣泛的營生經歷反

倒退居次位，甚至被人遺

忘。通過對姜太公入歸周相關故事流變的縱向梳

理，以及姜太公形象與其他類似的「賢臣遇明君」

故事模式的主人公形象的橫向歸納、對比，可以發

現，「釣魚」代替「屠牛」成為其形象的標誌，有著

摘  要：姜太公作為我國重要歷史人物之一，在

文獻中有著豐富的人物形象及經歷，在這諸多經

歷中，最為人所熟知的當數「釣魚」，其次為「屠

牛」。但事實上，「屠牛」的說法較「釣魚」更早出

現，在先秦社會中被接受與言說的頻率也更高。

隨著姜太公故事在後世的流變發展，「釣魚」逐

漸代替「屠牛」，成為其最具代表性的標誌。文章

首先對姜太公歸周以前相關故事的流變進行歷時

性研究，梳理其不同形象在故事中的演變情況；

其次將姜太公歸周的故事納入「賢臣遇明君」故事

模式加以共時性的考慮，結合社會歷史文化分析

「屠牛」作為其次要形象的合理性；最後從敘述

學的角度進行分析，說明「釣魚」代替「屠牛」成

為姜太公主要形象的必然性。

關鍵詞：姜太公；釣魚；屠牛；形象演變



二○

二
一
年
第
四
期
（
總
第
一○

九
期
）

文
化
中
國

８２

離婁上》中記載：「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蓋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3]孔

子在和弟子子路談話時說到：「呂望行年五十，賣

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

師。」[4]姚賈在回應韓非對他低賤身份的非議時也

提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

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5]文學作品中

同樣也有關於姜太公的記載，屈原的《離騷》中就

有「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6]的詩句。不難

發現，這諸多的說法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姜太公

早年貧賤窮困，晚年才得遇文王。而關於其遇文王

歸周以前所做的營生，最常見的即是「屠牛」「賣

食」。

與這眾多記載所不同的是，題為「周文王師姜

望撰」的《六韜》一開篇就講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

姜太公遇文王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姜太公歸周

以前、遇文王之時，並不是在朝歌屠牛，而是坐在

溪邊釣魚：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

龍非螭，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

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

史疇為禹占，得皋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

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

……

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

俱歸，立為師。[7]

按常理，姜太公自己所作之書，其中記載的自

身經歷應當較他述更為可信。但據考證，《六韜》

並非其所作或所述，而是戰國中後期道家託名的

典籍，其中姜太公與文王、武王論兵治國的對話，

也只是此書作者托太公之口說出的自己的主張而

已，並非可信的歷史實錄。由此，姜太公「釣魚」的

說法也同「屠牛」「賣食」一樣，可以說是後人的發

揮，孰真孰假，難以辯駁。

「釣魚」的說法較之於「屠牛」「賣食」等說

法後出，在先秦文獻中出現的次數也很少。除《六

韜》以外，僅有戰國末期秦國臣相呂不韋召集門客

所編撰的《呂氏春秋》中有這一說法：

太公望，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

賢，故釣於渭以觀之。[8]

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

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9]

在這裡，「釣魚」不僅僅只是姜太公與文王相

遇時的客觀狀態，更是他主觀意圖的外在體現，

「釣魚」被賦予了「隱」和「待」的意涵。姜太公欲

求明主，便釣於文王封邑附近的渭水，來觀察文王

是否如傳言般賢德；他垂釣渭濱，不是為了謀生糊

口，而是因命守時，以待功名。

通過對先秦時期與姜太公有關的文獻的歸

納，可以總結出，姜太公在歸周以前的活動經歷主

要有以下幾種：一是「事紂/避紂」，涉及到姜太公
在歸周以前是否做過商臣，「先仕後去」與「不事

暴紂」兩種說法並存；二是「屠牛」，即在朝歌市

中以宰牛為業；三是「賣食」，通常是在棘津；四是

「釣魚」，地點一般是是渭水之濱；五是「逐臣」，

為人家臣而不見用；六是「逐夫」，被自己的妻子

所棄。這六種主要經歷，第一種有關姜太公與商周

王朝的關係，中間三種是他用以謀生或幹仕的手

段，最後兩種是他的身份。這些經歷成為姜太公

歸周以前故事的核心要素，後世的故事都是在此

基礎上選擇一種或多種要素豐富發展而來的。

儘管這諸多不同的說法經歷在後世都有所

流傳，但其被選擇的頻率和發展的程度卻各不相

同。由於姜太公的身份及其與商紂王朝的關係對

其故事流變的影響不大，故而以下僅分別對「屠

牛」「賣食」與「釣魚」三種經歷在後世姜太公歸周

以前故事中的發展情況進行縱向梳理。

（二）「姜太公釣魚」故事的發展與定型

在姜太公歸周以前的經歷中，「釣魚」相較

於「屠牛」於「賣食」晚出，卻得到了最為廣泛的

繼承和豐富的發展，甚至成為了獨立的故事。「姜

太公釣魚」故事的發展經歷了兩漢到唐的三個階

段。

兩漢時期是故事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

階段，姜太公「釣魚」從一個僅有只言詞組的說法

發展成具有一定長度和豐富細節的獨立的故事短

篇。這些故事有兩個重要的特點，一是「釣得玉

璜」，二是「久釣不獲」。

「釣得玉璜」的說法首見於西漢伏勝所撰的

《尚書大傳·殷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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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父曰：「望

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

提。』」[10]

在這條記載中，姜太公在釣魚時釣得了玉璜，

玉璜上面刻著預示周王和他自己命運的預言，這

是漢代「天人感應」、符命圖讖思想在故事中的直

接體現。後來的故事發展對「釣得玉璜」之事多有

繼承，雖所釣之物、預言文字略有不同，但其說法

和思想是與之相一致的。

劉向所編撰的《說苑》與《列仙傳》中的「姜

太公釣魚」故事，就直接繼承了「釣得玉璜」的故

事情節，並出現了新的細節—「久釣不獲」：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濱，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

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也，謂望曰：「子故

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

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刳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

封於齊。」望知其意。[11]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

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

年不獲魚，比閭皆曰：「可巳矣。」尚曰：「非爾所及也。」

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

歸。至武王伐紂，尚作陰謀百餘篇，服澤芝地髓，且二百

年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伋葬之，無屍，唯有《玉

鈐》六篇在棺中云。[12]

這兩篇故事雖不盡相同，但核心內容與結構

模式是一致的，即姜太公垂釣渭濱，久釣不獲，後

來終於得魚。魚中之物，無論是預示姜太公將要封

於齊的「書」，還是太公死後留於棺中的「兵鈐」，

都可以歸結為與「玉璜」同類的祥瑞之物，其模式

也可以用「釣得玉璜」來概括。在細節上，這兩個

故事都出現了「久釣不獲」的情節，無論是《說

苑》中的「三日三夜，魚無食者」 [13]，還是《列仙

傳》中時間更長的「三年不獲魚」[14]，都為後來釣

出非凡的魚做足了鋪墊。從「釣得玉璜」到「久釣

不獲」，人們對「姜太公釣魚」故事的關注逐漸從

「發跡」的結果轉向了釣魚的過程本身，這一轉

變，給這個故事在後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方

向。

作為「正史」的《史記》在記錄姜太公身世經

歷時雖然捨棄了「釣得玉璜」和「久釣不獲」的內

容，但同樣還是選擇了「釣魚」作為其遇文王之前

的活動。《齊太公世家》中寫到：「呂尚蓋嘗窮困，

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 [15]「奸」，即「幹」，

《爾雅·釋言》云：「幹、流，求也。」[16]「求」是主

動的，主動者是姜太公。也就是說，「釣魚」是姜

太公用以求遇文王的一種手段。可以說，這是對

《呂氏春秋》中「隱釣」說法的直接繼承。但兩者

稍有不同的是，「隱釣」和「待命守時」側重的是

姜太公的賢能，而「奸」則更加突出他入仕的途

徑。《史記》中這一「奸」字，對漢代以後「姜太公

釣魚」故事的思想內涵變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魏晉時期是「姜太公釣魚」故事發展的第二

個階段。這一時期的故事幾乎延續前說，沒有太大

的變化，唯東晉苻郎所撰的《苻子·方外》在直接繼
承了《列仙傳》中姜太公故事的同時，出現了「不

餌而釣」的情節。[17]釣魚不設魚餌，自然不會有魚

上鉤。這一新出現的細節，不僅突出了姜太公垂釣

之意不在魚，更是第一次對「久釣不獲」的現象進

行瞭解釋。或許正是由於這四字的解釋，引起了

後人對姜太公「久釣不獲」原因的關注，使得後來

的故事在「如何釣魚」的細節上大做文章。

經過兩漢至魏晉的發展以後，「姜太公釣魚」

故事已經初見形態。南北朝至隋，故事以繼承為

主，幾乎延續已有的形態，僅在個別處有一些細

小的變化，但並未對後世「姜太公釣魚」故事的主

流敘述產生影響，直到唐代「直鉤垂釣」說法的出

現。

唐代是故事發展的第三個階段。這一時期，

經濟實力的雄厚與文學的繁榮使得魚文化在當時

滋生而興盛，自古以來的隱逸文化更是在這時熾

盛。同時具備「漁」和「隱」兩個因素的「姜太公釣

魚」故事以事典的形式頻頻出現在詩文之中，「直

鉤垂釣」的說法更是突然在中唐時期突然出現。

「直鉤垂釣」的說法，早在西漢就有，東方朔

《七諫·謬諫》中的「以直針而為釣兮，又何魚之能
得？」[18]是此說在文獻中的首次出現。但結合詩句

的前後內容來看，這裡的「直鉤垂釣」顯然與「姜

太公釣魚」無涉。初盛唐時期，儘管姜太公釣魚之

事廣見於詩文，但並未有人提及「直釣」一事。直

到中唐，姜太公「直鉤垂釣」的典故才在詩文中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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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出現。詩如盧仝《直鉤吟》：「初歲學釣魚，自謂

魚易得。三十持釣竿，一魚釣不得。人鉤曲，我鉤

直，哀哉我鉤又無食。文王已沒不復生，直鉤之道

何時行？」[19]，方乾《獻王大夫二首（其一）》：「鏘

金五字能援筆，釣玉三年信直鉤。」[20]；文如蔣防

《呂望釣玉璜賦》：「昔太公之未遇也，隱於渭之

濱，釣於渭之津。坐磻石而不易其摻，垂直鉤而不

撓其神。」[21]可見，此時姜太公「直鉤垂釣」的故事

已經廣為人知了。在這些詩文中，時間最早的應該

是盧仝的《直鉤吟》，從詩題和全詩內容來看，作

者是有感於「直鉤」之事而抒發感慨，應該先於此

詩有一個「姜太公直鉤垂釣」內容的故事。但是，

由於資料的缺乏，現有文獻中還未發現更早於

《直鉤吟》的關於「姜太公直鉤垂釣」的相關記

載，這個說法何時何地產生，暫時不得而知。

但是「直鉤垂釣」的出現，賦予了「姜太公釣

魚」以新的內涵，即「直鉤」所代表的寧直不屈的

高潔人格，盧仝的《直鉤吟》就是對這一內涵最好

的體現。這一內涵著眼於精神層面，是「直鉤」所

特有的，也必須依賴「直」來體現。它在之前的「姜

太公釣魚」故事中從未出現，而在此之後卻得到繼

承，明代余邵魚的《春秋五霸七雄列國志傳》和許

仲琳的《封神演義》，便是直接用姜太公之口說出

了「吾寧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22]
[23]的話。

從宋元到明，「姜太公釣魚」故事基本定型，

「直鉤」成為姜太公垂釣的關鍵性標誌，「寧直不

曲，只釣王侯」成為其主要的精神內涵。

《武王伐紂平話》（下稱《平話》）是「直鉤」

說法出現以後第一次在故事中有具體的描寫，書

題「呂望興周」，講述了姜太公輔助周武王滅商的

故事。《平話》中，姜太公繼承了前代已有的善占卜

的形象，在離開商紂之後欲投明主文王，但因知自

己命未合發跡，便索性在磻溪旁釣起魚來，以待天

命：

姜尚因命守時，直鉤釣渭水之魚，不用香餌之食，

離水面三尺。尚自言曰：「負命者上釣來。」姜尚自歎曰：

「吾今鬢髮蒼蒼，未遇明主！」尚止北望歧州，想：文王

是仁德之君，吾在此直鉤釣魚，數載並無一人來相顧。

我有心興周破紂安天下，吾待離了此個明君，恐無似西

伯侯有仁德。且守天時。[24]

這段重在姜太公的心理描寫，「直鉤」的細節

雖不甚詳盡，卻是在姜太公「直鉤垂釣」的說法出

現以後第一次具體的描寫。在這裡，姜太公釣魚出

現了一個新的特點—「鉤不入水」。文中「離水面三
尺」的描寫與現存最早的禪宗史書《祖唐集》中

「浮定有無，離鉤三寸」[25]的說法十分相似，因此，

《平話》中「鉤不入水」的細節，大概率是人們為了

顯示姜太公垂釣的與眾不同，從別的故事中借鑒

相似的元素而補充進去的，其作用與「直鉤」「不

餌」是相同的。

到了明代，余邵魚的《春秋五霸七雄列國志

傳》（下稱《志傳》）集宋元講史平話而出，記敘了

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故事，其中武王伐紂故事部

分，本於《平話》，依《春秋》《史記》等史書改編。

在此書中，「姜太公釣魚」的故事有了更豐富的內

容。

《志傳》中，作者並沒有以第三者的視角直接

描寫姜太公釣魚的過程，而是繼承了《列仙傳》和

《說苑》中的寫法，安排了另一個人—其妻馬氏，
通過二人的對話，詳細闡釋了姜太公「直鉤垂釣」

的細節和內涵：

馬氏私視藍䉪，並無片鱗，及收釣視之，則其鉤不

曲啖，但直針而已。馬氏怒而言曰：「吾以子為時未遇，

甘守窮困，然不知子乃嗤嗤之士，何足怪其貧落？」子牙

曰：「何謂也？」馬氏曰：「絲不設餌，釣不曲鉤，其魚從

何而得？子將窮困至死，又何尚望封侯乎？」子牙笑曰：

「吾絲不設餌，釣不曲鉤，不釣魚鱉，獨釣王侯。此非婦

人之見所能知也。」馬氏曰：「雖釣王侯，亦必曲釣而

得，焉有直釣而能取者乎？」子牙又曰：「吾寧向直中取，

不向曲中求。爾暫歸家，再過數年，不遇明王而取富貴，

誓不立於天地間。」[26]

這段描寫，先通過馬氏「收釣視之」的行為讓

讀者看到了姜太公是如何垂釣的，即「絲不設餌，

釣不曲鉤」；接著通過兩次問答，層層深入，不僅

讓姜太公說出了其直釣的目的—「不釣魚鱉，獨釣
王侯」，更讓他說出了直釣的原因—「吾寧向直中
取，不向曲中求。」顯然，後者是《平話》中所沒有

的，它賦予了姜太公直釣一個重要的精神內涵—
寧直不曲，這一點，與《志傳》中不仕暴紂的姜太

公形象是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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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姜太公釣魚」故事已經發展成為世人

所熟悉的形態並基本定型，後來的《封神演義》中

有關姜太公「釣魚」的部分幾乎是對《列傳》的直

接繼承。「姜太公釣魚」完成了其從「說法」到「故

事」的轉變。

（三）「屠牛」「賣食」經歷在後世的繼承及《封

神演義》的集大成

在先秦時期，姜太公身為屠夫，屠牛朝歌的

說法應該是最廣為人知的。從文獻的記載來看，

「呂望鼓刀」「朝歌屠牛」「鼓刀入周」是當時人們

在提到姜太公時最常見的描述。甚至在「釣魚」的

說法出現以前，人們認為，周文王是在朝歌市中見

到了正在屠牛的姜太公，屈原也才會在《天問》中

問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後何喜？」
[27]王逸在為之做注的時候還對當時的場景進行了

描述：「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

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

也。」[28]然而，除此之外，後世再沒有對姜太公「屠

牛」的說法有所發揮了。

在「釣魚」的說法出現以後，姜太公「屠牛」

的說法雖然沒有消失，但卻退居次位，成為他在

「釣魚」以前所做的一種營生。李白就在其《梁甫

吟》和《鞠歌行》中寫到：「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

津，八十西來釣渭濱。」[29]「朝歌鼓刀叟，虎變磻溪

中。」[30]可見，當時的人們認為，姜太公曾在朝歌

屠牛，後來離開朝歌，前往渭濱垂釣，他是在垂釣

之時得遇文王，為天子師的。

與「屠牛」相比，「賣食」的說法在後世就更

為少見了，若有出現，也多是對《說苑·雜言》中孔
子所說「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31]的簡單重

複，沒有其他發揮。如南宋胡宏所撰的《皇王大

紀》中對姜太公的描述：「呂望，唐四嶽姜姓之苖

裔也。事紂，以其無道，去之北海，窮困於朝歌，賣

食於棘津。」[32]就是對先秦文獻及《史記》等史書

的簡單繼承。

隨著「屠牛」與「賣食」說法地位的降低，其

在文獻中出現的頻率也隨之降低。在《全唐詩典

故辭典》中，收錄與姜太公相關的典故共23條，其
中與「釣魚」相關的有11條，而與「屠牛」有關的僅
有「屠釣」和「朝歌屠叟」兩條，沒有與「賣食」相

關的詞條。[33]文獻中姜太公「釣魚」說法對「屠牛」

「賣食」等其他說法的取代，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到了明代，出現了以姜太公為主人公，

以其封神為線索貫穿整個故事的《封神演義》

（下稱《演義》），它可以說是姜太公故事的集大

成。之所以稱其為集大成，是因為它不僅有姜太公

「釣魚」的故事內容，而且還保留了他在歸周以前

其他的活動經歷，並對這些經歷進行了詳細而豐

富的描寫。

這些經歷主要集中在小說的第十五回《崑崙

山子牙下山》中。這一回以元始天尊勸姜太公下山

開篇，下山以後，無親無故的姜太公前往朝歌投奔

宋異人，宋異人不僅收留了他，還為他娶了馬氏為

妻。成親之後，姜太公應馬氏之願出門做生意。他

先是編了笊籬去賣，結果肩頭都壓腫了也未曾賣

得一個；第二天他改賣面，不曾想驚馬掀翻了面

擔，面被狂風吹了個乾淨；後來，宋異人將一家飯

店讓給姜太公做生意，卻無一人光顧，天氣炎熱，

酒肉盡壞；宋異人又給他買了些豬、羊牲畜去賣，

卻被城中官兵全部沒收。姜太公做生意屢屢失敗，

後來又因為直諫被罷官，其妻馬氏終於無可忍耐，

要了休書離他而去。

在這一回中，作者不僅將「賣食」詳細地體現

在賣面、開飯店的經歷中，還體現了先秦時期出

現的其他說法經歷，如「齊之逐夫」「棘津之讎不

庸」等。雖沒有表現「屠牛朝歌」的經歷，卻仍然

安排了姜太公於城中販賣豬羊牲畜。可以說，姜太

公歸周以前除「釣魚」以外的諸多經歷在這裡得

到了為數不多的較為豐富的發展。

通過對姜太公歸周以前相關故事的流變情況

的縱向梳理，可以發現：一方面，以「釣魚」作為核

心要素及發展基礎的故事在後世發展中，無論是

結構上還是內容上都得到了豐富與發展，「釣魚」

成為姜太公人物經歷中不可或缺的關鍵部分。另

一方面，在「屠牛」「賣食」等其他退居次位的經歷

中，「屠牛」仍然佔據主要地位，是姜太公歸周以

前僅次於「釣魚」的重要經歷。

二、「屠牛」作為姜太公的次要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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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釣魚」的說法出現以前，「屠牛」是姜太

公除了「武將」以外的典型形象，這一形象雖然在

「釣魚」出現以後退居次位，但並沒有被淹沒在漫

長的歷史長河中，因此，「屠牛」可以稱之為姜太公

的「次要形象」。為什麼「屠牛」可以成為「賣食」

「逐臣」「逐夫」等諸多經歷與身份中的「代表」，

甚至一度被認為是姜太公與文王相遇時的狀態

呢？通過歸納先秦時期諸多「賢臣遇明君」故事

的模式，總結、對比其主人公形象、經歷等要素，

可以發現，「屠牛」在姜太公身世經歷中的重要地

位，與先秦時期的歷史、政治、文化有著密不可分

的聯繫。

（一）先秦時期「賢臣遇明君」的故事模式及其構

成要素

在文獻中，除了相對獨立的姜太公相關故事

以外，姜太公的名字與經歷常常是同其他與他有

著類似經歷的賢臣並舉的。如西漢王褒在其《聖

主得賢臣頌》中寫到：「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

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及其遇明君，遭聖

主也。」[34]同時列舉了伊尹、太公、百里奚與甯戚四

位先窮後達的賢臣；李白的《鞠歌行》在「朝歌屠

刀叟」[35]姜太公出場以前，也先後鋪排了甯戚、管

仲與百里奚的經歷：「聽曲知甯戚，夷吾因小妻。

秦穆五羊皮，買死百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

泥。」[36]

經過對文獻的歸納，可以發現，與姜太公並舉

的人物主要是伊尹、管仲、百里奚、甯戚、傅說等，

他們都是輔佐君王成就霸業的重臣，與姜太公有

著相似的入仕經歷。他們的故事都可以歸結為「賢

臣遇明君」的故事模式，這種模式主要由三個重要

部分組成：

首先，作為人臣的主人公一開始未遇明主，或

是仕途不順，要麼被貶逐，要麼自行離開前主。伊

尹大賢，但卻「欲奸湯而無由」 [37]；管仲家道中

衰，屢次求官而不得；百里奚為亡國之臣，身為奴

隸逃到楚國；甯戚欲見齊桓公，卻貧窮沒有盤纏；

傅說甚至身為胥靡，「築於傳險」[38]。

接著，沒有官職或是失去官職的他們為了維

持生計，不得不以低賤的身份從事某些營生，這些

營生主要有庖廚、放牧、經商以及躬耕漁樵等。伊

尹以有莘氏媵臣的身份入商為庖廚；管仲經商四

處遊歷；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39]，為秦穆公牧

牛；甯戚「為商旅，賃車以適齊」[40]，飯牛車下。

最後，他們以貧賤的身份得到明主的賞識與

重用，得遇明君的方式可以分為自薦、他薦或者托

夢卜兆等神異現象。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41]，百里奚借養牛與秦穆公論養民之道，甯戚「飯

牛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42]引起齊桓公的注

意，都可以算作自薦；而鮑叔牙將管仲舉薦給齊桓

公即為他薦；「武丁夕夢」[43]，後舉傅說於版築之

間，就是夢兆的結果。

姜太公歸周以前的經歷同樣可以用以上三個

階段來概括。第一階段，太公或不仕暴紂而隱居東

海，或仕紂後因直諫而被罷官，或為「齊之逐夫」

「子良之逐臣」[44]，未能得人賞識；第二階段，太

公或於朝歌屠牛，或是賣食孟津，或是垂釣渭濱，

所做的都是些低賤的營生；第三階段，太公或是鼓

刀於列肆時被文王起用，或是於渭水之濱與文王

論治民之道，亦或是文王夢兆求賢，都使得太公於

貧賤中發跡，成為周朝的股肱之臣。

既然姜太公與伊尹、管仲、百里奚等人的故

事都可以以同一模式加以概括，那麼他們在第二

階段所做的營生經歷也可以放在一起加以考慮。

再加上後世一些賢臣入仕的故事一起比較可以發

現，在諸多營生經歷中，庖廚與放牧佔有比較大的

比重。

（二）牛在祭祀中的重要地位及「工執藝事以諫」
[45]的政治隱喻策略使「屠牛」成為求仕的有

效途徑

拋開由托夢卜兆等神異方式得遇君王的情況

來看，無論是自薦還是他薦，臣子想要得到君王的

賞識，都必須具備兩個重要條件：一個是有機會與

君王相遇見面，另一個是要能夠讓君王發現自己

的賢能。

從第一個方面來看，治庖、飼養牲畜的工作無

疑是有更多機會與君王見面的。《周禮·天官》中專
設有「庖人」一職，其主要工作，是「掌共六畜、六

獸、六禽，辨其名物。」[46]為君王、世子等人提供膳

食，為祭祀、喪紀等事準備膳饈與禽獻。在這樣的

情況下，庖人是有機會與君王相見的，故而伊尹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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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以滋味說湯」[47]。《禮記·祭義》中提到：「古
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

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48]由

於祭祀在國家事務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正所

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49]，不僅養獸之官要在

歲時朝見天子、諸侯，其君王還需親自占卜選擇作

為犧牲的牛，之後還要親自前往養獸之所查看犧

牲的飼養情況：「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

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

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50]因此，養獸之官與君

王見面是有可能的，身為奴隸的百里奚也就有可

能因「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51]而與秦穆公

有所對話。

根據對甲骨卜辭以及考古發現研究來看，在

商代，牛在祭祀方面有著其他牲畜難以企及的特

殊地位。據統計，甲骨卜辭所反映的祭祀用牛數量

有十八種之多[52]，所標明的牛牲的毛色有黃、幽、

黑、白等六種，還常常特別注明牝牡；而其他犧牲

如羊、豕、犬等數量情況相對較少，顏色也往往只

有黑、白兩種。[53]據考古發現，商代以前，占卜所用

動物甲骨多為豬骨，祭祀所用犧牲多為豬、犬；而

從商代開始，儘管牛的飼養難度遠大於豬、羊等

其他牲畜，出產率也相對較低，但牛在占卜與祭祀

方面的使用仍然取代了商代以前豬的優勢地位。
[54]自商代以後，牛在祭祀方面不僅所用數量較其

他犧牲多，也是諸多犧牲種類中最為貴重的。「大

牢」作為天子祭祀社稷的犧牲，是祭祀用牲中規格

最高的，包括牛、羊、豕三種牲，而規格較低的「少

牢」中則沒有牛。在燕飲中，含有牛的「大牢」是最

高規格的款待，《禮記·郊特牲》云：「天子適諸
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

貴誠之義也。」[55]可見，天子賜諸侯以大牢之禮，

同諸侯用牛犢進獻天子一樣，都體現了貴誠之義。

正是因為牛的這種特殊地位，《禮記·玉藻》中才
會有「君無故不殺牛」[56]的說法。

由此可見，「屠牛」「牧牛」等活動，並不同於

其他普通的營生經歷，庖人、養獸之官的職務特點

以及牛在國家祭祀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從事此項活

動的人能夠與君王相見，甚至有交流的可能，為其

得到君王的賞識奠定基礎。

除此以外，想要得到君王的賞識，還必須讓

其發現自己的賢能。他人的推薦可能讓臣子有機

會得到君王的召見，臣子自身所表現的異於常人

的行為可能引起君王的注意，但最終，臣子只有通

過發表政治見解、與君王交流談論治國治民之道，

才能讓君王真正相信他的賢能並委以重任。因此，

無論是自薦還是他薦，論說都是必不可少的。

《呂氏春秋·本味》中詳細記錄了伊尹「以滋
味說湯」[57]的內容。身為庖廚的伊尹在朝見成湯

時，「說湯以至味」[58]，當成湯詢問他是否可以做

成此至味時，伊尹發表了一篇精彩的言論。他首先

以「君之小學，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59]向

成湯表示，天下眾多食材難以具備，故不能烹調成

至味。接著，他述說了烹調時水、火、調味的重要

性，繼而詳細列舉了天下「肉之美者」「魚之美者」

「菜之美者」「和之美者」「飯之美者」「水之美

者」「果之美者」以及「馬之美者」[60]，歸結至「非

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61]一句。這些內容看似在

向成湯展示烹調至味所需的食材和烹調的方法，

實際上是以烹調至味為喻，談論治國平天下之道：

天下食材不具，便難以烹調至味，因此要擴張版圖

而一統天下，成為天子。眾多的美味食材是地域版

圖的象徵，正如莊子為趙文王說天子之劍，是「以

燕溪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

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

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

行以秋冬。」[62]同時也是天子所要治理的物件；而

烹調時對水、火的把控以及調味料的運用，象徵

著天子治理民眾的方式。這諸多關於烹調至味的

言論，歸結到底，核心其實是最後的治理之道—
「天子不可強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

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

成己所以成人也，聖人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

哉！」[63]

伊尹以烹調喻治國並不是特例，早在《道德

經》中老子就曾說過「治大國若烹小鮮」[64]，「工

執藝事以諫」是古代臣子與君王論政常見的敘述

策略。百里奚牧牛，秦穆公見其牛肥，便詢問他道

路艱險牛卻能養肥的原因，「臣飲食以時，使之不

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65]的回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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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是養牛之法，更是養民之道；庖丁為文惠君解

牛，談論的不僅僅是解牛之技，更是養生之道；漢

代善牧者卜式為漢武帝牧羊，武帝見其羊肥而喜，

卜式便以「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

者輒斥去，毋令敗群」[66]勸諫武帝役民以時、攘除

奸惡以治國。世間萬事，各個系統內部都有其自身

的規律與規則，將特定的系統中的規則加以哲學

上的提煉與抽象，往往能夠得到相對普適的規律。

以「藝事」喻「治道」，正是從具體的某種職業中歸

結出適用於治國治民的方法與道理，並將其以談論

「藝事」的方式表達出來。這種政治隱喻策略，一

方面能夠體現臣子自身的身份特點，一方面又能

從看似平常的言論中體現出自己治國治民的賢

能，同時使得其言論靈活生動而具有新意，是臣子

向君王展示自己的有效方式。

在姜太公歸周前的經歷中，除「釣魚」以外，

只有「屠牛」這一活動具有「隱喻」的可能，王逸為

《天問》所作之注「下屠屠牛，上屠屠國」[67]雖然

沒有像《莊子·養生主》中庖丁解牛的言論那樣對
「屠牛之道」做豐富的闡發，但仍然向人們展示了

其用以論說的可能。由此，「屠牛」同時具備了使姜

太公有機會與文王相遇和能夠以治藝喻治國的兩

個條件，成為姜太公歸周以前僅次於「釣魚」的次

要形象。

三、「釣魚」代替「屠牛」成為姜

太公的主要形象

既然「屠牛」已經具備了以上兩個條件，足以

支撐姜太公的形象，那麼「釣魚」的說法為什麼還

會出現，甚至在後世的故事發展中取代了「屠牛」，

成為姜太公形象的標誌呢？從先秦時期「漁夫」形

象的傳統和「釣魚」本身的可述性來看，「釣魚」的

出現及其在後世的流變發展有著故事敘述策略上

的必然性。

（一）道家典籍中的漁釣傳統促使姜太公「釣魚」

說法的產生於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當姜太公「鼓刀而入周」[68]的

經歷廣為人知的時候，其身為漁父垂釣磻溪的形

象突然出現在文獻中，可以說是異軍突起。不過，

細考「釣魚」說法首次出現的位置，結合先秦時期

道家經典中的漁釣傳統加以考慮，可以說，姜太公

身為漁父的形象的出現有其合理性。

前文已述，姜太公「釣魚」的說法首次出現在

《六韜·文韜》中。《六韜》雖不是太公自作，但確
是戰國中後期道家的典籍，而道家文獻中的漁釣

傳統顯而易見。

老子以水喻道，其《道德經》云「上善若水。水

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69]

莊子雖以氣喻道，但也常常論水：「水之性，不雜

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

象也。」[70]由水及魚，游魚也是莊子常常談論的物

件。他曾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相論儵魚出游之

樂；還曾釣於濮水，寧「生而曳尾塗中」[71]，也不願

受楚王境內之累。游魚與水，與老莊思想中的自然

無為有著天然的聯繫，而於此相關的漁釣、漁父的

意象也就頻見於莊文之中。

《莊子·漁父》中與孔子論道的老者，便是先
秦時期最典型的漁父形象之一。當孔子向他求道

時，漁父與之談論道的要旨—「真」，告誡他應當
「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

矣。」[72]甚至批評他「子之蚤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

也！」[73]當孔子想要請他授業大道時，漁父拒絕了

他，留下一句「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74]

便「刺船而去，延緣葦間。」[75]與此交相呼應的，是

《楚辭·漁父》中的漁父形象。《楚辭》雖非道家典
籍，但其《漁父》一篇與莊文卻極為相似，其中的

漁父形象也與《莊子》中的如出一轍。他告誡屈原

應當「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76]，當屈原表

白其死志之後，他「莞爾而笑，鼓枻而去」[77]，僅

留下一曲流傳後世的「滄浪歌」。這兩個漁父形

象，具有相同的構成要素和精神內核，他們被認為

是通曉大道的聖賢形象的化身，雖心懷大道，卻

不滯於世，謹守天然，逍遙於自然江渚之上。他們

的形象，對後世文學作品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逍遙

於江渚之上的漁翁成為了大賢大隱的典型。雖然

後世不同的人對於姜太公垂釣是「隱」是「幹」有

著不同的理解與發揮，但人們對他的賢能是有共

識的。那麼，姜太公作為一位大賢之人，《六韜》

選擇讓他以漁父垂釣的形式出場是完全合理的。

除此之外，《莊子·外篇·田子方》中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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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丈夫釣魚，後被文王授之以政的故事：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

有釣者也，常釣也。[78]

西晉郭象以「聊以卒歲」「竟無所求」「不以

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79]之語注此句，可見此

「臧丈夫」釣魚根本意不在魚。由於這個故事與後

來的姜太公釣魚遇文王的故事有諸多相似，後世

很多人便認為「臧丈夫」就是姜太公，唐代成玄英

在為《莊子》做疏時便說此故事是「寓言於太公」
[80]，不過，由於缺乏確切的證據，「臧丈夫」釣魚

的故事便只能看作是「姜太公釣魚」故事的雛形。

不僅如此，莊文中的漁釣內容對於「姜太公釣

魚」故事在後世的流變發展還有一定的影響。前文

已述，兩漢時期，《說苑》與《列仙傳》中都出現了

姜太公「久釣不獲」的情節。這雖是「久釣不獲」在

「姜太公釣魚」故事中的首次出現，卻並非其第一

次見於文獻之中。《莊子·外物》中早有一任公子
釣巨魚的故事，故事中，任公子「為大鉤巨緇，

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

期年不得魚。」 [81]雖久不得獲，可一旦釣得，便是

「自製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 [82]的巨

魚。從故事模式上來說，任公子釣得巨魚和姜太公

釣得玉璜有著相同的結構，即先久釣不獲，後釣得

非同尋常之物。《說苑》與《列仙傳》中「久釣不

獲」的情節很有可能是受到莊文影響而出現的。

由此可見，《六韜》選擇「釣魚」的漁父作為

姜太公出場時的形象有著其道家思想的傳統，而

《莊子》中的漁釣內容對於姜太公「釣魚」說法的

產生及其故事在後世的發展都有著重要影響。

（二）「釣魚」相比於「屠牛」有更強的可述性

莊文與道家思想的影響可以用來說明姜太公

「釣魚」的說法為何出現，卻不能解釋為何後世人

們會更多地選擇「釣魚」而不是「屠牛」的說法加

以繼承和發展。不過，從文學自身發展的角度來

看，是「釣魚」所具備的可述性使得其相較於「屠

牛」有著更強的生命力。

對比姜太公故事中「釣魚」與「屠牛」兩種經

歷在後世文學中的發展，可以發現，「屠牛」的經

歷不僅在地位上降低至次要位置，其內容也沒有

得到更多的豐富；除了王逸在注《天問》時增加

了太公與文王的對答外，其他的作品中提到「屠

牛」，幾乎都是對先秦已有文獻的簡單引用。而

「釣魚」的情況卻大不相同，不僅成為了姜太公人

物經歷中不可或缺的關鍵部分，更是在歷朝歷代

都得到了豐富與發展，成為可以單獨講述的故事

篇章。這種差異之所以出現，是因為「釣魚」具有

相較於「屠牛」而言更強的可述性，這種可述性主

要體現在精神內涵、文本形式和故事內容三個方

面。

首先，從精神內涵方面來看，「釣魚」同時所

具有的「隱」與「幹」的雙重內涵使得這一行為充

滿張力。

在「姜太公釣魚」故事中，「隱」的內涵首

次出現在《呂氏春秋》中，而「幹」則首見於《史

記》，兩者雖有不同，但本質上是一樣的。《呂氏

春秋》中的「隱」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隱而不仕」，

而是以「隱」為「待」；姜太公釣魚並不是想要做

一個不問世事的漁父，而是在靜待入仕的機會。因

此，這兩種說法本質上都說明姜太公是有意入仕

的，只是《呂氏春秋》側重於太公的賢能，而《史

記》的表述更加突出其入仕的途徑。

姜太公「釣魚」的說法生成之初，並不具備

「隱而不仕」的內涵，「釣魚」或是姜太公賴以謀

生的一種營生，或是他幹求文王的一種途徑。「隱

而不仕」內涵的加入，是受到傳統文化中漁父的典

型形象的影響。先秦時期，《莊子》與《楚辭》中兩

篇《漁父》塑造出集「賢能」與「隱逸」為一身的典

型漁父形象，這使得後世的人們對於「漁父」這一

形象有了先驗上的認識。因此，當姜太公以漁父的

形象出現，同時又具備「賢能」的要素時，人們很

容易也很自然地將典型漁父形象中的另一特性—
「隱逸」也賦予其身。

「隱逸」內涵的產生，使得「釣魚」同時擁有

了兩種相對立的精神內涵。這兩種內涵之間產生

一種矛盾的張力，增加了後人談論和闡釋它的興

趣。同時，「隱」與「仕」的兩種內涵加在一起幾乎

涵蓋了中國古代文人精神追求的方方面面，這使得

「釣魚」的故事有了更強的適用範圍。在唐代，文

人對於「姜太公釣魚」故事的引用正體現了這兩種

不同的內涵：一方面，人們將姜太公視作典型的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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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形象，用其釣魚之典來抒發自己的隱逸之情；如

王勃以「傅岩來築處，磻溪入釣前」[83]（《三月曲水

宴得煙字》）表現悠遊水濱的閒情，陳陶以「直鉤

不營魚，蝸室無妻兒」[84]（《避世翁》）體現避世翁

的淡泊。另一方面，人們又將其視為君臣際會的代

表，用釣魚來隱喻其得到君王的重用；如羅隱的

「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85]（《題磻

溪垂釣圖》）黃滔的「直鉤猶逐熊羆起，獨是先生

真釣魚。」[86]（《嚴陵釣台》）

相比於「釣魚」，「屠牛」則不具備這樣豐富

的內涵，它僅僅作為一種經歷、一個現象出現，因

此而缺少了被闡釋的空間。

其次，從文本形式來看，「釣魚」這個動作有

著更多被「擴寫」的可能。縱觀「姜太公釣魚」故事

的發展，人們在姜太公釣魚「所得之物」和「如何垂

釣」兩個方面做足了文章。

在《六韜》中，姜太公「釣魚」說法首次出現

時，僅有「坐茅以漁」四字，沒有任何細節描寫。到

了兩漢時期，「釣得玉璜」與「久釣不獲」情節的出

現使得「姜太公釣魚」發展成為具有一定長度和豐

富細節的故事短篇。由於「釣得玉璜」的著眼點在

於所得之物對姜太公非凡命運的預示，因此，無論

是玉璜，還是魚腹中的符書、兵鈐都不會影響故事

內涵的表達；但這些不同形態的「所得之物」卻豐

富了這個故事的文本形式。

從「釣得玉璜」到「久釣不獲」，人們對故事的

關注逐漸從姜太公「發跡」的結果轉向他釣魚的

過程本身。漢代以後，「姜太公釣魚」故事的每一

次發展，都是直接圍繞著「如何垂釣」而展開的。

東晉時期，《苻子·方外》中的「不餌而釣」第一次
對「久釣不獲」的原因進行瞭解釋。中唐以後，「直

鉤垂釣」的說法更是為「釣魚」賦予了新的內涵。

到了宋元時期，《武王伐紂平話》中又增加了「鉤

不入水」的說法。這些各式的細節之所以能夠出

現，就是因為「釣魚」這個動作中具有大量的空白

可供發揮想像。

而「屠牛」則不然，「庖丁解牛」故事中「手之

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

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

會」 [87]的細節描寫已屬極致，後世再也不見對於

「屠牛」的動作行為有更富想像的書寫了。

最後，從故事內容來看，「釣魚」這個行為有

著更豐富的隱喻能力。

前文已述，「屠牛」所具備的以治藝喻治國的

隱喻能力使得其成為姜太公歸周以前的次要形

象；但是，相比於「屠牛」，「釣魚」有著更強的隱

喻能力，這一能力在「釣魚」的說法出現之初就已

經表現出來了。在《六韜》中，文王遇見姜太公「坐

茅以漁」，便與他有了一段對話：

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

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

漁，甚有似也。」

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

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

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

文王曰：「願聞其情。」[88]

接著，姜太公以釣者喻人君，以魚喻人臣，以

緡、餌喻利祿，向文王說明用人、治國之道。對話

結束以後，文王才認可了太公的賢能，再拜，「載

與俱歸，立為師。」[89]

可見，與「屠牛」相比，「釣魚」的行為更適合

用以隱喻治國之道，這意味著後人在對故事內容

進行發展時可以從對話入手，向故事原本的框架

中增添更豐富的內容。

綜上，「釣魚」說法的出現源於道家經典中的

漁釣傳統；而其代替「屠牛」成為姜太公形象的標

誌，則是因為「釣魚」本身所具備的更強的可述性

以及《莊子》《楚辭》所塑造的典型漁父形象對後

世的影響。

四、總結

在姜太公歸周以前的諸多經歷活動中，「屠

牛」與「釣魚」是其最主要的兩個方面。春秋戰國

時期，這兩種說法相繼出現，較早出現的「屠牛」

相比於「釣魚」得到了人們更為廣泛的接受與言

說。秦以後，由於「釣魚」本身具有比「屠牛」更強

的可述性，加上《莊子》《楚辭》中兩篇《漁父》所

奠定的典型漁父形象對後世的深遠影響，「釣魚」

代替「屠牛」後來居上，成為姜太公關鍵性的形象

標誌。歷朝歷代的人們從姜太公「釣得之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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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垂釣」以及「釣魚」所象徵的精神內涵等多個

方面對「釣魚」的說法進行豐富與發展，使得其從

一個簡短的詞語發展成為具有豐富細節內容的故

事，姜太公歸周以前的「垂釣者」形象也因此深入

人心。與此同時，「屠牛」由於其有限的可述性退

居次位，成為姜太公的次要形象，在後世的文學中

多有提及而少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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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tle Slaughter” and “Fishing”
——On the evolution and reasons of Jiang 

Taigong’s main image
Chen Wei（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figures in our country, Jiang Taigong has rich characters 
and exper iences in the l iteratu re. Among these 
many experiences, the most well-known is “fishing”, 
followed by “cattle slaughter”. But in fact, the term 
“cattle slaughter” appeared earlier than “fishing”, and 
was accepted and spoken more frequently in the pre-
Qin socie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 Taigong’s 
story in later generations, “fishing” gradually replaced 
“cattle slaughter” and became its most representative 
symbol. This article first conducts a diachronic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related stories before Jiang Taigong’s 
return to Zhou, sorting out the evolution of his different 
images in the story; secondly, incorporates the story of 
Jiang Taigong’s return to Zhou into the “wise minister 
meets the great king” story model for synchronicity 
The rationality of “cattle slaughtering” as its secondary 
image is analyzed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society, 
history and culture. Finally, th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shows the necessity of “fishing” 
instead of “cattle slaughtering” as the main image of 
Jiang Taigong.

Key Words: Jiang Taigong, f ishing, cat tle 
slaughter, image evo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