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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千余年来，闵子骞作为儒家先贤、道德楷模，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备受尊崇。 然而由
于史料中关于闵子骞的记载较少，对于闵子骞生年、家庭出身等问题的认识往往只能简单依据现存的闵
氏宗谱、地方志等，史料来源较为单一，且颇多矛盾之处。 目前关于闵子骞生年与出身有两种说法：一种
是闵子骞生于鲁昭公五年，系鲁国大夫闵马父之子；另一种是闵子骞生于鲁昭公七年，系鲁国委吏闵仲
滨之子。通过考证，可以确定闵子骞生于鲁昭公五年，但其系闵马父之子的说法有误，其系鲁国委吏闵仲
滨之子的说法则更为可信。
[关键词] 闵子骞；生年；家庭出身
[中图分类号] K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530（2016）01-0066-05
闵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门七十二弟
子之一，以“孝”著称，被后人奉为“十哲”之首，尊为
“
笃圣”。 二千余年来，作为儒家先贤、道德楷模，闵
子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备受尊崇。
然而由于典籍中关于闵子骞的记载较少，对于
闵子生年、出身等重要问题的认识往往简单依据现
存的闵氏宗谱、地方志等，史料来源较为单一，而宗
谱、 地方志之类往往有攀缘贵胄附会名贤之病，可
信度存疑。因此，对于闵子骞的生年、身世等问题必
须结合相关史料剖析辩证之。
一、闵氏源流及闵子先世的相关记载

（一）闵氏源流
《闵氏宗谱》、《闵氏家乘》、《闵子世家》 等谱牒
及《鱼台县志》、《山东通志》等方志皆认为闵氏出于
訛
鲁国公族，系鲁闵公譹
之后。
例：《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六》云：“先贤闵子，其
先鲁公族，僖公元年，季友请立闵公后，以其子子鲁

奉祀，始姓闵氏。 ”
即是说闵氏源于鲁闵公，因谥为氏，这是目前
訛
关于闵氏起源的主流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譺
鲁闵
公的生卒年，前代学者多有考证：《左传》杜预注云：
闵公，庄公庶子，于是年八岁。 孔颖达疏云：《传》称
闵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 哀姜以二十四年八月始
訛
入，娣必与适俱行，当以二十五年生子，故云八岁。 譻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云：杜注从《世本》云名
“
启方”，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
亦作“
启方”，《史记·鲁世家》云：名“开”。孔疏云：汉
景帝讳“
启”，“
启”、“开”因是而乱。 《汉书·人表》作
“
启”，缺“方”字。叔姜之子，即位时至多八岁。“闵”，
訛
《史记》作
“湣”，《汉书》作“愍”。 譼
即是说，鲁闵公即位时至多八岁，在位仅二年
即被庆父所弑（
《左传·闵公二年》），因此有子嗣的
可能性很小。
考之《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国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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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德明：《经典释文》：
“
闵公，名启方，庄公之子，母叔姜。”《史记》云
“
开方”。《逸周书·谥法解》：
“
慈仁不
寿曰闵。 ”
訛郑樵：《通志·氏族略》：
譺
“
闵氏，谥也，夭折而死于不道者则谥之闵。仲尼弟子有闵损，字子骞，鲁人，望出
太原。 ”
訛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44-345 页。
譻
訛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256 页。
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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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等，季友请立闵公之子子鲁之事均未见记载。当
然， 这并不能断定季友请立闵公后的说法不成立。
如果是从公族中选择一位闵公的从子辈承嗣，也就
是说，子鲁系闵公从子，那么这种说法依然是成立
的。
（二）闵子骞先世的相关记载
闵子骞之先世，信史未见记载。 《史记·仲尼弟
子列传》载闵子少孔子十五岁，亦未载其父祖。今人
所见者，唯宗谱、方志所记录较详，如《闵子世家》、
《闵氏家乘》、《山东通志》、《曲阜县志》、《费县志》
等。现存闵氏宗谱、家谱达数十种之多，然若追根溯
源，则必以大宗宗谱为是，故不繁举。
今人以山东鱼台闵氏为大宗，盖因官方认可使
然。 根据王士祯《居易录》、孔毓圻《幸鲁会典》、《山
东通志》等的记载，康熙三十八年，闵子六十四代孙
闵煌上书陈情请封， 后经时任山东巡抚王国昌、布
政使刘皑调查，咨询衍圣公孔毓圻，又有兖州府覆
文，认定闵煌确系闵子后裔。康熙三十九年，经礼部
议请， 奉旨封闵氏宗子闵衍籀世袭翰林院五经博
士，世袭主祀。 自康熙三十九年起至民国二十四年
止，闵氏嫡宗皆世袭五经博士。由此可见，鱼台闵氏
是于康熙三十九年得官方认可， 遂确立大宗之地
位，并延续至今。
清代道光年间，冯云鹤撰《圣门十六子书》，其
中有《闵子书》，以晋唐以来闵氏宗谱为底本，对闵
子之先世记载较详： 闵氏先祖为鲁闵公之子子鲁，
子鲁生泽；泽生伯衍；伯衍生子建；子建生子马父，
为鲁国监史大夫；子马父生损。 即认为闵子骞之父
为闵马父。又有《闵子年表》，详载闵子骞生平事迹。
然而冯云鹤又云：兹以闵氏宗谱为主，乃晋唐
以来相传之旧本，后之人议论纷纷，亦可以知所折
訛
衷矣。 譹
可见，冯氏对于闵氏宗谱的记载也是有疑惑
的。
考之前人著述，唐代陆淳《春秋集传纂例·鲁大
夫谱第三十八》云：闵子马，闵骞父。宋代邓名世《古
今姓氏书辩证》云：周大夫闵子马，字马父。生损，字
子骞，为孔子弟子。然而陆淳、邓名世之说皆未明出
处，是否来源于当时的闵氏宗谱亦未可知，又或者
是后人从二者之说亦未可知。
又，闵氏宗谱亦有别本，且所载亦颇有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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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
明代张云汉《闵子世谱》譺
，云据闵子六十二代
孙闵学、闵可敬提供的家传《别传》、《实录》所撰。
訛
其《姓考》云：闵，宫音，著姓陇西郡。 譻
其先世
居鲁，有子笃者，为鲁大夫，以孝行闻。考之典籍，未
见鲁大夫有名
“闵子笃”者，“笃”当是
“马”字之误。
又，其《历世》云：谨按，闵子生于周景王十年壬
寅，是为鲁昭公之七年。 父仲滨，为鲁委吏。
可见，《闵子世谱》 亦承认闵子马为闵子骞先
世，但有两点不同：其一，认为闵子生于周景王十年
丙寅、鲁昭公七年，比《闵子世家》、《闵氏家乘》、《圣
门十六子书·闵子年表》、《山东通志》等所载闵子骞
生年晚两年；其二，认为闵子骞之父为闵仲滨，为鲁
委吏。 然而，闵仲滨者，亦未见于典籍。
张云汉系明代万历年间人，《闵子世谱》现存有
顺治十四年任柔节刻本，冯云鹤或未见其书，或未
信其说，亦未可知。
又，乾隆间世袭五经博士闵兴汶《闵氏修建家
祠碑记》云：先大贤闵子，字子骞，系出鲁公族闵马
父家嗣，为余合祖之始祖也。生于曲阜，死后葬于高
元。 若此，则闵子骞当为曲阜人。 然嘉靖《宿州志》卷
五人物志亦载闵子骞为宿州人。 按，曲阜、宿州等地
均有不少关于闵子骞的历史文化遗存， 仅闵子墓在
山东、安徽至少六处，历城、宿州、萧县、曹州各一处，
范县二处。 由此可见，宗谱、方志之说往往附会名贤，
攀缘贵胄，可信度存疑，闵兴汶之说亦不可轻信。

二、闵子骞生年考

据 《闵子世家》、《闵氏家乘》、《圣门十六子书·
闵子年表》、《山东通志》、《曲阜县志》等记载，闵子
骞生于周景王八年、鲁昭公五年甲子春正月。
然而闵子的生年，史书未见详载，仅《史记·仲
尼弟子列传》云：闵损，字子骞，少孔子十五岁。
所以闵子的生年， 可以通过孔子的生年推断，
然而孔子生年，亦颇有争议。
《公羊传》、《榖梁传》皆谓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
一年，《史记》则谓鲁襄公二十二年。历代以来，二种
说法皆不乏支持者。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孔子
訛
生年考》云：孔子生年聚讼二千年矣。 譼
钱穆先生在
该书中列举了支持二种说法的先贤大儒及近代名
家各二十余，并表示支持《史记》的记载。 目前学术
界主流的说法是西元前 522 年， 即鲁襄公二十一

譹冯云鹤：
訛
《
圣门十六子书·闵子书》，
《
儒藏·史部·孔孟史志》
（
第七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80 页。
訛张云汉：《闵子世谱》十二卷，《四库全书》列入存目，复旦大学存有顺治十四年任柔节刻本。 影印本见
譺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78 册（齐鲁书社，1995 年）、《儒藏·史部·孔孟史志》第七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
社，2005 年。
訛凌迪知：《万姓统谱》亦与之同，见卷八十。
譻
訛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台北：联经出版事务公司，1998 年，第 1-2 页。
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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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有辽宁大学毕宝魁先生《孔子生年生日详考》
一文，结合典籍与天文资料，考定孔子生年生日为
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 即西元前 552 年 10
訛
月 9 日。 譹
本文亦以孔子生年为鲁襄公二十一年为
准，按干支纪年，鲁襄公二十一年当为己酉。
冯云鹤《圣门十六子书·闵子书·闵子年表》（以
下简称《闵子年表》）所载闵子骞生平事迹等与今存
鱼台《闵氏宗谱》基本符合，故以此为脉络，结合其
它史料考辨之。
《闵子年表》 中记载了 18 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
点：
⑴周景王八年、鲁昭公五年甲子春正月，闵子
生于鲁。 ⑵己卯，十六岁，父令御车五父之衢，天寒
失鞭。 ⑶周敬王元年、鲁昭公二十四年癸未，二十
岁，从学于孔子。⑷乙酉，二十二岁，从学于孔子，在
齐闻韶乐。⑸周敬王十一年、鲁定公元年壬辰，二十
九岁。 阳虎乱，（闵子）与孔子退修礼乐诗书。 ⑹庚
子，三十七岁，闵子辞费宰。⑺己亥，三十八岁，生子
法于汶上。 ⑻乙巳，四十二岁，闻孔子去鲁，往从游
焉。⑼丙午，四十三岁，从孔子去卫适宋。⑽丁未，四
十四岁，子马父致仕，闵子从孔子自蔡如叶，游于
蔡。 ⑾庚戌，四十七岁，从孔子厄于陈蔡之间，绝粮
七日，莫能兴，子贡至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
免。 闻子马父致仕，曰：“
子之事亲，命也，无所解于
心。 ”遂返鲁养亲。 ⑿乙卯，五十二岁，子马父卒，年
八十五。 闵子要绖服事。 ⒀丁巳，五十四岁，适孔子
归鲁，三年之丧毕，见于孔子。⒁戊午，五十五岁，复
去鲁。 孔子曰：“
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⒂壬
戌，五十九岁，孔子卒，为之服心丧三年。⒃甲子，六
十一岁，适周，欲行孔子之道。会敬王崩，辄返。⒄周
元王二年，鲁哀公十九年丙寅，自范之齐。 设教于
鲁、卫、曹、滕、齐、宋诸国。⒅周定王二十年、鲁悼公
十九年壬辰，八十九岁，在滕。 冬十月，卒。
以孔子生年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为准，将以
上时间节点中的干支纪年换算成鲁国纪年：
⑵己卯，即鲁昭公二十年；⑷乙酉，即鲁昭公二
十二年；⑹庚子，即鲁定公九年； ⑻乙巳，即鲁定公十
四年；⑼丙午，即鲁定公十五年；⑽丁未，即鲁哀公元
年；⑾庚戌，即鲁哀公四年；⑿乙卯，即鲁哀公九年；⒀
丁巳，即鲁哀公十一年；⒁戊午，即鲁哀公十二年；⒂
壬戌，即鲁哀公十六年；⒃甲子，即鲁哀公十八年。
通过推算，以上时间节点有二处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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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己亥，三十八岁，生子法于汶上。 按干支纪
年，若己亥，则闵子骞当为三十六岁，即鲁定公八
年；若闵子骞三十八岁，则纪年当为辛丑，即鲁定公
十年。
⒄周元王二年，鲁哀公十九年丙寅，自范之齐。
按干支纪年，若鲁哀公十九年，则纪年当为乙丑；若
纪年为丙寅，则当为鲁哀公二十年。 又，周元王二
年，系丁卯。
据时间节点⑴与⒃推论，可知《闵子年表》所载
闵子骞年龄为年岁而非周岁。以鲁昭公五年甲子溯
推十五周年， 确系鲁襄公二十一年己酉 （西元前
552 年），即《史记》载闵子骞少孔子十五岁之说乃
指周岁。因此，可以确定闵子骞生年为周景王八年、
鲁昭公五年甲子（西元前 536 年）。
又，张云汉《闵子世谱》认为闵子骞生于周景王
十年丙寅、鲁昭公七年，然昭公七年去襄公二十一
年计 17 年，与《史记》所载不合，因此《闵子世谱》关
于闵子骞生年的记载有误。
三、闵子骞出身考辨

李零先生说：“闵损的出身不太清楚，好像也不
訛
是富贵人家。 ”譺
确实，由于信史中没有关于闵子骞出身的明确
记载，我们只能通过一则闵子骞的“自述”和一则著
名的故事来推测。
（一）闵子骞的“
自述”
《韩诗外传》卷二载：闵子骞始见于夫子，有
菜色，后有刍豢之色。 子贡问曰：“子始有菜色，今
由刍豢之色，何也？ ”闵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
夫子之门。 夫子内切瑳以孝，外为之陈王法，心窃
乐之；出见羽盖龙旂裘旃相随，心又乐之；二者相
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 今被夫子之文
寖深，又赖二三子切瑳而进之，内明于去就之义，
出见羽盖龙旂裘旃相随，视之如坛土矣，是以有
刍豢之色。 ”
《韩诗外传》记载的这则“闵子骞答子贡问”传
达了四条重要信息：
其一，闵子骞自称出于
“蒹葭”之中。其二，闵子
骞见到
“羽盖龙旂裘旃”，心中很是向往。其三，闵子
骞在“孝”、“王法”与
“羽盖龙旂裘旃”之间很是纠结
了一段时间，以致面有
“菜色”。其四，闵子骞最终选
择了“孝”、“王法”，看淡了“羽盖龙旂裘旃”。
这则对话录里有几个名词需要解释：

譹毕宝魁：
訛
《
孔子生年生日详考》，辽宁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第 3 页。
訛李零：《丧家狗——
譺
—我读<论语>》，太原：山西出版集团，2007 年，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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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菜色”，《小戴礼记》郑玄注：菜色，食菜之
色。这个词在古籍中比较常见，也比较好理解，就是
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样子。 ②“刍豢之色”，《孟子·
告子上》云：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刍
訛
豢，代指牛羊狗猪等，引申为肉食。 譹
所以，刍豢之
色，可以理解为像品尝美食一样快乐的样子。③“蒹
葭”，蒹，指水草；葭，指芦苇类植物（陆玑《毛诗草木
鸟兽虫鱼疏》）。 这个词比较有名了，见于《诗经·秦
风·蒹葭》。④
“羽盖龙旂裘旃”，代指华丽的仪仗，犹
如戏文里经常可见的
“金瓜斧钺黄罗盖”。
由此可见，闵子骞自称“出于蒹葭之中”，按现
在的话说，就是出身“草根”阶层。 显然不能仅仅用
这是闵子骞的自谦之语来解释。
问题是，《韩诗外传》这条记录靠谱么？
訛
清代学者马驌举出了两条相似的记载：譺
①《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八引《尸子》载：闵子
骞肥。子贡曰：“何肥也？”子骞曰：“吾出见其美车马
则欲之，入问先王之言又思欲之。两心相与战，今先
王之言胜，故肥。 ”（今本《尸子》无）
②《韩非子·喻老》载：子夏见曾子，曾子曰：“何
肥也？ ”对曰：“战胜，故肥也。 ”曾子曰：“何谓也？ ”
子夏曰：
“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之乐又
荣之。 两者战于胸中，未知胜负，故臞。 今先王之义
胜，故肥。 ”
此二条记录言语相类而问答者不同，但《尸子》
的作者尸佼，是与商鞅同时代的人，早于战国末期
的韩非近百年，所以《尸子》中的记载更为可信。
又，《韩诗外传》流传至今二千余年，内容混杂
在所难免，前人多有考证。 前有安庆师范学院汪祚
民先生考证，《韩诗外传》卷一、二、三、四、六、七、
訛
十，确系韩婴所作。 譻
韩婴作为汉初大儒，当不至于
妄言，亦当是从《尸子》之说，亦应可信。
（二）
“
鞭打芦花”故事的来源及其真实性问题
《艺文类聚》卷二十引《说苑》：闵子骞兄弟二
人，母死，其父更娶，复有二子。子骞为其父御车，失
辔，父持其手，衣甚单。父则归呼其后母儿，持其手，
衣甚厚温。即谓其妇曰：“
吾所以娶汝，乃为吾子，今
汝欺我，去无留！ ”子骞前曰：“母在一子单，母去四
子寒。 ”其父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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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鞭打芦花” 故事的原始版本。
又，《太平御览》卷三十四引《孝子传》：闵子骞
事后母极孝。骞衣以芦花，御车失靷，父怒，笞之，抚
衣知衣单。父乃去后妻。骞启父曰：“母在一子寒，母
去三子单。 ”
这是“鞭打芦花” 故事的第二版本，比原始版
“父怒，笞之”的情节。元代郭居敬将“
鞭打芦
本多出
花”事件录入《二十四孝》中，后人又配之以图，即
《二十四孝图》。 又有《芦花记》、《鞭打芦花》、《芦衣
御车》等剧本，以及类似的民间传说流传，直到现
在，安徽省萧县还有一个名为“鞭打芦花牛车返”的
村子，可见“鞭打芦花”故事的深入人心。
然而， 这一感人至深的故事究竟是确有其事，
还是仅仅是个传说，目前尚无定论。前代学者之中，
焦循《论语补疏》中引《说苑》以证，可见是认可的。
崔述《洙泗考信馀录》则认为该事系后人附会之说；
訛
蒋伯潜先生亦认为该故事系后人附会之说。 譼
蔡仁
訛
厚先生从吕留良之说，认为不必纠结其真伪。 譽
李
启谦先生则在假设这一故事是真实的基础上，对闵
訛
子骞的家庭构成作过分析。 譾
由此可见，“鞭打芦花”故事的真实性，认可者
有之，否定者有之，模棱两可者有之，认为不必辨其
真伪者亦有之。但是这并不影响通过
“闵子骞自述”
和“鞭打芦花”故事来比较关于闵子骞生父的两种
说法中的哪一种更可信。
（三） 关于闵子骞生父的两种说法辨析
1.鲁国大夫闵马父系闵子骞之父说辨析
据《闵氏家乘》、闵兴汶《闵氏修建家祠碑记》、
《闵子年表》等记载，闵子骞系闵马父之子。
如果此一说法成立，则根据时间节点⑿，闵马
父长闵子骞三十三岁。由闵子骞生于鲁昭公五年甲
子溯推，若系年岁，则闵马父当生于鲁襄公七年乙
未； 若系周岁， 则闵马父当生于鲁襄公八年丙申。
又，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己酉，闵马父长孔子
14 或 13 岁。
按《左传》，闵马父首见于襄公二十三年，载其
论季氏以公鉏为马正事，时当 16 或 15 岁。按《闵子
年表》，闵子鲁至闵损，历七世。按照宗法制度，闵马
父若系嫡长， 提前行冠礼承继大夫之位是有可能

譹《小戴礼记》郑玄注：养牛羊曰刍，犬豖曰豢。《孟子》朱熹注：草食曰刍，牛羊是也；榖食曰豢，犬豖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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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而以其议论鲁国执政季氏的人事任命推断，则
地位颇高，为鲁国监史大夫之说似亦可信。因此《国
语》韦昭注、《左传》杜预注，皆云其为鲁国大夫，是
可信的。
又，《闵子世谱·列传·闵子马》云：闵子马长孔
子四十余岁，是闵子之祖乎？ 从叔伯乎？ 亦未可知。
查《左传》，闵子马未见于鲁昭公二十六年，《闵子世
谱》以是年减去孔子生年（襄公二十一年），致有此
误。
根据时间节点⑵，“鞭打芦花”故事发生于闵子
骞十六岁时，即鲁昭公二十一年庚辰。 若此一事件
可信，则闵子骞是鲁国大夫闵马父之子的说法难以
成立。
根据时间节点⑶，闵子骞从学于孔子（
“始见于
夫子”），是在二十岁左右，若系贵族出身，羽盖龙旂
裘旃之类应为惯常所见，应当不会引起“二者相攻
胸中而不能任”的剧烈反应，亦不会自称“出于蒹葭
之中”。
前已考证，闵马父生于鲁襄公七年乙未或八年
丙申，最晚在襄公二十三年时承继大夫之位，那么，
至鲁昭公二十一年庚辰，闵马父袭爵已经 29 或 30
年。闵子骞系闵马父嫡长子，按照宗法制度，嫡长子
是要继承家业的，也就是说，闵子骞是闵家家业的
第一顺位继承人，身份高贵，已经十六岁的闵子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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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夫家的贵公子，在天寒之际为父御车的可能
性并不大，被继母虐待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在
“
鞭打芦花”事件中，以闵马父因为闵子骞受到虐待
而要休妻的表现来看， 闵马父对长子是很关爱的，
因此废长立幼的可能性并不大。
由此可见，闵子骞“自述”及“鞭打芦花”故事，
与鲁国大夫闵马父系闵子骞之父的说法之间存在
难以调和的矛盾，如果闵子骞之父系闵马父的说法
成立，则“鞭打芦花”事件的真实性又值得商榷。
2.鲁国委吏闵仲滨系闵子骞之父说辨析
《闵子世谱·列传·闵仲滨》云：闵仲滨，字仲子，
为鲁委吏。
按，“委吏”有二种解释：①《孟子·万章下》云：
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 ”赵岐注云：
委吏，主委积仓庾之吏也。 就是主管仓库的小吏。
②泛指小吏。
此二种解释皆能说明闵仲滨的地位不高，只是
一“基层公务员”，收入应该也不会很高，难以脱离
家庭劳动。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则闵子骞自称
“出于
蒹葭之中”，见到“羽盖龙旂裘旃” 引起“二者相攻
胸中而不能任”的剧烈反应亦在情理之中，“鞭打芦
花”故事亦有了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张云汉《闵子世谱》中关于鲁国委吏
闵仲滨系闵子骞之父的说法更为可信。

Study on Min Ziqian's date of birth and family background
SHAN Dongdong
Abstr act: Min Ziqian has been respected as a Confucian sage and moral model both officially and
non-governmentally in the past 2,000 years. But he was little mentioned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Knowledge
about his date of birth and family background depends only on Min Genealogy and local chronicles. About
the date of birth and family background, there are two kinds of view. One holds that Min Ziqian was born in
the fifth year after Luzhao Gong was in power, was the son of Min Mafu who was Dafu of Lu. The other
suggests that Min was born in the seventh year after Luzhao Gong was in power and the son of Min Zhongbin
who was Weili of Lu. My study shows Min Ziqian was born in the fifth year after Luzhao Gong was in power,
but the statement that he was the son of Min Mafu is wrong, the statement that he was the son of Min
Zhongbin is more convi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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