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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怨。遠之事君，邇之事父，多識于鳥獸草木之

名」，指出了《詩》具有認識價值（多識于鳥獸草木

之名），政治教化價值（興觀群怨、事君事父）。張

海晏認為，「『詩經』雖是後來的說法，但《詩》在

綴以『經』名之前已有了典的

地位。這是由于在《詩》中有

先祖的儀型，聖王的靈光，民

族的歷史，人生的啟示和思想

的積澱」。 [2]所謂「先祖的儀

型，聖王的靈光，民族的歷

史」，大概點出了《詩》的文化

史價值，所謂「人生的啟示，思

想的積澱」大體點出了《詩》

具有的思想史價值。其實，

《詩》的初始價值是其審美愉

悅的藝術價值，其它價值都是

以審美價值為基礎的。

《詩》三百，思想內容豐

富，藝術成就高超，具有很高

的審美價值。就其內容而言，

涉及生活諸多方面，愛情、婚

姻、家庭、勞動農事、賦稅徭

役、祭祀、宴享、狩獵戰爭等，

其藝術形象引人共鳴。就其形

式而言，賦比興之修辭手法，重章疊句之結構，影

響深遠。

試看《國風‧唐風‧葛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詩》何以成「經」？
■ 朱供羅

昆明學院人文學院

一、問題：《詩》何以成「經」？

《詩經》為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1]，歷來受到

學者關注，相關論著多如牛毛，但關於《詩》何以

成經這一重要問題仍有待深入。當然，討論儒學的

經學化時，不可避免要談到

《詩（經）》的經學化，但《詩

（經）》的經學化與《詩》何

以成《詩經》是不同的兩個問

題。兩者雖有一定的交叉，但

《詩經》的經學化強調的是

《詩經》在「五經」確立以後

經 學家如何解 釋 傳播《詩

經》，重點是將解詩傳詩作為

宣 揚 儒 家 思想 的 途 徑；而

《詩》何以成「經」側重從原

因、過程的角度，對《詩》變成

《詩經》進行考察。所謂「觀

瀾 而 索 源，振 葉 以尋 根」

（《文心雕龍‧序志》），對於

《詩》何以成「經」作一專門

探討，或有學術之必要。故不

避譾陋，試從價值、傳播、接

受三個維度探討《詩》何以成

「經」，以求教于方家。

二、《詩》之價值：《詩》成

「經」之初始原因

文學具有多種價值，《詩》自然也是如此。孔

子有一段著名的話，「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

摘  要：《詩》具有以審美價值為基礎

的多元價值，是《詩》成為「經」的內在原

因；《詩》在采獻編選刪逸後形成的定型

為古《詩》成「經」奠定了版本學基礎。

在「陳詩觀風」與「賦詩言志」等政治外

交場合，《詩》的社會政治價值受到重

視，構成古詩經典化在政治領域的現實

表現。先秦古籍對《詩》的引用論述，為

《詩》成為「經」奠定了學術思想上的接

受基礎。《詩》與其他儒家典籍的合稱，

則為《詩》成為「經」做好了觀念準備。

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政策則是《詩》成

為「經」的關鍵性制度基礎，而四家詩共

同選擇《詩》作為道德教化的神聖經典，

則是《詩》成為「經」的學術強化。

關鍵詞：《詩》；《詩經》；賦詩言志；刪

詩；逸詩；獨尊儒術；四家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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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3]

此詩可能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首悼亡詩[4]。前

二章的前兩句分別寫葛藤覆蓋了荊條，蘞草蔓伏

于墳地，既興起全文，又是對亡妻墳地的直接描

寫，還以藤蔓之生各有依附喻情侶之相親相愛，可

謂「興」 [5]而「賦」。「予美亡此，誰與獨處（息、

旦）」。愛妻埋葬此地，主人公睹物思人，不禁痴情

地向亡妻發問：你死後誰與我共處？只有孤單一個

人獨處，獨息，獨自到天明。詩寫未亡人的孤獨無

親，從而見出與亡妻生前的相親相愛，同心同德。

前三章開頭皆「情以物興，物以情觀」（《文心雕龍

‧詮賦》），層層深入，後兩章則情感進一步升華，

發出了「死後同穴」的悲號。後世對這首詩評價極

高，朱守亮《詩經評釋》認為本篇「不僅知為悼亡

之祖，亦悼亡詩之絕唱也」。這種評價當之無愧。

《詩》常以「興」起情，但同一「興象」，其

「情」卻能做到各有不同而妥帖切合。《王風》

《鄭風》《唐風》中有三首同題詩《揚之水》，三

首詩皆「揚之水」開頭，前兩首以小水溝流水力量

微小為喻，分別連通「力量微弱不可與楚為敵」以

及「兄弟不多，不要聽信讒言，要同心協力」兩個

主題，第三首從水流微淌的平靜環境中刻畫一個

驚人密謀，筆法曲折有致。同一景物起興，其「情」

（主題）各有不同，應情應景，大有可觀。

有時表達同一主題，《詩》卻能做到簡繁得

當。如《秦風‧駟驖》：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6]

此詩寫秦襄公田獵盛況。三章，每章四句四

言，善于捕捉富有表現力的細節和瞬間，「六轡在

手」表明秦襄公禦馬技術高超，「舍拔則獲」（搭弓

放箭獵物應弦而倒）表明秦襄公射術高明，「輶車

鸞鑣，載獫歇驕」描寫輕便戰車鸞鈴輕響，載著歇

息的獵狗，將獵前、獵中、獵後的場面描寫得生動

形象，頗得以簡馭繁之妙。

另一首描寫田獵的詩，則寫得華麗豐瞻。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

火烈具舉。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勿狃，戒其傷

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

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禦忌。抑罄控忌，抑縱送

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

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 國風‧鄭風‧大叔于田[7]

《鄭風‧大叔于田》三章，寫馬的顏色、服驂

的搭配，周圍的環境，反復渲染鋪張。既寫了共叔

段徒手與猛虎搏鬥的驚險場面，又寫了他張弛有

度的騎馬技術，還寫了他事後收拾弓箭的悠閑。這

兩首詩，都是描寫田獵，前者精要簡約，後者華麗

豐瞻，各有其妙，恰恰代表了中國文學的兩大傳統

手法。

《詩》本身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但在春秋

時期，人們對《詩》的重視並不止于個人的藝術審

美，而是側重《詩》的社會政治意義。諸侯大夫們

在聘會燕享之時觀樂賞舞、賦《詩》言志，所賦之

詩有全篇有斷章，所取之義有本義有新義，總歸

要適合當時的政治外交需要，而其社會政治價值

之最初寄托仍是《詩》本身的審美價值。

三、《詩》之成型：采詩、獻詩、

編詩、刪詩、逸詩

先秦詩作具有包含審美價值在內的多樣化價

值，先秦時期的統治者則非常重視其社會政治價

值，企翼從中觀察民俗風情、政治得失，從而為政

治舉措提供參考依據。所以有了采詩制度。

《左傳‧襄公十四年》所載師曠言論表明夏

代即有采詩制度。

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

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

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

乎有之，諫失常也。[8]

班固《漢書‧食貨志》則詳細地談到了周代采

詩者及其采詩情形：

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

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

戶而知天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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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是周代職官，「太師」即周代「大師」

「春官宗伯」之屬，與小師、瞽曚等俱為樂官，掌

樂事。「行人采詩」表明周代也有采詩制度。

儘管有人懷疑「采詩制度」的真實性，認為這

是班固、何休想象的理想國中之事[10]，但春秋以前

存在采詩制度應是事實。一則因為有存在文獻可

以佐證。《周禮‧天官‧小宰》：「徇以木鐸」。 [11]

《周禮‧地官‧鄉師》：「凡四時之征令有常者，以

木鐸徇以市朝」。[12]二則有出土文獻可以印證。

據2001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孔子詩論》第三論《邦風》，有「溥觀人俗」和

「大斂材」之說。此文獻經研究認定為先秦文獻。

整理者認為，「斂材」是指收集邦風佳作，其實就是

「采詩」；「溥觀人俗」指根據《詩》觀察民風民

俗。[13]《孔子詩論》可說是印證「采詩」說的出土

文獻。

除了「采詩」獻給王官，還有官員自作詩以獻

王官，這是《詩》的又一重要來源。《國語‧邵公諫

厲王餌謗》中提到「獻詩」之事：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

書，師箴，朦誦，百工諫……[14]

但這裏的獻詩者是「公卿至于列士」。大體而

言，《詩經》中的「十五國風」大體上是通過「采

詩」獲得的，而《雅》《頌》主要通過公卿列士獻詩

而來。

黃振民認為，「《詩經》之詩，今據古籍記載

推考，當系先由采詩、獻詩之積聚，後由太師加以

整理編輯而成。采詩幾乎全屬民歌，而獻詩則多屬

士大夫之作」。[15]可見，采詩獻詩而得的詩歌，經

由太師的整理，會編輯形成一定的版本。

詩歌積累得多了，就會發現有的詩有重複，有

的詩有異文，就面臨刪削的必要。《史記‧孔子世

家》：「古者詩三千餘篇，乃至孔子，去其重，取可

施于禮儀，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

之缺……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

《武》《雅》《頌》之音」。[16]

關於孔子刪詩說，前人有贊同者，也有否定

者。爭論的焦點無非在于：一以為在孔子之前

《詩》已經編定，司馬遷之說不可信。一以為當孔

子在世，古詩何止三千，蓋因孔子刪定而成今本

《詩經》之面目。《論語》中孔子評論《詩經》，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17]可見

孔子之前，《詩》已有比較完整的輯錄整理，已大

致成型。但「孔子刪詩」應有很大可能。一方面有

直接證據，《論語‧子罕》篇孔子親口說過：「吾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18]這就說明

了孔子確實對《詩》（包括樂、詩）有過整理訂正。

另一方面，有間接證據。《左傳》所記「季札觀

樂」，其觀樂編次與今本《詩經》大體相同，季札

所見《詩》：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

幽、秦、魏、唐、陳、鄶……；小雅、大雅；頌；今本

《詩經》：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

唐、秦、陳、鄶、曹、幽；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

頌。兩者雖然大體相同，但仍有兩個重要的區別，

一是今本《詩經》中《幽》風置于十五國風之末；

二是季札所觀之「樂」中，「頌」是沒有細分的，而

今本《詩經》則細分為《周頌》、《魯頌》、《商頌》

三部分。楊朝明認為，「幽風」即是「魯風」，以

《周南》始而《幽風》終，以「周公」為終始可能正

是孔子編訂「國風」的追求；孔子在整理《詩》時，

將「頌」放在最後，並在《周頌》之外加上《魯頌》

和《商頌》，之所以分為周、魯、商三部分，恐怕與

孔子「據魯、親周、故殷」（《史記‧孔子世家》）的

文化情結不無關係。[19]此外，逸詩的存在也表明

了孔子刪詩的前提。

《詩》在編輯成冊的過程中，還有一個逸詩

的問題。所謂逸詩，包括孔子編詩時未被收入的

部分和《詩經》定本後在流傳過程中亡佚的部分。

由于《詩經》傳誦之廣及歷史地位之特殊，在後代

流傳的過程中會出現錯訛，但全篇亡佚的可能性

不大，所以逸詩中絕大多數可能是最初就未被收

入的部分。先秦諸子有逸詩數十處。如《論語》中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20]朱熹認

為此非《碩人》詩，而是逸詩，其說可從。《列女傳

‧辯通傳》第一則故事也記載了一首逸詩。此則故

事記載管仲之妾妾婧妙解寧戚所歌「浩浩乎白

水」之意，告知管仲寧戚所言來自古詩「浩浩白

水，鯈鯈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

我焉如」[21]，其意在于求仕，于是管仲告知齊桓，

重用寧戚從而齊國大治。這裏的《白水》詩不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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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存《詩經》，也應是一首逸詩。

無論采詩、獻詩，其目的出于觀風俗之盛衰，

以供王官自我考正，這樣的活動無疑具有現實的

政治價值，還帶來了附帶效果 ─ 收集的詩歌總

量一定很多。這就帶來了詩歌的自然淘汰與編詩

者的有意篩選。刪詩是甄別選擇之後保留優秀作

品的活動，這樣的活動雖導致了一些逸詩，但總體

上有利于先秦古詩的編輯成型。這是古詩經典化

的版本定型行為，也是《詩》成為《詩經》的過程

之一。

四、《詩》之政用：「陳詩觀風」

與「賦詩言志」

《詩》在民間產生經采集上獻之後，王官命

太師進獻，以觀民風。此所謂「陳詩觀風」。《禮記

‧王制》有明確記載：「天子五年一巡狩，覲諸侯，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22]此類活動往往出現于

天子巡守四方諸侯朝見之時。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則記載了吳公子季札

訪問魯國時觀樂知政的故事。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

《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

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

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

《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

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

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

《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為之歌《魏》，

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

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為之歌《陳》，曰：「國無

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

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

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

……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象箾》、《南龠》者，曰：「美哉，猶有憾！」

……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

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23]

《左傳》關於「季札觀樂」的記載非常具體，

魯國表演了《詩》中的十四國風（唯獨沒有《曹

風》），大小《雅》，《頌》，還表演了樂舞，季札每

觀一樂，都予以精到的點評，著重突出樂舞背後折

射出的民風民俗與政治風氣。這是「陳詩觀風」的

典型案例。

《詩》在政治上之運用，除了「陳詩觀風」，

還有一個重要的表現 ─ 「賦詩言志」。《漢書‧藝

文志》有云：「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

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

肖而觀盛衰焉」。[24]這就說明，「賦詩言志」主要

是諸侯卿大夫在外交場合，通過賦《詩》引《詩》，

委婉曲折地表達其情感意志的一種活動。此類活

動極為流行，能不能恰當巧妙地「賦詩言志」被看

作是外交使者「賢」或「不肖」以及其所代表的國

家文明程度是否先進的重要標志。「賦詩言志」的

情況，主要見于《左傳》和《國語》，其中《左傳》

三十幾例，《國語》有四例。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趙文子在垂隴觀七子

之詩，是「賦詩言志」的一次集中體現[25]。趙文子
[26]是當時霸主晉國的卿，自宋與楚結盟而還，經過

鄭國。鄭伯親自帶著七位臣子款待趙文子，趙文子

倡議賦詩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取其「未

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

降」，以趙武為君子。趙武曰：「善哉！民之主也！」

他認為在上不忘降，故可以為民主；又不敢稱以

「君子」，所以接著說，「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

有賦《鶉之奔奔》，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

以為君」。趙武深知其意，但宴席上不便當面揭

穿，所以假裝沒有聽懂，只說「床弟之言不逾閾，況

在野乎？」表示此類棄婦詩不適合自己聽。子西賦

《黍苗》，義取「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

召伯成之」，有以趙武比于召伯之意。趙孟連忙將

功勞歸于晉國君主，「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

《隰桑》，義取其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所謂「既

見君子，其樂如何」。趙武以其卒章「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希望得到子產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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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取其「邂逅相遇，適我

之願兮」，趙武表示這是抬愛。印段賦《蟋蟀》，取

其「好樂無荒」之意，趙武表示贊賞。公孫段賦

《桑扈》，取其「匪交匪敖，萬福來求」之意，趙武

十分贊同。宴會之後，趙武對同行的叔向說出了他

對七子的總體看法，其他六人都會長享富貴，伯有

會被殺，志誣其上惹鄭伯怨恨，怎麼可能長久呢？

後來，伯有果然在三年後被殺。

垂隴宴會，趙文子與七子賦詩言志，在觥籌交

錯之際，七子委婉曲折地賦詩言志，而趙武又巧妙

地對答，真可謂是「一場大文雅」。[27]

但是，有些時候，賦詩者引詩賦詩並不一定會

引起聽詩者的理解。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和

《襄公二十八年》所記慶封不解賦詩事。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

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

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

也。[28]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弗悅，使工為

之誦《茅鴟》，亦不知。[29]

第一例中，叔孫豹吟誦《鄘風‧相鼠》諷刺齊

國使者慶封禮儀失態，可是慶封根本不懂叔孫豹

的意思。第二例中，叔孫穆子為慶封食前汜祭而不

共感到不悅，為其誦《茅鴟》，意在「刺不敬」，慶

封還是不知其意。

《左傳》對聽詩者不解賦詩之意，顯然是持

否定態度。如《左傳‧昭公十二年》：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

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

宣，令德之不知，同德之不受，將何以在？」[30]

魯君賦《蓼蕭》，比喻宋魯兩國之間兄弟相

待，但華定不解其意，也不賦詩作答，十分無禮，

引起叔孫昭子不滿，推論其必然逃亡的結局。所

以，如果不能理解賦詩之意或不能答賦，簡直不是

一個合格的外交使者。正如孔子所說：「誦《詩》

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31]

從上例可以看出，「賦詩言志」，是政治外交

場合下對《詩》的應用，強調對《詩》的理解與對

話。這類外交活動中的「賦詩言志」如此常見，簡

直「不學《詩》，無以言」。賦詩言志之所以成為風

尚，乃是因為禮儀的需要。這種禮儀標準在周初

業已形成，綿延數百年，已經根深蒂固，成為了集

體無意識[32]。降及春秋，王室衰微，「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各路諸侯對周禮形式上的追求也就變

得更為迫切，彼此間的會聘燕享也日益受到重視，

于是賦《詩》言志之風大興。賦《詩》作為一種行

為方式逐漸被諸侯共同認可為禮儀的外交。

「賦詩言志」與「陳詩觀風」，體現了《詩》在

諸侯大夫等上層社會的傳播，更體現為一種上層

貴族對《詩》的接受與理解，是古詩經典化在政治

領域的現實表現。

五、《詩》之引用：各類典籍引詩

論詩

《詩》的經典化過程，除了編定成型、政治場

合用詩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即學術思想方

面的傳播。先秦幾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學術典

籍，都有《詩》的引用或論述。曾小夢的博士論文

《先秦典籍引〈詩〉考論》，對先秦典籍的引《詩》

情況進行了全面的整理與研究。曾小夢將先秦典

籍分類三大類，先秦史書（《左傳》《國語》《戰

國策》），先秦儒家典籍（《論語》《孟子》《荀子》

《禮記》《孝經》），先秦非儒家典籍（《晏子春

秋》《墨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

再分別從分期、分類、引詩者、引詩場合、引詩效

果等角度探討各類典籍引《詩》的整體情況，總結

其中的詩學觀，以及引《詩》特點，其搜集整理可

謂細緻深入。以下略加說明。

（一）先秦史書引《詩》

《左傳》引《詩》數量是先秦典籍中最多的，

達266處（次），其中的「君子曰」引詩，實際上開了

著述引詩之先河。《左傳》側重于從聽詩者的接受

角度引詩，反映了人們接受意識的自覺性，以及對

《詩》進行重新闡釋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國語》

引詩處37次，其引詩活動詳于《左傳》。《戰國策》

引詩計7處9次，其引詩目的是為言說者自身的觀

點或利益服務。其引詩全是具體的詩句，常輔以

歷史事實，以增強說服力。

三部史書中，前兩部反映的主要是春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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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詩情況，第三部反映了戰國時代的引詩情況。

在「尊王攘夷」的春秋時期，賦詩言志之風興盛，

《詩》成為重要的外交工具之一。而在「爭于力

氣」的戰國社會，《詩》在政治、外交中的地位下

降，為縱橫策士們所輕視。

（二）先秦儒家典籍引《詩》

《論語》引詩、論詩、解詩計19處。孔子主要

從用詩的角度，強調了《詩》的社會作用，其詩學

觀念以「禮」為核心，強調《詩》的政治、倫理功

用。「興觀群怨」，「思無邪」，「不學《詩》，無以

言」，「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等，是其主要

《詩》論觀點。

《孟子》引詩共37處，其中有26處是引《詩》

證論。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等詩

學理論，進一步完善了儒家的詩學體系。其引詩呈

現出「以詩為史」的特點。

《荀子》引詩83處，都是為自己立論服務，

涉及《詩》篇目47篇，喜引雅、頌。其引詩模式有

二，一是先立論再引《詩》以證其權威性；二是先

引《詩》再解說自己對《詩》中聖人之志的理解。

前者可謂「引《詩》證論」，後者可謂「依《詩》析

意」。如果用後世的學術話語來形容，前者可謂

「六經注我」，後者可謂「我注六經」，兩者共同構

成了「依經立義」的典型樣態。

《禮記》引詩共計104次，涉及64篇。《禮記》

引《詩》表現了對《詩》的推崇，其詩教觀包含以下

內容：詩禮密切相關[33]；詩樂舞不可分割[34]；「樂

與政通」；「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而

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等。它同樣把《詩》當作

理論依據。

《孝經》僅一千九百餘字，引《詩》卻多10次。

表明《詩》已成為儒家所信奉的聖典，成為其論證

孝道思想的理論依據。

儒家典籍引《詩》有一個顯著特點：多引

《雅》《頌》，較少徵引《風》。這種狀況表明，在

儒家學者的眼中，《雅》《頌》的地位高于《風》。

（三）先秦非儒家典籍引《詩》

《晏子春秋》一書引詩16處24次。引《詩》主

要為晏子的禮治、德治、仁政以及民本思想作依

據。《墨子》引詩11處，墨子重視詩的實用性，沒有

儒家那麼推崇《詩》，只是「不得已而用之」。《莊

子》中的引詩只有1處，說詩有4次。莊子並非引

《詩》言志，援《詩》說理，而只是借《詩》來反諷

儒家的禮義道德。《雜篇‧外物》講述儒生們吟誦

著《詩》《禮》的文句盜發墳墓的故事[35]，無情地

諷刺儒者的虛偽。引《詩》幾乎成為道家攻擊儒家

的武器和手段。《韓非子》引詩5處，代表了以韓非

為首的法家對《詩》的批判態度。

從《晏子春秋》《墨子》到《莊子》再到《韓非

子》，作者們對《詩》的接受態度由肯定、推崇到

越來越強烈的貶斥、冷漠，但到了《呂氏春秋》，

情況有了改變。《呂氏春秋》引詩16處，其引《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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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特點：1.作者引用詩文以說明問題、闡釋事

理、論證己說；2.記載前人之賦詩誦詩的史料。

《呂氏春秋》對《詩》采取了比較推崇的態度。[36]

總體來看，《詩》在春秋戰國就是一個無法忽

視的文化存在，幾乎任何典籍都繞不過去。儘管

引《詩》次數在先秦儒家典籍（包括先秦史書《左

傳》《國語》）與非儒家典籍（包括先秦史書《戰

國策》）有多寡之別，對待《詩》的態度也有肯定

推崇與貶斥冷漠之別，但不可否認的是，先秦典

籍的引《詩》論詩，擴大了《詩》的傳播與影響力，

增強了《詩》的接受度，為古詩經典奠定了學術思

想的接受基礎。其中，孟子和荀子的引《詩》對於

《詩》以成經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前者提出了

「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的詩學理論，為「詩經

學」成為專門之學奠定了基礎；後者的引《詩》不

僅數量多，而且「引《詩》證論」和「依《詩》析意」

兩種引《詩》體例特點鮮明，共同構成了「依經立

義」的典範形態。

六、《詩》以成經的觀念基礎：儒

籍合稱

《詩》在傳播過程中，逐漸與其他儒家典籍

合稱，于是有「詩書」、「禮樂詩書」、「禮樂詩書

春秋」、「禮樂詩書易春秋」、「易書詩禮春秋」等

合稱。這些合稱表明其在傳播過程中，《詩》逐漸

由單一的詩歌集轉化為儒家群籍的一分子，從而

為儒家典籍這一群體性概念最終成為五經奠定了

觀念基礎。

1.詩書

《詩》、《書》並稱起源甚早，孔子《論語‧述

而》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

也」。[37]

2.禮樂詩書

《禮記‧王制》謂：「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

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38]所謂「四術」即「詩書禮樂」，四教即

春夏秋冬四季分別教以四術。

3.禮樂詩書春秋/詩書禮樂春秋

《荀子‧勸學》：「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

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畢矣。……

《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

秋》約而不速」。[39]

《荀子‧儒效》：「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

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

《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

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

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畢是

矣」。[40]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認為「詩書禮樂春秋」涵

括天下之道，沒有把《易》列入其中。

4.詩書禮樂易春秋/詩書禮樂易春秋

《禮記‧經解》：「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

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

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

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41]

《莊子‧天運》：「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

《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

矣」。[42]

《莊子‧天下》：「《詩》以道志，《書》以道

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春秋》以道名分」。[43]

從以上的各類並稱來看，可以發現兩點：一、

詩與其他儒家典籍並稱的數量呈現越來越多之

勢。二、在《莊子‧天運》篇已經明確出現了「六

經」一詞。細想之下，這兩點其實也是前後相承

的。先是《詩》在春秋戰國的傳播、接受中，其影

響力不斷增強，並產生了輻射力，其他儒家典籍的

傳播也需要借助《詩》的影響；另一方面，《詩》與

其他儒家典籍的不斷抱團，不斷以群體性並稱進

入各類典籍，既突顯了儒家典籍的內在聯繫，也為

儒家典籍這一群體最後都定為經典奠定了觀念基

礎。當然，《莊子‧天運》篇最早稱儒家群籍為「六

經」，只不過是道家對儒家的「欲抑先揚」，真正的

目的是借老子之口表明「夫六經，先王之陳跡

也」，啟發孔子要「與化為人[44]」。不過，這也反映

出，至少在漢代官方確立「五經」之前，已有「六

經」之名。

七、《詩》以成「經」的制度基

礎：「獨尊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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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成為「經」除了本身價值、廣泛的傳播

與接受以及並稱「六經」的觀念準備外，還有一

個關鍵的制度基礎：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

術」。

西漢初年，漢高祖不喜儒學，使儒家的學術

源流幾乎斷絕。博士制度雖承秦制依然存在，但

博士人數不多，且僅具官待問而已，在傳授文化方

面難以起多大作用。惠帝廢《挾書律》，使諸子學

說復蘇，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道家的黃老無

為思想因為受到漢初統治者的提倡，居于支配地

位。

文帝時開始設置《書》、《詩》的一經博士，並

立諸子傳記博士，博士之數達到七十餘人。百家雜

陳而儒家獨多。景帝時置《春秋》博士。此時，儒

家的《書》《詩》《春秋》以及《論語》《孝經》《孟

子》《爾雅》都有博士，其中《詩》博士有齊、魯、

韓三家。至此，《詩》已正式成「經」。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舉賢良

對策中提出建議：「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

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

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45]漢

武帝對董仲舒的這種大一統思想非常賞識。武帝

又采納丞相衛綰之議，罷黜治申不害、商鞅、韓

非、蘇秦、張儀之言的賢良。此舉遭到竇太后不滿

並無故降罪衛綰等人。但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年），漢武帝在文景時所立《書》《詩》《春秋》的

基礎上又為《易》和《禮》增置博士，合為五經博

士，這被認為是經學確立的標誌[46]。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將不治儒家

《五經》的博士一律罷黜，又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

公孫弘為丞相，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還批准為博

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

故，吏有通一藝者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這就是歷

史上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獨尊儒術」之後，「通一藝」的儒者即可擔

任重要職務，利祿的誘惑使得《詩經》的地位更加

尊顯。張海晏認為，「漢代統治者推崇儒學的重要

措施是將儒學立為官學……儒學官學化的主要內

容與方式即是將為學與為官、治學與治國、儒者與

官紳通過『學而優則仕』而關聯起來」。[47]可以說，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古《詩》成「經」的制度

基礎。

八、《詩》以成「經」的學術強

化：「四家詩」的道德教化

《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為《詩》

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

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為近之。三家

皆立于學宮。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

間獻王好之，未得立」。[48]

四家詩中，齊魯韓三家皆立于學宮。三家詩都

有代表性人物，盛極一時。轅固創立齊《詩》，在景

帝時立為博士。齊《詩》後學眾多，其中名人有董

仲舒、後蒼、戴德、戴聖、匡衡、桓寬、馬諼、班固

等人。齊《詩》的最大特點是雜糅陰陽五行讖緯之

說，後亡于魏。魯《詩》源自荀卿，為申培所傳，申

公在文帝時立為博士。魯《詩》後學名人有趙綰、

王藏、孔安國、司馬遷、韋賢、劉向、王逸、蔡邕等

人。魯《詩》相對而言比較樸實，「疑者則闕不傳」
[49]，後亡于西晉 [50]。韓嬰創立韓《詩》，在文帝時

立為博士。韓《詩》後學眾多，其名人有王吉、蔡

誼、陳囂、崔炎等，後亡于北宋，僅存《韓詩外

傳》。《韓詩外傳》的特點是「引《詩》證事」。三家

詩皆屬今文經學，在西漢時占主導地位。毛《詩》

一般認為是毛享和毛萇所作，是古文經學。西漢

時雖曾為河間獻王所重，但影響有限。西漢末劉歆

力倡古文經，《毛詩》在西漢末年平帝時被一度立

于學官，但東漢經謝曼卿、衛宏、鄭眾、賈逵、馬

融、鄭玄的注解傳播，而逐漸興盛。唐孔穎達為鄭

玄《毛詩箋》作疏，名為《毛詩正義》，後編入

《十三經注疏》，流傳至今。《毛詩》除每首詩後

都有《傳》外，每首詩前面都有「序」，有「小序」和

「大序」之分。《毛詩序》最大的特點是「美刺說」

與「以史證《詩》」。[51]

三家詩文本大多散佚，幸有清人王先謙《詩

三家義集疏》將其遺說收集。綜合四家詩來看，雖

然各家在字詞、釋義以及闡釋特點存在區別，但

大同小異，它們都把《詩經》當成道德教化的神聖

經典。[52]既然尊之為經典，就不能懷疑，所以，對

內，四家詩各派嚴守師法家法；對外，以《詩》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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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德教化的做法現在看來不免拘泥迂腐，當時

卻被人廣泛接受而不受質疑。這種道德教化的神

聖化又反過來強化了人們對於《詩經》神聖化的理

解。可以說，四家詩共同選擇《詩經》作為道德教

化的神聖經典，是使《詩》成為「經」的學術強化。

當然，四家詩將《詩經》作為道德教化的經典

助推其神聖性到達頂點後，《詩經》的神聖性有一

個由盛轉衰的過程，但《詩經》的經典地位並沒有

受到多大影響，由道德教化經典逐步向文藝審美

經典過渡與回歸，這是後話了。

結論

從價值角度而言，《詩》具有以審美價值為

基礎的多元價值，是《詩》成為「經」的內在原因。

《詩》在採獻編選刪逸後形成的定型為古《詩》成

「經」奠定了版本學基礎，這也是傳播和接受的起

點。在「陳詩觀風」與「賦詩言志」等政治外交場

合，《詩》的社會政治價值受到重視並被用來廣泛

交流，構成古詩經典化在政治領域的現實表現。先

秦古籍對《詩》的引用論述，為《詩》成為「經」奠

定了學術思想上的接受基礎。《詩》與其他儒家典

籍的合稱，則為《詩》成為「經」做好了觀念準備。

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政策則是《詩》成為「經」的

關鍵性制度基礎，而四家詩共同選擇《詩》作為道

德教化的神聖經典，則是《詩》成為「經」的學術

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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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es the Old Songs become the Book 
of Songs?

Zhu Gong-luo(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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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some reasons for the Old 
Songs becoming the Book of Songs.  Firstly, the Old 
Songs, which have numerous aesthetic values, are the 
underlying causes.  Secondly, after being collected, 
offered, edited, deleted and selected, the old songs were 
almost standardized in their unique style or format 
that no sooner helped lay the basic vers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Thirdl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values of 
the Old Songs were acknowledged.  The poets and 
songs, on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occasions, were 
instilled political values constituted the canonization 
of ancient poetry in the political field, for instances, 
when poets expressed their aspirations and feelings 
in their poems (Fùshīyánzhì) ; and when the Songs 
themselves ref lected the curr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s (Chénshīguānfēng).  Fourthly, the quotation 
of the Old Songs in Pre Qin Dynasty laid the foundation 
in recognizing the Old Songs as Classic. Fif thly, 
categorizing the Old Songs and other Confucian classics 
into one collection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Old Songs to become Classic.  Finally, whereas the 
policy of "respecting Confucianism exclusively" by 
Emperor Wudi's in Han Dynasty was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being the common choice in the Four-School 
Poetry (Sìjiāshū)  as the sacred scripture for moral 
education was the academic basis, both paved way for 
the Old Songs to become Classic.

Key Words: Old Songs; the Book of Songs; 
Expressed poets’ aspirations and feelings in their poems 
(Fùshīyánzhì); Deleting some poems; Pre-Qin scattered 
poems; "respecting Confucianism exclusively"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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