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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一  歷來的解法 

在目前這個崇尚真情真愛的時代中，《詩》三百篇何以無邪的問題難免

會成為治詩經學或者治中國古代文學者的棘手問題。不過，此問題非自今日

始。打從東漢開始，許慎與鄭玄就已經先後為此發過議論，只是見解不同。
1

許慎指鄭聲淫即鄭詩亦淫，何來思無邪，此所以為異義也。鄭玄則大致忠於

《毛詩》解法，謂鄭聲雖淫但鄭詩無邪。他箋解所謂「一言以蔽之」的一

言—《詩．魯頌．駉》之「思無邪」一句—為：「思遵伯禽之法，專心

無復邪意也。」
2
意即「思無邪」是效法魯僖公之一心遵循周公長子伯禽的

治國之法，儉寬愛民，重農足用，無有不正之想也，同時亦呼應《論語．為

政》一章之主旨在於「學通於為政」和「欲為政必先由學」的道理。皇侃疏

解的《論語集解義疏》和邢昺疏解的《論語正義》皆載魏何晏注引東漢包咸

                                                                 
1  許慎《五經異義》云：「今《論語》說鄭國之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

感，故云鄭聲淫。《左氏》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

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禮記》三十七〈樂記〉，《正

義》云：『鄭駁，無從許義。』《正義》又曰：『今案〈鄭詩〉說婦人者惟九篇，《異

義》云十九者，誤也，無十字矣。』）」（〔清〕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上海市：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卷下，頁9-10） 
2  〔漢〕鄭玄箋：《毛詩》（臺北市：中華書局，1969年四部備要本），卷20，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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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解曰：「歸於正也。」皇侃還補充說：「言為政之道唯思於無邪。無邪則歸

於正也。」
3
邢昺亦補充說：「此章言為政之道在於去邪歸正。……詩之為

體，論功頌德，正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
4
鄭玄、

皇侃和邢昺此種解法，基本上通於《毛詩．大序》關於詩者為何的說法—

詩以言志為宗旨而志以端正為鵠的，不管是正風俗、正人倫、正王政、正告

神明等皆然。
5
此種解法歷來為正統。即使到了清朝，劉寶楠《論語正義》

中的解法基本上還是蕭規曹隨。
6
不過，宋代以後，許慎所開闢的異義路數

亦不乏後繼者，而且勢力強大。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南宋理學家朱熹。
7
 

朱熹在其《四書集註》中說：「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

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程子曰：思無

邪者，誠也。」
8
朱熹跟北宋的程頤一樣，都認為「思無邪」就是歸於誠，

誦詩就是為了受教於正善之言或反省邪惡之言，以便得到意誠的效果。因

此，「思無邪」不是指詩三百篇本身的內容，而是指善於讀詩的君子，而且

所謂「邪」是「邪淫」之意。
9
 

在這兩種經學的解法之外，還有第三種解法，盛行於魏晉以後辭章之士

的文論中，直至今日崇尚文藝表現真情的時代，更蔚為《詩經》解法之主

                                                                 
3  在〔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的《論語集解義疏》中，皇侃還特別強調「政者，

正也」和「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的寓意。（楊家駱主編：《論語注疏及補

正》，《十三經注疏補正》，臺北市：世界書局，1980年），第14冊，頁10。 
4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清〕阮元：《十三經注疏》，臺北市：

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年），第8冊，頁0016。 
5  譬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

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毛詩》，卷1，頁1-2） 
6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臺北市：世界書局，1983年），頁21-22。 
7  其實〔北宋〕歐陽修的《詩本義》早已開風氣之先。見氏著：《詩本義》（文淵閤四庫

全書本），尤其是卷3，頁2-3論〈靜女〉詩義的部分。 
8  〔宋〕朱熹：《四書集註》（臺北市：漢京文化公司，1981年），頁133-134。在《詩集

傳．魯頌．駉》中，朱熹之解法大致相同。見〔宋〕朱熹：《詩集傳》（臺北市：臺灣

中華書局，1978年），頁238。 
9  朱熹就認為〈鄭風〉二十一篇多是淫奔之詩。同上註，《詩集傳》，頁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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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此種解法可以晉陸機〈文賦〉所謂「詩緣情而綺靡」和明馮夢龍所謂

「桑間、濮上，國風刺之，尼父錄之，以是為情真而不可廢也」為代表。
10

此種解法認為詩三百之所以無邪端在詩人之情感激動深切，真摯無假，能感

動人。清末民初鄭浩在其《論語集注述要》中講得最為入味： 
 
夫子蓋言《詩》三百篇，無論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

流溢，直寫衷曲，毫無偽托虛徐之意，即所謂「詩言志」者，此三百

篇之所同也，故曰「一言以蔽之」。惟詩人性情千古如照，故讀者易

收感同之效。
11

 
 

不只如此，此三種解法只是本文所建構的類型，在實際的案例中並非互相排

斥的。譬如歐陽修和朱熹並非全盤否定毛鄭的解釋，只是認為毛鄭的解釋不

全合於《論語》中的孔子言行和一般合理的人情世故。類似的，後漢王逸反

駁班固對屈原《楚辭》露才揚己、怨主刺上的批評，認為《楚辭》之怨主刺

上，與《詩經》中一些大雅之詩同，不該厚彼薄此，指為怨恚難制的任性文

人。
12
又專門提倡抒寫性靈、不避俚俗的清代才子袁枚，亦自稱為文論詩常

折衷於孔子，對《詩經》的看法依於《論語》。他認為詩三百有工有不工，

有溫柔含蓄有不溫柔含蓄，有關係於人倫者，亦有無關係於人倫者，不可一

概而論。
13

 

第二種和第三種解法儘管一為經學解法，一為文學（辭章之學）解法，

但是兩者有兩個共同點：一是認為詩之為言有「本義」可說，有「本色」可

談；二是認為「詩言情」，不管就作詩過程、詩旨本身、讀詩效果而言，詩

都是一種抒發情感的文章。他們都誤將《毛詩．大序》中所謂「情動於中，

                                                                 
10  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一卷本）（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

67、288。 
11  轉引自門紅麗：〈「詩無邪」詩學觀念解析〉，《當代小說》（下）2010年第9期，頁48。

門紅麗此文亦旨在發揮此見解。 
12  〈「詩無邪」詩學觀念解析〉，頁55。 
13  〈「詩無邪」詩學觀念解析〉，頁36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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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於言」這兩句話當作是作詩、詩旨、讀詩的關鍵，沒注意到「故變風發

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這幾句話。
14

而他們之認為詩有其本義或本色可說亦與此有關。 

關於「詩言志」與「詩言情」的同異及演變問題，上個世紀對日抗戰期

間朱自清的《詩言志辨》中的〈詩言志〉篇有頗值得參考的分析。
15
他不同

意當時一些有影響力的文學研究者將「詩言志」混同「詩言情」，將志作情

或情志合一，認為「詩言志」之「志」在魏晉以前大致皆指政教之事及其效

果，後來才以明己之不得志等人生遭際為「言志」，或者像陶淵明那樣以表

明志在閒適之田園生活為「言志」，於是「志」與「情」開始分界不明。唐

孔穎達疏解《毛詩正義》時就已經如此。
16
逮至清袁枚，更明白主張連勞人

思婦率意言情者皆算「言志」。如此一來，詩三百才相當於今日所謂「抒情

詩」。 

朱自清已經注意到，春秋時代詩三百之所以無作者和志在政教作用，與

詩樂大致仍未完全分離的情況有關，但他也注意到孔子已經頗為重視詩義，

雖則多為斷章取義，不重視詩之本義。可惜他通篇中所謂「志」只停留在政

教作用上，與所謂「情」之為個人情感範疇相對而分離，猶如經學與文學是

平等的兩回事一樣，未能從「志」與「情」或經學與文學之間的內在素質差

別關係入手，來析論古今文學之辨與變，以致無法充分闡明詩三百之所以無

                                                                 
14  《毛詩》，頁1-2。《毛詩．大序》這幾句話的意思應該是：變風是國史因應衰敗淫亂之

民情而思有以諷勸匡救之所作出來的言志之文。詩是言志之文。聖王在位，風俗人情

厚正時，則民歌可直接採錄為言志之詩；不然，變風、變雅就由國史或有心正俗之士

來因應創作。 
15  朱自清：《詩言志辨》（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頁14-71。 
16  孔穎達疏解《毛詩．大序》所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時說：

「此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

之為志。發見於言，乃名為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

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志之所適，

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

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

《十三經注疏》，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年，第2冊，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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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此一孔子詩論的真義。
17

 

二  「言公」與古今文學之辨 

如果將上述三種關於「思無邪」的解法路數化分為目前所知的各種不同

解釋的話，主要約有以下六種：一是經孔子刪修過；二是詩作皆出於感發懲

創之苦心，意在導正風俗，兼陳美刺；三是作詩者與誦詩者皆為君子，發乎

情，止乎禮義；四是經過比音入樂，誦自瞽矇，則王法昭焉；五是以無邪之

思讀詩，則醜惡者適足以為警懼懲創之資；六是作詩者情感真摯。
18
此六種

解法之關鍵在於「邪」字何解，而儘管所指有深有淺，有當有不當，然而皆

以評定詩三百所言所思之品質為務，鮮有從「道器關係」及「古今之辨」之

高度論及古人詩文不得已而言之「言公」精神。獨有章學誠《文史通義．言

公》篇簡略發此論而抒此意而已。以下先就章氏有關「言公」與古今文學之

辨的見解略加說明。
19

 

《文史通義．言公上》一開頭就提出一個與今人為言為文大不相同的看

法，就是古人為言為文之「言公」精神： 
 
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志期於

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文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

言之果為我有也。 
 

                                                                 
17  朱自清雖然反對當時的「抒情詩論」，認為詩三百並非「抒情詩」，但是他的文學觀畢

竟是唐宋人「文以寄情」的文學觀，以為文學一定是表達情感的文章，與經學不同。

還有，朱自清以今人的用法來講「斷章取義」，認為「斷章取義」是不成熟的解詩方

式，而注重全篇的說解，才是正路。他這樣的看法基本上也是唐宋人的看法，與朱熹

無異。（參見《詩言志辨》，頁110） 
18  此六種解法的前四種主要歸納自《詩本義》引書，基本上屬於第一種解法路數。至於

第五、六兩種，則分別屬於第二、三種解法路數。 
19  以下論述出自〔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市：中華書局，

1985年），上冊，內篇二〈言公上中下〉，頁16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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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章學誠此主張之實際用法，茲以摘錄原文的方式例舉如下： 
 
（一）〈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

必於試功而庸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

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 

（二）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為作也。」是則男

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託也；征夫離婦之怨，忠國懮時之所寄

也。必泥其辭，而為其人之質言，則〈鴟鴞〉實鳥之哀音，何怪鮒魚

忿誚於莊周？〈萇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雌風慨嘆於宋玉哉？夫詩人

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

憤懣，而有裨於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為名，則是爭於

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 

（三）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

也。……古書或有偽託，不盡可憑，要之古人引用成說，不甚拘

別。……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 

（四）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

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

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

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 

（五）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

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世之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尚

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當。……世之譏

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以謂盜襲而無耻。……此則全不通

乎文理之論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

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

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 

（六）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

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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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非

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為功也。……是知古人不著書，

其言未嘗不傳也。……門人弟子，稱引師說，……而人之觀之者，亦

以其人而定為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為師說，孰為徒說也。蓋取足以

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 
 
在以上的摘錄引文中，第二種用法特別重要，因為這牽涉到詩三百言尚

比興而意存敦厚之旨的本色，
20
對諸如歐陽修和朱熹等主張「詩有本義可據

文求得」者，簡直是當頭一記鐵拳。 

在〈言公中〉裡，章學誠又繼續補充和發揮上述的主張說：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

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

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豈有計於工拙

敏鈍，而勉強為之效法哉？若乎道之所在，……古人有言，先得我心

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其立言也，不易然

哉？……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己出之

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言於道，而從其公而易

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

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於道哉？……故曰：無意於文而文

存，有意於文而文亡。……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可以明

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而曰言託於公，不必盡

                                                                 
20  此段中所謂「〈鴟鴞〉實鳥之哀音，何怪鮒魚忿誚於莊周？〈萇楚〉樂草之無家，何怪

雌風慨嘆於宋玉哉？」分別指：〈鴟鴞〉一詩實際上是周公在蔡叔、霍叔之讒言為患一

事結束之後，寫給周成王以表明心迹的自哀之詩，雖然鴟鴞本為鳥中之猛禽；周公之

情與《莊子．外物》寓言故事中困陷於車轍乾涸中的鮒魚類似；《詩．檜風．隰有萇

楚》第二章以萇楚之樂於無家來比喻幼童不識飄泊無家之苦；此種不識愁苦滋味的心

態類同於《文選．宋玉〈風賦〉》中楚襄王之自以為與民同享快哉之風，宋玉遂以庶人

之風為雌風，與大王之風為雄風大不相比來諷諫君上。（參見《文史通義校注》引書，

頁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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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己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

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意或相

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於己

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是以後人述

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為並存於天壤，而是非得失，自聽知者

之別擇，乃其所以為公也。 
 
雖然章學誠沒有明說，但揆諸其在〈言公〉、〈詩教〉、〈經解〉、〈答客

問〉、〈答問〉等篇章中之意，對他而言，六藝之文才是真正「即器以明道」

的「言公之文」，禮樂質文合一。經學和文學則是漢代時勢所促成的初步

「言私之文」，禮樂質文開始分離，至魏晉南北朝初成定局。
21

 

三  言公文學思無邪 

由於「言公之文」即是「即器以明道之文」，故此即是「無邪之文」，而

「言私之文」即是「就文論文，以器為自成一道之文」
22
，故此即為「有邪

之文」，要非邪淫，即是邪僻，反正就是不正。當然，此處所謂「正」，是指

「正於道而合於禮義」的意思，包括「政者，正也」的意思。因此，此處所

謂「無邪」或者「正」並不止於上提朱自清《詩言志辨》一書中所謂「政教

作用」，因為「正」是陰陽調和的中和狀態，樂舞可以正，情志也可以正，

                                                                 
21  《文史通義校注》引書，內篇一，〈詩教上下〉、〈經解上中下〉，頁60-117；內篇五，

〈答客問上中下〉、〈答問〉，頁470-498。章學誠著名的「六經皆史」之論與此處所謂

「言公之文」其實是同一回事，因為他所謂「史」就是「言公之文」或「即器以明道

之文」，又或者「心裁別識的獨斷著作」；與之相對的是「文人之文」，即一方面注重聲

律布局和文字工巧，二方面又注重文辭必自己出之文。請特別參見同上引書，〈答客問

上〉和〈答問〉。另外關於章學誠「六經皆史」想法的新解，請參考拙著〈六經皆

史—章學誠的原始經典觀〉，《第六屆中國經學研究會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2009年），頁1-18。 
22  《文史通義校注》，〈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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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萬物皆可得其正位正態，不獨政教之事而已。
23

 

依上述章學誠所論，文學之正與不正，分際在於言之「公私」。「言公文

學」出於人情世故之自然，非可私之言，故此可以明道，有政教之用。詩三

百即是此種文學。一者，無論是獻詩陳志、賦詩述志、教詩明志，還是作詩

言志（借用朱自清《詩言志辨》的分類），詩三百皆實際使用於生活之中，

是為了把生活過好而使用的歌辭，因此詩義以言志明志為主，並非情感的直

接流露，意即當初情動於中的情狀已經以賦比興的迂迴手法稍作修飾處理，

成為與人交往時可為人接受的言志之辭，而且也展露一種溫柔敦厚、委婉示

意的說話風格；
24
二者，詩三百沒有確實的作者，或者原作者也不計較原作

與否，甚至低調地隱匿原作身分以免惹是生非；三者，在古代生活中，誦記

口傳比較方便，也比較深入人心，傳之久廣，故此詩三百都是口傳的，只有

必要時才會用文字記錄下來，因此不只押韻合樂，方便背誦，而且言簡意

賅，隨時會有局部變異（不管是聲變或是字變）；四者，由於詩無本文，亦

無本義，故此大可斷章取義，類比發揮，甚至可正言反解，反言正解，不一

而足，重要的是其為明道之文，文義中所蘊涵的陰陽往復的中和之理始終不

變，從而保有詩教的作用；五者，由於時代久遠，詩旨難明，詩三百最好遵

從孔子「思無邪」的指示，參酌毛公師授詩傳，以言公文學的心態讀之。
25

 

                                                                 
23  傳統中國所謂「天地萬物」有兩大特色：一是包括美醜、吉凶、長短、壽夭、哀樂等

今人受現代西方思想影響以後一般不稱為「物」的想法和感受；二是連口耳、芻豢、

宮室、車船等物都是陰陽五行之物。請參考拙著：〈陰陽五行的思考方式及其認識途

徑〉，《社會關懷：祝賀楊孝濚教授六秩晉五論文集》（臺北市：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2006年），頁51-69。（此文亦刊登在以下網頁上：http://mail.scu.edu.tw/~reschoi3/kcchoi3. 
htm） 

24  「興」與「溫柔敦厚」是密切關聯的。關於何謂「興」，大致有四種說法：一是毛鄭和

孔穎達的「託事於物」，是一種「取譬引類」的說話方式；二是朱熹所謂「託物興辭，

初不取義」的方式；三是朱自清結合上述二義而成的「發端性的比喻」；四是聞一多的

「隱語」，多為性隱語。（前三種解法請分別參見《詩言志辨》，頁118-119、123、80；
至於聞一多的解法，則請參考聞一多：《詩經講義》，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年）本文跟從第一種解法。 

25  與章學誠志趣接近而且曾經切磋過的乾嘉樸學大老戴震，就是秉持如此態度來撰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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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文人學者之所以誤解詩三百這種「言公文學」，以為「思無邪」是

指詩文所表達的情感並不邪淫邪僻，是因為他們已經有了不同的文學想法，

也就是「言私文學」的想法。相反於上述五項「言公文學」的特點，「言私

文學」的特點如下：一者，文學作品是供人玩賞或休閒時用的，與實際的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正經事無關；二者，文學作品一定是某位作家的作品，

帶有他特有的性情和感遇特質；三者，文學作品是用文字寫出來的作品，主

要是用來閱讀的，有本文可憑，有本義可說；四者，文學作品之精華在於情

景交融的意境營造，自成一道，與禮義政教之道分庭抗禮；
26
五者，古今人

情相同，為文之道亦應相同，因此，孔子所謂詩三百皆無邪並非實情，因為

有些作品顯然違反善良風俗，而另外一些作品則並不溫柔敦厚，毛鄭之傳解

亦多有牽強附會之處，與詩本義乖離，不可全為準本。 

屈原的《離騷》可以說是中國文學走向「言私」方向的起點。屈賦與詩

三百之不同，正如魯迅所言：「較之于《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

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後儒之服膺詩教者，或訾而絀

之，然其影響于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27
當今中國大陸的文

學史家木齋也認為，如果說《詩經》是中國詩史「自然藝術」的源頭，那麼

《楚辭》就是「人為藝術」的濫觴。
28

 

《離騷》之言甚長與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是密切相關的。
29

首先是其旨甚明。文旨之所以會明白，無非因為情感淘湧澎湃，無可修飾轉

圜所致。反之亦然，文旨一旦明白，便只能揮灑情感，一瀉千里，不能再委

婉拿捏旨意，含蓄地點到為止了。再來是其文甚麗和其思甚幻。由於情感澎

                                                                                                                                                           

的《毛詩補傳》的。參見〔清〕戴震：《毛詩補傳．序》，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

（合肥市：黃山書社，1994年），第1冊，頁125-126。 
26  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就是如此主張的。參見《中國歷代文論選》，頁316。 
27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上海市：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1年），頁17。 
28  木齋：《中國古代詩歌流變》（北京市：京華出版社，1998年），頁80。不過，木齋所謂

「自然藝術」是「原始藝術」的意思，跟本文說詩三百「出於人情世故之自然」的

「自然」不同。 
29  參考《中國古代詩歌流變》，頁80-85。但本文的說法與木齋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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湃，不能自已，所有的精力和本事便都往文字雕琢和聲韻抑揚處用，盡力營

構奇幻景象和敘述讓人驚訝的情節，以凸顯其情感狀態之珍奇和合理。最後

是其文甚長。文若不長，除了不足以營構瑰麗情景和抒發澎湃的情感以外，

最重要的是不足以讓人沉迷於文藻之海中，度過其喜怒哀樂的一生。毫無疑

問，屈原騷賦是一個任性文人的傑作！ 

四  以詩三百與魏晉詩之不同為例證 

屈原騷賦的特點就是閒廢之人的作品—要不是因為被黜放而頹廢失

志，無法再過正經的生活，不然就是因為做事方式不正經而被黜放受挫。反

看孔子，同樣遭際不順，不得其志，就不會如此放浪形骸，自傷自棄，反而

勉力自強，本著「天不喪斯文」之信心，退而修書授徒，以俟後世。 

最後讓我們來比較一下詩三百與魏晉詩之不同，以此作為本文主張之例

證，因為本文前面說過，經學和文學之分是漢代時勢所促成的初步「言私之

文」狀況，禮樂質文開始分離，至魏晉南北朝初成定局。 

先來看一下被朱熹指為淫奔之詩的《詩．鄭風．將仲子》： 
 
將仲子兮，無逾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

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逾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

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逾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

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依《毛詩序》，此詩之旨是刺鄭莊公之「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

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30
照字面上看，此

                                                                 
30  《毛詩》，卷4，頁8。照毛公序和鄭玄箋，鄭莊公還只是個小不忍以致大亂的無能君

主，既不明智也決斷力不足，值得詩人諷刺。如果像〔明〕郝敬那樣讀深一層，讀真

切一些，鄭莊公其實是個口軟心硬的狠腳色。他的話其實都是欲擒故縱的「假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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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確與刺鄭莊公之不兄不孝不賢沒有關係。毛公所說詩旨頂多只能算是可

能的詩作背景，照後世所得資料判斷，很難確定為此詩本義。就此而言，朱

熹之寧願相信其為淫奔之詩或者木齋之寧願相信其為民間愛情詩，
31
或者日

本中國文學史家吉川幸次郎之寧願相信其為抒情詩，
32
確是人之常情，情有

可原。然而這是以後人之「言私文學」心態去讀前人之「言公文學」心態的

結果。為何我們作為後人，不能好好參酌孔子和毛公等前人的提示，去體會

古人那種委婉說話的處事方式呢？試想一想，將〈將仲子〉這首詩解為愛情

詩或抒情詩有甚麼好處呢？不是太普通了嗎？孔子拿這種愛情詩和抒情詩教

學生，能教出做人處事的道理來嗎？能教人溫柔敦厚的委婉說話方式嗎？ 

再來看一下《論語．八佾》孔子在其他學生面前稱讚子夏能舉一反三地

領會詩教之旨的段落，因為不單可由此見到孔子的詩教態度，而且可由此見

到詩三百的「言公」精神。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

「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 
 
孔子的詩教態度顯然是斷章取義的。為何如此？因為詩三百（或者逸

詩）都是言志的、實用的，於事有補的，說話方式和所說的話都是有用意

的，經常是迂迴地託事於物，因此，必然「依據實情比類說話」，不管是讚

頌還是譏刺。如此依據實情而比類地說出來的話，必然合於陰陽五行的自然

道理，故此大可以斷章取義，隨機應用，即使脫離了原來的言志情境，不合

於原來的詩旨，基本上也無妨於原有的自然道理，照樣可以舉一反三，借此

而引申出一番道理來。當然，孔子的詩教最後還是「禮義」二字。此之謂

                                                                                                                                                           

話。如果這樣，此詩的諷刺意味就更深了。（〔明〕郝敬：《毛詩原解（一）》，臺北市：

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影印清光緒湖北叢書本，頁119） 
31  《中國古代詩歌流變》，頁43。 
32  〔日〕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恆、駱玉明等譯：《中國詩史》（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

社，2012年），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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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於道」，又謂「思無邪」或者「思其正道」。故此說，詩三百的「言公」

精神就在無妨於「斷章取義」上。 

反觀魏晉詩作，除了曹植那首現今膾炙人口的〈七步詩〉—「煮豆燃

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33
—算是明顯的言志諷喻詩

以外，他的〈三良詩〉已經不是言志詩，而是言情詩了：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

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
34

 
 
為何說這是言情詩而不是言志詩呢？因為一來，曹植雖有借古諷今，借

古之忠良願隨主死的厲節之行而哀歎自身難為忠良的用意，但是他既無當三

良的處境，又頂多只有但願有三良可當的念頭，根本只是羡慕或讚賞三良的

非常義行，如同颱風天在海邊看到滔天大浪甚感驚奇讚歎那樣而已，並非真

是他的志願；二來，此詩詩旨太白，缺少溫柔敦厚的含蓄寓意；三來，後半

首詩有屈賦味道，於事無補，徒然強化其欷歔不已之情而已；四來，詩中所

提「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的情節，實在不是一般的人情世故，而且也

不算是自然而正常的人情世故，不可作為無邪之詩教。 

曹植如此，陶潛也一樣。請看他有名的〈雜詩〉之一：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中）有真意，欲辯已

忘言。
35

 
 

                                                                 
33  此詩只見於《三國演義》第七十九回中。之前較可靠的版本見於《世說新語．文學》，

有六句：「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

太急。」（〔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四部備

要明刻本，卷上之下，頁22） 
34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市：華正書局，1994年影印新校胡刻宋

本），頁296。 
35  《文選》，頁425。 



 

622  第八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 

表面上看，陶潛是在表明自己的心志在田園山水，但實際上他跟曹植一

樣好尚一種難得的東西。只不過此種難得的東西對一般人民而言似乎並不難

得，故此更讓人驚奇入勝。此詩無甚實用之意，與事無涉，亦無迂曲內情，

所以也就不必比類而興，只直陳其情之境界而已。因此，陶淵明的田園詩也

是言情詩而非言志詩。以本文「言公」之旨來說，陶淵明和曹子建的詩都是

「言私文學」，與詩三百之為「思無邪」的「言公文學」大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