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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敬之》的关系
———兼论周代仪式乐歌的制作方式

马银琴

摘 要:《周公之琴舞》通过“琴舞”“启曰”“乱曰”等表现出来的乐歌属性，并非其文辞的本来面目，而
是后世改制的结果。其中的歌辞很可能来源于周公致政成王时发生在君臣之间的“儆毖”之语。它们最早
只是史官记载的产物，未与仪式配乐发生关联，也未被纳入收录仪式乐歌的《颂》中。至周穆王经历家难、

仓促继位时，通过“言古以剀今”的改制，周成王“自儆”的“元纳启曰”，遂成为周穆王继位典礼上“诸侯进
戒嗣王”的《敬之》。经过改制配入仪式，既是《周公之琴舞》的“元纳启曰”进入《周颂》的途径，同时也是
导致《敬之》在情感上游离于《闵予小子》等三首诗歌的根源。就周代仪式乐歌的制作方式而言，“言古以
剀今”的《敬之》提供了一个范例。尽管《周公之琴舞》的“儆毖”属性与后世“疾而歌之”的讽刺之“诗”略
有不同，但“言古以剀今”的方式所包含的纳谏意味，以及诗歌本身的“儆毖”主题，仍然让《敬之》成为周代
诗歌史上最早的具有“诗”之意味、并借助于仪式变成乐歌的作品，为后世“诗入仪式”的正式登场开启了
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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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自公布以来，即为学者所注目。其中“成王儆毖，琴舞九卒”之一的“元纳
启”，又因文辞与《周颂·敬之》相似，更成为讨论的一个焦点。有不少学者撰文讨论《周公之琴舞》
“元纳启曰”与《周颂·敬之》的关系问题时涉及了《周公之琴舞》的时代问题。如廖名春《清华简〈周
公之琴舞〉与〈周颂·敬之〉篇对比研究》一文，在详细比对二者文字同异并释义之后指出:“清华简本
在形式上更原始，而《周颂·敬之》篇则更规范，清华简本的‘元纳启曰’‘乱曰’都是记事之辞，记载
的是《敬之》篇演奏的情况，保留了《敬之》篇出世时的原貌。《周颂·敬之》篇没有这些记载之辞，当
是‘制礼作乐’后整齐规范的结果。”①而李守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一文在比较简文与《毛
诗》的文字差异之后则指出:“简文与毛诗有多处异文，从总体上来看，要比毛诗顺畅。简文的‘卑监
在兹’与‘高高在上’相应，文意很顺。‘日就月将，教其光明’较之‘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句
式整齐，文意显豁，顺畅很多，毛诗可能有错简。”②在这篇文章之中，他并未明确言及《周公之琴舞》
的成文时代，但之后他在另一篇文章《先秦文献中的琴瑟与〈周公之琴舞〉的成文时代》一文中，集中
讨论了这个问题。该文由对琴、瑟两种乐器的考证入手，从出土实物与文字使用两个角度，认为“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西周时期已经出现琴的充分证据”，“以琴作为弦乐代表是战国及战国以后文献的
特点”，由此进一步论证了李学勤提出的《周公之琴舞》在流传过程中“经过组织编排”的观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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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之琴舞》是战国时期整理的写本，诗前两段叙述语言不是周初文献的迻录，而是战国人的改写
或题记”。① 这个观点因为其扎实的论证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此。在论证
《周公之琴舞》成文于战国时代的前提下，该文又进一步指出:“《周公之琴舞》中的周公诗半首，成王
诗九首，语言风格一致，典雅古奥，遣词造句多与西周金文相合。其中成王所作第一首即《周颂·敬
之》……把这些诗作当作周初诗篇应当是合理的。《周公之琴舞》是战国楚地写本……即使在这些诗
作中见到了个别与周初语言不完全吻合的内容，也不能对诗作的整体性质做出否定的判断。”②这个
意见，既坚持了诗作于周初的观点，又为理解诗作中可能掺入的后世内容打开了通道，颇为公允。除
此之外，王长华《关于新出土文献进入文学史叙述的思考———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为例》，也表现
出了与诸多学者直接依据《周公之琴舞》来研究《诗经》的不同的思考维度:“今本《诗经》中虽然仅保
存了《敬之》一篇，远没有与之相似的《周公之琴舞》完整和丰富，但却有充分理由被认定其产生时间
早于经楚人改造后的《周公之琴舞》……由此出发，也许还不能仅仅因为《周公之琴舞》记录了周公、
成王时期的事，我们就径直认为它就一定产生于周公、成王时期……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还不能直
接等同《周颂》，直接拿清华简当《周颂》来讨论是有风险的。”③较之与直接认定《周公之琴舞》所载诗
作就是周初原貌的看法，王长华的观点更显审慎。当然，即使如此，王长华也仍然肯定了《周公之琴
舞》的历史源渊:“就《周公之琴舞》而言，未传入楚地，未经楚文化改造的原本肯定是有的，而那个诗
作文本应该产生于周初，战国简《周公之琴舞》还没有充分的理由被认定就是那个原本。而将其看成
是周朝颂诗的衍生文本也许更接近历史的原貌。”④这是一个符合文本发生、发展机制的合理推论。

就目前学界对于《周公之琴舞》的研究状况而言，基本上都取一种认可的态度，即使不能确认《周
公之琴舞》所载诗作完全出自周公、成王之手，也均承认其文辞之传承必有先代的文本依据。那么，
在承认这个研究结果的前提下，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周颂·敬之》的性质及其与《周公之琴舞》的关
系? 《周公之琴舞》究竟是不是周初的乐歌? 它和《周颂》有没有关系? 为何十首诗中仅有一首出现
在《诗经·周颂》当中? 探究这些问题并试图做出解释，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

一、《诗经·周颂·敬之》的组诗性质及其文辞的特殊性

《诗经·周颂》31 篇作品，大部分都是以互不相涉的方式独立存在的，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作
品，表现出了十分明确的组诗特征，如《清庙》《维天之命》与《维清》，除此之外，《噫嘻》与《臣工》，以
及分散于不同位置的《武》与《酌》《桓》《赉》，也往往被视为“组诗”加以研究。实际上，除了“《清庙》
之三”之外，表现出明确的组诗特征的作品，还有被《诗序》冠以“嗣王”之义的《闵予小子》四诗，其中
就包括《敬之》。兹列四诗文辞如下:

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于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维予小子，夙夜
敬止。于乎皇王，继序思不忘。( 《闵予小子》)

访予落止，率时昭考。于乎悠哉，朕未有艾。将予就之，继犹判涣。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
绍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访落》)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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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 《敬之》)
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虫，拼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

蓼。( 《小毖》)

对于这四首诗歌，历代说诗者总是会做“捆绑式”的解说。这种“捆绑”，从《诗序》就已经开始
了:“《闵予小子》，嗣王朝于庙也。”“《访落》，嗣王谋于庙也”。“《敬之》，群臣进戒嗣王也”。“《小
毖》，嗣王求助也”。统一以“嗣王”为说，体现出鲜明的组歌性质。此后，唐宋注家或尊序、或废序，但
均以此四诗为一组。如孔颖达《毛诗正义·闵予小子》疏云:“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势相
类，则毛意俱为摄政之后，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诗人当即歌之也。郑以为成王除武王之丧，将始即
政，则是成王十三，周公未居摄。于是之时，成王朝庙，自言敬慎，思继先绪，《访落》与群臣共谋，《敬
之》则群臣进戒，文相应和，事在一时，则俱是未摄之前。后至太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为此歌也。”朱
熹《诗序辨说》:“此四篇一时之诗，序但各以其意为说，不能究其本末也。”笔者始终认为，《毛诗》首
序是诗歌被编入诗文本时对于诗歌功能、用途的概括说明。因此，由《诗序》即肇其始的捆绑式解说，
充分说明了《闵予小子》四诗在功能上的密切关联。

如诸家所言，在历史上，这四首诗歌一直被认为是成王继位的典礼上使用的乐歌。在《两周诗
史》中，笔者从诗中称谓、诗歌与仪式的对应关系、诗歌内容与历史事实的对应与统一等三个方面，讨
论了《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四诗的时代问题，着重针对诗经学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周公
成王说展开，指出了周公成王说的不合理之处，最后提出这四首诗应该是周穆王登基时所使用的仪式
之歌。为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敬之》的特殊性，兹将之前讨论所依据的理由概列于此:

首先，依据学者们对于周初史实的考稽，周武王卒时，天下未定，王室不宁，于是武王以“兄弟相
后”的方式传位周公，同时又遗嘱“以长小子于位，实维永宁”，把他的儿子姬诵和王位一起托付给了
周公。周公临危受命，忠实地秉行了武王的遗命，在七年的时间内平乱定天下、营成周、制礼作乐，然
后把一个安定、稳固的王位拱手交给了成王。因此，在成王继位之时，天下安定，且去武王之卒已有数
年，当时情势，实与《闵予小子》等诗中反复慨叹的“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
等悲叹之辞不能相合。

其次，《访落》诗云“访予落止，率时昭考”，前人多依据周时的昭穆制度以及《尚书·酒诰》“穆考
文王”之语，想当然地推论“昭考”为武王。然而，查检先秦史籍，对于武王，有称之为“武考”者，如
《逸周书·大戒解》“敢称乃武考之言曰”，有称之为“烈考”者，如《尚书·洛诰》“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
恭”，唯独不见称其为“昭考”的用例。而另一方面，周穆王恰恰是以“昭考”来称呼昭王的，《逸周书·祭
公解》穆王谓祭公云:“以予小子扬文、武大勋，弘成、康、昭考之烈。”这种称呼方式，与武王以“文考”称
文王，成王以“武考”称武王一脉相承。因此，对“昭考”一词的考察，让我们把《访落》诸诗的使用时代与
周穆王关联起来，由此进一步找到了昭穆时代重大历史事件与《闵予小子》诸诗之间的契合与对应。

我们知道，周穆王的父亲周昭王是第一位非正常死亡的周王，而由其死于征伐荆楚途中，以及此后
继位的周穆王在位达 55年可知，周昭王溺死于汉水时，正值其年富力强、大有作为之时。当时的周穆王
也没有继位为王的心理准备。因此，周昭王溺死于汉水而不返，对于周王室而言，绝对是一件意外的灾
难，周穆王就是在这样的突发事件之后仓促继位的。对于毫无心理准备且未成年的周穆王而言，周昭王
的突然死亡足以构成巨大的心理冲击。因此，在他继嗣为王的典礼仪式乐歌中，才会出现异乎寻常的招
魂之语:“于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也才会在“朝于庙”“谋于庙”以及“求助”于群臣的
仪式过程中，以仪式乐歌的方式反复重申“闵予小子，遭家不造”“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未堪家多难，
予又集于蓼”，使原本应该庄严肃穆的继位典礼被一种悲悯、哀哀之情所笼罩。只有把这一组乐歌放置
在周昭王野死、周穆王仓促继位的背景下，我们才能为这组乐歌所表达的深刻的悲哀找到历史的根源。
《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四诗在《诗经》中的次第相连，《诗序》以“嗣王”统说四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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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四首乐歌在功能上的相互补充，都充分证明了它们的组歌性质。但是，即使如此，仍然不能完全掩
盖《敬之》与《闵予小子》《访落》《小毖》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如前所述，《闵予小子》等诗中充斥着
浓厚的悲悯、哀哀之情。但是若仔细推敲，这种悲哀的情绪，实际上只出现在《闵予小子》和《访落》
《小毖》当中。《敬之》一诗，从头到尾，不见一丝悲哀。而且，除了“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等语之
外，“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盛，示我显德行”等语，显然是出自周
王口吻的自我规诫与劝勉，这也与《诗序》所言“群臣进戒嗣王”不甚相合。这种种“不合”，彰显着《敬
之》的特殊性，但是，我一直没有思考清楚导致这种不合的根源是什么。所以，在《两周诗史》中讨论诸诗
的年代问题时，我着重讨论了《诗经》中《敬之》与《闵予小子》《访落》《小毖》合编的组歌性质，却有意无
意地忽略了《敬之》一诗的特殊性，忽略了存在于《敬之》与《闵予小子》《访落》《小毖》之间的差异。如
今，《周公之琴舞》的出土，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讨论《周颂·敬之》特殊性的极好的机缘。

二、《周公之琴舞》的文辞特征及其与周初仪式乐歌的差异

为方便讨论，兹录《周公之琴舞》文字如下:

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卒。
元纳启曰:无悔享君，罔坠其孝，享惟慆帀，孝惟型帀。
成王作儆毖，琴舞九卒。
元纳启曰:敬之敬之，天惟显帀，文非易帀。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其事，卑监在兹。乱曰:遹我

夙夜不逸，儆之，日就月将，效其光明。弼持其有肩，示告余显德之行。
再启曰:假哉古之人，夫明思慎，用仇其有辟，允丕承丕显，思攸亡斁。乱曰:已，不造哉! 思

型之，思毷强之，用求其定，裕彼熙不落，思慎。
三启曰:德元惟何? 曰渊亦抑，严余不懈，业业畏忌，不易威仪，在言惟克敬之! 乱曰:非天

廞德，繄莫肯造之，夙夜不懈，懋敷其有悦，裕其文人，不逸监余。
四启曰:亹亹其有家，保监其有后。孺子王矣，丕宁其有心。孜孜其在位，显于上下。乱曰:

遹其显思，皇天之功，昼之在视日，夜之在视辰。日入罪举不宁，是惟宅。
五启曰:呜呼! 天多降德，滂滂在下，攸自求悦，诸尔多子，逐思忱之。乱曰:桓称其有若，曰

享答余一人，思辅余于艰，乃禔惟民，亦思不忘。
六启曰:其余冲人，服在清庙，惟克小心，命不夷歇，对天之不易。乱曰:弼敢荒在位，宠威在

上，警显在下。呜呼! 式克其有辟，用容辑余，用小心，持惟文人之若。
七启曰:思有息，思憙在上，丕显其有位，右帝在落，不失惟同。乱曰:遹余恭害怠，孝敬非怠

荒。咨尔多子，笃其谏劭，余思念，畏天之载，勿请福之愆。
八启曰:佐事王聪明，其有心不易，威仪□□，大其有谟，匄泽恃德，不畀用非雍。乱曰:良德

其如台? 曰享人大……罔克用之，是坠于若。
九启曰:呜呼! 弼敢荒德，德非惰帀，纯惟敬帀，文非动帀，不坠修彦。乱曰:遹我敬之，弗其

坠哉，思丰其复，惟福思庸，黄耇惟盈。①

通读全文可以发现，这篇文辞的主要内容，是发生在君臣之间的以“儆毖”为核心思想的对言或
者对歌。李学勤《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结构》一文，②在整体分析《周公之琴舞》的文句之义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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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重点不在考释文字，故对于《周公之琴舞》的文本，仅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叁) 》中隶定对应的文字。见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叁) 》，上海:中西书局，2012 年，第 133 页。
李学勤:《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结构》，《深圳大学学报》2013 年第 1 期。



出，《周公之琴舞》全诗十篇，以君臣口吻划分，显示为很有规律的结构。他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地论证
了这一组诗歌的“儆毖”属性，在这一组以“儆毖”为主题的组歌中，“元纳启曰”是后面“再启”以至“九
启”展开的基础，是构成这组乐歌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与《敬之》在《闵予小子》组诗中表现出来的相
对“游离”的特征相比，《周公之琴舞》中的“元纳启曰”更具有作为原创作品有机组成部分的特征。

有不少学者曾讨论《周公之琴舞》与《周颂》的关系。如廖名春在《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
〈周颂·敬之〉篇对比研究》中说:“虽然是同一篇作品，但比较而言，清华简本在形式上更原始，而
《周颂·敬之》篇则更规范。清华简本的‘元纳启曰’‘乱曰’都是记事之辞，记载的是《敬之》篇演奏
的情况，保留了《敬之》篇出世时的原貌。《周颂·敬之》篇没有这些记事之辞，当是‘制礼作乐’后整
齐规范的结果。”①黄甜甜《试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诗经〉之关系》一文也说:“《周公之琴舞》和
《周颂》一些篇章乃至部分西周金文最初的功用高度相似，他们共同具有西周礼乐文化的创作背景，
以及近似的语言风格。”②另外，李学勤在《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中说“《周公之琴舞》的性质是一
种乐章”，李守奎认为“《周公之琴舞》所记确有可能是成王嗣位大典及其所演奏的乐歌的一部分”，③

姚小鸥、孟祥笑《试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性质》也说:“‘琴舞九絉’‘启曰’‘乱曰’等乐舞术
语，显示了《周公之琴舞》所具有的乐歌特征。”④如果说《周公之琴舞》真是周初由周公、成王创作的、
使用于成王嗣位大典的乐歌，它们为什么没有像《清庙》《烈文》等颂诗作品一起被全部编入《诗经》
当中? 为什么作为《周公之琴舞》之有机组成部分的“元纳启曰”，在以《敬之》的面目出现在《诗经》
之后，会与《闵予小子》等诗重新编组?

尽管诸多学者以肯定的口吻叙述《周公之琴舞》与《周颂》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周公之琴舞》
十篇中有九篇未载于《诗经》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来审视《周公之琴舞》与
《诗经·周颂》，我想我们还是能够找到这一组歌辞未被编入《周颂》的原因。

李守奎在《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一文介绍《周公之琴舞》的篇题时说:“这篇简书与《芮良夫
之 》形制、字迹相同，内容都是《诗》，当为同一人抄写。《芮良夫之 》首简背面书有篇题‘周公之颂
诗’似被刮削，字迹模糊。此篇题与竹简正面内容毫无联系，疑是书手或书籍管理者据《周公之琴舞》的
内容概括为篇题，误写在芮良夫之诗的简背，发现错误后刮削未尽。竹简篇题，本是为了检索方便所加，
篇题异称不足奇怪，《周公之琴舞》又称《周公之颂诗》的可能性很大。”⑤刮削未尽的“周公之颂诗”，与
现存于《周颂》的《敬之》，是《周公之琴舞》与《周颂》建立联系的重要依据。“成王所作完整九篇颂
诗，其中第一首即今本《周颂》的《敬之》，据此可知这些诗肯定是《周颂》的一部分，周公之颂与成王
所作八首今本都已失传”。⑥ 但是，若沿着这样一个思路推测，刮削行为本身，或许也可以视为书手对
“周公之颂诗”这一名称的否定。因此《敬之》存于《周颂》并不能必然推出其他九篇“肯定是《周颂》的一
部分”。尤其是当《敬之》作为《闵予小子》组诗的一部分出现于《周颂》时，或许恰恰说明《周公之琴舞》
这一组看上去更体现着原创作品关联性的组歌，从一开始就未曾获得被编入《颂》诗的资格。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假设《周公之琴舞》或许有被称为“周公之颂诗”的可能，再拿它与在历
史上确实曾经被称为“周文公之颂”的《周颂·时迈》诗进行比较，⑦来进一步分析《周公之琴舞》与周
初“文公之颂”的区别。《时迈》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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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名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敬之〉篇对比研究》。
黄甜甜:《试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诗经〉之关系》，《中原文化研究》2015 年第 2 期。
李守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
姚小鸥、孟祥笑:《试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性质》，《文艺研究》2014 年第 6 期。
李守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
李守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
《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谏穆王，引“周文公之《颂》曰”，所引即《周颂·时迈》。



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这首诗歌的功能与意义，恰如《诗序》所言，是周人在克商之后“巡守告祭柴望”，“以其成功告于
神明”的祭祀告功之歌。它典型地体现了周初《颂》歌是天子祭祀典礼的配乐之歌的功能与特点。以
《时迈》为标准反观《周公之琴舞》，以“儆毖”为主题的《周公之琴舞》，显然与祭祀典礼没有任何关
联，不足以成为“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的《周颂》的一部分。

当然，也有学者以《周颂·烈文》为例，证明《周颂》中确有“儆毖”类的诗歌。① 先看《烈文》一诗的内容:

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
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于乎前王不忘。

从“无封靡于尔邦”至“于乎前王不忘”，的确都是训戒的内容，可归入“儆毖”一类。但是，这一
训戒，却是发生在“锡兹祉福”的祭祀之后的。《毛诗序》说:“《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也就
是说，《烈文》是在成王即位的祭祀仪式上，训戒助祭诸侯的乐歌。郑玄笺此诗云:“新王即政，必以朝
享之礼祭于祖考，告嗣位也。”由此可知，《烈文》的“儆毖”，仍然是在“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的天
子《颂》乐所使用的祭祀典礼的框架之内发生的，是在诸侯助祭的典礼仪式上，对助祭诸侯的训戒。

但是，回过头来再看《周公之琴舞》。整篇文辞只在“六启”中说“其余小子，服在清庙”，虽然言
及“清庙”，却没有相应的祭礼陈述。这显然只是一种有距离的陈述，并非针对正在进行中的清庙之
祭，文辞始终没有表现出祭祀乐歌应有的鲜明的仪式属性，这与《周颂·清庙》“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的叙述中表现出来的现场感完全不同。

因此，在把《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歌辞做综合比较之后，笔者认为，《周公之琴舞》中所载诗辞，
其本源很可能是周公致政成王时发生在君臣之间的“儆毖”之辞，和与之同抄的《芮良夫毖》类似，均
属于史官记录的产物。作为“战国时代整理的写本”，②《周公之琴舞》的乐歌属性，反映的只是这组
文辞被改造为具有鲜明时代与地域特征的“琴舞”歌辞之后所呈现的特征，在这些文辞产生之初，它
们并未承担祭祀告功的礼乐功能。换句话说，作为《周公之琴舞》歌辞来源的周初“儆毖”之辞，本无
关乎礼乐仪式，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成为以祭祀告功等仪式乐歌为编辑对象的《周颂》的组成部分。

由此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和“元纳启曰”同源的《敬之》，又是如何进入《周颂》并与《闵予小子》
等诗编为一组的呢?

三、《敬之》入“颂”———“言古以剀今”的范例

如前文所言，在《闵予小子》四诗当中，无论从歌辞中情绪的表达，还是《诗序》对乐歌功能的解
释，《敬之》一诗都表现出了游离于其他三首诗歌的特点: 从情绪的表达来说，《敬之》中没有充斥于其
他三首诗歌的“遭家不造”“未堪家多难”的悲哀; 而从乐歌的功能来说，明明歌辞是以周王的口吻述
说着对自己的勉励( “维予小子，不聪敬止”) 与对臣下的期望( “示我显德行”) ，为何《诗序》却要说
“群臣进戒嗣王”? 这些在《诗经》学史上引起巨大争议却无法合理解释的疑问，因《周公之琴舞》的
出现而获得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诚如廖名春所言，《周颂·敬之》“当是‘制礼作乐’后整齐规范的结果”。③ 与“元纳启曰”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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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守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
李守奎:《先秦文献中的琴瑟与〈周公之琴舞〉的成文时代》。
廖名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敬之〉篇对比研究》。



《敬之》的确表现出了改制的特征。结合上文做进一步的推论，我们有理由认为:《周颂·敬之》很可能
是在穆王即位的典礼仪式上，乐官取前代所传成王继位时君臣对话中的“自儆”之辞，经过改制，作为“群
臣进戒嗣王”的乐歌，与“朝于庙”的《闵予小子》等诗共同使用于周穆王的继位典礼，才获得了被编入
《周颂》的机会。那么，需要追问的是，在周穆王时代，是否已经出现取前代成辞“进戒”嗣王的做法呢?

《国语·周语上》恰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
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
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
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①

在周穆王准备征伐犬戎时，祭公谋父引用“周文公之《颂》”( 即《周颂·时迈》) ，以其中所歌颂的
偃武收兵、德惠天下的先王圣德，对周穆王违背旧制、无故征伐的行为进行劝阻。尽管最后劝谏失败，
周穆王伤威毁信的征伐行为最终导致了“自是荒服者不至”的严重后果，但这一则在诗经学史上备受
关注的“引《诗》以谏”，却充分说明取成辞“进戒”周王的做法在穆王时期就已经得到了熟练的使用。
《礼记·乐记》记载了一段子夏论“古乐”的文字:

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
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②

这里所说的“古乐”，据郑玄注，就是指与“郑卫之音”对立的“先王之正乐”。那么，先王正乐演
奏过程当中的“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究竟指什么呢? 《周礼·春官·大司乐》有云: “以乐语教国
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云:“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倍文
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曰言，答述曰语。”“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正与“乐语之教”中的“语”与
“道”相对应，指向礼乐过程中乐义的言说与解释。郑玄以“导”释“道”，指出“导者，言古以剀今也”，
即通过陈说先王的圣德伟业，来讽喻、规劝时王时政。孔颖达在疏文中举“若《诗》陈古以刺幽王、厉
王之辈”作为“言古以剀今”的例证，实际上，《国语》所载祭公谋父引“周文公之《颂》”规谏穆王，就是
非常典型的“言古以剀今”的例子。

除了“周文公之颂”，《国语·周语中》还保存了一则“周文公之诗”的材料:

襄王十三年，郑人伐滑。王使游孙伯请滑，郑人执之，王怒将以翟伐郑。富辰谏曰:“不可。
古人有言曰:‘兄弟谗阋，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诗曰: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若是，则阋乃内
侮，而虽阋不败亲也。”③

出现在这段文字中的“周文公之诗”，见于《诗经·小雅·常棣》。但《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
载《常棣》诗的创作本事时却说: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 。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今天子不忍小忿
以弃郑亲，其若之何?④

对于同一句诗，一则曰“周文公之诗”，一则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而作诗”，由此引发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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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常棣》创作时代的持久争议。实际上，若换个角度，从“言古以剀今”的角度来说，这两则材料呈现
出来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很可能确实出自周文公之口，和“周文公之颂”一样，
为西周初年产生。但是，这首区别于“周文公之颂”的“周文公之诗”，并没有成为西周初年的仪式乐歌，
因此未能获得进入诗文本的机会。一直到西周后期厉王之乱后，召穆公纠合宗族于成周时，化用其成句
而作成《常棣》，这才让《诗经》中出现了“周文公之诗”的影子。《常棣》一诗的仪式用途是“燕兄弟”，召
穆公取“周文公之诗”作成《常棣》，既是典型的“言古以剀今”，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诗入仪式”的例证。

同样，站在“言古以剀今”的立场来看待《周颂·敬之》与《周公之琴舞》所载“儆毖”之辞的关系，
重新审视《敬之》与《闵予小子》《访落》《小毖》三诗被编为一组的问题，对于《敬之》的性质及其入
“颂”的途径，也会有更进一步的发现。

周昭王溺于汉水、周穆王仓促继位，这让周穆王的继位典礼表现出了不同于成王与康王的特点。
《尚书·洛诰》《立政》等篇记录了周公致政成王前后的言语行事，三次出现于《立政》的“孺子王矣”与
《周公之琴舞》“四启”中的“孺子王矣”一样，表达着一种心愿达成、可告慰先王的欣喜与安慰。《尚书·
顾命》则记载了周成王临终的场面遗言以及周康王主持丧礼、接受遗命，继位为王的过程，整个过程肃穆
典雅，虽言及丧礼，仍多庄重之意而少悲戚之情。与此不同，《闵予小子》等诗则充斥着“未堪家多难，予
又集于蓼”的悲伤、哀痛之情。在这样一种嗣王深陷于悲伤、哀痛的情绪当中完成“朝庙”等仪式过程之
后，在本该由“顾命”之臣“进戒”新王的环节，取周公致政成王时周成王的“自儆”之辞( 对应于《周公之
琴舞》的“元纳启曰”) 加以改作，使之成为传达“群臣进戒嗣王”之仪式意义的《敬之》，在完成“戒勉”这
一仪式程序的同时，也为周穆王树立了一个可以效法学习的“孺子王矣”的先王典型。

从“乐语”的角度而言，取史官所记录的周成王的成辞用于仪式典礼，这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言古
以剀今”之“道”。换句话说，正是借助于“言古以剀今”的“乐语”之“道”，原本属于周公致政成王、君
臣相互“儆毖”时周成王的自儆之辞，被改制成为周穆王继位典礼上“群臣进戒嗣王”时所使用的仪式
乐歌。《毛诗序》所言“群臣进戒嗣王也”，正是对其在典礼仪式上所承担的仪式功能的记述。“言古
以剀今”，是周成王的“自儆”之辞转变为“群臣进戒嗣王”之歌的方法与途径。被改制之后的《敬
之》，通过进入仪式获得了与《闵予小子》《访落》《小毖》同编的资格，成为“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的《周颂》的内容之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敬之》入“颂”，作为“言古以剀今”的典范，也为后世
更多具有“儆毖”之义的“诗”通过仪式成为诗文本的内容打开了方便之门。

四、西周时代仪式乐歌的制作方式

在《周公之琴舞》公布之前，我一直认为西周前期的仪式乐歌都是为仪式目的创作的歌辞。但
是，通过《周公之琴舞》而彰示出来的《周颂·敬之》区别于组诗中其他三首诗歌的“游离性”特征，促
使我重新思考西周乐歌的制作方式问题。

在《两周诗史》中，依据仪式乐歌的来源与性质，我把它们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专门为仪
式配乐目的而创作的歌辞，第二类是不为仪式配乐目的创作，但出于仪式配乐或者仪式讽谏需要而被
纳入仪式，进而成为诗文本内容的“采诗入乐”。“采诗入乐”是一个既有的说法，多用以指代先有徒
诗，然后披之管弦，配合歌乐。但是，在近几年的思考过程中，我意识到“采诗入乐”并不是一个能够
准确区分和表达《诗经》乐歌制作方式的说法。若说“采诗入乐”，在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时被取以
为“房中之乐”的“二南”，应该属于“入乐”的范畴，但是，《诗经》中并没有西周初年被作为“房中之
乐”使用的“二南”的歌辞。郑玄在《周南召南谱》其实已经说明了原因:“谓之房中之乐者，后妃夫人
侍御于其君子，女史歌之，以节义序故耳。”这就是说，另有“阴声”“缦乐”之称的“房中之乐”，是区别
与雅颂仪式正乐的另一系存在，因此，尽管从西周初年“二南”已经入“乐”，但是因为它们并不属于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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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正乐，所以同期的配乐歌辞才没有被编入收录仪式正乐乐歌的诗文本中留存下来。这是一个否定
“采诗入乐”说的过程，同时，“诗入仪式”的概念逐渐明晰起来。这个“诗”，就是曾经与“歌”对立的、
以规正人的言行为目的、主要通过“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以谏”的方式所产生的“诗”。① 在颂圣之歌一
统天下的仪式乐歌中，具有儆毖、讽谏、规劝意味的“诗”，首先需要通过进入仪式才能获得被编入仪
式乐歌文本的通行证。
“诗入仪式”是西周时代专门为仪式创作乐歌之外的第二种乐歌制作方式。笔者一度认为，在西

周中期之前，为仪式创造配乐之歌是仪式乐歌制作的基本方式，通过“诗入仪式”的途径而变身成为
仪式乐歌的制作方式，应该是周宣王时代重修礼乐时的产物。② 但是，当我们看到与《周公之琴舞》之
“元纳启曰”同源的《敬之》，通过“言古以剀今”的途径被用于仪式，与《闵予小子》《访落》《小毖》三
组编为一组，成为周穆王继位典礼的仪式乐歌时，我才意识到，“诗入仪式”的乐歌制作方式，并不是
到西周后期的宣王时代才开始出现，早在周穆王时期，这种乐歌制作方式就已经产生出来了。
“诗入仪式”赖以发生的“言古以剀今”，与周人所秉持的纳谏传统密切关联。对于这个纳谏传

统，在《左传》与《国语》中均有记载，而从《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语“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
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可知，早在周王朝建立之前，人们对于纳谏制度的政治意义就有极为深刻的认
识。可以说，《周公之琴舞》为我们保存了一份西周初年以周公、成王为代表的王朝执政者相互“儆
毖”的实例。《周礼》所记载的“乐语之教”，可视为“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的典型方式。而《敬
之》之入“颂”，则是“乐语之教”中“言古以剀今”的典范之作。笔者以为与“歌”的颂美不同，“诗”的
本义基于讽谏。虽然《周公之琴舞》中的君臣“儆毖”属于无则加勉的“戒”，与后世“疾而歌之”的“诗
人”之“刺”不同，但是，“言古以剀今”的方式所包含的纳谏意味，以及诗歌本身的“儆毖”主题，仍然
让《敬之》成为周代诗歌史上具有“诗”之意味、并借助于仪式变成“歌”的最早作品，这为后世“诗入
仪式”的正式登场以及“歌”“诗”合流的发生开启了方便之门。

当然，“言古”的目的是为了“剀今”，但既为“言古”，所言之事、所抒之情也均与古人有着不可割
裂的关系。因此，从郑玄笺《诗》开始，被《毛序》与《毛传》称为“嗣王”的“进戒”对象，就被置换成了
周成王。为了让《闵予小子》等诗中反复出现的“遭家不造”“未堪家多难”的悲哀之情有安放之处，
说诗者又忽视武王卒后，成王幼弱，周公乃践位称王，平乱、践奄、制礼作乐之后才致政成王的历史，把
周成王的即位时间放在武王卒后。当我们明了“言古以剀今”的乐语之教，通过《周公之琴舞》弄清楚
《敬之》一诗的来源之后，不但可以找到《闵予小子》四诗中的“嗣王”被当成周成王的原因，同时也可
以解释《敬之》区别于《闵予小子》《访落》与《小毖》的“游离性”特征: 从本质上来说，《敬之》是一首
周成王的“自儆”之辞，属于规勉戒劝的“诗”而非纪功颂祖的“歌”;它是通过“言古以剀今”的方式进
入仪式，才与专门为穆王继位典礼创作的《闵予小子》三诗被编为一组，乐歌来源与性质的不同，是
《敬之》在情绪的表达上游离于《闵予小子》《访落》和《小毖》三诗的主要原因。

( 作者现为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 责任编辑:元 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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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mmitted to present an imaginary image of China，which actually greatly drove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
ment of Chinoiserie．

The Relation of Zhou Gong Zhi Qin Wu and Jing Zhi———Also Comments on the Creation Modes of Ritu-
al Songs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Ma Yinqin

Zhou Gong Zhi Qin Wu with musical signs，like Dance with Musical Instruments，Luan Yue and Qi Yue，
did not belong to the original version but was the result of later adaptation． The original texts were documented by
official historians to record the cautionary poems between the Duke of Zhou and King Cheng，neither applied to
ritual and music by musical officers nor codified into Zhou Song as ritual songs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

ty． When King Zhao died suddenly and his son King Mu hurriedly succeeded to the throne，King Chengs first
self-cautionary poem in Zhou Gong Zhi Qin Wu，the so-called Jing Zhi，was subsequently used for cautioning
King Mu in his monarchical succession in the name of telling historical stories as examples for today． That was
why Jing Zhi could be well-preserved in Zhou Song but expressed different emotion from other three ritual songs
in King Mu era，including Min Yu Xiao Zi，Fang Luo and Xiao Bi． Jing Zhi was a typical example that exhibi-
ted applying Shi ( poetry) to ritual and music was an important creative mode of ritual songs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lthough the cautionary feature of Zhou Gong Zhi Qin Wu wa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Shi aimed at sati-
re，Jing Zhi was still considered the earliest ritualized Shi in the bud in the Zhou poetry，which opened the door
for the coming of applying poetry to ritual and music in later ages．

Studies of Cave Chih Kuais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Han-Tang Period———With the Emergence of Litera-
ture as the Clue Wang Xin

The Chih Kuai in the Han-Tang period is a generic text of history books，religious literature，the geography
books and the literary fiction，in the period of the Han to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is-

tory，we can restore Chih Kuais historical context to see the formation of fictional characters and the influence of
novels on later generations． By sorting through the actual factors of these cave stories，such as war，geographical

discovery，the state of the lower peoples livelihood，and the custom of abandoning the old，we can grasp the
writing of the monster． Chih Kuai is characterized by describing those who experience and tell stories with mar-
ginalized little people． They are met with a vague face and a passive attitude． The passive mortals in various
kinds of " fairy" and " hidden" stories have caused an imbalance in the comparison of the power of fairy tales and
influenced the image of literary figures in the later periods．

Outside of Time———Wang Guowei Comments Comments on the Song Poetry Zhou Jingyao
Wang Guowei did not think highly of the Song poetry，nor did he make many comments on it． The Song po-

etry found no place in his historical pedigree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Wang Guoweis attitude towards the Song poetry． First，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standard of genius set up by
Kant and Schopenhauer，Wang Guowei thought that no poets in the Song Dynasty could meet the criteria of gen-
ius，so their poems were not first class works． Second，he deemed that the Song poetry was mostly written as gifts
or instruments of socialization，which was against the code of aesthetic disinterestedness． Third，based on the lit-
erary evolutionary concepts，he stressed that each style had its rise and fall and each generation of poets had their
own style． The Song poetry was full of imitation，and lacked innovation; therefore，it had lost its aesthet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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