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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风声、风刺以及《风》名的出现

马银琴

摘 要:“风”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它既可指自然之风，也可指风化之教; 既被视为音声曲调，

又被称为民歌民谣; 既被视为圣王之遗化，又被当作主文而谲谏的讽刺与劝说。这诸多的义项，实际上经

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飞鸟振翅而风生，是甲骨文以“凤”为“风”的根本原因; 在商周文明发生剧

烈冲突的变革时期，在类似于“大块噫气，其名曰风”的认识推动下，“凤”与“风”出现分化，在“凤”字逐渐

指向神性凤鸟的同时，作为“后起本字”的“风”字出现。风为土气，土气鼓动而形成音，音乐也必然反映着

风土人情，“循弦以观于乐，足以辨风”的认识中，透露出了风土之气与风俗之音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就

在“风”因与“音”、与“律”关联而具有指向歌声、曲调的意义时，由“风”之飘忽流散、托物而不着于物的特

点，又引申出了用“风”来指称没有明确来源、没有具体内容、没有明确指斥对象的特殊存在状态的意义，

“风言”“风听”“风议”等词即因此而来。而与之相关联的“风刺”，便指不着痕迹、委婉曲折的言说方式; 因

这种进谏方式而来的作品，便是最早的“风”诗。这些“风刺”之诗，或归属于《小雅》，或分列于各国，都只

是被统纳于“诗”名之下，一直到孔子删《诗》正乐时，同属乡乐的十五国诗，才被正式地归为一类，作为《诗

经》作品类名的“国风”( 或“风”) 由此产生。至《毛诗序》，则在集合种种“风”义并对之加以解释之余，又

在“六义”的新名目下，为“风”字增添了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新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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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中，“风”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名词。它既可指自然之风，也可指风化之教; 既被视

为音声曲调，又被称为民歌民谣; 既被视为圣王之遗化，又被当成主文而谲谏的讽刺与劝说。“风”字

具有如此复杂的含义，可在甲骨文中，所有的“风”却是以“凤”字的面目出现的。而另一方面，《毛诗

序》中又出现了内涵不同、所指各异的数量较多的风字。那么，这所指各异的“风”义究竟是如何形成

的? 甲骨文中的“凤”究竟是“风”的初形，还是“假凤为之”? “凤”与“风”的分化可能发生在什么时

期? 最初的自然之“风”如何成为音声曲调的代名词? 又如何进一步演变为“主文而谲谏”的进谏方

式? 在言及《诗》之“六义”“四始”时，《毛诗序》为什么会出现“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

戒，故曰风”，与“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这样两种貌似不同的解读?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试

图从梳理“风”字字义的演化入手，揭开“风”之所以为“风”的原因。

一、从“凤”到“风”

在甲骨文中，有“凤”字而无“风”字。“凤”字写作“ ”等形，《甲骨文字典》解字云:“象

头上有丛毛冠之鸟，殷人以为知时之神鸟，或加 ( 凡) 、 ( 兄) 以表音。卜辞多借为风字。”字典编者

认为，甲骨文中“凤”有二义，其一为“神鸟名”，举“于帝史凤二犬”条为例; 其二“借为风”，举“贞翌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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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其有凤( 风) ”“其冓大凤( 风) ”以及“癸亥卜 贞今日亡大凤( 风) ”作为例证。① 说“凤”借为“风”
可以理解，但以“神鸟名”解“于帝史凤二犬”中的“凤”，却总是不能让人信从的。从《甲骨文合集》②

所收录的文字来看，甲骨文中的“凤”，绝大部分都是作为“风”出现的，如:

王 曰: ( 阴) ，雨。壬寅不雨，风。( 《合集》00685)

丙子其中亡风，八月。( 《合集》07369)

意义比较不明确，被《甲骨文字典》释为“神鸟名”的“凤”，除了《字典》所引例证之外，还有《合

集》14226 条“燎帝史风牛”与 21080 条的“帝风九豕”等。③ 出现在这里的“凤”，显然是作为受祭的

对象出现的。这个作为祭祀对象的“凤”，究竟应该是神鸟之“凤”，还是在人类生活中被时时感知的

“风”呢? 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对卜辞中的“凤”作了细致的分类分析，包

括“风向”“风力与风况”“风与 和 风”“风与帝”“风之预卜”五个方面，其中“风与帝”这个部分，就

分析了卜辞中具有神性的“凤”:

殷人对风虽有详细观察与记录的一面，但也有迷信的一面，这与对其他天象变化的认识一

样，认为有风无风是由上帝的旨意决定的。卜辞云:

( 290) 贞: 羽( 翌) 癸卯，帝其令凤( 凤) ? ( 《合》一九五》)

( 291) 羽( 翌) 癸卯，帝不令凤( 风) ? 夕 ( 雾) 。( 《乙》二四五二)

此二辞十分明白，殷人认为有风或无风均系上帝所“令”，亦即上帝所赐予。这较之后世“大

块噫气，其名为风”( 《庄子·齐物论》) 的认识，当然是相当原始而迷信的认识。
( 292) 于帝史( 使) 凤( 风) ，二犬? ( 《遗》九三五)

此辞称凤为“帝使”，即上帝所遣之风神，也就是《周礼·春官·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

命，飌师雨师”的“飌师”( 飌，即古文凤字) 。而“以槱燎”之祀，亦与卜辞以‘二犬’为牺牲的祭祀

相类。
( 293) 贞: 帝凤( 风) ? ( 《铁》二五七·二)

( 294) 辛末卜: 帝凤( 风) ? 不用，雨。( 《佚》二二七)

( 295) 寅卜: 帝凤( 风) ，九犬? ( 《人》三〇三二)

以上三辞之“帝”，并非上帝之义，而应读禘祭之“禘”，卜问是否用禘祭祭风也，其牺牲皆用

犬，与后世磔犬祭风之记载相同。④

由此可知，即使是在具有神性特征的“帝凤”“帝使凤”这样的语义环境中，其中的“凤”仍然无一

例外地被解作“风”。因此，罗振玉“考卜辞中诸‘凤’字，谊均为‘风’”的判断是可信的。⑤

除此之外，罗振玉在上述说法之后提出的甲骨文“假‘凤’为‘风’矣”的说法，也在甲骨学界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上文引述温少峰、袁庭栋对“帝与风”的讨论，也是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的: “甲

文之凤字作 ，或加凡作声符为 ，借为‘风’字。此当与古人关于凤鸟飞翔、鼓翅成风的认识有关。
《庄子·逍遥游》中的‘鹏’，也即是凤，它能‘怒而飞，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正是凤飞成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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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卷四，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年，第 428 页。
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 全四册)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下引此书，简称《合集》，文
中夹注。
在《甲骨文合集释文》中，所有的“凤”均被隶写成了“风”。
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成都: 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年，第 158—159 页。引文
引用甲骨著录资料对应的全称见此书第 389—391 页。
参见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宋镇豪、段志洪主编: 《甲骨文献集成》第 7 册，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06 页。



《韩诗外传》载天老对黄帝之言，谓凤‘延颈奋翼，五彩备明，举动八风，气应时雨’，都可以与甲文中借

凤为风相互证。”①但是，正如过常宝先生所指出的，“风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

有密切的联系，它不可能不立即被人类意识把握”，②因此，人们不去创造一个专门的字来表示“风”，

却要“借”指向神鸟的“凤”字来指事的做法，总有一些扞格难通的地方。尤其是作为神鸟的“凤”较

自然之风更难为人所把握的前提下，人们为什么还要先造一个指代神鸟的“凤”字，然后再假“凤”为

“风”呢? 因此，说甲骨文中的“凤”是“假‘凤’为‘风’”的说法，总有一些让人难以信服的问题。
实际上，在甲骨学界，也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支持甲骨文“假‘凤’为‘风’”的说法。徐协贞在《殷

契通释》中说:“ 或作 ，古风字。 后世仞为凤。罗氏云: ‘风古借凤为之。’语似倒置。”③从这

段话可知，徐协贞已经怀疑“风古借凤为之”的说法很可能是一种颠倒事实的说法。从造字的顺序以

及字义演变的规律而言，与人们生活密切关联的事物总是首先为人所把握，因此，与作为神鸟的“凤”
相比，自然之风应该也更容易为人类意识所把握，借“凤”以指“风”，从根本上而言，并不符合文字演

变的规律。而从甲骨文中“凤”皆宜作“风”的情况来看，“凤”之为“风”，或许并非前人所争论的借音

或者借义，而是风字的初形就是“ ”，只是在后世的文字分化中，随着“后起本字”“風”的出现，“ ”
字才成为凤凰之专名。古人造字，以象形指事为主，风作为可感而无形之物，很难用有形之物来表达。
而飞鸟振翅而风生，以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具有鸟形的“凤”字指代和飞鸟一样飘飞于空中的“风”，也

是符合古人相似联想的特点的。因此，本文认为甲骨文中出现的“凤”，实际上就是“风”字的初形。
那么，“风”与“凤”的分化究竟出现在什么时期呢? 根据甲骨文研究者的成果，在第一期卜辞中，

“风”多写作“ ”“ ”等形，自第二期以后，大量出现了加“ ”为偏旁的“ ”“ ”等形。④ 在目前可

考的甲骨文、金文资料中，尚没有发现从“虫”的“風”字。之后，在相传为周昭王时期的《中鼎》铭文

中，出现了一个与甲骨文中的“ ”指向不同的“ ”字:“隹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

贯行 王居在夔 山。中乎归生凤于王， 于宝彝。”

图 1 《中鼎》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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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第 155 页。
过常宝:《“风”义流变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3 期。
徐协贞《殷契通释》云:“ 或作 ，古风字。 后世仞为凤。罗氏云:‘风古借凤为之。’语似倒置。”见宋镇豪、
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第 34 册，第 299 页
参见谢信一:《甲骨文中的凤、 、 说》，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第 12 册，第 282 页。



铭文中的“ ”字，大多数学者都释为“凤”。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说: “此与卜辞風字

之作 者同，乃从奇鸟形，凡声，本即凤字，卜辞假为风。本铭言‘生凤’，自是活物。”①则此“生凤”，即

活凤凰。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中，注“生凤”云: “当系周人称凤的方言。”②亦以凤指凤

凰。由此可知，虽然在卜辞中出现的“凤”均宜作“风”，但出现在西周早期金文中的“凤”，则已经明

确地指向了具有神性的凤鸟。而在《逸周书·王会解》中就有“西申以凤鸟，凤鸟者，戴仁抱义掖信，

归有德”的记载。结合历史上流传的“文王之时，凤鸣于岐山”的传说，具有神性的“凤鸟”的出现，至

晚在周文王之前。换句话说，在卜辞中指向自然之风的“凤”字，在西周建立之前，就已经具备了指代

神性凤鸟的涵义。也就是说，“凤”与“风”的分化，很可能就发生在商代晚期商周文化的冲突与变革

时期。《山海经·南山经》载凤凰云:“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

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

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③这一段文字，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把“凤”与“德”“义”“礼”“仁”
“信”统为一体，因此表现出了非常鲜明的周礼文化的特点。由此而言，明确的“凤”崇拜，极有可能是

古远的鸟崇拜文化在商周之际的文化斗争中才真正形成的。
也许就是在“凤”字越来越明晰地指向“凤鸟”的过程中，作为“后起本字”的“风”字产生出来。

《说文解字》收录了“ ”字，许慎说:“八风也。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

风，西方曰阊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从虫凡声。风动蟲生，故蟲八日而化。
凡风之属皆从风。 ，古文风。”④对于“风”字为何从“虫”，语言文字学家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但

是，正如曾宪通所指出的:“‘風’字何以从虫? 其古文何以从日? 这个问题，自许慎以来似乎还没有

人说得清楚，尽管有人怀疑《说文》‘风动蟲生，故蟲八日而化’的解释，想从先秦文字中找到反证，可

是长沙楚帛书中却偏偏出了个从虫凡声的‘ ’字，可见《说文》所收的篆文确有所本。问题在于对風

字的结构作何解释。”⑤实际上，除了“从虫凡声”的“ ”字之外，新出竹简中的“风”字，也有写作

“ ”的，与《说文》近似。而除此之外，《汗简》中还收录有“ ”“ ”诸形，并无“虫”形。因此，在诸家

围绕“风字何以从虫”的种种争议之外，⑥林义光的看法非常值得关注。在《文源》一书中，他就对许

慎“风”字“从虫”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从虫于风义不切。 象形，非虫字。( 犹臼象兒头田象木果之

列———小字注) 象穴。( 泉小篆作 ， 亦穴形———小字注) 象风出穴形。( 宋玉《风赋》云:“空穴

来风。”———小字注) 与 ( 云) ( 雷) 同意，凡声。”⑦林义光敏锐地发现了“ ”“ ”诸形与云气之间

的关联，除去表声的“凡”形，这两个“风”字的构形，前者象云气之出穴，后者象见日而气升，《说文》
收录的这两个“风”字形体，实质上都表达了“风”与“气”的密切关联。而《汗简》中保存的“ ”“ ”
诸形，以及作为风字异形的“凨”字，同样传达出了古人对“风”作为流动气体这一特质的认识与把握。
由此而言，《庄子·齐物论》中“大块噫气，其名为风”的解释，早就阐明了“风”字的造字之义。

二、风声与音律

《庄子·齐物论》不仅借子綦之口给风定名，而且对各种不同形态的“风”作了详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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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53—54 页。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卷，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8 年，第 76 页。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16 页。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一三下，北京: 中华书局，2013 年，第 286 页。
曾宪通:《楚文字释丛( 五则) 》，《中山大学学报》1996 年第 3 期。
参见尹荣方:《“风”字和它的文化蕴意解析》，《汉字文化》2011 年第 4 期; 陆忠发:《“风( 風) ”从“虫”辨》，《杭州
师范大学学报》201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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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 山林之畏佳，大木

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 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

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

之调调、之刁刁乎?①

所谓“大块”，即指大地。“大块噫气，其名曰风”，意即“大地吐出的气，就是风”。这一段文字中

对于“万窍怒呺”的描述，突出地体现了风、土气、孔穴以及音声的密切关联。元人陈师凯在《书蔡氏

传旁通》卷四中说:“《庄子》风生于土囊之口，及‘大块噫气，其名为风’证之，风为土气，岂不章章明

矣乎?”②陈师凯的论说，揭明了古人以“风”为土气、藉土囊之口而吐纳的文化观念。三国时吴人陆

绩在《周易注》中说:“风，土气也。巽，坤之所生，故为风。”③由此而言，风为土气，因地之孔穴而发为

声音。因风之鼓气作声而产生的音与律，恰恰构成了早期“风”文化的重要内涵。
首先，最古老的音乐乃是对以风声为代表的自然之音的模拟。《吕氏春秋·古乐篇》云:“惟天之

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乐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

上帝。”“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④这里所说的“八风之音”“山林溪谷之

音”，也就是《齐物论》所称“地籁”与“天籁”，而“地籁”的“万窍怒呺”，则直接启发了吹管乐器的制

作:“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

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这里所说的“律”，即律管。伶伦之为律，可视为吹管

乐器制作的开始。正是因为律管的制作缘于对风出孔穴而作声的模仿，因此，在早期的文化观念当

中，风、气与律便具有了天然而密切的联动关系:“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

风，以生十二律……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也正是因为“风”与“律”、与音乐的密切关联，字

义分化后指向神鸟的“凤”，也与音乐歌舞结下了不解之缘，《山海经》中多次出现的“自歌自舞”的凤

凰的鸣声，也成为后人记述伶伦制律时辨析十二律的标准: “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

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

宫，律吕之本。”
律管仿风、气吹动孔穴而制成，最初的律管，并非如今人所言首先是定音的工具，律更为重要的用

途是与“历”配合以治阴阳。《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对律的作用有如下论说:“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

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 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浊，谓之律也。律居阴而治阳，历

居阳而治阴，律历迭相治也，其间不容发。”卢辩注“律历迭相治也”云: “历以治时，律以候气。”⑤因

此，律，又被称为“候气之管”。⑥ 正因为律的首要作用在于“候气”，掌握着音律的音官，便在听风候

气的仪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

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

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曰: 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监农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
百吏、庶民，司空除坛于籍，命农大夫咸戒农用。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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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卷一下，北京: 中华书局，1961 年，第 45—46 页。
陈师凯:《书蔡氏传旁通》卷四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 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370 页。
李鼎祚撰，王丰先点校:《周易集解》，北京: 中华书局，2016 年，第 523 页。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五，北京: 中华书局，2009 年，第 123、125 页。本文所引《吕氏春秋》正
文，若无特别注明，均据此书。下文不再出注。
黄怀信主撰，孔德立、周海生参撰:《大戴礼记汇校集注》卷五，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5 年，第 628—631 页。
《礼记·月令》“律中大蔟”郑玄注云:“律，候气之管，以铜为之。”



各即其斋三日。王乃淳濯飨醴，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祼鬯，飨醴乃行，百吏、庶民毕从。
及籍，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其

后稷省功，太史监之; 司徒省民，太师监之; 毕，宰夫陈飨，膳宰监之。膳夫赞王，王歆大牢，班尝

之，庶人终食。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廪于籍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①

出自《国语·周语上》的这段文字，是虢文公向不籍千亩的周宣王陈说籍田礼之于国家统治的重

要意义及其举行方式。这场被认为关乎“民之大事”的籍田礼，是周天子在“阳瘅愤盈，土气震发”的

立春时节，通过“亲耕”仪式，一方面向上天祈求丰收，另一方面表达劝农之心的盛大仪式。这场拉开

春耕生产序幕的仪式活动，以“瞽告有协风至”正式开始，经过繁复的斋戒、飨醴、荐鬯等准备活动，于

立春日王行籍礼时，“瞽帅音官以风土”。按韦昭注，“以风土”即指“以音律省土风”，土风，实即地

气，所谓“以音律省土风”，即古人常说的“律以候气”。《后汉书·律历志》详细记载了古人的“候气

之法”:“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

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

其灰聚。”②这一段记载，在神秘的气息中透露出了音乐与土气之风之间的密切关联。
风为土气，土气发动，鼓动土物之孔窍而作声; 先民仿效八风之音、山林溪谷之声而作乐，从这个

意义上说，风声便是音乐。“风”与“音”的密切关联，使“风”自然而然具有了指代音声曲调的含义。
《诗经·大雅·崧高》中“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之“风”，《左传·成公九年》“乐操土风，不忘旧也”之

“风”，《左传·襄公九年》“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之“风”，均是指音声曲调而言的。③

既然《国语·晋语八》师旷说“乐以开山川之风”，乐是依风而制，那么风土各异，必然导致曲声有

别。反过来，曲声之别，也相应地反映着不同的风土人情。因此，广采诗谣以观民风也就有了足够的

理由。孔子说:“循弦以观于乐，足以辨风矣。”说的也正是从音乐中察知政事得失之理。

三、风言、风议与风听

“风”一方面因为与“音”、与“律”的密切关联而具有了指向歌声、曲调的意义，另一方面，由风之

飘忽流散，托物而不着于物，“风”字进一步衍生出了放逸、流散之义。如《书·费誓》“马牛其风，臣妾

逋逃，勿敢越逐”之“风”，与《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之

“风”，均被注家解作“风逸”。因此，当“风”字逐渐与“言”“听”“议”“化”“刺”等词相结合，作为这些

词语的修饰语出现时，“风”就成为“言”“听”“议”“化”“刺”的一种特殊状态，如:

《逸周书·宝典》:“忠恕是谓四仪，风言大极，意定不移。”朱右曾校释:“风言，流言。”④

《诗经·小雅·北山》:“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马瑞辰《毛诗

传笺通释》:“风议，即放议也; 放议，犹放言也。”⑤

《国语·晋语六》:“于是乎使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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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 中华书局，2002 年，第 16—20 页。本文所引《国语》正文，若无
特别注明，均据此书。下文不再出注。
范晔撰，李贤 等注:《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 年，第 3016 页。
《汉语大词典》“风”字条下有云:“指乡土乐曲; 民间歌谣。《左传·成公九年》:‘言称先职，不背本也; 乐操土风，
不忘旧也。’杨伯峻注:‘土风，本乡本土乐调。’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乐府》:‘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
乐胥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实际上，与“乡土乐曲，民间歌谣”这一词义对应的是“土风”，而不是“风”，就
“风”字而言，仅指乐曲、歌谣而言，并不包含“乡土”“民间”的涵义。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三，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284 页。
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卷二一，北京: 中华书局，1989 年，第 692 页。



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韦昭注:“风，采也，胪，传也。采听商旅所传

善恶之言。”

上述三则引文中，“风言”与“风议”之“风”，都具有宽泛、放任、不确定的含义。而“风听”一词，

虽然韦昭注“风”为“采也”，但是，就“风”字字义的演化而言，训“风”为“采”，显得突兀而无所依附，

这个解释显然是受“采诗以观风”的影响而来，并不符合《国语》文本本身的含义。就“风听胪言于

市”这句话而言，“风听”之“风”，与《北山》的“或出入风议”之“风”相类，都指一种宽泛的、没有明确

对象或内容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郑玄在笺注《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时所说的“不斥

言”，即不明言，没有明确的指斥对象。“风”之“不斥言”，涵盖了没有明确来源、没有具体内容、不针

对特定对象等等宽泛而不确定的状态。对于这种状态的性质与特点，何楷在《诗经世本古义》附录的

《论十五国风》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是故风之体，轻扬和婉，托物而不着于物，指事而不滞于事，义

虽寓于音律之间，意尝超于言辞之表。《大序》所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

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也。”①何楷的这段话，是在讨论《诗经·国风》的文体特点。但是，他却

由此揭示出了“风”之所以为“风”的根源———“托物而不着于物，指事而不滞于事”，这也就是古人所

说的“风之化物，其神不测”。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托物而不着于物”的特点，社会中各种具有不明确

特征的言语、行为，可感而不可视的社会状态、政教方式，都被冠上了“风”名。这一类名词，除前述

“风言”“风议”“风听”之外，“风俗”“风教”“风范”“风尚”等等，莫不因此而来。当然，这其中也包含

着首见于《毛诗序》的“风化”与“风刺”。
“风化”与“风刺”作为名词，一般认为首见于《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

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实际上，就这段话而言，“风化”与“风刺”都不成词，它们只是连

属成句而己，只是郑玄在笺注这段文字时把他们并列，说“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遂演而成

词。因此，虽然这两个词语出现的时代相对较晚，但“以风化下”与“以风刺上”的思想与行为，却可以

追溯至更早的时代。
《尚书·说命》有“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的说法，这里的“风”，孔传释为“教也”。另外，

《尚书·君陈》中又有“尔惟风，下民惟草”的说法。对于“风”和“草”的关系，孔子有更为明确地阐

释，《论语·颜渊》载之云: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之后孟子又作了重申与强

调，《孟子·滕文公上》有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

必偃。是在世子。”“草上之风，必偃”，说的便是政教德行方面“以风化下”的问题。尽管《说命》与

《君陈》两篇均属古文《尚书》，文字不可尽信。但由孔子、孟子的阐述来看，“风化”“风教”的思想意

识，的确应该在更早的时期就被施行于政治的教化之中了。

四、“风刺”与《诗》中之“风”

“风化”“风教”的思想起源甚早，而《毛序诗》所言“风刺”，最早则从《国语·周语上》召穆公谏周

厉王的一段话中露出端倪: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

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就这段话而言，其中并未出现“风刺”一词，但将这段话与《国语·晋语六》的记载进行比较，便可

得出其中的“瞽献曲”与“庶人传语”，和“风刺”有密切的关联。《晋语六》范文子说:“故兴王赏谏臣，

·031·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1 册，第 9 页。



逸王罚之。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

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两相比较，可知《周语上》召穆

公所说“庶人传语”，即《晋语六》范文子所说“风听胪言于市”，从听政者的角度而言为“风听”，从言

说者的角度而言，便是“风言”“风语”，《国语》称之为“传语”。就史籍的记载来看，“庶人传语”大多

都通过歌曲谣谚的方式完成，这就与“瞽献曲”之间具有了某种相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方

式都不是直陈政事，前者通过对世俗民情的诉说委婉曲折地反映君德政情，后者则借助于音声与风土

之俗的密切关联反映社情民意。这两种进谏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毛诗序》所说的“主文而谲谏，言

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即“下以风刺上”的“风刺”。由此可知，与“赋”的“直陈其事”相区别，①

“风刺”本质上应该是指不着痕迹、委婉曲折的进谏方式。
当音乐形态的“风言”“风语”被王朝乐官掌握时，善于审音知政的乐官便可从中解读出君德政情

的善恶。当这些音乐形态的“风言”“风语”被纳入周王室的音乐体系中，其歌辞也会被编入相应的乐

歌文本当中，这些乐歌，就是最早的“风刺”之诗。既然“风刺”的特点是“不着痕迹、委婉曲折”的“主

文而谲谏”，那么“风刺”之诗在内容上必然不会斥言朝政。因此，它们与王朝政治的关联，便只能通

过“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方式来实现。在《两周诗史》中，笔者曾讨论过“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

本”的序诗方式，认为它是以献诗、采诗为基础的美刺理论的表现方式，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用诗

之义与歌辞本义的疏离; 而这种情况，除了《国风》作品之外，在《小雅》当中也大量存在。② 由此而

言，作为一种言说方式，或者在《毛诗序》中也可以具体化为序诗方式的“风”，并非为《国风》所专有。
《毛诗序》中的“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的解释本身，就是对《雅》中有“风”的肯定。也正是这些存

在于《雅》中的“风刺”之作，给后代儒者的“风体”“雅体”之辩带来了诸多的麻烦。宋人严粲于《诗

缉》卷一云:

二《雅》之别，先儒亦皆未有至当之说。窃谓《雅》之小大，特以其体之不同耳。盖优柔委曲，

意在言外者，风之体也; 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体也。纯乎雅之体者为雅之大，杂乎风之体

者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经，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简，其首篇多寄兴之辞，次章以下则申

复咏之，以寓不尽之意，盖兼有风之体。《大雅》正经十八篇，皆舂容大篇，其辞旨正大，气象开

阔，不唯与《国风》夐然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变雅亦然，其变小雅中，固有雅体

多而风体少者，然终有风体，不得为《大雅》也。③

在这里，严粲已然明确认识到了“优柔委曲，意在言外”是“风之体”的基本特点。但囿于传承既

久的《风》《雅》之别，他只能以“纯乎雅之体者”“杂乎风之体者”来解释《大雅》与《小雅》的区别，未

能认识到“风”作为王朝政教体系下委婉曲折的言说方式的本质。《国语·周语上》与《晋语六》所记

载的古天子听政的方式，以及在春秋时代赋诗言志的风气中被提及的“风”，从来没有作为《诗经》作

品的类名出现。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的记载中，诸侯国风也仅被称作《邶》《鄘》《卫》
《王》《郑》《齐》等，也没有被冠上“风”名，而见于同段文字的“是其卫风乎”“泱泱乎大风”“八风平”
之“风”，则仍关乎音声曲调、气度风范，与《诗经》类名无关。由此来看，至少在鲁襄公二十九年( 公元

前 544) 之前，因作为言说方式的“风”而产生的“风刺”之作，尚未被直视为“风”诗。它们与时政的关

联通过“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方式来实现。换句话说，“风刺”之作的刺意，是由序诗者依据诗

歌创作或采集时代执政者德行之高下，以及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做出的，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规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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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笔者认为，“赋”是一种直陈其事的言说方式，相关论述见拙文《从赋税之“赋”到登高能“赋”———追寻赋体发生
的制度性本原》，《清华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
相关论述参见拙著《两周诗史》“绪论”，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80—81 页。
严粲:《诗缉》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5 册，第 16 页。



评说。假若一代之主非有德之君，产生于这一时代的作品，无论其本身的内容如何，都会因这“一人”
之无德而被纳入“刺”诗的行列。西周末、东周初是“风刺”之诗大量产生的时代，这些因“风刺”之法

而来的作品，或归属于《小雅》、或分列于各国，都被统纳于“诗”名之下，作为《诗经》作品类名的“风”
还没有出现。

五、《风》名的出现

在春秋时代，“风”尚未具备指代《诗经》作品的类名的义项。但是，春秋之后，作为类名的“风”
开始陆续出现于典籍当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礼记·乐记》，其中“子赣见师乙”中有云:

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 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 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

雅》; 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 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 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

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①

在这一段文字中，与《颂》《大雅》《小雅》并列的《风》，显然就是作为《诗经》类名的“风”。我们

知道，《乐记》的作者被认为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而出现在文中的“子赣”，即孔子的弟子子

贡。除了与子贡和公孙尼子相关的《乐记》文字之外，在《礼记·表记》中还出现了两例引用《国风》
的例子:

子言之:“仁有数，义有长短小大。中心憯怛，爱人之仁也; 率法而强之，资仁者也。《诗》云:

‘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数世之仁也。《国风》曰:‘我今不阅，

皇恤我后。’终身之仁也。”子曰:“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宁有已

怨。《国风》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在这两条材料中，对《国风》的引用跟在“子曰”之后，从文献本身无法明确判断是否属于“子曰”
的内容。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即使《缁衣》《表记》等文献中的“子曰”，并非出自孔子之口，只是子

思思想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②我们仍然可以据此判断，在《表记》产生的子思时代，《国风》之名也

已经出现了。
除了上述三条材料之外，《左传》中也有一处“风”与《诗经》类名相关联，这就是《左传·隐公三

年》记载周郑交质事件之后，“君子曰”中的一段话:“《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

昭忠信也。”③这里的《风》与《雅》并列，显然是指作为《诗经》类名的《风》与《雅》。由于《左传》当中

的“君子曰”，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④就目前学界的观点而言，就有出自时贤与作者代言等不同

的说法，但是由前文的讨论可知，至晚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之前，作为《诗经》类名的《风》并未

出现，《周南》《召南》与其他十三国风，都是与《小雅》《大雅》《颂》平行并列的，因此出现在隐公三年

( 公元前 720) 的“君子曰”，不可能出自隐公三年的时贤君子之口，它只能是《左传》作者假托君子之

口对交质事件所做的评说。而杨伯峻先生认为，《左传》成书的年代当在公元前 403—前 389 年

之间。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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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 清嘉庆刊本) ，北京: 中华书局，2009 年，第 3349 页。本文所引《礼记》正
文，若无特别注明，均据此书。下文不再出注。
参见拙文《子思及其〈诗〉学思想寻迹》，《文学遗产》2012 年第 5 期。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北京: 中华书局，2009 年，第 28 页。
对于《左传》当中的“君子曰”的时代，学者多有争论，在“后人附益”说横行几百年之后，现当代学人从多方面论证
“君子曰”当“为《左传》原书所有”。
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 修订本) ，第 41 页。



综合上述材料出现的时代来看，《风》或者《国风》之名的出现，只能发生在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
而这一时期与诗文本的结集密切关联的重大事件只有一件，就是孔子的删《诗》正乐。①

《仪礼·燕礼》有云:“乃间歌《鱼丽》，笙《由庚》; 歌《南有嘉鱼》，笙《崇丘》; 歌《南山有台》，笙

《由仪》。遂歌乡乐: 《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大师告于乐正，

曰:‘正歌备。’”②由此可知，《周南》《召南》虽然被视为周王室的“正歌”得以在正式的仪式上使用，

但是，从音乐属性而言，它们和其他十三国风一样同属“乡乐”。因此，按照周代礼乐体制下四分结构

的音乐观念，③把同属“乡乐”的十五国风合为一类，称为“国风”，使之与《小雅》《大雅》《颂》并列，不

但能使《诗》的结构与周代礼乐体制下音乐的结构更为契合，而且，这个类名还有如下两个意义: 一方

面，它标示出了这些作品与风土之音的密切关联及其委婉曲折的“风刺”属性，另一方面，它所涵盖的

只是来自于“乡乐”的“风”诗作品，并不包含此前已经存在于《小雅》当中的“风刺”之诗。由此而言，

“国风”类名的出现，与“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一样，都体现出了追求和恢复周代礼乐制度的精神

倾向。因此，在战国初年作为《诗经》类名开始出现的《国风》，极有可能就是孔子删《诗》正乐的成果

和表现。④

六、《毛诗序》———“风”义之集成与新变

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风”字将诸多义项汇于一身，形成了积累丰厚、意涵深远的“风”文化。而

最早对“风”文化的丰富内涵作系统论述的文字，便是引来诸多争议的《毛诗序》，先录其中与“风”相

关的文字如下: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

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

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

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

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

《诗》之至也。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
《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⑤

这段文字中的“风”，有作为《诗经》作品类名的“风”，如“《风》之始也”; 有“风教”“风化”之

“风”，如“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上以风化下”; 有“主文而谲谏”的“风刺”之“风”，如“下以风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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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诗经》文本形成史的论述，参见拙著《两周诗史》，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正义》( 清嘉庆刊本) ，第 2208 页。
参见拙著《两周诗史·序论》第三节“‘四始’、‘四诗’与诗文本的结构”，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上博简《孔子诗论》中“邦风”一名的出现，曾在诗经学界掀起轩然大波。汉人为避汉高祖刘邦名讳，乃改“邦风”
为“国风”的说法因此大为盛行。王刚《“邦风”问题再探: 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看〈风〉诗的早期形态》一文，对于
避讳说提出了有力的反驳，文章认为“将‘邦风’作为《风》诗初名，认定‘国风’乃汉代避讳所致，是一种错误的认
知。‘邦风’是战国时代与‘国风’并存的《风》诗之名，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风’广为接受，‘邦风’则被淘
汰。”( 刊载于谢维扬、赵争主编:《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上海: 中西书局，2015 年，第 198 页) 笔者赞同
他对避讳一说做出的判断。但依据“风刺”之作早已存在于《小雅》之中的事实，以及《表记》《荀子》均称《国风》
之名的情况来看，“国风”应该是《风》诗的初名，出现于《左传》与《礼记·乐记》当中的“《风》”，或许是对《国风》
的省称，而“邦风”则是传播过程中“国风”的讹变而已。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 清嘉庆刊本) ，第 562—569 页。



上”“吟咏性情以风其上”; 有作为序诗方式的“风”，如“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有作为风

声、曲调的“风”，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 有作为风气、风俗之“风”，如“王者之风”“诸侯之

风”。凡此种种，几乎涵盖了以往所产生的，与音乐、诗歌相关联的所有“风”义。值得注意的是，作为

“六义”之一的“风”，在这里却是头一次出现。
说到“六义”，必然要联系到“六诗”。《周礼·大师》云大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

雅，曰颂”，又《瞽矇》云“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在《周礼》的语境中，“六诗”直接与乐歌的传承

方式相关联，大师教”六诗”，“以九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因此，由大师职掌教授的“六诗”之

“风”，当指与风土之歌直接关联的音声曲调。但是，在“六义”的序列当中，音乐已完全退场。“六

义”之“风”无关音乐。因此，“六义”虽然沿袭了“六诗”的内容，但在剥离了它们和音乐与仪式的关

联之后，却未对“六义”的内涵作进一步明确的解释。后人多取郑玄对“六诗”的解释来理解“六义”，

但是，与《周礼》语境下的“六诗”并列不同，在《毛诗序》的框架内，风、雅、颂与赋、比、兴显然不是同

一个层次的概念，“六义”一名隐含着内在的矛盾。所以，到孔颖达作《毛诗正义》的时候，就对“六

义”提出了新的解释: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 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
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①

“三体三用”说意图消解“六义”说的内在矛盾，并由此建立了一个崭新的诗学体系，意义深远。
但就注解《毛诗序》而言，“三体”“三用”的分割，不但没有消解其中的矛盾，反而更加彰显了“六义”
之名内涵的模糊。通读《毛诗序》，其主旨在于说《诗》之“义”。而对“义”的重视，自是承春秋“《诗》
《书》，义之府也”的认识而来，是崇尚《诗》之德义内涵的集中体现。由此而言，《毛诗序》取《周礼》
“六诗”之实而冠之以“六义”之名的做法，便折射出了一种过渡时代的特点: 在这个时代，以大师“六

诗”之教为主导的礼乐教化已经崩坏，但“六诗”礼乐之教的影响依然留存;“六义”所标举的重视德义

之教观念已经建立，但尚未形成完备的诗教理论，只能基于旧有观念提出“新”的主张，在因循沿革中

表现出了转向的趋势与努力。这样的特点，无疑和七十子活动频繁的战国初年最为相合。② 而在因

循革新中出现的“六义”一名，又为“风”字提供了一种新的、且更具影响力的义项。

( 责任编辑: 孙羽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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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 清嘉庆刊本) ，第 566 页。
若如此，可为《毛诗大序》出自子夏之手的传统说法添一旁证。



damental differences”that were concealed in those seemingly disregard of the“slight differences．”

The Crisis Consciousness of Confucian Civi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tecting Project
Tang Wenm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risis consciousness of Confucian civilization reached the peak in 1895． The
protecting project which consists of“state protecting，race-protecting，and religion protecting”put forward by
Kang Youwei obtained a wide support． Comparing the three projects by Zhang Zhidong，Kang Youwei and Yan
Fu，we can find that each of them had different emphasis on the concrete understandings and concrete claims．
More specifically，while Zhang focused on state-protecting，Kang focused on religion-protecting，and Yan fo-
cused on race-protecting． The protecting project also prescribed the main directions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which is still a very important spiritual heritage to us．

Ｒeturn to Civil Society from the State———A Hegelian Analysis of On the Jewish Question Chen Hao
Early Marx appropriated a Hegelian framework，which separated the state from civil society and contrasted

the particularity with the universality，to analyze the problems of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With this framework
Marx took civil society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human particular egoism and isolation，while regarding the state as
the expression of human universality-species-being and communal being． Since Marx took the universality rather
than particularity as his end，he should have chosen the state at the expense of abandoning civil society． Unfortu-
nately，the opposite was true． Marx gave up the state and turned to civil society． The reasonable way to explain
Marxs seemingly unreasonable choice was to pay attention to Marxs claim that the universality could only actual-
ize itself by means of the particularity． According to this claim，( 1) a man in the state was an abstract and illu-
sory citizen，who could only express the abstract and illusory universality． ( 2) In contrast to the state，although
as the egoistic and isolated being，the man in civil society to some extent expressed the passive particularity，but
meanwhile as the immediate and sensuous being，he /she also expressed the positive particularity，and had its po-
tential to develop the real universality from itself． In sum，because early Marx found the positive particularity，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real universality，contained in civil society but not in the state，he converted from
the state to civil society．

Feng，Fengsheng，Fengci，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Name Guofeng Ma Yinqin
The concept of Feng 风 carries very rich connotations． It is used not only to refer to the natural wind，but

also to refer to a special edification mode． It is considered as sound and melody，but also known as folk songs．
It is considered as sage rulers teachings，but also as an expression mode of roundabout admonishment． In fact，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this concept were formed in the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Firstly，the graphy of 凤( phoe-
nix) was identified with 风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because of the observation of the wind generated by bird
fluttering． During the dramatic change between Shang and Zhou civilizations，and with the perception that Feng
was the breath of the earth( 大块噫气，其名曰风)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凤 and 风 was made，the former re-
ferring in particular to divine phoenix，and the latter becoming the original word of wind． Secondly，as it is men-
tioned above，the wind is the breath of the earth． As the result of the earths breath，the music was accordingly
regarded as the reflection of the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the statement at that time that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t customs from the music performed with different instruments ( 循弦以观于乐，足以辨风) reveal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climate and local music． Meanwhile，because of its relations with sou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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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ythm，and with its own unsettled，rootless，elusive characteristics，the word Feng is also used to describe the
special situations without clear sources，or specific contents，or definite objects，which leads to the emergence of
such words like Fengyan 风言 ( groundless talk) ，Fengting 风听 ( groundless listen) ，Fengyi 风议 ( groundless
comment) ． When the word Fengci 风刺( roundabout admonishment) was used to refer to the subtly and euphe-
mistic expression mode，the earliest poems composed in this way were called Fengshi 风诗，some of which were
court hymns，some were local songs，but all went by the name of Shi 诗． Since Confucius deleted Shi 诗 and pu-
rified music，the poems as the local music from the fifteen states formally fell into the same category，and the
name of Guofeng 国风 or Feng 风 came into being． At last，based on summarizing and further elaborating the
different meanings，a new meaning of Feng，as one of Liuyi 六义( Six Ｒules) ，was introduced in Maoshixu 毛诗

序 and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literature．

The Five Character Poems in the Scroll Fragment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Named Memoir of the Pil-
grimage to the Five Ｒegions of India Yang Qing

The scroll fragment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named memoir of the pilgrimage to the five regions of India
had five poems． These poems had language sources normally，which express feelings with rhetoric，or to sense
things with aspiration，generally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of medieval poetry． It，on the one hand，

demonstrated the essence and function of literature，and on the other hand，displayed the important humanistic
value． From travel notes of Faxian and Huisheng which had interest in character emotional expression，to the
travel notes of Huichao which formed five characters poems，to the era of interpretation of many poems in Yijings
group biography in the early stage，and poems in the Buddhist travel notes in the Tang Dynasty finally reached a
very high level of literature．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poems in the medieval Buddhist travel notes fully dem-
onstrated the universal feelings of Monks in the Jin Tang as a Buddhist，stranger and traveler，especially reveal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prosperity in Tang poetry，and was bound to have major implica-
tions for related Buddhist narrative，particularly for the novels with the theme of journey to the west．

An Encounter with“The Other”and the Lost Oneself Within“Shanghai”———Exploring the Narrative
on White Emigre ( Белоэмигрант) in G． NO． VIII by Mu Shiying Yang Hui

In 1936，the novelette G． NO． VIII by Mu Shiying was serialized in Literary Monthly，in which the heroine
Lisa was an international spy as well as one of the White Emigres． Taking this narrative on White Emigre of G．
NO． VIII as the beginning and object of research，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reflect on two questions． The first one
refers to the form of this novelette，that is to say，why Mu Shiying selected“the spy fiction”to narrate the story．
The second one is the image of“Lisa”: what kind of inter textuality between G． NO． VIII and the other texts re-
flects upon this image and how it is constructed． The second one is subdivided into two sides: why Lisa is de-
scribed as a loyal“Zionist”by Mu Shiying; what is the logic of substitution of“Polish woman”Cornelia for
“White Emigré”Lisa． According to these questions，Lisa，in the narrative of White Emigre of G． NO． VIII ，

undoubtedly became a particular“other”in the semi-colonial space of Shanghai，which not only mirrored the
subjectivity illusion of the so-called“advanced Chinese”at that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ociology，

but also provided an important c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literary turn in Mu Shiyings writing career and the na-
tional identity crisis in his life．

( 下转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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