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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经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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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050091)

要:/ 中国诗经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 术研讨会0 在 河北省 石家庄 市隆重 举行, 大会提 交论文 150

余篇, 主要从/ 5 诗经6 学史研究0 、
/ 5 诗经6 文化 研究0 、
/ 5诗 经6 文艺学 研究0 、
/ 5 诗经6 名物 训诂与 注疏 研究0 、
/ 5 诗经6与出 土文献研究0 、
/ 海外5 诗经6 学0 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 是近年来5 诗经6研究新成果的全面展 示, 并
预示了未来5 诗经6 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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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花。

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0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功

( 日本) 大野圭介5/ 诗0 与/ 歌0 ) ) ) 论3诗经4与

举行, 本次会议由中国诗经学会主办, 河北师范大学

先秦古籍所引之诗歌6 通过对先秦古籍所引诗歌的

文学院承办, 房县人民政府协办。来自中国大陆、香

梳理, 注意到其中有作为/ 诗0引用的, 也有作为/ 歌0

港、
台湾地区及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的 200 余

引用的。以/ 作诗曰0形式被引用的/ 诗0, 它的大部

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盛会, 提交论文 150 余篇, 基

分有和5麦秀6之诗一样的诗题, / 诗0 部分和故事部

本上呈现了近两年来国内外5诗经6研究的最 新成

分可以分别流传; 以/ 作歌曰0形式被引用的/ 歌0, 诗

果。会议的主题有二: 一为展示诗经学研究的新成

型多样, 如四言形式、
楚歌形式等等, 大部分没有题,

果, 进行学术交流, 研讨今后学术研究的进展方向。

是/ 歌0和故事合在一起而流传的。从而得出结论:

二为举行换届选举, 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并由理事会

先秦时代的/ 诗0和/ 歌0的差异未必在它的诗型上。

推举新一届领导班子。与会专家在学术民主的和谐

王长华、
赵棚鸽53毛诗4美、刺与唐代谏诤精神6

氛围中就所关心的学术 问题各抒己见、热烈讨论。

认为美、
刺思想是5毛诗6的重要特征之一, 5诗序6在

大会选举中国诗经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65 人, 常

确立这一概念的同时, 十分强调以5诗6谲谏。但在

务理事 15 人, 推举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长华教授
为中国诗经学会会长, 西北师大赵逵夫教授、山东大

唐代, 孔颖达则极力突出直谏的价值, 这一变化既是

学王洲明教授、山西大学刘毓庆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

当时政治风气的反映, 又对唐代的谏诤精神形成了
强大而持久的影响力。贞观群臣乐以直谏议政, 太

赵敏俐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郭杰教授、
上海大学邵炳

宗亦颇能接受, 他们将5诗序6、
5郑笺6所倡导的谲谏

军教授为副会长。会议顺利完成了预定目标, 取得

转变为直谏, 这一精神在唐代中后期仍有广泛影响。

了圆满成功。现将与会学者提 交的论文择要 综述

整个唐代, 5毛诗6的美、
刺以及由其生发的直谏思想

如下。

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龙文玲53盐铁论4引

一、
5诗经6学史研究

诗用诗与西汉昭宣时期诗经学6、
王硕民53淮南子4

5诗经6学史向来是5诗经6研究领域里的重镇,

的角度探讨了三部汉代典籍与5诗经6之间的关系及

本次会议收到相关论文 40 余篇, 研究成果可谓是遍

其各自特点。韦春喜5论汉代察举制度与3诗经46指

用诗论6、
吴从祥5王充与汉代3诗经4学6从引诗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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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汉代察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5诗经6研究的

诠释视域与结果析论6以朱熹的理学思想为切入点,

实用主义与政治化倾向, 特别是影响了5诗经6 阐释

思考身兼理学家与文学家双重角色的朱熹, 在/ 中0
的诠释视域下, 如何执教化与文学之两端, 对/ 文学
作品0的5诗经6与/ 儒家经典0的5诗经6进行诠释, 推

的/ 讽美0套路与教化精神。5毛诗6因更高度的政治
化倾向与兼容三家的优势, 从而获得了国家与士子
的青睐, 成为东汉后期的独显之学。赵茂林5汉代四
家3诗4立于学官考辨6通过辨析史料, 驳斥了多种对
四家诗立于学官时间的说法, 考辨出了四家诗立于
学官的时间。( 台 湾) 刘原池5汉、宋之3诗4学 解释
学6认为/ 以道制势0是汉代5诗经6学的诠释价值取
向, 而/ 以道制欲0则是宋代5诗6学的诠释价值取向,
这是二者的根本分歧, 也是其他重要诠释观点产生
分歧的源头。
蒋方53诗经4在三至九世 纪的传播与接 受6 一
文, 描述了5诗经6学在三至九世纪所呈现出的螺旋
式上升的历史轨迹。本在汉代民间流传的5毛诗6,
在魏晋以后成为官学中的唯一教本, 影响深远。南
北朝时期的传播与接受, 深受佛教义疏学的影响, 讲
5毛诗6而注重文义的疏通与义理的说明。至唐代,
5毛诗正义6成为科举考试的课目, 在继续汉代章句
之学的同时, 吸收了之前出现的新成果, 并且糅进了
一些文学解读的因素, 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汉学面目,
而揭开了宋代5诗经6学发展的序幕。檀晶5由陆机
赋引3诗经4看魏晋时期风、
雅之接受6通过统计认为
陆机赋作引用5诗经6 频率很高。通过对其称 引方
式、
引诗题材的讨论, 可以管窥魏晋时期5诗经6作为
经典的地位的滑落 以及文学解读 的回归。韩 宏韬
5论孔颖达诗学思想的经学指向6一文指出, 孔颖达
诗学思想的经学指向, 根源在于对/ 疏不破注0、依
5序6说诗原则的坚守, 对皇权秩序的维护。直至朱

翻汉儒对5大序65小序6的定论, 还原/ 文学性0的5诗
经6, 并进而形成5诗集传6的诠释特色。
以毛奇龄等为首的清初学者的三家5诗6辨伪成
果, 对乾嘉时期5诗经6研究的全面复兴, 起了一定的
推动作用。李卫军5毛奇龄35诗传6、
5诗说6驳义4小
考6就是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深入探讨。张祝平、张海
英53诗经原始4研究方法及其注疏体例6指出清代方
玉润5诗经原始6汲取了5诗集传6研究方法和注疏体
例的精华, 采用较为科学的阅读方法, 反复诵读, 体
会5诗经6的本意, 有选择地进行5诗经6的艺术探索。
在注疏体例上, 强调要从整体上把握诗旨, 文字表达
不清的用图表来展示, 凸显了鲜明的学术个性。王
承略5陈启源与3毛诗稽古编46认为5毛诗稽古编6在
5诗经6研究的许多问题上卓有见地, 具有重要的文
献价值和学术参考价值。用对比的方式介绍了5毛
诗稽古编6的两种手定底 稿本, 同时将 现在通行的
5毛诗稽古编6不同版本的源流进行了详尽的梳理,
指出两个版本系统文字差别很大, 阅读时应特别注
意。( 台湾) 陈文采5晚清尊经书院弟子3诗经4学之
分析研究6, 通过对成都尊经书院进行分析, 认为其
经学养成教育及书院学子的治经成果, 为探究四川
经学( 特别是在5诗经6研究领域) 再盛于晚清提供了
重要线索。作者汇集了廖平、
宋育仁等人的多部5诗
经6学著作及其尊经书院学子们的5诗经6 类习作和
山长王闿运的作品, 希望能借此厘清晚清蜀5诗经6

露出来。

学的时代意义。另外, 宁宇5姚继恒的3诗经4接受6、
刘挺颂5论3四库全书总目4对唐宋3诗4学之批评6、
张鹏飞5清人潘克 溥的3诗经说 铃46 等论文有理有

徐儒宗5吕东莱的诗学6对吕东莱的5诗经6学著
作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 为我们全面了解吕东

据, 探讨深入, 值得一读。
台湾文化学者李辰冬教授是著名的5诗经6研究

莱的诗学成就提供了参照。姜亚林5宋马和 之3毛

学者, 因其有5诗经6作者为尹吉甫之说而备受学界
争议, 但对其5诗经6研究的功过缺乏客观公允的全
面讨论。( 香港) 黄坤尧5评李辰冬的尹吉甫研究6从

熹提出倒序说, 5诗经6学的文学鉴赏意味才渐渐显

诗4卷的3诗经4学意义6从5诗经6学的角度考察了以
5诗经6为题材的绘画 ) ) ) 南宋马和之的5毛诗6卷,
它通过影像反映出5诗经6学转向对于当时士人的影
响, 以及他们对5诗经6学新思潮的反应, 并直接启迪
了明代夏昶和文徵明的5诗经6图卷的表现方式。易
卫华5乡先生与宋代3诗经4学6则从身居下层的乡先
生入手, 认为乡先生既是平民阶层5诗6学观念形成

研习李辰冬的上述三本著作入手, 来探讨李辰冬的
5诗经6研究、
5诗经6中的尹吉甫、
科学方法与推理成
分。认为李辰东开始了台湾学术界的尹吉甫研究,
虽有过于主观之处, 但并不能否定其在5诗经6研究
史上的贡献。

的主要推动者, 又是宋代5诗经6 学话语重建的积极
参与人, 由于有了这一群体的加入, 推动了宋代5诗6

二、
5诗经6文化研究

学风格形成和发展。( 台湾) 柯玫妃5朱熹3诗集传4

( 台湾) 林素英5从祭祀立尸与燕尸之礼以观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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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文教化精神与意义 ) ) ) 以3楚茨4、
3既醉4、3凫

优育 ) ) ) 3螽斯43麟趾4臆说6认为5螽斯6 侧重的是

鹥4为讨论中心6通过对/ 祭尸0在祭祀仪式活动中之

子孙的繁衍不穷, 而5麟趾6侧重的是子孙联俊。两

地位高度提升, 来探讨周代人文教化之精神与意义。
此文先行追溯古/ 尸祭0 之可能概况后, 主 要以5 楚

者相互参证, 互为补充, 共同奠定了中国传统生育文
化的基石。

茨6、
5既醉6、
5凫鹥6三首祭祀诗为讨论中心, 透过周
代对于祭祀立尸方式之讲究, 以及诗中如何对待祭

三、
5诗经6文艺学研究

尸, 尤其是对于/ 公尸0的崇高礼敬与殷勤献祭等情
形, 从前后之差异状态以探测周代人文教化之精神

( 台湾) 欧天发53诗三百4/ 风、
赋、
比、兴0章法例
说6认为风、赋、
比、
兴等说各涵盖于句法、章法、篇旨

与意义。张树国5后稷神话与西周郊祀的起源6通过

各层, 允应分别释说, 庶几免致混淆。虽所谓5诗6无

对后稷由周人传说中发明农业的文化英雄到郊祀对
象的转变过程的探讨, 假之以出土儒家文献, 说明周

达诂, 然分析篇章结构, 衡之以六义之说, 必有助于
对诗篇文学之理解欣赏。( 台湾) 钱奕华5辘轳旋转:

人之所以赋予后稷的诸多宗教功能, 主要为了证明

从3诗经 # 文王4、
3庄子 # 缮性4的章法谈起6 以5诗

王权来源之神圣性及统治的合法性。后稷神话与仪

经 # 大雅 # 文王6的体式与5庄子 # 缮性6 的作法为

式已经孕育了后世国家祭祀礼仪的雏形。
张宝林5浅谈3诗经4士人文化精神6探讨了5诗

例, 说明唐文治提出的/ 辘轳旋转0理论的写作方式。
( 台湾) 戴嘉辰5诗教中的个性与群性 ) ) ) 从/ 赋诗断

经6时代的/ 士0在理性觉醒的时代精神感召下, 士人

章0发展至/ 兴、
观、
群、
怨06认为/ 赋诗断章0虽然在

文化精神实现了由神权巫术到 民本思想的转 变过

5论语6写作时代已经没落, 但孔子仍然认同5诗6三

程, 士人文化精神 渐次成为社会政 治文化的中心。
陈鹏程5周人田猎文化与3诗经4中的田猎诗6在周代

百的现实功能, 提出5诗6 可以/ 兴、观、
群、怨0, 后人
诠释至王夫之/ 各以其情而自得0 达到极致, 强调诗

田猎文化的背景下, 考察了5诗经6田猎诗的研究现

教中/ 个性0的发扬, 代表在/ 群性0现实传统中, 对文

状、
田猎诗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魅力及其对后世
田猎题材的影响。王建堂53诗经4星象与阐释学理6

学的主体性再一次的确认。
刘生良5风雅颂分类依据之我见6认为前人关于

认为后学对5诗经6中星象记载的阐释, 呈现着鲜明

5诗经6风、
雅、
颂分类依据的解说, 皆有不尽合理到

的/ 六经注我0的特点。此文就5诗经6星象阐释学理

位之处, 无论是所收诗歌的客观情势, 还是早期整编

的/ 多指向0进行/ 还原分析0, 以还原5 诗经6星象表
达的/ 本真面貌0。王开元53诗经4中的玉文 化6 以

者的主观选择, 都说明诗歌的来源是其分类的首要
因素和根本依据。刘立志5/ 国风0民歌问题研究的

5诗经6中与玉相关的各类装饰物件为背景, 说明周

回顾与检讨6、
金荣权5关于3诗经4/ 国风0 采集问题

人已经把对玉的审美判断, 转化为对人的审美判断,
使得玉文化的范围进一步得以扩充。

的再探讨6都是针对/ 国风0问题的专题讨论, 刘文在
对以往/ 国风0民歌问题研究简单回顾的基础上, 进

袁正洪53诗经4二南及尹吉甫籍里房县是周南

行了反思。金文则通过论证否定了/ 采诗说0, 肯定

召南交汇地考6一文, 运用5诗经6文本及大量民俗学

/ 献诗说0存在的合理性。张中宇5从音乐文本到文

的证据, 认为以今十堰山区为中心腹地的秦巴汉水
/ 三角0地域正是5诗经6/ 二南0之地, 5 诗经6作者之

学文本 ) ) ) 3诗三百4编订的另一种阐释与再思考6
等亦涉及到了5诗经6学的基本问题。

一的尹吉甫的故里正在这里。杜汉华、汪碧涛53诗

黄震云5先周语用与3诗经4诗体的形成6指出风

经4/ 大东0/ 汉广0民俗意蕴浅释6通过对5大东65汉
广6民俗意蕴的分析, 揭示牛郎织女神话传说与七夕

诗见于夏商, 而雅诗是西周创造, 也是风诗的精神提
升和形式规制的品位发展。因此, 诗是长期的先周

节在先秦和南北朝的演变过程。

语用的结果, 不是一时一地的发明。5诗乐舞分合规

( 台湾) 叶巧藜53诗经4中养生意识探析6探讨由

律与/ 诗三百0的元典性质6分析了诗乐舞的分合规

5诗经6内容中发现的养生意识, 人们学习在艰苦环
境中保全生命、期望能得到高寿及繁衍数量众多的

律, 指出礼崩乐坏之后, 诗成为固定的形式, 不再有
活力, 教条宗教化, 因为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 元

后代, 进而使得家庭兴旺、国家昌盛, 是当时代人们

典性质因此形成。潘啸龙5/ 隐0/ 秀0 并用与创作中

所追求的养生目的。( 台湾) 谢绣治53诗经4职场伦
理的现代启示6探讨了5诗经6 的职场伦理对现代社

的虚静和骚动6认为诗、骚所显示的创作心境, 除了
/ 虚静0外, 更有5毛诗序6以来总结的骚动、
/ 摇荡0状

会产生的启迪与意义。刘树胜5 从多子多孙到优生

况; 特别是屈原的/ 发愤抒情0 创作, 与 那种徜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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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凝神观照0, 而后豁然有悟 的创作状况颇 不相

具有反衬作用, / 雨雪霏霏0则是/ 以哀景写悲0, 具有

同。屈原的创作心境不是/ 虚静0, 而是/ 骚动0; 不是

正衬的效果。正反两衬, 同抒哀愁, 凄恻感人, 意境

空其/ 心斋0、
去其万虑, 而是哀愤郁积、忧悲丛集, 是
外物、境遇随机触动中的情感激荡和歌哭泣诉。邹

优美。王志芳53诗经 # 邶风 # 北风4中/ 乌0意象考6
认为/ 乌0是5诗经6 中的一个典型祥瑞意象, 文化传

然、
蔡欣5周代贤哲引领/ 人的觉醒06从创作主体自

承、
审美观照共同构筑了乌意象的多姿多彩, 具有很

觉意识角度审读5诗经6, 可以发现周人思想认识水

强的生命力, 并作为一种心理和语言的积淀, 长久地

平已臻相当高度。中国古代社会/ 人的觉醒0或/ 生
命的精神0之高扬, 从西周初年的诗人就开始了。

存留在人们心底, 在合适的场合以恰当的方式反复
出现。魏红梅5古典文学中的木瓜意象论考6分析了

刘怀荣5先秦进谏制度与怨刺诗及3诗4教之关

木瓜意象的三个主流意蕴, 围绕5 诗经 # 卫风 # 木

系6认为5诗经6中大量的怨刺诗/ 怨而不怒0的情感
特点和重视修辞艺术、
委婉曲折、
含蓄蕴藉的艺术特

瓜6一诗以及其他文学作品, 对古典文学作品中木瓜
意象内涵流变的大致历程进行了探究。

点的形成, 以及在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
温柔敦厚的
5诗6教的产生, 均受到以诗讽谏之政治实践的制约,

四、
5诗经6名物训诂与注疏研究

探究三者之间的深层关联, 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
诗学的民族性特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刘刚5宋

王洲明5试论3诗经4名物研究的价值与意义6指
出, 5诗经6对名物的运用和描写, 很好地传达出了诗

玉辞赋对春秋战国/ 引诗0/ 赋诗0的接受与文学化移

人的感情, 铸就了5 诗经6 较高的艺术成就。5诗经6

植6认为宋玉辞赋接受了春秋战国/ 引诗0/ 赋诗0 的

名物的研究, 除研究名物的自然属性, 以便做到/ 识

传统形式, 并在接受中将其移植到辞赋的文学表现
之中, 同时, 在借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化用5诗经6成

物0明诗之外, 还应该十分注意5诗经6名物与5诗经6
文化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另一角度说, 更应该

句, 不仅丰富了辞赋的表现手法, 而且借助诗歌特有

注重从研究5诗经6名物即构成5诗经6的最基本的部

的艺术魅力增强了辞赋体物言情的文学性。房瑞丽
5三家3诗4文论观探略6从讽谏说、情性说及对孔、

件入手, 从细微处更深切具体地体察和分析5诗经6
的文化精神。吕华亮53诗经4名物研究概述6分四个

孟、
荀文论观 念的继 承发 展等 几个方 面探 讨三 家

阶段对以往5诗经6名物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勾勒出

5诗6的文论观。

了5诗经6名物研究 史的线索。( 台湾) 朱春慧53诗

王巍53诗经4中女性美的标准与追求6认为5诗
经6中女性追求的是天生靓丽之美, 即以追求自然之

经4草本植物研究6分五章讨论了5诗经6中的草本植
物所具有的特性、美学意义、
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

美为主要审美倾向。这种追求通过形体之美、容貌

色等方面, 对深入了解5诗经6中的植物有一定意义。

与情态之美、
发式之美表现出来。( 香港) 舒慧5试论
3蒹葭4的季节特征6一文从蒹葭/ 苍苍0、
/ 凄凄0、
/采

桑宇红53诗经4中叠音词/ 绳绳0音辩6鉴于通行
典籍及辞书对5诗 # 周南 # 蠡斯6/ 宜而子孙, 绳绳

采0之表征, 以及/ 秦0 之地理及气候环境, 结合作者

兮0中/ 绳绳0读音存在巨大分歧, 从诗歌押韵、
文献

的实地考察, 论证5蒹葭6所用之/ 象0是春非秋, 从而

异文资料等 方面进行考辨, 应读为 ch
ngch
ng, 并

解脱/ 不知其何所指也0 之困惑, 以 春之象, 丰 富情
景。( 台湾) 徐正桂53诗经4色彩的象征意涵6从5诗

且指出5汉语大字典6等辞书由于未对语音材料的原
始来源进行分析考证, 导致失误。赵伯义5读3诗4说

经6中的色彩运用来探讨色彩的象征意涵, 诗人以色

/ 者06指出了/ 者0在5诗经6中的不同用法。李冬英

彩绘制了诗歌的语言, 渲染了诗歌的情感, 同时也注
入了民族的文化精神。因此, 5诗经6色彩除了本身

53尔雅4顺3诗4连言训释6对/ 5尔雅6因5诗6连言训
释0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漆雕世彩5风骚叠音词之

的色相外, 其内外蕴涵的象征意涵, 正是诗人思想感

比较6通过对5诗经6与5楚辞6之叠音词在创造意境

情高度概括的结果。( 台湾) 何函旃5一种生活的态

等七个方面的比较, 指出5诗经6叠音词具有内陆性

度 ) ) ) 3诗经4休闲思想发微6通过对5 诗经6中休闲
意蕴的观照, 揭示出5诗经6休闲思想有别于闲适隐

特征, 5楚辞6叠音词具有水性特征。
( 日本) 田中和夫5关于3诗经4古注的顺序意识6

逸, 而是日常生活中舒缓的精神情操的从容展现。

指出, 要十分注意5毛传6、
5郑笺6、
5毛诗正义6这些

李金坤5/ 杨柳0/ 雨雪0蕴哀思6 通过对5诗经 #
小雅 # 采薇6末章/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5诗经6古注的解释中对时间顺序、
诗篇顺序、
语言顺
序等起因于顺序意识的问题提起和论述。这个留意

雨雪霏霏0的解析, 认为/ 杨柳依依0/ 以乐景写哀0,

顺序的特征在传统的5诗经6注释即所谓古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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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逐渐被强调、深化和客体化。这反映了儒家学者

儒的争讼得以了断, 为辨正汉儒以来对三篇作品的

们特有的各种价值观。同时, 提起这个问题的背景

误读提供了最早依据。王莹53孔子诗论4的敬德思

中也有汉字顺序及单词顺序的不同对语意和文义具
有决定性意义这一汉语构造的问题。郭全芝5清三

想及评诗主张6认为5孔子诗论6显示了孔子对周先
王之德的重视, 集中体现了孔 子的敬德、天命等思

家3诗经4新疏论略6分析了清代胡承珙、陈奂、马瑞

想。另外, 将诗与志、
乐与情、
文与意相对应, 这可以

辰三家5诗经6新疏, 并对其进行了比较研究: 胡氏的

看作是孔子论诗的总纲领, 也是他对诗歌特点与功

解说偏重于对经义的阐发; 马氏喜欢就字说字, 并往
往提示语源, 有时所论 已疏离于经义; 陈奂着 重训

能的比较全面的概括。黄康斌53孔子诗论4与3诗
经4中的/ 同题数作0 现象6 通过分析5孔子诗论6和

诂。陈才、周毅杰53毛诗后笺4校点献疑6则对郭全

5诗经6中/ 同题数作0的诗篇, 指出这些同题作品往

芝校点本5毛诗后笺6 提出商榷, 指出其在校点过程
中的若干不当 之处。邵 炳军53诗 # 邶风4系年 辑

往反映的内容和情感相近, 5 孔子诗论6 在论述同题
作品时是兼指所有的同题作品, 而非仅指其中的某

证 ) ) ) 春秋诗歌系年辑证之三6 通过系年的方式对

一篇。

以故邶地为中心命名的5诗 # 邶风619 篇卫国诗歌

孙定辉53关雎4、
3鹊巢4文本原义与3诗论4所论

进行辑证, 显现了作者深厚的文献功底和一丝不苟
的治学精神。

互考6一文, 希望通过互考来补正黄怀信在5上博藏
战国楚竹书3诗论4解义6 中的不足之处。( 台湾) 何

另外, 杨合鸣5我与3诗经46 简述了自己 与5 诗

昆益53上博( 四) 43交交鸣乌4析论6从语音、
构词、
语

经6结下的不解之缘, 用大量篇 幅介绍了自己 写作

法等角度, 对目前学界关于5 交交鸣乌6 的研究进行

5诗经疑难词语辨析6 的体会, 为后学研究5诗经6 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

评议, 并在比较该篇逸诗与5 毛诗6异同的基础上提
出作者对此诗的训解。( 台湾) 吕佩珊53上博( 四) 4

五、
5诗经6与出土文献研究
随着大量地下文献的出土, 出土文献研究在目
前的学术界已经成为显学, 在5诗经6研究领域中更
是一片繁荣局面。

逸诗3多薪4析论6在与今本5诗经6相关诗句对照比
较的基础上, 补充若干字的释读, 着重对其艺术手法
及其诗旨进行了讨论。

六、海外5诗经6学

廖群5出土文献与3诗经4在先秦两汉传播的补
充考察6指出, 近年新出土的铭文简帛中, 有些材料

( 韩国) 宋昌基53诗经4共同研究方案6中认为,
要克服研究者或集团( 个人, 研究所, 国家之间等) 之

传递出一些新的传世文献不曾载录和提供的传播形

资料、
时间、能力等限制, 有时选择共同研究方案是

态和原生状态, 借助这些材料, 对于考察5诗经6在先
秦两汉时期的传播, 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补充。李山

合理的。但为了获得所期优良结果特别注重研究方
案( 选定课题, 研究方法等) 是必然的前提条件。并

53诗经4二南中的几首战争诗篇6借助青铜器铭文等

结合自身数十年研究经验开列一些可以共同完成的

记载西周自昭王至宣王时期战 争的新材料, 对5 诗

研究方案: ( 1) 分担主题别研究成果之综合研讨及整

经6二南中的一些诗篇进行重新探讨, 看到这些诗篇
正是反映周王朝与 周边人群战争 的诗篇。倪 晋波

理。( 2) 资料搜集( 典籍, 历史遗迹, 传来民谣、
故事、
神话传说等) 及整理活用。( 3) 地域, 时代别研究结

5秦诗的发生学研究6结合5秦风6十诗和出于地下的

果之比较整理。( 4) 5诗经6 与历史、政治变化之关

5石鼓文6以及5秦公大墓石磬铭文6等韵文, 指出秦
诗是在边缘中心、记忆 与失忆、接触与创造的 三重

系。( 5) 探索人类共通之欲望或理想追求过程( 从原
初的食色要求至向往的理想) 。( 6) 探索文学( 诗) 本

/ 文化语境0中演绎与发生的。

质的表现主题( 例如爱, 孝, 忠等) 。( 7) 探讨文学之

徐正英5上博简3孔子诗论4第九简新论6 指出,

教化、
启蒙、改革功能。( 8) 探索5诗经6对言 语、文

上博简5 孔子诗论6 第九简论诗角度具有多样 化特
点; 孔子明确肯定5祈父6的责问理由及诗歌本身, 评

字、
生活及民族情绪醇化功能。( 9) 在当今及未来世
界, 探索5诗经6 活用方案。宋先生的提议有很强的

论有理有据, 用/ 责0字概括5祈父6的内容特点, 见解

可操作性,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进行学术

深刻独到; 评论5黄鸟6时用/ 困而欲反其故0准确概
括诗旨, 且指出/ 多蒙耻受辱者往往会抨击社会0 的

的强强联合, 以期推出更多精品成果。
( 日本) 芦益平5格拉涅与日本的 诗经研究6 认

社会现象。5孔子诗论6的面世, 可使汉儒、
清儒与宋

为, 日本的现代5诗经6研究, 深受法国学者格拉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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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代表学者有松本雅明、
白川静、目加田诚、

和5颂6里有关/ 战争与和平0的思想和用字, 并与荷

赤塚忠、
家井真、
石川忠久等。当然, 在5诗经6 研究

马的史诗略作重点比较。对于微观分析的部分, 以

新领域里有贡献的闻一多先生的影响也是相当广泛
和巨大的。作者将格拉涅的5诗6学观念进行了详尽

计量的方法, 协同宏观的理解, 来探讨这片尚未正式
开发的领域。

的介绍, 并指出日本的现代5诗经6研究的成就与不

综上所述, 在本次大会上, 高水平的论文层出不

足: 在5诗经6的社会学、
民俗学的研究领域里取得了

穷, 赢得了与会学者的阵阵掌声, 老学者厚积薄发、

显著的成果, 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无论是
在方法论还是在个别诗篇的论证上, 都不免有天马

提携后进, 青年学者思维敏捷、眼光独到, 预示着中
国5诗经6研究的局面会愈加繁荣。美中不足的是,

行空、
矫枉过正之嫌, 这有待于今后更多的年轻学者

部分学者的研究仍旧存在低水平重复的问题, 这当

不断地修正和完善。
( 美国) 林中明53诗经4里的战争与和平6从宏观

是学术视野狭隘所致, 日后若多与同行交流, 此类问
题是可以避免的。

历史、
纵识文化的角度来探讨5诗经6, 尤其是5大雅6

A review of the ninth annual seminar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Book of Songs
DU Z hi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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