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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先秦诗歌创作年代研究领域, 《诗经》
创作年代被 一再后延。实际上, 先秦诗歌在创作成型之后
往往有数百年的口传时期, 其间形式稳定, 增益也不多 ; 它的整理成文则通常较晚。欲探明先秦诗歌创作年代
真相, 须形成完备而有系统的方法论, 即综合地运用“内证法”
和“
体证法”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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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诗歌创作年代研究的方法

年的口传时期, 其间形式稳定, 增益也不多。这是
古初诗歌演化的通例, 在许多文化人类学报告中

关于先秦诗歌的创作年代, 由于年代邈远, 文
献又缺乏, 遂导致对许多诗篇创作年代判定颇多

都有验证。
如人类学家曾发现, 太平洋岛屿上某些
土著部族现在传唱的民歌, 从曲调到歌词都与数

歧见。
在先秦诗歌创作年代研究领域, 曾经历过晚

百年前探险家在当地所撰游记中记录的相同。

周以至秦汉的儒家理性主义对上古文献记载的一
次审慎梳理, 这次梳理的依据除了当时已残余不

先秦诗歌的整理成文通常较晚。上古社会“学
在王官”
, 文字垄断于贵族宫廷, 民间思想文化的

多的上古文献资料外, 主要依靠的是理性务实的

保存则基本以口承为主。
就十五国风而言, 国家不

儒家历史哲学, 它又内化为经师宿儒们在面对《诗

实行采诗制度时, 民间亦照样有歌诗流传, 采诗时

经》
时的思维方式。
这已经使先秦诗歌创作年代的
相关论述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诗歌作年已普遍后

所采集到的歌诗未必就是新近产生的。“行人”与
“太师”
的采集整理, 自然需将口承歌诗转写成文

移了。
毛诗学派专注于诗谱研究, 然而方法保守陈

字, 以供天子欣赏, 但这一写定过程决不能与诗歌

旧, 只知整理各种残缺不全的口头或书面的先秦
用《
诗》记录, 固守子夏一系对用《
诗》记录的义理

的创作成型过程混为一谈。我们猜测《
周南》
《召
[ 1]
南》
中“或者还有更早( 指商后期) 的诗” , 就是基

阐释, 并完全以之为据来编制诗谱。
以子夏之名建

于这一演生规律而提出的。至于说先周时期的那

构经学道统, 对后人推求先秦诗歌真实作年之可

些诗篇, 如《七月》《
公刘》
等, 都是周族迁豳后不久

能性的扼制, 大大限制了《
诗经》的历史文化价值。
本世纪以来, 学者们出于对始源时期民族文化的

即成型的歌诗, 但亦是几百年后, 周公制礼作乐时
才写定的。
这样, 有些人斤斤于歌诗写本的文字特

严重悲观, 参照西洋诗歌史, 再将《诗经》作 年后

点( 如某字形体为晚出, 某字于某时代常用……等

延, 绝大部分篇章皆被拉到春秋之世, 有的甚至被

等) , 完全脱离了上古诗歌的声音传播、
听觉记忆、

派为战国之世诗。这一状态一直蔓延至今, 为我们
准确地理解夏、
商、
周文明的真实面貌以及对中国

文字载录的三“
段”
( 阶段) 归“
一”
( 文本) 的立体化
的传播实际, 并以“
文字—文本”
的平面关系来排

诗歌史的研究造成了极大混乱。

定诗歌创作年代, 就显得根据不足, 方法不当。

实际上, 先秦诗歌在制作成形后往往有数百

a

上古人文智慧皆集于《诗》, 因为一个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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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源起过程正是它的诗性醒觉过程。我们都知
道, 诗性语言先于日常语言而诞生, 《诗》
之意义系

历法, 故着手测定阴阳分月和一年的长短; 同时为
农耕的需要, 开始以周族的历法为坐标轴, 搜集整

统丰富而复杂, 这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历史地

理有关物候农时的详尽信息, 这些都充分地体现

看, 《
诗》
既有创作时本意, 更有被长时期广泛运用
的创造性阐释发挥。站在这一立场, 我们说, 四家

在《七月》
诗中。可以说, 《
七月》是周族早期的诗
历, 它甚至保存着只有夏代才有的珍贵的天文记

诗保存了先秦用诗珍贵资料, 汉代的诗谱研究则

录。《
七月》
首章起笔就写时令天象, 但似乎颇费

为我们排定《诗经》
创作年代提供了相当可靠的下

解。诗中的“
七月”
是指的哪个月份? “
一之日”又

限年代。
我们曾提出: “周时诗章的编集使用, 除娱
乐歌舞和教育子弟外, 还有丰富的讽时谕志的功

是指的什么时间? 原来周族从它的祖先黄帝时代
起就有了建子历法, 是以夏历的十一月为自己的

[ 1]
能。
”
须知“讽时谕志”
的“用诗”
正是先民文化活

正月。这就涉及到历法的起源问题了。渔猎和游

动的基本存在方式。四家诗说除极少数指明作者

牧民族是以生产活动的开始来划分“年”的, 夏族
兴起于渔猎采集时代, 对他们来说正月就标明新

及“作时本意”外, 其所记“
美刺”
( 毛诗讲“
美”
,三
家诗偏于“
刺”
) 皆为大夫以至百姓“
用诗”
达意、抒

的一轮渔猎活动的开始, 立春时节“
东风解冻”
,无

愤、
写怀的智慧。四家诗说对具体诗章意旨的分

论如何也足以开始从事渔猎采集了。而农耕民族

歧, 那正是同一首诗在不同的时间与场合的不同

的观念却是以耕作活动的结束来作为一“年”
的标
记。小雪时节“
闭塞而成冬”
, 对周族人来说, 一年

的 使用记录 而已( 不排除其 中少数系 “
作 诗”记
录) , 至于以此为基础排出的诗谱, 那当然是先秦

也 就完结了。“火”是大火星, 也就是天蝎座的 A

诗歌创作年代研究的可靠的下限年代了。为科学

星, 先民正是通过观测大火星的位置来制历授时

的诗谱研究提供了精确的下限年代, 这就是四家

的。《
七月》通篇采用 周历, 周族历 法的“
七 月流
火”
换成夏族历法就是五月流火, 而这正是夏代才

诗说的恰当的位置所在。
对先秦诗歌创作年代研究的方法, 根据我们
的设想, 考索先秦诗歌的“
作时本意”和制作年代,
认为: 其一, 应当结合地下地上诸多材料, 在先秦
诗歌的本文中寻 找内证; 其二, 应当用 生命去体

有的天象, 这也是《
七 月》成于 夏代晚期的铁证。
《
七月》的艺术性就在于诗中以细密敏锐的观察体
悟构建起生命节奏周而复始的有序循环, 而月令、
时序的神妙编织正完美地再现了周人在豳地平原
[ 2]

验, 注重逻辑与直觉的结合, 给出对诗歌精神气质

那“
一派古风、
满篇春气” 的审美生活。至于诗中

的 哲学理解。概括地说, 就是综合地运用“内证

的“
一之日”
“二之日”
“
三之日”“
四之日”, 那其实
就是正月初一到初四的别称, 这几天正是周族过

法”
和“体证法”
来展开研究。
1. 内证法。
回顾《
诗经》研究史, 宋代朱熹提出
了直面本文、“
考诗之词”
的方法论, 虽于考据层面
不甚精严, 但却开辟出宋学富于理性精神的新境
界。明代则有何楷《
诗经世本古义》, 剖析各篇作

农年的时间。联系到第四章的“一之日于貉, 取彼
狐狸, 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 载缵武功。言私其
豕从, 献 豕开于公。
”
以及第八章的“
二之日凿冰冲冲,
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 献羔祭韭。”
便可知

年、
本意更上层楼, 颇具汉、宋融通的味道。这些都

道周族正选择过农年的几天, 举行整个宗族城邦

是“
内证法”
的珍贵传统资源。“内证”
在很大程度

的“
农夫”
们集体参加的大型祭祀活动。正月初一
到初四分别是 狩猎祭、武备祭、
农具祭 和司寒神

上是和“物证”
相对而言的, 有人幻想在考古挖掘
中会发现完整的作年谱系的文物证明, 须知出土
文物只有和传世典籍的本文相参证才可能获得理
解, 本文之“内证”
无疑是我们对诗之创作年代研
究的基点所在。“内证”
的运用包括历法名物的考

祭、
农事 祭, 其中农事祭是要祭祀谷神 和祖先后
稷, 诗句不仅流露出周人欢庆“改岁”的热闹与欢
欣, 而且那面对天神祖先的诚恳的祈告, 也透露出
《
七月》在此后的六七百年中作为周族劳动祭歌的

辨, 亦包括语言规律的探寻, 试以《
诗·豳·七月》

功能。这是由历法贯通本文以推求创作年代。

为例略作说解。

儿 觥”
就名物而言, 《
七月》
中有“
称彼凹
的诗句,
凹
儿
“ 觥”就是犀牛角制成的酒杯。犀牛是热带喜暖

就历法而言, 《
七月》的时代, 周人初迁豳地,
急欲恢复和完善一度在迁徙途中被弄乱了的周族

动物, 十多万年前犀牛就在山西中、
南部汾河谷地

赵

雨

张松如

有关先秦诗歌创作 年代的几个问题

73

出没, 三千多年前它又广泛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
和夏、
周活动范围都有重叠, 夏族昆吾氏即以犀牛

是此诗成于“
豳公造周”
之时。这意见出于整理过
《
诗经》的孔子, 自有相当的分量, 可是后人一向认

为图腾 [ 3] 。从《七月》创作年代来看, 公刘当夏之

为《
孔丛子》来历可疑, 便把它无端埋没了。回顾

时, 犀牛角自然就成了周族年节欢庆时的吉祥礼
器。我们说, 《
七月》
诗中所见的动、
植物资源十分

《诗经》研究史, 以体证法研究《七月》就有许多丰
富的素材, 直至清 代疑古派学者崔述《丰镐考信

丰富, 出于上古气候温暖湿润的原因, 那时豳地的

录》
还说: “
读《
七月》如入桃花源中, 衣冠古朴, 天

动、
植物种类都可能远远超过今天。
单纯以名物方

真烂漫, 熙熙乎太古也。
此诗当为太王以前豳之旧

面的简陋估量, 便随意把《
七月》
诗创作的地点迁
走, 年代挪后, 不是科学的态度。这是由名物贯通

诗。
”这不禁令人联想起扬雄《
法言·问神》中“虞
夏之书, 浑浑尔”
的说法。
诗歌非化学试剂, 它是需

本文以推求作年。

要人去体悟鉴赏的灵物。崔述对此诗境界的直觉

关于语言规律的探寻, 我们这里试举美国夏
含夷先生考察《
诗·周颂》
的例子加以说明。夏含

体证和我们对夏时豳地周族民风的探 讨正相吻
合, 再次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对《七月》作年的判断

夷对《
周颂》
“语言学证据”
的考察非常细致( 当然,

无误。

之中尚存疑议, 留待后文商讨) , 如他提出, 《
执竞》
“诗中第五句的‘
自彼成康’几乎可能肯定是指成
王和 康王, 当然这 首诗 不可能 早于康 王之子 昭
[ 4]

王。
” 这种对“成康”词义的判断是浅明的, 也是

二、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
今天我们着手重新研究排定先秦诗歌的制作
年代, 尤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可信的。事实上《执竞》
正是昭王日祭父祖上食时

首先, 涤除按西方历史发展框架来限制上古

所献的乐歌。《
维天之命》
《
时迈》《
思文》
等篇, 分别

文明史的荒唐观念。20 世纪西学东渐以来, 人们
用以衡量乃至剪裁上古文明的利器主要为西方历

有“骏惠我文王”
、“
我求懿德”
、“贻我来牟”等诗
句, 其中的“
我”
均作复数用, 意为“
我们”
。夏含夷
先生说: “
‘
我’
在甲骨文中的复数用法……在西周
时期变得越来越不严格了, 因而‘
我’既可以被用
为复数, 也可以被用为单数。
……笔者推测这几首
诗中‘
我’
的用法似乎都是复数, 而这也许表明它
[ 4]

创作于西周早期。” 这一推测涉及更深层面的语
言规律, 也还是符合实际的。
2. 体证法。
对先秦诗歌创作年代的考索, 所必
需的并非纯粹的自然科学方法和绝对的客观主义
立场, 而是对诗章的思辨的把握和同情的理解。因
为诗的考古学就其本质而言恰是精神与生命的考

史的框架和科学主义的思维, 而西方历史的框架
大致是个进化论式的框架, 笃信绝对的由低到高、
由野蛮到文明的线性模式; 科学主义的思维则注
重实证, 注重地下考古发掘, 排斥内证与体证, 忽
视传世文献的价值。
这样, 《诗·周南》
的创作就被
推到了东迁以后。如金启华先生说: “
中原音乐受
南方影响, 当在春秋时代南北交往频繁之际。
所以
研究诗乐的人说《关雎》
有‘乱辞’
。‘乱辞’
是南方
音乐的煞尾, 那么从《
周南》受南方影响的情况, 我
们更可以推知其时代不会太早, 大约是西周末东
[ 5]
周初的作品。
”
《周颂·执竞》的创作年代也被夏

古学。精神生命是活的, 是有机的整体, 更是富于

含夷先生断为“大概不会早于西周中期”, 其原因

创造性的主体。
对有机的整体来说, 舍弃了逻辑思

是“
周王朝的关中地区至西周中期的穆王时代才
始 次有 青铜钟 出现。此 前, 钟是南 方专 有的 乐

辨, 就不可能把握; 对富于创造性的主体来说, 离
开了彼我同情, 就无法理解。
其实古人的诗歌研究
就往往直接运用体证方法。如孔子于艺术鉴赏就
向来是领悟重于考索的, 后学七十子之徒未必全
部领会。
据《
孔子家语·辨乐解》, 孔子从师襄子学

[ 4]
器”
。这些都是由疑古派学者惯用的“
默证法”推

得的。
所谓“默证”, 即以已知的考古证据为绝对尺
度, 尚无考古证据支持的就断其不存在。如: 既没
有足够的实物证据, 则西周时代中原与南方断无

琴《
文王操》
, 未闻曲目便有“
丘迨得其为人……非

文化交往; 既没有相应的考古发现, 则穆王时代以

文王其孰能为此”的直觉体证。
即以《七月》的创作

前的中原地区断无青铜钟。这种研究思路是既不
符合事实, 也不符合逻辑的。
上古各文化区域间的

年代 而言, 《
孔 丛子》中就 载有孔 子的 “
吾 于《七
月》
, 见豳公之造周也”之说。
他对《
七月》
的判断便

文化交往, 主要是由环境变异引起的族群迁徙(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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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许倬云先生称为“
推背行”
) 来实现的, 而族群迁
徙作为“天-地-生-人”
四元互动的必然结果, 从三

代的劳动祭歌, 祭歌的载体本非铜器, 而是古老悠
久的文明记忆。它的语词用法也远较铜器铭文丰

皇时代就开始了。如我们对夏商时期巴蜀与中原

富而活泼。
况且, 夏商时代亦可能存在着除甲骨和

的联系曾一无所知, 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现不是
将这种陋见无情地粉碎了吗? 位于祖国西南的夏

铜器、
陶器外的其他文字载体, 如织物等。甲骨和
铜器、陶器篇幅极有限, 刻划又困难, 所以其所记

族、
位于西北的周族和位于东部的商族, 正是在这

均不超出一定范围, “
所用的语言都是极简略的语

种族群迁徙中逐渐会聚中原, 在五帝时代创造出

言, 大多是片言只字仅足以示意而已” 。上古时

灿烂的龙山文明。那么, 各族群的音乐发展就都被
置于一个自始至终交相渗透影响的宏大背景中。

代书面语和白话的分野, 就可能还纠结着载体的
不同和书写方式的难易造成的风格差异。《
商颂》

况且, “
乱辞”
( 即吟诵过后的歌唱部分) 结构是否

作年讨论涉及的卜辞则更糟糕, 它只是“
一大堆散

南方音乐独有的特征, 《
关雎》
的结构是否即典型
的“
乱辞”
结构, 这些都还是有待商讨的问题。
至于

漫而无系统的感性材料, 没有作出进一步的加工
[ 6]
整理”
。当时的时代生活和知识体系、
价值观念

青铜钟, 要了解它所能够出现的上限年代, 首先需

都不曾完整地反映到卜辞中, “
我们怎么能把这种

辨明青铜冶炼的起源。《
逸周书·考德》
《
古史考》

巫术占卜语言来和同代诗歌比附, 并用它来衡断

《洞冥记》
等古文献记载有燧人氏、神农氏和黄帝
用铜铸造刀、斧、
斤的传说, 而在炎帝时代( 距今约

《
商颂》的真伪呢? ” 诗歌语言来自田野的歌唱呼
喊, 自然浑朴, 别具一格, 和卜辞、
铭文区别极大。

5000 年) 的 甘肃马家窑文 化遗址即 有青铜刀 出

由此可知, 在研究中必须考虑到语言风格的差异。

土, 考古发现证实了古文献的记载。
其次需辨明钟

我们曾说过: “
用‘卜辞中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来

的起源。据《世本·作篇》载, 黄帝 时“
伶伦 作律
吕”
, 舜时“
垂作钟”
。所谓“八音谐”
,“
八音”
中“金

论证《
商颂》的制作时代, 这在方法上就是不科学
[ 6]
的。我们要的是唯物史观, 而不是唯卜辞史观。”

曰钟”
;《
周颂》
属“颂体”
, 而“
颂”字本义即是镛钟。

同样, 用已知铜器铭文中的某些语词用法来论证

中国型的古典社会是典型的礼乐社会, 因而青铜
器诞生后主要用于制作礼器乐器, 如夏之有九鼎

《
周颂》的制作时代, 也是不科学的。
第三, 突破疑古范式, 对我们通常当作评判前

即属此类。
周族与夏族在文化上渊源颇深, 建国后

提使用的在疑古范式下形成的古文字、
音韵、
语法

又直接利用商族工匠的技术, 自不必等到穆王时

学成果, 应当重新加以审视。
我们对先秦诗歌语言

代才制造出铜钟来。
其次, 不迷信出土甲、金文, 充分认识载体和

规律的考察, 通常需要依赖现有的古文字、音韵、
语法学成果, 而这些成果又大都是在近世的疑古

书写方式不同对诗歌风格的巨大影响。我们曾提

学术范式下形成的。
这样, 我们对诗之创作年代的

出: “
迷信出土甲、金文”
是近世学人《诗经》研究中
[ 1]
明显的“
流弊积习”
之一。此处略举两例以作说

研究就可能陷入一种死循环: 将先秦诗歌的作年
挪后, 遂整理成近世的古文字、音韵、语法学的学

明。
王国维《
说商颂》
认为: “自其文辞观之, 则殷虚

术体系; 以此作为评判前提, 又证实了将作年普遍

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 于商颂中无一可寻。
”

挪后的先秦诗歌谱系。就语法而言, 夏含夷先生就

我们在《
商颂研究》
中已将《
商颂》
中有关的“祭礼
与文物制度”与“
殷虚卜辞”一一详细比照考索, 结

认为《
周颂·执竞》
诗中第一句“执竞武王”
对王的
称呼法与《史墙盘》中形容王的词句“船圉武王”
、

果发现, 王国维氏与其他学者所列举的诸例证并

“惠圣成王”等在型式上和意义上都异常接近; 因

不是于卜辞中“
无一可寻”
, 而是都有踪影。限于篇
幅, 这里不再引述。
而夏含夷先生则明确地将金文

为《
史墙盘》是共王时器, 而对王的这种称呼在此
前从未见, 所以《
执竞》中这种相似的措词可能表

语言特征的流变作为判定《周颂》作年的标尺, 他

明其创作年代距共王不远[ 4] 。作者大胆运用“
默证

说: “在《周颂》
中那些句长相等并且押韵的诗( 例

法”
, 从而在语法意义上将“执竞武王”
的“型式”归

如《
执竞》
《
有客》
《载芟》
《
良耜》
《丝衣》
) 中, ‘
其’被
用为第三人称所有格, 而这种用法在西周中期以

入共王时代, 但却未对片面依赖甲、
金文整理句型
特征的局限性加以反思。
就音韵而言, 夏传才曾精

[ 4]
前的金文中是不见的。”
《载芟》
《
良耜》
是早周时

辟地指出: “近年出版的王力氏的《
诗经韵读》
,是

[ 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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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研究成果的集成性力作。但是古音根本无
法保留下来, 而语音的变化又太大, 所以研究的难

合实际, 堪称“
考古派”古音学说的集大成。
笔者试
以之观察古诗韵例, 发现关于制作年代的诸多疑

度很大, 王力氏称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是‘
拟古音’
。

团大都焕然冰释。此处试举一例: 《
夏书·五子之

笔者曾与余冠英先生讨论, 他说某位音韵学家认
为王力氏的‘
拟古音’大都不准确, 因为研究的难

歌》
是“晚书”
系统中的篇章, 从五首歌诗的韵例来
看, 不仅“
真”“
文”合韵, “
脂”
“微”
合韵, 合乎史存

[ 7]
度大, 尚未写出文章来。
”
实际情况是: 在古音韵

直先生上古音十四韵部的理论; 而且“
蒸”、
“
侵”通

学领域, “
考古派”
侧重对语言的民族根性予以文

韵, “
之”、
“
支”
通韵, 照吴文祺先生和黄绮先生的

化的通观, 其精华在于宽性的模式和通转的架构,
然而却渐趋沉寂; “
审音派”师承西方汉学, 抹煞汉

说法, 这都是周族建国以前才可能有的语言特征。
“晚书”
系统如果是晋人的伪作, 当时已靠近中古

语同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区别, 对声母、
韵部越分

音系统, 韵部分得极细, 韵脚押得极严, 且学者皆

越细, 做了许多复辅音的拟音, 貌似科学严密, 实
则漫无准的, 繁琐不堪。
这一学术论争对先秦诗歌

对上古音状况暗昧不清, 哪能将这五首歌诗造得
这样合辙! “清代批评怀疑主义的盛行”( 林语堂

研究影响极大。

语) 就这样贬黜了《
五子之歌》
的珍贵价值, 掩盖了

已故史存直先生的上古音理论详明确当, 符

夏代文学的璀璨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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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remarks on the Pre-Qin poetry
ZHAO Yu

Z HANG Song -ru

( Col leg e of Liberal A rt s , Jilin U n ivers ity; C han gchun , Jilin , 130022, Ch ina)

Abstract: In t he sludy of T he B ook of S ongs , t he dat es of t he edit io n of t he Pre -Qin poems have
been repeat edly put backwarcl As a mat ter of fact , t he poems had been created and circulated or al ly
fo r many y ears befo re t hey w ere collected and edited. In reco qnit ion o f t he t rut h about t he g enesis of
T he Book of Songs, a scient if ic and syst em at ic met ho dolo gy must be used, or in ot her w ords the“
inner
”
“
”
.
pr oof m et hod and t he l ogic pr oof m et hod should be jo int ly em plo yed in the rescarch w ork
Key words: T he B ook of Songs; dat es o f creat io n; record w it h po et ry ; original int ent io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