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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二十世紀初歷經五四新文學運動及狂飊奮進的二 0 年代，在胡適、顧頡

剛等學者鼓吹之下，去《序》廢經、疑古辨偽、引進新的學術研究方法，以

及用白話文書寫，已成為《詩經》研究的新趨勢。吳闓生《詩義會通》成書

於 1927 年，適逢此《詩經》研究變動時代，但仍尊《序》，並用桐城古文義

法詮釋《詩經》，可謂其中異數。本文從吳闓生生平事蹟與著述、新文學運

動至二 0 年代的學術思潮與詮詩特點、《詩義會通》的版本與體例、《詩義

會通》的詮《詩》觀點、《詩義會通》的撰寫特色、以文學說《詩》、《詩

義會通》的局限與缺失等七個面向，全面探討這部被批評為保守派的《詩經》

研究論著。研究結果提出《詩義會通》具有包容漢宋、注重字詞訓解、注重

異文、會通眾說等小學經學上的優點。此外它的最大特色是發揮桐城義法，

精闢詮釋《詩經》的文章學、篇章語言學、文藝風格學，對《詩經》的文筆、

風格、體式、意境、結構、修辭等審美層面，作出欣賞範式。在變動時代的

《詩經》研究中仍不失為一部參驗舊文，抒所獨得，發掘《詩經》文學價值

的獨特之作。正因為它既不違背傳統經學說詩，又要從桐城古文義法發掘《詩

經》的文學價值，有時難免出現游移其間的態度，反而更具鮮明的時代色彩，

是傳統《詩經》詮釋過渡到現代的橋樑。 
 
 

關鍵詞：吳闓生 詩義會通 詩經 桐城義法 

                                                 
∗  本文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 2008 年 7 月 17-18 日主辦之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1912-1949)第三次

學術研討會，經修訂改寫而成，感謝楊晉龍先生講評及匿名審查人惠賜高見。 
∗∗  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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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五四新文學運動以來，在胡適之、顧頡剛等學者鼓吹去《序》廢經，疑

古辨偽，引進新的學術研究方法的學術思潮，以及廢除古文，推行白話文的

聲浪下，傳統經學受到重新詮釋的衝擊，於是嚴肅的倫理道德教化說《詩》

色彩，逐漸換上了民歌、文學欣賞的新面貌。二十世紀初說《詩》園地百花

齊放，不論是語言學、社會學、民俗學、文學欣賞、文化人類學、白話翻譯

熱鬧登場，學者各以所長，賦予《詩經》新的形貌，除胡適、顧頡剛外，傅

斯年、郭沫若、聞一多、孫作雲等學者都是其中翹楚。在這樣重大的政治與

文化學術思潮變動的時代，吳闓生《詩義會通》因偏向尊《序》，以及用桐

城古文章法為《詩經》作文學欣賞，似乎和二○年代詩經學的發展並不同調，

因而一直未受到重視；僅見王小婷〈論詩義會通對詩經的文學解讀〉一文  ，

言簡意賅指出該書運用桐城文法理論評詩，從結構、章法、氣象等方面解讀

《詩經》的成就。個人十分同意王文的論點，也希望在歷經激動的學術思潮

快一個世紀之後，重新審視這部被遺忘的論著。本文擬從吳闓生生平事蹟與

著述、新文學運動至二○年代的學術思潮與詮詩特點、《詩義會通》的版本

與體例、《詩義會通》的詮詩觀點、《詩義會通》的撰寫特色、以文學說《詩》、

《詩義會通》的局限與缺失等七方面，全面探討這部被批為保守派的《詩經》

論著。 

二、吳闓生生平事蹟與著述 

  吳闓生生於 1877 年（清光緒三年），卒於 1949（民國三十八年）  。原

名啟孫，字辟疆，號北江，世人尊稱他為北江先生，安徽桐城人，是桐城派末

代的代表人物。他的父親吳汝綸是清末改革學制，曾為管學大臣張百熙推薦為

京師大學堂總教習，重振方苞、姚鼐宗風，以古文辭名聞天下，教澤廣被燕冀，

北方學者尊為大宗師的吳先生。  

                                                 
   王文刊載於《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 年第 50 卷第 5 期（總第 200 期）。 
   或說卒於 1950 年，此據吳闓生女兒吳君琇及女婿金孔章所著《琴瑟集》，（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2002 年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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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闓生生有異稟，濡染家學，根基原本就極為淵深。後來又師事賀濤、范

當世、姚永概，接受古文法，為文雄古簡奧，序次有節奏神采，當時海內治古

文辭學者，多以他為宗法。  

  吳闓生曾任清廷度支部財政處總辦，民國時期，曾任北洋政府教育部次

長、奉天萃升書院教授和主持河北蓮池書院、北京古學院文學研究員。公餘之

暇，自辦文學社，以古典文學教授學生。  

  當軍閥混亂之際，他先後入袁世凱、黎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幕府，以作

幕為隱，利用奉祿購買書籍，並且利用公餘之暇講學著書，收天下英才而教之，

以承繼曾、張、吳、賀四先生宗風為大任。  著有《北江先生文集》、《北

江先生詩集》、《國文教範上下編》、《古今體詩約選》、《孟子文法讀本》、

《晚清四十家詩鈔》、《吳門弟子集》、《尚書大義》、《周易大義》、《桐

城吳先生全書》、《左傳微》、《左傳文法讀本》、《詩義會通》、《漢碑文

範》、《晚清四十家詩抄》、《古文範》、《吉金文錄》等多部。又據王維庭

〈吳北江先生傳略〉：「值摯甫公晚歲至日本考察學制之際，先生亦游學日本，

通日文，所譯書有《和文釋例》、《支那國學論》、《學校管理術》、《東瀛

戰士策》、《歌薩克東方征略史》、《西史通釋》、《克萊武赫斯丁列傳》、

《近世外交史》、《理財學講義》、《法律學教科書》、《經濟學》，共若干

卷。抗日戰爭時期，先生隱居著書，所著有《桐城吳摯甫先生年譜》若干卷（有

天津某書局某年印本），《文史甄微》二卷（有稿本，未付印）。」  受業

弟子據劉聲木所撰《桐城文學淵源考》有吳兆璜、賀培新、曾克端、李葆光、

方福東、張溥、吳鋆、賈應璞、何其巩、張慶開、潘式、羨鍾寅、李鉞等皆從

其受古文法。  還有于省吾、齊燕銘、謝國楨等，  多為民國以來文化藝術

界或政界的名人。   

                                                 
   參王維庭〈吳北江先生傳略〉，（《文獻》北京圖書館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年第 1 期），頁 65。 
   同上註頁 66-67。 
   見《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卷十，頁 300，頁 303，頁 313，頁 317。 
   參魏洲平〈永遠的吳北江大師〉：「作為教育家，吳北老桃李眾多。特別是 1921 年收的賀孔才、于省吾、潘

伯鷹。齊燕銘和稍晚些收的謝國楨最為著名。」2006 年 6 月 20 日 http://weizhouping.blshe.com/post/203/14587 
   其中如吳兆璜為著名書法家、碑帖、古籍鑑藏家；賀培新為齊派第一大弟子，擅長文章、書法、篆刻；曾克耑

擅長書法，曾任職工商部、實業部、鐵道部、中央銀行秘書處、人事處副處長，亦曾任教上海暨南大學，香港

新亞書院、中文大學；李葆光任教北大，為著名詞學家；潘式曾著小說多種，精詩、文、書法；于省吾曾任萃

升書院院監，後任教北大，為古文字、古器物專家；齊燕銘任教中國大學、中法大學、東北大學，講授中國文

學史、戲曲史、文字學；謝國楨為明清史專家、版本目錄學家和藏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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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文學運動至二○年代的學術思潮與詮詩特點 

  隨著鴉片戰爭打開中國接受西方思潮的門戶，天演論  、自由主義、無

政府主義  、民主、科學、實證主義思想不斷傳入中國，造成中國政治、社

會、經濟、思想上的極大的變動，甚至連經書牢不可破的地位也產生空前的變

動。認為中國之所以衰亡，係因缺乏自由、民主、科學意識，經書固守迂腐的

解釋，是造成思想僵化，政治社會落後的主因，於是在新思維的衝擊下，經書

的解釋也不得不面臨強烈的撞擊。陳平原在《中國現代學術之建立—以章太

炎、胡適之為中心》說：  

如何描述晚清及五四兩代學者創立的新的學術範式，實在不是一件容易的事

情。起碼可以舉出走出經學時代、顛覆儒學中心、標舉啟蒙主義、提倡科學

方法、學術分途發展、中西融會貫通等。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詩經》研究在這樣的大變動下，也不得不從傳統向現

代轉化，傳統的經學觀念和研究方法，被西方現代學術理論和研究方法所取

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思潮學者，面對影響中國社會數千年的《詩經》，不

僅不願意再接受傳統為聖人立言，以歷史人物為美刺的倫理道德教化詮詩方

式，還極盡鼓吹要掃蕩封建舊文化的殘餘，隨著胡適高喊「《詩經》並不是一

部聖經，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口號  ，《詩經》的文學地位逐步

取代經學地位，趙沛霖在《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

史》一書指出這個轉型是二千餘年《詩經》研究史上里程碑式的變化，並指出

二十世紀《詩經》研究表現在以下四方面：  

（一）由經學向科學的轉化  

（二）研究方法的變化 

（三）新語言、新概念的引入和創造  

                                                 
   嚴復於光緒 22 年秋譯畢赫胥黎《天演論》，原著書名為《進化與倫理》，其實這本書並不是要宣揚達爾文的

進化學說，而是要批判進化論，是在剖析「天演」不是「倫理」的基本動力，並不贊成把「生存競爭，優勝劣

敗」的原理用在人類生活上。但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東西方列強都打著達爾文「優勝劣敗」的招牌，強

食弱小。當時積弱不振，飽受宰割的中國，更將矛頭指向封建的陳腐，亦因而衝擊經書詮解趨新揚棄舊說。 
   1902 年馬君武譯《俄羅斯大風潮》、1903 年馬敘倫著《二十世紀之新主義》、1903 年張繼編譯的《無政府主

義》都是這方面鼓吹之作。其後蔡元培、金一、劉師培、李石曾等人都曾熱心於無政府主義的介紹。 
   見陳平原《中國現代化學術之建立—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臺北：麥田出版社 2005 年 5 月），頁 16。 
   見《胡適文存》第四集卷四〈談談詩經〉，（臺北：遠東圖書公司 1953 年），頁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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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成果形式的變化   

夏傳才〈現代詩經學開端的十年〉一文，探討二十世紀二○年代《詩經》研究

狀況，則從恢復《詩經》真相、反《詩序》運動、新解興起、古史辨派、現代

語言學發軔等五方面提出總結。   

  再者五四文學革命為使白話文順利推行，必須批判打倒舊文學，掃除新文

化運動推行的障礙，於是胡適〈文學改良芻議〉和陳獨秀〈文學革命論〉共設

立三個被批判的靶子：桐城派、駢體文、江西詩派。就批判桐城派而言，摧毀

最為強烈的要屬陳獨秀和錢玄同了。陳獨秀說：「所謂桐城派者，八家與八股

之混合體也。」其文字一無存在價值。他將明代前後七子及歸有光、方苞、劉

大櫆、姚鼐同斥為「十八妖魔輩」。  錢玄同呼應陳獨秀的觀點，直斥桐城

為「謬種」和選學並列為兩種「文妖」，以為這兩種文妖，最反對老實的白話

文。因為做了白話文章，則第一種文妖（選學）便不能搬運他那些垃圾的典故，

肉麻的詞藻；第二種文妖（桐城），便不能賣弄他那些可笑的義法，無謂的格

律。  其他如廖平、周作人對桐城派也有相當的批評攻擊  。這些批評攻擊

未必客觀合理，胡適也在不久之後稍改以前批判的態度，對桐城派有比較多的

理解和同情說：  

學桐城古文的人，大多數還可以做到一個「通」字…如方東樹的攻擊漢學，

如林紓的攻擊新思潮，那就中了「文以載道」的話的毒，未免不知份量。但

桐城派的影響，使古文做通順了，為後來二、三十年勉強應用的預備，這一

點功勞是不可埋沒的。   

                                                 
   參趙沛霖《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第一章第二節《詩經》學的轉型，（北京：

學苑出版社 2006 年 7 月 1 版 1 刷），頁 44-53。 
   見夏傳才〈現代詩經學開端的十年〉，《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03 年 6 期。 
   見陳獨秀〈文學革命論〉，收入《胡適文存》第一集卷一〈文學改良芻議〉，（臺北：遠東圖書公司 1953 年），

頁 20。 
   見錢玄同《嘗試集‧序》（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理論集》，臺北：業強出版社 1990 年 3 月），

頁 109。 
   廖平：「…至桐城派古文，天分低者可學之。桐城派文但主修辭無真學力，故學之者無不薄其欲，求亂頭粗服

之天姿國色，於桐城文不可得也。」(轉錄自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長沙：岳麓書社 1986 年，頁 67） 
陳平原《中國現代化學術之建立—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指出：「在周氏『重寫文學史』的過程中，批判

桐城在前，表彰六朝在後；而且，表彰六朝的風流蘊藉，往往是為了反襯韓柳及桐城的虛驕粗獷。應該說，對

桐城文章的清算，才是周作人最為用力處。」見該書頁 377。 
   見胡適〈五十年來中國之文學〉，收入《胡適文存》第二集卷一。 



．東海中文學報． 

 ．94．

現代學界對新文化運動強力詆毀桐城派，已做出比較公允客觀的評論  。但

桐城派終究不敵時勢，隨著科舉考試的廢除和教育部宣部推行白話文  ，古

文逐漸式微。  

  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將 1919 年的五四運動和狂飆奮進的二○年代

稱為現代詩經學的創始期  ，撰者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至二○年代較具代表性

的《詩經》學研究表現歸納成以下幾個類型，重要學者及其著作如下：  

（一）推翻《詩經》聖經賢傳權威地位 

  1.1922 年，錢玄同〈論詩經真相書〉   
  2.1922 年，顧頡剛點校姚際恆《詩經通論》   

  3.1923 年，顧頡剛點校王柏《詩疑》  
  4.1923 年，顧頡剛〈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   
  5.1925 年，顧頡剛〈論詩經所錄全為樂歌〉   
  6.1925 年，胡適〈談談詩經〉   
  7.1928 年，傅斯年《詩經講義稿》   

                                                 
   例如蔣伯潛、蔣祖怡《駢文與散文》：「而桐城派的文章守著『摒棄六朝駢麗之習』和『選言有序，不刻畫而

足以昭物情』的戒律，卻能做到『清淡簡樸』，究竟不失為近代有用的文體。」又錢仲聯為周中明撰《桐城派

研究》作序：「五四新文學倡導者，大言“選學妖孽，桐城謬種＂。此在當時，為語體新文學之“驊騮開道路＂

不有掃蕩廓清，安有創新，其勢不得不爾也。今則新中國建立已久，勢異時移，而論者又誣桐城派為“宣揚程

朱理學反動思潮＂，“清王朝文化政策之產物＂，“為清王朝鼓吹休明之御用文學＂等，斯可怪矣。夫程朱理

學，為我國古代哲學發展之新階段，儒學至此，窮則變，變則通，何謂反動；清統治者之文化政策，無非壓制

與愚化漢族文人，使馴伏于曼殊王朝之奴役而已，與產生桐城派古文何涉。桐城巨子方苞，與反清之戴名世，

同鄉同聲氣，戴案之禍，幾至殃及；桐城派中堅巨匠姚鼐，與清王朝有離心傾向，仕京未久，及早抽身，都講

鍾山，《惜抱軒詩集》中時寓貶斥時政，借呵責漢武以寓隱刺高宗南巡之筆，其文亦爾，偶存頌題以自掩其跡，

決非御用文學，固不待智者而後知，其徒梅曾亮，且曾同情洪楊革命，為洪氏之三老也。凡彼論客所云，豈徒

其言之偏而已，蓋亦鄰於左矣。至於桐城古文與八股時文混為一談，更屬文致羅織，余數年以前，早為文辨正

之。桐城派古文，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潔淨掃浮詞，措詞契合於語法，不論為文言古文或語體今文，俱可以

借鑒者也。」 
   1920 年教育部頒布國校一二年級國文課改用白話，以後白話文陸續推行於各級學校。 
   見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北京：學苑出版社 2005 年 7 月 1 版 1 刷），頁 84。 
   錢玄同：「《詩經》只是一部最古的總集，與《文選》、《花間集》、《太平樂府》等書性質全同，與什麼｀聖

經＇是風馬牛不相及的（「聖經」這樣東西，壓根兒就是沒有的。）。這書的編纂，和孔老頭兒也全不相干，

不過他老人家曾經讀過它罷了。」見顧頡剛等編著《古史辨》第一冊（香港：太平書局 1941 年），頁 46。 
   顧頡剛點校《詩經通論》和《詩疑》，主要因為這些書懷疑《詩序》的權威，他在點校《詩經通論》時讚賞姚

際恆說：「姚氏涵詠本文，屏除漢、宋宗派之成見，惟是是歸，可謂超絕古今者矣。」 
   初題為〈詩經的厄運與幸運〉，原載 1923 年《小說月報》14 卷 3-5 號，後加修改，收入《古史辨》第三冊下

編，309-367 頁。 
   原載北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十至十二期，收入《古史辨》第三冊下編，608-657 頁。 
   原為胡適在武漢大學的講稿，後經修訂，收在《古史辨》第三冊 576-587 頁，及《胡適文存》第四集卷四。 
   傅斯年在《詩經講義稿．敘語》中指出：「詩三百篇自是一代文辭之盛，抑之者以為不過椎輪，揚之者以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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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判《詩序》 
  1.1923 年，鄭振鐸〈讀毛詩序〉   

  2.1928 年，黃優仕〈詩序作者考證〉   

  隨後顧頡剛於 1930 年發表〈毛詩序之背景與旨趣〉  、1931 年發表〈論

詩序附會史事方法書〉  。  

（三）提倡《詩經》新解 
  1.1922 年，郭沫若《卷耳集》   

  2.1923 年起，俞平伯《讀詩札記》   

  3.1926 年，劉大白《白屋說詩》   

（四）《詩經》概論 
  1.1923 年，謝无量《詩經研究》   

  2.1928 年，胡樸安《詩經學》   

  3.1929 年，張壽林《詩經六稿》   

  另有寫於二○年代，但於 1931 年才出版的蔣善國《三百篇演論》。  

 

                                                                                                                                      
過李杜，皆非其實。」；又早在 1919 年他在《新潮》第一卷發表〈宋朱熹的詩集傳和詩序辨〉一文提出：「詩

是文學」，並對詩的文學特徵進行總結和分析。他的觀點影響五四及以後學人如聞一多、魯迅、顧頡剛甚大。 
   鄭文收入《古史辨》第三冊，他猛烈抨擊詩序：「毛詩序是沒有根據的，是後漢的人雜採經傳，以附會經文的，

與明之豐坊之偽作《子貢詩傳》以己意釋詩是一樣的。」（見 400 頁）又說：「詩序的釋詩是沒有一首可通的，

他的美刺又是自相矛盾的。」（見 401 頁） 
   黃文刊載於《國學月報彙編》第一集。 
   載於《中山大學語史所周刊》第十集第 120 期。 
   載於《古史辨》第三冊下編 404-406 頁。 
   郭沫若選《詩經》中四十首詩，用新體詩進行今譯，以第一首〈卷耳〉為書名。 
   收 1923 年起陸續分別發表於《小說月報》和《燕京學報》的〈國風〉〈卷耳〉等六首詩，後來又作增釋〈北

門〉等 19 首，原名《葺芷繚衡室讀詩札記》，1931 年出版改為《讀詩札記》，本書開現代《詩經》學詮釋先鋒。 
   1926 年劉大白在《復旦周刊》發表《白屋說詩》10 首，以民俗學及歌謠等新觀點詮釋《詩經》。 
   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最早的一部將《詩經》當文學作品介紹的概說之書。可惜根據楊晉龍指出「謝无量

抄襲日本學者諸橋轍次《詩經研究》一事，則至今猶未被揭發。」並在註 63：「謝无量：《詩經研究》（上海：

商務印書館，1923 年）；﹝日本﹞諸橋轍次：《詩經研究》（東京：目黑書店，1912 年）。不但書名相同，

謝氏第 1、2、3、4、5 章，依次即約諸橋書之第 3、（1 與 2）、5、4、6 章之文而成。」見〈臺灣近五十年（1949-1998）

詩經學研究概述〉頁 46，《漢學研究通訊》20 卷 3 期（總 79）民國 90 年 8 月。 
   1924 年胡樸安在《國故月刊》發表〈詩經文字學〉、〈詩經修辭學〉系列文章，後來加以補充，於 1928 年定

名為《詩經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本書介紹《詩經》基本問題、流傳及研究史，略述《詩經》訓詁、文字、

文章、史地、博物等學科，應用西方學術分類方法分析傳統詩經學。 
   由北平文化社出版，論說《詩經》的傳出、《詩經》是不是孔子刪定的？釋四詩、釋賦比興、三百篇之文學觀、

三百篇所表現的時代背景及思想等六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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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代《詩經》語言學 
  1.1921 年重刊，胡適〈三百篇言字解〉（原寫於 1911 年）   

  2.1922 年，楊樹達〈討論詩經于以的兩封信〉   

  3.1924 年，丁以此《毛詩正韻》（附《毛詩韻例》）   

  4.1924 年，胡樸安〈詩經文字學〉   

  5.1929 年，黎錦熙〈三百篇之“之＂〉   

（六）提倡現代《詩經》研究方法 
  1.1925 年，胡適〈談談詩經〉   

  2.1928 年，郭沫若《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以上概略舉出二○年代《詩經》研究的方向、重要學者及著作，可見在這個夏

傳才稱為《詩經》研究狂飆奮進的二○年代，在以胡適和顧頡剛分別領導的五

四新文學運動和古史辨派，將現代意識和疑古辨偽引入《詩經》研究下，《詩

經》研究不論在目的、內容、方法、語言、形式等各方面都產生空前變化，進

入了現代《詩經》研究的階段。  

  吳闓生的《詩經》相關著作，據劉聲木《桐城文學撰述考》所錄有《詩經

大義》、《詩義會通》四卷、《詩經評點》□卷。今只見《詩義會通》四卷，

於 1927 年由文學社刻本出版  ，正逢當時提倡新思潮、新研究方法之際，而

且它的最大特點竟然是尊崇《詩序》以及用桐城派古文章法評點《詩經》，而

這兩項特點最是不能容於當時廢序說詩和推行白話文的時代趨勢。吳闓生在當

時也是一位勇於接受新學的學者，但為何他的《詩義會通》說《詩》還是多承

《詩序》，並且使用被批判為死文學的古文撰寫？在作評點時還特別強調桐城

古文章法分析呢？在這個由舊趨新，學術思潮變動極大的時代，除了吳闓生撰

寫《詩義會通》堅守桐城古文章法不滅之外，還有五四時期竭力捍衛桐城古文，

                                                 
   胡適〈三百篇言字解〉一文收入《胡適文存》第二集卷二，以現代語法學的方法分析「言」字的不同用法與詞

義。 
   刊載於《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22 年 11 月 5 日。 
   共四冊，1924 年日照留余堂丁維汾刻本。 
   刊載於《國學周刊》53 期。 
   刊載於《燕京學報》6 期、8 期。 
   同註 25，本文論述《詩經》的真相及提出用社會學、歷史學、文學的研究《詩經》新方法。後收入《胡適文存》

第四集第四卷。 
   郭沫若開始用唯物史觀來詮釋詩篇，探究《詩經》和周代社會的關係。 
   見《詩義會通》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說明：「本書大約寫成在 1927 年間，曾由北京文學社用木板雕印。

但刻成後印刷不多，流傳甚少。」（北京：中華書局 1959 年 6 月第一版，1965 年 8 月上海第四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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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桐城嫡派的林紓，也在白話文通行時代，還堅持用古文來翻譯西洋小

說；並在 1919 年 3 月 18 日在《公言報》上發表〈致蔡鶴卿太史書〉，信中論

古文之不可廢  。在吳闓生、林紓之前，嚴復亦不顧人們的勸告，堅持以古

文翻譯西方學術名著。1902 年嚴復與梁啟超曾經就文體古雅與通俗問題論辨

 。這些在在可見桐城後學堅持古文相沿已久，是優美成熟的話語藝術，為

白話文所不及。桐城學者向來以古文立身處世，肯定古文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

精粹，保有周孔以來歷代聖賢治平大道。桐城後學捍衛古文，以其存廢事關中

國文化存亡，不可等閒視之。  

四.《詩義會通》的版本與體例 

（一）版本 
  《詩義會通》係吳闓生任教瀋陽萃升書院時的講義，自 1927 年成書以來

有以下幾個版本：  
 1. 《詩義會通》四卷，1927 年，北京文學社刻本。   
 2. 《詩義會通》四卷，1927 年，北京文學社刻本，朱絲欄。   

 3. 《詩義會通》四卷，抄本，朱格，文學社，民國間（1912-1949）。版心

下題文學社；鈐“一九四九年武強賀孔才捐贈北平圖書館之圖書＂印。   
 4. 《詩義會通》四卷，1930 年，萃升書院鉛印本。   

 5. 《詩義會通》四卷，1959 年 6 月，北京：中華書局鉛印本。前有出版說

明 51  、目錄（各詩篇頁次）、吳闓生自序。全書加有新式標點及蔣天樞

                                                 
   書信內容略以「且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若盡廢古書，行用土語為文學，則都

下引車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不類閩廣人為無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

授矣。」 
   詳參《飲冰室全集》介紹新著《原富》。 
   同註 44。撰者檢索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目錄著錄此書，附注--12 行 25 字，小字雙行同，朱口，左右雙邊單魚

尾，牌記題文學社刊行，鈐“一九四九年武強賀孔才捐贈北平圖書館之圖書＂印。 
   撰者檢索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目錄著錄此書，附注：12 行 25 字，小字雙行同，朱口，左右雙邊單魚尾，牌記

題文學社刊行。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目錄。 
   見王維庭〈吳北江先生傳略〉《文獻》1996 年第 1 期（北京：北京圖書館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6 年 1 月 13 日出

版）頁 66。但圖書目錄查無萃升書院鉛印本，懷疑即據文學社刻本重新排印本。 
 51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說明：「…本書大約寫成在一九二七間，曾由北京文學社用木板雕印。但刻成後印刷

不多，流傳甚少。我所現將此書重印，並採用蔣天樞先生校本，加以勘正。凡原刊本校字疏忽，以及引文中疏

誤之處，皆為之校訂補正。蔣先生所作校語，也採擇附錄在原案語之後，用小五號字排印，供讀者參考。又，

本書注文及案語中偶附有評語，可認為是『八比文』施用評點的一種陋習，由於考慮到對讀者理解文理不無小

助，故大體保留，僅將其中極少數迂闊蕪泛之處刪去，特并附為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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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注，尾評處時見被刪汰 52  。缺曾克耑〈詩義會通序〉、賀培新〈詩義

會通後序〉及每卷後校對者姓名。〈小雅〉下評注「子由」前增加蘇轍姓

氏。〈南有嘉魚〉尾評處「與賢，即奉賢」「奉」應作「舉」。  

 6. 《詩義會通》四卷，1961 年 11 月，香港：中華書局鉛印本。此本同於北

京中華書局本。  

 7. 《詩義會通》四卷，1970 年 2 月臺一版，臺北：臺灣中華書局中華國學

叢書。有〈詩義會通提要〉、中華書局〈中華國學叢書序〉、曾克耑〈桐

城吳氏國學秘笈序〉、曾克耑〈詩義會通序〉、賀培新〈詩義會通後序〉、

吳闓生〈自序〉、總目錄（未詳列各詩篇），正文每卷終附有校對者姓名。

根據中華書局〈中華國學叢書序〉：「本局為響應文化復興運動，除將本

局前在上海出版之四部備要等古籍，在臺再版發行外，茲復搜集整理有關

國學之重要典籍，或為四部備要所未收入者，或已入備要，而無評注銓釋，

可供大眾研讀者，去蕪存菁，陸續出版，定名為中華國學叢書，版式概以

二十四開為準則，以資整齊畫一，並採原書影印為主，以輕讀者負擔…」

《詩義會通》未收入四部備要，撰者比對此本與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圖書館

藏 1990 年 9 月北京中國書店印，據民國十六年(1927)文學社刻版重印《詩

義會通》四卷，內容相同。  

 8. 《詩義會通》四卷，1974 年 5 月臺景印初版，臺北：河洛圖書出版公司

中國哲學叢書。此本同於北京中華書局本。  

 9. 《詩義會通》四卷，1977 年 9 月，臺北：洪氏出版社。此本同於北京中

華書局本。 

 10. 《詩義會通》四卷，1990 年 9 月北京中國書店印，據民國十六年(1927)

文學社刻版重印。撰者核對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圖書館藏此本，全二冊，線

裝書，扉頁有門人武強賀培新謹署書名，文學社刊行。續有曾克耑〈詩義

會通序〉、賀培新〈詩義會通後序〉、以及吳闓生自序，但作者自序遺漏

「詩序自宋以來學者多疑之…序曰誘僖公也，愿而無立」，不知是原書缺

頁？抑是影印時疏忽漏印？  

                                                 
 52   撰者核對被刪汰尾評的詩篇有〈葛覃〉、〈行露〉、〈野有死麕〉、〈終風〉、〈雄雉〉、〈君子偕老〉、〈載

馳〉、〈揚之水〉、〈東門之墠〉、〈風雨〉、〈鹿鳴〉、〈出車〉、〈采芑〉、〈鶴鳴〉、〈節南山〉、〈抑〉

等 16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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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所見，《詩義會通》大致有兩種差異較大的版本形式，其一為沒

有標點、校注的北京文學社刻本及後來的排印本；其二為北京中華書局重印

本，加上新式標點及附有蔣天樞校注。由於北京中華書局本缺吳氏門人曾克

耑、賀培新（賀孔才）序言及刪汰原刊本 16 首詩尾評部份，而且刪汰的標準—

迂闊蕪泛，並不客觀。就研究而言，本文採用取得比較容易，而且保留吳闓生

原書樣貌的臺北臺灣中華書局 1970 年本。  

（二）體例 
  根據吳闓生弟子曾克耑〈詩義會通序〉： 

…顧自秦火而後，漢之說詩者，三家遺說既放失，獨毛公以西漢大師獨多精

語，而歷經竄亂，往往失其本真，後儒考疏其文，乃莫能察其增損錯亂之跡，

承訛襲謬，奉若宗主，曾不敢出單詞隻字，以繩發其覆，徒事坿會穿鑿，以

遂其誣，是曰以文害辭，其失也奴。逮婺源朱氏起而矯之，摧廓箋疏之陋，

以尋繹其理趣，一若其真可見，然信夾漈說，削《序》而冥思，至乃盡以淫

奔說鄭衛，為世大詬，不審古人託詞興感，憂傷君國之思，其於溫柔之教違

離抑甚矣！是曰以辭害義，其失也妄。二者交譏，而文章大師深知其意，又

以為明白曉暢無待說辭，此所以二千年來詩之為教愈明，而其旨乃愈晦也。

蓋往者太夫子摯父先生嘗汎掃眾說，以說書易，千古疑滯賴以發露，而以詩

說口授吾師北江先生，獨未及成書，以為世固有能說之者，無待專著也。抑

世降文蔽，至今益盛，其不學者固無足論，即號稱當代宏碩，覽其所著錄，

或摭拾故訓瑣碎，或偏執穿鑿曲說，於微言大義，鮮有能發明者，說解愈繁，

其謬妄乃逾甚，是曠千䙫而終無真能說之者矣！聖文絕續顯晦之交所關詎不

重？然則先生奮然有作，獨手是經，泯寒暑，忘昏旦，博稽眾論，以觀其會

通，批卻導窾，一以文義為主，霍然察其情之隱，洞然發其理之微，有以默

契千載上古人；閎識孤懷所寄，而下開百世治經行文之法，則是編之作所以

為終不可怠歟！ 

這段序文詳述《詩義會通》撰作旨意，在於重新檢視毛鄭、朱熹，前人或時人

釋《詩》問題，博採眾說，觀其會通，秉承家學，以文說詩，樹立上接古人，

後開來世治經行文之法。《詩義會通》的體例和撰寫特點大致亦表現如曾克耑

序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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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義會通》一書，前有門人曾克耑〈詩義會通序〉、賀培新〈詩義會通

後序〉以及吳闓生的〈自序〉。全書共四卷，依〈國風〉、〈小雅〉、〈大雅〉、

〈頌〉次序編排，打破《毛詩鄭箋》、《詩集傳》等舊注通常把《詩經》分為

二十卷的舊例，更為凸出《詩經》的體制，並分別論風、雅、頌得名由來及特

色於其下。每篇詩先錄經文，然後作字詞訓解，或列出異文，注釋則採傳統注

疏形式，以兩行小字夾註其下，文字簡約。每首詩尾評案語是全書最為精彩之

處，通常包含以下三部份：  

 1. 引《詩序》和朱熹《詩集傳》說詩旨，評其優劣，提出看法。  

 2. 證以史料、文獻，會通各家說《詩》，呈現歷來重要說《詩》意見，對讀

者有「駕約御博」之助。  

 3. 章法分析與文學欣賞，通常以「舊評曰」形式出現，亦偶將舊評置於字詞

訓解之下。 53   

五.《詩義會通》的詮詩觀點 

  吳闓生《詩義會通》主張〈商頌〉為商代作品，對於《詩序》、毛《傳》、

鄭《箋》、朱《傳》或其他各家說詩都有批評，也各有同意其說，會通眾論，

擇其是者從之，並不專主一家。不過整體就書中意見觀察，仍以信從《詩序》

為主，常肯定舊說為勝，反而對朱熹有更多的批評。論述如下：  

（一）批評《詩序》 
  吳闓生在《詩義會通》自序中提出對《詩序》、毛《傳》的態度：  

夫《序》之穿鑿，以周南為最，〈關雎〉，三家皆以為刺詩。〈芣苢〉魯韓

皆以為傷惡疾。而〈兔罝〉「公侯腹心」，自卻至已謂譏亂世之作，其不繫

於周初明矣。《序》乃委宛申說，悉以傅之后妃。此陋儒強經以就己，以自

逞其私臆者耳，曷足信哉。…然自二南外，則《序》之可信者為多。蓋必古

說相承。而殘缺不具，後之儒者，乃以私意掇而補之。是故一章之中，首尾

衡決，不相聯貫。其迹顯然，無待深辨。篤守而信從之者，非也。一切掃而

去之，抑未為得也。惟《序》之竄亂，前人固已知之。而毛公之《傳》，學

                                                 
 53   全書引舊評約 153 首詩，這些舊評大多是融合明清以來以文學說《詩》學者之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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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尤所宗仰。自歐公外，未有顯斥之者。歐雖指摘，亦未嘗疑其偽也。不知

《傳》之錯亂，其弊正與《序》等。 

《序》之竄亂，早自蘇轍已提出，吳汝綸〈與楊伯衡論卷耳序書〉亦指出：  

…續序不明序意，但申毛解，增入又當「輔佐君子」云云。鄭孔輩不知古序、

續序非出一手，竟似毛公續序作傳者，而古序之意以晦。 54   

…後世讀詩者不能深明古序、續序之異，於其不通者強為之通，於其不合者

強為之合。雖自以為宗小序，而實為小序之蠹…大抵觀書當洞見源流，若三

百篇小序尤宜明分兩橛：古序在毛公之前，毛傳據之而作者也；續序自在毛

公之後，據毛傳而作者也。安可為鄭孔一輩所愚哉！ 55   

吳闓生對《詩序》、鄭、孔的意見，大抵承襲於其父。不僅發現《序》的竄亂，

他還提出《傳》亦竄亂。整體而言他對《詩序》是既批評其「固未可盡信耳」

56  ，又多採用其可信者，尤其是批評續《序》為後人所撰，常和開頭不一。

試舉其對《詩序》的批評如下：  

1.《序》不可信  

  〈周南．卷耳〉： 

〈卷耳序〉最為牽強傅會，《序》之不足信，於此最著也。 57   

  〈小雅．采薇〉： 

《序》：「采薇，遣戍役也。」續《序》又以為文王之詩，《傳》、《箋》

皆用其說，《漢書．匈奴傳》及《鹽鐵論》則皆以出車六月為宣王時詩，而

《史記》又以〈采薇〉、〈六月〉為襄王 58  時詩，《漢書》以〈采薇〉為

懿王時詩。考〈六月〉、〈出車〉皆言伐玁狁之事，明為一時之作，毛鄭必

以〈魚麗〉以上為文武之詩，故迂曲說之蓋不可信，前人多辨其非者，而顧

                                                 
 54   見吳汝綸撰，施培毅、徐壽凱校點《吳汝綸全集》第一冊文集補遺，（合肥：黃山書社 2002 年 9 月 1 版 1 刷），

頁 355。 
 55   同上註，頁 357。 
 56   見《詩義會通》〈商頌．那〉尾評，（臺北：臺灣中華書局 1970 年初版），頁 154。 
 57   《詩義會通》(以下凡引《詩義會通》皆採臺北臺灣中華書局 1970 年初版本，不再加註)，頁 3。 
 58   《詩義會通》蔣天樞校注本指出「襄」蓋「宣」字之誤，（臺北：洪氏出版社 1977 年 9 月再版），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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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高說之尤暢…。《序》、《傳》之不可信，於此為甚。 59   

2.《序》文多後人臆撰 

  吳闓生認為古《序》散亡，後人雜取他書附益之，與本旨不盡相附。《序》

文多後人臆撰，而且續《序》與前《序》，本非出自一人之手，續《序》多出

《傳》後。 60   

  〈鄭風．野有蔓草〉：  

《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不下流，民窮於兵革，男女失時，

思不期而會焉！」此《序》亦僅首句為當，以下衍說，皆失其義。澤不下流，

乃因零露之語而附會之。民窮於兵革，誤解前後各章刺亂之語而牽合之。男

女失時，亦牽合前後男女相棄之說。思不期而會，又誤解首句之意。 61   

  〈小雅．出車〉： 

《序》：「出車，勞還率也。」此與下篇《序》，皆止一句。前人謂古《序》

本止一句，續《序》與首句非出一人之作，於此尤信。 62   

  〈小雅．南有嘉魚〉：  

《序》：「樂與賢也。」先大夫曰：與賢，即舉賢，與舉本一字，《周禮注》

故書舉為與。而續《序》「樂與賢者共之」，失與賢本指。今案：據此可徵

《序》非一手所撰。但此詩亦未見舉賢之意，又此《序》與下樂得賢也相次，

而據〈六月序〉則其中尚閒以〈崇丘〉一篇，以此見《序》文多後人臆撰，

決非周代之舊也 63  。 

  〈曹風．候人〉： 

《序》：「刺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朱子曰：此但以『三

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遂以為共公之詩。陳奐《疏》引〈晉語〉楚成王享

                                                 
 59   見《詩義會通》頁 71。 
 60   學者有以為《毛詩序》在結構上顯然可以分成前後兩部份的，《序》文的一、二句構成前一部份，其餘的則構

成後一部份。前一部份的內容往往是揭示詩人作詩之旨，後一部份則往往是對詩人作詩之旨、詩作的價值作進

一步的申述。對於這兩個部份，古人或以大序、小序，或以前序、後序，或以古序、續序之名來加以區分。 
 61   見《詩義會通》頁 40。 
 62   見《詩義會通》頁 72。 
 63   見《詩義會通》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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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公子，引此詩。共公與楚成王同時，曹詩以為成王成誦。先大夫曰：此足

見《小序》之誣也。大抵《序》文非出一家，固難盡信，取其義可矣。 64   

  〈小雅．菀柳〉： 

《序》：「刺幽王也。暴虐無親，而刑罰不中，諸侯皆不欲朝，言王者之不

可朝事也。」此詩當為刺幽之作，《序》前三語得之，後二語則非。詩中并

無不欲朝王，及言王不可朝之義，不知作《序》者從何得此異說。此乃有功

獲罪之臣，作此以自傷悼，故曰奈何使我治其事而後反窮我也。其言止于如

此，諸儒泥於《序》說，咸以不願來朝釋之，都膠盩而不可通。 65   

3.《序》說《詩》義各篇相蒙之非 

  〈周南．兔罝〉： 

《序》以為后妃之化者，「求賢審官」 66  及此篇最為難通。夫《詩》三百，

其義皆不相蒙，何周南各篇必以聯貫為義乎？此說者之蔽也。… 67   

縱使吳闓生對《詩序》有諸多批評，但他還是相當肯定《詩序》的價值，認為

《序》說蓋有所受，未可厚非 68  。他在〈唐風．椒聊〉尾評：  

《序》「刺晉昭公也。君子見沃之盛強，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朱子云：此詩未見其必為沃而作。案此詩刺昭絕無可疑，《序》末三語尤能

闡發詩人言外之意，朱子議之，過也。末二句詠歎淫溢，含意無窮。憂深慮

遠之旨，一於絃外寄之，三代之高文大率如此。此等詩若不得《序》，則直

不知其命意所在，薶卻多少高文矣。 69   

他在書中經常提出不敢貿然廢《序》的觀點，以為《詩》之微意，待《序》而

後明；甚至圓通或包容《詩序》迂曲的說法，例如〈唐風．葛生〉：「『《序》

刺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序》以為刺公者，特從其大而言之。

                                                 
 64   見《詩義會通》頁 61。 
 65   見《詩義會通》頁 106。 
 66   見蔣天樞校注《詩義會通》卷耳序語。（臺北：洪氏出版社 1977 年 9 月再版），頁 7。 
 67   見《詩義會通》頁 4。 
 68   見〈有杕之杜〉注，《詩義會通》頁 51。 
 69   見《詩義會通》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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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詞則當為嫠婦悼夫之作。」 70  〈秦風．晨風〉：「『《序》刺康公也，

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朱子易為婦人思夫之辭，特望文為訓耳。鄭《箋》

謂：『言穆公始未見賢者之時，思望而憂之。』『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

如何乎，女忘我之事實多。』以忘我為忘穆公之業，以求合於《序》，詞雖少

迂曲，而義自勝也。」 71  如果《詩序》未肯定為某位歷史人物事跡，吳闓生

更是借此推崇其不妄為臆斷了。〈陳風．月出〉：「『《序》刺好色也。在位

不好德而說美色焉。』案在位不好德而說色，與夏姬之事近矣。而不徑傅之靈

公，以此見《序》之不妄為臆斷也。然則其實指為某公某事而作者，當必有所

據無疑矣。」 72  這也難怪全書他採《詩序》，或引他說以印證《詩序》的詩

篇要高達 178 首，局部接受《詩序》的也有 13 首。基本上他經常指出《序》、

《傳》遭後人簒改，是要肯定《序》、《傳》的價值，並期望讀者知所分辨。   

（二）批評毛《傳》 
  吳闓生《詩義會通》序言指出毛《傳》為後人竄亂，以及一《傳》之中自

為異說：  

…且《傳》之與《序》同出一原，必不容其有異。而今《序》、《傳》之不

合者，往往有焉，此不獨《序》之失，正即《傳》亦未可盡憑。… 

〈騶虞〉《序》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是以騶虞為仁獸，與《傳》

所謂「不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者合矣，而其上則曰「虞人翼五豝以

待公發」，是魯韓詩以「騶為囿，虞為虞人」之說，顯與《序》異，又豈一

人之言乎？ 

1.毛《傳》為後人竄亂 

  〈邶風．匏有苦葉〉：  

…徐璈云：「此士之審于自處，而諷進不以道者。」得其指矣。若以為刺淫

亂之詩，則語意不符，而神理胥失。毛《傳》：「匏葉苦，不可食」。及遭

時制宜，待友不涉等語，皆得詩義。其指斥宣公夫人及言男女之際，皆附會

《序》說，於本義不合，乃他人增益，故其詞獨繁。毛《傳》為後人竄亂常

                                                 
 70   見《詩義會通》頁 51。 
 71   見《詩義會通》頁 55。 
 72   見《詩義會通》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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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傳之中往往數意雜見，極宜分別觀之 73   

  〈鄘風．柏舟〉： 

…今人知《序》之多竄益，而確守毛《傳》，一字不移。不知《傳》文之竄

亂正與《序》等，如此詩「母也天只」，《傳》釋為「母也天也」，詞義至

明。其下復云「天謂父也」，顯為陋儒所加，迂曲可笑。說者不察，一律遵

而守之，不敢少違，是可嘅也。自謂尊毛，而不知去毛公之意遠矣。先大夫

曰：向謂毛《傳》非出一手，〈淇奧〉《傳》：「天子玉瑱，諸侯以石」，

同鄭許說〈箸〉，《傳》：「卿大夫青玉，人君黃玉」，同仲師說。不可同

也。〈騶虞〉《傳》既曰：「虞人翼五豝以待三驅」，則以騶虞為虞人矣。

其下又以騶虞為獸。〈柏舟〉《傳》既曰：「母也天也，尚不信我」，則以

天喻母矣。其下又以天為父。凡此，皆一詩之中，而襍兩人之說，其為後人

遞增無疑。解者以為同出《傳》文，遂欲強合，失毛恉矣。 74   

  〈陳風．墓門〉： 

…無良師傅云者，特窮其極惡之由，與詩「夫也不良」句初不相蒙，而拘者

遂以夫為斥傅相，此陋儒之妄解誤羼入毛《傳》中，毛公必不爾也。 75   

2.《傳》牽就《序》說 

  〈齊風．東方之日〉：  

《序》：「東方之日，刺衰也。君臣失道，男女淫奔，不能以禮化也。」《傳》

以日喻君月喻臣，似牽就《序》說而為迂曲之詞，非詩旨。 76   

3.《傳》與《序》異詁 

  〈周頌．酌〉：  

…又案：毛訓養為取，而序以養天下為言，此亦毛與《序》異詁之一證。 77   

 

                                                 
 73   見《詩義會通》頁 14。 
 74   見《詩義會通》頁 19。 
 75   見《詩義會通》頁 57。 
 76   見《詩義會通》頁 42。 
 77   見《詩義會通》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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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豳風．狼跋〉： 

《序》：「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流言，近則王不知，周大夫美其

不失聖也。」此《序》明爽，最得詩人之意，而毛《傳》乃以公孫為成王，

與《序》不合。先大夫曰：此《傳》與《序》異指者也 78   

  〈陳風．宛丘〉： 

《序》：「刺幽公也，淫荒昏亂，游蕩無度焉。」而毛《傳》以子為大夫。

先大夫曰：此《傳》與《序》異義也。案《傳》之與《序》不容有異，今乃

異者，《序》《傳》之文皆有竄易，失其本真也，說者顧泥而守之，得乎！ 79   

（三）批評鄭《箋》 
  吳闓生在《詩義會通》序中指出鄭《箋》未辨毛《傳》之竄亂，又曲為傅

會：  

夫毛公漢初大師，其持義宏通，往往單言片詞，能發詩人微旨，迥非後賢所

能及。非若鄭氏之廣涉異聞，反多牽率迂晦者比，歐公一例而鄙夷之，過矣。

然其文辭高簡，淺識未易驟解，又迭經羼亂，無以得其本真，要之其支離猥

僻不可爬梳者，決非出自毛公，斷可識也。而世之學者不加抉擇，一一奉而

尊之，即有膠盩難通，亦必曲為傅會，甘自比於諧臣媚子之所為，其去毛公

之意不亦遠乎？ 

以下論述他在書中對鄭《箋》的批評：  

1.不如《序》、《傳》 

  〈檜風．隰有萇楚〉：  

《序》：「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朱子曰：政煩

賦重，人不堪其苦，嘆其不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今案《序》與朱子之說

初無二致，而後賢多譏《序》為妄，此由泥於詞句，而不深思文理也。至鄭

《箋》以知為妃匹，實迂謬難通。大抵鄭《箋》欲溝通各家之說，反多牽強

迂滯，不如《序》、《傳》遠甚，往往皆然。 80   

                                                 
 78   見《詩義會通》頁 65。 
 79   見《詩義會通》頁 56。 
 80   見《詩義會通》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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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過於以施政、禮法說《詩》  

  〈大雅．棫樸〉： 

《序》：「文王能官人也。」《傳》云：「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

眾多，國家得而蕃興。」歐陽公云：「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喻文王養

育賢才，以充列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見君臣之盛也。

二章三章見王所官之人，入宗廟、居軍旅、皆可用，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

四章言官人之成效。卒章又言王當勉勉用人，而但提其剛紀爾。」如鄭說，

更無官人之意，但汎述法度為政等事，汗漫而無指歸，此其失也。 81   

（四）批評朱《傳》 
  雖然吳闓生在〈卷耳〉稱讚朱熹說：「惟朱傳一掃空之，最得其正。乃至

今猶有碻守舊傳而取為之說者，真可歎也。」 82  但仍不免以下的批評： 

1.不能盡廢小序  

  〈秦風．蒹葭〉： 

《序》：「刺襄公也，未能用周禮，將無以固其國焉。」朱子曰：〈秦風〉

惟〈黃鳥〉〈渭陽〉為有據，其他諸詩皆不可考。於小戎則曰時世未必然，

而義則得之。於此篇則曰此詩未詳所謂，而《序》說之鑿則必不然矣。案朱

子不信《小序》，然不能盡廢其說。至此篇雖無確證，然《序》義甚精，固

未可廢也。歐陽公云：襄公已受命為諸侯，而不能以周禮變其夷狄之俗，故

刺之，發明《序》義甚允。所謂伊人，鄭《箋》以為知周禮之賢人，是也。 83   

2.誤會《序》指  

  〈魯頌．閟宮〉： 

《序》：「頌僖公能復周公之宇也。」朱子以《序》文為謬，案《序》約全

詩之大指言之，固未嘗以宇為屋宇也，朱子蓋誤會《序》指。 84   

 

                                                 
 81   見《詩義會通》頁 115。 
 82   見《詩義會通》頁 3。 
 83   見《詩義會通》頁 54。 
 84   見《詩義會通》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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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從《序》說  

  〈周南．樛木〉： 

《序》所謂「后妃逮下，無嫉妬之心」，乃拘牽傅會之詞，不足置信。朱子

不信《詩序》而反從之，何邪？ 85   

4.淫詩說無據  

  〈邶風．靜女〉： 

《序》：「〈靜女〉，刺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鄭《箋》云：「以

君及夫人無道，故陳靜女遺我以彤管之法。」此古義也。歐陽公、朱子皆以

為淫奔之詩，不如古義為長。 86   

  〈鄭風．將仲子〉 

朱子易之為男女贈答之辭，當矣。惟詩意乃拒絕強暴之詞，則不得徑目為淫

奔耳。 87   

  〈鄭風．褰裳〉： 

案朱子之言，洵中《序》之弊，而其以為淫詩，亦為無據。 88   

  〈鄭風．丰〉：  

朱子云：此淫奔之詩。《序》說誤矣。案詩旨，但初未從行，後悔而欲往，

未見淫奔之意。姜炳璋謂天下無有淫奔而俟于堂者，亦無衣錦褧衣駕車而行

者，其說允矣。 89   

（五）後人說《詩》不如舊說 
  吳闓生在書中經常說後人說《詩》不及古義之優，紛紛臆說，不如舊注之

安 90  ，例如： 

                                                 
 85   見《詩義會通》頁 3。 
 86   見《詩義會通》頁 18。 
 87   見《詩義會通》頁 32。 
 88   見《詩義會通》頁 37。 
 89   見《詩義會通》頁 37。 
 90   見〈狡童〉尾評，《詩義會通》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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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邶風．新臺〉： 

…又案：歐公文學大家，其駮毛鄭多通達之見。獨此詩以籧篨戚施為「國人

惡宣公之淫，多仰面視之又俯而不欲視」，迂曲難通，不如舊說遠甚。 91   

  〈王風．丘中有麻〉：  

…自歐公輕為異說，以留為滯留。朱子本之，乃益加厲。斷不可從。鄒肇敏、

李安溪依違毛朱之閒，紛紛臆說，愈不足論也。 92   

  〈檜風．匪風〉：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亂，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此《序》

所言極為能見其大，《傳》以亨魚喻治民，亦能見古人立言之指。歐公及朱

子皆辨其非，而所以易之者，未見其勝舊說也。 93   

六、《詩義會通》的撰寫特色 

  《詩義會通》除了在推行白話文運動下，仍用古文撰寫這一使用語文特點

外，還表現以下幾項特色：  

（一）重視字詞訓解 
  〈詩義會通提要〉：「北江先生博採漢宋之說，於清儒訓詁考據輯佚工作，

得其新穫，而於晦庵之作，更推進一步，注釋簡易峻潔…。」提要中所述特點

除表現在說詩旨方面，更表現在字詞訓解方面，試以下列諸例為說： 

 1. （邶風．雄雉〉「自詒伊阻」：「阻，難也。《左傳》引作戚，闓生案〈上

林賦〉戚與雅韻。此本戚字，後人疑其不叶，改作阻耳。」 94   

這是《詩義會通》訓解注重古韻關係例。 

 

 

                                                 
 91   見《詩義會通》頁 18。 
 92   見《詩義會通》頁 32。 
 93   見《詩義會通》頁 60。 
 94   見《詩義會通》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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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邶風．式微〉「中露」、「泥中」：「中露，露中，言無所芘覆也，《列

女傳》引作中路。」「泥中，喻困辱。」 95   

訓以常義，有別於毛《傳》訓為：「衛邑」，雖未必正確，但見其釋義簡

易，亦可備一說。 

 3. （鄭風．女曰雞鳴〉「雜佩以贈之」：「葉酉云：以韻考之，贈當為貽。

孔廣森曰：贈讀如載。今案，《史記》以三能為三台，又如黃能之能，皆

蒸灰互通之證。」 96   

此例見其訓解重視古音，又能引用清儒考證成果印證。 

 4. 〈魏風．園有桃〉「蓋亦勿思」：「蓋與盍同，何不也。盍亦勿思乃殷憂

無聊，強自解免之詞。舊說多誤。」 97   

鄭《箋》釋為：「無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復思念之以自止也。眾不信我，

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  

此例見吳闓生確實較之舊說更能掌握詩人心理與詩中情境。  

 5. 〈大雅．緜〉「予曰有疏附」：「率下親上，曰疏附。曰，《楚詞注》引

作聿，疏，《書大傳》作胥。」又尾評：「…四予曰字，傳神。案：曰即

聿字，此以予曰連讀，誤。」 98   

吳闓生把此句說成予於是有相附，簡潔通順，又有文籍證例。 

 6. 〈周頌．有客〉「既有淫威，降福孔夷」：「唯既有淫威，則明指革命之

事而言，說者乃皆避之，毛《傳》至以淫威為大法，迂曲難通，自古豈有

目大法為淫威者哉？什方張氏曰：『凡吾之威福，非茍而已。』其說亦誤。

淫威者，猶言奇禍，謂天降之災，非謂周人之作威福也。今人有被災禍者，

其親戚相慰藉，必曰，子之禍甚酷矣，自今以往其安泰矣。此噢咻深切之詞，

毋庸為諱，且正以見親厚之至意，不明此理，則詩之微指胥失之矣。」 99   

  吳闓生將淫威釋為奇禍，確實頗合於微子朝周，周人安慰他的口吻。  

  書中像這樣重視古音、簡易詮解、注重詩人心理、字法、句法、讀法以及

詩義通順而作字詞訓解之例不少，值得專門研究指出，以為讀《詩》參考。當

                                                 
 95   見《詩義會通》頁 15。 
 96   見《詩義會通》頁 35。 
 97   見《詩義會通》頁 45。 
 98   見《詩義會通》頁 114。 
 99   見《詩義會通》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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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難免有極少須要商榷之處，將在下文討論《詩義會通》的局限與缺失時再

略舉。  

（二）重視異文 
  《詩義會通》一書在作字詞訓解時，十分注重蒐集不同典籍中的《詩經》

異文，舉凡字書如《說文》、《玉篇》；詞義、方言之書如《爾雅》、《方言》、

《廣雅》；不同的《詩經》版本如三家詩；音義之書如《釋文》、《眾經音義》；

韻書如《廣韻》、《集韻》、《韻會》；諸子引《詩》如《孟子》、《荀子》、

《墨子》、《晏子》、《呂覽》、《淮南子》；史書引《詩》如《史記》、《漢

書》、《後漢書》、《宋書》、《新唐書》、《舊唐書》，經書引《詩》如《左

傳》、《周禮》、《禮記》、《大學》；集部引詩如《楚辭》，類書引詩如《六

帖》、《北堂書鈔》、《太平御覽》、《初學記》；雜著引詩如《列女傳》、《新

書》、《白虎通》、《潛夫論》、《春秋繁露》、《孔子家語》、《顏氏家訓》、

《群書治要》；碑文、石經引詩如郭林宗碑、周巨勝碑、漢魯峻碑、蔡邕碑、漢

衡方碑、唐石經。其他書籍注疏引《詩》如《孟子注》、《楚辭注》、《周禮疏》、

《禮記內則注》、《中庸注》、《呂覽注》、《淮南注》、《文選注》、《水經

注》、《漢書注》等。這樣的重視異文，無外乎為求得更為通順妥切的字詞釋義。

以下舉數例以見之： 

 1. 〈召南．摽有梅〉「摽有梅」：「摽，落也。《說文》引作 ，《孟子注》

引作莩；《漢書注》作蔈；《玉篇》作 。梅，韓詩作楳。」 001   

 2. 〈鄘風．鶉之奔奔〉「鶉之奔奔」：「奔奔，《左傳》、《禮記》、《呂

覽》俱作賁賁。」 101   

 3. 〈衛風．淇奧〉「赫兮咺兮」：「咺，《韓詩》作宣，《禮記》作喧，《爾

雅》、《釋文》作烜，《說文》引作愃。」 201   

 4. 〈衛風．河廣〉「一葦杭之」：「杭，渡也。《初學記》、《六帖》引并

作航。」 301   

 5. 〈大雅．生民〉「履帝武敏歆」：「敏，《爾雅》舍人本作拇。」 401   

                                                 
 001   見《詩義會通》頁 8。 
 101   見《詩義會通》頁 21。 
 201   見《詩義會通》頁 23。 
 301   見《詩義會通》頁 27。 
 401   見《詩義會通》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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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通眾說 
  《詩義會通》最主要以《詩序》、朱《傳》說《詩》為討論對象；但亦經

常援引三家詩及各家說《詩》，如曾克耑在序言所說：「博稽眾論，以觀其會

通；批郤導窾，一以文義為主。」以下是書中常引用或批評的學者（或其論著）： 

1.漢代學者之見 
  《毛詩》、《三家詩》、司馬遷《史記》、劉向《新序》《列女傳》《說

苑》、崔駰、韓嬰《韓詩外傳》、班固《漢書》《白虎通》、翼奉《齊詩說》、

桓寬《鹽鐵論》、王充《論衡》、趙歧《孟子注》、王符《潛夫論》。  

2.魏晉至隋唐學者之見 
  徐幹、曹植、譙周、王肅、孫毓、《文選注》、陶宏景、陸德明《經典釋

文》、孔穎達《毛詩注疏》、韓愈、白居易《白孔六帖》。  

3.宋代學者之見 
  張載、王安石《詩經新義》、蘇轍《詩集傳》、張文潛（張耒）、晁說之、

范處義《詩補傳》、朱熹《詩集傳》、《詩序辨說》、王質《詩總聞》、呂祖

謙《呂氏家塾讀詩記》、真西山（真德秀）、輔廣《詩童子問》《詩經集解》、

黃櫄、李迂仲（李樗）《毛詩李黃集解》、嚴粲《詩緝》、黃震《黃氏東發讀

書日鈔》、謝枋得、劉辰翁、金履祥（金仁山）、陳櫟。 

4.元、明學者之見 
  馬端臨、許白雲（許謙）、劉瑾《詩傳通釋》、朱善《詩解頤》、鄧元錫、

郝敬《毛詩原解》《毛詩序說》、徐光啟《毛詩六帖講意》、顧夢麟《詩經說

約》、鄒肇敏《詩傳闡》、何楷《詩經世本古義》、錢澄之《田間詩學》、徐

常吉《毛詩翼說》。  

5.清代學者之見 
  王船山《詩經稗疏》《詩廣傳》、王士禎、李光地（李安溪）《詩所》、

陸奎勳《陸堂詩學》、方苞《朱子詩義補正》、顧棟高（顧震滄）《毛詩類解》

《毛詩訂詁》、惠棟、葉酉、劉大櫆、姚鼐、段玉裁、姜炳璋《詩序補義》、

管世銘、汪龍《毛詩異義》、王念孫、汪中、孔廣森、范家相《詩瀋》、莊述

祖、阮元、王引之、牛運震《詩志》、胡承珙《毛詩後箋》、馬瑞辰《毛詩傳

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疏》、魏源《詩古微》、顧廣譽《學詩詳說》、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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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藩、俞樾、方宗誠、陳啟源《毛詩稽古編》。  

6.時賢或友人之見 
  方存之、吳汝綸、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徐樹铮、李鍾僑。 
  《詩義會通》引用高達百餘家學者說詩意見，或主漢學或主宋學，或跳脫

漢宋說《詩》，採用明清以來文學說《詩》，亦見吳闓生能博採或批評各家說

《詩》。此外《詩義會通》還比較各家說法，擇其長，去其短，會通其說，若

無法會通時則存疑之，例如：  
1.〈王風．黍離〉  

《序》：「〈黍離〉，閔宗周也。周大夫行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不忍去而作是詩。」如《序》意，固善；而《韓

詩》以為伯封作，陳思王論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殺孝子伯奇，其

弟伯封求而不得，作〈黍離〉之詩。」《新序》有以為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

之見害而作。是在漢時初無定說，今考詩詞，壹似重有憂者。至三家異義，

究宜何從，今無由斷定之矣。 501   

吳闓生以為〈黍離〉一詩《詩序》、《韓詩》、《新序》解說詩旨不一，可見

在漢初無定說。他從文義讀出此詩似重有憂者，對於《毛詩》、《韓詩》、《齊

詩》(劉向新序)三家異說，何者為是？由於詩之本事難明，他保守的以為無從

判斷。由此可見他會通眾論，詮釋詩旨的謹慎態度。  

2.〈齊風．東方未明〉 

《序》：「〈東方未明〉，刺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令不時，挈壺氏不

能掌其職焉。」此詩前二章言朝廷無節，號令不時，末章則譏挈壺氏之失職。

自來解者多不明其意旨。朱子曰：「漏刻不明，固可以見其無政，然所以興

居無節，號令不時，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蘇子由曰：「雖衰亂之世，蚤

莫不易。挈壺氏雖或失職，何至未明而顛倒衣裳哉？」此皆失《序》《傳》

之意者。惟嚴粲以此詩主刺哀公，因哀公興居無節，故歸咎於司漏者以諷之。

郝氏敬亦謂：「不敢斥君，而求諸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也。」二家之說最

得其義。 601   

                                                 
 501   見《詩義會通》頁 28。 
 601   見《詩義會通》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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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闓生會通《詩序》、朱熹、蘇轍、嚴粲、郝敬等人之見，以為《序》意是說

〈東方未明〉前二章言朝庭無節，號令不時，末章則譏挈壺氏之失職，朱熹、

蘇轍皆未能深體《序》、《傳》之意，嚴粲、郝敬二家之說最得詩義。他往往

不厭其煩，陳列歷來重要注家如何說《詩》，加以分析、比較他們觀點的優缺

得失，然後慎選他認為較好之說，讀其書可得到讀《詩》之指引。  

3.〈齊風．載驅〉  

《序》：「〈載驅〉，齊人刺襄公也。無禮義，故盛其車服，疾驅於通道大

都與文姜淫，播其惡於萬民焉。」朱子云：「此刺文姜之詩。」案襄與文姜

同惡，故無俟分別言之。《序》言刺襄，以著禍本也。謝枋得云：「文姜之

情態如此無禮義，無羞恥，無忌憚，盡見於此矣。詩人鋪序之詳，形容之巧，

刺之深，疾之甚也。」 701   

吳闓生會通《詩序》、朱熹、謝枋得之說，指出襄公與文姜同惡，《詩序》說

刺襄公，朱熹說刺文姜，分別言刺，並無必要。並補充《詩序》說刺襄公，是

因他是禍源之本；謝枋說詩人鋪序文姜無禮義、無羞恥、無忌憚，刺之深，疾

之甚。會通各家分別言刺之論，以為襄公、文姜同惡，應合併起來刺兩人。  

4.〈大雅．既醉〉  

《序》：「〈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行焉。」此固為致

太平之詩，而詮發未盡。朱子以為答行葦之詩，亦無確據。嚴氏粲以為成王

祭畢而燕群臣，周公因作此詩以戒王也。方望溪云：群臣所祝，至「高朗令

終」而止矣，餘者非群臣所敢言者，故假於公尸以出之。欲士女之觀刑，則

身教不可不謹矣。欲孫子之象賢，則作則不可不先矣。雖善頌善禱，而規勉

之意已具於其中。姜氏炳璋云：深宮嚴密之地，天命之凝承，祖宗之繼述，

子孫之孕毓皆在於是。善與不善，國祚修短之機也。此文王所以雍雍在宮無

射亦保歟？顧氏廣譽又云：周公既抗世子法於伯禽，復於周官嚴內外之辨，

而深宮幽隱之地，存乎王之心有敬畏，故推神意以感動之。詳其言，必去成

王始昏時不遠也。得諸家講衍，而詩旨乃昭然若揭矣！ 801   

                                                 
 701   見《詩義會通》頁 44。 
 801   見《詩義會通》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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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闓生先引《詩序》，評「致太平」之說，於詩意詮發未盡；評朱熹以為答〈行

葦〉之詩亦無確據。然後引嚴粲、方苞、姜炳璋、顧廣譽等人之說，透過會通

眾說，諸家講衍，使詩旨更為明確清晰。  

5.〈豳風．破斧〉  

《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惡四國焉。」朱子曰：此歸士美

周公之辭，非大夫惡四國之詩也。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

說以為管蔡商奄，尤無是理也。歐公又云：傳以斧斨比禮義，其事不倫。鄭

《箋》尤謬。此言四國為亂，周公征討凡三年，至於破斧缺斨，然後克之，

其難如此。然所以必往者，以哀此四國之人陷于逆亂耳。斧無破理，詩人欲

甚言之，其詞多過。案歐朱訓釋文義至明，一洗舊注拘牽繆繞之說。惟此詩

亦慰勞征士之作，朱子謂歸士美周公，其說亦小誤。「哀我人斯」，乃作者

慰閔征士之詞，非謂周公哀四國之人也。言東征之勞可哀閔矣，而功亦大矣，

往復委宛，用意深至，令人低佪不盡。破斧猶缺斨耳，歐云斧不可破，亦迂。 901   

吳闓生以為〈破斧〉一詩是慰勞征士之作，「哀我人斯」是作者慰問征士之詞，

並非周公哀四國之人。《詩序》說：「美周公也，周大夫以惡四國焉。」朱熹

否定《序說》，說詩旨是歸士美周公之辭，非大夫惡四國之詩，而且詩所謂四

國，猶言斬伐四國。吳闓生評《詩序》以四國為管、蔡、商、奄無道理，朱熹

說詩旨為歸士美周公，亦有小誤。此外他還引歐陽修說毛《傳》以斧斨比禮義

不倫，鄭《箋》更是謬誤，不過歐陽修說斧不可破，亦迂，此不過言四國為亂，

周公征討三年，破斧缺斨，然後克之，戰事之艱難罷了。他仔細指出各家說《詩》

之優缺得失，肯定歐陽修、朱熹明確訓釋詩義，一洗舊注拘牽缪繞之說。  

（四）以文學說《詩》 
  此為吳闓生說《詩》最大特色，其弟子曾克耑在〈桐城吳氏國學秘笈序〉： 

桐城吳摯父先生以姬傳鄉里後進，從湘鄉遊。本其說以文說經，成《易說》、

《尚書故》二書。舉漢學之繁瑣，宋學之空虛，悉掃盪而無餘。糾其訛謬，

正其句讀，辨其字句，疏其義蘊，揆以事理，一以文說之，不惟經通，史籍

百家亦無不可說矣。…先師北江先生，秉承家學，復以文說《詩》。及《左

                                                 
 901   見《詩義會通》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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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傳》、《孟子》，成《詩義會通》、《左傳微》、《孟子文法讀本》三書。

以其先人之說《易》、《書》高遠，不便初學，乃依其說為《周易大義》、

《尚書大義》。鈎弋文句，溝通故訓，往往有三數言訓釋，釐然有當于人心，

遠過于經生千百言解說，而人仍不能通其義者，此說經之不能不以文通之微

旨也。… 011   

吳闓生相當尊重《詩經》中有歷史可考的詩篇，他評詩常說「詩中有史」 111  ；

但如果史事不詳，並不影響詩義瞭解的詩篇，他就往往以文學說《詩》，這點

要較那些固守漢學派說《詩》學者通達。例如〈衛風．伯兮〉他說：「詩義重

在征役之困，見在上者之不恤民。義不繫乎從王。究為何役，經傳本無明文，

可毋庸深論也。」就不像鄭《箋》說是衛宣公之時，蔡衛陳三國之人，從王伐

鄭的戰役；也不像陳奐把詩的背景定在魯桓公五年，衛宣公十三年，王是周桓

王。以文學說《詩》，尤其是以桐城義法說《詩》為《詩義會通》最大特色與

成就，將在下節詳論。 

七.以文學說《詩》 

  桐城三祖方苞的義法說、劉大櫆的神氣說、姚鼐的陰陽剛柔、神理氣味格

律聲色說，構成桐城派古文理論的基礎。姚鼐主張詩文皆技，詩之與文，固是

一理。故陽剛陰柔風格說，可用以道文， 211  亦可用來言詩。 311  他評杜甫〈奉

送郭中丞兼太僕卿隴右節度使三十韻〉說：「讀少陵贈送人詩，正如昌黎贈送

人序，橫空而來，盡意而止，變化神奇，初無定格。」 411  開桐城以文論詩先

河，及追求為文的神妙境界。曾克耑〈詩義會通序〉亦說：「六經皆文也。…

博稽眾論，以觀其會通，批卻導窾，一以文義為主，霍然察其情之隱，洞然發

其理之微，有以默契千載上古人閎識孤懷所寄，而下開百世治經行文之法…。」

                                                 
 011   見臺北中華書局本《詩義會通》曾克耑序言。 
 111   例如《詩義會通》頁 29〈揚之水〉尾評。 
 211   見〈復魯絜非書〉：「…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不可窮，萬

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為道，夫文之多變，亦若是已。…」（《惜抱軒全集》文六頁九，臺北：中華書局 1981
年出版）。 

 311   見〈海愚詩鈔序〉：「吾嘗以謂文章之原本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茍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為

文章之美。」（《惜抱軒全集》文四頁六，臺北：中華書局 1981 年出版）。 
 411   見姚鼐評選《今體詩鈔》（臺中：中庸出版社，1956 年），頁 77。 



．吳闓生《詩義會通》研究． 

 ．117．

桐城義法本出經史，近法唐宋八家，「義」為言有物，指文章的內容與思想；

「法」為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與技巧。 511   

  桐城學者多以教師為業，授徒作文，期望學者能在古人作品中發掘經驗，

因而擅長評點古籍或古人詩作及編輯古文選本以為摹擬示範 611  ，其中尤以方

苞《史記評點》、姚鼐《歸震川文評點》、方東樹《昭昧詹言》、林紓《春覺

齋論文》最為知名。方東樹《昭昧詹言》推崇讀《詩經》以明詩文作法：「學

詩當從三百篇來」 711  又說：「…昔人譬之無縫天衣，又曰『美人細意熨貼平，

裁縫減盡針線迹』此非解讀六經及秦漢人文法，不能悟入。試取詩、書及大學、

中庸經傳，沉潛玩味，自當有解悟處。」 811  又有論讀《詩經》：「亦有平鋪

直賦，而其氣體自高峻不可及。如雅頌諸作，豈必草蛇灰線之引脈乎？秦風小

戎，典制閨情並舉而不相害，可以識古人之體例。大約古人之文，無不是直底，

後人都要曲，曲則不能雄，但非直率無運轉耳，讀小戎詩可識橫空盤硬，拉雜

造剙之法。」 911  其他多處以桐城章法論古人詩作。吳汝綸〈與王晉卿書〉：

「竊謂古經簡奧，一由故訓難通，一由文章難解。馬鄭諸儒，通訓故不通文章，

故往往迂僻可笑。若後之文士，不通訓詁，則又望文生訓，有似韓子所譏郢書

燕說者，較是二者，其失維鈞。」 021  吳汝綸以為說經必須從文章學的角度，

深入研究經書文本的結構特點及作文方法，如此才能發掘經書的隱奧。自稱桐

城後學的林紓在《春覺齋論文》中論述八種常用技法—起筆、伏筆、頓筆、頂

筆、插筆、省筆、繞筆、收筆等。 121  吳闓生《詩義會通》亦能承襲其父觀點，

夾注處注重字詞訓詁，尾評處即用桐城義法作文學欣賞。講究語言修辭、章法

分析、行文技巧、作品精神；《詩義會通》書中具有包羅萬象的文學分析，精

細的文章作法如側寫、烘托等等。 

  前人批評桐城派固守家法，是一種死文法；事實上不論吳闓生作古文，或

是他討論《詩經》的文法，都是能入乎法出乎法，形式與內容統一，得其文章

                                                 
 511   見《方望溪全集．又書貨殖傳後》：「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易》之

所謂言有物也；法即《易》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 
 611   姚鼐〈與伯昂從姪孫十一首〉中云：「近人每云：『作詩不可摹擬。』此似高而實欺人之言也，文不摹擬，何

由得入？」 
 711   見《昭昧詹言》卷四「陶公」。 
 811   見《昭昧詹言》卷一，八一，頁 27。 
 911   見《昭昧詹言》卷一，八一，頁 27。 
 021   見郭立志編《桐城吳先生年譜》，收入《近代中國史料叢刊》第 725 種，頁 59。 
121    見《春覺齋論文》（北京：人民出版社 1998 年），頁 11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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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味的活法，但為了觀察和討論的方便，下文不得不將他論述《詩經》的義法

分成章法分析、字句法與修辭分析、風格與精神分析、其他詮詩方法分析等瑣

碎的拆解，以文學說《詩》為《詩義會通》特別著力之處，下文舉較多例子來

呈現，限於篇幅，無法一一細論，僅就不易理解處，略加說明之：  

（一）章法分析 

1.起結法 
  為文最重起結，有所謂工於起調，飄忽而來或如常山之蛇，首尾照應靈活

之論，吳闓生對《詩經》的鑑賞於起結之例如：  
（1）〈鄘風．君子偕老〉：「舊評：起句當頭棒喝。」 221   

（2）〈檜風．素冠〉：「舊評云：庶見二字傳神。」 321   

（3）〈鄭風．子衿〉：「舊評：前二章迴環入妙，纏綿婉曲。末章，變調，

前二句，結『子』，後二句，結『我』。」 421   

（4）〈小雅．楚茨〉：「…末借慶詞總結，筆意高妙，無跡可尋。又云：苾

芬句，結上黍稷、牛羊、俎豆。既齊二句，結上濟濟蹌蹌、踖踖莫莫、

卒度卒獲。神嗜飲食以下，代諸父兄弟作祝詞，結得極古茂生動。」 521   

（5）〈大雅．緜〉：「舊評：止發端四字，已盡一篇之意。末四句極道文王

得人之盛，所以勉成王也。」 621   

（6）〈大雅．生民〉：「舊評云：起句高唱而入。篇末結構完密。」 721   

（7）〈周頌．載見〉：「舊評：起層不急入助祭，舒徐有度。末以長句作收。」 821   

（8）〈魯頌．閟宮〉：「…末章舊評云：收束應起句。」 921   

  從這些他論述《詩經》起結例，可見他非常重視起結。起要陡峭、傳神、

如當頭棒喝，高唱而入；結要婉妙，回顧、照應前文，古茂生動。總之是要重

視起結的精神氣勢。  

                                                 
 221   見《詩義會通》頁 20。 
 321   見《詩義會通》頁 59。 
 421   見《詩義會通》頁 39。 
 521   見《詩義會通》頁 98。 
 621   見《詩義會通》頁 114。 
 721   見《詩義會通》頁 120。 
 821   見《詩義會通》頁 145。 
 921   見《詩義會通》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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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法 
  寫文章應重視起承轉合，吳闓生所謂的接法即承接，要接得像山嶺雖斷，

卻有雲霧繚繞，似斷實連，看起來完整而有氣勢，接的方式又有多種，例如： 
（1）〈衛風．氓〉「淇水湯湯，漸車帷裳」：「按此兩句橫接，有遠勢。」 031   

（2）〈豳風．九罭〉：「末章舊評云：接得超忽，音節絕佳。」 131   

（3）〈小雅．斯干〉：「今案此成室頌禱之詞，而其文周密詳備，無美不盡。

後半特申禱祝之意，而由筦簟、寢興、占夢蛻蟺而下，尤有蛛絲馬跡，

嶺斷雲連之妙…」 231   

（4）〈小雅．小宛〉：「闓生又疑題彼六語，即教誨爾子之詞，而教誨爾子，

即承上有懷二人遞下，如此乃上下一貫。」 331   

（5）〈大雅．生民〉：「先大夫曰：以上敘后稷，以下敘祀后稷，即用降種

貫下，是謂嶺斷雲連。案此古人文法之妙也。」 431   

（6）〈小雅．采綠〉：「舊評：予髮曲局句接法不測。」 531   

（7）〈周頌．閔予小子〉：「舊評：起，沉慟。橫接皇考，波瀾壯闊。」 631   

（8）〈周頌．訪落〉「紹庭上下，陟降厥家」：「此二句，逆接之筆。言皇

考之神靈，紹庭上下，陟降於厥家也。」 731   

吳闓生舉橫接、逆接、承上遞下等《詩經》的接法，但重視接得超忽、有遠勢、

蛛絲馬跡，嶺斷雲連之妙。也就是方東樹在《昭昧詹言》所說的：「古人文法

之妙，一言以蔽之曰：語不接而意接。血脈貫續，詞語高簡，六經之文皆是也。」

831  方氏主張轉接多用橫、逆、離三法，斷無順接、正接。 931  不外要使為文有

變化，不流於平鋪直敘。  

3.插法 
  為文原本平直的敘述，若用插入法，可以使文章產生曲折頓挫，例如：  

                                                 
 031   見《詩義會通》頁 25。 
 131   見《詩義會通》頁 66。 
 231   見《詩義會通》頁 83。 
 331   見《詩義會通》頁 89。 
 431   見《詩義會通》頁 120。 
 531   見《詩義會通》頁 107。 
 631   見《詩義會通》頁 146。 
 731   見《詩義會通》頁 146。 
 831   見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 82 則，頁 28。 
 931   見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八 12 則，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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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衛風．氓〉：「方宗誠云：前二章敘始合。自我徂爾以下，敘見棄。

中忽插桑之未落十二句，極沉鬱頓挫之致。」 041   

（2）〈大雅．公劉〉：「舊評云：此篇見大手筆。又云：橫插思輯句，便不

平直。」 141   

（3）〈周頌．武〉：「舊評云：夾入文王，曲折有致。」 241   

（4）《鄘風．定之方中》「匪直也人，秉心塞淵」：「舊評：二句橫插。」 341   

吳闓生舉《詩經》中橫插、夾入、忽插法，評點這些寫法使得詩意表現更為沉

鬱頓挫、曲折有致，避免平直之病。  

4.倒敘 
  方東樹《昭昧詹言》：「一敘也，又有逆敘、倒敘、補敘、插敘，必不肯

用順用正。」 441  吳闓生在〈周南．葛覃〉評曰：「此詩止言歸寧一事。因歸

寧而及絺綌，因絺綌而及葛覃，而其詞乃從葛起，歸寧之意止篇末一語明之，

文家用逆之至奇者也。」 541  繼承桐城為文喜用逆法。  

5.橫轉 
  吳闓生論《詩經》用突轉，而聲情並出。他評〈小雅．節南山〉：「不弔昊

天，不宜空我師」：「此二句為橫空突轉之筆，薛君此解使詩人聲情並出。」 641   

6.翻跌 
  吳闓生論翻跌、跌宕，可以蓄勢生姿，如下四篇：  
（1）〈召南．江有汜〉：「舊評：反跌蓄勢，重一句，勢便紆迴。」 741   

（2）〈陳風．衡門〉：「…又云反正翻跌，見自得無求之意。」 841   

（3）〈邶風．北風〉：「其虛句，舊評：跌宕生姿」 941   

（4）〈豳風．東山〉：「『亦』可畏也句，跌宕。」 051   

                                                 
 041   見《詩義會通》頁 25。 
 141   見《詩義會通》頁 124。 
 241   見《詩義會通》頁 143。 
 341   見《詩義會通》頁 21。 
 441   見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一，頁 233。 
 541   見《詩義會通》頁 2。 
 641   薛君此解為：「萬人喁喁，仰天告愬。」見《詩義會通》頁 84。 
 741   見《詩義會通》頁 9。 
 841   見《詩義會通》頁 57。 
 941   見《詩義會通》頁 17。 
 051   見《詩義會通》頁 65。吳闓生注「亦」當作「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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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有汜〉反跌「不我以」句，除加強抒發被棄之悲外，頂針法也使得聲情回

環往覆。〈衡門〉首章橫門、泌水本陋貧，但正面用兩「可以」，二、三章食

魚不求美味，娶妻不求貴族，則用兩「豈其」、「必」，以此反正翻跌，凸顯

詩人自得無求之意。〈北風〉若無「其虛其邪」句，兩位逃離衛國好友對話之

詞，則無以見其情之急迫，吳闓生引舊評「跌宕生姿」，甚是。〈東山〉「不

可畏也」句產生跌宕，征夫先述家園殘破，但卻是「伊可懷也」，日夜思念之

所。  

7.擒縱 
  吳闓生論《詩經》擒縱有法，具開合之妙，表現神化莫測，如下四篇：  
（1）〈召南．野有死麕〉：「舊評：忽縱忽擒，神化莫測。」 151   

（2）〈唐風．蟋蟀〉：「舊評：極擒縱開合之妙。」 251   

（3）〈小雅．雨無正〉：「舊評：哀哉二章，縱，末章，擒，末句老吏斷獄。」 351   

（4）〈大雅．卷阿〉：「…舊評云：以上極言福祿之盛，以廣王心。以下乃

告以致此之由，擒縱有法。」 451   

8.錯綜 
  〈秦風．小戎〉：「顧廣譽曰：一章言車，而『駕我騏馵』，豫以起次章

之馬。二章言馬，而『龍盾之合』，既以起卒章之兵；『鋈以觼軜』，又以蒙

首章之車。三章言兵，而『俴駟孔群』，復蒙上章為文。此章法錯綜之妙。」 551   

9.疏密 
（1）〈鄘風‧蝃蝀〉：「舊評：首二章，何等步驟！末章，何等森嚴！讀此

可悟文章擒縱疏密之法。」 651   

（2）〈秦風．小戎〉：「舊評：前半章詠物，以古奧勝。後半章詠情，以蘊

藉勝。好整以暇，有疏有密。」 751   

 

                                                 
 151   見《詩義會通》頁 9。 
 251   見《詩義會通》頁 47。 
 351   見《詩義會通》頁 88。 
 451   見《詩義會通》頁 124。 
 551   見《詩義會通》頁 53。 
 651   見《詩義會通》頁 22。 
 751   見《詩義會通》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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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主從 
（1）〈大雅．文王〉：「舊評：通篇大旨以儀刑文王為主，卻借天與殷伴說，

遂增無限色澤，無限精神。」 851   

（2）〈大雅．桑柔〉：「舊評：序爵，一篇之要。八章以下，皆申明不序爵

之害。」 951   

（3）〈魯頌．駉〉：「舊評：詩本美僖公之善思，止舉一馬政以驗之耳。每

章上思字所包甚廣，善思是主，思馬是賓，極一篇鋪張文字，都是極空

靈文字。」 061   

11.虛實 
（1）〈邶風．泉水〉：「出宿二章，純為設想之詞。情文斐亹，極文字之妙。」 161   

（2）〈鄘風‧載馳〉：「姚姬傳云：通篇皆寫悲思迫切之意，非實事也。情

緒與〈泉水〉同。彼以委婉勝，此以英邁勝。」 261   
（3）〈周頌．臣工〉：「舊評：於皇以下，虛擬之詞，筆情飛舞。」 361   

12.全篇章法 
（1）〈召南．行露〉：「舊評：起勢陡峭。豈不句，一折，筆情婉妙。後二

章，反振四句，然後折落，如鷹隼翔空，披雲下墜，收斬截。」 461   

（2）〈齊風．雞鳴〉：「舊評：起勢陡峭。收婉妙。甘與句，反跌，會且句，

回顧。」 561   

（3）〈小雅．常棣〉：「舊評：三四章借朋友作襯。七八章借妻子作襯。二

三四章言喪亂。六章以下言安寧。第五章承上起下。」 661   

（4）〈小雅．天保〉：「舊評：前三章言天之福君，以五如結之。後三章言

神之福君，以四如結之。君曰卜爾二句，生動。」 761   

（5）〈小雅．無羊〉：「舊評：起勢陡峭。以下體物絕工。何蓑二句，點染。

                                                 
 851   見《詩義會通》頁 112。 
 951   見《詩義會通》頁 131。 
 061   見《詩義會通》頁 150。 
 161   見《詩義會通》頁 17。 
 261   見《詩義會通》頁 23。 
 361   見《詩義會通》頁 143。 
 461   見《詩義會通》頁 8。 
 561   見《詩義會通》頁 41。 
 661   見《詩義會通》頁 69。 
 761   見《詩義會通》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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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麾之二語，尤為神妙。末章餘波奇幻。」 861   

（6）〈大雅．板〉：「舊評：猶之未遠二句，領通篇。辭輯以下，承出話。

方懠以下，承為猶。末章一篇歸宿。我雖八句，一句一轉，極沉著，極

跳脫。」 961   

13.各章大義 
（1）〈豳風．東山〉：「舊評：首章，方歸。次章，歸途憶家。三章，既歸。

四章，歸後歡聚。」 071   

（2）〈小雅．采薇〉：「舊評：首章，啟行。次章，在塗。三章，至邊。四

章，交戰。五章，既勝而戒備。豈不日戒二語，寫軍中整肅，雖無事之

時，儼若寇至。」 171   

（3）〈小雅．信南山〉：「舊評云：首章，地利。次章，天時。三四二章，

祭前擬議之詞。五六二章，正言祭事。最得詩恉。」 271   

（二）字句法與修辭分析 

1.字法 
（1）〈周南．芣苢〉：「舊評：通篇止六字變換，而招邀儔侶，從事始終，

一一如繪。」 371   

（2）〈大雅．緜〉：「四予曰字，傳神。」 471   

〈芣苢〉全詩疊章複沓，只變換采、有、掇、捋、袺、襭四個與採摘有關的動

詞，但在手部細微的動作變化中，明快的將詩中人物採摘芣苢的過程描繪出

來。〈緜〉末章連用四個「予曰」(有疏附、有先後、有奔奏、有禦侮)，透過

自謂口吻寫文王時周族強大威懾四方，天下歸附，頗能傳達文王安定天下神采。 

2.句法 
（1）〈召南．采蘋〉：「舊評：五用于以字，有群山萬壑赴荊門之勢。」 571   

                                                 
 861   見《詩義會通》頁 83。 
 961   見《詩義會通》頁 127。 
 071   見《詩義會通》頁 65。 
 171   見《詩義會通》頁 72。 
 271   見《詩義會通》頁 99。 
 371   見《詩義會通》頁 5。此舊評出自方玉潤《詩經原始》之說。 
 471   見《詩義會通》頁 114。 
 571   見《詩義會通》頁 6。此說化用（明）戴君恩《讀風臆評》：「前連用五于以字，奔放迅快莫可遏，末忽接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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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雅．北山〉「舊評：連用十二或字，開退之〈南山詩〉句法。」 671   

  〈采蘋〉連用五「于以」設問句，有奔放迅快，萬壑飛流之氣勢。〈北山〉

末三章連用十二或字，勞逸對舉，排比而下，不言怨而怨自深，韓愈〈南山〉

連用諸多「或」字句，承襲此法。 

3.渲染 
（1）〈周南．葛覃〉：「黃鳥三句，舊評：點綴生色。」 771   

（2）〈齊風．還〉：「舊評：飛揚豪駿，有控弦鳴鏑之氣。揖我二字，煊染

法。」 871   

（3）〈豳風．東山〉「自我不見，于今三年」：「…感慨生動，寫久征乍歸

之神理，頰上添毫之筆。」 971   

（4）〈大雅．大明〉：「舊評：首二句一篇之綱，親迎儀容，止就舟略一點

綴。」 081   

4.蟬聯 
  〈大雅．文王〉：「通篇用蟬聯格。」 181   

  吳闓生指出〈文王〉詩各章蟬聯而下，用頂針、轆轤方式勾連。 

（三）風格與精神分析 

1.音節聲調 
  劉大櫆說：「神氣不可見，於音節見之。」 281  桐城文法主張入法而出法，

由格律聲色進入神理氣味，吳闓生能更進一步將聲律和文氣神理結合一起不加

區分，用此法來評《詩經》。  

（1）〈周南．卷耳〉：「舊評：中二章故作曲勢，其音長。末章直下，其音

                                                                                                                                      
其尸之，有齊季女，萬壑奔流，突然一注。」 

 671   見《詩義會通》頁 96。 
 771   見《詩義會通》頁 2。 
 871   見《詩義會通》頁 41。 
 971   見《詩義會通》頁 64。 
 081   見《詩義會通》頁 113。 
 181   見《詩義會通》頁 112。《詩經》用蟬聯格寫作詩篇甚多，詳參拙作〈詩經頂真修辭技巧探究〉，原載《中國

文化月刊》299 期，(2005 年 11 月。)後收入《詩經章法與寫作藝術》(臺北：華藝數位公司，2011 年 12 月初版，

頁 83-112) 
 281   見劉大櫆《論文偶記》（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8 年 5 月 1 版 1 刷），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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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又云：末章急管繁絃。」 381   

（2）〈陳風．宛丘〉：「舊評：蕩字一篇之骨。又云：首章曼聲，二三章切

響，真乃流商變徵。」 481   

（3）〈魯頌．有駜〉：「舊評：音節絕佳。」 581   

（4）〈商頌．烈祖〉：「舊評云：約軝以下，就助祭者言之。增出波瀾。句

句用韻，黃鐘大呂之音。」 681   

（5）〈豳風．七月〉「舊評：〈七月〉篇生動處，太史所本。全篇點綴時景，

都與本事相映。皇皇大篇，極難收束，九月肅霜以下，句句用韻。頌揚

作收，聲滿天地。」 781   

2.簡潔生動 
（1）〈召南．采蘩〉：「方宗誠云：古人文字簡潔，止是用見驥一毛之法。」 881   

（2）〈小雅．六月〉：「舊評：比物，寫馬。央央，寫旆。軒輊，寫車。均

簡而能盡。通篇俱摹寫文武二字，至末始行點出。吉甫燕喜以下，餘霞

成綺，變卓犖為紆徐。末贊張仲，正為吉甫添豪。所言頗得詩之妙處。」 981   

（3）〈周頌．有瞽〉：「朱子云此詩『首二句總序其事』，即用兩字為韻，

下乃分承之。舊評：簡潔生動。」 091   

（4）﹙商頌．那﹚：「舊評：〈商頌〉文皆簡典嚴峻。」 191   

桐城文章最注重雅潔 291  ，以《易》、《詩》、《書》、《春秋》、《周禮》、

《左傳》、《史記》等典籍的寫作為準繩。雅是純正不雜，潔為簡省文字，注

重文字精鍊準確，又有極大容量，雅潔是義法的衍生和體現。吳闓生亦指出《詩

經》寫作的雅潔。  

                                                 
 381   見《詩義會通》頁 3。 
 481   見《詩義會通》頁 56。 
 581   見《詩義會通》頁 151。 
 681   見《詩義會通》頁 154。 
 781   見《詩義會通》頁 63。 
 881   見《詩義會通》頁 6。 
 981   見《詩義會通》頁 77。 
 091   見《詩義會通》頁 144。 
 191   見《詩義會通》頁 154。 
 291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胡適之先生〈五十年來中國之文學〉謂：『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的古文

的長處，只是他們甘心做通順清淡的文章，不妄想做假古董。』…桐城文本以雅潔著稱，惟雅故能通於古，惟

潔故能適於今，這是桐城文所以能為清代古文中堅的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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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含蓄蘊藉 
  吳闓生十分注意《詩》的微文，他常在評詩時肯定古人之微言大義，並非

常重視表達的含蓄蘊藉，例如：  

（1）〈邶風．二子乘舟〉：「《六帖》云：『詩人已知二子之見殺矣，然直

言遇害，豈不索然無味，今不言其死，但想其去時之光景，而設為憂疑

之言，則其情無限。含蓄悲傷，寥寥數言，有千萬言不能盡者。此風人

之致也。』最得此詩深處。」 391   

（2）〈小雅．庭燎〉：「今案：詩但寫勤政戒旦之殷，而箴之之意自在言外，

此所謂微文也。《三百篇》及三代高文多如此。」 491   

（3）〈大雅．假樂〉：「…蓋戒百辟卿士，即所以諷諭王也，此古人用筆妙

處。先大夫曰：戒王意，就朋友發之，妙遠不測。竊考歷來經說各家，

皆未有明此義者，古聖哲之微旨端在是也。」 591   

（4）〈大雅．卷阿〉：「舊評云：末但極言車馬之盛，更不露求賢意，神味

無窮。」 691   

（5）〈大雅．蕩〉：「…然尤妙者，在首章先凌空發議，末以殷鑒不遠二句

結之，尤極帷燈匣劍之奇，否則真成論古之作矣，人安知其為借喻哉。

宜顧震滄以為千秋絕調也。」 791   

4.精神氣勢 
  姚鼐在《古文辭類纂．序目》中提出：「凡文之體類十三，而所以為文者

八：曰神、理、氣、味、格、律、聲、色。神理氣味者，文之精也；格律聲色

者，文之粗也。」 891  劉大櫆《論文偶記》之三：「行文之道，神為主，氣輔

之。」 991  又於之十三：「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

句者，文之最粗處也。」  他推崇神為文家之寶。方東樹《昭昧詹言》亦曰：

「有章法無氣，則成死形木偶。有氣無章法，則成粗俗莽夫。大約詩文以氣脈

                                                 
 391   見《詩義會通》頁 19。 
 491   見《詩義會通》頁 79-80。 
 591   見《詩義會通》頁 123。 
 691   見《詩義會通》頁 125。 
 791   見《詩義會通》頁 128。 
 891   《古文辭類纂》（臺北：臺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聚珍仿宋本，1981 年 6 月），頁 16。 
 991   〈論文偶記〉（北京：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年 11 月北京第 1 版，1998 年 5 月北京第 1 次印刷），頁 3。 
 002   同上註，見〈論文偶記〉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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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氣所以行也，脈綰章法而隱焉者也。章法形骸也，脈所以細束形骸者也。

章法在外可見，脈不可見。氣脈之精妙，是為神至矣！俗人先無句，進次無章

法，進次無氣。數百年不得一作者，其在茲乎！」  吳闓生受業於范當世、

賀濤，古文寫得汪洋恣肆，汲取漢賦筆法，多雄直之氣，錢基博稱讚他的古文：

「縱恣轉變，能究極筆勢，辭氣噴薄，而出以醞釀深醇；興象空邈，而能為沉

鬱頓挫；其勢沛然！其容穆然！震蕩錯綜，是真能得其父師之血脈者。」  

他不僅自己的古文寫得有精神氣勢，還特別欣賞《詩經》中這樣表現特殊神氣

的詩篇，分析文之粗處外，還強調法律規矩之上的文之精神氣味。例如：  

（1）〈小雅．賓之初筵〉：「舊評：首二章，典則。後三章，婉而多風。端

莊流麗，兼而有之。」   

（2）〈大雅．大明〉：「首章先憑虛慨歎，神理至為妙遠。」   

（3）〈大雅．韓奕〉：「榦不庭方，神氣直貫篇末。」   

（4）〈大雅．韓奕〉：「舊評：首章纘戎以下，古奧如《尚書》，此退之得

之以雄百代者；三章忽變清麗，令讀者改觀。四五兩章，朝會大文，夾

敘昏姻事，豔麗非常。末章以先祖句應祖考，實墉以下應匪懈。」   
（5）〈大雅．江漢〉：「舊評：浮浮字，包羅萬象。追敘命詞，意深筆曲，

高詞媲皇墳。又云：通篇極典則，極古雅，極生動，退之平淮西碑祖此，

而詞意不及。」   

（6）〈大雅 .常武〉：「…如飛四句，形容軍陳，措語之精，振古無倫。緜緜

三句，承上文而下，氣勢浩穰，有天地褰開，風雲變色之象。噫嘻！歎

觀止矣。韓碑柳雅，何足以髣髴萬一？」   

（7）〈周頌．天作〉：「全篇不及三十字，而峰巒起伏，綿亙萬里，絕世奇

文。」   

 

                                                 
   見《昭昧詹言》卷一，九二，頁 30。 
   見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臺北：明倫出版社，1970 年 3 月初版），頁 146。 
   見《詩義會通》頁 104。 
   見《詩義會通》頁 113。 
   見《詩義會通》頁 134。 
   見《詩義會通》頁 135。 
   見《詩義會通》頁 136。 
   見《詩義會通》頁 137。 
   見《詩義會通》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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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魯頌．閟宮〉：「舊評云：鋪張揚厲，開漢賦之先聲。有詞源倒流之

勢，極文章之大觀。又云：起二句領赫赫以下，浩衍恣肆，暢所欲言。

王曰叔父以下，舊評云：古茂。俾爾熾而昌以下，舊評云：文氣暢。末

章舊評云：收束應起句。」   

（四）其他詮詩方法 

1.引詩評《詩》 
  吳闓生喜歡引詩或引其他文獻論《詩》，打通《詩經》與後代詩文的關係，

不僅使讀者對詩意有更深刻精細的體會，同時也指出了後代文學如何承襲、轉

化《詩經》的思維方式、思想內涵和寫作方法。這種欣賞《詩經》的方式，在

詩話、明代評點派《詩經》注家、清代姚際恆《詩經通論》、方玉潤《詩經原

始》中亦常見，雖不算創新，但吳闓生頻頻用此法，文筆簡潔深刻，稱得上《詩

義會通》的特色。後來錢鍾書《管錐篇．毛詩正義六十則》更擴大打通中西文

學作品和《詩經》的關係，可說將此法發揚到淋漓盡致。試舉以下幾條為例： 

（1）〈衛風．考槃〉：「舊評云：讀之覺山月窺人，澗芳襲袂，弗告即『只

可自怡悅，不堪持贈君』意。」   

（2）〈衛風．竹竿〉：「…巧笑二句，顧影自憐，從對面寫照。唐人『遙知

兄弟登高處』，亦用此法。」   

（3）〈王風．君子于役〉：「舊評云：茍無饑渴，《後漢書》所謂『萬里之

外，以身為本，歸則不敢望矣。』」   

（4）〈王風．兔爰〉：「舊評：首二句意已盡。追溯生初，無限低徊，『安

得山中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即尚寐意。」   

（5）〈陳風．月出〉：「舊評：首二句，想見香霧雲鬟，清輝玉臂之態。」   

2.詮釋情感 
  《詩義會通》書中常以文學家易感的心，從詩的語言風格，寫作技巧，咀

                                                 
   見《詩義會通》頁 153。 
   見《詩義會通》頁 24。指出「弗告」即陶宏景〈答詔問山中何所有〉「嶺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詩意。 
   見《詩義會通》頁 26。指出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從對面寫法承襲《詩經》。 
   見《詩義會通》頁 29。打通《詩經》和史書關係，《後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段會宗，原作「萬里

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 
   見《詩義會通》頁 30。打通魏晉志怪小說《千日酒》和王中〈干戈〉詩和《詩經》的關係。 
   見《詩義會通》頁 58。指出杜甫〈月夜〉懷念妻子，承襲〈月出〉「語麗情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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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字裏行間的感情，帶讀者到詩中人物的心境世界。這也是上承明代評點派鍾

惺、戴君恩，清代文學派姚際恆、方玉潤等人詮《詩》著重與《詩經》作者溝

通，掌握詩中情感特色的詮詩方法。試舉下面幾例：  

（1）〈邶風．谷風〉：「此章（撰者案：第三章）臨去低佪。舊評：毋逝二

句，極寫癡情。一轉倏如夢醒。涇以二句，比意曲盡。」   
（2）〈邶風．式微〉：「舊評：英雄之氣，忠藎之謀，有中夜起舞之意。」   

（3）〈魏風．園有桃〉：「舊評：吞吐含蘊，長歌當哭，沉鬱頓挫，與〈黍

離〉異曲同工。」   

（4）〈唐風．葛生〉：「末二章要以同穴，詩義哀惻之至，非復恆情所及。

舊評云：沉痛」   

（5）〈豳風．鴟鴞〉：「舊評：通篇哀痛迫切，俱託鳥言，長沙〈鵩賦〉所

祖。今案周公之文見於《詩》《書》者，皆極惻怛深到，警湛非常，即

以文論，亦千古之至聖也。」   

（6）〈小雅．杕杜〉：「全篇皆作室家思望之詞，而其文煞有頓挫，雍容閑

雅。舊評：曲體人情，命意特高。」   
（7）〈小雅．蓼莪〉：「舊評：起二句開口便悽愴，鮮民二句沉痛。」   

（8）〈大雅．召旻〉：「…二詩（撰者案：指召旻、瞻卬）皆憂亂之將至，

哀痛迫切之音。賢者遭亂世，蒿目傷心，無可告愬，繁冤抑鬱之情，〈離

騷〉〈九章〉所自出也。」   

3.玩味詩意 
  朱熹、姚際恆、方玉潤、崔述都主張讀《詩》重反覆涵詠，玩味詩意；  

這是一種從文本出發解讀《詩經》的方法，求詩義於辭之中，而不求諸於其外。

                                                 
   見《詩義會通》頁 15。 
   見《詩義會通》頁 15。 
   見《詩義會通》頁 46。 
   見《詩義會通》頁 51。 
   見《詩義會通》頁 64。 
   見《詩義會通》頁 73。 
   見《詩義會通》頁 93。 
   見《詩義會通》頁 138。 
   朱熹在《朱子語類》卷八十說他讀詩全然不理會小序，只是自己涵詠玩味。姚際恒在《詩經通論．自序》說：

「涵詠篇章，尋繹文義。」方玉潤在《詩經原始》凡例說：「讀此詩當涵詠全文，得其通章大意，乃可上窺古

人意旨所在。」崔述《讀風偶識》書中則比比出現「玩其意」的讀《詩》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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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闓生書中亦發揮桐城文人反覆精誦的治文之法於讀《詩》  ，試舉以下幾

例：  

（1）〈邶風．終風〉：「此詩序以為莊姜遭州吁之暴而傷己。朱子定為莊公

時作。謂詳味詩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其說是也。」   

（2）〈小雅．伐木〉：「玩此詩，止見為人之求友，不見為君之求臣。」   

（3）〈大雅．雲漢〉：「…《折中》曰：『詳繹詩言，有事天之敬，有事神

之誠，有恤民之仁，有恐懼修省之實心，有發粟勸施之實政，蓋消弭補

救之道皆具，不止縷述其憂憫而已。』」   

4.打通文類 
  吳闓生書中經常說「《詩經》為三代上之奇文」，推崇《詩經》為文學之

祖；並將詩、文、賦不同的文類貫通聯繫，見其創作上的共通之處；除了詩文

一理外，亦連及賦。早在班固《兩都賦．序》：就說「賦者，古詩之流也。」

可見詩、賦關係密切，而吳闓生更把桐城篇章義法理論，普遍應用於各種文類

的文學欣賞。試舉以下幾例：  

（1）〈邶風．終風〉：「姚姬傳云：『後二章，即屈原〈漁父〉、〈卜居〉

之權輿。』」   

（2）〈魏風．十畝之間〉：「舊評：陶公〈歸去來辭〉從此衍出。又云國不

可為之意，具在言外。覺後人招隱為詞費矣。」   

（3）〈小雅．出車〉：「舊評：高壯激越，發揚蹈厲，處處提唱天子。退之

〈祭鱷魚文〉祖此。」   

（4）〈小雅．車攻〉：「孟堅〈東都賦〉之所自出。」   

                                                 
   方植之《儀衛軒文集六．書惜抱先生墓誌後》：「夫學者欲學古人之文，必先在精誦，沉潛反覆諷玩之深且久，

闇通其氣於運思置詞迎拒措注之會，然後其自為之以成其辭也，自然嚴而法，達而臧，不則，心與古不相習，

則往往高下短長齟齬而不合。此雖致功淺末之務，非為文之本。然古人所以名當世而垂為後世法，其畢生得力

深苦微妙而不能以語人者，實在於此。今為文者多而精誦者少，以輕心掉之，以外鑠速化期之，無惑乎其不逮

古人也。又《儀衛軒文集七．答友人論文書》：「世之為文者不乏高才博學，率未能反覆精誦，以求喻夫古人

之甘苦曲折，甘苦曲折之未喻，無惑乎其以輕心掉之，而出之恆易也。」以見精誦為桐城學者治文秘訣。 
   見《詩義會通》頁 12。 
   見《詩義會通》頁 70。 
   見《詩義會通》頁 132。 
   見《詩義會通》頁 12。 
   見《詩義會通》頁 46。 
   見《詩義會通》頁 72。 
   見《詩義會通》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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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雅．鶴鳴〉：「舊評：理極平實，文極鮮妍，南華之祖。」   

（6）〈小雅．節南山〉：「何一碧云：此與正月、桑柔等作，忠愛迫切，詞繁

不殺，蒼茫百感，惝怳迷離，意無端緒，語無倫次，並是離騷之祖。」   

（7）〈大雅．抑〉：「此詩千古箴銘之祖，韓退之五箴，曾文正公五箴，皆

導源於此。」   

（8）〈周頌．振鷺〉：「先大夫曰：馬瑞辰云：《集傳》以〈有駜〉之振鷺

為鷺羽，舞者所持，此詩亦當指羽舞。振鷺于飛，蓋狀振羽之容與飛無

異。案馬說極得詩恉，以似為真，漢賦多學此種。」   

  整體而言，吳闓生在書中極盡精微細膩的展現以桐城義法分析《詩經》寫

作的起結、插接、擒縱、呼應、虛實、鍊字鍊意、字法句法、簡潔含蓄、精神

氣勢，推崇《詩經》為文學之祖，書中處處體現他用義法解詩的心得。  

八、《詩義會通》的局限與缺失 

  前已論及《詩義會通》採《序》說《詩》近兩百首，尊《序》說《詩》為

其經學特點；另外書中時見他游移於《詩序》和企圖獨抒己見的時代標記，以

下論述該書局限，以及在訓解上不免犯下的一些小缺失，但整體而言是瑕不掩

瑜。  

（一）過於尊《序》 
  前文已指出吳闓生對《詩序》能提出正確的觀點，也不一味採取，他雖說：

「要之，凡《序》中無事實可指，推衍而為之辭者，多未足置信也。」  「以

此見《序》與舊《傳》之多不可信也。」  「草蟲《序》：『大夫妻能以禮

自防也。』朱子云：『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見以禮自防之意。』今案詩固

無以禮自防之義，亦未見其為夫人之詩。」  但有時仍不免拘泥《序》說，

如以下幾篇：  

                                                 
   見《詩義會通》頁 80。 
   見《詩義會通》頁 84。 
   見《詩義會通》頁 129。 
   見《詩義會通》頁 143。 
   見《詩義會通》頁 46，〈魏風．園有桃〉尾評。 
   見《詩義會通》頁 33，〈鄭風．將仲子〉尾評。 
   見《詩義會通》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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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召南．江有汜》：「《序》云：『〈江有汜〉，美媵也。文王之時，江

沱之閒有嫡不以其媵備數，媵遇勞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朱子云：『詩

中未見勤勞無怨之意。』今案：可於言外之意見之。」   

 2. 〈召南．騶虞〉：「《序》云：〈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行，

則庶類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雖近傅會，於詩指亦大

略得之。騶虞毛以為義獸。韓魯則以騶為囿，而虞者掌囿鳥獸之官。其說

亦可兩存。」   

  前例明明同意朱熹的說法，卻又不願違背《詩序》，簡單的歸之於從言外

之意見之。後例吳氏明知毛《序》近於附會，卻堅持與三家並存。其他如把〈靜

女〉「彤管」說成女史彤管之法  、〈叔于田〉說成是刺莊公  、〈魚藻〉

說成是刺幽王。  皆因過於尊《序》，而有所局限。總之《詩義會通》書中

「言外之意」的標準甚難拿捏，或許正見吳闓生在傳統與現代釋《詩》的游移

態度。 

（二）釋義迂迴 
  《詩義會通》在解釋詩義時常有直截之見，如〈鵲巢〉尾評批評毛《傳》、

朱《傳》之後說：「鄙意止是嫁女之樂歌，並無他義。」  〈草蟲〉：「詩

固無以禮自防之義，亦未見其為夫人之詩。」  但亦難免講寄託，不從文本

語言出發，有時過於拘泥《序》說，將上下詩篇繫於一人一事，而流於迂迴，

不夠直截的毛病，如以下幾篇說詩義雖然獨特，但卻迂迴難通：  

 1. 〈邶風．匏有苦葉〉：「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闓生案：以歸妻喻求士，

以待天下之清也。   

 2. 〈邶風．谷風〉：吳闓生評曰：「竊疑此人臣不得志於君，而託為棄婦之

詞以自傷，未必果婦人之作也。」   

 

                                                 
   見《詩義會通》頁 8。 
   見《詩義會通》頁 10。 
   見《詩義會通》頁 18。 
   見《詩義會通》頁 18。 
   見《詩義會通》頁 104。 
   見《詩義會通》頁 6。 
   見《詩義會通》頁 7。 
   見《詩義會通》頁 9。 
   見《詩義會通》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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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衛風．有狐〉：吳闓生評曰：「鄙意『有狐綏綏』，喻狄之入衛。『之

子無裳』，喻戴文初立，資用之不給也。如此，則與〈木瓜篇〉一貫，且

其關繫較大。   

（三）美刺不一 
  吳闓生書中有時亦不免過於講微文深義，以美為刺。例如說〈崧高〉為刺

宣王疏遠賢臣，不能引以自輔。  說〈烝民〉為見宣王失德，疏遠賢臣。  

一反〈詩序〉美宣王舊說，令讀者迷失於其微文深意的美刺標準為何。  

（四）增字解經 
  吳闓生非常重視字詞精確訓解，但偶而亦難免增字解經。例如： 
 1. 〈邶風‧旄丘〉「靡所與同」：「不與我同心」。  增「心」字為釋，

不如毛《傳》：「無救患恤同也。」   

 2. 〈衛風．氓〉「靡室勞矣」：「靡室勞者，靡室不勞也。靡有朝者，靡朝不

勞也。此語急省字之例。」  他的訓解過於泛用語急訓解。龍宇純引《荀

子》「積靡使然」訓「靡」為「習」，說成習室勞矣，最為直截有據。   

 3. 〈小雅．都人士〉「綢直如髮」：「胡承珙云：綢，絲也。言綢直如其髮，

倒文成義。」  王引之《經傳釋詞》：「如，猶其也。」此處「綢」為

「稠」之通借，應訓為綢直其髮(其髮密直)。  
 4. 〈小雅．車攻〉「舍矢如破」：「應矢而死者如破」；並批評王引之訓「如」

為「而」非是。「如」、「而」同為日母字，古書通假不乏其例；訓為放

矢而破（射傷獸），最為直截。吳闓生釋「舍矢」為應矢而死者，實增字

以釋經文。 

（五）錯解詞義 
  字詞訓解本是《詩經》研究最為困難之處，《詩義會通》亦有極少數待商

榷處，如： 

                                                 
   見《詩義會通》頁 28。 
   見《詩義會通》頁 133。 
   見《詩義會通》頁 134。 
   見《詩義會通》頁 15-16。此說係採朱《傳》。 
   見《毛詩鄭箋》（臺北：新興書局 1973 年 9 月），頁 16。 
   見《詩義會通》頁 25。 
   詳參龍宇純《絲竹軒詩說》（臺北：五四書店 2002 年 11 月），頁 221-230 
   見《詩義會通》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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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雅．雲漢〉「黽勉畏去」，吳闓生：「畏去，畏出也。」  採朱熹

《詩集傳》「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龍宇純以此詩去、故、莫、虞、

怒五字為韻，五者古韻並屬魚部陰聲，「去」怯一語之轉，「去」即有怯

義。上古「去」一音二語，一者義為來去，書作「去」字；一者義為畏怯，

以其音同來去之去，故亦書作「去」字。   

 2. 〈周頌．烈文〉「無封靡于爾邦」：「封，專利以自封殖。靡，侈也。《白

虎通》引無作毋。」  吳氏的訓解不如舊說直截，毛《傳》：「封，大。

靡，累也。」鄭《箋》：「無大累於汝國，謂侯治國無罪惡也。」馬瑞辰：

「猶云無大損壞於爾邦也。靡、累以疊韻為訓，傳訓為累，與損壞義近，

累於國即損壞於國也。」   

（六）誤解詩義 
  吳闓生偶而也犯審美不足，虛實不分，誤解詩義之誤。例如：〈豳風．東

山〉舊評：「首章，方歸。次章，歸途憶家。三章，既歸。四章，歸後歡聚。」

 不明末二章和一二章一樣都是詩人的心理意念活動，解之以實，未若釋之

以虛，征夫從對面設想家園殘破和新婚妻子盼歸情態。若解為既歸，歸後歡聚，

除不合於「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詩意表現征夫近鄉情怯，不安焦慮之情

外，亦降低「悲彼東山詩，悠悠令我哀。」征戍詩的悲劇情調。  

九.結語 

  桐城派對漢學、宋學的態度，梅曾亮稱姚鼐說過：「吾不敢背宋學，亦未

嘗薄漢儒。」  劉開、姚瑩、曾國藩主張對漢學、宋學：「欲兼取二者之長」

 「取漢儒之博而去其支離，取宋賢之通而去其疎略。」  「博究精深，兼

                                                 
   見《詩義會通》頁 132。 
   詳參龍宇純《絲竹軒詩說》（臺北：五四書店 2002 年 11 月），頁 86-88。 
   見《詩義會通》頁 140。 
   見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北京：中華書局 2004 年 2 月 1 版 3 刷），頁 1048。 
   見《詩義會通》頁 65。 
   見梅曾亮《柏梘山房文集》卷五〈九經說書後〉（臺北：華文書局 1969 年），頁 225。 
   見《清儒學案》卷 177，頁 5123。 
   見劉開《劉孟涂文集》卷二〈學論〉中，（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年 3 月 1 版 1 刷），

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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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眾妙。」  桐城後學姚永樸將治經方法歸納為「守漢儒之訓詁名物，而無

專己守殘；宗宋儒之義理，而力戒武斷。」兩句話  。吳汝綸治經的原則是

對漢宋兩派成說「無所不採，而亦無所不掃」  ，吳闓生對漢宋亦能客觀批

判，異於方苞《朱子詩義補正》治經以宋儒為宗，馬其昶《毛詩學》篤信小序

而主毛《傳》，更能發揮桐城派對漢學、宋學包容的態度。除此之外注重字詞

訓解、異文、會通眾說，這些是《詩義會通》在小學與經學上的優點。當然我

們也觀察到《詩義會通》在狂飊奮進的 20 年代，期望發掘《詩經》的文學價

值，又不願違背《詩序》的游移態度。  
  《詩義會通》最大的特點還是在「以文說詩」。吳汝綸主張說經要「通訓

詁」與「通文章」，從文章學的角度研究經書文本的結構特點與作文方法。吳

闓生《詩義會通》秉持其父觀點，展現桐城派詩文一理的古文理論，以桐城義

法精闢的詮釋《詩經》的文章學、篇章語言學、文藝風格學，對《詩經》的文

筆、風格、義法、體式、意境、結構、修辭等審美層面，作出欣賞範式，繼承

與發揚桐城派欣賞古人詩文義法傳統。   

  在提倡廢《序》、推行白話文、注重新的學術研究方法的變動時代，因為

《詩義會通》仍不能完全擺脫尊《序》，又用桐城古文義法詮《詩》，違逆時

代潮流，勢必因而沉寂冰凍。經過快一個世紀，受到各種學術思潮、研究方法

的衝擊，《詩義會通》的許多優點應該被重新發掘。文末以王船山詩學說：「義

理可以日新，而訓詁必依古說。不然未有不陷於流俗而失實者也。」  來回

顧二十世紀變動時代及其後的《詩經》詮釋，確實有不少書籍因為趨新而流俗

失實。《詩義會通》仍不失為一部參驗舊文，抒所獨得，以桐城古文義法發掘

《詩經》文學價值的佳作。它游移於經學與文學之間，獨樹一格的解詩態度，

在去《序》廢經的背景下，尤具鮮明的時代色彩，是傳統《詩經》詮釋過渡到

現代詮釋的橋樑。  

 

                                                 
   見姚瑩《康輶紀行》卷八〈桐城先輩〉（臺北：新興書局，《筆記小說大觀》三十編，1988 年出版），頁 3499。 
   見王遽常《桐城姚仲實教授傳》，文載姚永樸《文學研究法》卷首，（合肥：黃山書社，1989 年），頁 2。 
   見〈黎蒓齋〉《吳汝綸全集》施培毅所撰「前言」（合肥：黃山書社 2002 年 9 月 1 版 1 刷），頁 20。 
   方東樹在《昭昧詹言》說：「讀古人詩文當須賞其筆勢、健拔雄快處、文法高古渾邁處、詞氣抑揚頓挫處、轉

換用力處、精神非常處、清真動人處、運掉簡省，筆力嶄絕處、章法深妙，不可測識處。又須賞其興象逼真處，…」

（卷一 65 則，頁 23）吳闓生的詮釋和其有異曲同工之處。 
   見王船山《詩經稗疏．大雅．黃流在中》《船山全書》第 3 冊，（長沙：岳麓書社 1998 年出版），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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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Wu Kai-sheng’s  
Shi-Yi Hui-Tong 

Lu, Chen-Yu∗ 

【Abstract】 

  After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and the stormy years of 20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cholarly researches on the Book of Ode could not remain 

the same. New approaches were set forth by Hu Shi, Gu Jie-gang, and others, who 

heralded the use of vernacular language and new research methods, and launched 

campaigns such as “abrogating classics and the teachings of the Preface of the 

Book of Ode ,” and “questioning antiquities and identifying falsities.” Written 

somehow against this new current in 1927 and dubbed conservative, Wu 
Kai-sheng’s Shi-yi Hui-tong （詩義會通）  held onto the doctrine of the Preface 

and reinterpreted the Book of Ode in terms of the compositional principle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lete evaluation of Shi-yi Hui-tong 

by bringing into consideration Wu’s biographical data, his other publications, the 

academic situation, and the trends of thought in his time. The paper also 

investigates variant edition of the book and its principle of compilation, elucidates 

its literary hermeneutic of the Book of Ode, and the characteristic and limitation of 

its research perspectiv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Shi-yi Hui-tong writes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Han and the Song scholarship of the classics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and therefore makes quality contributions in its heed to lex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extual variations, and its integration of various strands of 

comment. The genuine achievement of Shi-yi Hui-tong, moreover, lies in its 

explication of the Book of Ode in terms of the literary principle of the Tongcheng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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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By looking into the compositional, the linguistic and the literary aspects of 

the Book of Ode, Wu highlights its rhetoric, form, style and structure, setting an 

example of aesthetic approach to the classic. Among the contemporary attempts to 

provide new readings of the Book of Ode, Shi-yi Hui-tong stands out as one that 

sheds new lights to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e classic by blending the approach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with an otherwise traditional hermeneutic. There are 

ambiguities in Wu’s attitude toward the two lines of approach that he combines, 

but that only reflects all the more truthfully the cultural situation of his time, a 

time when even the hermeneutic of the Book of Ode needs to find its ways to the 

modern. 
 
Keywords: Wu Kai-sheng; Shi-Yi Hui-Tong, the Book of Ode; compositional 

Principle of Tongche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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