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9

1931 年 8 月，朱自清在赴英访学的旅途上给

顾颉刚写了一封信，简述自己对《诗经》中“兴”

的看法。这封信被编入当年 11 月出版的《古史

辨》第三册。此书聚焦于《周易》和《诗经》的

探讨，以破坏其“圣经的地位”，“洗刷出原来的

面目”为宗旨［1］。围绕着“兴”这个热门话题，

此书收录了顾颉刚、钟敬文、何定生等人自 1925

年到 1929 年公开发表过的讨论文章，朱自清的通

信《关于兴诗的意见》，似乎已是这场持续数年

的讨论的尾声。不过，对于朱自清来说，这封信

的重点在于提出了一个“有待完成”的研究构想，

即希望对《毛诗》标注的 116 首兴诗进行综合的

研 究。1937 年， 朱 自 清 在《 清 华 学 报 》 上 发 表

了《赋比兴说》，不但圆满完成了通信中拟定的研

究计划，印证了当年通信中一个悬而未决的“假

定”——“兴”的原义并不能简单等同于顾颉刚所

说的“起兴”，而且大幅拓展了此前的研究构想和

规模，用别开生面的观念史模式对“兴”进行了

深入的探究。

关于《诗经》之“兴”的讨论，看似一项具体

的学术论题，实际上是一场声势浩大且备受争议

的学术潮流激起的浪花。概而言之，20 世纪 20 年

代，胡适、顾颉刚等人倡导打破汉儒的经说，用

新方法和新观点洗刷出《诗经》的本来面目，并

发展出将近世歌谣与《诗经》进行比较研究的重

要模式，来推演《诗经》的情意内容和艺术形式。

这种“整理国故”的激进实践引起了周作人、陈

寅恪等人的批评，但是由此牵引出如何对古代的

思想文化实现更真切的理解和更公允的评价，也

成为学术界必须回应的一个基本问题。朱自清的

《赋比兴说》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持续探索的典

型成果。本文首先简要梳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

史辨派对“兴”的探讨，然后重点考察朱自清如

何吸收借鉴乾嘉汉学的考辨方法和郭绍虞的观念

史研究模式，对《毛诗》兴义进行考辨、溯源和

历史演进的追踪研究，再将朱自清的《赋比兴说》

置于 20 世纪 20 — 30 年代的学术语境之中，试图

呈现当时学界在引入新立场和新方法从事古典研

究的过程中展开的实践、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反

思，以期深入发掘朱自清的这种诗学探寻所包含

的深意和丰富的启示。

别开生面的诗学探寻

——朱自清《赋比兴说》略论

刘佳慧

内容提要 历来众说纷纭的《诗经》之“兴”，经顾颉刚从歌谣起兴的角度标立新

说，迅速成为古史辨运动的热门论题，也开启了朱自清写作《赋比兴说》的学术机缘。

通过借鉴汉学家阮元的考辨方法和郭绍虞的观念史研究路径，朱自清在《赋比兴说》中

考辨了《毛诗》兴义，认为“兴”兼具“发端”和“政教的譬喻”的双重意义，并且追

溯了《毛诗》这套独特的解诗方式得以发生的历史成因，梳理了“兴”在后世融入“比

兴”的观念演进轨迹。将朱自清的《赋比兴说》置于当时的学术语境中，可以呈现朱自

清对融摄西学来研治中国文学批评的通达识鉴，他对“以西格中”和“以今例古”这两

种模式的反思，以及他在古典研究中所具备的“了解之同情”的历史眼光。

关键词 朱自清；顾颉刚；“兴”；郭绍虞；观念史研究



60

2019 年第 6 期Literary Review

一 古史辨派的“起兴说”
  与朱自清的回应

1925 年 6 月 7 日，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发

表了《起兴》一文，通过将近世歌谣与《诗经》进

行归纳比较来研究“兴”［2］。这种研究模式源于他

对两个学术活动的深度参与。首先，1918 年北京

大学开始向全国征集民间歌谣，刘半农负责主持具

体事务［3］，顾颉刚从《北京大学日刊》上读到各

地采来的歌谣，激起了浓厚的兴趣。从 1919 年开

始，顾颉刚在苏州老家搜集整理当地的民间歌谣，

并陆续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其次，1921 年顾颉

刚为《辨伪丛刊》辑录了宋人郑樵的《诗辩妄》，

这部书对《诗经》的权威注解进行了大胆的批评，

顾颉刚深感认同，并决心要“离开了齐、鲁、韩、

毛、郑五家的传统说法自己来找寻《诗》的真正意

义” ［4］。顾颉刚通过批判性地阅读汉儒的经传，以

及宋人以降的诸多注解和质疑汉儒的文字，认为前

人解说中存在着种种谬误，并将《诗经》与歌谣研

究汇聚起来：“到了这个时候再读《诗经》的本文，

我也敢用了数年来在歌谣中得到的见解作比较的研

究了。我真大胆，我要把汉学和宋学一起推翻，赤

裸裸地看出它的真相来。”［5］ 

顾颉刚结合自己数年来对歌谣的研究心得，提

出了对“兴”的独到见解。顾颉刚认为，诸如“阳

山头上花小篮，新做媳妇多许难”这样的歌谣，

“起首的一句和承接的一句是没有关系的”，这种

“无意义的联合”只是因为“篮”和“难”构成了

押韵，通过韵句的陪衬，让歌谣有了起势，以避免

一开头就直接讲新媳妇而显得突兀［6］。顾颉刚进

一步用这个观点去看《诗经》中的兴诗，认为《毛

传》和《郑笺》说解的很多兴诗，其实是通过押韵

构成的“无意义的联合”，而被汉儒赋予了牵强附

会的意义和联系［7］。

这种大胆冲破前人旧注，将《诗经》与歌谣民

俗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模式，通过顾颉刚、胡适、

俞平伯等人的积极倡导，形成了一时的学术风向。

1925 年，胡适在武昌大学发表了关于《诗经》的

讲演，提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

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对于这些“自然的有生命的

文学”所包含的用意，“要大胆地推翻前人的附会，

自己有一种新的见解”。因此，胡适会将意大利和

西班牙等地的男子用弹琴唱歌取欢于女子的风俗，

来解释《关雎》中“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诗

句，并将《芣苢》视为女子在光天丽日之下边劳作

边哼唱的民歌［8］。1926 年，顾颉刚搜集整理苏州

歌谣的《吴歌甲集》刊行，俞平伯在此书的序言中

指出：“数千年之后，若再生一孔子，安见不把它

著录于十五国风之外，另立一《吴风》呢？”［9］这

也是将《诗经》中的国风视为各地歌谣的汇集，因

此才有《吴歌》有朝一日编入《诗经》的“厚望”。

顾颉刚提出的这个颇具颠覆性的“起兴说”得

到了古史辨派的认同与响应，胡适认为顾颉刚论

“起兴”是“很有趣味又很有价值”的讨论［10］，何

定生和钟敬文更是对顾颉刚的起兴说进行了补充和

完善。何定生直接继承了顾颉刚从声音押韵的角度

考察起兴的思路，他引用郑樵的“诗在于声，不在

于义。犹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以其辞意

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来说明《诗经》作为中

国的第一部诗集，正与民间的歌谣“同其道理”，

就是“纯出自天籁”，注重声音和听觉的体验［11］。

钟敬文将顾颉刚的起兴说视为“有价值的发见”，

并在顾颉刚论兴诗的基础上进行了更详细的剖析，

区分出两种类型，一种是“纯兴诗”，只是借物起

兴，与后面的意思毫不相干；一种是“兴而带有比

意的诗”，它们在借物起兴的同时，隐约与后文形

成意义上的关联和暗示。钟敬文不但从《诗经》和

民歌中都举出了相应的例子，而且认为这两种类型

在民歌中都非常流行［12］。

朱自清在 1931 年通信中的意见与顾颉刚的

“起兴说”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朱自

清赞同顾颉刚对“起兴”的论述，他不但将“起

兴”视为歌谣中极为重要的艺术形式，而且尝试对

此现象之成因加以剖析阐明。朱自清认为“起兴”

中包含了“由近及远”的认知原则，歌谣中“所歌

咏的情事往往非当前所见所闻，这在初民许是不容

易骤然领受的；于是乎从当前习见习闻的事指指点

点地说起，这便是‘起兴’。又因为初民心理简单，

不重思想的联系而重感觉的联系，所以‘起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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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与下文常是意义不相属，即是没有论理的联

系，却在音韵上（韵脚上）相关联着”［13］。

另一方面，朱自清认为“起兴”诚然可以说

明“古今歌谣的起句的确切的价值与地位”，但是

直接将“起兴”等同于《诗经》中的“兴”却是有

待商榷的。“兴”是《毛诗》用于说诗的重要观念，

《诗大序》将“兴”列为“诗六义”之一，却并没

有直接给出“兴”的确切含义。《毛诗》对“兴”

这一诗学观念的运用，具体而微地呈现在它对 116

篇兴诗的标示和说解之中。因此，朱自清在通信中

提出了一个研究构想，希望今后能够对《毛诗》标

明的 116 篇兴诗进行归纳提炼，考察作为诗学观念

的“兴”在《毛诗》中的本来意义［14］。

二 朱自清的《毛诗》兴义考辨

1937 年，朱自清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赋

比兴说》，不但考察了《毛诗》中“兴”的本义，

而且追溯了这套说诗观念得以形成的历史渊源，并

重点探讨了“兴”在后世融入“比兴”的观念演进

历程。相比于朱自清在 1931 年通信中提出的研究

构想，《赋比兴说》在研究的规模和广度上可谓大

大地扩充了。朱自清于 40 年代将这篇文章加以修

订之后，编入古典文学论著《诗言志辨》，成为此

书的第二章《比兴》。

朱自清以《毛诗》为基点来考察“兴”的本

义。“兴”作为《毛诗》中频频出现的关键术语，

《毛诗》却没有为“兴”下一个明确清晰的定义，

而是将其运用于具体的诗篇解说之中，例如标明

《关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为兴句，并加

以简要的阐释。朱自清针对《毛诗》所标明的 116

篇兴诗，逐篇考察《毛诗》对兴句的具体注解，从

对“用例”的精细研究中，归纳出“兴”的意义和

用法，并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

首先，朱自清系统考察了《毛诗》标注“兴”

的位置。朱自清发现《毛诗》中的“兴”，通例标

注在首章次句之后，共计 102 篇［15］。例如《关雎》

的开篇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毛诗》标注的“兴”位于“在河之洲”后

面。朱自清进一步统计出《毛诗》将“兴”分别

标注于诗篇的首章首句、次句、第三句和第四句

的情况共有 115 处，可见发兴于首章是《毛诗》之

“兴”的一个典型特征［16］。

其次，更重要的是，朱自清将《毛诗》对兴句

的具体解说进行了系统的清理，从诸多实际“用

例”中提炼出它们共同包含的意义模式。例如《毛

诗》将《齐风·南山》首章“南山崔崔，雄狐绥

绥”标为兴句，解释为“国君尊严，如南山崔崔

然。雄狐相随，绥绥然无别，失阴阳之匹” ［17］；再

如《 大 雅· 卷 阿 》 的 首 章 兴 句“ 有 卷 者 阿， 飘

风自南”，《毛诗》释义为“恶人被德化而消，犹

飘风之入曲阿也” ［18］。朱自清通过广泛搜集和分

析《毛诗》的兴句释义，发现它们大量使用了

“若”“如”“喻”“犹”等关键字，具体意义都不

出譬喻的范畴，而且体现出了鲜明的政教伦理的

意涵。

通过全面的考察，朱自清认为《毛诗》中的

“兴”兼具发端和比喻这两重含义。正因为《毛诗》

多以政教伦理之比喻来说解“比句”和“兴句”，

所以“比”和“兴”颇有相似之处；而“兴”又

多出了“发端”这一层含义，故与“比”有所不

同，这也是历代以来“比”和“兴”缠夹不清的关

键所在。朱自清关于《毛诗》兴义的基本论断，还

延续到了他后来写作的其他著作中。例如朱自清在

《经典常谈》中重申了他在《赋比兴说》中的看法：

“比、兴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诗篇发端的叫做兴。

《毛传》只在有兴的地方标出，不标赋、比；想来

赋义是易见的，比、兴虽都是曲折成义，但兴在发

端，往往关系全诗，比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别标

出了。”［19］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朱自清立足于完备扎实

的文献材料，对“兴”在《毛诗》中的“用例”加

以全面收集和细致剖析，这与清代著名汉学家阮

元对古代典籍中的重要观念的考释一脉相承。阮

元作为乾嘉汉学的殿军人物［20］，他秉承以文字训

诂疏通义理的治学立场，凭借详尽的“用例”收

集和精密的意义分析，清理了历史上歧说纷纭的

“仁”“一贯”“慎独”等核心概念，力求还原它们

在古代经书中的本义［21］。例如，为了探究《论语》

中“仁”的原义，阮元统计出《论语》中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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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句共有 58 条，“仁”字共出现了 105 次，他

将《论语》中涉及“仁”的文句尽数搜集，加以罗

列排比和逐条阐明，以此提炼出“仁”的本来意

义［22］。朱自清对《毛诗》所标明的 116 篇兴诗加

以系统考察，以实事求是的文献分析来推明兴义，

进行“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

家考辨经史子书”［23］，正与汉学家阮元这种严密

的治学方法有相合之处。不仅如此，朱自清对阮元

的著述也非常熟悉，在古典研究中经常引用和借

鉴他的考辨成果。例如朱自清在 1934 年为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撰写的书评中，曾指出郭

绍虞对“八病”的探讨还有待商榷，并认为阮元的

《文韵说》可资参考［24］，朱自清的《赋比兴说》也

引用了阮元对“风雅颂”之“颂”的考释成果［25］。

由此可见，朱自清不但熟知汉学家阮元的考辨之学

及其研究成果，而且他本人也主张像汉学家那样用

详实完备的材料阐明关键概念的本义，将论述建立

在坚实可靠的“用例”之上。

如果我们将胡适、顾颉刚的《诗经》研究与之

比较，更能看出朱自清在方法论上的严谨要求。胡

适虽然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但是在

具体论证中往往不够“小心”。胡适曾结合自己的

研究经验谈科学方法之运用：“这种方法实行的时

候，决不能等到把这些同类的例都收集齐了，然后

下一个大断案。当我们寻得几条少数同类的例时，

我们心里已起了一种假设的通则。有了这个假设的

通则，若再遇着同类的例，便把已有的假设去解释

他们……由几个（有时只须一两个）同类的例引起

一个假设，再求一些同类的例去证明那个假设是否

真能成立：这是科学家常用的方法。”［26］顾颉刚在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坦言自己受到了胡适研

究方法的深刻影响［27］，而且胡适和顾颉刚在 20 —

30 年代的古史辨运动中饱受诟病的一点，恰在于

他们举证往往不够全面严谨，在例证的数量和类型

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就“大胆”给出了判断，例如

顾颉刚的《起兴》一文，就是从近世歌谣来进行类

推，以《吴歌甲集》中的九条歌谣来说明《诗经》

兴句的特点。因此张荫麟曾对古史辨派的方法论提

出激烈的批评，傅斯年也指责顾颉刚“材料不足而

强作定论”［28］。从这个意义上说，朱自清对汉学

家治学方法的标举和实践，有助于纠正古史辨派在

20 — 30 年代的《诗经》研究中因例证不够充分、

方法不够严谨所带来的立论草率之弊病。

三 朱自清的兴义溯源与观念史研究

除了对《毛诗》兴义的详切探析，朱自清的

《赋比兴说》还把两个研究重点纳入进来，一是追

溯《毛诗》这套解说兴诗的模式得以产生的历史

背景和思想资源，二是在通释赋、比、兴的基础

上，重点考察了“兴”这个诗学观念在后世的演进

情况。

朱自清通过对《左传》的研究认为，春秋时期

列国大夫在正式社交场合引诗赋诗是极为常见的现

象。正如《论语》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当

时列国大夫对“诗三百”极为熟悉，在赋诗引诗

的时候，也是根据具体的场景和意图，断章取义地

借用部分诗句，加以引申来传达己意。而这些意思

多出于政治社交场合的实际需要，均是有所为而

发，所以多少含有政教伦理的意味。因此朱自清评

论道：“看《左传》的记载，那时卿大夫对于‘诗

三百’大约都熟悉，各诗的本义，在他们原是明白

易晓，正和我们对于皮黄戏一般。他们听赋诗，听

引诗，只注重赋诗的人引诗的人用意所在；他们对

于原诗的了解，是不会跟了赋诗引诗的人而歪曲

的。好像后世诗文用典，但求旧典新用，不必与原

义尽合；读者欣赏作者的技巧，可并不会因此误解

原典的意义。”［29］

朱自清认为，《毛诗》继承了这种源自赋诗引

诗的“断章取义”的模式，却没了春秋时士大夫

赋诗引诗的具体背景和社交环境。《毛诗》对“诗

三百”一律有意深求，一些原本明白易晓的即事言

情之作，均被《毛诗》强行赋予了政教伦理之意

涵，而诗句的字面义却难以为《毛诗》的解说提供

足够的支撑和线索，因此在今人读来颇有“脱离文

本”、“无中生有”之感。这种着眼于政教伦理的说

诗立场，一方面来自春秋时期赋诗引诗之传统遗

存，另一方面则被孔子“思无邪”的诗学主张所确

认和强化。朱自清认为，“思无邪”的观点对作为

儒家经典的《毛诗》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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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邪”就是“归于正”的意思，《诗大序》所说的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

风俗”，“发乎情，止乎礼义”，都是“思无邪”的

注脚。《毛诗》基于这个根本性的意念，用政教伦

理式的喻义来解说兴句，例如将“采采卷耳，不盈

顷筐”标为兴句，解为“后妃忧在进贤”，得出了

“远出常人想象之外” ［30］的论断。

在追溯了《毛诗》兴义及其解说模式的渊源之

后，朱自清进一步爬梳了“兴”在后世的演变历

程。朱自清的这种观念史研讨思路，在一定程度上

得益于郭绍虞的启发。郭绍虞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的关键概念进行历史考察和梳理的先行者［31］，

他认为对核心观念的系统清理，能够为批评史写作

提供坚实的基础。自 1927 年起，郭绍虞陆续发表

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文学

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文气的辨析》等专题文章，

主张“辨析这些抽象名词的义界，不使它模糊，亦

不使它混淆”，运用史家的眼光和丰富的历代文献，

勾勒“神”“气”等基本概念的意义内涵在不同时

期的演变轨迹［32］。

20 世纪 30 年代，朱自清与郭绍虞同在北平

期间，交往非常密切。据郭绍虞回忆，当时他在

燕京大学，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他们在两校互相

兼课，往来频繁，也经常交换彼此搜集的资料和

新获得的见解［33］。朱自清不但对郭绍虞的著述非

常熟悉，而且为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和

《语文通论》等著作撰写过公允切要的书评。朱自

清在 1933 年 7 月的日记中，就记录了他对郭绍虞

诸篇观念史论文的研读情况，并附上了精要的笔

记，例如他抄录了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

“神”“气”说》一文所划分的概念演进的五个时期

和代表性学说［34］，可见他意识到了对概念的意义

及其演变历程加以考察的重要性。

朱自清于 1937 年发表的《赋比兴说》就吸收

了这种观念史的治学思路，同时又融入了他对中国

文学批评史的总体观察和独到理解，从而体现出不

同于郭绍虞的鲜明特色。如果说郭绍虞主要是将一

些基本概念加以独立研究，注重提炼和剖断它们在

历史演进中出现的不同的意义变体，那么朱自清则

将对“兴”的探析，纳入他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源头

的追踪考索之中，并将这一系统思考延伸到了他在

40 年代出版的专著《诗言志辨》。朱自清认为中国

文学批评始于论诗，“诗言志”、 “诗教”、“比兴”和

“正变”这四个批评意念就从中国诗论的源头流贯

而下，并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诗言

志”是开山的纲领，接下来是汉代提出的“诗教”，

这两个纲领原本都是从诗歌的政教功能出发，“告

诉人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 ［35］。而“比”“兴”

则属于这种纲领的细目，是《毛诗》用来解说具体

诗歌的方法，并为很多诗歌赋予了鲜明的政教伦理

的意涵。

正是对中国诗论的渊源和关键意念有一个全

局性的识断，朱自清对于“兴”在后世的演变史

迹，尤其注重考察“兴”融入“比兴”这个诗学

观念时所发生的“从方法到纲领”的意义转向。正

因为《毛诗》中的“比”和“兴”都具有譬喻的含

义，所以后世也经常“比兴”连称，不过在这种

观念的合并与重铸的过程中，“兴”所包含的“发

端”那一层含义就隐退了，共同凝结为比喻之义。

又因为后世涌现出了注重连类取譬、专事吟风弄月

的新文体，“比兴”也在不断扩容和更新的文学场

域中，开始凸显出它所具有的政教伦理之意涵，从

而与单纯讲求精美辞藻和雕形刻绘之比喻形成了鲜

明的区别。自唐代以来，“比兴”屡屡成为后世人

用来倡导文学创作的现实性、政治性和功用性的重

要观念。例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这篇纲领性的

长文中提出上以诗“补查时政”，下以歌“泄导人

情”，呼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力主恢复“比兴”的讽谕传统［36］。朱自清切要地

指出：“后世所谓‘比兴’虽与毛、郑不尽同，可

是论诗的人所重的不是‘比’‘兴’本身，而是诗

的作用。”［37］朱自清所说的“诗的作用”是指诗歌

的政教伦理的社会功用。这就意味着，后人对“比

兴”的理解与运用，已经不再将“比”“兴”局限

于《毛诗》解说比喻的“具体方法”，而是更为看

重这套解诗方法的背后所体现的具有政教伦理色彩

的“诗学纲领”，注重它们所阐发和彰显的“经夫

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与“发乎

情，止乎礼义”的诗学旨趣。因此，“比”和“兴”

在《毛诗》中的微妙差异在后世演进中已经日趋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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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它们共同凝结成的“比兴”意念，逐渐开始凸

显“诗言志”和“诗教”纲领所秉承的政教立场，

从而完成了朱自清所说的“渐渐由方法而变成了纲

领”的意义转变［38］。

四 学术史视野中的《赋比兴说》

朱自清的《赋比兴说》并不是一项孤立的学术

研究，而是与其写作前后的学术语境发生着密切的

联系。这其中既包括了朱自清对顾颉刚的“起兴

说”的回应，涉及到他与郭绍虞、浦江清等同道友

人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切磋探讨，还关涉到 20 世

纪 20 — 30 十年代中国学界对于如何研究古代思想

文化所展开的学术论争。本文将结合这三重语境来

透视《赋比兴说》，以期对朱自清的这番诗学探索

获得更丰富而深入的体认。

针对顾颉刚的“起兴说”，朱自清敏锐地辨

识出了作为阐释模式的“兴”和作为创作手法的

“兴”之间的区别。基于文献的流传情况，我们现

在能够知道的是，《毛诗》使用了“兴”这个诗学

概念来说诗论诗，至于《诗经》中的诗篇当初在创

生之际，是否采用了《毛诗》所说的“兴”的意念

来进行实际的创作，已经难以考索和确证了。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毛诗》在历史上的重要地

位，《毛诗》用来说诗的阐释方式，又反过来影响

了后世的诗人，成为众多诗人写诗的纲领。“兴”

于是在历史演进中层累了阐释方法和创作纲领这两

种文学功能。历代研究者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包

括顾颉刚也是将《毛诗》中的“兴”直接等同为歌

谣中的“起兴”创作手法，这就让“兴”的面目

变得模糊难辨、夹缠不明。相较之下，朱自清却

能够将“兴”的这两种意义功能加以厘清，破解

了“兴”的争论中夹缠不清的症结所在，并勾勒出

“兴”由阐释方法转变为创作纲领的观念史轨迹。

朱自清对“兴”的这种精密辨识，与他积极吸

收西方传来的文学批评观念密切相关。朱自清曾撰

文指出，“文学批评”属于外来的意念，中国传统

的“诗文评”与之相当却并非完全一致，他希望学

界能够以“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

目”［39］。文学批评这个西方观念的输入，并非仅

仅是向汉语世界引入了一个新译名，而是把它背后

一整套具有西方学术烙印的分类系统和价值系统都

携带进来了。相比在中国长期以来不太受重视的

“诗文评”，西方的文学批评率先步入了学科自觉

的阶段，并以西方的思想资源为理论版图，用模仿

论、表现论、阐释论、鉴赏论、价值论、修辞论等

范畴名目把文学批评的疆域划分得眉清目楚。朱自

清对运用这套西方观念的利弊有着清醒的认识。就

“利”而言，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照见传统的面

目。诗文评中诸如“兴”、“韵”等重要概念经过历

代传承和长期使用，往往叠加了多个来自不同层次

的意义，导致了各执己见的观念之争。借西方的文

学批评所携带的那一套精密的分类体系，朱自清敏

锐地识别出“兴”在《毛诗》中承担的阐释功能，

又结合观念史的追踪，剖解了“兴”在历史演进中

层累起来的分属于阐释、创作、鉴赏等文学批评范

畴的多种意涵，从而对“兴”的意义演变脉络看得

更清楚了，把“兴”的争论问题看得更透彻了。

正因为朱自清将作为阐释模式的“兴”特意

拈示出来，并承认这种阐释具有独立于诗歌本义

的文化价值，他才会在《诗言志辨》一书的序言

中写道：“《毛诗》的解释跟作诗人之意相合与否，

我们也不论。因为我们要解释的是‘比兴’，不是

诗。”［40］如果说朱自清对作为阐释模式的“兴”的

精密识别，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对西方文学批评

观念的借鉴，那么他对于借鉴西学的过程中可能存

在的“以西格中”的问题，同样有着敏锐的洞察。

西方的学术方法对于研治各学科的专门知识，的确

具有系统性和精密化的优点，但是中国学者在借鉴

和挪用这套学术框架和方法的同时，往往也会自觉

或不自觉地引入和携带西方的观念、标准和尺度，

以此来审视和评判中国的材料。朱自清于 1933 年

阅读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时就注意

到，郭绍虞运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对中国文学批评

史加以系统梳理，“分析精确，头头是道”，富于体

系性和逻辑性，但是也存在着“以西格中”的弊

病——“主要观念则主纯文学，不以传统的文学观

为然”［41］。就《毛诗》而论，郭绍虞正是以舶来

的“纯文学”的标准，即那种注重审美、追求文学

的创造性和非功利性的评价尺度，否定了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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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政教伦理之色彩的诗学主张，故而断言“汉

人解诗之失只在泥于王道”，并对以《毛诗》为代

表的汉儒解诗之学未加重视［42］。朱自清因此在书

评中公允地指出，郭绍虞对汉儒说诗部分的论述较

为薄弱，没有充分呈现“赋”“比”“兴”在中国诗

论中的重要地位［43］。

《毛诗》兴义在后世逐渐汇入“比兴”这个诗

学观念之中，那么具体落实到对“比兴”的评价

上，朱自清不是去向西方寻求一个外在的“标准”

来裁断“比兴”的好坏优劣，而是通过考察“比

兴”在历史上产生的实际影响，来评价它在不同时

代的真确价值。又因为“比兴”主要是与解诗、论

诗和诗文创作等文学活动息息相关，所以朱自清将

其置于文学史的脉络之中，追踪“比兴”如何在

后世成为了指导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纲领性原则，参

与塑造了文学史的真实面貌。这不但表现在中唐时

期，白居易通过重新发掘和倡导“比兴”所具有的

社会功用价值来发动“新乐府运动”，而且晚清之

际常州词派用“比兴寄托”来推尊词体，这是作为

“纲领”的“比兴”在文学史上再一次浓墨重彩的

登场。

由此可见，朱自清在对“比兴”进行观念史研

究时，既施展了西学方法的系统化和精密化的优

势，又注意避免了用西方标准来评判中国观念的弊

病。朱自清选择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审视“比

兴”的历史价值，这一治学思路也体现在他与清华

同事浦江清对文学史的研讨切磋之中。朱自清在

1933 年与浦江清的谈话中指出：“今日治中国学问

皆用外国模型，此事无所谓优劣，惟如讲中国文学

史，必须用中国间架，不然则古人苦心俱抹杀矣。

即如比兴一端，无论合乎真实与否，其影响实大，

许多诗人之作，皆着眼政治，此以西方间架论之，

即当抹杀矣。”［44］正是基于对中西交汇的大格局中

如何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远见卓识，朱自清以“比

兴”在文学史中的实际效应作为评价的基准，还原

“比兴”在不同时代的真实价值和功用影响，从而

切实践行了他的学术主张——“各时代的环境决定

各时代的正确标准，我们也是各还原其本来面目的

好”［45］。

朱自清的《赋比兴说》还与 20 世纪 20 — 30

年代中国学界对于如何研治古代思想文化的探索争

鸣密切相关。20 世纪 20 年代，以胡适、顾颉刚为

代表的古史辨派倡导打破汉儒经说，洗刷出《诗

经》的本来面目。不过，正如《古史辨》第三册

自序所言，“打破旧说甚易而要建立新的解释则大

难”［46］，胡适和顾颉刚在勇猛地冲破旧说的同时，

他们的理论方法尚未经过严密的推敲打磨，用于参

阅的素材线索也还常常限于现实中的熟悉情境和手

头掌握的民俗歌谣，并没有做到线索的全面铺开和

资料的“竭泽而渔”，因此他们多借助一些近世歌

谣的归纳比较，以及现代人易于理解的情感和生活

场景，去揣摩和推断《诗经》的文本面目，这就有

可能造成“以今例古”的问题。比如胡适在关于

《诗经》的演讲中，借助“女工人放假急忙要归的

情景”来理解《葛覃》［47］，顾颉刚的《起兴》一

文，则是从吴地搜集的近世歌谣来类推《诗经》中

“兴句”的特点。

胡适和顾颉刚等人的《诗经》研究，不仅是古

史辨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他们落实“整理

国故”之口号的具体实践活动［48］，因此可以纳入

当时知名学者对“古史辨”和“整理国故”运动的

批评中加以透视。周作人认为胡适将《葛覃》解为

“描写女工人放假急忙要归的情景”，恐怕与“初

民社会”的实际境况不合，“胡先生只见汉口有些

纱厂的女工的情形，却忘记这是两千年前的诗了。

倘若那时也有女工，那么我也可以说太史坐了火车

采风，孔子拏着红蓝铅笔删诗了”，这便是对胡适

“以今例古”的直接批评［49］。蔡元培虽然对胡适、

钱玄同、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持包容

态度，认为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同的

学派和主张均可以并存［50］，但是对于国故研究，

他更认同清人俞正燮的观点，即“一时代有一时代

的见解与推想，不可以后人的见解与推想去追改他

们”［51］。1931 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上册审查报告》中，不仅对学界“以今例古”之问

题加以透辟指陈，而且提出了更富学理性和可行性

的研究路径：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

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

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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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

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

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

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

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

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

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

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

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

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

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

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著者

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

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

人之意志。［52］

陈寅恪指出这种“穿凿傅会”的弊端，正是

“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

息者也”，即对整理国故运动中体现出的“以今例

古”等问题进行了公开的批评［53］。同时，陈寅恪

还在这篇审读报告中提出了“了解之同情”，这是

基于对学术现状的反思和对如何开展古典研究的中

正识鉴，淬炼出的一种更具建设性和历史深度的基

本立场，并在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

朱自清作为陈寅恪的清华同事，他不但曾经亲

自去课堂听过陈寅恪讲课［54］，了解其基本的学术

观点，而且以自己在文学领地的精耕细作，切实呼

应了陈寅恪关于整理国故运动的公允之论。朱自清

在 1931 年成稿《中国歌谣》讲义中指出，顾颉刚

将近世歌谣中的特征直接推广到《诗经》上的做

法，存在着“以今例古”的问题，并认为“古今遥

遥不相接，究竟难以此例彼的”，比如成人的抒情

歌有可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发生“进化”，从而带

来古今的诸多差异，不可将两者的特征直接移植照

搬［55］。在 1937 年发表的《赋比兴说》中，朱自

清更以严谨的意义考辨与历史语境的追踪还原，去

清理和溯源《毛诗》兴义的本来面目与历史生成机

制。当朱自清面对《毛诗》用“后妃之德”来说解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时候，虽然会觉得这种

说法“远出常人想象之外”［56］，但是他并没有仅

仅从现代人的立场和常识出发，简单否定《毛诗》

的“兴诗喻义”。朱自清充分结合春秋时期列国大

夫赋诗引诗的社交传统，以及孔孟说诗的思想资

源，试图去追溯《毛诗》的这套阐释模式是如何在

历史的场域中形成的，可谓深具陈寅恪所说的“了

解之同情”的历史眼光。

朱自清的《诗言志辨》被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

领域的重要著作，不过学界对此书的探讨，主要集

中于《诗言志辨》的第一篇《诗言志》。本文尝试

以学界较少论及的《诗言志辨》第二篇、原稿发表

于 1937 年的《赋比兴说》为中心，聚焦于朱自清

对《毛诗》兴义的考辨、溯源和观念史研究，并将

其置于 20 世纪 20 — 30 年代的学术语境之中，以

期深入发掘朱自清的这种诗学探索的重要价值。朱

自清的《赋比兴说》不仅为学界提供了扎实缜密、

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而且这种别开生面的诗学

探寻，包含着他对当时古典研究中存在的“以西格

中”和“以今例古”之问题的切要反思，以及对汉

学家阮元的考辨方法和郭绍虞的观念史研究模式的

吸收借鉴。朱自清审慎运用西方传来的文学批评的

“观念之镜”来照见传统诗文评之面目的努力，对

中西学术如何有效融合的深度思考，以及他在古典

研究中所体现的“了解之同情”的历史眼光，均为

中国学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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