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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屬辭比事，根據鄭玄的解釋，是指《春秋》所載錄的內容。因三傳解經有互異的情形，范

甯提出以己意解經，經唐、宋人推闡，屬辭比事就成為解釋《春秋》的方法。這種方法分化出

兩條途徑，一是經傳互考，二是捨傳解經。經傳互考並未捨棄三傳之說，是以擇傳解經為基礎，

進而承繼杜預的傳例而樹立經例，藉以衡定三傳異說的經文，或考驗三傳同說的經文。捨傳解

經則受宋代心學影響，認為可用人心之所同然之理做為解釋經義的基礎，而且經作於前，傳成

於後，以為經義不待傳而明。然經文簡約，既捨傳，就必須另立新法，於是有經例與依禮說

經二途。這種解釋方法終難不援事說經，元代以後仍然回到不廢傳的主張。至清初，受樸學影

響，一方面抨擊唐、宋人的空疏，另一方面則力振漢學，而恢復三傳（尤其《左傳》）的解

經地位。這是屬辭比事法所展開的發展。屬辭比事的發展顯出解釋《春秋》所遭遇的困難與突破。

從語言組成的角度來看，屬辭比事的確隱含若干可能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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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左傳》中的辭令極富特色，多年來，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和研究。《左傳》中

的辭令主要是外交辭令，主體以行人外交家為主，但也有臨時發揮作用的商人，平民等；另外，

還有一些言辭，並非發生在外交場合，只是一些非正式的交流，但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語言，

我們也把它算作辭令。

本書第一章先從形式上對《左傳》的辭令進行了分類：辭令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分類，首

先因為它發生的主體是不同的；其次，辭令發生的場合也不相同；辭令之所以達到了一種文采

斐然、典雅豔麗的效果，很大程度是因為運用了多種修辭手法。

第二章談的是辭令展開的敘事視角。本章裏我們擬用烏斯賓斯基的視角理論來探討《左傳》

辭令賴以展開的敘述視角問題。

第三章從符號學角度來談《左傳》的辭令問題。首先談的是象徵系統和隱喻，然後談引用

問題，主要談引《詩》、引《易》和引謠諺的問題。

第四章要說的是《左傳》辭令中賦詩與禮的關係和辭令的價值取向。賦詩是《左傳》辭令

中一種獨特的形式。賦詩的產生、發展以及最後的消亡都與禮有著密切的關係。《左傳》辭令體

現出一種懲惡揚善的價值取向。

第五章討論的是《左傳》辭令中崇禮的風尚。作為中國古代一部著名的文史著作，《左傳》

毫無疑問會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書中的辭令集中體現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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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亞庶 

 
 
 
 
青苗博士的著作《左傳辭令研究》就要出版了，要我在書稿前面寫一段

文字。當初，我是青苗這篇博士學位論文的第一個讀者，此時，為她的成功，

感到由衷的高興。 
歷史上，從東漢開始至清代，關於《春秋左傳》的研究，一直是各時期

學術研究中的顯學。據正、續《皇清經解》所收與《左傳》有關的著作，共

有一百一十八種。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輯佚、校勘、訓詁方面的，先是輯

前人所著，如清代馬宗璉《輯春秋左傳賈服注》，或是疏解前人之說，如清朱

振采《服氏左傳解義疏證》。晉代的杜預《春秋左傳正義》出現後，關於《春

秋左傳》的研究，大都以杜注為基礎而展開，研究的體例和視角，也呈多元

的特點，大致上有說例、本例、君子例、詩如例、王霸、皇綱、道統、權衡、

意林、比事、博義、綱領、要義、講義、集義、本義、或問、纂言、師說、

分紀、統紀、會通等。宋、元以來，各種關於《春秋左傳》的專題的研究，

也多角度展開，或見於專門性的傳世著作，或見於學術筆記中的專題性的文

章，題目涉及到五禮、握奇、正月考、鈎元、地名錄、地理考、釋地、疆域、

年考、長曆、占筮、明堂、宮室、禘說、觀象授時、朔閏、日食曆、歲次、

車制、翼服、飲食、風俗、氏族志、名字、爵姓、官制、列女、亂賊等，涵

蓋了古代傳統分類的天道、地理、人倫、物類各個方面，這些豐富的研究的

成果，可以謂之「春秋左傳學」。 
在訓詁方面，清代的漢學家已經給我們做了不少的鋪路的工作，然而時

代思想以及多種條件的限制，使他們仍有所蔽。近代以來，古文字學、古聲

韻學、古語法學都有了長足的發展，我們如果能夠全部消化了這三門學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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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的新成果，更洗去觀念上的蔽障，對於古代的典籍瞭解的分量，將會增

加很多。但是更進一步，當現代的邏輯和基於心理學的語義學的理念和知識

滲透到我們的腦子裏以後，我們對於傳統的「訓詁文例」的精密程度和合理

與否的問題，換句話說，對於它的舊殼子裏給予了意義的限制問題，是不是

有加一番考慮的必要？ 
《左傳》紀事中的人物語言，具有鮮明的特色，前人或謂之辭令，或謂

之屬詞。這方面的研究，有清一代，出現了《春秋屬辭比事》、《春秋屬辭會

義》、《左傳連珠》等，雖然數量不多，但卻開啟了真正的語言與語義範疇的

研究。我們今天所說的春秋時期的辭令現象，從傳世文獻的角度看，大量地、

集中地出現在《左傳》裏，這就為我們從專書角度研究辭令問題提供了豐富

的材料。 
首先是外交與戰爭場合的辭令 
這類辭令既要婉轉含蓄，又要表現出一定的文采。在《成公二年》記載

的齊晉鞌之戰中，齊景公戰敗，逃跑中被晉軍的司馬韓厥追上。韓厥在準備

俘虜齊景公之前，為表示君臣之禮，面對齊景公跪下叩頭，捧著酒杯加上玉

璧進獻，表達了一段相當委婉的辭令：「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

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

敢告不敏，攝官承乏。」這段話用現代語言理解，是說：我們的國君派我們

為魯、衛二國請求，說「不要讓軍隊進入齊國的土地」，我的運氣不好，正好

在軍隊裏服役，無法逃避。而且也害怕臨時逃跑會給雙方的國君帶來恥辱。

我勉強充當一名戰士，僅向國君報告我的無能。但是由於人才缺乏，只好由

我來承擔俘虜您這個差事。這番話不卑不亢，在合乎禮儀的情況下表達出自

己的意願，可以稱得上是《左傳》中典型的外交辭令。 
其次是日常社會活動中的辭令 
這一類大量的是賦詩。在社會交往的各種場合，談話的雙方為極力表現

出自己的學識、才華，往往用賦詩的形式來間接表達。其所賦之詩，或為流

傳至今的篇章，或為逸詩，賦詩者不求達詁，乃各取所賦之意。 
賦詩可以抒情。《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文子如宋

致女，複命，公享之。……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

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

卒章而入。」此先君指已死的魯宣公，是穆薑之夫、伯姬之父。穆姜此時是



 
 
 
 

序  言 

 

－序 3－

為了感謝季文子將女兒送回宋國而出來。其所賦之《綠衣》，在《詩經‧邶風》。

這是一首悼亡詩，其卒章為「絺兮綌兮，淒淒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原意是說，秋天穿著葛布衣，好像有風吹來，感覺有了寒意。睹物傷情，想

到了亡妻早時的體貼之情。穆姜在此是借卒章之義，抒發對亡夫的思念之情。

賦詩可以泄憂。《閔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蒸于宣薑，

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

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

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弛》，齊侯使公

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許穆夫人是衛宣公之子公子頑

和後母宣姜私通所生之女，她有兩位兄長，戴公和文公。有兩個妹妹，齊子

與宋桓夫人。成年之後，衛懿公將她嫁給許穆公。後來衛國被狄人所破，國

人逃散，衛懿公戰死。宋桓公迎接衛國的遺民渡過黃河，住在漕邑，立戴公，

後又立文公。許穆夫人聽到衛國滅亡的消息，立即趕到漕邑吊唁，提出聯合

齊國抗狄的主張，但遭到舊許國大夫的反對，這引起許穆夫人的憤怒和憂傷，

在這種心境下，為泄憂而賦《載弛》。賦詩可用於應酬。《襄公二十六年》：「衛

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土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

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產相鄭伯，賦《緇衣》。」

衛侯由於侵戚之事與晉侯相爭，晉侯趁衛侯來訪之際囚禁了他。齊侯、鄭伯

為衛侯之事來晉國，晉侯為此而設宴招待。《嘉樂》是君主宴會群臣，群臣歌

功頌德的詩。此取其「假樂君子，顯顯令德。益民宜人，受祿於天」之句，

寓讚美齊侯、鄭伯之意。國景子所賦之《蓼蕭》，在《小雅》，是諸侯在宴會

中祝頌周王的詩，此取其「既見君子，孔燕豈第。宜其兄弟，令德壽豈」諸

句之意，謂晉、鄭二國為兄弟之邦，應結同好。子產所賦之《緇衣》，在《鄭

風》，取其「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諸句之意，暗寓感謝晉侯的招

待之情，並希望晉侯能准其所求之事。賦詩可用於責備之意。《襄公十六年》：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

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

朝不及夕，引領而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

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魯國的穆叔出使晉國，言齊再次伐魯，求晉國出兵相救。晉國以未向先君行

大祭之禮和軍隊沒有得到修整為理由來推脫。穆叔強調齊人進攻很急，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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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朝不保夕。這是委婉地強調魯國目前的局勢。後來見到中行獻子，則賦《圻

父》。《圻父》在《小雅》，本是王都衛士斥責司馬的詩。詩中每章開篇都呼圻

父，前人謂其「三呼而責之，末始漏情」，此處穆叔借賦《圻父》，含有譴責

之意。 
在《左傳》中，辭令運用得如此生動、如此靈活，其中所反映的是思想

與語言形式之間的關係，它與當時社會觀念中的禮、德、道、仁、義、忠、

孝等有著直接聯繫。《左傳‧昭公二年》：「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昭公十年》：「讓，德之主也。」《文公元年》：「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

也；卑讓，德之基也。」《襄公十三年》：「讓，禮之主也。」《隱公十一年》：

「怒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在這種社會觀念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

的交接禮儀，規範著人們的交接行為，因此，在儒家的典籍中這種禮讓精神

得到了充分的表述。《禮記‧鄉飲酒義》：「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

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鬥、辨矣，不鬥、

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禮記‧

聘義》：「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淩。」

在《儀禮》中有士相見禮、鄉飲酒禮、燕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士

虞禮等，這些禮俗，對貴族、士大夫的日常生活、行為準則都有詳細的規定，

一旦有所違背，將要受到相應的指責。《論語‧先進》中曾講到孔子與弟子的

談話，孔子要他們各自談談自己的志向，其中子路輕率而急忙地搶先回答，

孔子對他的態度是「夫子哂之」。後來曾皙問為何哂笑子路，孔子回答說：「為

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即使是敵對的雙方，

相互交往時，表面上還要保持一些形式上的禮儀，因此我們對韓厥在俘虜齊

景公之前講的那一番精彩的外交辭令，就可以理解了。在社會交往中，如何

使用辭令，辭令運用是否得當，這不僅是受整個社會禮文化氛圍所影響，同

時也是個人文化修養、知識水平的直接反映。 
青苗博士的這部《左傳辭令研究》，首先對《左傳》辭令的形式，歸納為

譬喻、引用、委婉、設問、對仗、排比、頂針、忌諱、反問等九大類，每一

大類下面，還有具體的小類，如譬喻這部分，還具體地分解為明顯的譬喻、

沒有標誌的譬喻、加強的譬喻、推進的譬喻、融合的譬喻、寄託的譬喻等，

這是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從專書研究的層面進行的最詳細的歸納與分類，作

者結合大量的文獻實例，條分縷析，進行了很好的闡釋與研究，從中凸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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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堅實的文獻功底與嚴謹的邏輯思維的能力。其次，作者將研究的視角延伸

到辭令的背後，看辭令與當時社會思想文化的關係，具體闡釋辭令與社會的

禮、德、道、仁、義、忠、孝、信與敬、正與貞、神與民等範疇與觀念的內

在聯繫，看思想的邏輯，看思想與語言形式之間的關係，這實際上已經超出

了語義學範疇，而是通過特定的研究，力圖從某一角度反映當時的社會文化

的一些特色，這部書稿的學術價值，亦在於此。這部書稿，飽含著作者研讀、

搜集資料時的糾結、寫作中的心有所悟與長時期夜不能寐的心血。祝願她在

以後的學術研究中，有更多的高質量的成果問世。 

 
 
 

傅亞庶 

二○一三年夏日於東北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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