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詩經》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詩歌選集，也是中國古代的重要文化典籍之一。關於

《詩經》的研究，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圍繞《詩經》文本的研究和闡釋，形成了比較有特

色的《詩經》學，包含著廣泛的研究領域，其中就有史學領域。對《詩經》文本不同屬性

的確認，與相應的研究方式和特點相互作用。將《詩經》及《詩經》學視為思想學術史的史料，

正是對其史學功能和性質肯定的結果。「五四」以後以及現代《詩經》及《詩經》學研究，有不

少有益的嘗試和啟發。但是，在將《詩經》文本定為文學文本、《詩經》的文學研究佔據核心地

位的情況下，這個領域的系統深入研究未引起充分的重視。

本文選擇《詩經》學史上打破定於一尊的宋代《詩經》學作斷代的研究，努力揭示《詩經》

學學術現象和理學的內在關係，因此，命名為《宋代〈詩經〉學與理學──關於〈詩經〉學的

思想學術史考察》。在對理學家和其他學者紛繁的《詩經》學學術成果考察和歸納的基礎上，嘗

試將其中的理學及思想因素剝離和凸現出來。通過對《詩經》學的思想學術史考察，一方面，

有助於從思想學術史角度觀照和解釋一些單純在文學領域考察而難以理解的問題；一方面，進

一步豐富和擴展思想史和學術史的研究領域和史料範圍，宋代《詩經》學也是思想史的研究對

象和思想的承載方式。

本文主要包括導論、論文主體、結論等三部分。

導論解決《詩經》學思想學術史研究的可能、歷史和現狀、方法問題。論文主體共九章，

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一至四章，第二部分包括五至九章。這兩部分都呈縱橫交叉方式，

它們各自內部和相互之間體現出思想史和學術史相結合的特徵，但各有側重點。第一部分從橫

向上探討宋代《詩經》學思想學術史研究的學術淵源、價值觀以及經典解釋的方法和理學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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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涉及四大問題，包括：宋代《詩經》學的相關概念、研究資料與階段劃分；宋

代《詩經》學流變的思想學術原因考略，即與漢唐《詩經》學、三家《詩》及《四書》學的關

係；宋代《詩經》學學者基本的《詩經》觀，宋代學者對《詩經》載道功能的認識和弘揚、對

《詩序》的複雜態度以及對「淫詩」的看法，構成了宋代《詩經》學學者基本的《詩經》觀，並

與理學有著內在的關聯；宋代解《詩》的兩種方法史論與理學，即「據文求義」與「古今人情

一也」，基本可以貫穿宋代嶄新的《詩經》學研究。在每個問題內部又竭力勾勒其歷史演變，學

術觀點的繼承和延展，突出學術性，但也包含著思想性，可以為第二部分作好鋪墊，互為映襯，

並有助於第二部分在探討思想問題時相對集中。第二部分則從縱向上探究宋代《詩經》學內涵

的思想因素，按照時間劃分，呈個案研究的序列結構。主要依據是《詩經》學資料，所以也會

糾葛部分學術問題，是對第一部分的具體化和拓深，但基本集中，涉及了一些明顯的理學學術

問題的討論和思辨。試圖以「義理解《詩》」的增強和演變為主線，以關鍵人物（歐陽、

蘇、王、張、二程、謝、楊、朱、陸、呂、王（柏）等）和學派為著眼點，門生後學

及其他附及，包括程大昌、王質、葉適、陳亮、戴溪、謝枋得等。這是論文的主體結構和圖景。

結論以作收束。

關於宋代《詩經》學的發展階段，本文未拘泥尊《序》與廢《序》的二元對立分析，在階

段劃分上，也未採取三階段說，而是按照宋代《詩經》學學術的實際，結合歷史和理學的發展，

釐為五個階段，試作勾勒和梳理。

宋學與理學的奠基者「宋初三先生」與歐陽修，前者未有專門的《詩經》學著作，只作適

當鉤沉；歐陽修《詩本義》對宋代《詩經》學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並觸及一些理學問題。

蘇轍繼承唐代成伯嶼的《詩經》學主張，對宋代《詩經》學發展影響深遠。歐陽修、蘇轍在方

法與觀點上皆有開創之功，其中還包括柳開、劉敞等，這是宋代《詩經》學與理學相互影響的

準備階段。宋代有些學者將當時經學的實質性變化追溯至周濂溪，而據流傳典籍周敦頤並沒有

集中的《詩經》學作品。宋代「義理化」的《詩經》學開端於王安石，但還含有漢學的因素，

體現了漢宋學術的轉折特徵，但已主張側重義理的說解，標誌是以樸素的二分的辯證思想研究

《詩經》，論證天人、陰陽、常變、德仁等義理。這種風氣也影響到其門客蔡卞的《詩經》學名

物研究。王安石將「道」分裂為「天道」與「人道」的觀點與思維方式遭到二程、張載的批評。

張載與二程的《詩經》研究在思想上更加突出心性的重要，《四書》得到標榜，《四書》之學逐

漸形成，並在思想上向《詩經》研究滲透。這是宋代《詩經》學「以義理解《詩》」方法的逐步

確立階段。程門謝良佐、楊時的《詩經》研究體現了兩宋之際《詩經》學與理學緊密結合的

延續。鄭樵斥《序》，啟迪朱熹後期《詩經》學廢《序》解《詩》，同時《四書》已形成，不僅

影響至《詩經》學，而且成為解釋儒家經典的理論根據，所謂「義理之淵藪」。作

為理學和《詩經》學的集大成者，朱熹《詩經》學已出現融合諸家的傾向。陸學與朱學在

對「心」的論定上有差別，本體論、治學方法與風格迥異，理本論和心本論也反映在朱

陸的《詩經》學中，《詩經》的心學研究以陸九淵、楊簡、袁燮為代表。試圖調整朱陸之

學的呂祖謙也以融合諸家為特徵，其《詩經》學在當時也佔有顯著的地位。這是宋代《詩經》

學逐步調整和集大成的階段。朱熹三傳弟子王柏主張刪《詩》，同時《詩經》學研究日漸空疏，

王應麟在《詩經》義理研究的同時，逐漸涉及《詩經》的輯佚、歷史地理研究，《詩經》學

出現了多樣化的發展階段，也意味著《詩經》理學研究日益呈現出衰落氣象。「以詩言詩」的

說法至南宋末較普遍了，或稱為「即詩論詩」，不難發現與歐陽修「據文求義」的承革關

係，但是更加重視對《詩經》文本的依賴，甚至有的學者對諸家解說的紛紜已無調和興趣，「反

古」的傾向進一步增強，不僅是擺落漢唐，甚至連兩宋的《詩經》學也不理會了，出現了一

些《毛詩玄談》之類的作品和「不說者為上」的言論。《詩經》學的空疏衰落及某一家的獨



尊可能已不可避免。元明清《詩集傳》獨尊，除王夫之等外，《詩經》學義理研究創新不夠，明

清「獨立思考派」的義理研究逐漸轉向文學的體味和鑒賞。

本文除對宋代《詩經》學學者的《詩經》學研究方式、學術觀點等和理學之間的關係有些

許考察外，還涉及不少與思想相關的學術問題的爭辯和討論。集中體現在九幅表的統計分析

（其中一幅為借鑒他人研究成果）中，涉及宋代《詩經》學的特點與位置、《詩本義》解《詩》

的兩種方法、歐陽修對待《詩序》毛《傳》鄭《箋》學術態度比較、《詩解》是否為「雜說」、

《詩經集傳》與《詩序》的關係、《詩疑》刪詩目錄所缺詩篇的名稱和學術原因等問題。

通過對宋代《詩經》學的思想學術史考察，關於宋代《詩經》學與理學的關係認識就不僅

僅是「理學化」所能概括的。從歐陽修等開始，在學者眼中，《詩經》就不只是文學的、章句的

文獻，而是傳達「道」和承載「道」的方式，宋代《詩經》學學者的疑鄭、疑毛、疑《序》，進

而廢《序》、疑經、改經，乃至否定《詩》為徒歌、主張「淫詩」說等皆與這種「道」的觀念

相關。甚至可以認為，宋代《詩經》學的新氣象以及在今天依然閃耀著光輝的學術觀點也是在

這種觀念和背景下催生的，儘管這些學者並非人人將《詩經》所有詩篇都打上「道」的烙印，

他們通過涵泳而獲致心性之理、人倫之理以及對天人關係進行把握的義理解《詩》途徑，使宋

代《詩經》學特色獨具，別樹一幟。宋代的疑古思潮和解經新風在現代以及當代《詩經》學研

究中也得到一定的呼應和推進。

本文涉及的思想學術問題較多，兩宋之際的《詩經》學研究因資料缺乏而比較薄弱，一些

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而主要突出宋代《詩經》學思想學術史的合歷史與合邏輯

的考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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