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詩本義》是《詩經》學史上承前啟後的重要著作之一，體現了漢宋學術的變遷，對蘇轍、

鄭樵、朱熹、呂祖謙、王柏、姚際恒、方玉潤等以及現當代《詩經》學發展都有深遠影響。

作者從三個維度切入，以期比較全面和深入地展示《詩本義》在漢宋學術轉折中的獨特價

值與複雜面貌。這三個維度分別是：

一是從漢宋《詩經》學轉變視角中確立評價《詩本義》的學術價值和思想意義。其價值不

僅表現在繼承、整理、評判已有漢唐《詩經》學研究成果上，而且表現在為新的經解開闢道路，

在解經的本末觀念和載道論（道論）基礎上，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解經方法。《詩本義》的影響，

特別是受到後代學者的褒貶，也可以從漢宋學術的差異和長短得到說明。文中考察《詩本義》

和《毛傳》、《鄭箋》，尤其是作為研究的薄弱環節《詩本義》與三家《詩》的關係，《詩本義》

的接受和影響史研究，《詩本義》中的《詩經》觀與解《詩》方法研究就是這種研究維度折射的

光芒。

二是將《詩本義》的形成放在歐陽修《詩經》學思想與研究不斷成熟與豐富的過程中考察。

歐陽修研究資料（如年譜、詩文和書論等）顯示，景祐、寶元年間，歐陽修三十歲左右的時候，

已經出現了《詩解》（或《詩解統》）等作品，後經過長時期摸索研討，歐陽修在中晚年經受目

足病痛折磨的情況下，在熙寧三年《詩本義》定稿，並準備與好友講評商榷。關注歐陽

修《詩經》學思想和研究成果，最主要、最直接的材料依據是他生前定稿的《詩本義》，但

是也要顧及以豐富多彩的形式透露出來的歐陽修《詩經》學觀點及其與《詩本義》的關係。本

文考察《詩本義》及歐陽修《詩經》學觀念、解《詩》方法與謫居夷陵的關係，特別是夷陵

巫覡風俗與語言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啟示和影響，以及通過詩文等形式所傳達出來的《詩經》學

思想，它們也是對僅僅從《詩本義》文本研究的補充，有助於比較全面理解和把握歐陽修的《詩

經》學研究成果和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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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比較全面細密地考察了《詩本義》版本的衍變歷程、卷次關係及其思想學術意義，避

免將《詩本義》作為一種靜止的文本來對待。在歐陽發《先公事蹟》、韓琦《故觀文殿學士太子

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蘇轍《歐陽文忠公修神道碑》等作品中，均記載《詩本義》

十四卷，後來流傳至今的《詩本義》基本是十五卷和十六卷兩種形式，但版本系統和種類也需

深入考察，在研究《詩本義》主要卷次的關係與校勘基礎上，通過內證和校勘等方法，彰顯《詩

本義》的流傳與傳播中的歷史性與歷時性特徵。本文《詩本義》版本考察、卷次關係及學術意

義考論等內容就屬於這個部分，《詩本義》與《呂氏家塾讀詩記》的比較也是希望能夠呈現和明

晰比較早的《詩本義》版本的基本形態和漢宋學術價值。同源而異質是《讀詩記》所引《詩本義》

與今本《詩本義》的聯繫與區別。同時，通過呂祖謙的集注也有助於比較清晰集中地把握歐陽

修《詩經》學對漢唐和宋代《詩經》學的承革與影響，是彌足珍貴的史料。

在《詩經》學發展史中，歐陽修的《詩本義》具有漢宋學術過渡特徵，在某種意義上，它

兼有漢宋《詩經》學的學術面貌，在朱熹《詩集傳》出現之前，《詩本義》的影響尤大；即

使《詩集傳》被尊崇的時候，《詩本義》的影響依然不絕如縷。特別是在清代漢宋學術、今古文

經學紛爭中，《詩本義》褒貶的細微變化以及思想學術的客觀影響，都映照出《詩本義》兼具漢

宋學術的基本特徵，並為《詩經》學研究的文學轉向及多元轉向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因而也具

有重要的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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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的《詩本義》是《詩經》學發展史上的重要著作。它不僅直接開

啟和推動了宋代《詩經》學的解經新風，具有漢──宋學術的過渡特徵，而

且標誌著《詩經》研究由經學研究向文學研究的轉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說：「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

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推原所始，實發於修。」正由於《詩本義》開始了

一代解《詩》新風，所以在朱熹《詩集傳》出現之前，《詩本義》即對學界有

重大影響；即使在《詩集傳》被尊崇的時候，《詩本義》的影響依然持續不衰。

特別是在清代漢宋學術、今古文經學的紛爭中，《詩本義》所具有的漢──宋

學術範式轉型的基本特徵，突現得更加鮮明。 
由於《詩本義》獨特的學術地位，近年來對它的研究也倍受關注，出現

了一些新的成果。陳戰峰同志的《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新探──重估漢宋

〈詩經〉學的轉變與意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該書是在充分考察和綜合分

析該領域研究歷史和現狀的前提下，在細緻、精深研讀《詩本義》文本的基

礎上，所進行的創新性學術研究。其創新性主要體現在： 
首先，學術史和人生史相結合。將《詩本義》置於漢唐至宋明《詩經》

學轉型過程中進行考察，以揭示其兼具漢宋學術的基本特徵和學術思想發展

的內在規律。如專門論述《詩本義》與齊、魯、韓三家《詩》的承傳與革新

關係，揭示了學術發展的規律，也彌補了以往《詩本義》研究的不足。同時，

結合歐陽修個人人生歷程進行分析，關注貶謫夷陵時期的人生遭際以及中晚

                                                 
﹝註 1﹞ 西北政法大學資深教授，陝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名譽主席，著名價值哲學研究

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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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經歷與《詩經》學研究的關係。景祐、寶元年間，歐陽修三十歲左右的時

候，已經出現了《詩解》（或《詩解統》）等作品，後經過長時期摸索研討，

歐陽修在中晚年備嘗目足病痛折磨的情況下，熙寧三年《詩本義》定稿，並

準備與好友講評商榷。這種考察展現了歐陽修《詩經》學思想的不斷成熟和

演進過程。學術史和人生史相結合，有助於比較全面地把握《詩本義》的獨

特價值和複雜面貌。 
其次，思想史和文學史相貫通。該著對《詩本義》的研究探索，突出了其

中體現的道論思想和據文求義、以今論古的解經方法及其影響，特別是闡明了

《詩本義》「義理解經」對宋代以「道」為核心的《詩經》學的開啟作用，以及

它在「理學」思想形成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這種比較成熟的解經方法，是奠

基於解經的本末觀念和載道論（道論）基礎之上的，並為新的經解開闢了道路。

從而，在思想史與文學史的貫通中對《詩本義》進行了創造性的探討。 
最後，理論研究與文本考證相兼備。該著既有對《詩本義》的學術思想

的理論研究，又有對《詩本義》文本的衍變、卷次、版本形態等問題的詳細

考證與辨析，並與其他著作予以不同程度的比較，如劉敞《七經小傳》、朱熹

《詩集傳》、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等，啟人良多。作者比較全面細密地

考察了《詩本義》版本的衍變歷程、卷次關係及其思想學術意義，避免將《詩

本義》作為一種靜止的文本來對待。在歐陽發《先公事蹟》、韓琦《故觀文殿

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蘇轍《歐陽文忠公修神道碑》

等作品中，均記載《詩本義》十四卷，後來流傳至今的《詩本義》基本是十

五卷和十六卷兩種形式。作者在研究《詩本義》主要卷次的關係與校勘基礎

上，通過內證和校勘等方法，彰顯了《詩本義》流傳與傳播的歷史性特徵。 
當然，學無止境。該著在有些地方還可作進一步努力。該著突出了《詩

本義》在學術史、理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考察了歐陽修《詩經》學研究與

《詩本義》版本及效果史（或接受史）的變遷，但在結合歐陽修文學思想與

文學創作實踐方面，還有不斷挖掘的空間。例如從文論角度考察，《詩本義》

蘊含了哪些文論思想，對於當今有何啟迪，尚可深入探索。 
陳戰峰同志專門從事中國思想史的教學和研究，我與他相識多年，深感

他是一位踏實勤奮、嚴謹謙和的青年學者。既能耐得寂寞，沉潛於學問，執

著於學術，以期在學術探索上有所創新，又能立志高遠，自覺用中國傳統文

化精髓陶冶精神，鍛造人格，昇華境界，追求治學與做人的內在統一。《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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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詩本義〉研究新探──重估漢宋〈詩經〉學的轉變與意義》就充分反映

了作者良好的學術功底、獨特的研究方法和嚴謹紮實的學風。戰峰同志在此

書撰寫期間曾就一些問題與我交流，寫成後我又是這部書稿的較早讀者，故

戰峰同志於大作出版之際特邀我為該書作序，我雖深感學力不逮，但又盛情

難卻，於是乎寫了上面一些話，供讀者朋友們參考。是為序。 

 
2012 年 12 月 27 日於西北政法大學靜致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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