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共收錄論文 36 篇，包括《詩經》研究篇、文字音韻訓詁校勘篇、出土文獻篇、書評篇

和商榷篇五部分。

《詩經》研究篇收錄論文 8 篇。其中既有《詩經》中詞義的札記，也有對胡承珙詩經學的

研究，還有對董治安先生注《詩》成就的揭示，以及對日本東洋文庫本《毛詩》殘卷的研究。

文字音韻訓詁校勘篇共收錄論文 7 篇，除第二篇《李世民詩歌用韻考》之外，其他都

與《詩經》相關。其中既有對《詩經》中訛俗字的辨析，也有對《詩經》中某個詞義的考察，

還有《詩經》校勘中的一些問題。文章既有具體的考察，也有理論層面的思考。

出土文獻篇共收錄論文 3 篇，都是關於清華簡《耆夜》篇的研究。《耆夜》篇可視作

涉《詩》文獻。文章或對既有研究中忽視的幾個問題加以強調，或對《耆夜》篇中《蟋蟀》詩

闕文予以補足，或用以反觀後儒的《詩經》解讀。

書評篇收錄論文 11 篇，涉及經、史、子三部，其中關於《詩經》的有 3 篇。所評著作，或

為舉世公認的名著，或為前輩名家的得意之作，或為青年俊彥的優秀成果。

商榷篇收錄論文 7 篇。其中既有對名家名著疏失的補正，也有對古籍整理疑誤的糾正，還

有對古籍整理失誤情況及其理論的思考。所商榷者，既有某個學術觀點，也有古籍整理方面的

具體失誤，還有當代文化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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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我辭去教職，遠赴美麗的邕城，進入廣西大學文學院，師從

謝明仁教授攻讀碩士學位。謝師命以治經，說：「前輩學者往往兼通群經，

但對於我們而言，可以先通一經，將來有餘力，再通他經。」於是我選取《詩

經》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老師的指導下研習《詩經》，並以胡承珙《毛

詩後箋》作為研究對象，撰寫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碩士畢業後，又負笈

滬上，師從朱傑人教授繼續研習《詩經》，以朱子詩經學作為研究對象，撰

寫博士學位論文。2013 年進入上海博物館敏求圖書館工作後，在承擔新的

工作任務的同時，我始終沒有放棄對《詩經》的學習與研究，希望可以在這

個領域有所收穫，以不辜負兩位恩師的教導。 

在研究過程中，免不了要將自己的心得形成文字，並謀求公諸同好。而

這些文章過於專門，大多刊發於業內較為小眾的刊物，流傳不廣。因此，我

希望能有一個結集的機會，將部分論文集中起來，以獻給學界，同時也可以

作為自己求學、治學生涯的一個回顧。幸蒙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不棄，

慨允出版。本集共收錄論文 36 篇，大致包括 5 類。現按類逐篇將這些論文撰

寫的情況及編選入集的意圖作一簡介。 

雖然我喜歡新鮮，興趣廣泛，在多個領域有所嘗試，但始終以《詩經》

作為學習和研究的中心，故本集開篇以「《詩經》研究篇」為題，作為第一

部分。這一部分收錄八篇論文，是我在《詩經》及詩經學文獻方面的研究成

果。《〈詩〉詞漫志》和《〈詩〉詞續志》兩篇是對《詩經》中一些詞語的解

釋提出自己粗淺的看法，或試息古人之訟爭，或試正今人之誤解。《胡承珙

的箋〈詩〉立場論略》《〈毛詩後箋〉對〈詩經〉的校勘平議》《胡承珙〈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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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後箋〉成書及版本考述》三篇是在碩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有所修改而成的

文章，雖然稚嫩，但於我個人來說，是一段令人懷念的過往，也是一個十分

有意義的學步。《胡承珙〈毛詩稽古編後跋〉疏解》是對胡承珙詩經學的後

續研究，而《毛詩稽古編》也在我的研究計劃中。謝師師從董治安先生，對

董先生非常敬重。董先生過世的次年，謝師指導我撰寫《董治安先生注〈詩〉

平議》一文，談談董先生在《詩經》注釋上的成就，參加董先生學術研討會。

文章以謝師和我合作署名，今蒙謝師允准，收入本集。《東洋文庫本〈毛詩〉

殘卷補說》是我首次對日本藏《詩經》寫卷的研究。論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礎

上，將這個唐鈔本《毛詩》殘卷定名為《毛詩傳箋（唐風蟋蟀－鴇羽）》，並

對其中旁注小字和狩野直喜跋文作了細緻分析。遺憾的是，我尚無餘暇將本

文姊妹篇《〈毛詩傳箋（唐風蟋蟀－鴇羽）〉殘卷斠釋》寫出，因此不能一併

收入。 
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是古典文獻學專業工作者必須掌握的基礎知識

和治學工具，而古人治學又不外校勘與訓詁二途，故本集次以「文字音韻訓

詁校勘篇」為題，作為第二部分。這一部分收錄七篇論文，除第二篇外，其

他都與《詩經》的研究相關。《詩經》中「美目盼兮」，有些刻本作「盻」。我

撰寫《盻、盼、眄互訛瑣談》一文，考察這三個字形互訛的情況，並以此為

出發點，提出了一個觀點：某個字形可能會在不同時期作為不同字的俗字。《李

世民詩歌用韻考》是我碩士階段學習音韻學的一篇習作，也是我唯一的一篇

關於音韻學的論文。現在我的學術興趣轉移，估計不會再做相關研究了，因

此也收入本集，以作紀念。《詩經》「無使尨也吠」，尨，《說文解字》的解釋

是「犬之多毛者」，後人都誤認為指獅子狗。《釋尨》一文梳理文獻，提出《說

文》的解釋是尨的本義，但是是指花狗。在此基礎上，文章清楚地梳理尨字

各義項之間的引申關係。《詩經》「其雨其雨」，「其」字以朱熹《詩集傳》的

解釋最佳。今人之治朱子學者，往往泛泛而談朱熹訓詁如何如何，卻不能明

其所以。這與朱子所提倡的讀書、治學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從「其」字釋義

看朱子的讀書方法》一文不足三千言，目的在於督促自己將朱熹在讀書、治

學方法的精髓繼承下來，而不能只學其表，不及其裏。《詩經》「誰謂鼠無牙」，

牙，朱熹《詩集傳》的解釋是「牡齒」，承《說文》而來。我考定，《說文》

中的這個「牡齒」應該作「壯齒」。《詩經》「不可休思」，有人認為「思」「息」

二字通假，有人認為「思」是「息」的訛字。我梳理文獻中二字互訛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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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這兩個字互訛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並進而提出，文獻中形近互訛被誤認

作音近通假的情況可能並非孤例，而是一類現象。十三經的文本層次複雜，

要想恢復到文本的初始面貌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局限於版本校，而忽視了

對其原貌的探索。因為版本校最多只能恢復到宋本的原始面貌，而傳世宋本

又以坊刻居多，其意義十分局限。清儒在這方面做了許多理校，很有意義，

至今未能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我原打算就清儒校勘《詩經》問題作一專題

研究，無奈時間和精力不允許，僅對胡承珙的《詩經》校勘作了初步考察，

就停止了研究步伐。《阮元本〈十三經注疏〉誤刻六則──兼談古籍校勘中參

校對象的問題》舉出六個具體的例子，以為嘗試，並藉此談了我對古籍整理

參校對象問題的看法。 

《詩三百》在先秦時期就已經為人們所重視，典籍中不乏稱引之處。《詩

經》研究與出土文獻研究是緊密相連的。一方面，是出土《詩經》文獻的研

究，包括敦煌《詩經》寫卷、阜陽漢簡《詩經》的研究。此外安徽大學藏戰

國《詩》簡和湖北荊州戰國《詩》簡，正在整理中，尚未公佈。另一方面，

是出土涉《詩》文獻的研究，包括上博簡、清華簡等。出土文獻為《詩經》

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視角和很有益的補充，故本集次以「出土文獻篇」，作為

第三部分。這一部分收錄論文三篇，都是關於清華簡《耆夜》篇的。《清華

簡〈耆夜〉篇拾遺》是對既有研究中被忽視的幾個問題，特別是文獻性質加

以強調。《清華簡〈蟋蟀〉詩闕文試補》是通過與《詩經》中《唐風‧蟋蟀》

篇的對比，完整地補出殘簡闕文。《由清華簡〈蟋蟀〉詩看歷代詩經學的幾

處誤讀──兼談清華簡〈尹至〉〈金縢〉〈耆夜〉三篇的辨偽》則就簡文與傳

世《詩經》對讀，重新思考《詩經》中的幾處訓詁問題，並就此對清華簡《耆

夜》篇的辨偽提出看法。 

學術評價是學術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期刊、出版社所謂的等級

來衡量文章、專著的學術價值，是不合理的，而由專業領域內學者去評價，

則相對可行。作為古典文獻學出身圖書館工作人員，撰寫書評是開展工作、

進行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故本集次以「書評篇」，作為第四部分。這一部分

收錄書評十一篇，所評價的專著，或為舉世公認的名著，或為前輩名家的得

意之作，或為青年俊彥的優秀成果。其中三篇與《詩經》研究專著相關：郭

全芝教授和黃忠慎教授一直以來，對我多有指導和提攜，他們在詩經學領域

多有創獲；袁梅先生是老前輩，米壽之齡仍然筆耕不輟，彙編《詩經》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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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後輩學習的楷模。朱子無尚書學專著，陳良中教授的研究從學理上確

立了「朱子尚書學」這一命題，並揭示了它的豐富內涵。許建平教授學問精

深，氣象博大，在敦煌學領域辛勤耕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的許多文章

具有範式意義，可以給有意進入敦煌學領域的研究者開示治學門徑。華東師

範大學出版社約請我整理蔣伯潛《語譯廣解四書讀本》，以《四書新解》為題，

重新出版。我前後校閱四五過，勞高功少，但此書於今人頗有價值，我也樂

意為之推薦。顧宏義教授治宋史與宋代文獻，所著《宋代〈四書〉文獻論考》

學術性與工具性兼備，將四書學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袁珂先生是新時期

研究《山海經》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以神話學視野研究《山海經》，取得了舉

世公認的成就。其《山海經校注》一版再版，堪稱名篇。後浪出版公司據其

遺稿出版《山海經校注》的最終修訂版，傳播文化，值得表彰。陳夢家先生

是詩人，也是學者。金城出版社於陳先生誕辰 105 週年、逝世 50 週年之際，

出版《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以作紀念，並邀我作為特約編輯，校對文字。

我撰寫小文，將此書在青銅器著錄上的典範意義揭出。沈從文是我喜歡的一

位作家，他筆下湘西世界的神秘、淳樸與自然，讓我十分嚮往。與陳夢家先

生一樣，沈從文也由文學創作轉到學術研究中。單位工會組織讀書活動，我

草擬了一篇沈從文學術著作的學習體會。青年學者樊波成，學有根柢，所著

《老子指歸校箋》，作為校箋類著作，在吸收了前人之長的基礎上有所推進。 

學術批評也是學術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經典沉深，載籍浩瀚」，

我們研究中國古典學術，學問再大的學者恐怕都難免會犯這樣那樣的疏失，

故本集次以「商榷篇」收篇，作為第五部分。這一部分共收錄文章七篇，既

有對名家名著疏失的補正，也有對古籍整理疑誤的糾正，還有對古籍整理失

誤情況的理論思考。就《詩經》的研究來說，後代學者往往是在對前代學者

糾謬的過程中，推進了詩經學的發展。鄭玄正毛公之疏失，朱熹正漢唐諸儒

之不足，後儒正朱熹之錯誤，無傷毛公、鄭玄、朱熹在詩經學領域的卓越成

就和不朽貢獻。學術批評是推動學術發展的一種手段，而不是貶低別人學術

和人格的工具。現在學術界有一個不好的現象，少數人學術倫理失範，尚未

窺知某個專業領域的學術門徑，卻喜歡無端指責別人。我將這幾篇商榷文章

貢獻出來，也意在可以給那些失範者提供一些參考。 
本次結集，除了對原文作出一些技術性改動之外，大體上一仍其舊貌，

不作修訂。當然，原文的手民誤植或措辭上明顯訛誤之處，則適當加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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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所作的技術性改動為：刪去原文中的摘要和關鍵詞；注釋格式上，適當

加以調整，以保持全書體例統一；所引論文收入本集的，則加註本書頁碼，

以作附註。 
編輯這部論文集的同時，我借機回顧了自己學術上不斷成長的一段歷

程。師長教誨、朋友切磋、思考時的迷惘、解惑後的快樂，等等情景，歷歷

在目。感慨之餘，唯有感謝。在我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師長們給了我許多

教誨與鼓勵，朋友們給了我許多幫助與督促，宛如兄弟姐妹的師兄弟師姐妹

們給我枯燥的治學過程帶來了許多歡樂與快慰。感謝這些師友們出現在我的

學術成長過程中，伴隨並見證了我在學術上的點滴進步。此外，這世上的生

活大多平凡，許多事物往往平常。然而其中所蘊含的美與善，是不敏如我僅

憑自己有限的認知能力，怎麼都難以認識到的。所幸也有人幫助我去體認。

這二者是我學習與研究中的額外收穫，故特別提出，記在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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