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無邪”命題的再思考
張 明
1
中文提要
在傳世文獻《論語》及近年來整理出版的出土文獻《孔子詩論》中，孔子引詩、
評詩雖多“斷章取義”，但“引詩不離句義”始終是其引用、評價《詩經》的一條基本原
則，這一點也是我們把握“思無邪”命題的根本出發點。“思無邪”最初是描述馬跑起
來“從不偏斜”的樣子，孔子用它來概括《詩經》的藝術精神，則意在強調《詩經》思想
情感之“正”。然此處之“正”又非政治教化之“正”，乃性情之“正”，即凸顯人的自然情
感，強調其“誠”、“直”、“不虛妄”之特性。從這一意義出發，“思無邪”實際上就是要
求詩人之情志應發自本心而無僞飾。也正是因爲以“真實”與“誠摯”爲標準，故“詩三
百”中才容納了那些被視之爲“淫詩”的作品。
關鍵詞：孔子，“思無邪”，“正”，“誠”，《論語》，《孔子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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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賦詩斷章，余取所求”1 式地用詩、引詩、賦詩現象是非常普
遍的，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無論是《國語》、《左傳》還是《戰國策》，其所
引詩都是本著‘斷章取義’的原則來進行的”，“在春秋時期，詩作爲貴族社會獨
特的交往方式，是以詩所蘊涵的價值爲前提的”，“詩的價值不是某個人賦予
的，甚至不是作詩者本人所賦予的，它是特定的政治狀況以及由其所決定的
文化空間的產物。”2 處在同一時期的孔子自然亦不例外。然而，孔子“斷章取
義”地引詩、評詩又並非完全撇開詩句隨意杜撰，而是注重在原詩的意義上進
行思想的引導和興發，也就是戴震所講的“古人賦《詩》，斷章必依於義可交
通，未有盡失其義，誤讀其字者。使斷取一句而並其字不顧，是亂經也”，3 這
一點同樣是我們今天理解孔子“思無邪”命題的一個根本出發點。

一、“引詩不離句義” ——孔子用詩原則
《論語》中對《詩經》詩句的引用共有五處，均以其原義爲本，在此基礎
上衍生出與仁學相關的思想內涵。比如，〈學而〉篇記載了子貢與孔子的一
段對話，當子貢問孔子對“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的境界怎麼評價的時候，孔
子說：“可也”。但孔子認爲這不過是最起碼的道德修養，其境界“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於是聯想了〈國風·衛風·淇奧〉中的兩句詩“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4 這兩句詩意在表明，君子人格以及“仁”之境界就像美玉一
樣，需要不斷地打磨，精益求精。子貢能如此活用《詩》，舉一而反三，正是
善於積極地接受《詩》的表現，因此孔子非常高興地說，我可以與你談詩論
道了! 再如，〈八佾〉篇中子夏問孔子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
兮。’何謂也? ” 孔子回答說：“繪事後素。” 子夏所引“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之詩句出自〈衛風·碩人〉，5 “巧笑”、“美目”描寫衛莊公夫人莊姜動人的外
貌。但莊姜不止有外貌的美，而且還有更美的內在品質，據《毛傳》載曰：
1
2
3
4

5

《左傳》, 〈襄公〉二十八年。
李春青，《詩與意識形態：西周至兩漢詩歌功能的演變與中國詩學觀念的生成》，頁129。
戴震，《毛鄭詩考證》卷3，頁634。
〈國風·衛風·淇奧〉原詩：“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
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
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
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
〈國風·衛風·碩人〉原詩：“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
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
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薑孽孽，庶士有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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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
人閔而憂之。”6 孔子由此引伸出內在之美必先於外在之美，有內美方可言
外美的美學思想。而子夏從“繪事後素”一語，立刻悟到“仁”與“禮”的關係，
說“禮後乎?” 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禮”的內質，“禮”是“仁”的外化，“仁”
於“禮”爲先，“禮”爲“仁”之後，孔子說過：“人而不仁，如禮何? 人而不仁，
如樂何?”7 失“仁”不足言“禮”，無“素”則“繪事”無補於事，一句“禮後乎”，正
中孔子下懷。將審美與道德融合爲一，將孔子的思想觀念詩化，可能是孔子
本人也始料未及的，因而反過來讚揚子夏啟發了他。另外，〈八佾〉篇中談
到：“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這是由對春秋時期僭禮行爲的批評引申出對禮樂秩序的強調；〈泰伯〉篇
中，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 啟予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這是由爲人處事的謹慎引
申出曾子對孝道的理解。
2001年以來整理出版的上博簡《孔子詩論》提供了很多不見於傳世文獻
的孔子論《詩》內容，其中記錄了孔子對五十八首詩的評論，可以說這是迄
今爲止我們能見到的最詳盡、最系統的孔子論《詩》的文獻資料。這些詩歌
評論中，有爲數不少的內容也是對《詩經》原義的引申。比如，孔子在評價
〈葛覃〉、〈甘棠〉、〈木瓜〉等詩時說：
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詩。民性固然，見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見
歌也，……。(第十六簡)
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民性固然，甚貴其人，必敬其位；悅其人，
必好其所爲，惡其人者亦然。(第二十四簡)
[吾以〈木瓜〉得]幣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隱志必有以抒也。其
言有所載而後內，或前之而後交，人不可干也。(第二十簡)

孔子對這一組詩的闡發仍是沿著從詩本義到引申義的思路來進行的。
首先來看孔子對〈葛覃〉詩的評價：“吾以得氏初之詩。” “氏”字，廖名春讀
爲“祗”。祗，敬也；詩，志也。“氏初之詩”則爲“敬初之心”。8 “吾以〈葛覃〉得
氏初之詩”，就是說“我從〈葛覃〉中感受到了敬本的思想”。對於〈葛覃〉一
詩，9 其主旨歷來是眾說紛紜。〈毛詩序〉、孔穎達、朱熹均認爲該詩言“后妃
之德”或“后妃之本”，10 而清代詩論家方玉潤則對以上觀點表示質疑，他
毛亨，《毛詩正義》卷3，頁260。
《論語》，〈八佾〉。
8 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頁12。
9 〈國風·周南·葛覃〉原詩：“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其鳴喈
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
歸。薄汙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歸寜父母。”
10 〈毛詩序〉認爲該詩：“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汗濯
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孔疏曰：“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
6
7

132

儒教文化研究 第30輯 / 2018年 8月

說：“〈小序〉以爲‘后妃之本’，《集傳》遂以爲‘后妃所自作’，不知何所證據?
以致駁之者云：‘後處深宮，安得見葛之延于谷中，以及此原野之間鳥鳴叢
木景象乎?’愚謂后縱勤勞，豈必親手‘是刈是濩’；后即節儉，亦不至歸寧尚
服澣衣。縱或有之，亦屬矯強，非情之正，豈得謂一國母儀乎?” 故此，方氏
認爲該詩應與〈關雎〉相同，均“采之民間”，“同爲房中樂，前詠初昏，此賦
歸寧耳”，且“因歸寧而澣衣，因澣衣而念絺綌，因絺綌而想葛之初生，
……。” 11 這一點應與孔子的思路是相同的，因爲詩中的女主人公由“維葉
萋萋”、“維葉莫莫”想到“葛之覃兮”，由“爲絺爲綌”、“服之無斁”的幸福生活
想到了“歸寜父母”，這正是“見其美而欲反其本”的人性使然。因此，孔子對
該詩的評價沒有半點陳腐的道德說教氣，而是從詩中反映的生活現實中自
然而然地讀出了“爲人之本”的思想—— “孝”。
〈甘棠〉一詩主旨比較明確，基本上認爲是懷念召伯所作。12 這裡的“召
伯”即“燕召公”。司馬遷曾就這首詩的背景進行過詳細說明：“召公之治西
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
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
之，作〈甘棠〉之詩。”13 〈甘棠〉一詩睹物思人，表達了民眾對召公的愛戴，
而這種愛源於對召公體恤民情，不攪擾百姓的崇高德性的敬慕。由此出
發，孔子又引申出了“貴其人，敬其位”的思想，並進一步聯想到了“宗廟之
敬”，認爲這些皆“民性固然”也。宗廟是祭祀祖先的場所，而祭祀祖先的目
的則是要“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14 “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
”15
“慎終追遠”，“不忘其所由生”，其實質也都是強調人要懷有敬本之情。《孔
子家語》〈廟制〉中孔子講過一段話：“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
憩。’周人之于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
奉其廟焉?”這一段話可視爲對“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的解釋。

11
12

13
14
15

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有性也，〈敘〉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復
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汗濯之衣而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婦禮無
愆。當於夫氏，則可以歸問安否于父母，化天下以爲婦之道也。”(毛亨，《毛詩正義》卷1，頁
36。)《詩集傳》卷1亦云：“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讚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
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于師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是皆徳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
爲后妃之本，庶幾近之。”(朱熹，《詩集傳》卷1，頁3。
)
方玉潤，《詩經原始》卷1，頁76。
〈甘棠〉原詩：“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
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毛詩序〉云：“〈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鄭箋
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
人，敬其樹。”(毛亨，《毛詩正義》卷1，頁91-92。)《詩集傳》云：“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
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朱熹，《詩集傳》卷1，頁10。)
《史記》，〈燕召公世家〉。
《論語》，〈學而〉。
《禮記》，〈祭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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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一詩的主旨據統計達七種之多，有“美齊桓公說”、16 “臣下報上
說”、17 “男女贈答說”、18 “諷衛人報齊說”、19 “諷送禮行賄說”、20 “朋友贈答
說”、21 “禮尚往來說”22 等。以上諸種觀點雖各不相同，但均是從具體的社
交關係如君臣、男女或國與國等來解說的，而孔子則從具體社交關係的言
說中超拔出來，凸顯了人與人交接之“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認爲像“幣帛”
這樣的賓客交往通好之禮物，絕非是簡單的交換物品，而是承載著豐富的
16

17

18

19

20

21

22

〈毛詩序〉云：“〈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
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鄭玄《箋》說同。唐代孔穎達《疏》曰：“有狄之
敗，懿公時也。至戴公，爲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于漕，後即爲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文
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爲齊所救而封之也。…… 欲厚報之，則時
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毛亨，《毛詩正義》卷3，頁289-290。)嚴粲《詩
緝》卷6：“〈木瓜〉美桓公，衛人之情也。《春秋》不與桓公專封，所以尊王也。”(《摛藻堂四庫
全書薈要》(第27冊)，〈經部·詩類〉，臺灣世界書局影印本。)《詩古微》，〈邶鄘衛義例篇下〉：
“〈衛風〉終於《木瓜》，所以著齊桓攘狄之功業。” “正著故衛甫亡之事，則亦邶、鄘遺民從徙
渡河者所作。
”(魏源，《魏源全集》(第1冊)，頁218-221。
)
《詩三家義集疏》卷3(下)：“賈子《新書》〈禮篇〉引由余云：‘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
附。’《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
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報施如此。” “賈子本經學大師，與荀卿淵源
相接，其言可信。當其時惟有魯《詩》，若舊〈序〉以爲美桓，賈子不能指爲臣下報上之義，是
其原本古訓，更無可疑。”(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上冊)，頁311。)與王同代學者陳壽
祺、陳喬樅《三家诗遺說考》卷1，〈魯詩遺說考〉：“賈子引由余語，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
群臣附，而以〈木瓜〉之詩爲證，知魯《詩》說以此篇爲臣下思報禮而作，與毛〈序〉言衛人欲
報齊桓之義異矣。
”(《續修四庫全書》(第76冊)，〈經部·詩類〉華東師大圖書館藏清刻左海續
集影印本。
)
《詩集傳》卷3：“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爲報也，但欲其長以爲
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如《靜女》之類。”(朱熹，《詩集傳》卷3，頁41。)姚舜牧
《重訂詩經疑問》卷2：“此詩語極輕佻，似男女相贈答之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4
冊)，〈經部·詩類〉。)此說頗被今之學者如聞一多、余冠英、程俊英、藍菊蓀等所認可，且進
一步明確爲情詩戀歌。
輔廣《詩童子問》卷2：“竊意桓公既歿之後，衛文公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責
文公之無恩，故爲是詩以風其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冊)，〈經部·詩類〉。)方玉
潤《詩經原始》卷4：“此詩非美齊桓，乃諷衛人以報齊桓也。” “衛人始終並未報齊，非惟不
報，且又乘齊五子之亂而伐其喪，則背德孰甚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明言之不敢，故假小事
以諷之，使其自得之於言外意。詩人諷刺往往如此。”(方玉潤，《詩經原始》卷4，頁188。
)
朱謀㙔《詩故》卷2：“〈木瓜〉 …… 蓋刺苞苴之禮公行也。木瓜、木桃、木李，皆刻木爲果以
充籩實者，物至微矣。以瓊琚、瓊瑤、瓊玖而猶若有歉焉，又爲遜順之詞以導之，政以賄成
有如此。”(《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冊)，〈經部·詩類〉。)《詩切》：“〈木瓜〉，刺賄也。”
(牟庭，《詩切》，頁691。)王應麟《詩考》引晁氏詩序論曰：“賈誼以爲下之報上。”(《影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第69冊)，〈經部·詩類〉。)
《詩經通論》卷4：“然以爲朋友相贈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 ”(姚際恒，《詩經通論》
卷4，頁91。)同代學者崔述《讀風偶識》卷2：“木瓜之施輕，瓊琚之報重，猶以爲不足報，而
但以爲‘永好’，其爲尋常贈答之詩無疑。
”(崔述，《讀風偶識》卷2，頁47。
)劉沅《詩經恒解》卷
1：“朋友相贈之詩。蓋施雖薄而意厚，故報之者相愛於無己也。”(劉沅，《槐軒全書·詩經恒
解》，影印清豫誠堂刻本。
)
吳懋清《毛詩復古錄》卷2：“衛承武公投桃報李之教，禮尚往來，因作是歌，以達其意。
”(吳
懋清，《毛詩復古錄》卷2，影印清光緒二十年廣州刻本。
)《詩經直解》卷5：“〈木瓜〉，言一投
一報，薄施厚報之詩。徒有概念，羌無故實。詩義自明，不容臆說。此當采自歌謠，今亦有
得一還兩、得牛還馬之諺語。”(陳子展，《詩經直解》卷5(上冊)，頁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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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
行情則民爭，故君子于有饋者弗能見，則不禮其饋。” 23 這樣，孔子就從詩
句中原來具體的禮義關係提升爲具有普遍性的禮義原則，並深入闡明了支
撐其成立的精神內容。
除了以上三例外，《孔子詩論》中類似的思路在引用、評價〈關雎〉、〈燕
燕〉、〈漢廣〉、〈綠衣〉、〈宛丘〉、〈菁菁者莪〉等詩句時均有體現。如果再結
合前文所述《論語》中孔子對《詩經》的引用、評價，不難發現其引詩、評詩
雖多“斷章取義”，“然亦不當大違原義”，24 故“引詩不離句義”是孔子引詩、
評詩的“一以貫之”之道，由此也爲我們準確把握“思無邪”命題提供了指導
思想和方法。

二、“思無邪”命題之辨析
“思無邪”之語出自《詩經》〈魯頌·駉〉篇，爲方便論述，現將原詩摘錄如下：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 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
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 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
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溥言駉者! 有驒有駱，有駠有雒，以車繹繹。思
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 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
無邪，思馬斯徂!

古今學者對這首詩的理解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25 但它首先是一首
詠馬詩應是確定無疑的。全詩四章，每章列出四種不同毛色的馬，共寫出十
六種馬，極言牧馬盛多。在寫法上，整首詩用的都是複唱的方式，各章的句
數、字數及句型結構完全相同，只是變化不同的關鍵字。這些關鍵字就是馬
駕車的狀態，分別用“彭彭”、“伾伾”、“繹繹”、“祛祛”來描寫。“彭彭”本是連
續擊鼓的聲音，這裡用來形容馬駕車的強健有力，使人仿佛聽到馬在進行
過程中四足踏地發出的響聲；“伾伾”，形容馬行進的速度很快。《楚辭》〈招
魂〉在形容土伯的猙獰可怕時有“逐人駓駓”之語，王逸注曰：“逐人駓駓，
23
24
25

《禮記》，〈坊記〉。
錢穆，《論語新解》，頁25。
這首詩的主旨歷來眾說紛紜，難成定論。有的認爲是歌頌魯僖公馬政的詩，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毛詩序〉：“〈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谷，牧
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毛亨，《毛詩正義》卷20，頁
1627。)這一觀點在歷代學者的認可度比較高；有的則認爲是借養馬以喻魯國人才之盛。
《詩經原始》卷18云：“此諸家皆謂‘頌僖公牧馬之盛’，愚獨以爲喻魯育賢之眾，蓋借馬以比
賢人君子耳。
”(方玉潤，《詩經原始》卷18，頁631。
)這種說法也不是沒有道理，可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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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走捷疾。” “伾伾”、“駓駓”，都是健步如飛之狀；“繹繹”，連續不斷之意，
突出馬的持久的耐力；“祛祛”，《說苑》〈奉使〉云：“入門祛衣不趨。”祛，指
撩起。祛又指衣袖、袖口，人在走路時隨著手臂擺動，衣袖上下揮舞，取其
舒張之義。對於馬的駕車形態，用以上四個詞語加以描繪，取象角度各異，
前後不相重複，全面展示了馬的雄姿。26 與之相應，在描述完馬駕車的狀態
後，詩句後面先後出現“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方玉潤認
爲這四個“思”引申出來的意義“當屬馬言”，27 也就是指馬跑起來“沒有盡
頭”、“沒有停下來的時候”、“不知疲倦”、“從不偏斜”。而孔子在《論語》〈爲
政》篇用“思無邪”來概括《詩經》的總體特性，顯然已與其本義發生了改變
(不再是言“馬”)，這種改變直接導致了後世對這一命題闡釋的歧義多解。
不過，歧義再多恐怕仍需從“思無邪”原意“不偏斜”處延伸而來。
那麼究竟該如何理解“思無邪”的含義呢? 要準確把握住這一命題的內
涵，首先必須對“思”與“無邪”的各自含義進行梳理。對於“思”字，大體有兩
種解讀：一是認爲“思”爲心思之意，鄭玄《毛詩傳箋》、孔穎達《毛詩注
疏》、朱熹《詩集傳》皆主此義；二是認爲“思”爲發語詞，陳奐《詩毛氏傳
疏》、俞樾《曲園雜纂》等均言“思”爲句首語氣詞，無實意。今人郭紹虞、朱
自清從此說，眾學者紛紛從之。筆者認爲，兩種觀點對於命題的解讀實際上
並不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但從“思”字在《詩經》中的使用情況以及古漢語
的使用習慣來說，將“思”作無實義的語氣詞或許更準確一些。28
這樣看來，理解“思無邪”命題的關鍵就在於對“無邪”的理解上了。何
爲“無邪”? 歸納起來大體有如下幾種說法：
一是將“無邪”訓爲“正”，魏何晏《集解》引包咸語曰：“思無邪”，“歸於
正也。”29 但何爲“正”? 包氏語焉不詳。南朝梁代皇侃《義疏》引衛瓘語曰：
“不曰‘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所思邪，邪去則合於正也。”30 北宋韓駒
曾說過：“詩言志，當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則道德仁義之語，高雅淳厚之
義自具。三百篇中有美有刺，所謂‘思無邪’也，先具此質，卻論工拙。”31 北
宋另外一位學者邢昺《論語注疏》曰：“此章言爲政之道在於去邪歸正，故
舉《詩》要當一句以言之。…… ‘思無邪’者，此《詩》之一言，〈魯頌·駉〉篇文

26
27
28

29
30
31

李炳海，《〈詩經〉解讀》，頁497-498。
方玉潤，《詩經原始》，頁631。
據筆者統計，“思”字在〈國風〉中出現了57次，除8處作語氣詞外，其餘均有實際意義；〈小
雅〉出現了19次，2處有實際意義，其餘均爲語氣詞；〈大雅〉中出現12次，2處有實際意義
外，其餘均爲語氣詞；〈頌〉中“思”出現了23次，除1處有實際意義外，其餘均爲語氣詞。
另，清代學者劉淇曾這樣總結歸納“思”字的用法：“凡思字在句端者，發語辭也，如伊、維
之類。在句尾者，語已辭也，如兮、而之類。”(《助字辨略》卷1)兩相比照，“思無邪”中的
“思”應該屬於這一類虛詞。
何晏，《論語集解義疏》卷1，頁14。
何晏，《論語集解義疏》卷1，頁14。
《陵陽室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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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
也。”32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也說這是指“作詩人所思皆無邪”，今人楊
伯峻則認爲這是指《詩經》的“思想純正”。33
二是將“無邪”訓爲“誠”，如北宋程頤曰：“‘思無邪’者，誠也。”34 南宋
的朱熹曰：“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爲誠也。”35 進而認爲“凡
《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
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36 張栻亦云：“《詩》三百篇，美惡怨刺雖有不同，而
其言之發，皆出於惻坦之公心，而非有他也。故‘思無邪’一語可以蔽之。”
“學者學夫詩，則有以識夫性情之正矣。”37 顯然，與何晏、皇侃、韓駒、呂祖
謙等學者從作詩人的角度以“正”來釋“無邪”不同，朱熹和張栻是從詩教“正
心誠意”之功能出發，強調“思無邪”重在教讀者，其目的是“正人心”。在他
們看來，詩道性情，各詠其事，讀詩者只有心無邪，才能皆用於正耳，誠如
朱熹所言：“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38
三是將“無邪”訓爲“無涯”。近人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則認爲《詩經》
〈魯頌·駉〉中的“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語例相仿。他將“思”
理解爲發語詞，認爲“疆”與“期”通“記”，“斁”讀爲“度”，“邪”讀爲“圄”，“圄”又
通“圉”。因此，在他看來，“‘思無疆’猶言無已；‘思無期’猶言無算；‘思無斁’
猶言無數；‘思無邪’猶言無邊。無已、無算、無數、無邊詞異而義同。”39 此種
觀點與傳統解讀完全不同，而是另闢蹊徑，視角獨特，頗有新意。
以上諸說各有優長，本難以定論，然郭店楚墓竹簡的出土，成爲孔子“思
無邪”命題的定讞之論。郭店楚簡《語叢三》第四十八、四十九簡云：“思無疆，
思無期，思無怠，思無不由義者。”饒宗頤認爲這幾句話明顯是“摘自〈魯頌〉”，
並且是“斷章取義以說《詩》”。在他看來，這是孔門以及儒家說詩、引詩的一個
歷來傳統，40 此說甚是。我們將這四句話與〈魯頌·駉〉篇進行對照，不難發現
“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怠”分別對應〈魯頌·駉〉中的“思無疆”、“思無期”、“思無
斁”，而“思無不由義者”則與“思無邪”相對應。只不過，“‘思無邪’是反說，‘思無
不由義者’是正說”，“‘無不由義’即‘無邪’。”41 這就表明，于省吾對“思無邪”命
題的解釋是不能夠成立的，否則無法與“思無不由義”的意思相對應。因此，郭
店楚簡《語叢三》，爲我們準確把握“思無邪”命題提供了重要理論支撐。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何晏，《論語注疏》卷2，頁12。
楊伯峻，《論語譯注》，頁1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54。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23，頁800。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53。
張栻，《癸巳論語解》卷1，頁7。
朱熹，《詩集傳》，頁238。
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頁171-173。
饒宗頤，〈詩言志再辨〉，頁10。
廖名春，〈郭店楚簡與《詩經》〉，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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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了第三種觀點之後，那麼，前兩種觀點哪種更準確一些呢? 比較
而言，第二種或許更準確一些。因爲從《詩經》所選作品的實際情況來看，
有的詩表現出激憤的怨刺之情，有的描寫男女之情大膽直白，乃至于被後
人視爲“淫詩”，如〈鄭風〉中的〈山有扶蘇〉、〈野有蔓草〉、〈狡童〉、〈褰裳〉、
〈溱洧〉，〈陳風〉中的〈月出〉、〈澤陂〉，〈邶風〉中的〈靜女〉，〈鄘風〉中的〈桑
中〉等等，這些詩歌表現兩性之情頗爲露骨，朱熹甚至把〈褰裳〉解讀爲“淫
女語其私者”。而對於這一類的詩，孔子不僅沒有把它們當做“淫詩”刪掉，
相反還大量保存下來(尤其是保存下來二十一首〈鄭風〉)。若以後儒的思想
標準來衡量，很難用“純正”來解釋，故以“正”訓“無邪”自然也就失去了其合
理性。不過，這倒從另一方面證明了第二種觀點的有效性。細究起來，上述
這些情詩都表現了人的真實感情，不虛不僞，這便可以稱爲“誠”，而孔子欣
賞的正是這一點。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孔子的確說過“鄭聲淫”、“惡鄭聲之
亂雅樂也”之類的話，42 但那主要不是針對詩歌而是針對音樂來談的。43 在
孔子看來，“鄭聲”作爲俗樂是“淫”的，但作爲表達誠摯愛情的詩歌則是“無
邪”的。後來，王國維曾專門澄清說，有些詩“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爲淫
詞、鄙詞者，以其真也。…… 非無淫詞，讀之但覺其親切動人，非無鄙詞，
但覺其精力彌滿。”44 這就解決了爲什麼孔子一方面說“鄭聲淫”但同時又說
“詩三百”、“思無邪”的矛盾了。

三、“思無邪”內涵之詮解
根據上述辨析，我們可以進一步明確地闡述“思無邪”命題的內涵了。所
謂“邪”者，“僞”也，故“無邪”的含義就是“不僞”、“不虛”。《易》〈乾〉有言：“閑
邪存其誠”。孔穎達釋曰：“言防閑邪惡，當自存其誠實也。”可見，“無邪”與
“純真”是一致的。東漢王充雖然在人性論上與孔孟相異，但在對“思無邪”的
理解上，卻是完全認同的。《論衡》〈佚文〉篇云：“聖賢定意于筆，筆集成文，
文具情顯，後人觀之，以見正邪。…… 《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
妄’。”在王充看來，“無邪”的意思就是“疾虛妄”，即真實而不虛僞，而前面提
及的宋儒以“誠”訓“無邪”其實也是在強調這一點。“誠”在宋儒那裡兼有宇宙
本體與人格境界雙重意義,“誠者，合內外之道，便是表裏如一，內實如此，外
也實如此。故程子曰：‘思無邪’，誠也。”45 然學詩如學道，必先明誠之理，才
能知正，才能守德，才能克邪，才能清除私欲邪念，由此“思無邪”而誠，以立
42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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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陽貨〉。
張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 〈關雎〉作爲音樂藝術的審美原則〉，頁62-64。
王國維，《人間詞話》。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23，頁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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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心中的正性、正覺、正理、正悟。故宋儒以“誠”訓之，便意味著對“無邪”之
詮解轉向了情性論。朱熹以“正”訓“無邪”，强調的便是情性之“正”，而非政治
教化之“正”，誠如斯言：“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
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僞，自無
邪。” 《朱子語類》又結合《詩經》進一步提到：“詩人之思，皆情性也。情性本
出於正，豈有假僞得來底?思，便是情性；無邪，便是正。以此觀之，《詩》三
百篇，皆出於情性之正。”46 朱熹的這一論斷已然從政治教化評詩轉入以情性
評詩，其中“誠”與“正”強調的乃是情性之真摯無僞、不做作。就此而言，後世
文人在理解“思無邪”這一命題時，又多加以借鑒和引申。
比如，金代元好問在〈楊叔能小亨集引〉就曾說到：“唐詩所以絕出於三
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 何謂本? 誠是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發乎
邇而見乎遠，…… 故曰：不誠無物。”47 元好問以“誠”爲《詩經》與唐詩之“
本”，而“誠”與“思無邪”相通，其特點就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強調了情感
的真切動人。明瞿佑《歸田詩話》〈序〉亦云：“古《詩》三百篇，孔子取‘思無邪’
一言以蓋之。夫‘思無邪’者，誠也。人能以誠誦詩，則善惡皆有益。學詩之
要，豈有外於誠乎? ”48 瞿佑認爲作詩與誦詩的“思無邪”，如果能統一在“誠”
上，這樣才可以收到懲惡揚善的效果。鄭浩在《論語集注述要》中認爲“邪”的
古義是“徐”，當訓爲“虛徐”。他說：“‘無邪’字在《詩》〈駉〉篇中，當與上三章
‘無期’、‘無疆’、‘無斁’義不相遠，非邪惡之邪也。…… 古義邪即徐也。”由此
可以理解在《詩經》中，“無論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於至情流溢，直寫
衷曲，毫無僞託虛徐之意，即所謂‘詩言志’者，此三百篇之所同也，故曰一言
以蔽之。”49 國學大師錢穆對此說深表認同，認爲“無邪，直義”。“三百篇之作
者，…… 直寫衷曲，毫無僞託虛假，…… 故孔子舉此一言以包蓋其大義。詩
人性情，千古如照，故學於詩而可以興觀群怨。”50 當代美學家李澤厚在解釋
“思無邪”時，同時引用了程頤與鄭浩的觀點，並將“無邪”釋爲“不虛假”。51 文
學批評史專家陳良運也認爲“無邪”即真實的思想情感：“程子說：‘思無邪，
誠也。’何謂‘誠’? 即‘實’。所謂‘思無邪’，就是說《詩》三百篇都是表達真實思
想感情的作品。”52 由此可見，《詩經》中雖“貞淫正變，無所不包”，53 且“‘思’
字境界無盡”，然“所歸則一耳”，54 這個“一”實質上就是“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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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靖德，《朱子語類》卷23，頁799-801。
元好問，《元好問全集》(下冊)卷36，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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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無邪”的這一內涵同樣也體現在孔子對其他所引《詩經》詩句的評價
上。〈子罕〉篇中引用了《詩經》中的幾句逸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
爾思，室是遠而。’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詩人說，唐棣(即常
棣，今之謂棠梨樹)樹開花，翩翩搖擺，先開後合，難道我不想念你嗎? 只是
居住相隔遙遠! 這可能是一首思念情人、或處江湖之遠而思君的詩，孔子發
現並批評其感情表達不真的跡象：不是相隔遙遠而是不想念啊，如果真心
想念，怎麼會覺得遙遠呢? 這裡是由對虛僞愛情的批評強調感情表達的真
實可信。《孔子詩論》第十七簡曰：“〈揚之水〉，其愛婦烈。” 〈揚之水〉，今本
《詩經》中〈王風〉、〈鄭風〉、〈唐風〉各有一篇，原簡未注明出自哪一篇。本文
從李學勤說，以爲指的是〈王風·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從該詩內容上看，這是一位遠地戍邊的將士懷念家中妻子的詩。詩中
的“彼其之子”，應指妻子。周時婦、女有別。“婦”是對婚後女子的通稱，所以
孔子以“愛婦”稱之。而“愛婦”對丈夫的思念之情過於濃重，乃至於達到了
“烈”的程度，雖有失性情之中正平和，但其真摯性不容置疑。孔子對〈邶風·
燕燕〉的評論，有“〈燕燕〉之情，以其蜀也”之語。馬承源認爲，此篇詩意言之
子歸嫁遠送之情。而對“蜀”，則認爲“當讀作‘獨’，若假借爲‘篤’也可。……
‘篤’乃言情之厚。”55 龐朴也引郭店簡與馬王堆帛書讀“蜀”爲“獨”，並解釋“燕
燕之情，以其獨也”爲“其情專一不渝和不假修飾出於至誠。”56 在評價〈陳風·
宛丘〉時，孔子說：“〈宛丘〉曰：‘洵有情，而亡望。’吾善之”57 從文義來看，
詩中描寫的是一位男子愛上了一位以巫爲職業的舞女。但因爲周代有巫女
不嫁的習俗，所以他把這份愛情只能深深地藏在心裡，以禮自持，保持著一
種理性的態度。此詩中的男子，與〈漢廣〉中的男主人公一樣，均是具有深
情卻又能以禮相節之人。孔子所“善”的正是這樣一種真實無妄而又有所節
制的情感態度。另外，像《孔子詩論》第十簡所言“〈關雎〉之改”、“〈鵲巢〉之
歸”、“〈甘棠〉之保”、“〈綠衣〉之思”等等，也都是從不同側面強調了情感的
深厚和誠摯。
由此可見，孔子理解的“無邪”並非像漢儒那樣僅將之限定於政教範圍
之中，而是將人的自然情感凸顯出來，強調其“誠”、“直”、“疾虛妄”、“不虛
徐”之特性。從這一意義出發，“思無邪”實際上就是要求詩人之情志應發自
本心而無僞飾。這也就意味著，《詩經》之所以被歷代詩人、詩論家特別看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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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一)，頁145。
龐朴，〈上博藏簡零箋〉，頁237-238。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一)，頁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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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排除其神聖化了的“經”的因素，便主要是其自然而發的真性情。“詩以
道情，道之爲言路也。情之所至，詩無不至；詩之所至，情以之至。” “唯此
窅窅搖搖之中，有一切真情在內，可興、可觀、可群、可怨，是以有取於
詩。”58 同時，也正是因爲以“真實”與“誠摯”爲標準，在“詩三百”中，才容納
了那些被視之爲“淫詩”的作品。
■ 投稿日：2018.02.08 / 審查日：2018.02.08-2018.05.08 / 刊載決定日：201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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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Approach to the Expression
“Innocent Thoughts” (Si wu xie 思無邪)
ZHANG Ming

Abstract
Confucius quoted many poems in his teachings, as seen in the transmitted Lunyu 論語
(Analects) and the excavated text Kongzi shi lun 孔子詩論 (Confucius’ Comments on
the Book of Poetry). However, the poems Confucius quoted cannot be found in the
transmitted text Shijing 詩經 (Book of Poetry), even though “quoting poems without
distorting the context” (yin shi bu li qu yi 引詩不離句義) was always a basic principle
when Confucius quoted and evaluated the Book of Poetry; this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that allows us to grasp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innocent
thoughts” (si wu xie 思無邪). Though the expression “innocent thoughts” originally
meant “never being skewed” on horseback, Confucius used it to summarize the artistic
spirit of, and emphasize the “pure” thoughts and emotions in the Book of Poetry.
However, the “pureness” in his teaching does not refer to the “pureness” of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the “pureness” of temperament, which highlights natural emotions and
moral virtues such as honesty, uprightness, and integrity. In this regard, “innocent
thoughts” actually require that the emotion of the poet should be taken from the heart
without any artifice. This is because truth and sincerity are the main yardsticks of
the poems, and the Book of Poetry also contains some sensuality.
Keywords: Confucius, innocent thoughts, pureness, honesty, Analects, Confucius’
Comments on the Book of Poe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