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豳风·七月》是一首“抒情的民间诗歌”

周建忠 胡 彦

内容提要 《豳风·七月》来自民间，由奴隶们集体口头创作，历经传播与不断创作的漫长过程，最后由

周代宫廷乐师加工润色、创作而定型。诗以“诉苦”为基调，叙事与农事描写均为抒发愁苦情感服务，反映出

广大奴隶们艰辛的生存环境，抒发了他们心中普遍存在着的各种情感。因此，无论从创作主体、情感抒发来

看，还是从诗歌原型、表现手法来看，《豳风·七月》所呈现给我们的都是一首抒情的民间诗歌，处于由民歌向

抒情诗发展的过渡阶段，而不是叙事诗、农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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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风·七月》是周人居豳时的作品，由奴隶

们集体口头创作，在浸润着悲苦惆怅情感的气息

里，娓娓地讲述着他们年复一年永无止息的劳作

生活，真实、淳朴、亲切、辛酸，使人感同身受，如临

其境。同时，它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凡 8
章，88 句，383 字。历经漫长的流传过程，终由宫

廷乐师整理加工，创作定型: 全诗以时令为序，铺

叙奴隶们的劳作生活场景，是《诗经》用赋的典

型，兼具文史价值，“小我中有大我，大我中有小

我，又别著风情”①，被誉为“第一流的作品”②。
关于《豳风·七月》的性质，迄无定论。历代

学者多认为是反映社会生活、农家生活的叙事诗、
农事诗。如游国恩认为“反映了当时奴隶充满血

泪的生活，是那个时代社会的一个缩影”③，聂石

樵认为是“周初人追述周先公居豳从事农业生产

之作”④，亦有文学史称: “《七月》是一首较长的

叙事诗。”⑤而更多的学者仍持是农事诗的看法:

如郭预衡“《国风》农事诗的杰出作品，当推《豳

风·七月》，这是一曲饱含血泪的奴隶之歌”⑥，

袁行 霈 认 为 是“《诗 经》农 事 诗 中 最 优 秀 的 作

品”⑦ ; 也有学者从风诗的性质讲起，如郑振铎认

为《七月》是民间歌谣里的农歌⑧，杨公骥认为是

“西周时豳地的民歌”⑨，林庚认为“《七月》这篇

诗好像是一个农夫生活的四季歌”⑩。验之原作，

《豳风·七月》并没有较长而连贯的叙事情节，且

诗中的叙事与农事描写全然是抒发愁苦感情的手

段。它实则是一首抒情的民间诗歌，处于由民歌

向抒情诗发展的过渡阶段。

《豳风·七月》的原型是民间诗歌

朱熹云:“‘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瑏瑡《豳

风·七月》就是这样一首具有浓厚原生态风味的

“民俗歌谣之诗”，兹分举数端论之。
( 一) 奴隶是创作主体

《豳风·七月》以“诉苦”为基调，在悲愁、深

沉的情感中向我们讲述了奴隶们的艰辛生活，年

复一年永无止息的劳役: 耕种、蚕桑、绩染、制衣、
采植、狩猎、习武、采冰、藏冰、执宫功、祭祀等等;

数九寒天缺衣少食的境遇:“无衣无褐”、“采荼薪

樗”; 劳务之隙修葺陋室的辛酸: “穹窒熏鼠，塞向

墐户”，正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瑏瑢，恶

劣的生存状况使得奴隶们畅快淋漓地直咏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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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抒其情，“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者，不能言之亲

切有味也如是”瑏瑣。于是，通过歌唱，奴隶们“不

仅使心灵从情感中解放出来，而且就在情感本身

里获得解放”瑏瑤，身心享有短暂的愉悦与释放。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创作主体的奴隶们“在

诗里并不露面，而是把自己淹没到对象里去”瑏瑥，

所以“民间诗歌在形式上一般是抒情的，也就是

表现主体的，它们缺乏的正是上文所说的主体的

个性”瑏瑦。《豳风·七月》表现的是奴隶群体的日

常生活，抒发的是存在于奴隶之间的普遍情感，这

种民间性自然成为奴隶群体形象的写照。
( 二) 广为传诵

《豳风·七月》最初以民歌形式产生并在民

间广为流传，就因其感情真实自然，表现生动活

泼，并间杂着人们熟识的口语俚语，神情意态栩栩

如在眼前，正如迈纳所言: “抒情诗似乎是最原

始、最基本的艺术。在被我们刚刚称作抒情诗的

东西最终获得了独立性，被人们普遍视为抒情诗、
视为文学之前往往还有一个阶段。”瑏瑧这一“阶

段”即《豳风·七月》作为民间诗歌被广为传诵的

阶段。
( 三) 情感自然、丰富、多元

《豳风·七月》列叙了从春到冬的系列劳务，

参差而立体地展示出不同阶层、不同人物的多重

情感世界，一派古风: 对奴隶们来说，劳役繁重，缺

衣少食，以劳役为生活的重心，随之运转，从衣、
食、住、用等方面全面展开。至如采桑女，在大好

的春光里独自“伤悲”，只因“殆及公子同归”，感

物伤时怜己，情感丰富，催人泪下。当然苦中也不

乏细腻的精神活动与生活追求，当一位高大威猛

的男奴在匆匆而简单地整饬修葺的房屋前，羞愧

内疚地唱出“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时，

一缕轻柔恬淡的温情立刻发散开来，弥满了全身!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他们全家和乐融融欢度新年

的情景! 《豳风·七月》就是这样，以平实疏淡的

语言呈现给我们广阔的情感空间，于起伏跌宕的

微痕中拓展了诗歌的社会内蕴，加强了诗歌的表

现力度!

( 四) 原型多样

《豳风·七月》杂糅了各种歌谣、农谚、小诗，

它们各咏其事，各抒其苦，真实、亲切、自然。比如

诗中有关农事、桑绩、狩猎、迎寒暑、祈年、祭祀等

各类小诗，都体现出了周代先民们安时顺命的生

活哲学。尤其是每章以“月”指事的诗句，如“七

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流火，八月萑苇”等，多

具有鲜明的时令、物候特点，有些还含有规训意

味，并且承前启后，与其后边的讲述存有提领和顺

延时序的关系，是“对与思索无关的亲身体验的

直接描述”瑏瑨，毫不矫揉造作，以至人们将这些谚

语等直接运用到诗歌之中，浑然天成。“民族的

各种特征主要表现在民间诗歌里”瑏瑩，而“真正的

抒情的艺术作品却不能揭示民族精神整体”瑐瑠。
《豳风·七月》多元复杂的原型，让我们一方面得

以于各种零散琐碎的叙说中管窥西周早期的社会

风貌，感受奴隶们生活的真实情形; 另一方面也切

身地体悟到介于民间诗歌与抒情诗之间的《豳

风·七月》本身所具有的过渡性特征。
( 五) 明显的民歌痕迹

《豳风·七月》源于民间创作而又高于民间

创作，所以保留了较多的民歌痕迹。
其一，《豳风·七月》没有严密的逻辑联系，

节令顺序混乱，有时还有重复。某些节令、物候、
劳役，每每散落于数章之中，分而述之，缺乏系统

性。如第六章中“十月获稻”，已述收获，第七章

复言“十月纳禾稼”，并细数出: “黍稷重穋，禾麻

菽麦”，继而又以“我稼既同”紧承其后，语言重叠

冗复。
其二，《豳风·七月》在内容、形式上均表现

出一定的杂糅性，没有统一的体例。在时序上，

《豳风·七月》描写了奴隶们一年的生活，但它又

不像后代的月令歌或《礼记·月令》那样按月按

季井井有条地展开; 在结构上，诗的前两章均以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开头，具有《诗经》以重章

叠句的结构方式统一全诗的特征，但第三章便开

始改变这一形式，从第四章起则发生整体转移。
其三，各章自成体系，各叙其事，抒情主人公

转换频繁，人称也很不一致。或男或女，如男子:

“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

此室处”; 女子: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载

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同时穿插了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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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主体感受: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采荼薪

樗，食我农夫”、“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

功”。
( 六) 民歌的表现手法

《豳风·七月》正如所有感人的流行歌曲一

样，全诗在略带低沉基调的悲愁的情境中展开，

“平静安稳地顺流下去，没有突兀的跳跃，也没有

生硬的转折，只有观念的安静的流转，自成一个整

体，时而有些不连贯，过分简练，时而比较舒展，一

气呵成”瑐瑡。在传唱之中，奴隶们的愁苦感情不断

得到强化。诗中处处显示着它的民间视角:

其一，以男性与女性作为歌咏的两条线索。
如男奴参与的劳作有: 凿冰、藏冰、祭祀、播种、收
稻、打猎、执宫功等，女奴的劳作则与男奴相辅相

成: 送饭、采桑、制衣等，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

动力:“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瑐瑢

其二，场合选取最基本最简单的二分法: 田野

与村落。《豳风·七月》中反映田野生活的内容

诸如: 七月“亨葵及菽，食瓜”，八月“其获，载绩，

为公子裳，萑苇，剥枣，断壶”，九月“筑场圃，叔

苴，采荼薪樗”，十月“获稻，纳禾稼，涤场”，正月

至二月“于耜，举趾，馌彼南亩，播百谷”，三月“爰

求柔桑，采蘩，条桑，伐远扬，猗彼女桑”。反映村

落生活的内容诸如: 十一月“为此春酒”，二月“献

羔祭韭”，十至十二月“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十

一至十二月“于貉，取彼狐狸，其同，载缵武功”，

十一月至正月“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

綯”，十二月至正月“凿冰，纳于凌阴，朋酒斯飨，

曰杀羔羊”，比较全面地表现出奴隶社会的生活

面貌。
其三，《豳风·七月》唱出了阶级的对立: 穿

衣方面，奴隶“无衣无褐”，而奴隶主不仅有裳有

裘，而且“载玄载黄，我朱孔阳”，服饰艳丽; 饮食

方面，奴隶只能“亨葵及菽”，“采荼薪樗”，勉强果

腹，最好时也不过是敬献奴隶主之后所剩的豵，而

奴隶主却可以享受豜与春酒; 住房方面，奴隶“穹

窒熏鼠，塞向墐户”，破旧的茅屋还要一再修补才

能入住，而奴隶主却有宫有屋有公堂居住; 劳役方

面，奴隶们进行一系列的劳作: 农耕、蚕桑、狩猎、
宫功，每一项都任重繁复，而奴隶主却只需为奴隶

授衣，监督奴隶劳动，“田畯至喜”，坐享收获，接

受“万寿无疆”的祝福。尽管如此，但可以看出，

全诗的气氛还是缓和的，说明当时社会状况相对

稳定。
全诗本色自然，一如近人吴闿生《诗义会通》

所引旧评:“《七月》篇生动处，太史所本。全篇点

缀时景，都与本事相映。”瑐瑣

《豳风·七月》是抒情的诗歌

抒情诗的一般特征是“要表现自己，要倾听

自己的‘心声’”瑐瑤。《豳风·七月》是广大奴隶们

在艰辛恶劣的生存境遇中抒发愁苦情感的诗歌，

虽然还处于由民歌向抒情诗过渡的稚嫩阶段，但

不容置疑它已初步具备了抒情诗的基本特征。
( 一) 抒情内容———心灵感知心灵自己

“作为抒情诗的内容，最实在最有实体性的

东西也必须经过主体感觉过，观照过和思考过才

行。”瑐瑥《豳风·七月》通过展现周代奴隶生活的

全景，抒发了不同处境中的奴隶们的各种情感，这

些带有普遍性情感的个体体验在奴隶们长期的劳

作中、传唱中不断沉淀，在将平凡的繁重琐细的劳

役作为抒情内容一一表现出来的同时，既抒发了

奴隶们自身灵魂所发生的情感，也由此而凝聚成

了奴隶集体的情感。有正月便开始有下地的无

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有夜以继日劳作

的辛苦:“昼尔于茅，宵尔索綯”; 有奴隶“无衣无

褐，何以卒岁”的凄凉，有奴隶主“至喜”的欢心;

有男性奴隶“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的

片刻温情，有女性奴隶“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

脉脉哀伤; 有“觱发”、“栗烈”的寒意体验，有“跻

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的暖情感受。所有

这些情感，无一例外都是奴隶们对自身及外界事

物独特而深刻的心灵体验与理解，是存在于奴隶

们身上的普遍情感，具有了普遍意义的世界观与

人生观。在这种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与抒情之中，

奴隶们获得了心灵的解放，“获得解放的内心就

回到它本身而处于自由独立，心满意足的自觉状

态”瑐瑦。
( 二) 抒情形式———强化情感的整一性

抒情诗的出发点就是诗人的内心和 灵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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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 情 诗 的 整 一 性 的 关 键 在 于 主 体 的 内 心 生

活”瑐瑧。《豳风·七月》作为奴隶集体口头创作、
主要抒发愁苦感情的诗歌，抒情主体自然各不相

同，“一诗中而藏无数小诗”瑐瑨，“易流于零散破

碎，过分简练以至于晦涩。情感隐藏很深，本来就

不易尽情吐露出来”瑐瑩。所以加强诗歌的抒情整

一性是《豳风·七月》表现情感的重点。
1． 情感抒发的强化

运用对比手法，将奴隶与奴隶主的生活进行

比较，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如在穿衣上，一方面，

奴隶们仰天呼号:“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另一方

面却“为公子裳”、“为公子裘”，并且是“载玄载

黄，我朱孔阳”，着色艳丽，极其华美; 饮食上，奴

隶们“食郁及薁”、“亨葵及菽”，“采荼薪樗，食我

农夫”; 打猎归来，则是“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岁末之交，奴隶们仍需勤勉地干活: “嗟我农夫，

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而且不分昼夜: “昼尔于

茅，宵尔所綯”; 至于“凿冰冲冲”，“纳于凌阴”之繁

重艰辛，则与“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

彼兕觥: 万寿无疆”，形成鲜明的对比，哀乐互衬，一

为“苦辞”，一为“喜容”，情景重现，令人唏嘘。
兼用多种句式，调节诗歌节奏，加强变换。如

反问句:“无衣无褐，何以卒岁?”陈述句:“采荼薪

樗，食我农夫。”祈使句:“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

此室处。”“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感

叹句:“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并适时以形容

词渲染气氛，增强表现。如“田畯至喜”之“至”，

表现出监工田畯对奴隶们劳动的极度满意，并开

心地享受奴隶送来的饭菜;“我朱孔阳”之“朱”则

表现出奴隶主服饰的鲜艳，与无衣无褐的奴隶们

相比，更反衬出制衣女奴的内心伤悲及广大奴隶

们的凄苦生活。
保留原始民歌原汁原味的口语，并加强口语

及感叹字的运用。《豳风·七月》本就是民歌，表

达喜怒哀乐之情的口语自然更能打动人心。“嗟

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表现的是奴隶们

结束农田劳务后又马上投入到室内的劳作上，一

个“嗟”字，流露出辛苦劳作永无停歇，不知何日

是尽头，抒发了几多疲惫、几多无奈! 至于岁末之

时，奴隶们将简陋的房屋修葺一新之后，招呼妻子

儿女 进 屋 过 冬: “嗟 我 妇 子，曰 为 改 岁，入 此 室

处”，展示了男奴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有亲情

有天伦，有羞涩有愧疚，有襟怀有担当，一年又一

年，总想通过辛苦付出换来更好的生活，尤其是居

住环境的改善，让妻子儿女年过得好一些，但遗憾

的是，力量有限，目标难以实现，实在对不起啦，只

能“入此室处”，惭愧惭愧啊! 不过，年年难过年

年过，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先到这个老屋迁就一

下，感受家庭短暂的温馨与宁静，期待下次“改

岁”时有所改观! 不止情真而语直，简直具有沉

郁顿挫欲吐还吞的境界，两个“嗟”字所表达出的

感情，内涵深远，浓郁持久，的确，“感叹字确乎是

歌的核心与原动力，而感叹字本身则是情绪的发

泄，那么歌的本质是抒情的，也就是必然的结论

了”瑑瑠。
重视心理描写，表现人物情感。如“女心伤

悲，殆及公子同归”，特写采桑女于“春日载阳”的

大好时光中独自伤悲，人物情感与美好景物迥然

相对，以细腻之笔描摹出人物伤悲的原因———
“殆及公子同归”。

2． 艺术感染力的强化

( 1) 六种起兴句式

句式一:“七月 ～ ～ ，九月 ～ ～”，诗中凡出现

两次，位于第一、二章章首，如“七月流火，九月授

衣”; 句式二: “七月 ～ ～ ，八月 ～ ～”，凡出现两

次，位于第三章章首、章中，如“七月流火，八月萑

苇”，“七月鸣鵙，八月载绩”; 句式三:“八月 ～ ～ ，

十月 ～ ～”，凡出现两次，位于第四、六章章中，如

“八月其获，十月陨萚”，“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句式四:“九月 ～ ～ ，十月 ～ ～”，凡出现两次，位

于第七章章首，第八章章中，如“九月筑场圃，十

月纳禾稼”，“九月肃霜，十月涤场”; 句式五“七月

～ ～ ，八月 ～ ～ ，九月 ～ ～”，凡出现一次，位于第

六章章中，如“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

句式六:“七月 ～ ～ ，八月 ～ ～ ，九月 ～ ～ ，十月 ～
～”，凡出现一次，位于第五章章中，如“七月在

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豳风·七月》以不同的句式起兴，使得诗歌

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与广阔的表现空间。同

时，也说明了它本身至少是由四首以上小诗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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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加工痕迹非常明显。这些来自民间的乐歌

谣谚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不同的起兴代表不同的

感情，且作用各异，或点明时令，或表明物候，或直

言劳务，继而引起正题。
( 2) 三种组合方式

如果将原型还原，周代乐师对《豳风·七月》
的诗章组合有三种方式:

将一章完整保留。如第一章总领全诗，以衣

食二事领起; 第二章承上而言蚕月，言衣，所以述

说采桑之事; 第七章则是对一年农耕结束作结，进

一步将述说视角转向村落; 第八章为全诗之结，以

采冰藏冰、欢聚、献祭来辞旧迎新。
两章压缩而成。很明显，第三章融合了三月

条桑、八月载绩制衣之事; 第六章则是对六至十一

月间奴隶们生活中一系列不间断的琐碎劳役加以

述说，如酿制春酒、庄稼收割、采荼薪樗等，总体感

觉劳务凌乱、繁多，花费时间很多。但可以看出，

这样的组合，已经是经过乐师们的精心组合，第三

章是以蚕桑制衣为中心，第六章是以奴隶饮食结

构为重点，各有主题，衔接有据。
“四、五、六”三章章首的比兴用“顶真”、“粘

连”的方法衔接: 第四章章首“四月秀葽，五月鸣

蜩”，第五章章首: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

羽”，第六章章首: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

菽”，不仅是章内月份自身的衔接，而且也是章与

章之间的衔接，将季节的转换，物候的变化以及奴

隶们的生活、劳役一一呈现，在紧凑的节奏中一气

呵成，气脉贯通。
( 3) 讲究谋篇布局

《豳风·七月》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开

篇，抓取七月、九月两个季节更换之期，言之以阴

阳渐变之势:“七月流火”表明暑退寒来，“三阴势

已成”瑑瑡，为一年之间寒暖之界，乃全诗之发起;

“九月授衣”表明阴气日盛，“万物毕尽，阴气侵

寒”瑑瑢 ; 至十月，为周历一年之终，故为物候之结，

故《尔雅》云“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

月为阳”瑑瑣。
( 4) 精心安排诗句

《七月》全诗八章，每章十一句，以两句相对

为基本单位，但为了增加句式的灵活顿挫，提高抒

情的力度，每章增设一个“三句组”，而且安排在

不同的位置上，呆板中见灵动，整饬中见变化，情

感内涵，浑然天成。
“三句组”于句尾: 如第一章“同我妇子，馌彼

南亩，田畯至喜”，第三章“载玄载黄，我朱孔阳，

为公子裳”，第五章“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

处”，第八章“跻彼公堂，称彼兕觥: 万寿无疆”;

“三句组”于第四句后: 如第二章“女执懿筐，遵彼

微行，爰求柔桑”，第四章“一之日于貉，取彼狐

狸，为公子裘”，第七章“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

入执宫功”;“三句组”于后两句前，如第六章“七

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
可见《豳风·七月》的句数以及句组位置的

安排，参差错落，大体上是有规律可循的，以四言

为主，并兼有六言如“六月食郁及薁”，七言如“二

之日凿冰冲冲”，八言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既

有定式，又有错落。“一章的句数，一篇的章数，

固然是多寡不定，然于此有可注目者，即在一篇之

中，各章的句数齐一者占着大多数……因为诗都

是拿着曲调唱的，而大概每章返覆于同一旋律歌

唱者为多，所以在诗形上 多 取 着 这 种 形 式。”瑑瑤

《豳风·七月》本为民歌，流传广泛，音乐性极强，

一般在每章开头以整齐对称的句子入乐，往往用

“起兴”、“顶真”等修辞手法，这也是将“三句组”
相对置后的吟唱之因。

( 5) 多样的修辞手法

《豳风·七月》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如双

声:“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中的“觱发”与“栗

烈”，风寒与气寒皆重，外见与内感呼应; 双声联

绵:“九 月 肃 霜，十 月 涤 场”中 的“肃 霜”与“涤

场”，以示岁终之候，农事之毕; 又如层递: “五月

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在表明时序推

进、物候变化的同时，分明让我们感觉到寒气一阵

强似一阵，于是跟随奴隶们一起回归村落; “二之

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

祭韭”。这种劳动的紧凑有点让人缓不过气来;

再如叠音词的使用: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中的

“迟迟”与“祁祁”，“二之日凿冰冲冲”之“冲冲”，

模声状态，不仅传神，而且发音相同的字紧密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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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朗朗上口，和谐悦

耳，这也是成就诗美的一个重要方面。
( 6) 巧妙的重章复唱

由民间诗歌发展而来的《豳风·七月》，重章

复唱在诗中不仅体现在形式上，而且也涉及内容。
它以一年十二个月为记事抒情的载体与分界，或

在一章之中，或在章与章之间，反复歌咏，表达语

义，加重感情。形式上，如第一、二章章首，均以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领起而重章复唱。内容

上，如第二章“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言采桑兼及情感; 第

三章“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
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

子裳”，言条桑、绩染、制衣，横跨三月与八月之

事，大笔勾勒采桑养蚕纺织制衣之全程，用笔则在

情感抒发之上，从中感受到女奴生活的种种心理

流程: 有采桑的轻盈喜悦，又有内心远离故土的隐

忧与眷恋; 有绩麻染织的繁重艰辛，有成果呈现时

的欣喜与满足，活生生地再现了女奴的真实生活

与情感活动，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
( 三) 最后的抒情主体———宫廷乐师创作定型

抒情诗“愈需要一种用力得来的艺术修养。
这种艺术修养既是一种优点，同时也是主体的自

然资禀经过锻炼和完善化的结果”瑑瑥。《豳风·
七月》由奴隶们在劳作过程中集体口头创作出来

后，经历了漫长的传唱、再创作过程，周宫廷乐师

作为《豳风·七月》最后的抒情主体，对诗歌进行

加工润色，创作定型。
1． 宫廷乐师的创作定型

《豳风·七月》作为由民歌向完全意义上的

抒情诗过渡的中间环节，流传至今，成为“天下之

至文”瑑瑦，我们有理由相信，《七月》当为传播学上

的一个“典范”，必定经过了多少代多少人的传唱

与传播。而漫长的传唱过程，也是众多民间艺术

家对其加工、提炼、合并、调整、修改、润色的过程，

也是一个逐步成熟、逐步完整，规模不断恢弘，艺

术结构不断圆融的过程。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周

代宫廷乐师在原创者、传播者、演唱者、采集者集

体智慧的基础上，进行整理编辑直至“再创作”，

使之臻于完整。而其中一位或几位乐师，应为本

诗的定稿人，其“再创作”的程度更高，以至于我

们今天在没有出土新发现的情境下，很难分辨出

哪些是原型哪些是再创作哪些是原作哪些是加工

润色的部分，必须经过一番认真的研读比较之后，

才能发现一些明显的痕迹。这些乐师是“有着相

当高艺术水平的专业艺人”，而且“专业的分工使

他们从小就有了更多关于诗歌音乐创作方面的训

练”瑑瑧，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

这些乐师能够保留《豳风·七月》的奴隶视角，对

其进行加工合成，并将其所抒发的悲苦感情予以

强化。基此可知，《豳风·七月》自其创作、流传

之日起，便是情感浓郁、深入人心的优秀之作; 在

不断地传唱过程中，被采进宫廷，并深深地打动了

宫廷乐师，激发起他们强烈的创作灵感，所以当乐

师们以文人视角对《豳风·七月》进行整体观照

时，便理性地赋予了《豳风·七月》深刻而又崭新

的抒情面貌———尽管诗中仍保留着许多民间诗歌

的朴素风格和原始艺术上的一些自然形态。“民

歌是直接出自深心的自发的自然音调，但是自由

的艺术是自觉的，它对于自己所创造的作品要有

一种认识和意志，要经过一番文化修养才能达到

这种认识，也要有一种创作方法方面的熟练。”瑑瑨

于是，既具备这些条件又感动于《豳风·七月》的

宫廷乐师就成为提升其为抒情的民间诗歌所不可

或缺的定型者，在表现奴隶们“悲苦”主题的象征

原型时，“将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系起来”，从而

“把我们的文学经验统一并整合起来”瑑瑩。
2． 强化手法的运用

“中 国 抒 情 诗 的 主 要 传 统 使 用 了 强 化 手

法。”瑒瑠乐师在对《豳风·七月》进行加工时，就使

用了这种手法，视角在各方面都有所及。如强化

奴隶生活，诗歌从衣、食、住、用、劳等各角度表现

奴隶们的艰辛处境:

蚕桑方面，三月的生活有“爰求柔桑、采蘩、
条桑、伐远扬，猗彼女桑”，八月“萑苇、载绩、为公

子裳”，十一至十二月“为公子裘”; 农耕方面，正

月至二月“于耜、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其始

播百谷”，八月“其获”，九月“筑场圃”，十月“获

稻，纳禾稼，涤场”; 饮食方面，六月“食郁及薁”，

七月“亨葵及菽，食瓜”，八月“剥枣、断壶”，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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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苴，采荼薪樗”; 狩猎方面，十一至十二月“于

貉，取彼狐狸，其同，载缵武功”; 宫功方面，正月

至二月“凿冰，纳于凌阴”，二月“献羔祭韭”，十至

十二月“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十一月至正月“执

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十二月至

正月“朋酒斯飨，曰杀羔羊”，将一年中的生活按照

月份依次展示，并注重了对奴隶家庭的描述，如修

葺茅屋，进行婚配等，同时兼及奴隶主的部分生活。
看似平常琐碎，却真实、全面、自然，切实可感。

通过对上述一系列劳务的描述与强化，《豳

风·七月》为我们呈现出了栩栩如生的奴隶生活

场景。它的每一章基本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

部分是时序性事物，后部分是劳务内容。前部分

可视为引起，后部分可视为本题。而前部分时序

性事物又往往从较远的时序咏起，一点一点过渡

到劳务的季节上来，以节令物候带出农事，以农事

带出情感，叙述中饱含着浓厚的感情色彩，达到抒

情的艺术效果。

《豳风·七月》不是叙事诗

( 一) 民间诗歌的原型特征

“诗歌是一种集中，是这种集中所产生的新

东西。诗歌把一大群经验集中起来。”瑒瑡《豳风·
七月》由众多短小的经验性的歌谣、农谚、小诗等

整合而成，诗中叙事琐碎甚至繁复，但奴隶们自身

的生命体验与悲苦心境却是笼罩全诗的情感脉

络。这正是民间歌谣重抒情然而却体现不出完

整、曲折、宏伟叙事要求的原型特征。
( 二) 叙事因素的抒情性质

有叙述，有叙事，不一定就是叙事诗。黑格尔

说过:“在抒情诗里也用得着叙事的因素。”瑒瑢《豳

风·七月》中关于劳务的种种叙述是为了更好地

抒发奴 隶 们 心 中 久 积 的 苦 闷 情 绪。所 有 这 些

“事”都是经过了“情”的浸染，透过繁复的劳役，

我们感受到的是奴隶们终年劳作却缺衣少食的悲

苦心境，听到的是奴隶们“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的无助哀叹! 所以“触动我们的意识和同情的也

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对象被描绘出来的那些特点，而

是寄托在该对象上的心情”瑒瑣。正因如此，《豳风·
七月》能够激荡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与感喟。

( 三) 已现抒情诗的特征

《豳风·七月》已有主体情感性的表现，虽然

还只是处在较为朴素的原初状态。比如第五章:

讲述自五月到十月间天气渐趋转凉，斯螽、莎鸡、
蟋蟀都应时而动，尤其是对蟋蟀“七月在野，八月

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行为的动态

描述，让人更觉寒意一月胜似一月; 此时作为万物

灵长的人当然也要“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天、
物、人，融为一体，顺应自然，故而才有蟋蟀“入我

床下”，奴隶们携妇子“入此室处”。这个细节的

穿插表现了抒情主体巡视自己内心世界的快速进

程，感情含蓄，表达隽永，正所谓: “抒情诗的原则

是收敛或浓缩，在叙述方面不能远走高飞，而是首

先要达到表现的深刻。”瑒瑤人类主体的情感投射于

外在事物上，奴隶们在特定情境中的体验与心情

构成全诗整一性的关键所在，其内心世界与外在

世界的相互感应，成为诗情最动人的表达方式。

《豳风·七月》不是农事诗

不可否认，《豳风·七月》多述及农事劳务，

甚至具体而且繁多，但不能因此就认定它是一首

农事诗。
《豳风·七月》依次描述了十二个月的物候

及各种劳动，稼穑之事犹多。物候方面的描述有:

七月“流火，鸣鵙，在野”，八月“在宇”，九月“肃

霜，在户”，十月“陨萚，蟋蟀入我床下”，十一月

“觱发”，十二月“栗烈”，三月“春日载阳，春日迟

迟，有鸣仓庚”，四月“秀葽”，五月“鸣蜩，斯螽动

股”，六月“莎鸡振羽”; 农事方面的描述有: 七月

“亨葵及菽，食瓜”，八月“萑苇，载绩，为公子裳，

其获，剥枣，断壶”，九月“授衣，筑场圃，叔苴，采

荼薪樗”，十月“获稻，纳禾稼，涤场”，十一月“为

公子裘，为此春酒”，正月至二月“于耜，举趾，馌

彼南亩，始播百谷”，三月“爰求柔桑，采蘩，条桑，

伐远扬，猗彼女桑”，六月“食郁及薁”; 宫功、狩猎

方面的描述有: 二月“献羔祭韭”，十至十二月“穹

窒熏鼠，塞向墐户”，十一至十二月“于貉，取彼狐

狸，其同，载缵武功”，十一月至正月“上入执宫

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十二月至正

月“凿冰，纳于凌阴，朋酒斯飨，曰杀羔羊”。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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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四至六月，诗中记物候而不及农事; 三月，记

物候而及蚕桑，但不及耕种; 正月到二月，始记播

种; 七月到十月记载较详: 包括筑场圃、纳禾稼

( 以黍稷重穋、禾麻菽麦为代表) 、涤场，以及葵、
菽、枣、瓜、壶、苴的收获与春酒的制作等。总体来

看，农事内容不及全诗的五分之一。显然，《豳

风·七月》并非一首完整的农事诗。具体而言:

( 一) 言农事而不准确、具体、完整

例如:“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在实际劳

动中，月份不可能分得这么清，实际应是三之日、
四之日，于耜、举趾。

不仅言农事是如此，在气候、狩猎、采冰藏冰

方面:“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都存在表

述不确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觱发”、“栗烈”
是一个渐进过程，寒意虽逐渐加重，却也不是骤然

别于两月之界; 狩猎与习武、凿冰与藏冰，则多数

是在同时进行。究之，这种手法可视为诗歌写作

中的互文互见，或是民歌本身铺排咏唱的特色，就

如《木兰诗》中“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

辔头，北市买长鞭”，东南西北，只是一种方位排

比，而不是实指。
再如，诗中言织仅及采桑、条桑、载绩、载玄载

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而其余过程全部没有，既

不具体，也不完整。
( 二) 许多农事尚未系月

兹举数例，并考定其月:

1．“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其始播百谷”
据上文对“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的分析

可知，“于耜”、“举趾”为互文，此时奴隶们已经开

始了新一年的播种，所以播谷、送饭之事应在正月

与二月之间。
2．“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根据《豳风·七月》叙说“八月载绩”与“九月

授衣”事，故此染色、制衣事当在绩麻之后，成衣

之前，为八月中事。
3．“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此言以枣、稻为原料酿酒。“八月剥枣，十月

获稻”，据《毛诗传笺通释》引传语曰:“春酒，冻醪

也”，释 曰: “周 制 盖 以 冬 酿，经 春 始 成，因 名 春

酒”，“此诗‘春酒’承上‘获稻’，自谓以稻为之

耳”，瑒瑥所以酿酒当为十月以后的事; 又据《礼记

·月令》:“是月( 仲冬之月) ……乃命大酋，秫稻

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

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瑒瑦，知

酿酒是在仲冬，即此为十一月事。
4．“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据《礼记·月炭令》:“是月( 季秋之月) 也，草

木黄落，乃伐薪为炭”瑒瑧，可知“薪樗”为九月事，

主语承上“九月叔苴”省。
5．“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

改岁，入此室处”
《礼记·月令》: “是月( 季秋之月) 也……蛰

虫咸俯在内，皆墐其户。”瑒瑨此为九月时令，天气转

凉，蛰虫等进入户宇，所以要“墐户”; 又《礼记·
月令》:“是月( 季秋之月) 也，霜始降，则百工休。
乃命 有 司 曰: ‘寒 气 总 至，民 力 不 堪，其 皆 入

室。’”瑒瑩这是说随着霜降，寒气愈发袭人，奴隶们

田间劳作已近尾声，不再在户外活动，所以要“皆

入室”。再据《礼记·月令》: “是月( 仲冬之月)

也……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瑓瑠这是在仲冬时

的宫 令，可 见 此 时，自 上 至 下，人 们 均 在 室 屋。
《豳风·七月》此章上言“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下

言“曰为改岁，入此室处”，所述与《礼记·月令》
所记多相吻合，由此可推知“穹窒熏鼠，塞向墐

户”当为入室前的准备，即九月之后、改岁之前。
6．“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
据此章上言“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

菽麦”及“我稼既同”，执功之事应在农事完毕后，

即在十月或十月之后; 又据“其始播百谷”为来春

之事，则推此为十一、十二、正月之间事。
7．“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

觥: 万寿无疆”
此所述当是在一年劳役结束之后，奴隶主与

奴隶们相聚一堂，庆祝丰收，祈福寿于来年的活

动，当在十二月与正月之间。
综上所述，《豳风·七月》是一首当之无愧的

“抒情的民间诗歌”，处于由民歌向抒情诗发展的

过渡阶段。全诗格调深沉，感情浓郁，朴质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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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熟悉的叙事、物候、农事，可以看做是

“所有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一直不变的哪些

方面，因而能够最有效地保证其作品能吸引他自

己时代以及任何时代的读者”瑓瑡，从而在更广泛的

领域内表现出心灵的那些希望、恐惧、欢乐和哀

愁，爱和恨，羡慕和厌恶，达到前所未有的抒情效

果，所以《豳风·七月》弥漫着“直接的、亲切的，

毫无拘束的哀乐情绪”瑓瑢，并以其“深沉的实践理

性的抒情艺术感染着、激励着人们”瑓瑣，使得千年

之下的我们依旧为之动容为之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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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ed regulations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but also a self － discipline management demand．
( 6) Tianjin Compiling Society and Manipulations of Public Opinions by Modern Japan in China

Xu Jinsheng ·152·
Against the rise of Anti － Japanese environ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 February

1920，a News Agency i． e． Tianjin Compiling Society was established by Japanese North － China Army head-
quarter，which was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Army Ministry，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as well as the Japa-
nese enterprises，and acted as a secret military service to manipulate the media．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ng
principles of the military，the Compiling Society used to deliver the news articles daily to the local area，Bei-
jing and other regions which were mostly favourable to the Japanese and made them published by means of pri-
vate sponsor． The attempt is to manipulate the public opinion against Japan’s policy of aggression and to quell
anti － Japanese sentiment in China． The activities of the Tianjin Compiling Society were a microcosm of the
modern Japanese army propaganda war staged in China．
( 7) Bin Wind in July: Lyrical Folk Poem Zhou Jianzhong Hu Yan ·165·

Bin Wind in July，originated from the folk life，was first created orally by slaves and processed and modi-
fied by court musicians of Zhou Dynasty after a long period of dissemination and constant creation． The poem
takes“complaint”as the keynote，the narrative and agronomic descriptions serving for the emotional distress．
It reflects the difficult living conditions of slaves and expresses the prevalence of various emotions in their
hearts． Whether from the aspects of creative main body and expression of feelings，or from those of poetry pro-
totype and technique of expression，the poem Bin Wind in July is a lyrical folk poem，created in the transition-
al stage from ballads to lyric poetry，neither narrative nor agronomic．
( 8) Leisurely and Carefree Mood: Basic Characteristics，Cultural Implication，and Political Connota-

tion of Literati Taste in Ancient China Li Chunqing ·174·
“Leisurely and carefree mood”is one of the basic features of literati taste in Chinese ancient times． It be-

came the main contents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i’s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which marks the separation
of literati and social politics，as well as their spirit independence in a certain degree． The function evolution of
poetry and calligraphy obviously show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literati taste． Poetry，a special mood of speech
used by ancient Chinese to communicate Heaven and Man，was born in the primitive witchcraft and religion．
And then，its functions shifting to present the mainstream ideology，became a form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emperors and ministers，and between scholar － bureaucrats． In the mainstream speech，poems gradually be-
came a method to express the individual sentiment after the middle stage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calligraphy gradually obtained the function of appreciation． Poetry and calligraphy became artistic
forms to express the leisurely and carefree mood，which show that the literati taste was formed and obtained its
legitimacy．
( 9) Aesthetic Dimens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Literal Criticism Zhang Yuneng ·190·

Aesthetic dimens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literal criticism i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teral criticism
that is based on Marxist aesthetics with Chinese features．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aesthetic restrict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literal criticism．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aesthetics can be
generalized as the ethical type aesthetics of searching good from mend，regarding literature and art as aesthetic
ideology． It regulates aesthetic form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literal criticism． It displays externally aesthetic
features of revolutionary practical quality，ethical ideological quality and integrating harmonious quality． Sini-
cization of Marxist literal criticism persists in the principle of unity of aesthetic criticism with historiography
criticism，applies criticism standard of linking aesthetic artistic standard with ideological standard，in operation
giving first priority to aesthetic artistic standard．
( 10) Analysis of Private Benefits in Corporate Control Right in Perspective of Law and Economics

Zeng Yang ·196·
As the product of modern corporation system evolution，the corporate control right has gradually been cat-

egorized into three different but intertwining types of right: absolute control，relative control and working con-
trol． As the focu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research is gradually turning to balancing the conflicts of benefit be-
tween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nd the non －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the topic of private benefits of con-
trol has gain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means a controlling that shareholder can
acquire private benefits through its control position，which the small or medium size shareholders do not pos-
sess． Empirical research on controlling right premium shows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and economic value of pri-
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may include illegitimate interests and a portion of legitimate
interests． The illegitimate interests can be achieved from related party trade，self － trading，insider trading，
selling at premium，etc． Legal regulation of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still needs to be immediate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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