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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呂才且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是《詩經》學史上的名著，此書被歸為尊

《序》派著作。稍後於呂氏的戴溪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之作，就書名觀之，

其書應該為呂書之附庸，整體質性與呂害無異。然而實際檢視戴書，卻又可發

現戴溪在著書體例與主瓦解方式上與呂書大異其趣，若將呂戴二書同歸為宋代說

《詩》中的舊派著作，實與真相不合。本文運用西方的互文性概念，解讀《績呂

氏家塾讀詩吉己》所受自歷時性與共時性「前文本」的影響，指出其表現出的特質

傾向新派，其所受到的主要影響乃在宋代新派的《詩經》學文本，傳統《詩經》

漢學與呂祖謙的著作對其影響反而不犬，但因戴溪仍以探索詩中越藏的聖人深意

為依歸，所以本文也要將戴害的新舊標誌作一說明。

關鍵詞﹒呂才且主義、《呂氏家塾讀詩吉己》、或溪、《續呂氏家塾讀詩事。、互文性

29 



盟鹽盟盟盟盟
MingDao Journal of Ge田ral Education 

宣、目。昌

在宋代《詩經》學史上，呂祖謙 (1137-1181 )的《呂氏家塾讀詩記)) (以

下視情況得衛稱為〈讀詩記) )屬遵守《序》說一派中的名作。呂氏出身警縷世

家，家族不僅以官宣名世，在學術界中亦頗為知名。在《宋元學案》中呂氏一

門即被選入者超過十七人。 1呂祖謙雖然以恩、蔭進入官場，但是幾年後取得進士

功名，便問始擔任文教方面的官職。直至過世前幾年，呂祖謙仍然主持著當時朝

廷的編修工作。呂祖謙與當時的學者交遊密切，顯然也頗有聲望。這一點可以由

他促成學術史上有名的「鵑湖之會 J 以及屢次為朱熹(1 13。一 1200 )、陸九淵

(1 139-1193 )學術爭端作調人之事可見。《呂氏家聽讀詩記》的撰作起於呂祖

謙生命最後一年之時，至過世時本書寫至(公劉)之篇。剩下的部分就由呂祖謙

的弟弟呂祖儉，依照呂祖謙生前的研究資料、成果加以接續完成 2所以《呂氏

家塾讀詩記》仍可稱為一部完整之作，並不存在缺漏的問題。雖然如此，此書後

來有戴溪(生卒年不詳)為之續作，書名就叫《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以下視情

況得簡稱為《續讀詩記) ) 

戴溪在南宋也是頗有名望的人物。孝宗淳熙五年(1178) .戴氏奪得省試第

一，之後屢任各部宮職，升遷頗快。比較特殊的職位是寧宗開禧年間( 1205-

1208 )擔任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曾為太子講學。最後的官位是代工部尚書，而後

以龍圓聞學士致仕。

1 玉梓材 f梓材謹韋 謝山《釣吉己)) r 呂正獻公家登《學韋》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獻于希

哲、希純為安定門人，而希哲白為〈榮陽學章〉。榮陽于胡問亦克(學幸〉。又和悶、廣闊及從

于稽中、堅中、湖中. ~'l見〈和靖學聿〉。榮陽孫本中及從于大器、夫倫、夫獄、大同為〈紫微

學童〉。紫微之從孫祖謙、祖街、手且辜又別為〈車某學聿〉。共十七人，凡七世。然漿陽長子好
悶，與弟如問歷從當世賢士大夫遊，叫啟紫微，不能不為之立傳也。 J ((宋元學童)) <台北 河

洛圖書出版社. 1975年) .卷19. <范呂諸儒學章) .頁8-9 。郭鹿娟 r一門之中被選登學幸

者對此之多，若無深厚之家學淵源是無法達到的，況比中尚漏列五人:即(東某學韋〉中呂祖謙

之子延年，從于喬年、康斗。此外，未被列入之呂希積、呂好悶，其學問成就亦足以名列學章，

故應為七世，二十二人。 J (<呂祖謙詩經學研究)) <台北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4年) .頁 14 。

2 呂祖儉 r先兄己玄之秋，復俯是書，至此而終。自(公劉〉之次章花於終篇，則往歲所暴輯

者，皆未及列定。去。(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末次先後，與今編條例多未令。今不敢復有所

損益，姑從其舊，以補是書之閥云。 J <(呂氏家塾讀詩記)) • ((四庫全書)) <告北:告灣商務印

書館. 1984年) .經部，第73冊，卷筍，頁709' 2鉤。

30 



運用互文性理論解讀載溪《積呂氏家塾讀詩記)) :以比較固與影響面為論述核心

戴溪在《宋史》中有傅在《宋元學案》中列入〈止齋學案〉
4 

在學術史上，戴溪的聲譽無法望及呂祖謙之項背，但是還原至南宋初期，兩

人的身份地位，甚至在學術圈中的名望或許沒有太大的差距，在某種程度來看，

甚至可以放在同一天平上。 5呂祖謙與戴溪的生存年代是有所交集的，雖然戴溪

明顯比呂祖謙晚上一輩，但以戴溪的身份地位來看，以「績」害的名義來撰寫研

究著作，的確是很值得玩味的事情。

3 ((宋史﹒儒林傅》﹒「戴溪，宇宙笠，永嘉人也。少有主名，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監
〉草刑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史部架閻主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撿討官。正錄兼史耳我自溪始。升

博士，春兩准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田，諭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晨

之策。控告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軍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于符離，溪國嘉浩邊

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叫銷後息。會和議成，如樞密院事張』甚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

事。數月，召為背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于命溪講《中

庸》、《大學)) ，溪辭以講讀非唐事織，懼侵官。太于曰 w講退使且且說書，非公禮，毋嫌

也。 J 復命頭《品》、《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 ，各

為說叫進。權五部尚書，除華主閻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卒大夫、龍圖閻學士致仕。卒，貝雷特

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詮主端。溪久於宮僚，叫微施受知春宮，然立朝建明，多務祕

密，或議其珠乏骨鰻云。 J ((宋史)) ，卷434' ((正史企立標校讀本)) (台北:為主書局， 1980 

年) ，第4冊，頁3465 。

4 (止齋學韋﹒主端戴峨隱先生溪〉﹒「戴溪，字再望(當漆韋﹒沈光作先生《春秋講義序)) , 

稱先生字少望) ，永嘉人。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 $'1 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毅廟。紹熙初，
主管吏部架閻主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撿討官。正錄兼史戰，自先生始。升博士，奏兩准當立

晨官，若漢稻田佼者，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車。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串串。軍官兵部

郎。張嚴督師京口，除投參議軍事。數月，召為背善堂說書，由禮部郎六轉為太子唐事兼抽書

監。景獻太子命先生講《中庸》、《大學)) ，復命類《品》、《詩》、《書》、《春秋》、

《語》、《孟》、《資治迫鑑)) ，各為說叫進。權工部尚書，除華立閻學士。嘉定八年，以宣

車大夫、龍國閻學士致仕。卒. RlW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賜設立端。(參史俘。雲最主章:謝

山((%0記)) r先生著有《品經總說》二卷， ((曲禮口義》二卷， ((學記口義》二卷， ((詩

說》、《續讀詩記》各三卷， ((春秋說》三卷， ((通鑑華議》三卷， ((石鼓》、《論語》、

《孟子答問》各三卷， ((氓隱文集)) ，復僻對《清源志)) oJ ((宋元學幸)) ，在53 '頁 109 。

, ((四庫全書總目﹒十先生吳論四十卷)) r不著編輯者名氏，亦無刊書年月。按其版式，乃南宋

建陽麻沙坊本也。書中集程子、張車、楊時、車于、張拭、呂祖謙、楊萬里、胡賞、方恬、陳

傅良、葉迪、劉穆元、戴溪、張震、陳武、鄭泛諸人所作之論，分類結之，加以註釋。 J ((四庫

全書總目)) (台北:藝主 tp書館， 1974年) ，第7冊，卷187 。基本上，戴溪「所作之論j 能與程

子、朱子、呂祖謙等合為一集，學術水平、社會地位等不至於差距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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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呂氏家塾讀詩記》的成書經過來看，戴溪若要為續寫《呂氏家塾讀詩

記)) .或許可以由〈公劉)以下開始進行，以統一全書的體例與意旨。不過戴溪

顯然沒有採用這樣的途徑來承續《讀詩記》。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提到《續

讀詩記)) : r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

記》為名，其實自述己意，亦多不用(小序) 0 J 這樣的意見為《四庫全書總、自

提要》所接受 r溪以《呂氏家塾讀詩記》取毛《傳》為宗，折衷眾說，於名物

訓話最為詳悉，而篇內微旨，詞外寄託，或有未貫，乃作此書以補之，故以『績

記』為名;寶貝白白述己意，非盡墨守祖謙之說也。其中如謂(探梅)為父母之擇

堉. <有狐〉為國人之憫鯨. <甘棠〉非受民訟. <行露)非為侵陵。故《書

錄解題》謂其「大旨不甚主(小序〉。然皆平心靜氣，玩索詩人之旨，與預存成

見，必欲攻毛、鄭而去之者，固自有殊 J 0 <<溫州志》稱溪『平實簡易，求聖賢

用心，不為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於此書可見一斑矣。原本三卷，

久俠不傳。散見於《永樂大典》中者，尚得十之七八，謹綴緝成帳，仍釐為三

卷。」 6影響所及，後來的《詩經》學史或要籍評介之類的敘述，也是如此描述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的內容與地位，這樣的描述與評斷顯得極為浮面，甚至有

人還嚴重誤讀《宜齋書錄解題》與《四庫提要)) .斷章取義地將呂戴二書的特點

合併為戴書所獨有。 7不過作為提要型的評介，大概也很難深入探索文本的核心

價值與其存在意義，本文則從西方的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理論觀察戴溪《續

讀詩記》所受自前《詩經》文本的影響，至於全書的解經特質與評價，筆者自當

6 ((四庫全書總目)) .第 l冊，湛的，頁342 。按 主中所云《溫州志》即《溫州經籍志)) .為清儒

祥、話讓五年作。

7 林葉連 I此書以毛《傳》為宗，折哀單說，於名物訓話尤為詳車。謂呂氏於字訓幸旨已悉，而

篇意未貫，故;在( W續記』為名;其實自述己意亦步，不盡用〈小序)。例"" (有狐〉為國人憫

僻、夫(據有梅) .父母之心也 w求我庶士~ .乃擇畸之辭;其新說若此。 J ((中國歷代詩經

學)) (台北 學生書局. 1993年) .頁255 。按:所謂「叫毛《傳》為宗，折衷眾說，於名物訓

話尤為詳悉」之語原用於《讀詩記)) .林氏誤用於《續讀詩記》。蔣見元、朱杰人 I 呂拉謙的

《讀詩記》對北宋到南宋出的《詩》學作 T總結，對名物訓話徵引眾說，比較詳博，但對詩旨的

理解一仍《詩序)) .頗嫌疏略。裁書則專講詩義而不及訓話，正是為 T 補呂書之不足，故名曰

《績呂氏家塾讀詩記》。戴氏論詩，其基本觀點與呂氏一樣，以《詩序》為索，但他並不機械地

照抄《詩序)) .而是經過自己的消化理解，或加叫闡釋，或于叫捕充，或給以修正，有些篇章別

出己說 o ...…戴氏《續讀詩記》多有曲解詩義，附會《詩序》的地方，亦須引起注意。 J ((詩經

要籍解題)) (上海.上海古箱出版社. 1996年) .頁的一抖。夏傳才、董治安 I裁氏以為呂祖

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叫毛《傅》為本而折衷眾說，於名物訓話最為詳車，但於詩篇中的微旨，

詞外的寄託，尚未貫通發明，所叫著此書以捕之，故回『績記」。實際上，本書是著者發表自己

的見解，並不完全依從呂祖謙之說。例甜，他說(採有梅〉是父母擇滑. (有狐〉是國人憫穌，

〈甘棠〉不是受氏訟. (行露〉不是有侵陵等等，與〈小序〉不同，與呂祖謙不同，史與朱熹

《詩集傳》的詩說相左，力圖詩說能發揮聖賢之用心。 J ((詩經要籍提要)) (北京:學苑出版

社 .2003年8月) .頁356-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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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撰專文討論。

貳、互文語境下的戴溪《續讀詩記}} :戴溪與宋代新派說

《詩》的相同點

僅從書名來看，將《續呂氏家塾讀詩記》視為《呂氏家塾讀詩記》的延伸、

承績，是相當自然的事，若非如此，反而事顯巨星踐。然而，讀者若實際翻閱兩

書，又立可發現，戴書不僅在著書體例上與呂書有異，對於傳統注疏的態度與訓

話的方法、詩旨的訂定等，也都有明顯的的差別性，如何解釋這種現象?以下藉

自互文性的觀念來解釋造成《續讀詩記》與《讀詩記》內外皆有差異的原因，並

以此探測出早先呂戴二書相關敘述的產生盲點。

按互文性也有人譯作「文本間性」、「文本指涉 J 意指沒有一個結構主義

的文學作品可以片面地去看待，每一個事物在任何時候，都涉及其他的事物;所

有的思想和傳統都可以合法地變成一個文本的一部分;每一個文本都可以通過新

的閱讀而發生別的一些聯想;各種文本是相互聯繫的。 8作為一個重要的批評概

念，互文性出現於二十世紀60年代，隨即成為後現代、後結構批評的標識性術

話。現在，互文性概念不僅適用於文學文本上，也可以看做是廣效性的閱盡量理

論，因為如今所謂互文性批評，就是放棄早期人們僅僅關注作者與作品關係的傳

統批評方法，轉至寬泛語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 9

在西方，互文性的想法早已廣泛存在，但「互文性」作為一種明確概念與學

術術語，最早是由法國學者茱利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珊，1941←)所發

明 10克里斯蒂娃於1969年在其《符號學》中提出:

橫向軸(作者一讀者)和縱向軸(文本一背景)重令後揭示這樣一個事

實:一個詞(或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詞(或文本)的再現，我們從中至

8 詳〔美〕庫茲韋爾 (Kurzwe宜，E.l著，尹大始擇((當代法國思想)) (台北﹒雅典出版社， 1989 
年) ，頁209 • 

9 陳永國 r所謂互立性批評，就是放棄那種只關注作者與作品關係的傳統批評方法，轉向一種寬

泛語境下的跨立本文化研究。這種研究強調多學科話語分析，偏重叫符號系統的共時結構去取

代立學史的進化模式，從而把立學主本從心理、社會或歷史決定論中解放出來，投入到一種與

各類主本自由對話的批評語境中。」詳陳永圓圓(正主性) • http://intermargins.neUintennargins/ 

TCulturalWorkshop/culture恥dy/theory/O l.h徊，瀏覽日期， 2009年4月 27 日。

w 按:克里斯蒂娃原是保加利亞人， 1965年移居法國，她具有多重身份，可叫稱為一位多產且理

論竣雜多變的精神分析學家、語言學教授、符號學家、小說家、修辭學家、社會活動家，也是

一位中國文化的推崇者。詳羅婷((克里斯多娃)) (台北:生智出版社， 2002年) , (序) , 

頁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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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可以讀到另一個詞(或一篇文本)。在巴赫金看來，這兩隻軸代表對

話 (dialogue) 和語義雙關 (arnbivalence) ，它們之間並無明顯分別。

是巴赫金發現了兩者間的區分並不嚴格，他第一個在文學理論中提到:

任何一篇文本的寫成都如同一幅語錄彩圓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

和轉換了 2月的文本。 11

克里斯蒂娃在此提出了兩個軸向的觀念，而這兩個軸向說明了一個文本的形成是

如何的複雜，並非我們一廂情願的以為是完全由作者一人所創造。「每一個文本

都把自己建構為一個引用語的馬賽克，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與改造。 J 12flP 
每一個文本中都包含了其他文本涉及的因素，每一個文本都不可能是一個與外界

絕緣的封閉的語言體系，而是與其他文本有著某種程度的聯繫。因此，正如一個

人和他人建立廣泛的聯繫一樣，一篇文本不是單獨存在，它總是包含著有意無意

中取之於人的詞和思想。 13

克里斯蒂娃於1973年獲得巴黎大學的博士學位，在博士論文《詩歌語言的革

命》裡'克里絲蒂娃進一步發展了互文性的概念。互文性的觀念自從克里斯蒂娃

提出後，經過幾個不同時期的演變，拓展增衍許多新的意涵，透過研究者的整

理，大約可分為廣義的與狹義的兩種。狹義觀點認為，互文性是指一個文本與存

在於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間所構成的一種有機聯繫'其闊的借鑑與模仿是可以通

過文本語言本身驗證的，該觀點的代表人物是以研究結構主義敘事學而聞名的吉

拉爾﹒熱耐特( Gérard Genet峙，1930- )廣義觀點認為，互文性是指文本與賦予

該文本意義的所有文本符號之間的關係，它包括對該文本意義有敢發價值的歷史

文本及圍繞該文本的文化語境和其他社會意指實踐活動，所有這些構成了一個潛

力無窮的知識網絡。這種觀點的代表理論家是以強調解構批評而著名的羅蘭﹒巴

特 (Ba前hes， Roland, 1915-1980) 、德里達 (De叮ida， Jacques, 1930部04)和克里

11 (法〕克里斯特娃 《符號學，語意分析研究)) ，頁 145 。轉引自〔法〕蒂費納﹒薩莫瓦約

(Tiphaine Samoyault) 著，邵煒譯((正主性研究)) (天津﹒天津人氏出版社， 2003年) ，頁
4 。按自且主性原是西方文學理論界由結構主義向後結構主義轉向的過程中所提出地一種丈本理

論。「互立性」概念雖由克里斯蒂娃提出，但互立性思想卻早已冉在，其源頭可以追溯到瑞士

的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田ure， 1857-1913) 、美國的T. S 艾略特 (Thornas Stearns Eliot ' 1888 
1965) 和俄國的巴赫金 (Mi世l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1895-1975) 。詳李玉平 〈且主性批評
初探) , ((主藝評論)) '2002年第5期，頁 II 。萱有主(主本與互支本) , ((文學主本理論研
究)) (北京 社會科學主獻出版社， 2006年) ，頁228 。

12 11 主見馮毒農 《主本﹒語言﹒主題))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1年) ，頁 18 。

的〔法]施耐德、《竊詞者)) r主本從何而來?原有的片段、個人的組合、參考資料、突發事
件、留冉的記憶和有意識的借用。人物從何而來?零碎的認識、合併的形象、同化的特徵性

格，所有這般(如采可以這麼說的話)組成了人們稱之為『我』的虛構。」轉告!自蒂費納﹒薩

莫瓦約著，邵煒譯((且主性研究)) ，頁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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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互文性理論解讀戴溪《續呂氏家墊護詩記》‘以比較面與影響面為論述核心

斯蒂娃等人。 14筆者在此僅借用互文中所強調的一些重要觀念，並不涉及互文所

牽涉的歷史、學派之爭。由克里斯蒂娃所提示的互文性概念中，我們可以得知幾

個重點:其一，一個文本的形成不能光從作者一一寸乍品單一的方向考察，而是包

括了文本與其他文本之間的關係:與之前的文本(縱向歷時的軸) ，還有與當時

時空環境背景之間的關係(橫向共時的軸)。所以，要理解一個文本，不能孤立

地來看待這個文本，因為在一個文本中，又不同程度地以各種能夠辨認的形式存

在著其他的文本，包括先前的文本和周圍文化的文本。其二，對於文本意義的理

解、詮釋，主要掌握在讀者身上，因此互文性理論重親讀者(詮釋者)的作用。

文本載有它自己的記憶，而每一個人的記憶與文本所承載的記憶既不可能完全重

合，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對所有互文現象的解讀一一所有互文現象在文中達到的

效果一一勢必包含了主觀性。 15筆者以為，上述的理論有助於理解戴溪《續讀詩

記》何以在從裡到外都與呂祖謙《讀詩記》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

首先，從橫向的共時性與縱向的歷時性觀點來檢視《續讀詩記)) ，我們會發

現，縱向的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關係(即《續讀詩記〉與《毛詩〉、《讀詩記〉

之間的關係) ，反而不如橫向的文本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即《續讀詩記〉與當

時流行的講章體，以及與自由詮釋三百篇的風氣之間的關係)那般密切。關於縱

向的聯繫方面，戴溪對於《詩序》的解題抱持的是客觀的態度，他不像呂祖謙那

般遵守《序》說，而是以詩文為準來驗證《序》說 16這一點和呂祖謙有極大的

不同，又由於戴J柔的著書童心如前引《四庫提要》所言，在「篇內微旨，詞外寄

託」這一部分，所以他對於毛鄭訓話的舊有成績也並不看重。在此要說明的是第

二個面向，即戴溪《續讀詩記》特有的詮釋法與當時學術環境之間的關係。

《續讀詩記》有一個訓話方式與尊《序》的呂祖謙不同，即戴溪往往運用

其個人的聯想來創造新說 17這樣的方式為毛、鄭所無，然而若從當時整個時

14 董希主((主學主本理論研究)) (北京 社會科學主獻出版社， 2006年) ，頁234 。

lS蒂費納﹒薩某瓦約﹒「且立性的矛盾就在於它與讀者建立了一種緊密的依頒關係，它永遠激發

讀者更多的想傢和知識、記憶、個性之閥的差別。這兩者之闊天衣無縫的一致是不可能的，所

以對互立的感知可能會是變化的和主觀的。 J ((互立性研究)) ，頁81 0 

16 僅以《續讀詩記》直接指出《序》非的主字為例，就有〈召南﹒鵲巢〉、〈郁風﹒北門〉

〈衛風﹒克蘭〉、〈玉風﹒大車〉、〈鄭風﹒女回雞鳴〉、(風雨〉、〈陳風﹒街門〉、(墓

門〉、( 'J、雅﹒鹿鳴〉、〈呆綠)、〈周頌﹒天作)、(晃去有成命〉、(~~)、〈敬之〉

〈魯頌﹒閥宮〉等十五處之多，分見卷 1 '頁鉤， 15a-b '23b-24a '27b-28a' 3的一31a'

33a , 5la , 52a ，卷2 '頁 la-b , 45b-46a ﹒卷3 '頁31a-b' 31b-4a' 34b-35a' 37a-b' 頁
41b-42a 。

"戴溪透過聯想力以創造新說的可見《續讀詩記》之論〈球風﹒墓 F肘，卷1 '頁5徊，論〈曹風﹒

候人) ，卷 1 '頁56a ，論( 'J、雅﹒小宛) ，卷2 '頁22b-23b ，諭〈北山) ，卷2 '頁 32a ﹒論

〈車華) ，卷2' 頁39b-40b' 論(我幸心 ，是生2 '頁43a-4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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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風氣來說，則戴溪與毛、鄭之間的「異」正好是他與當時所謂新派學者之憫

的「同」。筆者在此所謂的「新派」之說是指相較於那些善用傳統的解釋成果

(漢唐注疏)的學者而言。從《詩經》學史的角度而言，歷來研究者都指出了宋

代《詩經》學與漢廢舊學的差異，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表現在對《詩序》、毛

《傳》、鄭《畫畫》的態度上，如《四庫提要》說 r 自居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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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四庫

館臣的說法偏向於結果論，若考慮到詮釋的過程，即解《詩》的方法，則宋代

《詩》說「新變」的特點可以更為全面地展現。若以南宋早期《詩經》發展而

論，鄭樵(1103-1162 )、王質( 1135-1189) 是主要的新派代表，而他們為後

人視為「新」的主要關鍵在於反對《詩序》之說最力。依筆者之見，鄭、王二人

的新還展現在解《詩》的方法上，尤其是王賀。以當司焦為例，雖然他的解《詩》

之作遺俟大半，但仍可從其殘存的文字中窺見他對毛、鄭的基本態度。鄭氏於

〈寄方禮部書)云 r ((詩》之難可以意度明者，在于鳥獸草木之名也。......學

者所以不識《詩》者，以大小《序》與毛、鄭為之樟蔽也。」 19由此可知鄭樵為

《詩》疏解時反對毛、鄭的基本立場。與鄭樵立場相反的周字說他 r決裂古

訓，橫生臆解，實j日商L經義之渠魁。南渡諸人，多為所惑。」四庫館臣也說他:

「↑較合傲脫一時，遂至肆作聰明，認該毛鄭。其《詩辨妄》一書，開數百年杜撰

說《詩》之捷徑，為通儒之所深非。 J 叩再加上《詩辨妄》與《六經奧論》都屬

於論說體式，前者為駁論體，後者為正論體 21用論辨的方式解《詩)) .拋棄傳

統的訓話法，如此而得出的嶄新見解，自字詞訓話至大義闡釋，其證據力量與效

力難免會被高度質疑。至於主質，在《詩總聞》中雖然也知襲用毛、鄭之說，但

數量有限。據研究者之統計，王質引用毛《傳》舊說共計33篇，司 l用鄭《畫畫》之

說共計13篇，其中又有3篇重復。襲用毛《傳》之說共計45條，襲用鄭《皇室》之

說共計14條。 22透過這樣的數據，可知王質對傳統解釋並不看重。此外我們也要

的《四庫全書總目)) .第 1冊，頁335 。

"鄭韓、((央深遠稿)) (北京:中華書局. 1985年. ((叢書集成初編》據《藝海珠塵》本排

"P) .卷2. 頁 12一 13 。

m 分克《四庫全書總目)) .第2冊，頁831 ;第5冊，頁3166 。按:以上兩條評論分見 I ((爾雅註》

(草，~，\i，撰) J 、 I ((盟主齊鉛刀編)) (周手撰) J 條。

21 詳郝桂敏; ((宋代詩經主獻研究)) .頁204-213 。

2 關於玉質襲用毛、鄭舊說的情形，見陳昀昀 《玉質詩總聞研究)) (告中﹒東海大學中文研究

所碩士論文. 1986年) .頁鈞一的。按﹒陳氏所謂五質說與毛《傳》、鄭《竟》同，係採最寬

鬆的標卒，去。(小雅﹒節南山) I師氏」一詞，毛《侍》解「師」為「大師，周之三公J .玉

質解「師」為「官 J .陳氏謂玉質說同毛《侍))正如〈小雅﹒大田) I彼有不穫碎，此有不

斂濟，彼有遺棄，此有滯穗 伊寡婦之利」之句. ((重》云 I成玉之時，百穀既多，種同齊

孰，收叫促述，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且為利。」玉質 I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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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互文性理論解讀聽j星《績且氏家塾讀詩記》圖以比較面與影響面為論述核心

注意王質的解《詩》法，近人在分析王質的解《詩》法時，曾提出了所謂的「以

斌體宜解 J 即只憑詩文表面的字意解《詩)) ，不顧毛、鄭舊說如何。其訓解的

結果往往與舊說相異，但難免流於望文生義。 23再者，王質說《詩》還有太過坐

寶、漫衍旁出的歧說等缺失 24是以《四庫全書總目》謂其「冥思、研索，務造幽

深，穿鑿者固多，懸解者亦復不少 J ' 25這些對王質解《詩》的評語放在戴溪的

身上也是合適的，所謂望文生義、漫衍旁出等解詩缺陷，也發生在戴溪的《續讀

詩記》身上。

以上所舉鄭、王三人屬於南宋早期說《詩》新派的代表，而從他們對於毛、

鄭的態度及訓解《詩》文的方法中，約略可見戴溪與鄭、王，或者說與新派的學

者較相近。若以南宋時代的治《詩》學者而論， ((續畫畫詩記》整體的表現，在精

神上是偏向於新派陣營這邊的。南宋中期之後的研《詩》之士中，朱熹弟子輔廣

(生卒年不詳)與陸九淵門人楊筒(I 140-1225) 都是新派說《詩》陣營中的重

要角色。輔廣對於其師朱熹的學問欽佩不己，其《詩童子問》一書便是尊朱一派

中的名著。此書得名之由，胡一中的(序〉說地很清楚 r先生親炙朱子之門，

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尊其師說，退然不敢自專，故謙之日童子間。」而輔

廣在書中也對於朱子之說未完備之處多所補充。 26輪廣並不將毛氏一家之說視為

解《詩》的唯一權威，若其他解釋可通，輔廣亦存之不廢。作為朱子的及門弟

子，串串廣閱讀、解釋經書，自然受到朱子的影響，尤其是用理學家式的眼光來說

《詩》。我們發現，在八卷本的《詩童子問》中，輔廣的解經的方式與當時的學

者相似，即善於說理，以指陳詩中的大意為主，至於名物訓話、偏詞僻字的解說

則為其次。輔廣對於毛、鄭之說的批評雖然不多，仍可見出他對毛、鄭二氏的基

本態度。如云穿鑿、增字解經等。 27另一方面，本著孔子「思無邪」之旨，反覆

獲，不及穫者也。不斂，不及斂者也。遺秉，所最者也。滯穗，所留者也。今北方又'J穫，弱婦

幼壺，隨﹒提捨于後，亦足度日。南方亦謂之拾0 ，但不多爾。」陳氏以正質之解「不稜」、

「不敘」為同於鄭《竟》。假若我們用比較嚴格的標準未按最玉質之訓釋，到其同於毛鄭者，

數量還會少一些。

23 詳陳昀昀(玉質詩經學探微(二) ) , ((湖北主獻》第 118期 (1996年l 月) ，頁6-8 。

M 吉手簡澤峰 〈玉質《詩總開》一書及其詮釋觀) , ((彰雲嘉大學院校聯盟2006年學術研討會諭

立集)) (2006年12月) ，頁463-465 。

" ((四庫全書總目)) ，第 I冊，頁338 。

必胡一中之語轉 ~J 自車4草草， ((經義考)) (北京﹒中華書局， 1998年) ，卷 108 .頁5日0 。玉祥謂

《詩童子問》﹒「其說多補車《侍》之未備。 J ((經義考)) .卷 108 .頁580 。

"比二處說的都是鄭宮的訓解，見《詩童于問)) • ((四庫全書)) .第74冊，卷4' 頁25b ﹒卷6 .頁

ll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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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以闢揚《詩》說的楊筒，句定受學於陸九淵、具理學家的背景，不難推知他

說解經文的特質。楊簡重在詮解發揮《詩》文之大義，對他來說，首11話的工作只

是闡述經文的工具而已。從總體上來看，楊筒對於《毛詩》抱持質疑的態度，

不僅認為《詩序》是東漢衛宏所作，連《毛詩》的傳承也加以懷疑。依其判斷，

毛氏自云其學傳自子夏，而子夏在儒學的道統傳承裡'地位不高， ((論語》中也

暗示他是小人儒，作為子夏後學的毛公，所得自然亦非孔門之真傳，楊簡由此推

知《毛詩》之說不必全然可信。可宜得注意的是，輔、楊二氏的著作體式都屬通

釋體，而通釋體與論說體的差別主要在於它必須面對305篇每一詩文，無法作選

擇性的論述。因此，直接面對字詞訓話成了通釋體不可避免的課題。即使如此，

輔、楊二氏仍只挑揀有問題，或具關鍵性的字詞來訓解。與毛、鄭不同的是，通

釋體的訓解方式採取一種說明大義的方式，而不是仔細辨析字詞內涵，從聲音、

字形上去追尋字意。因為只說明大義，所以往往有很多字詞的訓解釋產生了望文

生義的弊病。如輔廣解〈周南﹒末莒) r薄言采之」之「薄」為「少 J r 薄，

猶少略也。雖薄言采之，而采之多以至於結與擷焉。」

鄭之解說，只是語晶辭辛，無意義，但輔廣無視於毛、鄭的舊解，只從表面上的意思

去揣想「薄」字之意，其自iI詰方式確實失之簡單。又如楊簡訊1 (曹風﹒縣辦〉

「蜂麟掘閱」之「掘閱」為 r螃螃掘糞土而出，觀陽明。閱有觀觀之義，喻群

小識見卑污之甚也。」楊簡對於「掘閱」的基本解釋與毛、鄭之說相同，但所比

喻者有異 31對於「閔」字的解釋有望文生義之嫌。實則「闊」當讀為「穴」

是「穴」字的假倍，而「掘」為穿之義。因此 r掘閱 J 意為「穿穴 J 指蜂

螃始生時，穿穴而出的樣子 32和所謂群臣的識見卑污無關。從輔廣與楊簡解

《詩》的體式特點上，我們約略可以看出出輸、楊二氏與傳統毛、鄭舊說不同的

解釋取向，而這樣的情形，在戴溪的身上也可以見到。

28 <<四庫提要》叫為《慈湖詩傳)) I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反復發明 J • <<四庫全書總目)) ，第 1

冊，頁340 。

29 詳《慈潮詩傅)) , <<四庫全書)) ，經部，第67冊，卷前〈自序) ，頁2b-3a; 4b-5a ;卷 1 '頁

5a-5b. 

知《詩童子問)) ，卷 1 '頁9a 。

"楊簡之說見《是湖詩傅)) ，卷10 '買 la 。毛《侍>> I掘闕，容閱也。 j 鄭《寬》﹒ f指悶，扭

地解悶，請其始生時也。叫解悶喻群臣朝夕變品衣服也。」

犯關於「掘閱j 的解釋，見馬瑞辰; <<毛詩傳~通釋)) ，卷15 '頁4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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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互文性理論解讀戴溪《績呂氏家塾讀詩記》 以比較面與影響區為論述核心

參、從互文性理論看影響《續讀詩記》的因素

無論從戴溪之前，還是與戴溪相近的學者來論. <<續讀詩記》的詮釋方法

都與新派的陣營較為接近，反而與堅守毛鄭舊說的學者相異較大，呂祖謙就是

最直接的一個對比。尊重毛《傳》、鄭《畫畫》的訓話成績，遵守《詩序》之解

題，是呂氏讀《詩》解《詩》的基本信念 33雖《讀詩記》偶亦有超出《序》說

的創新之見，但如同研究者所言 r只是細校末葉而已 J ' 34守舊的成分甚為濃

厚。反觀戴溪著書雖以《續讀詩記》為名，卻不僅避開了毛鄭的訓釋成果，對於

《詩序》之說也是能修正則不確守 o 在此，我們還可以舉另一個時代相近的學

者嚴榮( 1197一? )來說明。嚴策的《詩緝》乃南宋「舊派 J <<詩》說中的壓軸

之作 35將《詩緝》歸入當學一派中，筆者以為可從兩方面來解釋。首先是《詩

緝》中帶有濃厚的傳統《詩》教觀，如堅持聖人的解釋觀點及對《詩序)) r 美

刺」之說的繼承。其次是解《詩》方法上對毛、鄭舊說的重視及傳統解經方法的

繼承，包括如以經解經、以傳解經的詮釋法。筆者曾舉《詩緝》中嚴槃針對毛、

鄭之說的調停、辨析為例，藉此說明嚴榮的解《詩》特質，以為:毛說、鄭說作

為最早的訓話解經說法，一直為經學家所重視，但是毛、鄭二說難免有衝突之

處，傳統的解經者面對此一情況，必須調解或辨析毛、鄭之說，這是他們必要的

解經步驟，嚴榮也是如此。從這一點來看，嚴榮的經學家氣，皂、更重，也更能凸顯

他與當時治《詩》學者的不間，不以主觀的意見解經，使用的是強調客觀、重視

古說的解經法。所以嚴氏可謂真正的「古之學者 J 0 36因此，我們又從嚴榮的例

子中再次看到了戴溪與所謂「舊派」學者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尤其是其與呂

祖謙之間的的差異，和時代學術風尚有密切的關係。從互文的角度來說，影響

"車子甚至說 r人吉何休為《公羊》忠臣，某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侵臣。 J ((車子語類)) (台

北:華世出版社. 1987年) .第8冊，卷122 '頁2950 。

" ~J 立為趙制陽語，越氏又云 「如〈郁風﹒簡兮〉、(庸F風﹒柏舟〉、(小雅﹒祈父〉、(白

駒〉、〈黃烏〉、〈我行其野)、〈大雅﹒主玉有聲〉等篇，其否定《序》說，均言之有據。

惟此類質疑之立，嫌其太少，不足以影響全局。 J ((詩經名著評介》第三集(台北:萬卷樓圖

書公司. 1999年) .頁216 。

" ((四庫提要》將《詩緝》與《呂氏家塾讀詩記》相提並論，其評介《詩緝》云 f是書叫呂

祖謙《讀詩記》為主，而雜採諸說以發明之，舊說有車安者，則斷叫己意。.…﹒深得詩人本

意。至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考證尤為精核。宋代說《詩》之家，與呂祖謙書且稱善本，其

餘莫得而鼎立，良不語矣。 J ((四庫全書總目)) .第 l冊，頁344 。姚際恆 (!647一 1715) 云-

f嚴起叔《詩緝)) .其才長於詩，故其運辭宛轉曲折，能再詩人之意﹒亦能時出別解。第總困

於《詩序)) .間有血海而已。惜其識小而未及遠大，然白為宋人說《詩》第一。 J ((詩經過

論)) • ((姚際恆著作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立哲研究所. 1994年) .第 1冊，頁7 .按:

《詩緝》採朱子之說最多. ((提要》謂是書成呂祖謙《讀詩記》為主，非是。

"詳拙著《巖棠詩緝新探))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2008牟) .頁66-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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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讀詩記》的因素，縱向軸的傳統文本之說似乎頗為輕微。且不論早期的文

本，就以呂氏《讀詩記》作為比較， ((續讀詩記)) r承績」呂害的成份到底有多

少，已經讓人存疑，至少我們可以大膽地說 r承續」的內容遠低於戴溪自己發

明的內容。根據筆者所作的統計， ((續讀詩記》仍有的 79%的比率與《詩序》

之說相同，雖然，這個「同」的背後卻有著「去除首句」的焦慮存在。相反的，

橫向軸的因素則在戴溪身上顯然可見，尤其從他面對毛、鄭舊說的態度，及聯想

增出的訓解方法，還有望文生義的直推訓話，都與當時代流行的學風相合。除了

這些與新派學者相似之處，筆者以為著作體式也是值得注意的面向。戴溪《續讀

詩記》雖說是延續《讀詩言己》而來，但他選擇了與《讀詩記》完全不同的體式，

這就注定了兩書的解經取向必然有所差異。《詩經》的文獻體式發展到宋代是一

個高峰，宋代以前解《詩》的體式較固定，基本上沿用傳、畫畫、注、疏的模式。

但是宋代的學者勇於創新，不再以傳統的解經模式為滿足，紛紛自創體例。從現

有留存的著作中，大約可以分為十餘種不同的體式。 37從上舉戴溪之前的鄭樵、

王質，到與他持代相近的嚴槳，彼此之間的著書體式都不同，也因此造成詮解結

果的分歧。呂祖謙與嚴梁之作都屬集解體，所以對傳統注疏的成果保留較多，也

採取尊重的態度。至於鄭樵則用論說的方式，針對有爭議的問題作辨析，顯現

出其強烈的主觀性，且不必注意細部的字詞訓話，甚至訓話之說只是他在詮解

《詩》文之路上的手段，並非目的，所以自然不再重要。王質甚至自創體例，總

閱體表現出他解《詩》的雄心，欲以此一體式包攬三百篇所有的問題，可惜所得

出的結果並不盡如人意。更重要的是， ((詩序》之說與毛《傳》、鄭《畫畫》都在

這種體式之下紛紛被王質刻意忽視。至於戴溪則採用了與呂而且謙不同的體式來解

《詩)) ，他用近似於講章體而實為論說體的方式講述三百篇。作為講章體，戴

氏為了向太子講解《詩經》的大義章旨，必須對繁瑣的詩詞名物訓話作裁剪，

甚至直接棄而不論，只作詩旨的發揮、聯想。戴書若要公開問世，他就必須對

所有讀者負責，於是，面對千餘年前權威的《詩序)) ，以及當代的名著《讀詩

記)) ，戴溪選擇另外一種詮釋策略，此一詮釋策略就表現在新的體式一一論說體

上面。雖然戴溪無法盡脫《詩序》與《讀詩記》的影響，有的 79%的比率與舊

說相同，但戴溪卻從詮釋的方法上掙脫《序》說的糾纏。所以筆者可以這樣說，

《續讀詩記》中的「新 J 成分表現在其詮釋的方法、策略上，而不是內容。當

然，著書的體式只是互文情境中橫向軸的一個項目，左右《續讀詩記》這一文本

的形成，其因素很多，根據美國的喬納森﹒卡勒 (Culler， Jonathan D. , 1944-) 對

37 詳郝拉敏 《宋代詩經文獻研究)) ，頁 189-223 。按 郝氏將宋代《詩經》主要著書體式分為

集解體、集傳體、器集體、總聞體、論說體、講章體、講義體、技勘體、圖解體九種，但書內

所述，其實還包告通釋體、博物體、目錄體、輯俠體、音義體等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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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互文性理論解讀戴，里《績昌氏家塾讀詩記》圖以比較面與影響區為論述核IG

互文性的理解，解讀文本持有兩點需要注意的事項:一是文本與文本之間存在

的可驗證的有機聯繫;二是文本與文本之外社會意指實踐活動的多方面協係:

互文性有雙重焦點。一方面，它喚起我們注意先前文本的重要性，它認

為文本自主性是一個誤導的概念，一部作品之所以有意義，僅僅是因為

某些未西先前就已被寫到了。然而就互文性強調可理解性、強調意義而

言，它導致我們把先前的文本考慮為一種代碼的貢獻，這種代碼使意、指

作用 (signifiliation) 有各種不同的效果。這種互文性與其說是指一

部作品與特定前文本的關候，不如說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種文化與空間之

中的參與，一個文本與各種語言或一種文化表意實踐之間的關餘，以及

該文本與為它表達出各種文化的種種可能性的那些文本之間的關條。因

此，這樣的文本研究並非如同傳統看法所認為的那樣，是對來源和影響

的研究;它的網撒的史大，它包括 T 無名話語的實踐，無法追溯來源的

代碼，這些代碼使得後來文本的表意實踐成為可能。 38

卡勒將「互文性」放大到了一個文本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於是文本與文化之間各

種參與、實踐等互動滲透都成為研究互文的重要途徑。卡勒從符號的角度來詮釋

互文，雖然不免將互文的範圈推拓至極大，但互文性閱讀理論與傳統重視文本來

源、影響等考據學式的研究法之不同，在他那裡確實說得頗為明確。筆者雖非從

文化的角度來說明戴溪《續讀詩記》的特點，但從橫向、共時的時代學術風尚來

看， ((續讀詩記》確實接受了當時新學派解《詩》的方式，因而表現出與呂祖謙

《讀詩記》的內外差異。甚至，戴溪若不在書名上標示得如此直接，恐怕無人會

將之與《讀詩記》相提並論。

如果說橫向軸的文本一一社會關係一一重在說明文本形成的過程，那麼重

視讀者(詮釋者)的作用，便是互文性觀點強調的讀者接受，以及對文本意義

的理解。這種論點和解構主義 (deconstructivism) 的文本觀有絕對的關f系。解

構的互文觀念突出了讀者在溝通文本問及文本與社會關聯過程中的重要性，文

本潛在意義能否釋放就在於讀者本身語言能力和文學能力如何，讀者成了理解

文本的關鍵。 他們將文本視為一種開放的空間而不是獨自 (monologue) , r在

文本之上的讀者和作者，一種社會、歷史與另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文本與生

產文本進行對話，創造出新的文本，使文本多聲化。」 39這個觀念和德國詮釋學

( hermeneutiω) 大師加達默爾( Gadamer, Hans-Geo嗨， 1900-2002) 從對話的關

到〔美〕喬納森﹒卡勒﹒《符號的追尋)) ，康吾爾大學出版社， 1981年，頁 l的一 l俏，轉引自黃

念然(當代西方立論中的互立性理論) , ((外國文學研究》第 83期(1999年 11 月) ，頁 17 • 

39 (日〕西川直于( 1942-) 著，王青等譯((克E斯托娃.多元邏輯))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

社， 2002年) ，頁358-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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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論理解的重要性極為相似 r流傳物並不只是一種我們通過經驗所認識和支配

的事件，而是語言。也就是說，流傳物像一個叫h 那樣自行講話。一個『你』

不是對象，而是與我們發生關係......流傳物是一個真正的交往伙伴，我們與它的

伙伴關係，正如我和你的關係。」 4。這種「我」與「你」的關係就是一種交誼1E;f1日

對話關係，這也決定了意義必然是動態變化的。作為一個《毛詩》讀者，戴溪顯

然忠誠度不夠，所謂「忠誠」意指他對於傳統舊說的遵從，戴氏對於毛《傳》

鄭《笈》並不重視，其解題與《詩序》相比，也有約32%的相異程度。不過，戴

溪雖然不算是《毛詩》的忠實讀者，卻可能是一個「稱職」的讀者。對於《詩

序》而言，戴溪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他對詩旨的創新之說，而是他對《詩序》的解

放。戴溪面對《詩序}} ，作出的是減少美刺、去除特定時代背景、人物的刻板之

說，由此可以見出他勇於自立的態度。另外，在解說詩文的過程中，他所表現出

的主觀性之強烈，也讓人印象深刻。雖然有許多訓解犯了望文生義、聯想增出的

毛病，但是就一個讀者接受的角度而言，戴溪無疑是一個角色鮮明的創造者，他

在文本的叢林裡走出屬於他自己的路，不重蹈前人所留下的足跡，勇往直前。

肆、結語

文本不是一個自足的封閉實體的傳統，根據互文性概念，任何文本都受到讀者已經

閱讀的其他文本及讀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影響，每個文本都存在於與其他文本的關係之

中，多種文本可以視為一個互聯網，文本總是與某個或某些前文本 (p間-text) 有所交

織，所以我們在這裡未必要指出戴溪的《續讀詩記》究竟是受到哪一特定文本的直接影

響，而是要檢驗出戴書與哪一或哪些前文本糾纏在一起，包括吸收與破壞。

透過互文向度， ((續讀詩記》的讀者可以看到創作主體一一戴溪一一在身份上的三

重性，一方面他是《續讀詩記》的創造者，另一方面他同時又是三百篇的讀者。這種二

重住在戴溪身上同時存在，又相互作用。作為一個讀者，戴溪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他

的個人經歷以及閱讀過的文本不可能與三百篇的作者完全一致，因此，在讀者的互文性

語境下，詩篇意旨往往能得到新的闡釋。作為一個作者，當戴溪看到前輩諸人對於三百

篇的詮釋成果己如此豐碩'自己似乎無法再作出截然不同的詮解，於是在面對呂祖謙

《領詩記》這樣的稱譽士林的經典之作時，他採取了與《讀詩記》完全不同的策略，接

受當時學術界流行的風尚，以新的治學觀點與詮釋方法解《詩}) ，得出了與《讀詩記》

風貌迴異的續作。

從互文性的觀點來審視《續讀詩記)) ，我們看到了影響戴溪的釋義因素不少，而這

"加達默爾著，洪漢鼎譯， ((真理與方法)) ,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9年) ，頁 l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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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共時性的文化背景、宋代特有的學術風氣尤其明顯。相較之下，綜質瀚的《詩經》

文化背景，那些從西漢時期的釋義成果，一路下來直到宋代呂祖謙的《讀詩記)) .千餘

年來的傳統資產，並沒有被戴溪在詮釋的路途中所倚重。不過，假若我們因此而將戴溪

歸入宋代「新派」的說《詩》陣營中，也難免讓人不安，因為《續讀詩記》依然是以探

索詩中種藏的聖人深意為依歸，不以字詞司11話為務;固然修正了《詩序》的局部論調，

卻又有近七成的詩篇解讀向《序》說靠攏;由此可見，戴溪在新舊兩派中遊走. ((續讀

詩記》的解詩過程與精神有新化的傾向，解詩心態與結果又純屬「舊派 J 產物。因此，

當我們判定《續讀詩記》是「新派」著作時，必須補一句「新中帶舊 J 而當我們判定

它是「舊派」著作時，又必須補一句「舊中帶新」。唯有如此，才能合乎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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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甘act

Southern Song Lu Zu-Qian'S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is The Book of Songs 

study history of the we\l-kuown works, this book is c1assi直e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reface book. Dai Qi of Lu Zu-Qian 's later, he has the Xu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From Dai Qi to observe the title, this book should be an extension of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the overa\l qualitative and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should be not very 

different. However, the actual view Xu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but Dai Qi can be 

found in the writing style and explanation of the method and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is very different. If the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Xu Lu Shi Jia Shu Dou Shi 況，

together c1assified as a Song explained, The Book of Songs, the traditional school of 

thought, such an interpretation with the real situation is different. In this paper, the use 

of Western academic concept of intertextuality to explain the Xu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by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of "pre-text" of the impact, pointing out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Xu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tend to show the new school, it has 

been the main impact of the new Song s句le of study. Traditional HAN study impact on 

its books. But the river is still wearing The Book of Songs in the deep explor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saints as the focus , so this artic1e should be Xu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the new style of study with the traditional style of study for a basic description. 

Key words: Lu Zu-Qian, Lu Shi Jia Shu Dou Shi 泣， Dai Qi, Xu Lu Shi Jia Shu Dou Shi 

瓜， intertextuality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