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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祭歌的性格特缸

一《诗经》“

，，伫？“

"
牛 7立

，尚未见明确定义，只是作为对反映农业生产和劳动生活诗
，取狭义｛以乎特指《诗经》仁11 的诗篇（“七月”、“楚茂”、“信南山”、

’、“载妄”、“良帮”等！ ) 0 由于这些农事诗包含的内容
，成为研究古代土地制度、生产关系、农业生产楼况、农夫生活剪辑的

对这些诗攘的性戚，自前大多数今注和研究只是认定它们为“祭歌”、“乐歌”
或“诗”等。对诗篇的表现%式等内部结梅，歌唱场合、功能、传承状况等外部
的思考和研究并不是锻多。 JL十年前杨公骥曾提断它们中的一些是“原始社

会的祭歌”，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f旦米作进…步的深入探究，
了当时人们的结｛印刷社会环境，
仍是众说纷纭，未能达到统一。

究其mil泣，我认为是对于这些诗篇作为“

”的本米面程系i 性格特点没有

的认识，目前对它盯住质的认定即是明逛。“

”

i::i

／、

了是否有乐器伴

奏的特征，“ i守＂只是说明它们是歌词而己，

反映了这些诗篇的本晨，但

认定的只是个剧诗篇。即使被认定为＂

，译注和考证也往往摊开了

祭场这个外部环境。

现在向该可

"

,“

它们和后说个人的作的、在

非祭祀场合中吟诵的“诗歌”是完全不同的。既棋是“祭款”，它们就应该具有作
为祭敬的特枉，如象枉、夸张、赞美、理怒手己的姓格，对部分内容就不能完全按
照史实去对待。既然是“祭歌”，对其内容和功能的分斩考证鼓不应揭开其活动的
舞台一条祀的环境，以及部：农 Ufj- 者的心王壁和信仰方面的因素。捏援农事诗作为“祭
”所具有的特点，应该是 Jl 摆其他研究的前提条件，？专剧将会直接影i确对诗篇

一l

内容的理解。因此有必要对它们的本米面貌重新进行审视。本篇将为此进行…茶

尝试。

在考察巾，本篇将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肉类性放的其他事锅，从内部结构
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为叙述方便， GJ_ “哉变”为 ijt 心，兼跟其他。

一、“载斐”以及其他农事诗的表现%式
“载变”，以时间的宁在移和生产工序的！如芋，描述了农耕过程和与生产相关的

祭祀的情彤。“载变载样，其耕洋洋。千糯其耕，往rn号， 111 略”叙述了除萃砍树、耕
地松士的场面：“侠主佳的，｛夹攻摆放，｛主导反｛安以”介绍了民族自上而下参加劳作
〈成礼仪）的人们：“有喷头；馁，思摇其妇，有依其i：”描绘了礼仪〈瞌礼）的场

面 3 ：“有路其船，做错商商。播版百谷，实函斯活”放述了耕地播种的场景：“驿
驿具：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底”赞失了禾苗生机勃勃，结实丰硕的样
T ：“载接济注：，有实其职，刀’ 1l及弱”描绘了获得丰枚，谷物均：满较仓的景象：

，然界祖娥，以洽百礼。有摇其番，邦家之先：有棋其薯，市］考之宁”

'

1商肴翻番的场面：“摇IL 有 t］，距今 Jtrr 今，探古如萃”提示了

内容的传统性。整篇题若时间的推移，据！芋湖进地描写了耕地、播种、
枚获、制浩祭担的全部过程。
“载变”的结构，它是由以 FJL 个内容组成的：
耕地松士

②参｝JII 劳作（咸丰L议〉的人们
＠礼仪（键礼）
④耕战播种

⑤禾f古生机勃勃，结实二非藏
＠获得丰收，谷物堆满粮仓
⑦制i商献祭，滔肴喜过香

＠提习三＇.仓篇所描绘内容的传统卡t
f放进一步概括，可时分成二个部分：①②③④＠＠叙述了生产过程：⑦叙述了人
们享用（或向神灵献祭〉劳动成果的场面：＠是对余篇内容的补充说明。因此我
们可以说，路＠外，诗篇的结构主要是由生产过程和字用劳动成果两部分组成。
当然这是对诗篇所述内容的横向的观察。
我们再做纵向的考察。从①到⑦贯穿了两条线：一是从事生产的人，一是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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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我们可

{f 表现？在式 i二也是睡着时间的推移或生产的照序进行描写的。

~光毅
去卖 ffl 边

同点。首先，

“七月”！开涉
qu

及到内容较多，显得较为复杂，但每项都可以成为独立的诗篇，各项内容也都是
按照时间或生产的顺序叙述的。

Jt 次，在内容上也剖样包括生产和祭祀两大部分。生产过程的描写，有详有
路：篇幅有长有摆；有描写部分劳动环节的，有从耕地播种开始，到路草、收割、
的仓、制洒、祭祀全部过程的。但是它们在以一定形式桶’序描写生产过程这…点
上是一致的。

对它们作纵向的剖析，也同样可以发现与“载变”相同的结构。

这种表现形式和诗篇的结构，与近现代传承于民间祭程等丰L仪巾的歌谣相一
致，再考虑两者歌唱的场合、功能等方醋的因素也接近，认定两者属于相岗位：庚
的歌谣应该没有问题。因此将两者互相进行参照、比较，不仅有益于弄清农事诗的

性格特点，也可为近现代事剧的研究提供珍贵的古代资料。
文lj ；芝风曾引用湖南省《新晃县民族志》所载偶族“耕辛苦礼”的事例，现将刘

芝风的介 tli 转引如下：
主rn ；签字；q时， J号：主古 Ht七段lfsJ －主是i运中的地方，供 j：将农？丰俭，两f边B'lii'L 兰英卷和1 乡宫，服装师
HA 泛族之于是二［弱，’学鼓手？较苦苦县立＂ViI!i 邸， i次作；然、官，,]1在、；水 nJ··者’立于 i智丽，摇铃斗~－ v: 子旅鼓之
泌，可以i 仅人等等祭纪＆ 'f 怒、供品设子将农；这ti江前 i对；＜J 较李葬礼 Jf 始，于是室主乐齐鸣，哥大 Jli 锁起，江j

i立各〈一段 'J; 察卡~、头人）开始 H口总；：
〈｛如j l)

卡？：兴言jl ）草！也洞， ttl：人智r 求保佑／保 {ij：什么？像你 Hl

't' )l己谷 /JEJJ[统节？叫过，二月货主主鸡天／二月

纪 1l1i;/J 土，阴 J j 'fr 除n 秋 I Ti. fl 扯狄损邸，六月太；辛苦小路／ ii.I 1:;f平平谷， E日黑裁 7]( 极／ 111 谷收成好，
附谷收多i 多／ tl1 谷 f主主主如i 牛 j毡， ftlfr 茂盛生n 马尼／大应时中谷成怨，小应采 lrb:1；拟彪／禾草率低头好挠，
禾 trf- ／孜 Jf 好剪折／ !JJ 人~巧在： lilii/1 紧也采陈 (I领谷然），女人灵巧各办采剪镰刀 :t 枚剖／穷人灵巧，
各办子扫姚，白天挑不了，夜里担忧、冗／：大仓辈辈谈谷，采防；主是i商榻／这及德 兜就惨白一警号，－：；王（阪）

就鲁多过一年／ l也不完，留下实有i /11革命点，留下换银钱／发银像山林，有1 多｛象树叶，女的；l:j'. 裁金银，
！刀的身穿纳布／〈众合 γ‘ IIF ”（；总i好）

神呆在jl 》kl也酒， tU：人祈求保位／｛法 {fJ（什么？保佑采校同 Jil司长／在il 娘岱忘！吨级，家业兴 i泛／积英才
发窍，没米发f反／买马满 111 ，买 1l1i高怜，买 71( ／荔因／买上段，运中间，上述下，下途上／负多知l 擞擦，
因楼；m 云天／门户宠，闲地广／门 r· 斤，

lfl 地 :JI号／父亲－代满屋场，

JL 二f ·jl;:i均村庄，子孙－｛＇（，／放满

乡／件件都是九十九，水牛黄牛＇~l/t; 无数头，？敏：践 1唐 E祖挤满栏／神农说先 i毡，我们后尝／（众合）“ IIF ”
（运l好）
ill\ 完祭 i远之后，人入叩拜神农。而后入右手中；走 tl卜’人，空军也纷 ff 下 Hl 汗怒， 3f 毒’f 后随即整地，

兰英络、多毛主则象着孩子言谷奉告的“背翁”毯f二楼符。校返楼奉告 轮，称为一怒，九士是完礼仪 i哀。

。从商节开头的“
和后节祈求保佑的内

，险人祈求f知右”，我们还可唱了
，前节详细描述的生产过程也是轩求拌灵保住的…项

目本冲纯的歌谣：

( Wll

2)

治主至 ＊ 1寄去运开始的系谈 /ilnJ 王寻求？寄给：这布的号：该／穷j 衬层平坦的统治／校 II：水 )1',! 流泌的采门／然
写豆烧商／泛支j E哥 ail 区划符辛辛毅／从条口号 i 来水／才怒气工运送部［ii ／把成立混合在命运／ U：凶残像幸运花·

粹的松软／ }L}l 来到了／（范莉辛辛〉设在夏水里／纪它从冬水虫草支出（楼下送〉／（衍校的）人们交齐
了／分配在怒地里／（楼下层〉到了一百一个天／（按：它〉运~｝也 fifi 到 AH立／二月 2提到了／除去；如学辛苦
闷浮／二三月呈长 ill 了／隧彩的商议柔柔地吹袋 /p:rj 月予支到了／（摇下的校滔）牢牢地扎了极／五月米到了／

济风吹呈长泌的饺／（夜n多）权；在了北泌的 fH 竣／北风吹来的时饺／款：在了 i经凉的部发／六月来到了／人

们 E整齐了／子里丢在家二校徽刀／在豆主运啦 re 它们刽鸽／寻 i 采飞／条条小／把它们这归去／妇女们；；ti:十二支／怒
爷干透了／怒放到六该校寸之的离合／怒放到 ｝＼. 毅丰i：子的 tli仓／；药谷没满了沟仓

陪”（ γ7:;t 工扩一〉。

的场合、歌词的表现那
以及小岗古代的“耕妃，，

岗的特征。

这…表现彤式的歌谣，
反均有发现，

、日本的冲绳诸岛秘 4,；岛的部分地

小野重弱；摇摇＇＊绳歌谣 n号具有

的表现形式的普遍特点，
古酷的原型是“梅灵”

！科此“

“神灵传授生产方法的歌谣”，这样的模式也器材i子在本的学者的头躏 i:j 八

种形式的歌谣不仅仅分布于盯本法i 此是否可作一鼓原理对待，还值得研究，而日与

mhJ

ff!l 灵传授说无关的相肉形式的歌谣，直至近代豆豆现代还大量地存在于农耕民的生
产生活 tj:1 ，也使我们不能够轻易地置之不理。为广泛地考察这个形式的歌谣，笔者

在其后加了“谣”字，用“生产叙事歌谣”米称呼，一是加以区别，二是将音乐

性较低的部分包含了进去，井边义为“以一定的形式，循序般述生产过程的歌谣”
4

0

近现代事例的存在，使我ff] 能够了解如“生产组事”方式的歌谣有着广泛的
分布和悠久的传统。仅仅从这种表现起式和结构在农事诗：1 ，显示的共性，就可 12).

使我们断定，在周朝的祭礼等场合中，向神或人的表达方式i：存在着固定的模式。
农事诗各篇不一定是向一年代产生的，但这种固定的模式去［J 贯穿于各篇中，说明

了这一表现形式所具有的强劲生命力。
二、“载变”的功能和内容

上面所举的两个事例： 11' 1如i l 的功能是向神灵祈求理想的生产过程。对于倒
2 ，小野Z宣部根据开头的“希聂米：，＇；）·姚开始的事情／阿玛米奇姚宣布的事情”言及

的视先神，遂参！！在其他歌谣等事例，认为其原型是神灵为传授生产方
也就是说起着教育的功能。但不去追究原嚣的话，我们可以认定

的功能与倒 1 It寻样，是祈求理想的生产过程
的。

近现代的事部，11 ，生产叙事歌谣所歌唱的场合并非完全相同，有在播种时歌
唱的，有在插秧时歌唱的，有｛f 秋收时歌唱的，有在人们生活中歌唱的，但歌 i蓓

的表现~式和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功能方部也可以发现复合型的事销。如
颠希佳在新江的说：可祭祀活动“镜子会”中采录的，在祭仪小歌手向神灵敬斟祭
湛时唱的歌：
（例 3)

你看这材；洞，正 Jj 已过，二月 1时光。二月济叨，问 n 下校。五月农 ）－： 11衍中，六月耘熬。七月开
花，八月军司渎。九月绿绿，时分满降。农穴位：忙，子担缀刀。走到则在奇， :/J'J 段剖｛窍，架起弱 i末，挑

jlj 场 i工， i锁在太阳。余把风卒，烧得清炎纽 芬；袋里祭 HI 运辛辛言，于1 臼 mnm 翻滚，？每箩累；句 iH 绚襟。
水桶蒸饭，铁缓煎汤。滔药一搂， 1皮 tF.l瓷缸，三日满纭，则日 3l 缸。阴气走云：家醉，开 5'}:

I· ill 苍白：ti

2在娘娘，忽然总数， τ，等走宠施，；自由两成哥哥在衷。摆在~ i：，然｛11! 彭：±o

在这里，歌谣详细地叙述了水韬生产和制洒的过程，与其他生产版事歌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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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因此籍围的生产劳动象征了征得神灵许可的整个民族生产劳动的开始 1 商时
也不能排除演示性生产的巫术意义，也就是民俗学所说的“感染法术”作用。它
预示整个民族或国家的生产也将会肉眼前的生产一样限制，并获得丰收。

歌唱“载变”，是籍礼的一部分，是和籍礼所具有的精神内涵相辅相成的。“载
茧”在生产开始之际歌唱了生产的全部过程。人们相信如此才能达神意，并得到
神灵的庇护，这一年的生产也会如歌中所捕绘的那样得以实现。我们可以从商个

方面推剖它的原理：一是向其它祭歌或咒i吾同样，来源于先民的神灵信仰和言语
力量信仰。二是来自“感染法术”功能。不管是什么原理，在先民的心吕宁，在
神灵商前歌唱理想、的生产过程具有神奇的作用，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这些歌谣所发挥的功能和生产叙事的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由于
它们采用了这种表现形式，所以其各了遥丰qi 的力量。农事诗诸篇之间不能再认存
在着影销关系，部能够有影 i聪j关系必定是问为在书i类假的场合发挥着类假的功能。
我｛l'J 考察近现代的事例，可以了解到它们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承接了 i：一代的
传／丘。究其琼阔，是 i我为人们需要它们在生活 ij1 发挥着实际的功能。农事 i寺诸篇
!I司的。人1fJ 需要饭靠这科农现形式的歌谣，实现向和p 灵传达祈祷的心

，或者使人的重新确认生产活动的神圣性。与仅仅反映按我内容的祷词相比，

“生产叙事”的方式，使它杠上升为文学成艺术，也使它们在
先民的心庭中具有了非凡的咒力。如果没有这样的信仰某础，这些诗篇也就不会
在周族的第艳巾，或用朝宫廷的祭祀中传唱了。
从近现代的事倒 ι11 ，我们可以了解到，歌词的内容既反映的是人们所期望的，

理想的生产过程。内容中有夸张的成分，但并非是异想夭开的，完全脱离现实的
内容。

对于“载变”，我们知道了它的性质是“祭歌”，其功能是祈持农业丰收。然
后再仔细看“载变”的歌词，就知道它们所表达的内容和籍礼的宗旨是一致的。
歌词中大量使用了“洋洋”、“有i境”、“媚”、“有族”、“有赂”、“斯活”、“驿
驿”、“有厌”、“厌厌”、“绵绵”、＂济济”、“有实”、“有锁”、“有椒”这样的形容
词，对所涉及到的人和事无不尽赞美之能。市“其”、“侯”的颜繁使蹄，“刀’缸”、
“自礼”的夸张，又极大地发挥了烘托作用，使歌中所描绘的景象如美好的踊卷
一般展现在我们面前。
歌词中所描绘的内容显然是以过去的生产经历为基础，是虚拟的、理想化的
生产过程，并非是根据籍照“现在”所展开的实际劳动场面即兴创作和歌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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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中的“侯主楼的，使 _iii'.{吴放，接号登侯以”并非眼前参加薪礼的周王朝人员：
忠摇其妇，有使其士”也应是古老的仪式 0 ＂商商”即籍白，亦称公
因、大罔、南回 6

0

＂为摇为髓，羔异祖娥，在~i会在礼。有能其番，邦主京之光：

，胡考之宁”反映的是半l役后谢神的条礼，在这里也含有向升神灵许愿之
0

＂眨且，有且，匪今斯今，摄古如兹”道出了籍囚的生产以及祈社丰蜜的传统由

己久。

"

所描述的内容，不是某个具体的、以个体为单位的生产，而是代表

民族或国家的
的立场上，代表民族共简体全体成员向神灵阵、述心攘的。这科“生产叙事飞决非
回黑牧建立的抒情，它所有－力拮述的一个一个生产过程是凝重的，蕴漏了人们祈持

学校的深切的意愿。它直接关于－实际的生产是否能够如“极寨”的那鼓颇利，收
成是杏能够如此学碟。

与＂载变”裙降，其他JL 籍也是科用各种修辞手法赞策和摇述了理怒的生产
过程。这些诗篇整篇的气氛挠…，与祈求神灵庇护的宗旨

只有琦“七月”

尚存在不！诗意见，但完全按照附级对立的溺点去分析，是不妥当的。在这些诗篇

中，歌唱者时商站在爵王的立场上，时而站在农夫的立场上，时陌站在第三者的
立场上歌唱，｛目均道出了全体民族的心声。
二、“载变”的传承
近现代的黎伊j 中，有很多我如不能确切地把握它们的传承轨迹， f应摆摆它们
歌唱的场合（礼仪〉的传统性，可以推翻它有］也是在较快的传承过程中形成的。
所举我们可以找到证明有长时摇传承历史的事锅。哥本中国地方〈捂广岛、肉山、

山口、岛棋、鸟瑕五县）的“大回攘”、“花囚植”、“供养四穗”等，是在插秧季
节举行的礼仪，在礼仪 r:j:i 传唱的歌i蓓在长期的传承中留下了大；髦的歌本，其中具

有较高艺术性的《归蘸草纸》 7 就被认为浩成于 rfi1在末期到近世韧期 (16 段纪前
后〉，其他歌本也都是在年复一年的传承中为应用高留下的。在这里介绍一首流传

在自本广岛县的“朋辑款” a:

(#1J 4)
E在校lj茧月经岁辛辛，三月以后是凶手丰 e 仔H学二月 2主什么祷，是守护五爷的 HH札二三月 1豆怒：幸运.＝：绘
出做什么，选定在'if支撂下科＠！况月 2至划下荔l ？，与 1i1 的〕卒，吉达成；二j吉凶的 ijl';o 五月坐在三角凶梳妆打扮，

敲侈打鼓圣王括：熬。六月 1豆三角凹的革 9 长势怎么样， 3 初的几片滔 l}j· 己茂盛。七月里三角的稳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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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怎么样，然口伏在？齐刷 f(,!J 。八月 m. 三角的稳稳颜您怎么样，成片的宿在1 泛：金策。九月里’·Ill' 七 fiffH等

个月的缀刀，到三二 ff！ 回来收刽。十月脱辛1用什么窍’ l 0 ’片J 京城的；或纳绞。

插秧礼仪从祭祀阳神仪式开始，到耕耘困地、插秧，进行整整一天，而歌谣
的演唱成为礼仪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首歌是在歌谣管理者（也是礼仪的带领者〉
与插秧的女性之间，以对唱的形式歌唱的。从礼仪的规模米者，这个事倒在1 以上
所举的事制均比不仁在爵王朝的籍囚的礼仪，但可以推测周王朝的籍礼也应是从

民族时代的礼仪发展商来。由予以 t所举事例的歌谣报指子礼仪之中，并在礼仪
中发挥着实际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它们的培态还保留了生产就事歌谣的本来西辑

“祭歌”的出辑。
在“载妄”所描绘的内容中，我们会发现与《 i骂语·周语》中对籍礼的描述
不十分相符。“载变”小没有周王、百吏、班人等，也没有对那些礼仪的描写 0 ＂载
’ 1:t:1 反 Hj己的人物和礼仪在引我语. f离语》的摇述中也没有体现。其眩目我们可

以有到种设悲：一是“载莲”所摇写的并非是籍爵的生产，是籍围之外的民族的
…何“钱茧”摇写了 fif i写的生产，籍礼髓着时间的接移淫、渐完备和扩大了

留了古老的韶毅；后没有髓；否礼仪的变化而变化。无论是哪一
的是：它是在二年复…年的祭祀 r:j:1 传承的。《周礼》：“大师：举六律、
六闷，以台的阳之｝毛· ......敦六i寺， i J 风， H 娥，日出，

H 兴，

i二i 雅，

F'l 颂：以六

，以六律为之卉。大祭祀， YIIJ 替登歌飞虽熬《腐礼》有着理怒化的成分，
但应该有所依摇。周腹内部向该有与“大师”相类似的人物负责管理和传授这些
祭祀时献神的歌谣，并在祭字LH才率领歌手歌唱。
因 lJj 史 f惑 久，祈求神灵 /It护的仪式也必然有着同样路久的传统，在其礼仪

r11 歌唱的歌词也j就是经过了漫长的传承过程。我 ii'J 今夭右’到的歌词次非某人的一
时之作，而是在长期的传承宁边渐完成的。
杨公骥根据诗篇j开表现的形象，将推断“载变”和“良帮”为用火商之前腐
祖届留黯地时的古祭歌。《周礼》命工言：“：宇：士鼓、民号命份 rl1 春昼击士鼓，吹潮诗
以为逆暑。 rj1 秋夜边寒，亦如之。凡国祈午，于四视，吹翻麓，击士鼓，以乐阪酸。

岗祭播，提lj 吹蹋颂，

;t±＿鼓，以息老物”。其11 玄注：“翻诗，扇风七月也。殷雅亦

七月也。翻去英亦七月也”。
“扇风”、“斟辙”、“幽颂”是否就是“七月”尚有分歧。但通过奏乐和歌唱
以祈求神灵庇护的传统掘远流长当是无挠的。对于此篇，程使菜、蒋兑元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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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商提它们的实际软

；主

:

“；去夺诗”包指该系些诗篇有不同说，本文基本该努张离 2兰议。因“；在；仁”、“略略”与
JI；它诗篇淡淡形式不同，；辛二篇不作涉及。
2 郑玄法七月为留风、翻狡、留缀，后泣对此提出质疑，但其表现形式与其他法篇相同〈本
“生产叙专王”形式），与后放的谣谚 F在有区别。考虑到歌唱的场合，应与其他篇苍苍

相同。

3

对这个礼仪，统小鸡先生称为“稳孔”〈气用颂·没稳》与周代社会的祭祀文化传承”收
入《诗经研究丛书》第一辑

4

中！最Ii ：于经学会续

学苑 i垃圾主l:

2001. 7)

“生应叙骂王道主器。楼选 i工－：：， c ＇ τ 一商岛 ι 中 j均提 ￥］；流域。均含一气日本欲 i卖学会编《数；

惑。 tt夺交 3 日本歌运研究大系 F 举采u支书院 2004.5)
5 食部鑫针中灵与祭祀》 江：；号，占怒 Ui 版社 1992.6
6 占人认为人的居住区的部函（南郊）向部位室的因是玉兰好的，这→点中国和日本相同＠
? 《 B:l ；能彩纸 3 现已被收入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牛。

8

日语称报牧歌为“凶极欲”或“出 i裂”，自江省主豆豆指数，狡仪式牛的敬。这诗歌笼子抄本
，，命

7
’

A

《出 tfil软的枝叶》中的一首。 i亥予抄本被收入东城町教育委员会编《大 LlI 供养凶极》（全
2001. 3 ）。

ν 七 1 -r 一←株式会社

9

指狭｜。

1。

这里的“辛辛”为脱谷用的工具，是用绳连接的两根木棒（“扳言等勺。脱谷 u才用木棒兴
住宿穗，用力拉稻杆部分，滔粒就会脱落。

《诗纷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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