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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经》里，《秦风·蒹葭》是

知名度很高的一篇：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

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

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

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

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

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在那飘渺惝恍而又霜露凄迷的秋天

的水边，有一位神秘飘逸的“伊人”，

让诗歌的抒情主人公上溯下游，往来

追踪求索，却一直可望而不可即。我们

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把这首诗解释为一

首爱情诗，“伊人”当然就是指佳人了。

琼瑶小说《在水一方》多次被改编为影

视剧，再加上那首脍炙人口的同名主题

曲，更是大大强化了普通百姓的这个印

象。然而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们

并不这样理解。

这首诗大约创作于春秋前期或中

期，由于年代久远，我们连作者的姓

名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他最初写作的本

意。而先秦时代的学者对《诗经》的

解说，也没有成系统地保存下来。上海

博物馆曾经于20 世纪末从香港购进一

“伊人”是谁？

——说《诗经·蒹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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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人”是谁？——说《诗经·蒹葭》

批战国楚简，其中29支简是论述《诗

经》的，被整理者命名为《孔子诗

论》。但是这份出土文献只是残简，内

容很少，并没有谈到《蒹葭》。真正完

整的《诗经》研究始于汉代，有齐、

鲁、韩、毛四家《诗》学传承。其中

齐、鲁、韩三家为今文经学，兴盛于西

汉，后来逐渐衰微。而毛《诗》属于

古文经学，在东汉越来越发展壮大。

至东汉末年郑玄作《毛诗笺》，彻底奠

定了毛《诗》的独尊地位。故毛《诗》

学说一直完整地流传至今。

毛《诗》的每一篇都有小序，其中

《蒹葭》的小序是这样的：“《蒹葭》，

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

国焉。”意思是说，这首诗是用来讽刺

秦襄公的，因为他不能用周礼来教化民

众，所以无法让他的国家稳固。郑玄在

其《毛诗笺》中进一步解释道：“秦处

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

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

未服焉。”

有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一首爱情

诗，怎么冒了个秦襄公出来了？今天的

人们都很熟悉秦。不要看它最后碾平

六国，一统天下，但是最初在西周的时

候，它还是很不起眼的一个西北小部

落，文化落后，实力孱弱，连个诸侯的

身份都没有混上，中原民族根本看不起

它，视之为蛮夷。秦的真正发家，始于

他们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在公

元前 771年，犬戎攻破镐京，杀了那个

乱点烽火的周幽王，把首都镐京劫掠一

空，毁坏殆尽。太子宜臼被拥立为王，

是为周平王。可是镐京和王畿都已经残

破不堪，而且仍旧处在犬戎的威胁之下，

没法居住了，平王只好在诸侯的帮助下

东迁洛邑，秦襄公也派兵参与了护送。

据《史记·秦本纪》：

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

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

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

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

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

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

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

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十二年，伐戎

而至岐，卒。

岐、丰这块地方是周族起家的老

根据地，现在被西戎侵占，而周王室衰

落，反正也无法夺回控制，干脆就做了

一个顺水人情，把这块地赐给了秦襄

公。秦由此正式立国，成为诸侯，开始

了逐鹿天下的征程。

但是，要控制原来西周的核心地

域，得到这里人民的拥护，不是那么容

易的。处于文化低位的蛮夷要统治文

化高位的人民，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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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融化、磨合过程。所以汉朝人认为

《蒹葭》一诗写的就是秦襄公所碰到

的尴尬局面。诗中的“伊人”，不是什

么美女，而指是的西周遗民，尤其是那

些懂得周礼的贤人。他们在水的这一

边，秦襄公在水的那一边，苦苦追寻，

希望能够获得遗民们的拥戴。而遗民

们饱受西周礼乐文明的熏陶，有一种文

化优越感，自负得很，他们才看不上秦

襄公这个土包子，于是摆出一副高冷派

头，徘徊河上，和新来的统治者保持距

离，不愿意真心归附。为了得到遗民的

心，秦襄公放低姿态，沿着水流上下求

索，追得这个苦啊，可惜人家根本就不

搭理他。

汉儒具体是怎么把这个总体意思解

释出来的呢？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毛传》：

“兴也。……白露凝戾为霜，然后岁事

成；国家待礼，然后兴。”《郑笺》：“蒹

葭在众草之中苍苍然强盛，至白露凝戾

为霜则成而黄。兴者，喻众民之不从襄

公政令者，得周礼以教之则服。”根据

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进一步解释，其

实毛、郑两说又有不同，而《正义》的

发挥又未必完全符合毛、郑的原意，为

避免繁琐，本文不详细介绍。毛、郑两

家相同之处，都是强调国家要有“礼”

才能治理好。

“伊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毛

传》：“伊，维也。”《郑笺》：“伊当作

繄，繄犹是也，所谓是知周礼之贤人，乃

在大水之一边。假喻以言远。”“伊人”

的本意，就是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并

无确指。这就给了后代学者们很大的想

象和阐释的空间。郑玄可以解释为“知

周礼之贤人”，后来人也就可以有新的

发挥。而“伊人”是谁，正是理解《蒹

葭》一诗的关键所在，对于它的不同

解释，就会直接造成对全诗旨趣的不同

解释。

“溯洄”“溯游”，分别指逆流而

上，顺流而下。毛公将隔绝在双方之

中的大水，理解为是周之礼乐的比喻；

而郑玄则认为“溯洄”“溯游”，比喻

的是追求者的态度是否恭敬。所以对

于“溯洄”，《毛传》解释为：“逆礼则

莫能以至也。”《郑笺》云：“此言不以

敬顺往求之，则不能得见。”对于“溯

游”，《毛传》说：“顺礼求济，道来

迎之。”《郑笺》云：“以敬顺求之则近

耳，易得见也。”

虽然毛、郑之说并不完全一致，但

是其整体思路是一致的。汉朝《诗经》

学的整个体系，就是把《诗经》附会

于历史和政治。不管什么诗，不管是什

么内容，全都能够在先秦历史上找到具

体时世，而且内容全都关乎治乱兴衰、

礼法大义。许多在我们今天看来极富文

学色彩的诗篇，经汉代经师们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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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或美或刺，暗含讽喻，变成了政治

教科书。昌邑王刘贺的师傅王式，就曾

经以《诗》三百篇为谏书，在刘贺面前

反复诵读陈说。但是这种进谏方法似乎

不太管用，刘贺后来被霍光立为帝，行

淫乱，很快就又被废掉了。从王式的例

子，我们可以看到汉儒对《诗经》的总

体认知和现实运用。

前文提到，郑玄认为“伊人”指

“知周礼之贤人”，后人就在此基础上

继续引申，把“伊人”解释为贤人隐

士，把全诗说成是渴求贤人、思慕隐士

之意。至于这贤人、隐士是否与秦襄公

相关，就各人又有不同了。如明代丰坊

《诗说》：“君子隐于河上，秦人慕之，

而作是诗。”朱善《诗解颐》：“‘所

谓伊人’，虽不知其所指，然味其词，

有敬慕之意，而无亵慢之情，则必指贤

人之肥遁者，惜不知其何人耳。”清代

姚际恒《诗经通论》：“此自是贤人隐

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诗。”方玉润

《诗经原始》：“《蒹葭》，惜招隐难致

也。”“盖秦处周地，不能用周礼。周之

贤臣遗老，隐处水滨，不肯出仕。诗人

惜之，托为招隐，作此见志。”也有人把

《蒹葭》一诗比附到秦穆公用贤人百里

奚、蹇叔的事情上去，如宋朝王质《诗

总闻》就持此说。

总体来看，上述这个系列的说法都

是从毛、郑一派发展而来。但是从宋

代开始，许多学者就对汉学表示不满

了。从《诗经》学来说，批评汉朝人

最厉害的要数郑樵。他的《诗辨妄》

说《毛诗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

将之全盘否定。后来朱熹受到他的影

响，大胆怀疑《诗序》，在《诗序辨

说》里《蒹葭》一篇下评论道：“此

诗未详所谓。然《序》说之凿，则必

不然矣。”在《诗集传》里具体解释

说：“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

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

然不知其何所指也。”宁可承认自己不

知道，也不瞎猜，不随便比附。这是

一种实事求是的谨慎态度。这在我们

今天看来，似乎也没有特别了不起，但

是在宋代，就表现出一种横扫汉朝以来

一千年经学传统的极大气魄。而且由

于朱熹崇高的学术地位，他的这种治

学思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经学包括

《诗经》学的研究都发生了很大的转

折。此后，渐渐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敢

于撇开《毛传》《郑笺》《孔疏》而独

立思考，探寻《诗经》的真意。

元代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在朱

熹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生发：“秦无尊

贤好德之风，又无男女淫奔，岂朋友相

念而作与？”认为此诗是思念朋友。他

虽然提出新说，但思想仍然受到旧的教

条主义理论框架的束缚。秦果真无尊贤

好德之风，又果真无男女“淫奔”吗？

“伊人”是谁？——说《诗经·蒹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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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说得这么绝对，使他对于诗

意的理解，不能向更深一步突破。

明代季本《诗说解颐》颇有新意：

“此诗言人不可远人以为道也，盖知学

者所作也。”“伊人，犹曰此人，指道之

所在而言也。”在他看来，“伊人”并不

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比喻“道”

所在的地方。追寻伊人，其实是比喻追

求“道”，也就是真理的过程。“此诗

以蒹葭、白露为喻，见秋为晚景，日月

逝而岁不我与，不可不惜也。然而道有

定在，犹伊人之在一方也。溯洄而求，

是远人求道也，则远且长而难至。顺而

求之，求之于身也，求之于身则即此而在

我，欲仁斯仁至矣。宛在水中央，何远

之有？”

明代还有一些比较迂曲的解说，影

响力不大。如张次仲《待轩诗记》：“蒹

葭、白露，秋时景象，喻周室气运之衰。

伊人，谓文武。文王都丰，武王都镐。

丰依沣水，镐依镐水，文武神灵实式凭

之，故曰‘在水一方’。”朱朝瑛《读诗

略记》：“伊人，托言以指周先王也。在

水一方，周先王之神尚徘徊于沣水、镐水

之间也。”

只是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人们的

思想才进一步解放，才开始有人把《蒹

葭》解释为爱情诗，把“伊人”解释为

爱恋的对象。较早做这种工作的，大概

是郭沫若。他于1923年将《秦风蒹葭》

译为现代诗，后收入其《卷耳集》：

我想从上渡头去赶她，

路难走，又太远了。

我想从下渡头去赶她，

她又好像站在河当中了——

啊！我的爱人呀！

你毕竟只是个幻影吗？

胡适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学者

提出，《诗经》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圣

经，只是一部歌谣总集。于是《诗经》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崇高地位被推

翻，其文学性则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许多

学者开始致力于对它进行全新的解释。

大多数把《蒹葭》归入爱情诗的学者，

都认为“伊人”是女子。如闻一多《风

诗类钞乙》将《蒹葭》归入“男词”一

类，也就是说，这首诗是以男性的口吻

来写的，则思慕的对象为女性。程俊英

《诗经译注》认为：“这是一首描写追求

意中人而不得的诗。”在译文中说“逆着

流水去找她”，也是把“伊人”看作女

性。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意见，如余冠英

《诗经选》说：“这篇似是情诗。男或

女词。”那么“伊人”也有可能指一位被

女子思慕的男子。

现在我们明白了，把“伊人”解释

为美丽而又缥缈若仙的佳人，虽然已经

深入人心，但是其历史还不到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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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之前两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大

多数的人们都将其理解为男人，也基本

上与爱情无涉。

《蒹葭》一篇，其情景交融、宛然

天成的笔触，历来就为人们所激赏。而

“秋水伊人”这么美丽深远的意境，经

过不同的解说，画风竟然是如此的不

同。无论在水一方的是什么人，主人公

那种执着追求的精神和追求不得的淡淡

哀伤，是不变的，它悄然弥漫在质朴整

齐的音律中，让一代又一代读者击节唱

叹，感怀不已。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是

经学的框架无法束缚住的。

从对《蒹葭》和“伊人”阐释的历

史，我们也可以看到，追寻一首诗歌的

真意，这个过程是如此的迂回曲折。我

们固然可以陶醉于秋水边翩翩佳人的梦

幻魅力，嘲笑汉儒的迂腐穿凿，但另一方

面，我们也不妨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们

真的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吗？几千年前

作者的思维，和我们今天的人是一样的

吗？汉朝人离先秦比较近，比我们近了两

千年，而且其《诗》学理论自先秦时期

就已经开始滥觞。就《蒹葭》这一篇来

说，它的创作离汉朝不过五六百年而已。

我们又怎么可以完全自信，自己的理解会

比汉朝人更接近创作者的原意呢？面对

古代经典及传注，在勇于怀疑、大胆突

破的同时，也需要保持尊敬和谦卑。

解释经典太难了，在西汉的时候，

人们就已经有了深深的无力感。大儒董

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感叹道：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

秋》无达辞。”对儒家经典的训诂阐

释，竟然没一个是通达无疑的。既然汉

代人就已经如此困惑，我们这些晚辈也

就可以释然了。一方面，需要“多闻阙

疑，慎言其馀”，保持严谨审慎的态度；

另一方面，学术思想的解放也必须坚持，

不可拘泥于前人旧说。正如追求“伊人”

一样，我们追寻诗歌的真意，追求学术

的真理，并不因其过程艰难曲折而心生

惧意，决心反而历久弥坚；亦不因其缥

缈恍惚而疑惑不前，因为她绝世的容光

就在河畔微茫的蒹葭丛中闪耀，足以让

我们倾注此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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