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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複短語(在相同韻律條件下重復出現於一首詩或數首詩中)是詩經中常見的一種

音響型式 (acoustic pattern) ，也稱為「習語」、「套語」或「相同句J '而以起「興」出

現的相同句又被認為是這些套語流行的主因。興句與詩意的關係向來難以定論，而以套

語型式出現的興句，除了囡襲、抄襲這顯負面的看法，如果放置在口述表達的系統裡，

利用固定短語表達某一主題及其相關意象，其實是一種極為生動又有創意的反覆。本文

選取「山有...際有... J 與「南有.. .J 這兩組重援短語為例，則希望進一步呈現，重複短

語除了表達某一種典型情態或基本意念，更是某種地域風士的譬喻，尤其是自周初以來

黃河中、下游及其至於江漠地區的風士感的譬喻性表達。換言之，這兩組重複短語其實

是牽涉著一種乾寒地域的溼暖「喝」望，同時也成為期待、嚮往這類情感的譬喻源頭。

關鍵詞，詩經，重放短語，風土隱吩， I 山有......阪有...... J ' I 南有...... J 

一、前言: I興」式相同句:重複與響應

詩經中的重複現象明顯表現在幾方面，如重言疊字、連綿詞、重章疊句，而

其中因為重章、疊句而出現在同一篇或各篇之間的重複短語，又稱為相同句、套

語(習語)等。楊牧先生曾經由相同的韻律條件(雖然有時長短不同，如「我心

傷悲」、「我心傷悲兮J) 與表達某一交付的基本意念來定義這些套語(formu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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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J)比如「習習谷風」通常表達哀怨叫泛彼柏舟」則表達憂傷等。(說 2)裴普賢先

生也曾經針對〈詩經〉中這普遍出現的相同句現象進行詳細檢索，並且進一步去

歸納在風、雅、頌之間彼此重擾的相同句，比方說大、小雅間通用的「君子萬年μ

小雅、國風通用的「未見君子上「既見君子」等，並統計出全〈詩經〉中出現最

多次(共 11 篇次， 26 見)的重複短語是「心之憂矣J; I心之憂矣」所以成為全

〈詩經〉中最流行的習慣用語，裴先生認為是二雅十五國風大多為憂心的抒發，很

少表現歡樂的緣故。(註 3)

如果這些套語或習語的重搜出現多是為了方便表達某一種基本的情態，那麼

就不能用因襲或缺乏創意來批評這個現象。換言之，我們必須重新思索這些短語

「重複j 的用意何在。一般談論單篇中的疊句、重章，比較容易由音韻上的重複來

談論詩旨的層遞強化或連續不絕， (註 4)但是，如果討論的是出現在不同篇章的重

複短語，可能就必須從時間性的逐章遞進，轉而注意空間性的各篇相關性;也即

是說，套語或習語的重擾，可能不止於呈現單篇意旨的餘音撩撓，而是在固定的

音韻條件下卻可以跨越不同的上下文，而串連起共鳴的篇章群。

這共鳴因此既是音韻上的、同時又不止於音韻上的相同而已。根據裴先生的

考察 9相同句也常常就是詩中的起興句， (註 5)而興式相同句，其實提供我們由「興」

去理解這些重複短語的線索。如果採用朱熹如此簡潔的說法 I興者，先言他物

以引起所詠之辭也扒(註 6)這是說明沙洲上相與和鳴的雄鳩可以引人聯想到君子

與淑女的相匹自己;而這個他物與本意之間的引導乃至於引生的效應，若不局限於

單篇文字，而擴大來討論興式相同旬，也許就可以說是藉助已經出現過的套語及

其意象，來引領同一個套語出現時的理解。楊牧先生曾認為要分析〈詩經〉中的

「興J '其中一種方法即是注意〈詩經〉中的一些作品是如何透過套語主題的意象

1. 詳見C. H. Wang (王靖獻)， The Bell and The Dru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 43 。

2. 關於「習習谷風」與「泛彼柏舟」等套語的解釋，參見C. H. Wang, The Bell and The Drum , p. 103, 

110 0 

3 詳見裴普賢， {詩經相同句及其影響} (臺北:三民書局 '1974) ，各項統計資料請見頁 6一70 0 I心之憂矣j

所以成為流行用語，裴先生認為是「詩人表現的感情是菱多樂少J (見頁 9) 。

4. 比如夏傳才， {詩經語言藝wr新編} (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8) ，第二章〈童章疊唱〉說到詩篇的重章，

不論各章中重復字句的多寡，大抵都為了加深印象、加強主題感染力、推進詩意的效果等，參見頁 44-52 。

5. 見裴普賢， {詩經棺同句及其影響} ，頁 76 0

6. 引自朱熹， {詩集傳} (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7) ，卷 1 <周南〉一之一，首章「關關時鳩」注，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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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比來構成的 (structured in imagistic analogy with some stock themes) 。

(註 7)比如，在託鳥起興的詩篇中，有一類的主題可以歸屬於「反哺歸巢J ' (設 8)這

類借鳥表達懷歸孝思的作品，可以用黃鳥、堡、烏鴉、脊令等等不同的鳥，很明

顯是抹消了鳥類間的差異，而透過「反哺」讓這些鳥意象連類相從。(註 9)於是，

這些詩作透過鳥意象的類比，而具有了對於主題相互詮釋的效力 (the reciprocal 

interpretative force of the motif) ，也可以說，是因為這個「聯想的全體性J

(totality of association) (註 10)讓所有利用恩歸之鳥的詩作凸顯出一致的意義。

從這個角度而言 9 任何一次反覆都不只是出於詩人記誦能力的「又一次μ每

一次出現都是體現全體的「同一次」。任一重複短語的出現，就像召喚出所有相關

記憶並列在想像中，而成為一個凸顯主題的聚合體。(註 11)這個聯想的整體共同指

向一種特定的意念或情緒，如懷歸或哀怨等，也可以說，短語的「重複」也就是

這個主題性的聯想整體的「在場J (presence) 。比如「采繁祁祁μ出現在〈闢風@

七月〉與〈小雅﹒出車> '都是利用春景照應還歸(征戌歸來或往嫁懷家) (註 12) 的

心情 9 而其中所謂神阿~J 如毛傳所言乃 i(采繁者)眾多也J 0 (註 13)於是，如果

再看到〈召南@采繁〉中分別出現在首二章與末章的「采繁J 與同阿肘， (註 14) 楊

牧先生就認為這裡的理解也早就被「采繁 還歸」這主題所預先決定了，因此，

他不同意傳統註疏或如 Arthur Waley 的翻譯，將最末尾「被之祁祁 9 薄言還歸」

7. 參見C. H. Wang, The Bell and The Drum , p. 102 0 

8 楊牧在此用的標題是“The Bird of the Filial Return" ，謝謙的中譯本作[思歸之鳥J '並加註說明又可

譯作「反口商之鳥J '分別參見C. H. Wang, The Bell and The Drum , p. 118 '以及王靖獻著，謝謙譯，
〈鐘與鼓一一詩經套語及其創作方式)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頁 14症。

9 關於反哺歸巢這主題的詩篇所使用的鳥類，可參見C. H. Wang, The Bell and The Drum , p. 119 所作
的 Table 9 0 

10. 參見C. H. Wang, The Bell and The Dntm , p. 125 ' I聯想的全體性J 參考謝謙中譯，頁 151 。

1 1.參見C. H. Wang, The Bell and The Drum , p. 凹，楊牧說到套語的出現會讓聽眾(或讀者)“receive

the manifold bearings of a given passage through reminiscence and mental juxtaposition of all the 
collective thematic implications that they know" 。

12. <幽風﹒七丹> I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J '所「悲j 者，如朱熹所言乃因往嫁而

遠父母，參見〈詩集傳卜卷 8 '頁 105; <小雅﹒出車> I春日遲遲，卉木萎羹，倉庚喵嚕，采繫祁祁，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J '乃指出征之南仲還歸京師。以上二詩分別引自孔穎達， (毛詩正義) (臺北:藝文

印書館 '1979 '十三經注疏本) ，頁 281 、 340 。本文所引錄《詩經〉篇章皆出自此書，下文不再附註出處。

13. 參見孔穎達， (毛詩正義卜頁 281 。

14 見孔穎達， (毛詩正義) ，頁 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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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阿巴J 視作首飾 (1被J) 的狀語， (註 15)而認為仍應維持與春日「采繁」一致

的「眾多J 義，以呼應還歸主題。

透過短語及其意象的連類，楊牧所訴求的「聯想的整體J '當然有其規範性;

這種說法讓零散地分布在不同詩篇的重援短語，憑藉相互詮釋，而易於定位其詩

旨，反過來說，出現在個別詩篇的重複煜語，就必須在特定主題範間內加以詮釋，

才可以達成凝廠主題的效果。不過，值得進一步推敲的是，這個規範的鬆緊問題，

比方說，如果以還歸的主題預先設定了所有關於[采繁」的解讀，那麼這個「先

見J 會不會化約了某一個重復去豆語可能有的更豐富意涵?反過來說，當我們要將

重複短語歸總於某一主題的時候，如何盡量去深化這個主題所包含的情緒或意

念，而不致流於扁平浮泛?關於「采繁祁祁J '如果仍將「祁祁」解作「眾多J ' 
一方面似乎就要將作為首飾的「被J '勉強代指采繁的夫人，另一方面還需面對可

能有兩種繁菜的問題。〈翻風﹒七月〉毛傳曰 1繁，白萬也，所以生蠶J ' (註 16)

這是指利用煮過的繁菜:十去浸泡蠶卵，以促進孵化的作用， (註 17)但是在〈召南﹒

采繁〉毛傳說采繫是為了祭神，孔疏還提示了〈左傳〉隱公三年這段話 1苟有

明信，潤溪沼I止之毛，蘋繫蘊藻之菜，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J ' (註 18) 陸磯

說此繁菜香美可生食， (註 19)如此可以薦神的美食，與孵蠶用的繁菜似乎並不全然

相同。再者，如果〈采繁〉當中的公侯夫人所以采繁不是為了養蠶，而是為了祭

事，那麼，詩中呈現的就不是「眾人」於春野中忙於采繁，反而是毛傳將閃閃~J

解釋為夫人祭事完畢後「安舒無倦」的儀態，較為合宜。(註 20) 當然， <召南﹒采繁〉

所以呈顯夫人的奉祖儀度，其實與毛傳鄭重蓋由婚配大義、女性德行來定位〈二南〉

的詮釋有關， (註 21)於是出現在詩篇中的細部物件也會聯繫到倫常範間內，不

15. <采繁〉最後兩句是「被之祁祁，薄言還皇帝J '毛傳曰 I被，首飾也J '又以夫人於祭事畢， I其威儀祁

那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J '見孔穎達， {毛詩正義卜頁 47 '又關於楊牧對於此句翻譯的意見，參見C. H. 

Wang, The Bell and The Drum , pp. 55-57 。

16 孔穎遠， {毛詩正義卜頁 281 。

17. 參見揚之水， {詩經名物新證>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0) ，頁的。

18. 見孔穎達， {毛詩正義> '頁 47' {左傳〉引文出自楊伯峻， {春秋左{專注> (筆北:源流出版社， 1982) , 
頁 27一28 。

19. 參見陸磯，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收入〈主要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64 、總目第 70 冊，頁 70-1 至

70-21 '憂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頁 70-5 。

20. 見孔穎遠， {毛詩正義卜頁 47 。

21. 詳參陳志信， <理想、世界的形塑與經典詮釋的形式 以朱熹〈詩集傳〉對〈三南〉的詮釋為核心， {漢學

研究卜 21.1 (臺北: 2003.6) ，頁 279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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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也說明了，重複短語的解釋，除了藉助其他重複短語出現的詩篇意旨(如

借由〈七月〉、〈出車〉的還歸) ，來歸納出某種情態之外，可能也還要考慮透過各

種名物知識、禮儀法度所構成的多重詮釋可能性。

尤其談到〈二南> '比如〈詩大序〉將〈周南〉繫之於周公、〈召南〉繫於召

公，並言「南，言化自北而南也扒(註 22) 既然有南、北方的不同，如果將〈采繫〉

與〈七月〉付出車〉並比而觀，還可能牽涉岐周與江漢之域在地理條件、風土感

知上的差別。比如〈采繫〉中提到采繁地點是「于沼于j止」、「于潤之中J '然而〈七

月〉、〈出車〉中之繁菜原本生長在原野， (詮 23)並非如同蘋、藻、芹菜是水生植物，

(註 24) 因此當〈采繫〉提及沼、址、潤，就如同〈采蘋〉、〈鵑雖〉出現的水潰、行

漂等水流景象的時候，一方面除了呈現繁菜的不同種嶺，同時我們也可以說， <采

繫〉反映的正是〈二南〉系統下水澤多於草原的南方風土。換言之，套語不是單

方面「重援J '而是多方面「響應J ;不只是映照意旨情態，也同時是文化禮儀以

及風土名物的全體經驗的湧現。

關於聲音與響應，就像〈韓非子﹒十過〉篇記載晉平公聽「哀音」的故事。

衛靈公在往晉國途中，於樸水聽聞新聲，唯有師涓可以傳奏出其所聽聞。到了晉

國，靈公要師涓為晉平公演奏這新聲，一曲未終，師曠在旁阻止，說這是師延為

討所作的靡靡之樂，後師延於武王伐衍時，東走至樸水而自蠢，因此這是「亡國

之聲j 。但是平公堅持聽完，同時繼續追問什麼是最悲之音，師曠雖然答以「清商

不如清徵」、「清徵不如清角J '也一再陳述「不可聽」的理由，卻無法違呦平公，

只好援琴鼓之，結果引發風雨災異，平公也招致重病。(註 25)這個故事的重點明顯

不在於分辨音聲曲律，而在於聞樂的種種效應，尤其是與君德相互應和的天地萬

物之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其實每一次聽音，都是在不同時空的吹奏，平公所聽

到的哀音及其響應，與師曠所「重複J 的文化記憶(如黃帝與清角之音) ，並非同

一時空人事，卻彷彿總是將這個 (r音聲 響應J 的)重複「經歷J 成同一次，於

22. 見孔穎遠， <毛詩正義) ，頁的。

23. <出車> I采繫祁祁j 旬，孔疏曰其在野已有采繁菜之人J '于L穎達， <毛詩正義) ，頁 340 。
24. 關於〈詩經〉中的水生植物，參見耿燈， <詩經中的經濟植物)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6 修訂版) , 

頁 37一位。

25. 本文所引〈十過〉篇中「豆豆謂好音」一段文字，皆出自陳奇獸， <韓非子新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級

社， 2000) ，卷 3 '頁 205-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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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似記憶的複誦，卻具有初次發生(今昔同一)的效力。從這個故事來看〈詩

經〉中的重複短語，也許可以讓我們更進一步去理解，在這些表面上重復的套語

裡，正是要傳達某種全面湧現的響應，每一次歸反的呼喚都是眾聲齊唱 9 每一次

禮度的描述都是常理共識，乃至於每一次名物的出現，都是風土體驗的確實「在

場」。

二、類比與風土感知一一關於「山有. . . " . .照有.""... J 的詮釋

對於「興句j 的討論，向來重在解析史事或人情際遇，即便注意興句所提及

的名物，卻也盡量做比喻式的說解，或根本就獨立成博物知識的載錄。本文在此

特別選取相關於地理描述的「山有......照有......J 這重複格式作為討論基礎，是

希望除了為人熟悉的情態比擬、博物知識之外，探索一種更根本的風土感，詩中

起興的名物並非為了(人情)借代或(實物)驗證而存在，而直接就是人情事件

之所以形成意義的「發生場所 (place) J 0 關於所謂「場所(或譯作「地方」汀，人

文地理學者段義字 (Yi-fu Tuan) 在每ace and Place: The Pers知ctive 01 

Experience 一書中，提出人類組織空間並賦予意義的三個相互關連的面向是: (1) 

生物學的事實:比如由人的身體姿勢的不同，可以產生上下、前後、左右等空間

區分甚至價值取向; (2)空間與地方的關係性:比如空間 (space) 的開放、自由可

以對比出安全、穩定的地方 (place) ; (3)經驗或知識的範圍:人往往在知識概念上

認識一個地方，卻忽視透過感覺、觸覺、視覺等豐富經驗資料所形成的複雜、矛

盾的地理感。而他進一步從感官經驗的角度強調，一個人要擁有充滿動感的三維

度空間，最先必須運用視覺、觸覺，再加上嚐、嗅、聽覺及皮膚的細微感覺，就

可以大大強化對世界的空間意識。(註 26) 當然這種具有生命感的空間意識，不會只

是停留在個人肉身知覺或情感經驗，市會逐漸累積成可以看出歷史脈絡的文化傳

統，反過來對於個人的生活空間性造成影響。(註 27)而日人和注哲郎在〈風土〉此

26. 見 Yi-fu Tuan (段義字)， Space and Place: The Per.抄ective 01 Ex.戶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p. 5-6, 11-16 中譯參考段義字著，潘校成譯， <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 (臺
北:國立編譯館， 1998) 。

27. 參考潘朝陽， <空間、地方觀與「大地具現」暨「經典訴說」的宗教性詮釋〉一文中關於[段義竿的海德

格式地理學思想」的描述，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10.3 (臺北: 2000.9) ，頁 175-17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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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也提出所謂「風土」並非僅是自然現象，而是人在氣候、地質、各種景觀

當中，因為對抗、妥協所累積出的種種充滿智慧的創造。因此風土現象與人類生

活表現息息相關，從食衣住行到禮俗、宗教與文藝，風土與人文歷史相互熔鑄成

整個人類的生存結構與社會運作的秩序。值的於是 9 不論是所謂「風土J 或「場

所(地方)J 都說明了，當生活書寫了歷史，其實風土也同時書寫了我們的生活史:

當人類透過語文描述(常理卜表達 ('1育感)的時候，其實已經不自覺地帶引出歷

經蓄積的風土結構或場所效應。而「山有......關有......J 的重複句，或許正可以

用來考察〈詩經〉時代這種「風土 情感」相互交融的譬喻運用。

「山有......際有.. .... J 的完整句法，出現在結斜D 以下五篇 <jt~風﹒簡

兮〉、〈鄭風﹒山有扶蘇〉、〈唐風@山有樞〉、〈秦風﹒晨風〉、〈小雅﹒四月> '如果

包含稍作變化的〈秦風﹒車鄰> I阪有......際有...... J '與只有出現「照有......J 

的〈檔風﹒照有真楚M 總共有七篇次。其中毛傳標為興式句者有四，茲引錄相關

詩句與筆注如下:

山有扶蘇，縣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喬松，縣有游龍。不見于充，乃見狡童。

(毛傅:興也， ......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 o ) (註 29)

山有樞，縣有渝。于有衣裳，弗曳弗宴，于有車馬，弗馳弗驅， "..... 

山有持，隱有扭。于有廷內，弗洒弗埠，于有鍾鼓，弗鼓弗考， ..... . 

山有漆，隱有栗。于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祟，且以永日卜﹒

(毛傳:興也， ......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靜、不能自用其財 o ) (泣 30)

阪有漆，驛、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o ."..." 

阪有桑，驛、有楊 o 既見君于，並~鼓簧 o •••••• 

(毛傅:興也 o ......鄭妥: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 (吉主 31)

28 參見和注哲郎著，陳力衛譯， <風土)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6) ，此處關於風土的解說參見第一章〈有

關風土的基礎理論> '頁吐 18 0

的引自孔穎達 ， <毛詩正義卜〈山有扶蘇) ，頁 171-172 。

30 引自孔穎遠， <毛詩正義) , <山有樞> '頁 217-218 。

3l.引自孔穎遠， <毛詩正義) , <車鄰) ，頁 234 。



8 清莘學報

靜、有美楚，椅擇在其枝。天之泛泛，樂于之無知。

隱有美楚，持攤其莘 0 天之泛泛，樂于之無家。

照有美楚，椅佛其實 0 天之泛泛，樂于之無室。

(毛傳:興也， ......鄭笑(美楚)之性始生正宜，及其長大，則其技椅

攤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 (註 32)

〈山有扶蘇〉與〈車鄰〉皆以「山有......照有......J 句乃興發「各得其宜J 之意，

這與另外如〈簡兮〉等三篇，雖未標明「興也J '但由鄭玄畫畫釋看來，在主題上也

趨於一致:

山有棒，縣有苓 o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鄭霓:棒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 (主主 33)

山有芭棒，照有六.肢。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芭棒，照有樹援。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鄭笑:山之蝶，眠之眩，皆其所宜有也 o ) (註 34)

山有反薇，照有把枝。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鄭妥: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 o ) (吉主 35)

而如果將〈山有樞〉最後一章所謂「山有漆，照有栗。子有酒食，何不臼鼓瑟?

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J '與〈車鄰〉所謂「阪有漆，際有栗。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相對照，會發現這兩篇正是分別從君臣「是J 、「否」相宜來抒發，所以「何不日

鼓瑟」可以說就是表達「並作鼓瑟」的期待，而毛傳以〈山有樞〉乃諷刺「國君

有財貨而不能用J '可能就是傳達不能治國禮賢而燕飲相樂之意。至於〈際有真楚〉

不論是否為才會國人譏刺其君之淫亂， I照有......J 仍然是興發一種得體合理(正直

不妄)的期許。

於是，綜合言之， I山有......際有......J 的相同句，可以說是藉由草木生得其

所，來連繫情感上的企望相見與嚮往和樂，同時暗藏著不能實現(相逢或相得)

32. 引自孔穎遠， (毛詩正義> ' <際有葔楚) ，頁 264-265 。

33. 引自孔穎遠， (毛詩正義> ' <簡兮) ，頁 101 0 

34 引自孔穎達， (毛詩正義> ' <晨風) ，頁 244 。

35 引自孔穎達， (毛詩正義> ' <四月M 頁 443-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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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憂心。反過來說，這些情感的表達方式正是源出於山、際的草木生長狀況，山

險與草木的彼此相宜，引發了詩人對於人際之間相與相得的期待。但是，在{專注

中似乎僅將詩中的山與際視為一般的山與嘿，除了筆注中尋得一些草木種類的知

識，大抵是藉景興情的說解:詩人為何特別提出「山J 與「際J '以及究竟是如何

的「山」與「際J '都還值得進一步追問。楊牧先生曾注意到這「山有~ . . . . .照有...... J 

的格式與草木關係很密切，並且從出現於風詩中的五國 (jt~ 、鄭、唐、秦、檔) , 

判定這些相同句代表了北起河北山西，南至河南，西達挾西甘肅一帶的特殊地域，

而其中槽地因為在黃土大平原，所以只見歸不見山。(註 36)從地理因素、實際生態

這個角度來看待「山有......際有......J 的格式變化，等於是要將文學研究置放回

當時的地域生態，那麼，原本被視為託喻情志的景物，也就有可能應該倒反過來，

是名物風土導引了情志興發的狀態。但是，不由情感比附出發，也並不表示本文

的討論是專門追究名物或地理知識，因為我們不但要留意詩篇中出現的名物及其

類別屬性，更必須探詢這些名物所存在的場所(不只是地理，還包含各項人際認

可的意義關係網) ，才能進一步追尋出這些名物被選取作為整個場所關係中的焦

點的意義。

換言之，本文從「風土J 感知這角度來重新詮釋「山有、陳有J 的譬喻性，

著重在詩人如何提煉或是挪借已經累積成慣習或記憶的黃土區的生活經驗，進而

抽象化而成為可以投射到其他領域的譬喻框架或概念 9 一方面並不是僅僅化約詩

句而當作地理考察的例證，一方面當然也不違背〈詩經〉是經過(貴族階層的)

整理，而非各地民歌原本面貌的說法。(註 37) 因此，以下借用各項關於古代黃土區

的環境史的研究，都是為了探索重複短語在溝通與傳達上所以有效的可能原由，

而不是單純想還原或指認地域性。〈詩經〉經由整理而呈現的一致性(套語) ，也

許更能看出黃土區的風土經驗在文化傳承上的積澱與影響力。史念海先生〈論歷

史時期我國植被的分布及其變遷〉一文中，也例舉〈詩經〉中「山有......照有......J

的相同句，來說明黃河中上游的植被，不僅森林繁多， I山上有阪有隙，阪是原

36. 參見〈國風的草木詩學> '收入氏著〈失去的樂土} (臺北:洪範出版社， 2002) ，頁 219-224 。

37. 關於〈詩經〉非民歌本來面目，而是周代貴族階層的產物，葉國良先生〈詩經的貴族性〉一文在屈萬里

先生的觀點上又做了更詳盡的考察，收入氏著〈經學償。論} (新竹:團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5) ，頁 37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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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的坡地，除是坡下的溼地，不論是阪是隙，植被都是相當普遍的J 0 (註 38)從史先

生這個觀點來說， <詩經〉中所以反覆出現「山有......照有. ..... J 的套語，是國為

當時黃河中下游地區，舉目所見都是廣大的森林、灌木以及草原，亦郎，這個短

語的「重複J '正反映了林木的「習見J 狀況。不過，也有學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見，

認為廣大的黃土耳域是沒有森林，而不是很多森林。何炳樣先生〈黃土與中國農

業的起源〉書中，對這個問題有詳細考察。何先生認為中國的黃土分布，最典盟

的是集中在黃土高原，包括甘肅東部、秦嶺以北的挾西、山西西部以及河南北部，

其次是由河南、河北向東延伸到山東一帶的黃土沖積平原。(設 39) 主要因風化形成

的黃土高原以及經雨水、河水等沖積成的黃土平原，在最近一百萬年內，氣候上

雖幾度出現乾、濕交替的變化，但是長期以來是相當乾燥的傾向，尤其愈西愈北，

愈是乾燥。(註 40)如果由黃土層中的動物化石來看，雖然也出現過喜濕熱的犀牛與

象等，但是大抵以駝鳥、馬類、鹿類等乾旱草原型的動物為主。(註 41)而關於黃土

區的古植被，何先生除了根據植物袍子花粉的分析，並且以最能代表黃土區的〈詩

經}(註 42)所記載的大約一百五十種植物資料作為對照，列舉〈詩經〉中出現的植物

名稱及生長地點註 43)綜合各項資料，何先生提出重要結論，認為「一般的黃土

高原和平原是自古未嘗生長過森林J 0 (註必)在以半乾旱草原為主的黃土區，森林大

多限於山、阪、麓和平原上比較低濕的地方，因為此類地帶水分充足，才可以有

樹叢生長。為了印證這樣的結論，何先生也藉助〈詩經〉中「山有......照有... ... J 

的套語為例，不過，顯然與史念海先生藉助這類套語說明林木遍佈是不一樣的，

反倒是用這類套語來說明，森林多在山上，原野中僅有低溼地可以有叢林，或者

就是人工所栽培，比如〈晨風> I際有樹極h 明白指出低溼地上的極木乃人工種

植，何先生因此進一步推論， I同一片低濕地上一種喜濕暖的亞熱帶落葉樹『六

38 見史念海， <論歷史時期我國植被的分布及其變遷> '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卜3(西安: 1991.9) ，頁鈞一73'

引文見頁 52 。

呵，參見何炳樣， (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69) ，頁 13 。

是o. 參見何炳樣， <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卜頁 16-19 0 

41. 參見何炳祿， <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 ，頁 21-25 。

42. 何炳樣先生認為除了周南、召南己經越過黃土區域的南限，以及園風所沒有包含的黃土平原最東與東北

部之外， <詩經〉已經包含了黃土高原最主要的俠西、山西，以及河南所在的黃土平原地帶，因此〈詩經〉

所載對於「復原」黃土區的古植被極有幫助。參見何炳樣， <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 ，頁 37-39 0 

43 參見何炳樣， <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的「表三，詩經中的植物J '頁是2-55 。

44 引號內文字出現在何炳樣， <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 ，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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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交j (1照有六跤J) 也很可能是人工特別栽培的，而不是代表俠西地區的原始植

物J 0 (註 45)

藉由何炳棟先生的研究， I山有......際有.. .... J 這類相同旬，可能就不是指稱

一種「習見」、「遍有」的植物生長狀況，反而是在說明一種相對之下較為稀罕難

得、甚至必須人為培育才可見的草木景觀。在「山有......照有......J 的套語中，

如〈簡兮卜〈山有扶蘇〉與僅出現「際有......J 的〈照有真楚〉這三篇，基本上

是呈現「山有林木」、「照有草(藤)本J 的植被分布，這三篇分屬國風中的jtß 、

鄭、捨 9 根據何炳樣的分析，這大致代表了由河北西南、河南至於安徽西北的黃

土沖積平原區，在經常氾濫的沖積平原上根本難以生長森林， (註 46)如此，詩句呈

現林木生長在山上，其餘則是低溼地的景觀，如生長在湖沼中的荷花以及向樣生

長於低下之地卻不能過濕的苓(甘草) , (註 47) 另外有屬於藤本植物而且是漿果額的

真楚， (註哇8)這樣的描述顯然符合地域特色。至於「山有嚴薇9 際有不己棋J ( <四月>) , 

由於〈小雅〉的大部分詩作被認為代表俠西地區，惜的)因此，所描述的山有野菜、

際有林木的狀況，雖然與山有林木、陳有草本的狀況高下有別，但仍然符合低溼

地才有可能生長樹叢(註 50) 的地域條件。其次，山與陳之所「有J 皆為木者，分別

是〈山有樞〉、〈晨風〉、〈車鄰〉三篇<山有樞〉屬唐風，與魏風在地域上代表

山西大部分，而〈晨風〉、〈車鄰〉皆屬秦風，代表挾西地帶。〈史記@貨殖〉列傳

說到「山西饒材、竹、穀、爐、搓、玉石J (註 51)何炳樣認為此「山j 指太行山， <貨

殖〉列傳這句話應該也是指山西太行山饒富林木， (註 52)而〈山有樞〉以「山」與

「陳」並見林木，其實也符合黃土直在山、阪之外，原野低濕處也能生長樹叢的狀

況。進而言之， I照」所指低溼之地，也包括近水之處， (註 53)比如河流兩旁的谷

45. 引號內文字見何炳祿， (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卜頁的。

46. 詳見何炳樣， (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 ，頁 13 、 37一38 、 70 0

47. 關於〈簡兮> r險、有苓J '潘富俊， (詩經植物園鑑) (臺北:貓頭鷹出版社， 2001) 談到，如果將「際J

解釋為下濕之地，苓(甘草)根必腐爛，照既然對應於山，宜解為「較低下的地方J 即可，頁 75 。

48. 耿燈， (詩經中的經濟植物)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6) 提到養楚即今之瀰猴桃，屬多汁之漿果類，

頁 50 0

49 見何惘樣， (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卜頁 38-39 。

50. 關於「紀橫h 潘富俊認為是指屬於落葉灌木的拘把與苦橫屬的常綠喬木，見潘富俊， (詩經植物國鑑卜

頁 179 、 251 。
51 引自司馬遷， <史記) (臺北:洪氏出版社， 1974) ，卷 129 <貨殖〉列傳，頁 3253 。

52. 參見f可炳樣， (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卜頁 71 。

53. 何炳棟先生對於「際」的解釋，見何炳樣， (黃土與中圓農業的起源卜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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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然也可以出現樹叢，所以像〈漢書﹒地理志〉關於秦地部份，說到「天水、

嚨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J ' (註 54)勞幹先生就認為「山多林木h 毋寧也可

以說是「山谷多林木J '而同時指滑河河谷的森林地帶， (註 55)那麼， <晨風〉、〈車

鄰〉中並舉山與際的林木生長，不但具體符應秦地地域特色，其實也透露在草原

為主的華北地區，林木是多麼令人注目的景觀與珍貴的資產。

換言之，這山與際的植被分布狀態，並不適用於全中國地區，而特別是指黃

土區內，尤其這是作為中國農業起源區，當然也就是文化起源區的地域場景。也

因此我們要討論的不是一般文學書寫中作為抒情背景或情感烘托的山水草木，而

特別是在黃土區的風土條件下的山際草木。如前所述，如果山與陳才適合森林生

長，那麼〈山有樞〉以山、陳之林木比擬君國所擁有，並感嘆君侯不能治圈，如

有財貨而不能用，有鐘鼓不能燕樂，顯然是合理的類比。其次，由「山有林木一照

有草本」的高下、大小之分布狀態，比擬君子、小人在朝居位也必須上下有別，

換言之，山、險的林木景觀就可以成為君王選賢授能的借鏡。進一步值得注意的

是，王守春先生會分析， r山地、河谷和低溼地面上的植被以森林為主，喬木多高

大挺拔J '而黃土高原或平原上則基本上是寬廣的草地，以及里片狀分布的灌木叢

或極為稀少的喬木;後者相對來說較矮、較稀疏，呈現疏林灌叢草原的景觀， (註 56)

換言之，那些存在山與際的樹林景觀就會顯得更高大而容易聚集目光，成為一種

被期待的標的物。從這個分別來說，毛鄭傳注所說的「各得其宜」、「各得其所J ' 

也許並不能僅僅理解為一般的草木滋長而已，不但必須是「對J 的生長地點，也

要是「對」的分布狀態;亦即，如果作為「興」式句，那不只呈琨物之所在，問

時還照映所興發的情理。所以，在「山有......隱有...... J 的起興之後，一方面是

r(既)見J 與「不見J '就像是目標所在的陳述，男一方面，所見或不見也同時牽

涉這目標所在之狀態的描繪。比如「既見君子，並坐鼓瑟J '與「君子作歌，維以

告哀J '前者是君臣相安樂，後者則是透過歌詩以哀憫亂世，換言之，君子所在仍

可以有不同「性質」的情境表現，或是「果然」的類比或是「竟然」的反襯;另

54. 引自班固， (漢書) (臺北:鼎文書局， 1977) ，卷 28 <地理志〉下，頁 164哇。

55. 見勞幹， <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跋> '收於何炳樣， {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卜頁 191 。

56 參見王守春， <歷史時期黃土高原植被變遷、人文要素變化與黃河水沙關係研究進展> '收錄於王守春主

編， (黃河流域環境演變與水沙運行規律研究文集) (北京:海洋出版社， 1993) ，第 5 集，頁 1-9 '括號

內文字見頁 3 。



重複短語與風土譬喻 從詩經「山有......照有......J ' I南有.. .... J重複短語談起 l3 

外比如「未見君子，憂心靡樂」與「不見子都，乃見狂且J '後者不僅包含了前者

不見賢人的憂心，更有情態上惟見醜惡之對比「程度J 0於是，我們發現，由 i(既)

見」與「不見h 進一步會引發出合乎預期(之性質或程度)的「樂J '或不符預

期(之性質或程度)的「憂(哀) J 。這個類比(或反襯)可以說是產生於人與環

境的相互影響，換句話說，這些詩中的「憂」與「樂j 不必然只是詩人個我的情

感狀態，這情感狀態所以被分辨、確認，更深層的源頭可能就是出自人與外在環

境的接觸、互動所形成的意義;亦即可能是這地域風土的特性一一比如地形或植

被，構築了相關認知(如高下、疏密、習見或珍奇) ，乃至於興發了相關於這個風

土特色的心情變化。

三、回應與經驗投射:關於「南(山)有. . . . . . J與「潤澤天下J

當我們說「山有、陳有 見、不見(樂、哀)J 是一種類比，其實正符合〈毛

傳〉以「興」就是譬喻的用法， (註 57)但是，除了反覆出現成為約定的套語之外，

本文想探間的則是，這類比可以成立的原由，亦即這個「自然景物J 與「人情事

理」之間究竟是藉助什麼原則來進行彼此越界與相互聯繫?上一節探討「山有、

陳有J 詩句所出現的地域風士，正是為了擺脫率意牽連「景」與門育」的第一步，

所以嘗試從黃土區獨特的地質、地形、植被來擬測與人情變化相闊的可能性。但

是，這並不表示我們是將詩歌當作風土的實證資料看待，也並不表示詩人僅僅是

複誦已知的名物，因為如何由風土環境當中產生一種可以酒括整體的原則或者說

是抽象的架構，才是組裝這些名物景觀以及持續運作譬喻的原動力。以「山有、

陳有 克、不見(樂、哀)J 的例子來說，見到山林與見到君子本來是兩回事，

而山林本身不具有人情也是事實，但是在這類詩歌中，卻將「見到君子」的情感

反應當作「見到山林」的一種「必要的真實J ;換言之，當這類詩作成為被普遍接

受的套語式表達，其實並非表示閱聽者接受山林為有情之物的事實，而是接受一

種被認定為有意義的看待事物的架構，所以見到君子與見到山林可以引發同一種

57. <毛傳〉標「興」詩，注文就使用「如」、「若」、「猶」、「喻」等字眼，朱自清先生認為〈毛傳〉根本以「興J
就是譬喻，參見來自清， <詩言志辨) (臺北:臺灣開明書店， 1975) , <比興> '頁 54~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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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態度與表述策略。

接下來的問題，因此在於如何揭露出一組譬類運作的根本原則?以「山有、

陳有一一見、不見(樂、哀) J 這組自然景物起興的詩作為例，高下、疏密、習見

或珍奇，可以說是自然與人事兩方面在架構上的相似性，但是讓這個架構「意義

化J 的關鍵是什麼?由前一節的分析看來， I水分J 可能是黃土區域非常重要的資

源，先有充足的水分才可能生長森林樹叢 9 也才能造就「山有、陳有J 的自然景

觀;但是，賦予君子、地位、政局以價值判斷的關鍵是什麼，又與水分有何關連，

水分充足的結果 9 如何可能影響看待政事的角度?而這是否也說明了 9 在人情政

事這端的觀感取捨，很多時候潛藏著並非明白可見的影響因素，而這因素更可能

源自於表面上與人情政事乃分屬於不同領域的風土體驗。於是，這一節的重點就

在召喚出這個並非一眼可見的意義關連?希望呈現風土體驗在譬喻連類上所扮演

的重要性，探討居處經驗如何累積成為可以不斷回返、擬設的記憶、進而成為彷

如具有普遍意義(以致於可以對應人事)的抽象概念。

以同樣出現「山有、陳有」套語形式的〈四月〉為例，首先是熟悉的重援短

語，如:

山有嘉卉，侯某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o e 0 0... 

山有鼓薇，隱有幸己撓。君于作歌，維以告哀。(註 58)

兩相比較之下，可發現這組「山有、陳有一一見、不見(樂、哀)J 的套語，是屬

於「竟然J 的前後反襯，亦即山輝、有草木，朝中卻貪殘，以興「草木之不如也」的

感慨。(註 59)但這景觀與人事相對平行的句式，卻在同一篇的其他兩段出現變化: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為云能穀。

滔滔江漠，南國之紀。盡痺以仕，寧莫我有。

從「相彼泉水，載清載濁」看來， I滔滔江漢j 的下旬應該是關於江漢自然景觀的

形容，但是卻出現本來應該出現在後兩句的人事狀況一一所謂「南國之紀J '而這

58 引自孔穎遠， {毛詩正義} , <四月> '頁是42-444 。

59. 孔疏以為「言山之有藤薇之菜， ......所生皆得其所。 以興人生處於安樂以得其所，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殘

亂，驚擾失性，草木之不如也J '見孔穎遠， {毛詩正義} , <四月> '頁是43-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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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話似乎也在無意中(或有意)竟成了由景觀過渡到人事的重要線索。鄭筆云:

「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眾川 9 使不雖滯J '並認為這是反襯幽王時南方

吳楚之君倒是能掌理旁側小圓，使得其所:這是將此詩旨理解為幽王殘虐致使中

國諸侯心生慣怨，故對比當時南方楚國叛周而能綜理其他小圈。(註 60)但其實，詩

中所說「南圍之紀」之「南國」或南土，在西周時期主要指江漢流域諸封國，尤

其是以漢水為界、而以漢水、長江、大別山所構成的範圍為主， (註 61)其中如周初

為加強南土防線、控制江漢與准河地區所部署的「謝J 與「那J '而後期「謝J 國

力衰微，故宣王改封申伯取代封土註 62)這些封國的作用，或是為了保障銅礦往

北輸送的通道，或是成為周王室防止楚與諸夷北侵的屏障， (註 63)可見，周楚關係

即便自成王時楚己受封，周人也承認其既有領域， (註 64)但是至於西周末期周人對

楚仍是極力的戒備防禦 o 於是，這裡所稱揚的「南國」與其解釋成楚國，還不如

直接指稱江漢間之封圈，而可以理解成南國諸侯盡痺從事，卻因幽玉殘虐而無以

自保 (r盡痺以事，寧莫我有J) 。

而需要進一步要探討的是， r南國之紀」不但透露了與經濟、軍事有闋的南士

經營，其實「滔滔江漢J 的地域特徵，也可以視為是對於黃土區「山有、陳有J

的一種對比性的回應，換言之，是透過相對性的連結，擴大或補充了關於乾/溼

的體驗;而這樣的回應，也說明了套語「山有、陳有」的出現，並非只是現有已

知事物的重復，真正需要重複的是與環境之間不斷的相互回應，以及因為回應所

不斷調整與模塑的有意義框架。將「滔滔江漠，南國之紀J 視為相對性的風土回

應，可以從〈四月〉詩篇直接以苦寒、酷暑發端，得到印證:

四月維夏，六月祖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胖 0 萬L離瘓矣，是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氏莫不穀，我講何害。

60. 參見孔穎遠， {毛詩正義} , <四月> '頁 443 。

61.關於周人南土範圈，見陳珈貝， {商周南土政治地理結構研究} (臺北:政治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2005) , 

第 3 章〈周人南土封國與經營情形> '頁 107 0

62. 參見徐少華， {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 (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頁 19-27 (關於那國) '47-54 
(關於謝國)。

63 詳見陳珈貝， {商周南土政治地理結構研究} ，第 3 章〈周人南土封國與經營情菲如，頁的一123 。

64. 陳珈貝認為如〈史記} <楚世家〉記載成主時楚國受封，但只是「周人對其既有領域的承認，並無再行封

土賜民J '見〈周人南土封國與經營情菲如，頁 78-79 '引文見頁 7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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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穎達認為這三章雖然以節候變化起始，但沒有由盛而衰的積累義，三者分別為

喻，以王政慘酷， I嚴寒、毒暑 9 皆是可患J 0 (註 65)表面上看起來是藉助盛暑、寒

冬來比擬遭受來自於亂政的殘害，似乎節候景物不過是人情所寄託 o 但是如果參

考小序所言，此詩乃「刺幽王也J' (註 66)那麼，不但詩中的暑往寒來不能單純類比

周王朝的盛極而衰、衰而後亂，也不能只是將嚴寒、毒暑視作誇飾用法。(註 67) 因

為，如果〈四月〉所屬的〈小雅〉諸作，像何炳檬先生所言，乃是代表俠甜地區，

那麼〈四月〉一詩特別提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J '顯然是有意凸顯北(黃土高

原)與南(江漠地區)的地理差異;其次， <四月〉一詩若繫屬於西周晚期，那麼

當時北方與南方的確在氣候上出現極大的差異。何炳棟先生曾在談論黃土區究竟

適不適合種植水稻時，說到黃土區「雖雨量集中夏季，但蒸發量高J '至於氣溫，

「華北屬於大陸性氣候，冬季嚴寒，夏季氣溫反較沿海同緯地區為高J ' (註 68) 因此

除了若干排水不良的照、或容易積水的沼澤，基本上不適合稻作。這雖然是針對

稻作而論，但是氣溫上的冬寒夏熱，以及雨量不均又蒸發快，恐怕是黃土區一致

的氣候狀況:也可以說，對於寒熱而不溫暖或是乾旱而不溼潤的描述，似乎都不

再只是人情虛設，而應該可以視作地域風土長久以來所形塑的身體經驗。而根據

一系列關於西周氣候的研究，又認為西周中葉以後黃土區進入一個乾冷期，從西

周厲、宜、幽王甚至延續到東周平王時期，亦即黃土高原在這大約一百五十年間

因為溫度與雨量上的變化，氣候狀況顯得比以往更趨極端、更為惡劣，那麼〈四

月〉若是描述幽王時期的節候，這類嚴寒、酷暑的體驗，就不能完全歸諸主觀情

志的附會，反倒可能是錯刻在百年來的生活日常中，而成為重覆疊映的歷史記憶

了。但 69)

的詳見〈四月〉小序下孔疏， <毛詩正義} ，頁 441-4位。

66 見孔穎達， <毛詩正義} , <四月〉篇首，頁 441 。

67. 這些解說參見小序之下的孔疏， <毛詩正義卜〈四月> '頁 442 。

68. 見f可炳樣， <糞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 ，頁 155 0

69. 如劉昭明， <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4 修訂版) ，第 5 章、第 3 節〈周朝時

代> '認為周中葉以後直到西周末期，中原氣候不但較冷，而且連年乾旱，不過，所引〈竹書記年〉亦提

到江漢曾經結冰，見頁 46-55 ;竺可禎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甚至舉〈幽風﹒七月〉

為例，認為這篇作品也許可以說明周初氣候已經進入寒冷期，見〈考古學幸帥 '1 (北京: 1972.3) ，頁 15

-38' 關於〈七月〉的說明見頁 19-20 ;又如李龍海〈從西周氣候的變遷看鷗風七月的寫作時間> '也是引
用竺可禎前文，只是認為周初氣候仍溫熱，惡化情況應該推晚，所以認為〈七月〉既然描述嚴寒氣候，

作成時期應在西周中期偏早階段，見〈寶雞文理學院學報} '25.5 (寶雞: 2005.10) ，頁 31-34 ;又如楊銘、

柳春鳴〈西周時期的氣候變遷與民族遷徙> '也承襲了竺可橫的說法，並認為，除了西周康主到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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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如果半乾旱的黃土區所產生的詩歌，可以用「山有......照有...... J 所

代表的水分充足、林木茂盛的景況，來表達「渴」望相見或相得的情態，那麼可

能自周初逐漸形成的嚴寒或周中期以後轉而旱災頻仍的黃土區域所產生的詩篇，

的確可以進一步透過南園、南土、南行等牽連起一系列相關於涅潤的風物，來傳

達某種對應於生存環境的憂心或甚至是對反於處境的想望。最明顯的，像是類似

於「山有......源有 ......J 的種種「南(山)有......J 的詩句，或稍作變化的如「終

甫何有J '這大抵描述南(山)之土物，以及 I (信彼、節彼、修彼)南山」、「南

山(崔崔)J 等，大抵是描繪南山形勢或指陳所在，同時還有不少所謂「甫崗h

「南潤」或「南敵」出現於詩篇中;而其中如「南山」在〈詩經〉中總共就出現了

十一次， (註 70)很明顯，作為地域、方位物象川南J 強過於其他東、北或西方。根

據毛傳對於南山的解釋，或日「周南山」、「齊南山」、「曹南山J' (註71)亦即南山作

為興惰的物象，似乎不必然指實為哪一座山，這是否就意謂，這些重援短語或字

詞指涉，反倒會與「南」方的關係更為密切?比如李炳海先生就從仰韶、龍山文

化一直到被認為是局初的鳳雛遺址中，發現由於需要充分陽光以維持溫暖，黃河

流域的房屋走向通常是座北朝南，開門所見必然先是南山，或是南敵等，而如「南

有......J 句式，大概也是這個「南j 向的固定思維，因此詩歌起興時所應用的事

物都不自覺的冠上「南j 字。(註 72)這個說法觸及了黃土區的部分地域特色(如北

方寒冷) ，但是似乎就忽略了西周時南國風土正與黃土區形成了氣候風土上的重

要相對性，在山、木等事物名稱之前加上「南」字的用語習慣，其實可以進一步

說是出自對於「南」字所引生的「溼潤」的嚮往。如此，回過頭看〈四丹〉一詩

所提供的由「山有、陳有」至於與「南國」、「江漢」並列的風土描述，說明了詩

人對於環境的回應不只是現成固定的景框擺設，黃土區與江漠地域的並置，同時

是眼前、遠方與現實、想望的交互融會，當然所謂風土譬喻也就不能單單視作實

證資料或語句因襲，而是成為一種可以觸動整體風土關係並引發意義投射的譬

間氣候文獻閥如之外，從國風所代表的周初以降，至於厲、笠、幽、平將近三百年，黃河流域似乎歷經

了一個寒冷轉向乾旱的氣候變化過程，見〈中原文物) '2 (鄭州: 1997.6) ，頁 76-82 。

70. 可參考譚德興， <論詩經之方位話語極其文化意蘊> ' (衡陽師範學院學報) '27.2 (衡陽: 2006.8) ，頁 45

一51 '其中方位物象就專談南山。

71.參見〈召南﹒草蟲> I~步彼青山」、〈齊風﹒南山> I南山崔崔J 以及〈曹風﹒候人> I南山朝儕」句下之毛

傅，分見孔穎達， (毛詩正義卜頁 51 、 195 、 270 。

72. 見李炳海， <詩經中的空間方位選析> ' (中州學刊) , 3 (鄭州: 1991.5) ，頁 105-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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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俞概念。

比如以下被認為代表黃土區域的詩句，像是「終南何有，有條有梅J (<秦風﹒

終南>)、「南山有台，北山有萊J (<小雅﹒甫山有臺>)等，由其護疏來說，或是

認為高山宜有草木，或是認為有草木的才是高山， (註 73)似乎可以當作一般山林看

待，但是再看到〈小雅﹒節南山〉所謂「節彼南山，有實其猜J '孔疏是如此詳細

分析到:

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兩徒生草木故也。...謂山俱以雨露潤之，均

平而生，皆桶滿其中 (1椅J '山谷) 0 (註 74)

孔穎達特別提出雲雨或雨露才是「山一林」景觀結構的關鍵，這即是上一節談到

「山有......照有....…」時所強調的，黃土區僅有水分充足的山上或容易積水的低溼

地才見森林或樹叢:如此說來 9 這些草木茂盛的「南山J '同時代表雲雨豐沛、雨

露潤澤的地區，當然，這些風雲雷電的種種徵候及其成效，才是決定「南山」景

觀生成的關鍵性因素，也才是「甫」作為溼潤象徵的發源。在此我們可以舉出兩

首都關於「雷」的詩歌作比較。比如被認為是描寫宣王時期的〈雲漠〉一詩， (註 75)

很明顯地呈現了西罵中期以後黃土區的連年乾旱，所謂「旱既太甚，游1年山]1 1 J ' 
正是山無木、水無川的旱象，而所謂「旱既大甚 9 蘊隆蟲蟲」這兩句則正是草木

焦枯、川澤枯竭的原由，傳畫畫曰:

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車蟲而熱。(毛傳)

隆隆而雷，非兩雷也，雷聲尚殷殷然。(鄭笑) (註 76)

除了描繪宣王時期黃土區因乾早而熱氣蒸人的情況，對於雷聲的分辨頗值得注

意:聲隆隆則非雨雷，雷聲殷殷才能致雨。孔疏認為這是取〈殷其雷〉加以對照，

以證明「雷同J 而「事別J 也。而〈殷其雷〉屬於〈召南卜傅斯年先生曾指出二

甫詩篇多數屬於夷、厲、宜、幽之世，地理上則大抵是西周時所稱之「南國J '在

73 分別參見畫畫疏〈毛詩正義卜頁 242 、 347 。

74. 引自孔穎遠， (毛詩正義卜頁 394 。

75 見孔穎遠， (毛詩正義) , <大雅﹒雲漢> '頁 658-664 。

76. 引自孔穎遠， <毛詩正義) , <大雅﹒雲漢> '頁 660 。



重複每語與風土譬喻 從詩經「山有......際有...... J 、「南有....一」重捏捏語談起 19 

黃河南、長江北、西不涉岐周，相當如今河南中部至於湖北中部一帶。(註 77) 如此，

時間上與北方黃土區進入極端寒冷乾旱的時期相當， <殷其雷〉正可以代表西周中

期以後的南士(南國)詩歌，其詩曰:

殷其磊 9 在南山之陽，何斯達其時，其敢或逗。振振君于，歸哉歸哉。

殷其車，在南山之側，何斯達斯，其敢追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蠢，在南山之下，何斯達珊，其或達處。振振君于，歸哉歸哉。(註 78)

這首詩的詩旨若如小序所言，是勸慰遠行的大夫戮力從公，那麼，後半段君子的

從政遠行，當然就與篇首藉著殷殷雷聲所召喚的雲雨潤j辜的「南J (山)所可能代

表的遙遠的南土相互呼應。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傳畫畫的說法，其實已經將地域

性指陳(甫一雲雨溼潤)轉換為譬喻概念的投射(雲雨潤澤一號令天下)了。毛

傳所謂 í山出雲雨以潤天下J '也就不只如前引「南山有台J 、「節彼南山」所陳

述的是自然景觀中的雲雨致生草木而己，而是將自然界的致(滋)生效用「看(說)

成」政治上君王惠及天下的效用，所以鄭鑫將可以致雨「潤天下」的雷比喻成號

令，說是「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雷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很明顯地，

這裡的「潤澤天下」與「號令四方」是可以相互繫連，更確切地說， í南J (南山

或南土)在此似乎已經成為良好的風土與政治彼此融為一體的場域代號，而雲雨

溼潤在此也彷彿成為一個即將導引出這些生成作用(不論草木或天下)的行動者

了。

換言之，當「南j 成為一個帶引政治思考的場所概念，它必然也連結出另一

個不僅止於地域風士的相關語境，所以不論是「南有」或「南山」這些垃語的重

複，與其說是套用，不如說是為了引入一個讓不同的意義環境同時顯現、聚集並

融會的場所效應。在〈詩經〉中，將經營南士與號令天下或澤潤天下的譬喻關連，

表現得最為清楚的莫過於西周晚期宣王封申伯於故謝地一事，而我們也很容易可

77. 傅斯年先生說法參見傅斯年， (傅孟真先生集) (臺北:函立臺灣大學'1952) 中編乙詩經講義稿周頌說，

附論魯南兩地與詩書之來源，頁 18-44 '以及國風分敘一〈周南〉、〈召南> '頁 7是一78 。而關於二南所代

表的地域及成篇的時間，裴i導言先生曾經疏理漠、宋至於民國以來關於二南時地的種種說法，最後也向

意傅斯年先生的看法，詳見裴搏言， <詩經二南時地異說之研討> '收於《臺靜農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1) ，頁 743-781 。

78. 引自孔穎達， (毛詩正義) , <召南﹒殷其雷> '頁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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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相關詩篇中，看到原本作為地域(如「南J) 或相關自然現象的代表物(如

「雨J) ，如何成為開啟一系列經營成果的序幕。〈大雅﹒棋高〉說到宣王先命召伯

為申伯修築城色、訂定賦稅，並且對申伯說到:

我國爾居，莫如南土。(註 79)

鄭玄畫畫注曰 1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J '這固然不無勸勉申伯、安定其心

之意，但是如果參照〈小雅﹒泰苗〉對於召伯如何營築謝昌的描述，所謂「南士

最善J '也許本來就應該包含風土這因素:

花花泰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原眠既平，泉流既清，

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吉主 80)

關於所謂「原螺J " 1泉流J '鄭重蓋云 1召伯營謝皂，不目其原陳之宜，通其水泉之

利J '孔疏說到五土有十等， 1獨言原際者，以其最利於人JoC註 81)孔穎達所說的「五

士十等J '概是如〈周禮> <地官﹒大司徒〉將天下土地分別為「山林川澤丘陵墳

衍原陣、」十等，又根據土地之住民、物產大別為五類，如原險為一類，動物多屬

淺毛的虎豹，植物多是枝葉叢生的蓋葦一類，住民則較為矮胖等。(註 82)換言之，

所謂「原際既平，泉流既清」是通過對於南土 (1謝」地)實際的觀察分辨，選擇

水流清澈的平原或低溼地，不但適合動植、物的生長，當然也有利於民生。那麼，

回過頭來說，一開始的「陰雨膏之」當然也不能脫離「悠悠南行」的背景，從西

周中葉以後的連年乾旱看來，即便是當作比喻，也必須推源至於「向(嚮) J 南的

環境經驗。所以如蒙文通先生就認為〈泰苗〉、〈居高〉等詩可以視作西周末南向

移民的描述，這正是因為北方大早而江漢流域雨澤豐富， 1人民流徙自然趨於南

方J 0 (註 83)換言之，西周晚年號稱中興的宣王時期所進行的南向行動，在軍事征

伐、政治控制或經濟白的之外，也不能忽略南國溼潤的風土對於周王室的吸引力。

79. <松高〉一詩引自孔穎達， <毛詩正義> '頁 669-674 '引文見頁 672 0

80. <泰苗〉一詩哥!自孔穎遠， <毛詩正義> '頁 5l3-514 '引文見頁 514 0

81. 此處書畫疏見孔穎遠， <毛詩正義> '頁 514 。

82. 參見貿公彥， <周禮注疏> C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9 '十三經注疏本) , <地官﹒大司徒> '頁 1鈞一150 。

83. 見蒙文道， <古族甄微> '收於〈蒙文通文集> C成都:巴蜀害社， 1993) ，卷 2 '第一〈周民族之南移> ' 
頁的 56 。蒙文通先生也提及江漢曾經結冰，不過，相較於北方大旱，雨澤豐富倒是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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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4)如此，詩篇所以用「荒荒委苗，陰雨膏之J 開端，自然不能單純地視作眼前

實景的描述，那其實可以說是早就設定好關係向度、充滿意圓的譬喻說法。

也可以說，正是根基於這樣的潤澤感所包含的美善想望，雲雨溼潤的風土狀

態因此也可以反過來成為看待政經事務的一個有意味的框架。比如〈左傳〉襄公

十九年曾記載范宣子賦〈泰苗> '在座的季武子如此說道:

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兩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

已? (註 85)

當時魯國的季武子到晉國答謝晉侯出兵伐齊，晉國主政的范宣子賦〈零苗> '以召

伯喻晉君憂勞魯圈。而在這樣賦詩言志的場合， I荒亢泰苗，陰雨膏之j 既然可以

溝通賓主雙方，讓季武子作出合宜的理解，可見藉助「百穀之仰膏雨」來譬擬「小

國之仰大國」的確是合理而頗具共識的推衍。楊伯峻認為「膏雨」的「膏」字做

形容詞用，而「膏」字做動詞即「澤也，潤也J ' (註 86)而〈委苗〉詩前小序認為此

詩乃諷刺幽王， I不能膏潤天下J' (註 87)這明顯是將天下之望君恩， I想成」或「看

成J 百穀(或委茁)之望天雨，而以雨水之潤萬物看待恩澤之潤及天下。進一步

來說， I膏潤天下」已經成為一種自然風候與政治事務相互融會的意義架構 9 也可

以說就直接是自然風候與政治事務這兩個原本不同的領域之間相互牽引、映照的

縮寫了。

四、「膏潤J :譬喻的概括原則及其表達

一般我們從比喻或譬類來解釋「興」式詩句，重點偏向比喻「什麼J '而比較

不探討「為什麼J 是比喻;亦即比較急於論說人情史事，而往往將自然景物與人

物事件之問的關係看得理所當然。雖然，我們有許多關於〈詩經〉名物的解說，

84. 比如周書燦， {西閻王朝經營四土研究>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第 6 章〈西周王朝對南國的經

營〉就主要是從政治控制、車事征伐與掠奪銅礦來談周至朝經營商國的用心，見頁 1鈞一I沌，本文則希望

強調南國溼潤風土對於正值寒冷轉而乾旱的周主韌的吸引力。

85. 引自孔穎達， {春秋左傳正義H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9 ，十三經注疏本) ，卷 3是<r襄公J19 年M 頁 585 0

86. 引自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 (臺北:源流出版社， 1982) ，頁 1。在7 。

87. 見孔穎達， <毛詩正義> ' <泰苗> '小序，頁 5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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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文學詮釋上，好像提供比較多如辭典、類書一般的查詢、參考作用，名物

常常只是傳情達意的媒介，或者大多時候被認為是訓話考證之學，而不與文學相

干。比如本文所選取的明顯以白然景觀起興的兩組重複短語，一般最常注意到的

是重援對於詩意的加強，或者就認為這是反覆因襲的套語，即使談到自然景物的

部份 9 大抵是草木蟲魚的辨識，或是南土、南圓的地界，進一步大概就是引申出

如「生得其所」的意旨;可是，這樣來談譬喻，也許提出了「一致」的說法(比

如將「山有、陳有」都歸諸「生得其所J) ，但並不表示已經探討出這些譬類形成

的「原則J 0 

所謂譬類的原則其實是作用在「越界J 的關鍵部份，在格式上的起興與對應

之間，或是題材上的自然景物與人情事理之間，越界的聯繫必然難以單憑任一方

發動或掌控:人情如果無法全然轉嫁到自然物，那麼，自然物又如何導引人惰的

興發或是如何散結人惰的流衍?如果我們稍微注意到有許多本來被分派為史學、

地理學或氣候學方面的研究，所提出的有關於〈詩經〉所代表的地區之氣候、地

形、地質等方面的成果，首先，會發現像「山有、陳有」的套語，並非隨意書寫

眼前習見的景觀，選擇「山」與「陳h 背後牽涉黃土區的自然地質與雨量、溫度

狀況，正因為山與陳才有充足的水分來生長樹林，因此成為最值得歌詠的珍貴景

觀，也因此衍生期待相見或失其所望的憂傷;反過來說， <詩經〉若代表長期傾向

乾燥的黃土區，水資源當然極有理由成為景物譬類發展的根源。其次，我們也從

這些古代氣候史的研究中，發現周代中葉以後，西周王朝所在的黃土區進入極端

乾旱與寒冷的時期，而相對之下，南方的江漠地區則雨澤單富，這使得我們重新

思考許多嚴鐸「南有J 或「南山J 的重複短語，是否也應該有其嚮往溼潤的深層

脈絡?尤其是被認為也產生於西周夷、厲、宜、幽之世的〈二南〉詩篇 9 如同何

炳棟先生所指出，早就越過黃土區的南限，遠達江漠， r在全部詩經中代表最甫的

地區J ' (設 88)再加上如描述宣王經營南土的〈小雅〉諸作，那些南/北與乾/溼

的對此 9以及因為這樣的對比所引生的「南土最善J '明顯指稱一個風候與政經相

融為一體的理想場域，甚至以雲雨潤澤比擬君王德澤，這時原本也許僅屬於南方

88. 何炳棟先生認為〈周南〉大概代表「洛陽向東南，經汝水，以達江漢這一地區，在全部詩經中代表最南

的地區J ' <召南〉大概是終南山、秦嶺以南地區， í也越過黃土區域的南限J '見何炳樣， {黃土與中國農

業的起源卜頁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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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土經驗，明顯擴大成看待「天下」的框架 9 亦即看待整個(君/臣、王/國所

在的關係)世界的方式。當然，這個架構下的「南J 就如同「山、際J '都不再只

是地理方位或地形的指稱，而是融會了作為根源的水、雲雨、潤澤所滋生的仰望、

期待、嚮往的心情，以及對應這心情所發展出的看待與論述事物政局的策略。

於是，從「山有、陳有」、「南有(南山) J 這兩組以自然景物起興的套語看來，

嚴鎮在套語背後的風土環境 9 顯然是構成譬類的最重要基礎;但是，在人事與風

土之間的聯繫，又不僅僅透過篩檢表象的相似性而已。比如， I山有草木」、「際也

有草木J '但是我們並不能全在山、陳或其上所鋪排的草木種類去談古而必須推求

一個可以總括這些現象的原則 9否則就只能由「生得其所」去泛論「朝中有(否)

君子J '而無法真切掌握獨獨選擇「山j 與「照」的理由，以及這個理由為何可以

牽動是否符合期待的憂喜。所以，配合[南國j 、「南有(南山) J 的討論，逐步呈

現「溼潤J 或「潤澤J 可能才是最能概括草木與人情兩類別之間的關鍵;溼潤是

山與際生長草木的關鍵，同時也是南向經營的主要原白，亦即溼潤成為促使這些

系列物象(山、陳、木、草. . . )或事項(君子、南國、大小國)出現或發生關係

的一個原動力。我們可以說「溼潤是好的」或「膏潤是好的J '也許才足以成為一

個概括性的原則;亦即譬類的形成不只要注意譬類闊係的兩端所具有的相似性，

更必須召喚出譬類關係中最能會通並發動所有(衍生的)關係情境的要則 它

一方面循風土經驗去具體地理解人情事理，一方面也將人情事理投射回自然景

物，而形成「多義」的風土狀態。

而以下接著的問題可能是，若「溼潤」可以視為聯繫譬喻兩端的概括領域，

也可以說「溼潤」是感觸的所在，是興感的雛形，那麼，透過溼潤的感知，我們

必須進一步去分析，語言表現是如何保證這溼潤的風土感知在聯繫、越界上的有

效性?在「山有、陳有J 或「南有」這些重複句中，最值得注意的可能是「有」

這個動詞。這個非動作的動詞，基本上可以表示兩個意思 佔有、領有或是存

在。(註 89)就前者而言，還可以用「無」表示「有」的否定，說明主語(所代表的

人或物)究竟是否領有或具有賓語(所代表的人、物) ;比如「夫民有好惡之惰，

89. 關於及物動詞「有j的用法分類，大致參考董治國， (古代漢語句型大全>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頁 74-81 、 112-117 、 140一 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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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無喜怒之應」、(註 90) I人無遠慮，必有近憂J (註 91)等。至於表示存在義，如「南

方有鳥焉，名日蒙鳩西方有木焉，名臼射干J ' (註 92) 主語為處所名，表示這處

所存在的人或物。這個表示某處所存在某物的「有J '並不必然與「無J 相對，當

然像是「底有肥肉， ...野有餓亭J ' (註 93)這個「有J 也可以在相對情況下以「無j

取代，但是， {詩經〉中出現的「山有、陳有」、「甫有J '則額似「南方有鳥焉，

名日蒙九缸，並非「有/無J 之「有J '而是表示處所存在物，同時兼具定位與描

述效果。

既然描述與定位相結合，這個存在物必然與處所形成一定的關連，如果以「南

有」為例，從「南土」、「陰雨膏之J (膏雨) ，到所謂「膏潤天下」等，這個連類

取譬的方向，其實並非憑空虛設，而有其背後的風土感知。〈周禮﹒地官﹒大司徒〉

在談到川澤這類地形時，如此說到:

其動物宜鱗物，其極物宜膏物，其氏黑而津。(泣 94)

所謂「鱗物」概是以魚為主，就很容易令人想起〈南有嘉魚〉一詩，所謂「南有

嘉魚，豆豆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J ' (註 95)顯然就符合川澤多「鱗物」的

描述，而如毛傳日「江漢之間，魚所產也J '孔疏進一步發揮 I言南知江漢者，

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漠之間。且言善魚者，謂大而眾多，多大之

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必在江漢耳J '並且認為此詩乃「取善魚以喻賢者J '是

「以此罩魚喻求賢」。如此，這個「南江漢魚賢」的連類，明顯不可脫離包

含 IJI'澤」在內的天下土物的分類知識。換言之，比對「南有嘉魚」與「其(川

澤)動物宜鱗物J '其中的「有j 字與「宜」字明顯意義相通，這個「有」字就意

味著合宜且必然的存在狀況。那麼由「南有」去類推「山有、陳有J '簡單翻譯就

是「山際宜草木J '我們也可以說，這些類似的句型在表達一種合宜且必然的存在

狀況;在黃土區，高處的山以及低處的溼地都被預期應該可以見到林木草叢，草

90. {茍子﹒樂言辭，引自梁啟雄， (苟子畫畫釋〉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9) ，頁 285 。

91.引自〈論語﹒衛靈公〉篇，見朱熹， {四書集注> (臺北:藝文fp書館， 1980) , {論語> 8 '頁的。

92. 引自〈苟子﹒勸學> ' {茍子皇室釋〉上，頁 3 。

93. 引自〈孟子﹒梁蔥王〉上，見朱熹， {四書集注> ' {孟子> 1 '頁 6且一6b 0 

94. 參見質公彥， {周禮注疏> ' <士也宮﹒大哥徒> '頁 150 。
95 引自孔穎遠， {毛詩正義卜〈小雅﹒南有嘉魚、> '頁 3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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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與山、陳呈現彼此相得的存在狀態。

如此，本文所討論的「山有、陳有」、「南有J 的句型，其實就可以說是一種

關於譬喻原則的表達， I有」字不僅是將山、陳(主語)與林木(賓語)聯繫起來，

而且表示出一種聯繫的意義 溼潤的所在，這意義讓這「處所一物」不只是物

質實體的存在，而且呈現為一種基於地域知識、風土感知所適合的、應該的狀態，

這個「有J 是深深懷入於一個合宜的生存環境中。正是「有」字，維持或體現了

這個合宜的風土狀態，同時也引發或輻轅了相應於這個合宜、相得狀態的人情與

政治聯想。

五、結語

當然，任何一個譬類關係的建構，應該都不只是牽涉在關係中的兩端，很可

能還需要藉助其他的事物關係，也就是說牽涉在多種關係系統之中。如果以「溼

潤J 或「膏潤J 作為譬類關係中的概括領域，不但可以分別推出如「山、陳一草、

木君子」與「南江漢魚賢J 兩組南、北相對又相呼應的連類架構，而後

者又可能是會通於更廣大的「水一川澤一鱗物一膏物(口味) 雨雷 ... 德澤

天下」的土物結構中。這當中除了人與環境互動所形成的生活經驗，當然也包含

了社會性的交往與分享，乃至於形成語言使用上的共識，而可以進行事物的認知、

分辨，以及聯繫到相闊的情感與看待政治的模式。換言之，看似簡單的以自然景

物起興的譬喻，其實按合在一個個相互融會的知識與意義結構中。本文提出這個

探討方式，可能也是反省所謂「興情」的一個途徑:如果不想浮泛地比喻人惰，

也不想忽略名物或只是進行博物知識的陳列，那麼，我們還可以有什麼途徑去重

新詮釋「情一物」關係?這裡嘗試運用歷史地理學或古代氣候學的研究成果，使

我們跳脫想當然爾的聯想，而必須關注詩篇所牽涉的居處環境;也因此發現，像

「山照 草木J 所以類比「朝中一君子J '可能不單單是「有(無)J 、「見(未見)J

的問題，還必須從具體的「生存」體驗出發。當「有」或「見」是「生存J 體驗

(膏潤;德澤)的灌注與濃縮， I山、陳(有)J 或「南(有) J 等詩句才不會僅是

反復因襲的套語，而成為了安置 (place) 整體生存關係並讓這些地方充滿多層次

意義與情態的發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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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ic Formulas and Local Metaphor 
Based on the Formulas in the hills . . . 

in the mαrshes and in the Sοuth of the Shijing 

Yu-yu Ch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τRACT 

Poetic formulas (phrases that recur in the same metrical position in one 
or several poems) are an acoustic pattern employed frequently in the Shij仰:g.

In Modern Chinese they are called chongfu duanyu, xiyu, taoy衍， or xiangtong 
ju. The formulas sometimes appear in xing “stimulus吋 lines， and xing 
lines have been considered the principal reason for their frequent use. The 
precise relationship between xing lines and the overall poetic meaning has 
long been controversial. The xing lines that appear as formulas can be 
treated negatively as mere copying or blind tradition, but if they are under
stood properly in a system of oral expression, they can then be seen as a free 
and creative use of repetition, with fixed phrases representing a set theme or 
related images. In this paper, 1 examine the formulas “ in the hills there is 

. in the marshes there is . . ." and “ in the South there is . . .", 1 show that, 
since the early Zhou Period, these formulas do not just indicate a fixed mood 
or set of images but are really metaphors for a certain geographical region, 
and especially from the area arou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o the Jiang and Han Rivers. In other words, these formulas 
are a concretization of this dry, cold region's thirst for moisture and warmth, 
and the source of metaphors for longing and hope. 

Key words: Shijing (CZ，師sic 0/ Odes) , poetic formulas , local metaphor, in 
the hills . ﹒圓的 the marshes, in the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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