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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經 · 周頌 》 與 《 大武 》 重探

———以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參證

①

鄧佩玲
【摘 要】《大武》樂章是先秦時期的樂舞組詩，歷史文獻稱
之爲《大武》，又或簡稱作《武》。２０ 世紀初，王國維先生發表《周
大武樂章考》一文，根據《禮記·樂記》記載之《大武》“六成”提出
“詩當有六篇”，包括《周頌》的《昊天有成命》、《武》、《酌》、《桓》、
《賚》及《般》，其意見雖然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視，但因分析角度
及詮釋之異，後代仍有不少研究者提出異議，較爲重要者有高亨、
張西堂、孫作雲、陰法魯、楊向奎等十數家。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於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出版，其中刊載
有《周公之琴舞》一篇，竹簡凡 １７ 枚，記載周公及成王儆毖詩共十
首，保留迄今所見最早及最全面的先秦樂舞記録，能爲過去有關
《大武》的討論提供重要的參考材料。本文將借助先秦兩漢古籍
與《周公之琴舞》相參證，對《大武》的相關問題作重新探討。
【關鍵詞】《周頌》 《大武》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 上古樂章

一、前

言

《大武》樂章是西周初年制作的樂舞組詩，文獻稱之爲《大武》，又或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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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作《武》。《大武》乃周天子專用的樂舞，於兩周時期具有重要且崇高之地
位，根據《周禮》的記載，《大武》是“國子”研習的六代樂舞之一 ，《禮記》更
曾將《大武》與《清廟》、《象》、《大夏》并列爲“天子之樂” ，又稱諸侯“冕而
舞《大武》，乘大路”爲“僭禮” 。
先秦時期，《大武》的用途相當廣泛，周天子祭祀祖先、視察學宫及宴會
諸侯等典禮均會演奏《大武》 。不過，先秦文獻對《大武》欠缺詳盡記録，因
而引致後代學者於其内容性質意見紛紜。２０ 世紀以前，《大武》相關討論主
要見載於隨文釋義的訓詁著作中，零散且欠缺全面；直至民國初期，王國維先
生發表《周大武樂章考》一文，始引起學術界的熱烈討論。王氏根據《禮記·
樂記》“六成”提出 《大武》“詩當有六篇”，包括 《周頌》的 《昊天有成命》、
《武》、《酌》、《桓》、《賚》及《般》 ，其意見雖然受到學界的普遍重視，但因分
析角度及詮釋之異，後來仍有不少研究者對有關問題再作探索分析，較爲
重要者包括高亨 、張西堂 、孫作雲 、陰法魯 、楊向奎 等十數家。
《大武》的相關討論迄今已逾一個世紀，但前人於其具體篇目、章次及
作者等問題上卻仍未達致共識，見解甚爲分歧。究其原因，大概與文獻不
足徵有關。古文獻雖曾將 《雲門》、《大卷》、《大咸》、《大■》、《大夏》、《大
濩》及《大武》並列爲“六代之樂” ，唯有關樂舞的具體内容及結構，傳世典
籍似乎從没言明。近年來，考古學發展迅速，今人往往借助新出土材料，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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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６７７ 頁。
《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５９５ 頁。
第 ９１０ 頁。
③ 《禮記正義》，
《高亨著作集林》第九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０５ 頁。
④ 高亨：《周代大武樂考釋》，
該文原載於《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二期（１９５５ 年）。
《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１０４ —１０８ 頁。
⑤ 王國維：《周大武樂章考》，
第 ８０ —１１３ 頁。
⑥ 高亨：《周代大武樂考釋》，
——批判王國維及右派分子陸侃如兩家説》，《人
⑦ 張西堂：《周頌〈時邁〉本爲周大武樂章首篇説—
文雜志》第六期（１９５９ 年），第 ２６ —３３ 、２５ 頁。
《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６６ 年，第 ２３９ —
⑧ 孫作雲：《周初大武樂章考實》，
２７２ 頁。
《北京大學學報》第三期（１９６３ 年），第 ６５ —７０ 頁；陰法魯：
⑨ 陰法魯：《〈詩經〉樂章中的“亂”》，
《詩經中的舞蹈形象》，《舞蹈論叢》第四期（１９８２ 年），第 ６０ —６６ 頁。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３３６ —３４１ 頁。
瑠 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
瑏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大夏》、《大
瑡 《周禮·春官·大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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濩》、《大武》。”鄭玄注：“此周所存六代之樂。”（《周禮注疏》，第 ６７７ 頁。）以上雖以“雲門”、“大
卷”斷句，但鄭玄嘗注：“黄帝曰雲門大卷，黄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
民得以有族類。”又似合“雲門大卷”爲同一樂曲之名稱。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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苴、印證甚至修訂傳世文獻的記述。隨著 ２０ 世紀末以來戰國竹書的大量
發現，研究者更可借助傳世古籍及出土文獻間的參證，解決過去一些久懸
未決的問題，推進相關方面的學術研究。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北京清華大學入藏一批戰國楚簡，總數達二千餘枚 ，泰
半爲未見於前人著録的古佚書。竹書内容豐富多樣，爲上古歷史、思想及
語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 於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出版，收録《詩》類文獻兩篇，分别爲《周公之琴舞》及《芮良夫毖》。兩篇
竹書的形制及字迹大致相同，整理者推斷鈔寫時間相若 。《周公之琴舞》
竹簡凡 １７ 枚，首列“周公■（作）多士敬（儆）怭（毖），■（琴）■（舞）九絉
（卒）”古佚詩一首，然後再列“成王■（作）敬（儆）怭（毖），■（琴）■（舞）
九絉（卒）”之古佚詩九篇。由於竹書文辭古奥，通讀不易，研究者於字詞的
釋讀上往往意見分歧。雖然如此，《周公之琴舞》卻保留了迄今所見最早及
最全面的先秦樂舞記録，能爲過去有關 《大武 》的討論提供重要的參考
材料。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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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武》相關研究之回顧
先秦兩漢典籍中有關 《大武》的記述雖然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大
武》大概作成於西周初年，是武王克商後告成之作。不過，有關《大武》作者
的問題，文獻記録似乎不盡相同，綜其所述，大致有周公自作、武王自作及
周公、武王合作三種説法。
周公自作説主要見於《吕氏春秋》，《仲夏紀》記武王伐殷師於牧野，捷
勝回朝後薦俘馘於京太室，並命周公作《大武》：“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
命周公爲作《大武》。” 東漢末年經學家鄭玄依循 《吕氏春秋》的記載，於
④

李學勤：《初識清華簡》，上海：中西書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１ 頁。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海：中西
書局，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３２ 頁。
③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
“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鋭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
④ 《吕氏春秋·仲夏紀》：
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吕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２７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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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頌·大武》小序下《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 此外，亦有
學者以爲《大武》乃周武王自作，《左傳 · 宣公十二年》記楚莊王論 《大武》
樂章所藴含的意義内涵時，嘗有“武王克商，作《頌》曰” ，“又作《武》” 等
記載，東漢應劭《風俗通》據此提出：“周公樂曰 《勺》，…… 武王樂曰 《武》，
武功定天下也。” 至於武王、周公合作説則見諸 《莊子 · 天下 》：“黄帝有
《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
之樂，武王、周公作《武》。”
除了作者問題外，《大武》應該包括哪些詩篇，又詩篇間的次序如何？
學界亦一直存在爭議。先秦古籍中有關《大武》的記述寥寥可數，較爲主要
的有《左傳·宣公十二年》及《禮記·樂記》兩段載録。由於文字記述欠缺
詳盡，遣詞用語亦多含糊不清，過去研究者往往因字詞詮釋之異，於相關問
題上意見分歧。《左傳·宣公十二年》記楚晉交戰中晉軍潰敗，潘黨建議楚
王築武軍，並收晉人屍首建立京觀，借此炫武揚威，楚王反對云：
①

②

③

④

⑤

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
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
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
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
忘其章。
⑥

又《禮記·樂記》記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論及樂舞之事，孔子描述《大武》樂
章的具體情況：
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
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
《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５７６ 頁。
《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７５０ 頁。
第 ７５１ 頁。
③ 《春秋左傳正義》，
“周公樂曰《勺》，勺者，斟酌先祖之道。武王樂曰《武》，武功定天下也。”（〔唐〕馬總
④ 《風俗通》：
輯《意林》卷四，《四庫全書》，第 ８７２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５ —６ 頁。）
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６１ 年，第 １０７４ 頁。
⑤ 〔清〕郭慶藩撰，
第 ７５０ —７５３ 頁。
⑥ 《春秋左傳正義》，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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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

①

王國維嘗云：“凡六成，其詩當有六篇也。”從 《樂記》所言的 “六成”可知，
《大武》確實應該由六大部分構成。但是，“六成”包含哪六首詩篇？又詩篇
間的具體次序如何？兩段文字似乎均未有清晰且完整的記載。民國時期，
王國維雖然曾經結合傳世文獻，對《大武》“六成”作過較深入考證，其中不
少意見甚具參考價值，但由於研究材料的闕如，過去研究者仍在此問題上
提出不少異議。首先，王國維認爲從《左傳》引《詩》可以得知，《武》、《賚》
及《桓》是當中的 “三成 ”；至於其餘 “三成 ”，王氏注意到 《詩 》小序嘗言：
“《酌》，告成大武也。”《酌》或該是其中 “一成 ”。接著，王氏認爲 “《酌 》、
《桓》、《賚》、《般》四篇，次在頌末，又皆取詩之義以名篇”，似乎亦應是 “六
成”之一 。王國維將 《武》、《酌》、《賚》、《桓》、《般》五詩視爲 《大武》“五
成”，見解獨到精闢，論述信而有據，其説法爲後來較多研究者所採納。不
過，“六成”中餘下的“一成”應爲何詩？王氏雖據文獻提出該是《昊天有成
命》，卻一直備受爭議，迄今尚未有一致意見。
《禮記·祭統》嘗言：“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
舞莫重於《武宿夜》。” 王國維認爲詩篇當有“宿夜”一語，《昊天有成命》既
言“夙夜基命宥密”，該詩當屬 《大武》之一 。有關意見提出後，經學家如
梁錫峰 、張國安 、孫伯涵、孫彩惠 等於探討 《大武》問題時均沿襲其説；
不過，倘若細考《周頌》３１ 篇詩作，凡有“夙夜”二字的詩篇實有四首，除《昊
天有成命》外，尚有《我將》、《振鷺》及《閔予小子》。而且，《昊天有成命》有
“成王不敢康”一語，雖然王氏已提出“成王”當爲“殷周間成語”，但部分學
者仍認爲該詩當作成於成王之後，如陸侃如、馮沅君反駁云：“《昊天有成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禮記正義》，第 １３１９ —１３２０ 頁。
王國維：《周大武樂章考》，第 １０４ —１０８ 頁。
第 １５７７ 頁。
③ 《禮記正義》，
第 １０６ —１０７ 頁。
④ 王國維：《周代大武樂章考》，
⑤ 梁錫鋒：《〈昊天有成命〉屬〈大武樂章〉考辨》，《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二期
（２００４ 年），第 ９１ —９６ 頁。
——周樂之系統研究（之一）》，《勵耘學刊》第二期（２００５ 年），第
⑥ 張國安：《〈大武樂章〉新辨—
１３９ —１６０ 頁。
孫彩惠：《〈大武〉樂章篇目析論》，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編：《齊魯文化研究
⑦ 孫伯涵、
（第八輯）》，濟南：齊魯書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４２ —１４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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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明明説及成王，萬不能作《武》曲之一。”《武宿夜》應指《我將》 。高亨
贊同陸、馮之説，並且提出三項證據説明《昊天有成命》當作於成王之時 。
當然，從今日考古出土的青銅器可知，“生稱謚”説已經受到學術界的基本
肯定 ，故“成王不敢康”似乎不能作爲《昊天有成命》作成年代的有效憑證，
因而實亦不宜以此否定《昊天有成命》爲《大武》之一。在研究方法上，王國維
雖以《祭統》“武宿夜”作爲考證依據，但不少論者嘗質疑其可靠性，如張西堂
認爲“武宿夜”應該是舞曲名，乃有聲無詞的曲調，《左傳·宣公十二年》所引
詩篇第一首既然是《時邁》，内容又與“武有七德”思想吻合，故《時邁》當是
《大武》的首篇 。其後學者如楊向奎 、李炳海 、張國安 等在探討《大武》
問題時均或多或少採用張西堂的意見，認爲《時邁》該是《大武》之一 。至
於陳致則兼融《昊天有成命》及 《時邁》二説，指出最早版本的 《大武》乃用
《時邁》，但周公平定商遺之亂後曾對當時的《武》進行改造，將《時邁》變成
“金奏”肆夏的唱詞，並以稱頌成王爲主題的《昊天有成命》作爲替代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轉引自高亨：《周代大武樂考釋》，第 ８３ 頁。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曾多次修訂出版，相
信高亨所見者當是 １９３１ 年上海大江書鋪版。１９５６ 年，《中國詩史》由作家出版社再版時，書中
不僅已無《昊天有成命》作於成王後之説，而且更嘗援王國維、郭沫若提出“《周頌》中的謚法，不
能作年代的證據”，由是可知陸、馮二氏觀點於當時已有轉變（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北
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５６ 年，第 ２９ 頁）。
第 ８３ 頁。此外，張樹國、張愛東亦認爲“成王”是謚號，不贊同《昊天
② 高亨：《周代大武樂考釋》，
有成命》爲“武宿夜”（張樹國、張愛東：《〈大武樂章〉與“三象”考辨》，《漳州師範學院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第一期［２００５ 年］，第 ４８ 頁）。
《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８９５ —８９６ 頁；郭沫若：《謚法
③ 詳參王國維：《遹敦跋》，
之起源》，《金文叢考》，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 年，第 ８９ —１０１ 頁。
周頌〈時邁〉本爲周大武樂章首篇説———批判王國維及右派分子陸侃如兩家説》，第
④ 張西堂：《
２６ —３３ 頁。
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第 ３３６—３４１ 頁。
⑤ 楊向奎：《
〈詩經·周頌〉大武歌詩論辨》，《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五期（２００８
⑥ 李炳海：《
年），第 １０１—１０６ 頁。
——周樂之系統研究（之一）》，第 １３９ —１６０ 頁。
⑦ 張國安：《〈大武樂章〉新辨—
學者嘗從不同角度考證《大武》詩篇，提出不少可資參考的意見。例如，在《般》的問
⑧ 比年以來，
題上，李山認爲《樂記》描述“四成而南國是疆”與《般》“陟其高山”不合，反對《般》爲《大武》之
一（李山：《周初〈大武〉樂章新考》，《中州學刊》第五期［２００３ 年］，第 ８０ —８５ 頁）。張國安與李
山意見略同，認爲《昊天有成命》及《時邁》是《大武》之首兩章，更認爲《維清》“迄用有成”與“南
國是疆”事相合，皆應列入《大武》。（張國安：《〈大武樂章〉新辨———周樂之系統研究（之
一）》，第 １３９ —１６０ 頁。）張懷通另闢蹊徑，提出《大武》“再成而滅商”與《逸周書·武寤》所記相
合，《武寤》應是《大武》的第二樂章（張懷通：《〈武寤〉是〈大武〉的第二樂章》，《天津師範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５ 年第五期，第 ２５ —２９ 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６６ 頁。
⑨ 陳致：《從禮儀化到世俗化：〈詩經〉的形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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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六成”詩篇的考據外，詩篇間的具體次序亦是過往學者爭論焦點
所在。根據《左傳》引《詩》的論述，我們基本可以肯定《大武》的第三篇是
《賚》，第六篇是《桓》。但對於 《武》是否 《大武》的首篇，大概由於 《左傳》
“又作《武》，其卒章曰”語焉未詳，導致後代學者的猜測與討論。首先，從字
面來看，“卒”有最後的意思，“卒章”應該是指最後一章，但《左傳》又將“又
作《武》，其卒章曰”置於“其三”及“其六”前，此安排無疑讓人費解。因此，
過去學者曾經嘗試從不同角度剖釋此次序顛倒的現象。早在宋代，朱熹已
經在《詩集傳》中提出“《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 ，清儒馬瑞辰遂
據此從字■角度作出解釋，認爲“‘卒章’蓋‘首章’之訛” 。馬氏的詮釋啓
發了後來研究者的思考，現代學者亦嘗從字詞訛■角度解釋 “卒章”，如高
亨認爲《大武》的首篇是《我將》，《武》則是 “二成”，提出 《左傳》的 “卒章”
或當爲“次章”之■ 。
除了以上的主流意見外，近年較值得注意的尚有姚小鷗一系列有關
《大武》的討論文章。姚氏在諸家衆説的基礎上，就《大武》的章數及詩篇次
序等問題提出截然不同的見解。過去學者大抵認爲組成《大武》“六成”的
是六首詩，但姚氏卻不大贊同，並以經傳詁訓爲基礎，提出“成”只是表示某
一完整的樂，六成並不能代表 《大武》的篇章數目，根據 《左傳 · 宣公十二
年》指出，春秋時期楚人所傳《大武》樂章至少包含《周頌》七篇。對於前人
以爲“卒章”是“首章”或“次章”之■，姚氏認爲“卒”、“首”、“次”三字字形
并不接近，字■之説不足取信。最後，姚氏對各詩作出考證，認爲《大武》樂
章分别爲《時邁》、《我將》、《賚》、《酌》、《般》、《桓》及《武》七篇 。除此之
外，任强的看法與姚氏大致相類。任氏據《左傳》記載斷定《大武》詩至少有
七章，指出《禮記·樂記》所言“六成”主要描繪舞象，無法據此推測《大武》
樂舞的内容和章數 。李山、申少峰更嘗提出《大武》樂章雖有六成，但用詩
卻只有三首，而非六首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朱熹：《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５８ 年，第 ２３２ 頁。
〔清〕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９ 年，第 １０８９ 頁。
第 ８８ 頁。
③ 高亨：《周代大武樂考釋》，
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４５ —８９ 頁。
④ 姚小鷗：《詩經三頌與先秦禮樂文化》，
⑤ 任强：《也談〈大武〉章數》，《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五期（２００５ 年），第 ７８ —
８２ 頁。
申少峰：《周初〈大武〉樂章用詩三首考》，《河北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一期
⑥ 李山、
（１９９７ 年），第 ８８ —９２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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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年以來，《大武》樂章雖然備受經學家的關注與重視，但由於典籍記
載之闕如，學者在相關問題的討論上見解分歧，莫衷一是。總括而言，在作
者問題上，前人曾有周公自作、武王自作及武王、周公合作三種説法；而在
《大武》詩篇的討論上，大部分學者均同意《大武》“六成”當由六首詩組成，
並較偏向接納《武》、《賚》、《酌》、《般》及 《桓》爲其中五篇，但對於餘下一
篇，可謂異説紛紜，大致有 《昊天有成命》、《時邁》及 《我將》三種見解。又
在章次問題上，學者對《左傳》中《武》爲“卒章”的記載多有質疑，由是提出
“卒章”當爲“首章”或“次章”之■種種推斷與猜測。

三、上古樂章的計量單位———“成”與“終”
《大武》由六個章節構成，典籍稱之爲“六成”。在“六成”中，每“成”大
概由一首詩組成，因此，文獻所謂的《大武》“六成”應該是指六首詩的相迭
誦唱。除了《大武》外，作爲音樂單位的 “成”亦曾經用於描述其他先秦樂
章，如《書·益稷》便有“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的記載，“九成”是指《簫韶》
共有九個章節，故《簫韶》尚有《九韶》之名 。《莊子·天下》嘗言：“黄帝有
《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
之樂，武王、周公作《武》。” 《天下》篇所謂的 《大韶》亦即 《簫韶》，文獻逕
稱作《韶》 ，應該是帝舜所作的樂章 ，屬於 “六代之樂”之一，地位甚爲尊
崇。《漢書·揚雄傳》曾經指出：“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
詠《九成 》，則莫有和也。” 《韶 》的 “九成 ”可用於 “詠 ”，“詠 ”與 “歌 ”同
義 ，上古既多以詩入樂，供歌者詠唱，故“詠《九成》”可以證明《韶》“九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５２ 頁。
《周禮·春官·大司樂》云：“凡樂，黄鐘爲宫，大吕爲角，大蔟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
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之舞。”（《周禮注疏》，第 ６８９ —６９０ 頁。）
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 １０７４ 頁。
③ 〔清〕郭慶藩撰，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④ 《禮記·樂記》：
（《禮記正義》，第 １２８２ 頁。）
”（《尚書正義》，第
⑤ 《書·益稷》“《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下孔《傳》云：“《韶》，舜樂名。
１２８２ 頁。）
〔唐〕顔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６２ 年，第 ３５７８ 頁。
⑥ 〔漢〕班固撰，
“詠，歌也。”（〔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説文解字（附檢字）》，北京：中
⑦ 《説文·言部》云：
華書局，１９６３ 年，第 ５３ 頁下。）又《欠部》云：“歌，詠也。”（第 １７９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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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包括相迭詠唱的九首詩篇。除了《韶》外，《吕氏春秋·仲夏紀·古樂》
亦嘗記：“禹立，……於是命皋陶作爲 《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夏籥》是
禹的古樂，《夏籥》大概亦由九篇詩歌接續演唱而組成。
①

（ 一） “ 成” 與“ 終” 的區别與混用

《大武》、《韶》及《夏籥》均以“成”作爲章節單位，在先秦兩漢文獻中，
與“成”用法相類者尚有 “終”。“終”時見用於禮儀中有關音樂演奏的描
述，如《儀禮·鄉射禮》云：“歌 《騶虞》若 《采蘋》，皆五終。” 《大射禮》云：
“乃歌《鹿鳴》三終” 、“乃管 《新宫》三終” 。《禮記 · 鄉飲酒義》云：“工
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
樂備，遂出。” 細審“成”與 “終”在文獻中的用例，兩詞的具體用法實在相
當接近，原本皆有完結的意思，可同訓爲 “畢”，如鄭玄注 《儀禮 · 士虞禮》
“西面告利成”嘗言：“成，畢也。” 又《國語·周語上》云“庶人終食”，韋昭
注：“終，畢也。” “成”、“終”二詞更有互訓的例子，如 《易 · 泰 · 象傳》云
“后以裁成天地之道”，焦循《章句》曰：“成，終也。” 又《韓非子·説林上》
云：“其成居，幸也。”王先慎《集解》引《書》鄭注曰：“成，猶終也。”
雖然文獻資料證明“成”、“終”二詞意義相當接近，但當作爲計量音樂
的單位時，兩者應該仍有一定區别。在先秦古籍中，“歌終”一辭時有出現，
或許亦是“終”作爲音樂計量單位的來源。“歌終”本指演唱的終結，如《晏
子春秋·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云：“歌終，喟然嘆而流涕。” 又
《景公爲長庲欲美之晏子諫》曰：“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 在含義上，
演唱的終結是歌曲的完成，由是可以得知 “終 ”應該與現代漢語所謂的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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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


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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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６７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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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６９ 頁。
④ 《儀禮注疏》，
第 １９０６ 頁。
⑤ 《禮記正義》，
第 ９３６ 頁。
⑥ 《儀禮注疏》，
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９ 頁。
⑦ 徐元誥撰，
《續修四庫全書》第 ２７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⑧ 〔清〕焦循撰：《易章句》卷五，
８９ 頁。
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８２ 頁。
⑨ 〔清〕王先慎撰，
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６２ 年，第 １１１ 頁。
瑠 吳則虞撰：《晏子春秋集釋》，
瑏

第 １１４ 頁。
瑡 吳則虞撰：《晏子春秋集釋》，
瑏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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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遍”相若，“一終”大概指演唱一遍，“終”是用以計量演奏或詠唱次
數的量詞。其實，“終”具“遍”義亦可從新出戰國楚簡得以證成。清華簡
《耆夜》篇記載武王八年伐黎大勝後舉行飲至禮，武王與君臣酬酢間賦詩唱
和，每唱一詩前，簡文便有“［某人］■（作）訶（歌）一夂（終）”一語，整理者
引《吕氏春秋·音初》“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之例説明“演奏一次
叫作‘一終’” 。類似的例子尚見於《孔子家語》，《困誓》篇記孔子被困於
陳、蔡之間，子絃歌之，子路援戚而舞，“三終而出” ，“終”亦應解作 “遍”，
指孔子演唱歌曲三遍。至於“成”應該是樂章組成部分的單位，即章節。在
《左傳·宣公十二年》的描述中，每“成”前均會加以序數，説明其排列次序，
或亦可由是證明“成”與“終”相異之處。而且，從先秦文獻記載可以得知，
上古樂章往往是由“九成”或“六成”的固定組合所構成，應該大概有九章及
六章兩類之分。
雖然“成”與“終”在確實用法及具體概念上有所差異，但文獻中 “成”
與“終”的意義卻往往相涉，如《禮記·鄉飲酒義》有所謂“笙入三終” 的記
載，但《燕禮》卻云“笙入三成” 。其實，“成”與“終”之所以互涉，大概是由
於上古樂章雖然由多個章節（即“成”）所組成，但每“成”間均會轉换演唱
不同的詩篇，又每首詩只會詠唱一遍（即“終”），因而在絶大部分的情況下，
“一成”往往只含詩篇“一終”，由此角度觀之，“成”與 “終”的概念是類似
的，導致兩者於用法上經常出現混淆，容易令人■解。其實，過去曾經有不
少研究者嘗試釐清“成”與 “終”的分野，並且不約而同地認爲鄭玄是混同
“成”與“終”的始作俑者 。不過，倘若仔細閲讀 《禮記》鄭玄注的原文，便
知鄭氏於“成”與“終”的概念尤爲清晰，二詞之所以混淆，實源於後人對鄭
①

②

③

④

⑤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
書局，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５２ 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６０ 頁下—６１ 頁上。
② 〔魏〕王肅注：《孔子家語》，
第 １９０６ 頁。
③ 《禮記正義》，
第 ３３６ 頁。
④ 《儀禮注疏》，
“我們之所以特别指出‘成’與‘終’二者在意義上的相互區别，是因爲人們有一種普遍
⑤ 姚小鷗：
的■解，以爲‘終’和‘成’意義相同，可以互訓。這種錯■最早見於《禮記·樂記》和《燕禮》
‘記’的鄭玄注中。這應該是造成後世有關概念混亂並導致歷代■解《樂記》有關部分意義的根
源。”（姚小鷗：《詩經三頌與先秦禮樂文化》，第 ５２ 頁。）姚畋：“我們之所以特别指出這一點，是
因爲學術界有一種普遍的■解，以爲‘終’、‘成’可以互訓。這應該是造成後世有關概念混亂並
導致歷代■解《樂記》有關部分意義的根源。這種錯■最早見於《禮記·樂記》和《燕禮》‘記’
的鄭玄《注》中。”（姚畋：《論大武樂章》，《社會科學戰綫》第二期［１９９１ 年］，第 ２７０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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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訓釋的錯■解讀。《儀禮·大射禮》有“乃歌《鹿鳴》三終”一語，鄭玄注：
“《鹿鳴》，《小雅》篇也。……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
主於講道，略於勞苦與諮事。” 鄭注之所以將 《鹿鳴》、《四牡》及 《皇皇者
華》三詩并舉，是由於 《儀禮 · 鄉飲酒禮》及 《燕禮 》有 “工歌 《鹿鳴 》、《四
牡》、《皇皇者華》” 的記述，三詩既同屬《詩》之《小雅》，在先秦禮儀中往往
被視爲連迭演奏的整體。鄭氏明確指出“《鹿鳴》三終”是指演唱《鹿鳴》三
遍，并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全唱。明顯地，鄭氏是將“終”解
釋爲“遍”。有關“成”的解釋，可以參考《禮記·樂記》及《儀禮·燕禮》下
鄭玄注文：“成，猶奏也。每奏 《武》曲一終爲一成。” 又云：“管之入三成，
謂三終也。” 前人多以此兩語作爲鄭玄混淆 “成”、“終”二音樂術語的依
據，但事實上，如果再仔細研讀《周禮·春官·大司樂》鄭玄注原文，便知鄭
氏實非將“成”、“終”視爲互訓之辭，反而是在闡釋兩者間的緊密關係，《大
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
■，……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鄭玄注：“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
所謂“九變”，是指九首不同詩篇連迭演唱，鄭氏言 “樂成則更奏”，“樂成”
之“成”或許可與“曲一終爲一成”相互參證，説明上古樂章由多“成”構成，
每“成”間均轉换不同的詩篇，每詩只會詠唱一 “終”，從此角度來看，“一
成”大概亦即 “一終”。因此，鄭氏是從此角度將 “三成”及 “三終”聯繫起
來，“曲一終爲一成”只是説明每“成”只有曲一“終”，“管之入三成，謂三終
也”的訓釋亦大概如是。
雖然“成”與“終”在具體意義上並不相同，但誠如前文所言，樂章 “一
成”往往是詩篇“一終”，故在文獻中亦時常出現“成”、“終”混用的現象，學
者於研讀相關例子時必須小心處理，以免■解。例如，《禮記 · 鄉飲酒義》
嘗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 間歌三終，合
《儀禮注疏》，第 ３６７ 頁。
《儀禮注疏》，第 １６９ ，３１４ 頁。
第 １３２０ 頁。
③ 《禮記正義》，
第 ３３６ —３３７ 頁。
④ 《儀禮注疏》，
第 ６８７ 頁。
⑤ 《周禮注疏》，
第 ６８７ 頁。
⑥ 《周禮注疏》，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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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

①

在以上文字中，“三終”一辭出現多次，如果純粹按字面作解，似是將 “升
歌”、“笙”、“間歌”、“合樂”的詩篇分别重複演奏三遍。但實際上，倘若再
與《儀禮·鄉飲酒禮》的記載參證，則知所謂的“三終”實質是指“三成”：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
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乃間歌 《魚麗》，笙 《由庚》；歌
《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②

在此例子中，各詩篇只演奏一遍，不作重複，“終”的數目與“成”的數目應該
相同，故《鄉飲酒義》以 “終”易 “成”。“升歌三終”包括 《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三成”；“笙入三終”有《南陔》、《白華》、《華黍》“三成”；“間歌
三終”分别爲“歌《魚麗》，笙 《由庚》”，“歌 《南有嘉魚》，笙 《崇丘》”及 “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之“三成”則是《關雎》與《鵲巢》、《葛覃》
與《采蘩》、《卷耳》與《采蘋》 。
③

（ 二） 清華簡《 周公之琴舞》 之“ 六絉（ 卒） ”

古文獻對於《大武》“六成”的記載並不全面，因而導致過去研究者於
“成”的意見不一，近代甚至有論者援引先秦古籍爲證，認爲“成”只代表章
節，否定《大武》“六成”爲六首詩的説法。其實，隨著清華簡《周公之琴舞》
的發現，我們不僅可以肯定 “成”與詩篇間的對應關係，更能進一步證成
“成”與“終”在實際操作上是可以相通的。
《禮記正義》，第 １９０６ 頁。
《儀禮注疏》，第 １６９ —１７４ 頁。
“‘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
③ 《禮記·鄉飲酒禮》下孔穎達《疏》云：
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主人獻之，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
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主人獻之’者，謂獻笙入也。‘間歌三終’者，間，代也。謂笙歌
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又堂上歌
《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也。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爲三
終也。此皆《鄉飲酒》之文，故鄭注《鄉飲酒》云：‘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魚麗》言大平
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禮記正義》，第 １９０６ —１９０７ 頁。）
①
②

《詩經·周頌》與《大武》重探 ·２３１·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大致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是 “周公■ （作 ）多
士敬（儆）怭（毖），■（琴）■（舞）九絉 （卒）”，引詩一首，共四句；第二部
分是“成王■（作）敬（儆）怭（毖 ），■ （琴 ）■ （舞 ）九絉 （卒 ）”，共有詩九
篇。較具爭議的是，《周公之琴舞 》既明言周公作儆毖之詩 “九絉 ”，但爲
何僅有四句短詩一篇？此問題本文稍後將再作論述。不過，從第二部分
的成王儆毖所列的九首詩，我們似乎可以明確得知，簡文 “絉”應該相當於
樂章裏的每一個章節，該樂章總共分爲九章，稱爲“九絉”，又每一“絉”均由
一首詩組成。因此，我們可以由是推斷上古樂章的大致情況是：樂章大概
由多個章節構成，每章有詩一首，故《大武》“六成”亦應當包括六首不同的
詩篇。
既然如此，簡文所謂的 “絉 ”是否即 《大武 》的 “成 ”？筆者以爲此説
尚可斟酌。首先，簡書開首雖有 “琴舞九絉 ”一語，但九首詩前僅分别冠
以“元”、“■（再）”、“參（三 ）”、“四 ”等序數，用以顯示其排列的先後次
序，序數後卻不用 “絉 ”，反而是直接引出各詩的 “啓 ”與 “亂 ”，如 “元内
（納）■（啓）曰”、“■（再 ）■ （啓 ）曰 ”、“參 （三 ）■ （啓 ）曰 ”等。由是可
見，“絉”的用法似乎與 《左傳 》中 “再成 ”、“三成 ”、“四成 ”的 “成 ”有所
不同。
而且，“絉”於簡文中書作 “ ”，从糸从朮，整理者以爲可讀爲 “卒”或
“遂”，義同“九終”、“九奏”等，指行禮奏樂九曲 。雖然王志平嘗將“絉”讀
爲“肆”、“佾”，認爲“‘九絉’僅涉佾舞之人數，不涉樂秦之闕數” ，但誠如
季旭昇所言，文獻中的佾舞多從八佾、六佾而下，都以二爲差，“突然跑出奇
數的九佾，恐怕很難讓人接受” 。從古音角度分析，“朮”、“卒”上古同屬
物部字，音近似可通用。又古籍中“卒”、“終”二字意義接近，均有終結的意
思，經傳詁訓中兩字互訓的例字俯拾皆是。例如，《書·舜典》云：“如五器，
卒乃復。”孔安國《傳》：“卒，終。” 又《詩·邶風·日月》：“父兮母兮，畜我
①

②

③

④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第 １３５ 頁。
王志平：《清華簡〈周公之琴舞〉樂制探微》，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發表論文，網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ｅｄｕ． ｃｎ ／ ｐｕｂｌｉｓｈ ／ ｃｅｔｒｐ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清華簡與《詩經》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
③ 季旭昇：《〈周公之琴舞〉“周公作多士儆毖”小考》，
表論文，第 ２３ 頁，載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簡研究（第二輯）》，上海：
中西書局，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５ —２７ 頁。
第 ７１ 頁。
④ 《尚書正義》，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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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卒。”鄭玄《箋》：“卒，終也。” 《周禮·天官·膳夫》亦云：“卒食，以樂徹
于造。”賈公彦疏：“卒，終也。” 因此，本文同意“絉”或該讀爲“卒”，“琴舞
九絉”的“絉 ”爲量詞，與文獻中 “三終 ”的 “終 ”用法相同，“九絉 ”即 “九
終”，借指連綴的九首詩各演唱一遍。
①

②

四、《大武》樂舞的創作時代
《大武》雖然是樂章，但卻與舞蹈的關係密不可分。《禮記·祭統》嘗有
“升歌《清廟》，下而管 《象》，朱干玉戚以舞 《大武》，八佾以舞 《大夏》” 的
記載，又《明堂位》亦言“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升歌《清
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大武》不僅是供演奏詠唱的
樂章，亦可以配合舞蹈表演。東漢時期，鄭玄經已指出先秦樂舞有 “武舞”
與“文舞”兩類 ，《大武》用於象徵戰爭，古書又有“朱干玉戚以舞《大武》”
（《禮記·祭統》） 及“揔干而山立”（《禮記 · 樂記》） 等記載，《大武》舞
具主要是兵器，應當屬於“武舞”的一種。
雖然現今已無以得見《大武》舞容，但《禮記·樂記》記載魯人賓牟賈侍
坐於孔子，我們似乎能從二人對話中，對先秦時期《大武》的舞容略知一二。
《樂記》裏與《大武》的相關記載共有兩段，首段已見本文第貳節的引述，另
一段相關記録如下：
③

④

⑤

⑥

⑦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 《武》之備戒之已
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
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
右憲左，何也？”對曰：“非 《武 》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
《毛詩正義》，第 １４８ 頁。
《周禮注疏》，第 ９８ 頁。
第 １５９５ 頁。
③ 《禮記正義》，
第 １０９０ —１０９２ 頁。
④ 《禮記正義》，
“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
⑤ 《禮記·仲尼燕居》：
后，君子知仁焉。”鄭玄注：“《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禮記正義》，第 １６１９ 頁。）
第 １５９５ 頁。
⑥ 《禮記正義》，
第 １３１９ 頁。
⑦ 《禮記正義》，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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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音也。”子曰：“若非 《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
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
吾子之言是也。”
①

我們可以從上述記載對《大武》舞容作出以下的歸納與推測：第一，《大武》
“六成”舞容均有不同的象徵意義，比喻武王從出師伐紂、領軍南征，以至
周、召二公分職而治、振旅還朝各個歷史階段。第二，《大武》開端時應該有
“備戒”的階段，衆舞者持盾不動，其後發出詠歎，動作遲緩；第三，接續是舞
者“發揚蹈厲”，迅速地舞動手脚，應該是整個舞曲的高潮所在；第四，《大
武》舞曲中有所謂“亂”的部分，武者跪坐不動。過去不少研究者討論 《大
武》舞容時，大多是結合 《禮記 · 樂記》及 《左傳 · 宣公十二年》的記載，分
析《大武》各“成”裏舞容與詩篇間的協調與配合 。雖然前人就此提出不
少可資參考的意見，但他們卻多忽略一個極爲重要的問題，便是樂章作成
時間與舞蹈創作年代間的落差 。
有關《大武》的創作背景，古書記載似乎相當一致，大致以爲是西周初
年武王克商後所作，例如：
②

③

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
易鄉，遂乘殷人而誅紂。……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
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荀子·儒效》）
武王即位 ，以六師伐殷 。 六師未至 ，以鋭兵克之於牧野 。 歸 ，
④

《禮記正義》，第 １３１６ —１３１７ 頁。
李純一、孫作雲、朱孟庭、孫伯涵、孫彩惠等均曾結合《左傳》所記的舞容，探究《大武》“六成”包
含的具體詩篇，當中包括：李純一：《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北京：音樂出版社，１９６４ 年增訂版，
第 ３１ —３３ 頁；孫作雲：《周初大武樂章考實》，《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６６
年，第 ２３９ —２７２ 頁；朱孟庭：《詩經與音樂》，臺北：文津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２２ —２３３ 頁；孫伯
涵、孫彩惠：《〈大武〉樂章篇目析論》，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編：《齊魯文化研究（第
八輯）》，濟南：齊魯書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４６ 頁。
學者從舞容所代表的意義
③ 劉全志亦曾直接指出“《大武》舞容與頌詩内容之間的關係并不緊密，
去考察《大武》所用頌詩的方法是不合適的”，劉氏以爲《周頌》的祭祖詩篇是在祭祖典禮中的
“九獻”歌唱，而《維清》、《武》、《酌》三詩是在“九獻”之後天子親師群臣舞《大武》時歌唱，故兩
者所用的時間不同，不宜混淆（劉全志：《從舞容與頌詩的關係看〈大武〉在典禮中的運用》，《音
樂探索》第四期［２０１２ 年］，第 ４２ —４８ 頁）。
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８ 年，第 １３５ —１３６ 頁。
④ 〔清〕王先謙撰，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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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薦俘馘于京太室 ，乃命周公爲作 《大武 》。（《吕氏春秋 · 仲
夏紀 》）
甲寅，謁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 《武》，王入，進 《萬》，
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鍾終，王定。（《逸周書·
世俘解》）
①

②

但是，如果再參考《禮記·樂記》中有關舞容的記述，便知《大武》“六成”分
别象徵不同歷史階段，反映的史事從武王滅殷至成王時期周、召分陝而治，
倘若《大武》確實是武王克商後所作，那又如何能預示成王期間的事情？所
以，陳致曾經就此進行深入討論，提出在《大武》創製之前，周人已經有一樂
曲叫《武》，但周公成功平定南方殷遺之亂後，重新改造周的代表樂曲《武》，
增加三象之類的新内容，成爲後來所謂的《大武》 。不過，我們在此再提出
另一假設，認爲《大武》樂章（指音樂和詩篇）雖然作成於武王之時，但舞容
卻極有可能是後世根據實際需要而再作編排的。由於 《樂記》所記述的象
徵意義大概並非由周初樂章作者所賦予，故“六成”詩篇的内容與舞容間的
配合似乎亦並非必定一致 。
其實 ，古書中有關 《大武 》的記載亦可佐證樂章與舞蹈不是同時
創作的 。《荀子 · 儒效 》言 “立聲樂 ”，西周初年的 《大武 》似乎只用於
演奏詠唱 ；“舞 《大武 》”的記述大抵只見後代禮制的描述中 ，如 《周
禮 · 春官 · 大司樂 》記 《大司樂 》所掌管的 “六舞 ”云 ：“乃奏無射 ，歌
夾鍾 ，舞 《大武 》，以享先祖 。” 又 《禮記 · 祭統 》載成王 、康王爲紀念周
公的功業 ，賜之以重祭 ：“夫大嘗禘 ，升歌 《清廟 》，下而管 《象 》，朱干玉
戚以舞 《大武 》。” 《左傳 · 襄公二十九年 》記吳公子季札觀樂於魯 ：
“見舞 《大武 》者 ，曰 ：‘美哉 ！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 ！’” 《大武 》於西周
③

④

⑤

⑥

⑦

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吕氏春秋集釋》，第 １２７ 頁。
黄懷信、張懋榕、田旭東撰：《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４５４—４５５ 頁。
第 １６１ 頁。
③ 陳致：《從禮儀化到世俗化：〈詩經〉的形式》，
如李山便以爲《大武》是作於《禮記·明堂
④ 過去亦曾經有學者對《大武》的作成年代提出質疑，
位》所説的“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之際（李山：《周初〈大武〉樂章
新考》，第 ８０ —８５ 頁）。
第 ６８６ 頁。
⑤ 《周禮注疏》，
第 １５９５ 頁。
⑥ 《禮記正義》，
第 １２７１ 頁。
⑦ 《春秋左傳正義》，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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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年時似乎只是詠唱的樂章 ，其後才用作舞曲 。 因此 ，我們懷疑 《大
武 》樂章創作在先 ，周室後代其後再根據當世行禮需要而編排相應的
舞蹈 。
或許，由於樂章與舞蹈不是同期創作，再加上樂章組成包括詩篇與樂
譜，易於依賴口耳相傳流傳；相反地，舞容卻難於紀録，故 《大武》舞容或曾
隨時代而起變化，如《樂記》中賓牟賈曾提及 《大武》“亂”的舞容是 “《武》
坐，致右憲左 ” ，但孔子卻曰 “非 《武 》坐也 ” ，可知春秋時期舞容中的
“坐”已與原來有一定差距。而且，除舞容之外，春秋時代《大武》音樂亦已
有一定變化，賓牟賈曾指出《大武》的音樂“聲淫及商” ，孔子卻謂“非《武》
音” 。孔子之所以有“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 之嘆，或者正
是因爲《大武》樂舞的舞容及音樂於春秋時期均已産生轉變，與周室正統流
傳的有一定差異。
①

②

③

④

⑤

五、《大武》樂章的結構
既然樂章與舞容創作年代有所不同，舞容可能是後人按照實際行禮需
要而編排的，所以，我們實在不能以此作爲考究《大武》詩篇的依據。但是，
由於舞容是按樂章的結構而編排，而從《樂記》“六成”的記述可知，隨著樂
章裏各章節的轉换，舞容亦有所變化，並展現不同的象徵意義。因此，舞容
雖然不能顯示組成《大武》樂章詩篇的具體内容，但我們卻可以從舞容的描
述中，窺見樂章各部分的結構，從而對 《大武 》樂章的形式具更進一步的
瞭解。
（ 一） 樂舞的序幕—
—
—“ 揔干而山立”

《左傳·宣公十二年》是有關 《大武》“六成”詩篇的最早記録，學者亦
《禮記正義》，第 １３１７ 頁。
《禮記正義》，第 １３１７ 頁。
第 １３１７ 頁。
③ 《禮記正義》，
第 １３１７ 頁。
④ 《禮記正義》，
《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４９ 頁。
⑤ 《論語注疏》，
①
②

·２３６· 嶺南學報 復刊第四輯

可從其援引的詩篇基本肯定《武》、《賚》、《桓》爲其中“三成” 。但是，該段
文字爲何會以“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作啓首？學術界的意見似乎頗爲分歧。“載戢干戈”見於《周
頌·時邁》，部分學者因而認爲《時邁》當是《大武》“六成”之一，甚至視《時
邁》爲樂章的首篇 。但是，亦有不少論者將《時邁》排除於《大武》之外，大概
是由於《左傳》僅言“作頌曰”，且《武》、《酌》、《桓》、《賚》、《般》再加上《武宿
夜》後已足六篇。由是可見，《時邁》是否《大武》“六成”之一似乎尚可討論。
《左傳·宣公十二年》將 《時邁》置於 《大武》諸詩之前的確讓人費解，
其實，相類的情況亦見於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該篇雖以“周公■（作）多
士敬（儆）怭（毖），■（琴）■（舞）九絉（卒）”開始，但其後卻僅引一首四句
的短詩；簡文復再列 “成王■ （作 ）敬 （儆 ）怭 （毖 ），■ （琴 ）■ （舞 ）九絉
（卒）”，然後才列儆毖詩九首，九首詩篇幅較長，當中一首更能與《周頌·敬
之》相對應。有關此特殊的安排，過去學者嘗有不同的揣測，如李守奎便以
爲這場典禮共有兩場的樂舞，一場是演奏周公對多士的儆毖，另一場則演
奏成王的儆毖，兩場前後相承，構成完整的典禮，但由於《周公之琴舞》主要
記載成王詩舞，所以對周公之詩有所省略 。李學勤以爲周公儆毖是領首，
由是認爲成王儆毖九首亦應非全是成王自作，有部分當是周公所作，《周公
之琴舞》原詩實有十八篇，由於長期流傳有所缺失，同時出於實際演奏吟誦
的需要，經過組織編排後成爲現在所見的結構 。至於姚小鷗、楊曉麗則以
爲周公儆毖的内容主要説明歌詩的性質，與詩序的體例相符，故周公儆毖
應該是周公所作歌詩的小序 。趙敏俐認爲 《周公之琴舞》本應包括兩組
詩，第一組爲“周公之詩”，共九首，但現今卻只殘存半首，第二組則是“成王
①

②

③

④

⑤

魏源亦嘗指出《武》、《賚》、《桓》爲《大武》其中“三成”應該是没問題的：“蓋《武》惟六成，既以
《桓》爲六成，則《武》詩不應居卒。且楚莊首舉之，則《武》一、《賚》三、《桓》六可知。其餘尚未
著。”（〔清〕魏源：《詩古微·詩樂篇三》，見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魏源全集》，長沙：岳麓
書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３４ 頁。）
第 ３３６ —３４１ 頁）；李炳海則列
② 例如：楊向奎以《時邁》第二成（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
爲第五篇（李炳海：《〈詩經·周頌〉大武歌詩論辨》，第 １０１ —１０６ 頁）；張西堂及姚小鷗則認爲
是首篇（張西堂：《周頌〈時邁〉本爲周大武樂章首篇説———批判王國維及右派分子陸侃如兩家
説》，第 ２６ —３３ 、２５ 頁；姚小鷗：《詩經三頌與先秦禮樂文化》，第 ４５ —８９ 頁）。
《文物》第八期（２０１２ 年），第 ７５ 頁。
③ 李守奎：《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周頌》，
《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一期（２０１３
④ 李學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結構》，
年），第 ５８ —５９ 頁。
楊曉麗：《〈周公之琴舞·孝享〉篇研究》，《中州學刊》第七期（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４８—１５２ 頁。
⑤ 姚小鷗、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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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詩”，現在保存完整 。
儘管研究者對《周公之琴舞》的結構有不同的猜測，但是，本文不大同
意簡文鈔寫有闕失之説。首先，周公及成王所作樂舞的名稱甚爲相似，僅
差“多士”二字，整理者解釋 “多士”爲 “衆士” ，李守奎以爲 “多士 ”是指
“有身份、有地位之人”，具體是指周室宗親和周之百官，可確切理解爲訓誡
的對象 。周公儆毖既明顯以祭享作主要内容 ，“多士”或非屬於樂舞名
稱，可能僅純粹描寫執祭的衆士，如 《清廟》是周公成洛邑後祭祀文王的詩
篇，其云：“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朱熹《集傳》：“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
《清廟》的“多士”便指執祭之人。因此，我們懷疑周公及成王儆毖或許是同
一樂舞。至於爲何先言周公作儆毖，其後又記成王作儆毖，同一樂舞爲何
有兩位作者？其實，類似的情況亦見於《大武》。古文獻中有關《大武》作者
説法分歧，有武王自作、周公自作及武王、周公合作三説，而《左傳·宣公十
二年》“武王克商，作頌曰”一語於《國語·周語上》嘗有異文，作“是故周文
公之《頌》曰”，韋昭注：“文公，周公旦之謚也。” 《國語》以爲 《時邁》爲周
公所作。由是可見，文獻於《大武》的問題上有所異説，究其原因，或許是由
於《大武》的創作與武王及周公二人均有關係。成王年幼嗣位，周公輔政，
並嘗“制禮作樂”，確立周室禮樂制度，《禮記 · 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
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
量，而天下大服。” 又《尚書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
致政成王。” 周公不僅繼承殷禮，更對周禮加以創造與發展，建樹尤多。既
然《吕氏春秋·仲夏紀》曾經明確記載“乃命周公爲作《大武》”，《大武》極有
可能是周公奉武王之命而創作，《周公之琴舞》情況亦大致相似，樂章極有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趙敏俐：《〈周公之琴舞〉的組成、命名及表演方式蠡測》，《文藝研究》第八期（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０ 頁。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第 １３４ 頁。
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一輯），上海：
③ 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
中西書局，２０１２ 年，第 ８ 頁。
姚小鷗、楊曉麗曾有深入的討論，并將周公所作的短詩稱爲《孝
④ 有關周公所作詩篇的祭享内容，
享》（姚小鷗、楊曉麗：《〈周公之琴舞·孝享〉篇研究》，第 １４８ —１５２ 頁）。
第 ２２３ 頁。
⑤ 〔宋〕朱熹：《詩集傳》，
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第 ２ 頁。
⑥ 徐元誥撰，
第 １０８８ 頁。
⑦ 《禮記正義》，
《續修四庫全書》第 ５５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⑧ 〔清〕皮錫瑞：《尚書大傳疏證》，
７６９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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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成王命周公創作，故簡文既可記録爲周公自作，亦可以説是成王所作 。
但是，較爲重要的問題是，爲何簡文明言 “儆毖九卒”，但詩卻共有十
首？我們以爲，這或許可以從序幕的角度作出解釋。樂舞的序幕不僅可作
爲引子，更可起揭示樂舞主旨的功能。清華簡引“周公■（作）多士敬（儆）
怭（毖），■（琴）■（舞）九絉 （卒）”云：“無■ （悔）亯 （享）君，罔■ （墜）亓
（其）考（孝），考（孝）隹（惟）型帀。”“亯（享）”、“考（孝）”表示樂舞是用於
祭祀先祖，李守奎嘗提此四句詩有三層意思：一是勸誡周室諸子不能怠慢
對時王的貢獻；二是祭享要讓先祖愉快；三是勸誡諸子不能墜失先人的事
業，要以先人爲榜樣，發揚光大 。細審儆毖“九絉”的内容，當中不乏訓誡
勸勉，主要藉祀祖之典儆戒爲政者順從天命，謹慎勤勉治國，故此四句詩極
有可能是整個樂曲的序幕。而於《大武》中，《時邁》置於“六成”之前，其作
用或許與之相同，亦具序幕功能。小序嘗言：“《時邁 》，巡守告祭柴望
也。” 武王既定天下巡行天下，並舉行柴望告祭，該詩 “載戢干戈，載櫜弓
矢”便强調治國者需偃兵修文，復再參看 《左傳》有關 “武有七德”的論述，
便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等與此治國理念關係密切，
而鄭玄亦嘗論及《大武》的主題云：“《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
害，言其德能成武功。” 以武安民、武功定天下似乎是 《大武》樂章的旨要
所在 。
除了内容的探究外，《禮記·樂記》有關《大武》結構的記載似乎亦有助
①

②

③

④

⑤

蔡先金嘗指出簡文“■啓”之“■”當讀爲“通”，是“共”的意思，“因爲第一遂的‘啓’是由周公與成
王分開的兩‘啓’，而到第二遂則成爲了同一之‘啓’，故曰‘通啓曰’，而非‘再啓曰’，但是仍然屬於
第二遂，所以後面緊接著是‘三啓’，一直順序下去，没有任何紊亂問題”（蔡先金：《清華簡〈周公
之琴舞〉文本與樂章》，“《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與先秦經學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北
京：中國傳媒大學，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１２ 日）。雖然蔡氏“■”讀“通”之説實可斟酌，但提出《周公
之琴舞》部分詩篇爲周公與成王合作，其見解仍具參考價值。又單育辰曾經以爲：“《周公之琴舞》
‘再啓’至‘九啓’（及“亂”）既有周公所作，也有成王所作，簡文所謂的周公作《琴舞》九絉、成王作《琴
舞》九絉是説《周公之琴舞》乃周公、成王共作，而不説是兩人分别作了九章。”（單育辰《清華三〈詩〉、
〈書〉類文獻合考》，“清華簡與《詩經》研究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第 ２２７ 頁，載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
與保護中心編：《清華簡研究（第二輯）》，上海：中西書局，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２７—２３０ 頁。）
第 ８ —９ 頁。
② 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
第 １５３０ 頁。
③ 《毛詩正義》，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大夏》、《大
④ 《周禮·春官·大司樂》：
濩》、《大武》”下鄭玄注（《周禮注疏》，第 ６７７ 頁）。
詳參筆者《〈周頌·大武樂章〉之“武德”與戰國戈銘“大武■兵”探
⑤ 有關《大武》的内容及主題，
研》，《東方文化》第四十六卷第二期（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１ —７４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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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樂舞序幕的確存在。從孔子對 《大武》的相關論述可知，樂舞起初有
“揔干而山立”、“久立於綴”的階段，舞者持干立正，“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
侯” ，賓牟賈形容此階段爲 “備戒之已久”、“遲之遲而又久”，維持了一段
頗長的時間，期間舞者亦會隨音樂“詠歎”、“淫液”。過往大部分學者均會
將以上描述視爲 《大武》“一成”舞容的描述 ，但事實上，倘若再結合 《樂
記》中有關《大武》“六成”的記録，便知此説法實有可商之處。《樂記》記
《大武》“一成”云：“且夫 《武》，始而北出。”所謂 “始而北出”，鄭玄注：“始
奏，象觀兵盟津時也。” 乃比喻武王出兵至孟津，孔穎達 《正義》：“謂初舞
位最在於南頭，從一位而北出者。次及第二位稍北出者。” 假如 “始而北
出”象徵武王出兵，那爲何會有 “揔干而山立”、“久立於綴 ”等静態舞容？
因此，我們推測，《樂記》的 “備戒”其實並不屬於 “一成”，反而應該是 “一
成”前的序幕部分，當時衆舞者不動如山，蓄勢待發，其後“發揚蹈厲”才進
入真正的“一成”，舞者縱横走動，展現出士兵的强大陣容。而且，《時邁》既
然極有可能是《大武》序幕階段詠唱的詩篇，今本《時邁》共 １５ 句 ６２ 字，似
乎亦符合賓牟賈“備戒之已久”、“遲之遲而又久”的描述。相比之下，《周
公之琴舞》儆毖則以 ４ 句 １６ 字作爲序幕，詠誦時間較短。至於爲何該詩有
“啓”無“亂”？是由於樂舞編者刻意截取詩的上半部作爲序幕，還是該詩本身
只四句，故不含“亂”的部分？由於文獻記載之不足，現今實在已無從知曉。
①

②

③

④

（ 二） “ 始” 與“ 亂”

《周公之琴舞》“九卒”是由九首詩連綴構成，獨特之處是每一首詩都會
分爲“啓”與“亂”兩部分，兩者字數往往相當，似乎是作爲詩篇上、下兩部分
的劃分。“啓”本有開啓之意 ，故詩的起始可稱之爲 “啓”。不過，古書中
尚未有以“啓”作樂節名稱的例子，反之，“亂”卻時有出現，其中最常見於
《楚辭》。《楚辭》中六篇屈原作品有 “亂 ”，分别爲 《離騷 》、《涉江 》、《哀
郢》、《抽思》、《懷沙》及《招魂》。但是，與《周公之琴舞》不同的是，《楚辭》
⑤

鄭玄注：“揔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禮記正義》，
第 １３１９ 頁。）
第 ２２３ 頁；李純一：《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 ３１ 頁。
② 朱孟庭：《詩經與音樂》，
第 １３２０ 頁。
③ 《禮記正義》，
第 １３２０ 頁。
④ 《禮記正義》，
廣雅·釋詁三》：“啓，開也。”（〔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０７ 頁下。）
⑤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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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亂”往往是詩歌最後的一小段文字，篇幅較短，主要用於揭示篇章主題
或歸納要旨。
雖然傳世先秦作品并不見有明顯以“啓”或“亂”標示詩篇的例子，但根
據古書的記載，“亂”似乎確實曾經存在於《詩》中，如：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 》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 ·
泰伯》）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
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國語·魯語下》）
①

②

歷代對《論語·泰伯》“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的討論甚多，解釋各異，最
早的有東漢鄭玄的詮釋，鄭氏以爲東周時周道衰微，鄭衛靡靡之音出現，魯
大師摯遂“首理其亂”，整理 《關雎》音樂 。其後，皇侃闡發鄭義，提出 “唯
魯太師猶識《關雎》之聲，而首理調定，使聲盛盈於耳聽也” 。下逮宋代，
邢昺作《疏》時一仍鄭訓，認爲：“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
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
此外，影響較大的有朱熹 “卒章 ”之説，其於 《論語集注 》直截指出：
“亂，樂之卒章也。” “卒章”的解釋其來有自，《漢書·揚雄傳》裏《甘泉賦》
的末章有“亂”，唐顔師古訓云：“亂者，理也，總理一賦之終也。” 顔氏結合
鄭説，將“亂”解釋爲整理之意，並以爲是賦之終結部分。後來，洪興祖補注
《楚辭·離騷》亦採用顔氏的解釋，以爲 “亂者，總理一賦之終” 。朱熹便
在前人“一賦之終”的基礎上，提出“亂”爲樂曲的卒章。由於朱子其後復引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論語注疏》，第 １１７ 頁。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第 ２０５ 頁。
“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
③ 鄭玄云：
《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有洋洋盈耳，聽而美之。”見《論語·泰伯》“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下何晏《集解》引鄭曰（《論語注疏》，第 １１７ 頁）。
“于時禮樂崩壞，正聲散逸，唯魯太師猶識《關雎》之聲，而首理調定，使聲樂盛盈
④ 皇侃《義疏》云：
於耳聽也。”（〔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卷四，《叢書集成初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７ 年，第 １０９ 頁。）
《關雎》之亂”下邢昺《疏》（《論語注疏》，第 １１７ 頁）。
⑤ 《論語·泰伯》“師摯之始，
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０６ 頁。
⑥ 〔宋〕朱熹注：《四書章句集注》，
〔唐〕顔師古注：《漢書》，第 ３５３４ 頁。
⑦ 〔漢〕班固撰，
白化文等校點：《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４７ 頁。
⑧ 〔宋〕洪興祖撰，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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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孔子世家》“《關雎》之亂以爲風始”作爲佐證，不少學者都據此認
爲朱子以《關雎》整詩爲樂曲的“卒章” 。“卒章”説爲其後不少學者所接
納，元陳澔《禮記集説》 、清蔣驥注 《楚辭注》 、江永 《禮書綱目》 等於注
解“亂”時亦採用此見解。
此外，另一較具影響力的有 “合樂 ”説，《儀禮 · 鄉射禮 》嘗言：“乃合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合樂”用《詩·周南》、《召南》諸詩，明末張爾岐遂提出 “《關雎》之亂”是
指“合樂”的部分 。其後的禮學家如凌廷堪 、劉台拱 均依循張氏之説，
將“亂”視爲樂章中“合樂”的部分 。
由此可見，歷代諸家對樂曲中“亂”的性質意見紛陳，今清華簡《周公之
琴舞》儆毖“九絉”均劃分爲“啓”、“亂”兩部分，實能爲以上的討論提供重
要的參考材料。首先，既然九首詩篇均有“啓”有“亂”，“《關雎》之亂”應該
并非單指《關雎》，而是該詩的後半部分。其次，從 “啓”、“亂”與詩篇的配
合可知，兩部分似乎只是將詩篇一分爲二，從音樂角度觀之，實是將一首樂
章裏的每一章 （即 “卒”或 “成”）作出二分。再者，從内容角度來説，儆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陰法魯：《〈詩經〉樂章中的“亂”》，第 ６７ 頁。
陳澔：“亂，樂之卒章也。”（〔元〕陳澔注：《禮記集説》，上海：世界書局，１９３６ 年，第 ２１８ 頁。）
“亂，樂之卒章也。”（〔清〕蔣驥撰：《山帶閣注楚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８ 年，第
③ 蔣驥：
４９ 頁。
）
“亂，樂之卒章也。”（〔清〕江永撰：《禮書綱目》，《四庫全書》第 １３４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
④ 江永：
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５６２ 頁。）
第 ２１５ 頁。
⑤ 《儀禮注疏》，
“案，此合樂，即《論語》所謂‘《關雎》之亂’者也。”（〔清〕張爾歧撰：《儀禮鄭
⑥ 張爾岐《句讀》云：
注句讀》卷四，見《四庫全書》第 １０８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１４ 頁。）
“竊謂《論語》‘師摯之始’，謂‘升歌’也：《大射》工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升歌，爲
⑦ 凌廷堪云：
樂之始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樂之卒章’爲‘亂’；合樂，爲‘樂之終也’。不言‘笙
奏’、‘間歌’者，舉‘始’、‘終’以該其全也，亦與‘禮經’相發明。”（〔清〕凌廷堪撰：《禮經釋例》
卷一三，《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２６７ 頁。）
“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間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
⑧ 劉台拱云：
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清〕劉台拱撰：《論語駢枝》卷一，見《續修四庫全
書》第 １５４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２９３ 頁。）
詳見邱德修《朱子對〈論語〉“〈關雎〉之
⑨ 近人邱德修曾經對“《關雎》之亂”的問題作出若干探討，
亂”的看法》，“第三次儒佛會通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臺北：華梵大學，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除此之
外，陰法魯以爲“《關雎》之亂”是指《關雎》樂曲中的最後一部分，即現存的第三章，並由此提出
《大武》的“亂”即是第六章的《桓》（陰法魯：《〈詩經〉樂章中的“亂”》，第 ６５ —７０ 頁）。朱孟庭
以爲“亂”應該是樂章中的最後部分、高潮部分（朱孟庭：《詩經與音樂》，第 １６２ 頁）。
①
②

·２４２· 嶺南學報 復刊第四輯

“九絉”中“啓”與“亂”不見有主次之分，“亂”應該不起任何揭示主旨的作
用。因此，《周公之琴舞》有關 “啓”、“亂”的記載可以説明，樂章中每一章
節均可劃分爲“啓”、“亂”兩大部分，但此劃分卻似乎與内容毫無關聯。王
國維《漢以後所傳周樂考》曾經以爲，先秦詩、樂本爲一家，但兩者分途後，
詩家主要習其義，樂家則傳其聲 ，姚小鷗因而提出：“清華簡第三輯中《周
公之琴舞》的‘亂曰’，更使人們得以窺見早期‘詩家’《詩經》傳本中帶有的
樂家傳本的某些印迹” ，又云：“篇中‘亂曰’等樂舞術語的存留，是先秦詩
家未將樂工標記語全部剥離所致。” 或許，正由於 “始”、“亂”只將詩篇一
分爲二，主要用於標示音樂或舞容的轉變 ，其後隨著詩、樂、舞間關係的日
漸疏離，《詩》只保留了詩篇的部分，詩篇中原本“始”、“亂”的標示漸漸失
傳，故今本《詩 》已不見有關區分。反之，《楚辭 》、漢賦等雖然繼續沿用
“亂”的名稱，但其性質亦出現變化，成爲只是用以展現作品主旨，并多用於
作品之末，標示結束的部分，正如王逸嘗釋《楚辭》之“亂曰”云：“亂，理也。
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敶詞，或去或留，文采紛
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
其實，倘若再仔細閲讀文獻中有關“亂”的論述，便知“啓”和“亂”確實
是指詩篇的前後兩部分。《商頌·那》一詩共 ２２ 句，《國語·魯語下》所列
“自古在昔”等語見於第 １７—２０ 句，屬於詩的後半部分，所謂 “其輯之亂
曰”，“輯”具編輯、輯録之意，先秦引 《詩》未必整詩全引，《國語》應該只是
輯録《那》“亂”的部分句子。至於 《泰伯》“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一語，
①

②

③

④

⑤

王國維云：“詩家習其義，出於古師儒，孔子所言‘言詩’、‘誦詩’、‘學詩’者，皆就其義言之，其
流爲齊、魯、韓、毛四家。樂家傳其聲，出於古太師氏，子貢所問於師乙者，專以其聲言之，其流爲
制氏諸家。”（王國維：《漢以後所傳周樂考》，《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１２１
頁。）清華簡既有明顯的楚文字特徵，《周公之琴舞》所載佚詩既分爲“啓”、“亂”兩部分，或可由
是説明春秋之際北方詩樂雖已分途，但於南方文獻中似乎仍保留一二。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國際
② 姚小鷗：《〈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與〈詩經〉學史的若干問題》，
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北京：清華大學，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１８ 日。
孟祥笑：《試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文本性質》，“清華簡與《詩經》研究國際會議”發
③ 姚小鷗、
表論文，第 ６８ 頁，載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簡研究（第二輯）》，上海：
中西書局，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２７ —２３０ 頁。
“亂曰”、“琴舞九絉”等樂舞術語分别與《楚辭》中的“倡曰”（或“重
④ 江林昌曾經以爲“啓曰”、
曰”）、“少歌曰”、“九歌”相對應（江林昌：《清華簡“啓曰”、“亂曰”與先秦詩樂舞傳統》，“《清
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與先秦經學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北京：中國傳媒大學，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１２ 日）。
白化文等校點：《楚辭補注》，第 ４７ 頁。
⑤ 〔宋〕洪興祖撰，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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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典籍中論樂往往以 “始 ”、“亂 ”對舉，如 《禮記 · 樂記 》有以下兩段
記述：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是
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
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 弦匏笙簧，會守拊鼓。 始奏以
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
①

②

“先鼓以警戒”應該是指《大武》的 “備戒”階段，即樂章的序幕，“復亂以飾
歸”似乎可與“《武》亂皆坐”參照，而 “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是舞容
的描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 ”，鄭玄注：“文，謂鼓也。武，謂金也。”
“始”用擊鼓，“亂”則用鳴鐘。根據以上記述可以推測，“始”、“亂”似乎均
用於標示音樂與舞容轉變。
“始”有開始的意思，與 “啓”在意義上有類似之處，我們由此懷疑 《樂
記》之“始”即《周公之琴舞》所見的“啓” ，乃指詩篇中的上半部分，就樂章
而言，亦即音樂中每一章節的開首部分。至於應當如何理解 “師摯之始，
《關雎》之亂”？“師摯”是魯太師名 ，《微子》稱爲“大師摯” ，《周禮 · 春
官·大師》有謂“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可知“大師”負責祭祀
時音樂的演奏。《關雎》既經常用於祭祀，或許，“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兩句應該是互文見義，合指祭祀時所奏《關雎》中的“始”與“亂”兩部分，泛
③

④

⑤

⑥

⑦

《禮記正義》，第 １２９７ 頁。
《禮記正義》，第 １３０５ 頁。
第 １３０５ 頁。
③ 《禮記正義》，
“一曰《周公之琴舞》簡‘啓曰……亂曰……’句式凡九見，即此與《論語·泰伯》：
④ 邱德修嘗言：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句相對勘，由知簡文之‘啓’，即《泰伯》之‘始’意。”另邱氏亦以爲
“亂”是指“樂之卒章”，即“合樂”的部分，但我們實在難以從清華簡證成每首詩之“亂”爲“合
樂”部分，故邱氏之説似仍可斟酌（邱德修：《〈清華（三）·周公之琴舞〉簡“亂曰”新證》，“清華
簡與《詩經》研究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第 １２ 頁，載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
華簡研究（第二輯）》，上海：中西書局，２０１５ 年，第 ４ —１４ 頁）。
“師摯，魯大師之名。”（《論語·泰伯》“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下何晏《集解》引鄭曰。
⑤ 鄭玄云：
《論語注疏》，第 １１７ 頁。）
”（《論語注疏》，第
⑥ 《論語·微子》：“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２８９ 頁。
）
第 ７１４ 頁。
⑦ 《周禮注疏》，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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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整篇《關雎》。孔子聽完整首《關雎》後遂有“洋洋乎”、“盈耳哉”之歎，此
亦似乎可與《八佾》篇中“《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評論相互參證。
既然如此，《大武》樂舞亦應該有 “始 ”與 “亂 ”兩部分，《樂記 》記 “一
成”曰“始而北出”，“始”應該是指“一成”中“始”的部分，即《周公之琴舞》
成王儆毖“九絉”中的“元啓”，標示整個樂舞的開始，《樂記》以 “始”借代
“一成”；至於“亂”，《樂記》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左傳·宣公
十二年》言“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雖然前人嘗對“卒章”有不
同的詮釋，但從樂章既有 “亂 ”的部分可知，“卒章 ”所指或許亦即 《武 》
“亂”，《左傳》僅截取其最後一句 “耆定爾功”作爲 “一成”中 “亂”的代表。
不過，由於《樂記》嘗有“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的記述，又云“六成復綴
以崇”，鄭玄解釋 “復綴”爲 “反位止也” ，言士兵重返原位静止不動，“五
成”、“六成”的描述似又與 “《武》亂皆坐”有類似之處，故前人曾經以爲
“亂”是指“五成”或“六成” 。不過，誠如前文所言，從清華簡 《周公之琴
舞》可知，先秦每篇詩歌都應包括“始”與“亂”兩部分，“《武》亂皆坐”當非
指具體某詩，而是形容每首詩當演奏至“亂”時，全部舞者皆會坐下。但是，
賓牟賈所見的“坐”是“致右憲左”，孔穎達《疏》：“坐，跪也。致，至也。軒，
起也。問武人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起，何故也？” “坐”只
是跪坐，並非全坐，孔子嘗斥之曰：“非《武》坐也。”東周時期禮崩樂壞，連舞
容中的“坐”亦已起變化 。
總括而言，我們以爲《大武》樂章的結構大概可用以下圖表顯示：
①

②

③

④

《禮記正義》，第 １３２０ 頁。
例如，孫作雲、陰法魯以爲“亂”是指“六成”（《周初大武樂章考實》，第 ２５ 頁；《〈詩經〉樂章中的
“亂”》，第 ６６ —６７ 頁）。李純一、朱孟庭則以爲是“五成”（李純一：《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 ３２
頁；朱孟庭：《詩經與音樂》，第 ２２９ 頁）。
第 １３１８ 頁。
③ 《禮記正義》，
召之治”，“五成”又是“分周公左、召公右”，由此
④ 或有論者以爲《樂記》既言《大武》“亂”是“周、
可證明“亂”是“五成”。但是，誠如前文所言，《大武》舞容只是後人按行禮需要而編排的，故有
關象徵的討論亦是由後世設定，象徵“周、召之治”的“坐”穿插於各“成”的“亂”中亦是有可能
的。而且，周、召二公分陝而治的共和時期亦是周室偃武息兵的階段，此大概亦是《大武》樂舞
所象徵的最後一件歷史事件，具體展現了“武有七德”的治國精神。因此，《大武》“坐”的舞容穿
插於各“成”之間，不僅能給舞者作爲舞蹈及音樂變化的過渡部分，亦可藉“坐”凸顯出《大武》樂
舞偃兵修文的政治理念。至於有論者以爲“六成”的“復綴以崇”指舞者静止不動，與“《武》亂
皆坐”似有相通之處，但實際上，“復綴”指其回復本位，孔穎達解釋云：“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
第三位南至本位，故言復綴以崇。”（《禮記正義》，第 １３２１ 頁。）舞者需走動才能回復本位，亦不
是完全静止的“坐”，故“六成”與“亂”的描述是有矛盾的。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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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

結

《大武》爲先秦時期的重要樂章之一，經常用於不同的禮儀活動之中，
地位崇高。但可惜的是，傳世古書的記載欠缺全面，導致後代學者在其作
者及“六成”的問題上意見甚爲分歧。清華簡《周公之琴舞》雖然鈔寫於戰
國，與《大武》的作成年代仍有一段距離，但卻是迄今所見有關先秦樂舞的
最完整記録，實爲研究《大武》各問題提供了珍貴的參考資料，正如李學勤
曾明確提出的：“《周公之琴舞》的性質是一種樂章，堪與倍受學者重視的
《大武》樂章相比。” 本文藉出土文獻與傳世古書間的參證，對《大武》樂章
的相關問題作重新的探討。總括而言，本文的結論如下：
第一，雖然部分學者以爲作爲音樂單位的“成”、“終”可以互訓，但其實
兩詞應該是有所分别的。“成”是樂章組成單位，每“成”相當於樂章的每一
章節，而“終”與現代漢語的“遍”、“次”相近，是計量樂章演唱次數的量詞。
①

①

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文物》第八期（２０１２ 年），第 ６７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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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樂章雖然分爲若干 “成”，每 “成”又包含一首詩，而在具體演奏
中，每詩又僅只誦唱一次，即一“終”，由此造成了“成”、“終”在語義上互涉
的情況，古書中“成”、“終”二詞混用的例子亦時有出現。
第三，清華簡《周公之琴舞》有所謂“九絉”，“絉”或該讀 “卒”，相當於
傳世文獻的“終”，簡文於成王儆毖“九絉”下共列有詩九首，由此可以證成
《大武》“六成”應該包含六首詩篇。
第四，古文獻記《大武》是西周初年武王克商後所作，但根據《禮記·樂
記》於舞容的描述，“六成”均分别反映西周時期不同歷史階段的事件，時代
上起武王克商，下迄周、召二公分陝而治。因此，本文懷疑 《大武》樂章 （指
音樂和詩篇）雖然作成於武王克殷後，但舞容卻應該是後世根據實際行禮
需要而再作編排的。
第五，《大武》樂舞進入“六成”之前，或許會有一序幕的階段，本文懷疑
《左傳·宣公十二年》所記的 《時邁》應該是序幕時所誦唱的詩篇。《周公
之琴舞》中有周公儆毖詩一首，共四句，亦可能是該樂章的序幕部分。
第六，上古樂章每一章節都分爲“始”與“亂”兩部分，而《周公之琴舞》
稱“始”作“啓”。我們從清華簡可以確知，樂章中的“始”、“亂”似乎只是從
結構角度對樂章中每一章節進行上、下兩半的切分，標示音樂及舞容的變
化，與詩篇内容的關係不大。
（作者單位：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後記：本文初稿於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上旬在香港嶺南大學主辦的“經學
之傳承與開拓”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近日瀏覽網頁文章，欣悉方建
軍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ｗｚ．
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 ｃｎ ／ ）發表《清華簡 “作歌一終 ”等語解義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及《論清華簡“琴舞九絉”及“啓”“辭”》（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原載
《中國音樂學》２０１４ 年 ２ 期）二文，當中部分觀點與本文有不謀而合之
處，謹此補充，備作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