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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的情境與隱喻
──《詩經‧采薇》一詩所建構的時間頻譜及其景觀詩學*
陳惠齡＊
摘 要
行旅作為雙向時空移動的過程，除了表徵時間的轉移與空間的變化外，也可詮釋
為生命的不同階段。因此，《詩經．采薇》詩中征夫的諸般心路歷程——軍事征旅中
對於移動、觀看、角色位置與歸返的種種表述，實可視為一種「旅行」概念的類型。
本論文擬從《詩經．采薇》一詩所具有獨特文化空間之結構性，諸如農業層級的
時間頻譜（Spectrum）及征旅移動的景觀詩學，藉此入探作為征旅移動者——戍役者
所投射極為複雜的環境意識與自然想像，如何在情境感發的語境中，相互激盪出新的
意義脈絡與詮釋概念。
論述進程首先依從戍役征途中的時間意識展開，藉由自然節奏性的耕稼時間與偶
然爆發性的戰爭時間的辯證，探析家國與個人的公私議題；至於時間意識的斷裂與差
異，則表現在「雨雪霏霏」與「楊柳依依」春冬榮淍分疆的物象中。其次則從戍役觀
景的兩種對立經驗模式：
「內在者的參與感」與「外在者的分離感」
，以此建構〈采薇〉
征旅移動中的三重觀景經驗，以及三種話語模式，期能觀測征戍者多重角色的定位，
並釐清〈采薇〉一詩迥非一則關於「喪失」與「再生」的故事，而是攸關蒼苦荒涼的
「失落」敘事。
上述有關征旅移動中的時間意識與景觀詩學，在《詩經．采薇》詩中，儼然成為
一種可見性的歷史─社會─空間的現實裝置，因此作為本文的論述實踐。

關鍵詞：
《詩經》
、
〈采薇〉
、旅行、時間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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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致謝忱。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收稿日期：101.08.06；通過刊登日期：101.09.27）

1

陳惠齡

興大人文學報第四十九期

一、前言：
「移動」作為一種觀點與論述
《詩經．采薇》一詩，是小雅七十四篇之一，《毛詩》及《朱傳》皆列為「鹿鳴
之什」的第七篇。1有關〈采薇〉一詩的創作年代及詩旨考證，眾說紛紜。如《毛詩．
小雅．采薇》：「〈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
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
〈杕杜〉以勤歸也。」2顯見《毛詩序》以〈采薇〉、〈出車〉、〈杕杜〉三詩為文王
時代之作。《齊詩》、《魯詩》則認為〈采薇〉是周懿王時代作品。3至於近代學者王
國維〈鬼方昆夷玁狁考〉、屈萬里《詩經詮釋》等作，則大致傾向三詩為周宣王時代
的作品。4至於〈采薇〉詩旨，除《毛詩》以為「遣戍役」之說外，尚有《詩傳》所謂
「勞還師」，5其後清．姚際恆《詩經通論》則推論：「此戍役還歸之詩。小序謂『遣
戍役』，非。詩明言『曰歸曰歸，歲亦莫止』，『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等語，皆既
歸之詞。」6
歷來有關《詩經．采薇》之研究，大致以上述議題為要，其後即纏繞於詩作時間
是為征人歸來，或初遣戍役之時？或詩人係參加戍役者所自作，抑或他人所預撰等等
詩學命題。諸家之說，莫衷一是，或肇因「詩主詠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複而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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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
《毛詩正義》
﹙臺北：藝文印書館，阮元《十三經注疏》
本﹚
，頁 331-334；以及朱熹《詩經集註》
（臺北：華正書局，1980 年）
，頁 105-106。
唐．孔穎達，
《毛詩正義》
，頁 332。
見清．王先謙著、吳格點校，
《詩三家義集疏》卷 14：
「魯說曰：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
刺。」
「齊說曰：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
﹙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頁 580。
王國維，〈鬼方昆夷玁狁考〉乃據銅器銘文考證云：「徵之古器則凡紀玁狁事者亦皆宣王時器
兮……宣王以後即不見有玁狁事。」見《王國維先生全集．初編（二）》（臺北：大通書局，
1976 年），頁 600-601。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社，2002 年）亦從王國維之說：
「詩中屢言玁狁，知此乃西周中葉以後之詩；舊謂作於文王時者，非也。……此詩蓋作於宣王
之世。」，頁 295。
明．姚舜牧，
《重訂詩經疑問》謂：
「
〈詩序〉
，遣戍役也；
《詩傳》
，勞師也。
《傳》較勝於〈序〉
。」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中《詩傳》即《子貢詩傳》
，其書雖偽，然
其說亦有可取者，姑援之以為參考。
見姚際恆，《詩經通論》卷 9（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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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承也，意則委婉而辭若甚倨也」
，7或緣於《詩經》富於比興意象表現之故，比
興意象既非是自然物象的簡單挪借，而有其意象生成機制及其文化內蘊，8因而益增解
詩分歧，凡此皆使說詩達詁成為一大難事。
《詩經．采薇》首章兩次提示邊患告急，作者自述離家出征，皆為「玁狁之故」。
繼則追述出戍與在戍情形種種，說明「我戍未定，靡使歸聘」的烈烈憂心，終章則以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表呈歸來時序瞬變，別來滄海，而
述其悵然感懷。全詩以真情實景，寓託感時傷事，堪稱記憶、記錄與懷抱的賦詩言志
之作。9然〈采薇〉一詩直言其事，固然不同於其他篇章所帶有抽象而朦朧的先民意識，
10

卻也異於以透明透亮弦歌，進行諷喻箴諫之正聲，11而是透過外物抒發感性化的心靈

情志，以景語寫情語的藝術形象，來傳達「有話不能明說」的「隱語」
。
審諸《詩經》學研究，概以「經學」
、
「歷史」與「文學」為三大研究門徑，12並擴
及文字、文章、史地、禮教、博物，以及民俗等諸多議題。13經由歷代學者精勤研究，
《詩經》學之輿圖日愈擴大，殆無疑義。然則有關〈采薇〉詩論的研究視野，似乎有
所拘囿，問題焦距也多重出而膠著，依據台灣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進行篇目
檢索，則查得自1971~2008年，以〈采薇〉為篇名與關鍵詞者，僅有13筆；根據中國期
刊全文數據庫，則查得自1994~2012年，以〈采薇〉為關鍵詞者計有70篇，以篇名索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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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朱公遷，
《詩傳疏義．自序》
，收錄于朱彝尊原著，林慶彰等編審，
《點校補正經義考》
（臺北：
中研院文哲所古籍整理叢刊，1999 年）
，頁 139。
可參拙作〈論《詩經．碩鼠》中樂土意象的生成機制及其文化意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
研究集刊》第 2 期（2006 年 10 月）
，頁 241-263。
聞一多〈歌與詩〉一文曾提出詩的「記憶、記錄、懷抱」三義說。收於朱自清等編輯《聞一多
全集．神話與詩》
（臺北：里仁書局，1999-2000 年）
，頁 181-192。
如或託寓勞動艱難，或讚揚勞作豐收的牧人之歌〈小雅．無羊〉
，又如或寄寓追索理想，或傾訴
戀慕衷情的〈秦風．兼葭〉
。
諸如把「莫赤匪狐」
、
「莫黑匪烏」比作貪官暴吏，以怒吼之聲，疾呼大家「攜手同行」
，離開黑
暗之地的〈邶風．北風〉一詩，以及憤言將遠離苛政，遷往安樂之鄉的〈碩鼠〉一詩，其所表
露「流離遷徙」的不合常理的大膽舉措等，皆顯見強烈而明顯的斥責與反抗。
參夏傳才，
《詩經研究史概要》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 年）
，頁 5。
有關詩經學研究概況與成果，可參林慶彰編著《詩經研究論著．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
年)、
《詩經研究論著．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林慶彰編《經學研究論叢．第 4
輯》
（中壢：聖環圖書公司，1996 年）
，以及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
；另胡樸安《詩經學》
（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雖出版早，若干出土資料未及載錄，然其梳理歷代詩經學之變
遷，一方面為舊者之結束，一方面為新者之引導，足資參考。

3

陳惠齡

興大人文學報第四十九期

則有112篇。總攬前賢之作，除聚焦於「遣戍役」或「戍役還歸」之考證辯詰，14其餘
諸說概分為二：一從個人生命意識、鄉愁情結、反戰思維等「主題意識」入題；二則
專就修辭方式、藝術特點與審美意象，15等「形式表現」以為解說。
總理上述有關〈采薇〉之詮釋觀點及方法論，似乎缺乏「整體情境化」的理解過
程，諸如眾所周知〈采薇〉一詩明顯運用三組比對：時序上的「今與昔」
、人生中的「來
與往」
、物候裡的「雨雪霏霏與楊柳依依」等「情境」變化，然而「情境」當不只指陳
外在客觀的感知架構，或是人所處身關乎政治教化下的「思想環境」
，所謂「情境」應
是攸關一個人對於周圍生活世界，所採取相互頡頏卻又緊密依存的一種「感知」與「回
應」模式。16
旅行移動似乎是一個現代概念，象徵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年代中的商業和休閒活
、
動，其間並涉及現代化所造成的群體遷移。17與「旅行」語源相關的詞彙，諸如以「行」
「游」
、「覽」
、
「觀」等作為前綴或後綴語者，不計其數，18以此返觀中國旅行文化及
其書寫現象其來有自，例如《詩經》
、
《樂府》涉及軍事征旅、遊子羈旅、遷徙旅泊等
篇什，或唐宋文中以亭臺樓閣銘記等另類遊觀作品，19又如歷代詩人舉凡涉及壯遊、

14

15

16

17

18
19

如劉偉榕，
〈反思《小雅．采薇》
「戍役還歸」說〉
，
《廈門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 1 期（2011 年）
，
即從「曰歸曰歸，歲亦莫止」為既歸之詞乎？「一月三捷」所言實事乎？「雨雪霏霏」是實景
乎？論證〈采薇〉是詩人奉命為遣戍役而作。
如邵立志，
〈從《采薇》看《詩經》戰爭題材詩歌的厭戰主旨〉
，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第 3 期（2009
年）
；王淑麗，
〈
「怨而不怒」的征人悲歌--《詩經．小雅．采薇》賞析〉
，
《中國語文》第 3 期（2004
年）
，頁 44-53；姚愛斌，
〈王夫之《詩．小雅．采薇》評語的癥候式解讀〉
，
《北京師範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11 年）等等，由於篇目繁富，不及備載。其中以姚愛斌一文針對
王夫之「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之觀點，提出辯證與修正，極富創發性。
此處「情境」概念發想，得自於鄭毓瑜，
〈晚清民初的「文學」情境－以「文」
、
「學」與「言」
、
「文」關係為主的討論〉
（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
，中央研究院主辦，2012 年 6 月 20 日-6 月
22 日）一文，啟發頗多。必須說明的是鄭文所定義的情境乃指陳在探究晚清知識份子的學思歷
程時，必須全面顧及各種既存與新出的因素，無一可被排除忽略。該文主要提示傳統與現代、
中學與西學、新與舊的區隔，實非一種標記界線，而是種種相互矛盾的羅列並置。顯見其定義
與本文所強調的「情境」略有不同。
為 Caren Kaplan 語，資料源自郭少棠，
《旅行：跨文化想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頁 3。
如游行、游方、游涉、宦游、遨遊、覽勝、游覽、游觀、觀光等等，繁不及備載。
可參柯慶明〈從「亭」
、
「臺」
、
「樓」
、
「閣」說起－－論一種另類的遊觀美學與生命省察〉一文，
見氏著，
《中國文學的美感》
（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 年）
，頁 27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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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宦遊等行腳天涯之作，皆屬旅行文本的類型。從出發、經過和抵達終點的理論
而觀，20行旅作為雙向時空移動的過程，除了表徵時間的轉移與空間的變化外，也可
詮釋為生命不同階段的視景。因此，
〈采薇〉詩中征夫的諸般心路歷程－－軍事征旅中
對於移動、觀看、角色位置與歸返的種種表述，實可視為一種「旅行」概念的融攝與
演繹。
職是之故，本論文乃取徑於旅行移動與景觀美學的理論，擬從《詩經．采薇》一
詩所具有獨特文化空間之結構性，諸如農業層級的時間頻譜（Spectrum）及征旅移動
的景觀詩學，藉此入探作為征旅移動者／戍役者所投射極為複雜的環境意識與自然想
像，如何在情境感發的語境中，相互激盪出新的意義脈絡與詮釋概念。必須特別說明
的是本文所定義之「景觀」與一般界定之「環境」並不同義，乃是意指「被感知的環
境」，21在〈采薇〉詩中，詩人的環境意識尤其首先來自於「視覺上的感知」，亦即行
旅經驗中的視角觀察－－征夫作為行旅主體總是不斷地對外在客體（作為「他者」的
殊異景觀與人事物象）進行凝視，其後則與外界環境在時空架構中產生了互動關係，
並進而將「感知」與「回應」的環境經驗演化成自我內在價值意向。前述所謂「整體
情境化」的理解過程，即意指全面掌握並詮釋《詩經．采薇》詩中移動的情境塑造與
感知模式，此即本文主要的關懷所在。茲錄《詩經．采薇》原文如下，俾便進行論述。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
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
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20
21

郭少棠，
《旅行：跨文化想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頁 19。
有關景觀概念與定義，參美國‧史蒂文．C.布拉薩著、彭鋒譯，
《景觀美學》
（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08 年）
，頁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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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詩經．采薇》詩中的時間意識
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古老而悠久歷史的農業民族，22自周代開始，農業經濟更被
視為提供財源和兵源的「國本」
，根據《史記．周本紀》所言：
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
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
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23
從引文可看出周人重農的傳統精神，朱熹《詩集傳．生民》則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殖
之志。24見諸〈豳風．七月〉即是一首周代的民眾農事詩，全詩按照月令季節的變化，
展現了全景式農事生活的歷史畫卷。而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詩經》
，三百篇什
中本有多種與古代生活相關的作物，其中多為當時農民慣常食用的糧草或熟悉的植
物，亦可為證。25

（一）
「常」與「非常」的時間周期性及其爆發性
〈小雅．采薇〉前三章以「采薇采薇」引渡「曰歸曰歸」的呼告，雖未明示因征
戍在外而「不能蓺稷黍」的心事，然則開篇已然呈現一幅歲暮年終而猶然久戍不歸的
士兵採集野豌豆的充饑圖。26隨著一唱三歎的複沓形式，征夫的傷逝感懷，就在「薇亦

22

23
24

25

26

如《論語．憲問》
：
「禹稷躬耕而有天下」
。
《尚書．洪範》亦云：
「洪範八政，一曰食」
，孔疏：
「勸
農事」
。可見「以農為本」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以上二書均引自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
經注疏》本。
見《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周本紀》卷 4（臺北：鼎文書局點校本廿五史，1986 年）
，頁 112。
《詩集傳．生民》卷十七：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
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頁 191）
。
據夏傳才統計《詩經》中草木蟲魚鳥獸等名物，有草名 105 種，木名 75 種，鳥名 39 種，獸名
67 種，蟲名 29 種，魚名 20 種。見氏著，
《詩經研究史概要》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
年）
，頁 117。另參齊思和〈毛詩穀名考〉統計《詩經》提及的穀食凡十五種，至於菜蔬則總計
五十種。見《燕京學報》第 36 期(1949 年 6 月)。

有關「薇」菜，孔穎達《毛詩正義》於〈召南．草蟲〉引陸機《義疏》云：
「薇，山菜
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蒮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
宗廟祭祀。」
《說文》段玉裁注引項安世云：
「薇，今之野豌豆也。」
（臺北：蘭臺書局
景經韵樓藏版）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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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止」
、
「薇亦柔止」
、
「薇亦剛止」
，野豌豆三個生長遞進階段中，見證了悠悠逝去的歲
月。薇草「止」
、
「柔」
、
「剛」的漸次變化，誠如朱熹《詩集傳》所言：「以其出戍之
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然則複調吟詠中的一字之易，顯然也構成一種情勢
與感受漸趨嚴重的變化意義。桓寬《鹽鐵論》嘗言：
「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
行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茲往而來歲旋，……，詩云：王事
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27文中強調春秋兩
月，恰為農業社會耕耘與收穫的關鍵時節，如是而觀，征夫發出「靡室靡家」之嘆，
固然是因久別父母妻子，
「不得安於室家」之故，然而逾時未歸，遠離故土莊稼，更是
失「耕」誤「穫」
，無以養父母妻兒之人倫大慟。凡此皆說明農耕文化在彼時人民主體
生命中的分量。
自古以來的農民，總是固守著土地，所謂「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
能成其身。」28即反映出人們所追求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所必須擁有的安和與穩
定生活。
〈小雅．采薇〉詩中「不遑啟居」
、
「我戍未定」
、
「不遑啟處」的敘述，不僅間
接投影出彼時農耕文明中墾民追求安土重遷的思維，也呈顯出農民層級在其特殊的社
會框架中一致性的集群觀念、價值思維與文化形態。
就整體現象觀察而言，社會原是由多層次的深淺層面所構成的統一體，其中並涉
及各深度層次之間的相互作用，諸如生態地理表層、社會階級組織層面、程式化的慣
例習俗、社會角色網絡、集體觀念態度、價值體系等等之互為滲透現象。29以農業社
會而言，其生態表層現象包括自然環境和生產環境等因素，這些因素不僅拘限了農民
社會領域，也影響到農業社會模式，包括日常生活實踐、集體共同的禮俗程序等文化
規約模式。
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等生存經驗，除了展呈農業生產勞作，人們感知日月星辰與季節氣候而生發的時間意
27

28
29

見桓寬撰、張敦仁考證，
《鹽鐵論．執務第三十九》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
，頁 73。
另《鹽鐵論．繇役第四十九》
：
「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
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為作也。」
（頁 88）
可參。
見孔穎達，
《禮記正義．哀公問》卷 50，頁 851。
參見喬治．古爾維奇著、朱紅文等譯，
《社會時間的頻譜》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頁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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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外，尤其表徵農民階層所標誌時間和對待時間的生活節奏，迥然不同於其餘士商層
級所產生時間框架中的時間意識與生活節奏種種。就不同社會框架中時間多樣化表現
形式而論社會階級及其社會時間層級，屬於農業村群的時間層級，或可概述如下：30
1. 長久持續和緩慢運動的持續性時間（Enduring Time）
2. 與季節相關的輪迴的時間（Cyclical Time）
3. 轉向其自身的遲滯性時間（Retarded Time）
4. 欺騙性時間（Deceptive Time）
5. 在延遲和超前之間交替的時間（Alternating Time）
《詩經》篇中農民階層的生產傳統模式大致是在上述時間中開展的，一如〈豳風．
七月〉一詩，即以衣食月令為經緯：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31在錯落有致的節氣物候敘事中，
不僅鋪排出人與自然和諧渾成的生活節奏與生產勞動，也照徹按照春秋日月恆常時序
而操持生活行動的農業社會景象。然而生活歸屬於緩慢運動的遲滯性時間內的封閉農
村，本是一個擁有自身時間層級的特殊社會群體，一旦被迫捲入外界所掀起時代戰亂、
政治經濟或社會變動，而撼動原本墾農層級的自然時間節奏時，鄉野之民對於執政者
或因戰事、徭役，而強制統一性時間的規約，便會興起一種非反思性的抵制意識。諸
如〈豳風．東山〉一詩寫戰士於歸途的所見所思，32其中即帶有縈懷難釋昔日農耕生

30

31

32

同前註，頁 79-80。所謂 1.長久持續性時間，乃指佔有支配性地位的過去時間，過去雖屬相對
遙遠的時間，卻被投射到現在和未來之中。2.與季節相關的輪迴的時間，則指自然節氣風候等
周期性對鄉村的影響力，間亦表呈過去、現在與未來在相互投射中，所突出的是持續性而非偶
然性。3.轉向其自身的遲滯性時間，則指傳統模式與象徵體系所賴以開展的一種過時時間，在
遲滯時間內運行的，往往是封閉性的團體。因此，即使未來已經實現於現在之中，卻總是無法
勝任。4. 欺騙性時間，是一種悖論的時間，意指在長久而緩慢延續外觀下，所隱藏的一種非持
續性的突發危機與劇烈震盪，如農村的現代化，或農業技術的變化雖緩慢，但終究還是在發展
中，這些都是在欺騙性時間的掩護下悄然進行的。5. 在延遲和超前之間交替的時間，則類同於
欺騙性時間，意指過去（延遲）和未來（前進）的實踐在現在之中的競爭。以上為筆者全面梳
理喬治．古爾維奇所定義社會時間之概括解釋。相關資料參見喬治．古爾維奇著、朱紅文等譯，
《社會時間的頻譜》
，頁 13-16、28-32。
見《詩集傳．豳風．七月》卷 8：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日之栗烈，無衣無褐，
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頁 90-93）
《詩集傳．豳風．東山》卷 8：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我東曰歸，我心
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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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體驗的雪泥鴻爪；
〈唐風．鴇羽〉一詩，33也是「農民苦于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者，
呼籲之詩」
。34論者嘗歸結農民「戀土」的情懷如下：
第一、從農業生產者自身的情況看，土地是衣食之源，離開了土地寸步難行。……
第二、農業生產方式決定了人們必須有固定的居住地點，要求定居生活，……
第三、統治者為了有利於他們的統治，意識到農業是國家的經濟基礎，因而對
於農業給予提倡、重視，最重要的措施便是「藉田」禮。35
然則統治者一方面希望人民安土重遷，另一方面卻又不斷地擾以戰事、徭役或苛政，
來威逼人民遠離家園。在〈小雅．采薇〉詩中作為破壞農業稼穡時序，干預並顛覆農
民社會原有時間節奏，進而佔據支配地位的「爆發性時間」
、
「不規則的時間」
，即是因
「玁狁之故」
，而導致「王事靡盬」的戰爭危機。
先民最原初的時間意識，原是在晝夜星辰，周而復始，四季寒暑，交替盈蝕中，
感知時間的流動性與生活的節奏周期性。
〈采薇〉全詩計分六章，每章八句，每句四字，
前三章如前所述，一方面藉由端凝薇菜三個不同生長階段：剛剛破土而出，到幼苗的
柔嫩，再到粗硬的梗子，敘寫連環性時序的節奏，一方面也刻繪從「歲亦莫止」到「歲
亦陽止」
，在時間層層遞進中，征人久戍而歸家無期的痛苦。
前三章的時間節奏即是作為延續性、順序性與規律性的現象反映，然而到了第四、
五章「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即進入從軍征戰，警戒驚惶不可終日的戰鬥場景──這是在
延續性時間內所出現一系列令人驚異的間隔和瞬間。
在戰爭的時間中，由於逸出正常規律的節奏，因此「偶然性」得以突顯，這是集
體採取充滿果敢奮進行動的時間，也是渴望朝向理想和共同價值的時間，此刻「榮耀」
的現在時間意識，似乎遠勝於過去和未來，故而原本滿腔怨悱哀嗟的征夫，在此爆發

33

34
35

見《詩集傳．唐風．鴇羽》卷 6：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頁 72）
。
見陳子展，
《詩經直解》上冊卷 10（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 年）
，頁 360。
參見李春華，
〈
《詩經》思鄉戀土主題成因試析〉
，收錄於《遼寧教育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 2 期
（2000 年 3 月）
，頁 88-92。所謂「藉田」
，乃指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以迎春于東郊，天子親載耒耜。藉田禮雖屬禮節性、象徵性的行為，但周天子的重農、勸農由
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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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時間的戰爭階段，個體角色遂逐漸被壓抑、湮沒，最後僅存屬於整體家國的社會角
色，以及日趨忠勇愛國的集體性態度。循此，詩人所構設的觀戰視角，顯然蘊結「創
造性的寫實」意義：在「戎車既駕」
，敵我拚殺的畫面中，並非鋪陳屍體堆疊屍體，或
人與人相食的慘烈煉獄景象，而是轉筆描寫「四牡業業」
、
「四牡騤騤」
、
「四牡翼翼」
等層層遞進之句，張揚車駕雄馬的高大精良，象喻軍容壯盛的嚴整和將帥士卒的威武
昂揚。這個殺戮戰場中的非家園世界，已然被偽裝成秩序嚴謹，堂皇莊嚴，無有缺遺
的宇宙。
戰爭的時間，實為一種最不具確定性的時間，在這一種危機時間中，凡一切「非
持續性」
、
「偶然性」的事物都臻於最大化，一如被徵調來戰場，成為「戍卒」角色之
後方才體認奉行的「君父邦國」概念，即在此一時間意識中被神聖地高舉，以是而有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烘托軍隊將帥與車馬服飾之盛的讚
語；36反之，作為「庶民」個體角色，旋即被削弱至最小化，由是原本頻頻呼告「曰歸
曰歸」
，浩歎人世蒼莽、靡室靡家的幽咽怨斷，對比於「豈敢定居，一月三捷」的大纛
揭舉，遂成了突梯悖論。愛欲情感範疇既經重新界定，則失卻家園，飄泊異境，無法
根著的身心大剝離，顯然也非關周天子和將帥之過，而是逆轉為針對玁狁入侵的同仇
敵愾所致。詩人於此所曲曲勾勒戰場上的韶華勝極，似乎為我們扯斷了慣性思考「反
戰」這一線索。然則「國體」政治意識的大敘述，如何能僭越「個體」生命意識的小
敘述?

（二）物色意象中時間意識的斷裂與差異
詩歌直至第六章，才又轉回顯示階段性與連續性相統一的規律性時間的節奏──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的季候畫面，標示了寒暑運行周期的
軸線，也總結了全詩的情境命題。所謂「節奏」
，即是物質在運動中以等距離時空呈現

36

見《箋》
：
「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聞一多則以古音相近而釋「常
棣」
、
「唐棣」為「裳帷」
，
「維常」為「帷裳」
，以此形容車服之盛。見李定凱編校，
《聞一多學
術文鈔．詩經研究．詩經通義．何彼襛矣》
（成都：巴蜀出版社，2002 年）
，頁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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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復連續，亦即是透過在時間與空間中的運動而誕生的一種規律。37誠如屈原《離
騷》喜用春、秋與朝、暮的對舉，來暗示時間性的永恆周遍之感，民歌俗曲也常透過
四季十二月的重疊排比，來表徵四季的流轉，時序的循環不息。論者有謂中國詩人在
描寫自然之美及表現對自然的驚詫或喜悅時，通常含有敏銳的時間意識，38〈小雅．
采薇〉中詩人時間意識的形成，尤在於感知季節物象對比情緒中所揭現時間更迭的暗
影，一如春天溫燠與冬日寒沍，原植基於鮮妍明媚與風雪澹漠兩種物色景觀的對比。
掩映垂柳，柔梢披風，自然予人一種煦麗可愛之感；紛飛雨雪，拂了還滿，則顯示歸
人冒風馳行不得的蹇困景況，自春徂冬的跨度更揭露出時間的「斷裂」與「差異」意
義。
〈小雅．采薇〉中的詩人即是以「春」與「冬」的交互並呈，映現旅人前後兩個殊
異的心象，並以此浮雕出與作者意念願望相違的現實世界。彼時少壯出征，或對征旅
寄以多少詠嘆聖戰的壯志，是以離人感受，盡是楊柳依依，春工妝點的甚美風日，相
對於歸返之際的「行道遲遲，載渴載飢」
，昔日出征之人或許更有一股「行道急急，載
欣載奔」的奮進與勇赴精神；然而滄桑征人卻是在隆寒逼人的雪景中幽憂歸來。撫今
追昔，詩人悲欣心情的轉換，對時間傷逝，對物換人非的憂懼，都在末章物色氣氛的
釀塑中委婉托出，這個詩情畫意的象徵情境實賦有重要的示意功能。
在末章中所呈顯的時間意識，已然由集體統一性行動的時間、干預農業社會現實
的時間，又重新回到農民階層意識中對時間的感知、概念化與測度等等持續性而規律
性時間體系內。儘管作為國家社會的一份子，都必須被整合於社會結構中，然而每一
個社會階層卻都擁有自身的動力機制與時間層級，因著不同體系與屬性之故，每個階
層或多或少都會反抗其所屬的總體社會的強力滲透。對農業民群而言，作為總體社會
歸趨的征戰時間，原本即屬於不規則、爆發性而逸出日常生活軌轍的時間，故而當揮
別戰事，解甲歸田之際，必然要被迫正視原有的時間層級，以便再度尋回自己所屬的
社會層級位置，然而返鄉的征夫已無法再認同或回歸於「自然循環時間」的節奏。
試想，四季推移與歲暮雨雪，原是日常生活中極單調無奇的景象，並無任何特殊

37

38

有關「節奏」分析與定義，是列斐伏爾延續《空間的生產》概念，且強調人的身體是節奏的總
和，日常生活就是人體、宇宙時空、文化、社會的節奏的交錯。參見吳寧，
《日常生活批判──
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頁 33-36。
參顏崑陽主編、龔鵬程著，
《春夏秋冬》
（臺北：故鄉出版社，1980 年）
，頁 35、34。該文論及
四季、物象、感情與時間，對本文頗有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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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變異性，而今征夫卻耿耿於懷，顯見詩人反思時間的經驗與意識，幾經波折，並
非直接來自於體驗現實中自然現象週期性的轉換，而是透過自身擇取環境物象的聯結
與延伸意義－－以「楊柳依依」可愉之景，側寫春征初始的從軍樂，以及從戰場車馬
服飾之盛，開挖士卒雜糅著神聖、榮耀、欲望與恐懼的多層次心理，上述景語所勾連
的其實都是在不獲察覺的「欺騙性時間」掩護下，悄然進行的一段虛幻性時間。
直至詩人以自然時間節奏的榮凋分疆實景，刻寫征夫「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的
深重情思與難言之隱時，建立在今／昔、來／往、雨雪／楊柳等對比原則的結句，才
真正箋注了原本理應樂極榮歸的征夫，最終卻置身在一個與認知經驗中季節運行規律
多所牴牾的陰冷幽黯世界的悖逆敘事。援此而觀，方玉潤《詩經原始》之論：
「此詩之
佳，全在末章真情實景，感時傷事，別有深情，非可言喻。故曰：
『莫知我哀』
。不然，
凱奏生還，樂矣，何哀之有耶？」39顯然勝於王船山於《薑齋詩話箋注》中〈詩譯〉
第四則的論評：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
樂，一倍增其哀樂。」40由此也見〈采薇〉詩人其豐富而幽微的複雜情思，顯然超越
確指言說在意涵上的有限性。
《詩經》諸篇中所攝取的物象，大都是非孤立的形象，而是有其從歷史或背景上
的聯繫，諸如〈燕燕〉一詩，諸家之說頗為參差：或從「二月中春乙鳥至，當是國君
送女弟適他國在此時也」
，或分從《春秋經》
、
《左傳》
、
《公羊傳》等考掘制度禮文或遠
古遺俗，41或從圖騰崇拜的宗教觀念，闡釋殷民族的先民望著祖先神－－燕燕，朝向
祖宗故地飛去，42要之，皆需究其與歷史、神話傳說的關鎖，方得以掌握其思想意義
與情感義蘊。
〈采薇〉一詩，雖也有其特定的歷史時空背景，然則詩人發抒「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的主觀情志，卻是能跨越時空與超越個人閾限，而
與人類群體的心理情感結構，產生相似與對應關係。

39
40

41
42

方玉潤，
《詩經原始》
（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頁 341。
見戴鴻森箋注，
《薑齋詩話箋注》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頁 10。實則〈采薇〉詩
中已明言「載渴載饑」
，又直說「我心傷悲」的征人歸返，何樂之有？
以上諸說，參見李定凱編校，
《聞一多學術文鈔．詩經研究．詩經通議》
，頁 210-213。
見趙沛霖，
《興的源頭－－歷史積澱與詩歌藝術》
﹙北京：中國社科院出版社，1987 年﹚
，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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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詩經．采薇》詩中的景觀詩學
前引王夫之《薑齋詩話箋注》針對〈采薇〉一詩所創構「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
樂」的詩歌美學境界，向為人所稱頌。王船山針對此論另有衍義：
「善用其情者，不斂
天物之榮凋，以益己之悲愉而已矣。……當吾之悲，有未嘗不可愉者焉；當吾之愉，
有未嘗不可悲者焉。目營於一方者之所不見也。」43其詩學觀點主要側重以景語言情
的情感體驗，尚未及推廓由自然地理和文化形態結合構成的景觀概念，以及理解景觀
中存在之物或對景觀進行體驗的根本性概念。當景觀作為被感知的審美對象時，勢必
從總體上來定義，如建築物、人造物和自然物等整個景致的涵括，其中自也包括「人」
在內。44在景觀中「人」的在場或缺席，經常是至關重要的。有人無人或何人，皆是
攸關場景的熙攘光彩或荒涼晦暗的要素。相對而言，外在物色，諸如草綠花紅、清溪
濃雲，也足以生發吾人生之力與生之趣，此即《文心雕龍．物色》所言：
「物色之動，
心亦搖焉。」準此，
〈采薇〉詩中的景觀，也包含有一個抒情主人公（征夫）以及被觀
照的外界景觀，主體與客體之間且有隱秘的聯繫。戍役觀景的模式則兼有兩種對立經
驗：一為屬乎「內在者」
（insider，典型代表是當地住民）的「參與」模式，以及另一
種「外在者」
（outsider，典型代表是觀光客）的「分離」意識，45觀景審美經驗既不是
純客觀的，也不是主觀的，而是主客體交融的作用。至於引發敘述者進行審視變遷風
景的源由，則來自於關乎空間移動中時間往返穿梭的「流動性經驗」
。

（一）征夫觀景經驗中的三重世界
藉由敘述者－－征夫的視角中心，所營構的景觀，大致有三：一是作為征途移動
中所見所思之自然景象（前三章）
；二是作為戰場戰事中所見所聞的恐懼地景（第四、

43
44
45

王夫之，
《詩廣傳》卷 3〈論采薇〉之二（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
，頁 75。
參美國‧史蒂文．C.布拉薩著、彭鋒譯，
《景觀美學》
，頁 3、23。
作為分離與介入的觀景審美經驗，原是關鎖藝術與美學的實踐或道德領域，諸如審美經驗中所
鑄就的「心理距離」
，或康德所指稱的「無利害性」
，或是感知主體與審美對象之間的「特殊關
係」等。諸如現代西方風景畫的方法，主要反映分離的、外在者的景觀經驗模式，而澳大利亞
土著繪畫，或中國山水畫幅中的天人合一畫境，則表現一種參與的、內在者的經驗模式。相關
論述，參見同註 44，頁 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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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
；三是作為歸返家園所感所懷的季候風物（末章）
。在作為敘述者的景觀經驗中，
除了涵攝有庶民日常生活經驗（採薇而食，充饑裹腹）
、特殊戰爭經驗（從軍征伐，疲
於奔命）
，以及個人審美經驗（春冬代序，時移事往）外，通過長征之旅所獲得的則是
對三種存在世界的感知過程。以下茲將三種存在模式，以及與之對應的審美經驗標示
如下：46
1.客觀的／周圍世界（野薇景觀）－－→生物性的感知
〈采薇〉詩中敘寫「薇亦作止」
、
「薇亦柔止」到「薇亦剛止」
，野生薇菜三個不同
的生長階段，在征旅者的凝視中，已然成為被記錄的自然地景。這個極為世俗化的自
然物象景觀，原屬乎一種客觀存在的生物世界。對萬物來說，客觀世界除了意味著順
應自然循環的法則和規律外，也同時包括了生物的需求、本能和衝動。是以〈采薇〉
首三章所呈現按照自然規律變化的野薇生長景象，這個客觀景物，除了被賦予農業文
明的義蘊，表徵行旅者的「周圍世界」
，不再是平常習見的日常農作物，諸如黍麥稷豆，
而是放眼滿山遍谷的野生薇菜，甚至以野薇作為主食，側寫戍邊生活的清苦。面對自
然客觀世界的役人，他所興發的感知經驗，也正是以「載饑載渴」與「曰歸曰歸」的
控訴，豁顯了「溫飽與安居」作為生物需求的最大命題。
2.社會的／共在世界（殺戮戰場）－－→文化性的感知
47

所謂「共在世界」
，即是指社會或文化的世界，也是人類之間相互聯繫的世界。〈采
薇〉敘寫征夫個人遭遇的境況時，也同時反映了政治社會的現實寫真，其中關涉戰場
的勾繪，即屬乎一個特定文化背景中的國家政制風格和集體觀念，循此之論也可回應
前言及下文即將處理〈采薇〉詩旨的若干議題。
〈采薇〉詩中這個共在世界－－戰爭現
場，最重要的建構企圖是：歌頌聖戰，渲染盛況，標舉勝利，並藉此形塑社會文化規
範下的群眾性格，這也是敘述者對自己身為群體一分子的一種自覺。是以，作為「恐
懼景觀」的戰場，不僅是征戍者個人從軍經驗的一部分，也是彼時「現實社會」的縮
影與寫真。然而在文化教養下的精神產物－－「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的政治潛

46

47

從人類存在的結構現象而析論，大致有三種同時發生的存在模式：客觀世界（umwelt）
、現存世
界（mitwelt）
、自我世界（eigenwelt）三種。此處所援用之相關理論，參見同註 44，頁 74-76。
同註 44，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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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48實際上卻透過兼攝「恐懼地景」與「景觀詩學」的殺戮戰場，而大顯批判性
與辯證性的語境，此亦即終章所浸透以哀景寫榮歸的總體情境命題。
3.主觀的／自我世界（歸鄉場景）－－→個體性的感知
〈采薇〉詩中除了藉野薇自然生態，淌漾出極具欲求性的飲食家屋呼籲，也同時
凸顯了文化意義上的戰場景觀，援此映現彼時社會風教與國家政治的真實面貌，上述
兩種觀景經驗大致趨向於先天生物性反應模式與後天文化性認知模式。審諸《詩經》
其餘篇什，類此書寫者頗多。49獨能代表〈采薇〉詩人總體精神樣貌且最為人傳誦者
則是終章，50乃因此章最能表現詩人對生命的自我觀照，展露超越生物性與文化局限
的個體性風格。所謂「自我世界」
，即指一個人與其自我的關係模式。〈采薇〉結章的
觀景經驗，主要來自於外在景觀與內在心境的巨大齟齬。然則四季景觀本身即變動不
居，眼前冬雪鄉土洵非記憶檔案中的春柳鄉土，卻也迥非「他者地理空間」。鄉景未
有鉅變，人與鄉土的交互性與熟悉感卻有了斷裂，關鍵點即在於「人」本身，真正變
異者實為「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的分殊。歸人對今昔殊異風景的質詰，正源自
於對自我生命的探詢和質問。循此，詩人對於歸鄉場景的感知經驗，實為生命在劇痛
中諸般糾纏扭曲後的一種自觀，更是一種主體身份從初始曖昧而終被證實的過程，這
個身份既不是「榮歸戰士」
，也不是亟呼曰歸的「思鄉遊子」
，而是一個「生命的叩問
者」
。顧隨嘗以極簡之語稱美〈采薇〉
：
「楊柳依依。好，還在上句－－昔我往矣。」51
探其究竟，或意在〈采薇〉詩人抒情於文學而究心於人性之故。

（二）征旅景觀中的三種話語模式
相對於「釘根固著」
，
「流動位移」其實也是一種生命存在的形態。以農立國的中
國向有「安土重遷」的心態，人際關係既根固，日常生活作息也依四季而定，是以心
48
49

50

51

見朱熹，
《詩經集註》中引程子言，頁 106。
反映饑寒凍餒之詩篇，有〈碩鼠〉
、
〈東山〉
、
〈北門〉
、
〈君子於役〉等；另有關戰爭題材者有：
〈江
漢〉
、
〈常武〉
、
〈無衣〉
、
〈出車〉
、
〈六月〉
、
〈采芑〉
、
〈東山〉
、
〈何草不黃〉
、
〈杕杜〉等篇。
如《世說新語．文學第四》載：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謝玄) 稱日:『昔
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
『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
深致。」見劉正浩等注譯，
《新譯世說新語》
（臺北：三民書局，1996 年）
，頁 191。
顧隨講、葉嘉瑩筆記、顧之京整理，
《顧羨季先生詩詞講記》
（臺北：桂冠出版社，1992 年）
，
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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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趨於保守，一遇移動，則常有傷別離，嗟淪謫、哀流亡、嘆遷貶之思懷。52若將「旅
行」作為喻詞，則「旅行是描述各種轉換與變遷的喻詞最通常的來源」
。53就古今旅行
觀而論，也有不同的心理象徵方式，諸如古人大都視旅行為人的命運和定數，今人則
多數視旅行為一種自由與追尋的象徵。然則不管何種旅行類型，行旅者都必須面對內
心世界與外在世界同時發生變化的過程。對於〈采薇〉中的征人而言，這趟載飢載渴
的征戍之旅，最先遭逢的遷變即是從「安居家園」形態，挪移為「遠離故土」的流動
征旅，以及從原本平庸瑣碎、單調無奇、日復一日的農耕漁獵等常態性生活，移轉為
獻身國族的「非日常性」神聖壯舉。歷經征旅移動的征夫就此陷落於個人－國家－家
園的三種思維序列中，並且建立起與各階段歷程相對應的身份角色扮演的轉換。
就《詩經》的政治等級關係而觀，社會成員大致有君、臣、民三大類。相對於掌
握國家政治權的君王，以及具有實際行政權的各級官員，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即是廣大
庶民，而這也是《詩經》最大的創作群。
〈采薇〉中的征人角色即往復穿梭於上述這些
現實的人際網絡語境中。全詩總計出現六次以征夫「我」作為發抒主詞的詩句，54從
「詩言志」的詩歌功能性命題發論，
〈采薇〉一詩直可視為一種言說方式，倘若透過詩
篇中觀景模式而探索言說語境的關係組合，亦即言說者（誰在言說）與言說對象（向
誰言說）的話語模式，55應可觀測並梳理出戍役者多重角色的定位。
1.「鄉土我－－異域我」的話語關係模式
征夫在空間移動轉變中，首先引發的是離開本土的飄泊感與無根感，因此首三章
配合著「采薇采薇」一唱三歎的複沓形式，反覆吟詠出「曰歸曰歸」的怨嗟主弦律。
這正是「偏驚物候新」的「異鄉客」心態，而勾起征夫思鄉情懷的物象，即是相對於

52

53

54
55

龔鵬程，
《游的精神文化史論》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一書，嘗論及中國社會構
成的兩種互動的現象：
「居」與「游」
，觀點可參。
此處有關旅行概念的解讀，取自亞利．里德﹙Eric Leed﹚的說法。參郭少棠，
《旅行：跨文化想
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頁 18。
計有我戍未定、我行不來、昔我往矣、今我來思、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等六句。
此處所採用言說者與傾聽者的言說語境之概念，來自於李春青，
《詩與意識形態：西周至兩漢詩
歌功能的演變與中國詩學觀念的生成》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頁 61。唯該作主要
處理人神關係、君臣關係、同儕平輩之語境言說，與本文專章〈采薇〉一詩大不相同。另拙作
以為言說模式所定義之「傾聽者」
，實際上只作為一種虛擬對象，實非真能傾聽者，故更易為「言
說對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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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莊稼作物榖食菜蔬的野生薇菜，56顯而易見，這是一種植基於現實生活經驗的反
差性景觀視野。
〈采薇〉詩人征途的景觀，先是以一個被分離的「外在者」眼目而構建景象，在
這個景觀中的主體人物是「征夫」。軍事行游本非出於個人意願或沒有目的的隨興所
至，而是緣自於國家政治性的推動與驅策，因此在征旅中，敘述者不僅一再面對生活
規律與角色扮演的轉換，其中更屢屢承受於朝聖儀式性的強烈召喚－－軍事行游的終
極效應顯然不是個人性的，而是攸關民族、國家與社會的積極意義。篇章中頻呼「曰
歸曰歸」
，乃緣於立足在自身經驗的觀照上，以「鄉土家園」
（尋常環境）作為「異地
風土」
（變色風景）的參差對照，因而產生「靡室靡家」的「陌生化」與「疏離感」
。
以是，遂有表徵「鄉土我－－異鄉我」悲苦的敘述話語模式，表明觀景者與外在景觀
的分化關係，而征途景觀經驗不僅照映遊子戍客的悵然情懷，也順勢成為改造征人原
初身份角色的試驗場。
2. 「小人（士卒）－－君子（將帥）
」的話語關係模式
不同於首三章充溢極具個人性、家園性話語中的民間色彩和生活氣息，
〈采薇〉四、
五章敘及疆場上赫赫軍容景觀，透過敘述者觀看嚴整閎壯的戰馬、戎車、將士、兵械
等戰場氣象，顯然是一種國族主義價值和官方政治意圖的反映。在此「王命號召，扞
衛中國」的歷史語境中，具有極強烈的朝聖儀式性的召喚表現。個體性遂在龐大官方
意識形態的滲透下漸被壓抑，至此，所謂觀景者與景觀的關係則成為「介入者」式的
合一，而「介入」模式，則近乎一種沒有自覺反省但卻充滿意義的經驗的「內在者」
視角。誠如前述在戰爭的神聖時刻中，詩人藉由反映軍隊裝備精良、所向披靡氣勢，
以及下層士兵同仇敵愾、團結一心的精神面貌，強力表述的即是士卒役人角色已被順
利整合在強化統治與社會秩序系統中。
論者嘗就《頌》詩的總體性意識形態而提出：
「
（中國）詩歌始終依違於個體性言
說與意識形態言說之間，很難成為純粹的個人話語。」57返觀孔穎達《毛詩正義》釋

56

57

依據齊思和，
〈毛詩穀名考〉統計《詩經》提及的穀食凡十五種，俱為農作的收穫，肉食中則有
相當部分由漁獵而來，至於菜蔬則總計五十種，少數是野菜。見《燕京學報》第 36 期（1949
年 6 月）
李春青，
《詩與意識形態：西周至兩漢詩歌功能的演變與中國詩學觀念的生成》
，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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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薇〉遣戍役之說：
「序言遣戍役者，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
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文王為愧之情深，殷勤於戍役，簡略將帥，故此篇
之作遣戍役為主。」58文中論及「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
耳」
。觀點恰好暗合〈采薇〉四、五章鮮明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話語模式。借助時空的轉
移，在第四、五章景觀中的主客體人物，已不再是作為征夫我的分化鏡像－－「未知
身份的社會存在角色」
，而是被置換為明確具有身份角色的庶民戰士與表徵君父的「君
子」
。
〈采薇〉中章主要是以「小人（士卒）－－君子（將帥）
」作為話語關係模式。
3.「征夫我－－歸人我」的話語關係模式
〈采薇〉
中刻繪役人在征途中觀景經驗的層次，依序從初征之際極具庶民性的
「靜
觀」外界景物，繼而投身於神聖化征戰歲月，則是一種「行動的」經驗，最後終章的
戰後歸鄉之途，則是征人歷經啟悟反省後的另一種深層景觀經驗。較諸篇中「心亦憂
止」
、
「憂心烈烈」
、
「憂心孔疚」等透明透亮宣告傷悲與焦愁，一旦踏上返鄉之途的征
夫卻反而在一切混亂歸位後，發出「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之語。
「我悲而人不知」的
語態，顯然是一種感情雙向對流的「分享性」經驗表述。其重要意義乃在於此「心理
交易」
，足以表呈征夫已跳出自我囿限，而是典借「他者」
（理性與感性兼備的超越我）
的思考，反觀於自我省察與終極反思。
末章觀景者對家園景觀形成一種既馴服又疏離的弔詭心境──在生命的巡遊後，
眼界與心靈的重新界定中，對家園的感覺，已然是遊走在時間的層疊或夾縫裡，是以
觀景兼具「介入」與「分離」兩重意識。敘述者對家鄉的記憶與記錄，先是以視覺作
為對比－－「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近在眼前的家園故土，
並無法維持記憶中的背景裝飾，昔時春風多情，款擺蕩漾的楊柳美景，已被取代以霰
雪無垠，凜冽凍風的寒肅冬景，顯見歸人原是停駐在時間之外的故鄉。然而時間的遷
逝卻影響了對鄉土地方的認同感，以致歸人而有昔日之我與今日之我的兩般心境。景
觀中的主體人物因而再度轉回「我」的喃喃述懷，並含藏「自我改造」的意味。歷經
幾段錯亂生命的交叉疊合後，征人從原本征途中的觀物觀景觀人，退回自身，退到被
觀照的位置。在「征夫我－－歸人我」話語模式中，詩人藉由「自觀」的內向性審視，

58

唐‧孔穎達，
《毛詩正義》
（臺北：藝文印書館，阮元《十三經注疏》本）
，頁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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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是一種對現實的大否定。爰是，
〈采薇〉一詩迥非一則關於喪失與再生的故事，59而
是攸關蒼苦荒涼的「失落」敘事。

四、結語：征旅景觀作為抒情的「隱喻」
聞一多〈說魚〉一文，嘗就自然物象而被賦予某些想像的觀念內容，提出「隱」
在《六經》中，相當於《易》的「象」和《詩》的「興」
，並援此而說明「
《詩》──
作為社會詩、政治詩的雅，和作為風情詩的風，在各種性質的沓布（taboo）的監視下，
必須帶著偽裝，秘密活動，所以詩人的語言中，尤其不能沒有興。象與興實際都是隱，
有話不能說的隱。」60援是而論，頻頻呼告「曰歸曰歸」的〈采薇〉詩篇，詩人最終
發出「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之語，已然是「痛貫心肝」而逼近一種批判與寄託的書
寫，並未盡如依從〈詩序〉立說者所一再借題發揮《詩經》「風以義」的政治性訴求：
「毒名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
矣」、「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61或如近代學者「以
志逆意」地歸結為「保衛中國疆土光榮史詩」，62或「愛國主義詩篇」等維護統治者，
安撫民心之論述。63
且不妄言《詩經》詩篇作者所投射主體性的價值思維和情性認知等，然詩者既是
人心之所存，有感而後發者，則詩文莫非憂樂怨慕之所形見，所謂「詩也者，正變存
乎感，哀樂存乎音，美刺勸戒存乎意，升降理亂存乎時。得其意，故時可見也，得其
感，故音可審也，得其音，故政可知也。」64顯見《詩經》作品必有某種程度上的寫
實反映，即或先王之世，君臣上下有如一體，書寫者藉由或頌美或規諫，以託寓國族
59

60
61
62
63
64

綜觀前人針對〈采薇〉一詩之述評，大都強調征戍者「凱旋歸來」所面臨時序瞬變的感懷，如
方玉潤《詩經原始》即言：
「今何幸而生還矣，且望鄉關未遠矣，於是從容回憶往時之風光，楊
柳方盛，此日之景象，雨雪霏微，一轉瞬而時序頓殊，故不覺觸景愴懷耳。」
（頁 341）
。凡此
皆從壯士從戎，或未必生還，而今卻幸而凱旋歸來，以此發論，顯見乃將〈采薇〉視為關乎「喪
失與再生」之敘事。
李定凱編校，
《聞一多學術文鈔．詩經研究》
，頁 67。
宋‧朱熹，
《詩經集註》
（臺北：華正書局，1980）
，頁 105-106。
糜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一）（臺北：三民書局，1985 年），頁 342。
周滿江，
《詩經》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0 年）
，頁 76。
陳言，
《詩疑．自序》
，收錄于朱彝尊原著，林慶彰等編審，
《點校補正經義考》
（中央研究院文
哲所古籍整理叢刊）
，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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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底蘊與個人生命意識，應也屬必然。
重審《詩經．采薇》一詩，篇中戍卒既有與上位者同仇敵愾、抵禦外敵的愛國思
想，又有戀念故園、自傷離亂的悲愴情懷，這本是自然人性，然而在儒家的溫柔敦厚
詩教下，要求節制情感，喜怒哀樂不能隨意宣洩，即使宣洩，也必須合於節制規則，
以致有關〈采薇〉詮釋，即使歷來多有新題舉創，終趨於詩教一脈所點染文以載道之
志與感時憂國之思，或付諸公眾想像領域，而殊少於探勘或揭現人性更複雜的可能。
實則通覽《詩經》篇什，頗能察覺士庶民群喜、怒、憂、懼、愛、憎、欲等諸般感情
樣態，這些感情標記既是詩人創作的前提，也是詩人書寫的重要論題。
本論文藉由《詩經．采薇》一詩所具有獨特文化空間之結構性，諸如農業層級的
時間頻譜與庶民應命征旅歷程，所形塑詩篇的文化意蘊，及其在歷史傳統與社會環境
規約下，詩人所含藏有話不能說的難言之「隱」
，進行探勘詩人書寫與觀看的獨特方式
──時間意識與景觀詩學，希圖對於〈采薇〉一詩有翻新與發明的詮解，期能在移動
的情境塑造與感知模式中，開拓〈采薇〉詩人主體想像的情感範疇。
論述進程首先依從戍役征途中的時間意識展開，藉由自然節奏性的耕稼時間與偶
然爆發性的戰爭時間的辯證，探析個體頻呼「曰歸曰歸」對比於將士高歌「一月三捷」
的公私議題；至於時間意識的斷裂與差異，則表現在春冬榮淍分疆的物象中，征夫「我
心傷悲，莫知我哀」的深重情思與難言之隱，實建立在今／昔、來／往、雨雪／楊柳
等對比原則的結句。
其次則從戍役觀景的兩種對立經驗模式：內在者的參與感與外在者的分離感，以
此建構征旅移動中的三重觀景經驗，以及三種話語模式。透過長征之旅所獲得的三種
存在模式，以及與之對應的審美經驗，依序是 1.表徵行旅者「周圍世界」的自然野薇
景觀，主要豁顯生物性欲求的命題：安居與溫飽。2. 兼攝「恐懼地景」與「景觀詩學」
的殺戮戰場，則表徵戍役與社會文化緊密聯繫的「共在世界」
。3.人與鄉土風物的交互
性與熟悉性的斷裂，以及「昨日征夫」與「今日歸人」的分殊，也足以證明歸鄉場景
實為一個「自我世界」
，就中傳述征夫觀景觀物觀人之後的「自我省視」
。另從篇中觀
景模式而探索言說語境的關係組合，則規模出「鄉土我－－異域我」
、
「小人（士卒）
－－君子（將帥）
」
、
「征夫－－歸人」
，藉此觀測征戍者多重角色的定位，並總結〈采
薇〉一詩迥非一則關於喪失與再生的故事，而是攸關「失落」的敘事。
上述有關征旅移動中的時間意識與景觀詩學，在《詩經．采薇》詩中，儼然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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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可見性的歷史─社會─空間的現實裝置，因此作為本文的論述實踐，冀能從中提
領更多歷史生命的真相，讓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詩經》文本，能展現更多鮮活的人
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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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and Meta of “Movement”：
Time Spectrum Constructed by
Cai Wei:Classic of Poetry and Its Landscape Poetics
Wei-ling Chen＊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complicate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natural
imagination reflected by soldiers marching to war, and how the new meanings and
interpretation concepts were developed in the sentimental context based on the unique
cultural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poem Cai Wei : Classic of Poetry, such as the time
spectrum of peasantry class and landscape poetics of movement during war.
This paper initiates the investigation with the awareness of time during the marching to
war. The farming timing of the nature and occasional war time described in the poem are
use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public and private issues of the country and people. The
breakage and difference of time awareness are exhibited by the natural phenomena of
change of seasons, such as “rainy and snowy” and “withering willow.” This paper then
constructs three sight viewing experiences and three language patterns during the war
movement in Cai Wei based on two opposing experiential models from the sight viewing of
war: “internal sense of participation” and “external sense of separation,”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multiple roles of soldiers and to clarify that the poem Cai Wei is not a story about “loss”
and “regeneration,” but a narrative about “sense of lost” caused by misery and desolation.

Keywords: Classic of Poetry , Cai Wei, Journey, Awareness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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