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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昏简与熹平残石
对勘论鲁、毛篇第异同
——以《小雅》《嘉鱼》《鸿鴈》《甫田》三什为中心
虞万里
( 浙江大学 马一浮书院，杭州 )

摘

要：汉代鲁、韩、齐、毛四家诗，以《鲁诗 》传授最甚，而《毛诗 》不列学官。六

朝以后，《毛诗 》独甚，三家相继亡佚不传，其诗学面貌模糊不清。自宋王应麟辑《诗考 》，
至清代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和王先谦的努力，今文三家诗粗具概貌，但其中多后人推想之辞。
二十世纪初叶洛阳出土大批汉熹平石经残石，《鲁诗》的真实面貌才得以显现一二。鲁、毛异
同，罗振玉利用残石已有所揭示，张国淦藉以复原石经碑图，但仍存在诸多缺陷与盲点。今
藉助海昏侯《诗》简，与石经残石对勘，凸显鲁、毛两家诗在《小雅》的《嘉鱼》
《鸿鴈》
《甫田》
三什上的序次异同，使我们可以描述其确切而真实的面貌，对认识和理解汉代诗学不无裨益。
关键词：海昏诗简

熹平石经 《鲁诗》《毛诗》 篇第异同

一、引言
b
a
自赵明诚校勘宋代出土熹平《鲁诗 》残石，发现其与《毛诗 》“篇第亦时有小异 ”，
其后八九百年

中，学者莫知其所异在何处。及王国维著《魏石经考 》，犹以不得亲睹庐山面目而于此言耿耿于怀。上
世纪二十年代，洛阳出土大批熹平《鲁诗》残石，经罗振玉依仿洪适、翁方纲、王国维一脉相承之碑图
复原方式精密考订推导，已使《鲁诗》有一较为清晰之样貌。嗣后张国淦利用罗氏考订成果，复原《鲁
诗 》碑图，至马衡复有增补，而黄美瑛又有修正。尽管有些诗篇仍无法妥帖安置复原，但鲁、毛之篇
作者信息：虞万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敦和讲席教授。Email: yufangzhai@vip.163.com.

b
a 龙舒郡斋刊本赵明诚《金石录》卷十六，《历代碑志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一册，第
277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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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异同，已清晰呈现。清代学者冀欲复原三家诗文字与诗恉，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和王先谦用力颇勤，
却无缘获睹真实之《鲁诗》概貌。当今学者获睹残石，再读《金石录》已不致有憾，然却很少去关注鲁、
毛篇次异同所显示之文本来源与诗恉内涵。
2011 年至 2016 年在江西南昌新建区发掘的汉代海昏侯墓葬，随葬出土有五千余枚简牍，其中《诗》
简有 1200 枚（下简称“《海昏诗 》”）。原简照片尚未公布，然经专家整理，已有初步成果公布。《海昏
诗》简尽管文字与《鲁诗》并不一样，在篇次上却与熹平残石复原之《鲁诗》很接近。海昏侯刘贺卒于
神爵三年（前 59），下距熹平石经刊刻（熹平四年，175）已有二百多年，《诗》简书写相距石经年代当
更悠久。在二百多年甚至三百年之历史中，《鲁诗 》之文字固有变异，而其风、雅、颂篇次和诗恉是否
产生异说，它与《毛诗》篇次之差异代表了何种思想，都是《诗经》研究史上不容回避之问题。因全面
比勘、阐述，短篇论文无法承载，仅就《小雅》中之《嘉鱼》
《鸿鴈》
《甫田》三什篇次与诗恉进行比较。
先梳理罗振玉对熹平残石的考订，参照张国淦和黄美瑛的碑图次序，以与《海昏诗 》简作一比较，
而后比勘《毛诗》篇次，探寻鲁、毛义恉之异同。

二、熹平残石复原之《嘉鱼》《鸿鴈》《甫田》三什次序
熹平石经之碑式复原，导源于洪适在《石经仪礼残碑 》下跋文的一句话，他排列《士虞礼 》一段
残文，谓“因知此碑每行七十三字”。a 清代翁方纲循此一语，将其所得之汉石经《尚书》
《论语》残石皆
一一标示每行多少字，为熹平石经碑式复原奠定了基础。王国维撰《魏石经考 》曾
参照洪、翁之法计算其碑数，唯当时所见残石不多，未有具体文字位置。及罗振玉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将先后所得之熹平残石对照传世文本一一考订，著成《汉熹平
石经残字集录 》，石经《鲁诗 》之前后篇次方始清晰呈现。下面将《集录 》与《集
存》中涉及《小雅》三什的残石图示说明，以便与《海昏诗》简对照。
第一块是《南有嘉鱼》
《南山有台》二诗相连，此罗振玉《集录》未著录，张国
淦《碑图》亦未图示，见马衡《汉石经集存》五六号（图 1），文字如下：

乐其一南有嘉鱼烝然□
北山有莱乐旨君□
有栲北□

图1

残石文字第一行是《南有嘉鱼》第一章末句“式燕以乐”之“乐”和“其一”，以及第二章“南有
嘉鱼，烝然”；第二行是《南山有台》首章第二、三句“北山有莱，乐旨君”七字；b 第三行是《南山有
a 洪适《隶续》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第 421 页下。
b 按，《毛诗》第三句作“乐只君子”，《左传·襄公十一年》引诗即作“乐只君子”，《汉卫尉衡方碑铭》有“乐
旨君子，□□旡强”，黄美瑛又揭出熹平石经残石《采菽》
“乐旨君”即作“旨”，见《汉石经诗经残字集证》卷二，
文史哲出版社，第 42 页。残石文字在马衡《汉石经集存 》第八三号，今《毛诗 》亦作“乐只君子 ”，可见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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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第四章“南山有栲，北”五字。此石显示《南有
嘉鱼》和《南山有台》二诗相次。
第二块也是最有价值的一块是《采芑》
《车攻》
《吉
日》
《白驹》四诗相连残石。此石文字如下（图 2）：

其车三千
方叔征伐猃□
彼四牡四牡驿
无声允也
其麎孔□

图2

人于焉
残石第一行是《采芑》第三章第五句“其车三千”，第二行是《采芑》第四章第十、十一句“方叔，
征伐猃狁”；第三行是《车攻》第四章第一、二句“驾彼四牡，四牡驿驿”；第四行是《车攻》第八章第
二、三句“有闻无声，允矣君子”，第五行是《吉日》第三章第二句“其麎孔有”，第六行则是《白驹》
第一章第五六句“所谓伊人，于焉逍遥”。此石透露出鲁、毛篇次之不同，罗振玉率先校读《毛诗》，以
为其每行均七十二字，进而云“今《毛诗·吉日》为《南有嘉鱼》之什末篇，《白驹》为《鸿鴈》之什
第六篇。据此则《鲁诗·吉日》之下直接《白驹》，此又鲁、毛篇次之异矣”。a《毛诗》《南有嘉鱼之什》
下是《鸿鴈之什》，此什前五篇为《鸿鴈》《庭燎》《沔水》《鹤鸣》《祈父》，第六篇是《白驹》。今《白
驹》直接跳出《鸿鴈之什》而上继成为《南有嘉鱼》末篇。
第三是由五块碎石拼接而成之残文，涉及《小雅》之《大田》
《瞻彼洛矣》二诗。罗振玉先见四块，
拼接成三块如下（图 3.1）：

图 3.1

毛此字确有古今文之异。
a 罗振玉《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4 年影印本，第 19 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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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石文字牵连《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和《湛露》四诗。罗氏在三十年代时所见尚有不足，至
马衡所集，又多出三块，经拼接如下（图 3.2）：

图 3.2

羊以社以□□田既□
□□□敏其三曾孙□稼如茨如
□□□亩播厥百□□庭且硕曾孙是不若其一既□□□
□□□敛穧彼□□□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其三
止福□如□□韐有奭
睎
第一行是《甫田》第二章“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第二行是《甫田》第三章“农夫克
敏”最后一字“敏”和“其三”二小字，下面拼接成第四章首两句“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此二行皆
《甫田》，不涉他诗。第三行可将两条拼接残石上下合并，为《大田》首章和第二章首句“俶载南亩，播
厥百□□庭且硕，曾孙是不若其一既方既皁”，此句“曾孙是不若”，《毛诗》作“曾孙是若”，无“不”字。
第四行是《大田 》第三章后四句“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
滞穗，伊寡妇之利其三”。第五行是《瞻彼洛矣》首章三、四、五句
“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赩”，末字“赩”，《毛诗》作“奭”，
而《白虎通·爵》篇《鲁诗》引作“赩”，此残石“色”字右上角
存，可证。第六行亦即最后一字系从“目”之“睎”，罗振玉以为此
字《毛诗》所无，“疑即《湛露》之‘匪阳不晞’，《鲁诗》作‘睎’
a
也 ”。但若以《湛露 》接《瞻彼洛矣 》，尚有二字之误差。
张国淦

a 罗振玉《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第 24 页 A。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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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图》即在第五行末衍出“彼洛”二字，后马衡于一九五二年编辑《集存》时寻出“湛露四章”一残
石，乃证明罗氏怀疑《湛露》接《瞻彼洛矣》为是，云：“《湛露》上接《瞻彼洛矣》，以‘章六句’之
‘章’字数至《湛露》末章止，适得七十二字，与别石‘睎’字之行款亦合；惟前行七十四字，意《瞻
彼洛矣》后题，当作‘瞻洛’二字。”a 是马衡以为后
b
题为“瞻洛 ”，所以字数行款正合。
而且残石第一行

“君子”正是《瞻彼洛矣》第二章“君子至止”之“君
子”二字，密合无间。今《海昏诗》简虽有此诗，却
阙二简及尾题，无法验证，但此诗在《湛露》前则是
事实。
第四是由五块残石拼接之残文（图 5），文为：

设一朝
矦既抗
酌彼康
载譊乱我

图5

不醉反耻式勿
残石涉及《小雅 》之《彤弓 》和《宾之初筵 》二篇。第一行是《彤弓 》二章“钟鼓既设，一朝右
之”，第二行是《宾之初筵》首章“大侯既抗”，第三行是二章“酌彼康爵”，第四行是三章“载号载譊，
乱我笾豆”
，c 第五行是四章“不醉反耻，式勿从谓”
。左边空白，应是碑左最后一行。罗振玉仅校读而未
云鲁、毛篇次之异，马衡云：
“《彤弓》与《宾之初筵》相接，此鲁、毛篇次之异同。”d 盖以《毛诗》
《宾
之初筵》在《甫田》第十篇，《彤弓》则在《南有嘉鱼》之什也。
第五块即《集存》八十号“□ / 庆矣 / 见”残石（图 6），马
衡谓是《裳裳者华》和《蓼萧》相次。其说云：
“此‘庆’字下，
当是‘矣’字残画，是《裳裳者华》‘是以有庆矣’之文。次行
‘见 ’字当为《蓼萧 》首章‘既见君子 ’之‘见 ’。但《菁菁者
莪》首章，亦有‘既见君子’句，所以知为《蓼萧》者，以‘我

图6

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二句，完全与《裳裳者华》同，则二篇相次，较为近理。此又鲁、毛篇次之异

a 马衡《汉石经集存》，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 页 B。
“罗氏《集录》于《小雅·大田》一石有‘睎’字，疑为《湛露》
b 马衡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二日日记有记云：
‘匪阳不睎’之‘睎’。今于此石外又发现《湛露》后题一石，其前适为《湛露》后题，可证罗氏假设之不误，
惜罗氏未之见也。”知《集存 》文字即此日所写。《马衡日记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年版，
第 501 页。
c 石经残文“譊”，《毛诗》作“呶”。
d 马衡《汉石经集存》，第 11 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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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也。”a
熹平石经代表东汉官方标准文本，《诗》以《鲁诗》为标准本而以《韩诗》
《齐诗》为参校。以上所
举残石涉及《小雅》之《南有嘉鱼》
《鸿鴈》
《甫田》三什，各什诗篇排列与《毛诗》不同，无疑是《鲁
诗》独特之序次。

三、海昏侯简与熹平残石篇什对勘
《海昏诗 》简出土后，经朱凤瀚先生非常细心和专业地拼接、整理，初步作了复原，使原来无法阅
读的断简残篇串联起一部较为完整的《诗经 》
，向学术界展示了一种西汉《诗经 》概貌，为学术史特别
是《诗经》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朱先生的《海昏竹书〈诗〉初读》是对《诗》简全方位的探讨，本
文仅就《小雅》三什在《初探》基础上再进一步细化、申论，以探寻《毛诗》和《海昏诗》、
《鲁诗》排
列不同之旨意。
《初探》释读、拼接《海昏诗》的篇次目录，列出《嘉鱼》《甫田》《鸿鴈》三什之篇次，并将之与
《毛诗》三什篇次列成一对照表。为清晰展现熹平残石《鲁诗》与《海昏诗》之关系，谨将上述复原之
残石篇次补入，列表如下：
《毛诗》《海昏诗》《鲁诗》三什篇次对照表

嘉鱼之什

甫田之什

鸿鴈之什

毛诗

海昏诗

鲁诗

毛诗

海昏诗

鲁诗

毛诗

海昏诗

南有嘉鱼

嘉鱼

南有嘉鱼

甫田

甫田

甫田

鸿鴈

鸿鴈

南山有台

南山有台

南山有台

大田

大田

大田

庭燎

庭燎

蓼萧

蓼萧

？

瞻彼洛矣

瞻彼洛矣

瞻彼洛矣

沔水

沔水

湛露

裳裳者华

裳裳者华

裳裳者华

湛露

湛露

鹤鸣

鹤鸣

彤弓

菁 = 者莪

菁菁者莪

桑扈

桑扈

祈父

祈父

菁菁者莪

六月

？

鸳鸯

鸳鸯

白驹

青蝇

六月

采芑

采芑

頍弁

頍弁

黄鸟

黄鸟

采芑

车攻

车攻

车舝

车辖

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

车攻

吉日

吉日

青蝇

彤弓

彤弓

斯干

斯芉

吉日

白驹

白驹

宾之初筵

宾之初筵

宾之初筵

无羊

无羊

鲁诗

沔水？

无羊？

以下据上表分析三什诗篇之次序：
（一）《南有嘉鱼》之什篇次

《鲁诗》残石五六号显示《南有嘉鱼》和《南山有台》相连，与《海昏诗》《毛诗》同。
《鲁诗》残石八十号仅三字，马衡以为是《裳裳者华》和《蓼萧》前后相次。其证据是“我心写兮”
二句，但“我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 ”二句未见残石出土，未与前后相牵涉，不足证其必为《蓼萧 》
。

a 马衡《汉石经集存》，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1 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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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海昏简《裳裳者华》与《菁菁者莪》前后相次，经推排，“庆”、“见”两字并列或上下差一字，依据
海昏简与《鲁诗》排列多同，且《毛诗》和《海昏诗》将《蓼萧》都排在《南山有台》后，则此三字为
《裳裳者华》《菁菁者莪》两诗之可能性为大。虽仍显出鲁、毛篇次之不同，却非马氏所说之《蓼萧》。
残石《采芑 》《车攻 》《吉日 》《白驹 》四诗相连，与《毛诗 》不同，然正与《海昏诗 》次序一致。
《南有嘉鱼》十篇中，唯不见《鲁诗》之《蓼萧》和《六月》残石文字，据《海昏诗》次序，有可能在
《南有嘉鱼》一什中。
（二）《甫田》之什篇次

因残石七六与七七号数块残石之拼接，得知《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和《湛露》四诗相接。前

三首《毛诗 》《海昏诗 》皆同，唯残石最后一个“睎 ”字，经罗振玉和马衡相继指认，确定为《湛露 》
“匪阳不晞”之“晞”的异文，至关重要，因为《毛诗》《南有嘉鱼》一什中《湛露》诗不见于《鲁诗》
同什，而在《甫田》一什中找到其定位，且与《海昏诗》位置相同。抑不仅此，与《海昏诗》
《鲁诗》之
《湛露》位置对应的《毛诗·裳裳者华》，被移至《嘉鱼之什》之第四首，亦即《裳裳者华》和《湛露》
二诗位置正好跨二什对换，此非仅二诗前后互换可能为错简之比。
再次是《集存》八一号残石，显示《彤弓》和《宾之初筵》前后相连，与《海昏诗》次序一致，而
与《毛诗》之《青蝇》《宾之初筵》相连不同。尽管《鲁诗》残石有限，然对照《海昏诗》，《鲁诗》中
似已无《青蝇》位置。凡此，既透露出《毛诗》与《鲁诗》之不同，也显示出《海昏诗》与《鲁诗》之
渊源。
（三）《鸿鴈》之什篇次

《鲁诗》残石《白驹》出继《南有嘉鱼》之什末篇，竟亦与《海昏诗》同。而原《白驹》位置，据
a
朱凤瀚先生考证，正好是《青蝇》三章位置。
《青蝇》一诗，《毛诗》在《甫田之什》，前述已知其位置

为《彤弓 》替代。除此之外，马衡《集存 》五八号尚有《沔水 》第二章第六句“载起 ”二字，五九号
《无羊》第二章第八句“尔牲则具”之“牲”字和尾题“无羊”之“羊”字，因无法判断其与前后诗之
关系，无法论其位置与变动状况。
从以上熹平残石复原看，其次序多与《海昏诗 》同。笔者曾据罗振玉、马衡之考证，复原过《大
b
雅·生民之什》十篇，
也有人复原过《云汉之什》，基本与《海昏诗》一样。c 唯因《海昏诗》篇第不全，

熹平残石残缺更甚，目前还无法证明两种文本完全一样，但其属于同一系统应无问题。故以下所论，
将两种残本归作《鲁诗》系统文本，以与《毛诗》勘同求异。

“现‘鸿鴈十篇’目录中仅未见《青蝇》章目，但其三章位置恰当应在《祈父》与《黄鸟》之间”
a 朱凤瀚先生云：
（《海昏简牍初论》，第 117 页）亦即《毛诗》中《白驹》位置。
b 参见虞万里《〈诗经〉今古文分什与“板荡”一词溯原》，《文学遗产》2019 年第 5 期。
c 参见马涛《再论汉石经〈鲁诗·大雅〉的分什与篇次————兼辨上博藏汉石经〈鲁诗〉残石真伪》，《文献》
202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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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诗篇位置不同与诗恉之关系
诗经四家，传自先秦，溯自夫子与子夏，以同为基础，以异分派别。汉代建立《诗经》博士，以诗
恉诗说异同为主干，以文字形义异同为枝叶。文字异同固可彰显不同诗派，然不同诗派却可共享同一
字体；不同诗派经师会对同一字形读为、读作不同意义之字词，从而产生异解，也可以因对经文理解不
同而对同一字形读为、读作不同意义之字词；数经传抄之后，伴随异解异说固化而产生多个异体字形，
形成同一诗派或不同诗派间一对或多个异文。
《诗经 》之诗恉，乃西周采风和孔子删诗之旨意，关涉到美刺，此当为夫子、子夏、荀子而下，汉
初四家诗之最为根本者。然汉初齐、韩诗时有取《春秋 》、采杂说者，虽曰鲁最为近之，实皆有不近其
真者。a 今三家已亡，其诗恉偶被文献记录，仅存鳞爪，《毛诗》独全，其诗恉美刺可由小序彰显。寻绎
其与《鲁诗》和《海昏诗》之异同，可以大致领悟西汉鲁、毛诗派诗恉差别。
以下之诗恉比较，以毛传《小序》为主，搜辑两汉魏晋文献中三家诗记载，适当参考唐宋以还各家
之解释。
（一）《南有嘉鱼之什》鲁、毛异同

《南有嘉鱼》十篇，《毛诗》与《海昏诗》《鲁诗》互有异同，分析如下。《嘉鱼序》谓“乐与贤也。
太平之君子至诚，乐与贤者共之也”。b 郑笺云：
“乐得贤者，与共立于朝，相燕乐也。”此缘《毛序》而
言，一脉相承。康成又在《仪礼·燕礼》和《乡饮酒》篇下云：“《南有嘉鱼》，言太平君子有酒，乐与
贤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礼下贤者，贤者累蔓而归之，与之燕乐也。”c 诗以“南有嘉鱼”起兴，方回云：
“鱼多犹得贤者之多，亦近乎比也。君子，成王也，有酒以乐嘉宾，则与贤者共之也。共者何？共太平
之乐也。”d 可谓得传意。王先谦以为郑注《仪礼》用《齐诗》
，谓齐、毛义同，而鲁、韩未闻。e 实则郑注
未必用齐说，而鲁、韩亦完全可能相同。由此而下，毛传《南山有台序》云“乐得贤也。得贤则能为邦
f
家立太平之基矣。”郑笺与《仪礼注》同。
毛传《蓼萧序》云：
“泽及四海也。”《湛露序》云：
“天子燕

诸侯也。”郑笺：“诸侯朝觐会同，天子与之燕，所以示慈惠。”《彤弓序》：“天子锡有功诸侯也。”以上
五首，郑玄《诗谱》归为成王时期，g 皆展示成王德政，君臣同乐，由朝廷衍及四海，歌颂内容一致。

a 班固《汉书 》云“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 》，采杂说，咸非其
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 ”，乃比较三家而言。师古注云：“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鲁最近之。”是《鲁诗 》
虽仅训诂而无传，然其传授必有其说，其说亦或不免于杂采众说也。
b 毛亨传、郑玄笺、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 》，北京：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 227 页。按，此处不分小序中
古序与后人添补部分，除须说明时再补充。
c 郑玄《仪礼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一册，第 173 页下。
d 方回《续古今考》卷三十三，见刘毓庆等《诗义稽考》引，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六册，第 1870 页。
e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592 页。
f 毛亨传、郑玄笺、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 228 页。
g 冯浩菲《郑玄诗谱订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6-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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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海昏诗》和《鲁诗》排列前三首同，
接着次以《裳裳者华》。
《毛诗·裳裳者华序》谓“刺幽王也。
b
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则谗谄并进，弃贤者之类，绝功臣之世焉 ”。
《说苑·修文 》引此诗第四章
c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之传“君子无所不宜也 ”云云，陈乔枞谓“此所引传即《鲁诗传 》之文也 ”。

若《鲁诗》诗恉与《毛诗》同，则其侧于成王之后为不类。与此位置相关，《湛露》
《彤弓》别移（详下
文），接以《菁菁者莪》。《毛序》云：“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d《中论·萟纪
篇 》：“先王之欲人为君子也，立保氏掌教六艺、六仪，大胥掌学士之版，春入学舍菜，合万舞，秋班
学合声，讽诵不解于时。故诗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美育群材，其犹人之于
艺乎，既修其质，且加其文，文质著然后体全，体全然后可登乎清庙，而可羞乎王公。”陈乔枞以为即
e
用《鲁诗》，辑入《鲁诗遗说考》，
是鲁、毛义同。郑《诗谱》亦归入成王时期，则其亦为颂成王作育菁

莪也。由《菁菁者莪》上接《彤弓》等，皆颂成王功勋卓著，亦见《海昏诗》
《鲁诗》插入《裳裳者华》
略显扞格。f
以下四首，皆咏宣王。
《毛诗·六月序》
“宣王北伐也”，康成在序下笺云：
“从此至《无羊》十四篇，
是宣王之变《小雅》。”g 所谓十四篇，即《南有嘉鱼》最后四篇，合《鸿鴈》十篇，《毛诗序》皆谓与宣
王相关。为更清晰说明问题，谨将此十四篇毛序排列于下：
南有嘉鱼之什：

《六月》：宣王北伐也。
《采芑》：宣王南征也。
《车攻》：宣王复古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
鸿鴈之什：

《鸿鴈》：美宣王也。
《庭燎》：美宣王也。

a 熹平残石不见《蓼萧》，参照《海昏诗》，疑在此位置。
b 毛亨传、郑玄笺、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 318 页。
c 陈乔枞《鲁诗遗说考十三 》，《清经解续编 》卷一一二九，上海：上海书店 1988 年影印本，第四册，第
1245 页下。
d 毛亨传、郑玄笺、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 234 页。
e 陈乔枞《鲁诗遗说考九 》，《清经解续编 》卷一一二六，上海：上海书店 1988 年影印本，第四册，第 1227
页中。
f 唯周象明谓《裳裳者华 》“当是天子美诸侯之诗，‘之子 ’、‘君子 ’皆指诸侯 ”，若然则鲁、毛诗恉接近。
然周说羌无故实，不知所据，故而不可为典要。参见周象明《事物考辨 》
，刘毓庆等《诗义稽考 》，第七册，
第 2517 页。
g 毛亨传、郑玄笺、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 234-2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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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沔水》：规宣王也。
《鹤鸣》：诲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驹》：大夫刺宣王也。
《黄鸟》：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无羊》：宣王考牧也。
以上十四首之排列很有秩序，先咏宣王北伐南征；次咏其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
次美其田猎：皆武功也。《鸿鴈 》之美宣王，据小序补谓是因当时万民离散，不安其居，宣王能劳来还
定安集之，使矜寡皆得其所，是以歌咏称美之。《庭燎 》虽美宣王，据郑笺孔疏，宣王虽勤于政事，然
不正其官，故美而箴之。此诗为由强盛转衰失之渐。以下《沔水 》《鹤鸣 》则为规、诲宣王。其后《祈
父》
《白驹》
《黄鸟》
《我行其野》四首，皆刺宣王之诗。宣王十四首，由美而箴而规劝而讽刺，内在逻辑
清楚。《毛诗》以《白驹》为大夫刺宣王诗，故不当次于“美宣王田”之《吉日》后。唐晏云：
“此诗次
《祈父》之后、
《我行其野》之前，正宣王失德而贪天祸之时。朝不可居，宜其有此深戒，君子于是观世
变焉。”a 可为《毛传》作笺。
《海昏诗》
《鲁诗》次于《吉日》后是否别有新解？据蔡邕《琴操》之《白驹
操 》云：“白驹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贤居任也，衰乱之世君无道，不可匡辅，依违成风，谏不
c
见受，国士咏而思之，援琴而长歌。”b 范宁《谷梁传注叙》云“君子之路塞，则《白驹》之诗赋”，
此为
d
君子贤友遭弃，为国士思念之诗。陈乔枞以为是《鲁诗》说。
按，康成笺云：
“刺其不能留贤也。”
“其”
e
固指宣王。杨士勋遂本郑笺作解云：
“宣王之末，不能任贤，致使贤人乘白驹而去也。”
将“其”落实到

宣王。鉴此，刺宣王乃刺其不能留贤，故《鲁诗》从国士思念乘白驹而去之贤人着眼，衍生为思贤或惜
贤之说。
《鲁诗》诗恉，若着眼于宣王不留贤，则当在《沔水》《鹤鸣》之后，而不当侧于“美宣王”之
《吉日》《鸿鴈》之间；若以君子遭弃而不刺宣王，似应在《斯干》《无羊》前后；若着眼于贤人遭弃朋
友相思，更不当在《嘉鱼》
《鸿鴈》之什。总之，《海昏诗》与《鲁诗》次《白驹》于《吉日》后，就内
容而言颇失其序。
（二）《鸿鴈之什》鲁、毛异同

罗振玉校核“其车三千”残石，发现《白驹》接《吉日》，中间无《鸿鴈之什》之《鸿鴈》《庭燎》

a 唐晏《涉江遗稿》卷一《白驹说》，见刘毓庆等《诗义稽考》，第六册，第 2009 页。
b《太平御览 》卷五七八，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本，第三册，第 2610 下页。《御览 》有讹字，此据陈
乔枞《三家诗遗说考·鲁诗遗说考十》，《清经解续编》卷一千一百二十七，第四册，第 1231 页中。
c 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 页。
d 陈乔枞《鲁诗遗说考十》，《清经解续编》卷一千一百二十七，第四册，第 1231 页中。
e 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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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沔水》《鹤鸣》《祈父》五篇，后马衡又发现《沔水》残石“载起”二字，但因不与他诗相连，无法措
其位置。及《海昏诗》出土，此五篇俨然在《鸿鴈之什》前五篇，自成体系。唯此后《白驹》一诗转入
《嘉鱼之什 》后，其位置由《青蝇 》替代。《青蝇 》，《毛诗 》在《甫田之什 》，《小序 》谓“大夫刺幽王
也”。a 据《诗谱》，《节南山》十篇，《甫田》十篇等，皆为刺幽王之作，《青蝇》列《甫田之什》第九篇，
其为刺幽王也宜。《鲁诗 》残石不见《青蝇 》，《海昏诗 》列在《鸿鴈之什 》《祈父 》后，即《毛诗 》之
《白驹》位置。
《青蝇》一诗，汉人引说者颇多，谨引几则于下，以见用意。刘向《九叹》云“若青蝇之
伪质兮，晋骊姬之反情”，王逸注：

伪犹变也。青蝇变白使黑，变黑成白，以喻谗佞。诗云“营营青蝇 ”，言谗人若青蝇变转其
语，以善为恶。若晋骊姬以申生之孝反为悖逆也。b
刘向用语典，王逸注而引申，以从谗人颠倒黑白，为害贤者立言。又王充《论衡·言毒篇》云“故
君子不畏虎，畏谗夫之口，谗夫之口，为毒大矣”，立意相同。唯其《商虫篇》引其诗第一章而云：

谗言伤善，青蝇污白，同一祸败，诗以为兴。昌邑王梦西阶下有积蝇矢，明旦召问郎中龚遂。
遂对曰：‘蝇者，谗人之象也。夫矢积于阶下，王将用谗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蝇之为虫，应人
君用谗，何故不谓蝇为灾乎？知蝇可以为灾，夫蝇岁生，世间人君常用谗乎？c
是则虽斥青蝇谗人，更追溯到亲近谗人听信谗言之王与人君。康成于《小序 》下无笺，而于“营
营青蝇，止于樊 ”下云：“兴者，蝇之为虫，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喻佞人变乱善恶也。言止于藩，欲
e
外之令远物也。”d 陈乔枞谓“郑君亦用鲁训之义”。
据陈意，《鲁诗》诗恉在青蝇谗人颠倒黑白、变乱善

恶。然若溯其亲近、听信谗人之人，则必有一人承担之，此即《毛序》所说之幽王也。可见《鲁诗》亦
用其引申之义。然则无论其落实到谗人谗言，还是追溯其亲近听信者幽王，都不当次于《祈父》之下替
代《白驹》位置，盖以宣王、幽王世次不同也。
（三）《甫田之什》鲁、毛异同

《甫田之什》十篇，《诗谱》皆以为是刺幽王。若进而分析，《頍弁》是诸公刺幽王，《车舝》
《青蝇》
是大夫刺幽王，《宾之初筵 》则是“卫武公刺时也 ”，序谓“幽王荒废，媟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化
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诗也”。f 此之“媟近小人”，与前一首《青蝇》之听信谗人

a 毛亨传、郑玄笺、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 326 页。
b 王逸注、黄灵庚疏证《楚辞章句疏证》，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467 页。
c 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三册，第 720 页。
d 毛亨传、郑玄笺、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 326 页。
e 陈乔枞《鲁诗遗说考十四》，《清经解续编》卷一千一百三十一，第四册，第 1247 页上。
f 毛亨传、郑玄笺、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 326 页。

南洋中华文学与文化学报

35

2022 年 5 月

同类，故先后比次。由此可见，其先后排列自有内在合理之次序。
比较《甫田之什》和《嘉鱼之什》，《毛诗·甫田之什》第四首《裳裳者华》，是《海昏诗》第四首
《湛露》，而《毛诗·嘉鱼之什》第四首，是《海昏诗》第四首《湛露》，亦即正好二诗位置对换。《裳裳
者华》处非其位，前已述及。
《湛露序》云：
“天子燕诸侯也。”郑笺谓“燕，谓与之燕饮酒也。诸侯朝觐
a
会同，天子与之燕，所以示慈惠。”
此诗恉前有所本，《左传·文公四年》宁武子曰：
“昔诸侯朝正于王，
b
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
。
”
嗣后亦无异解。以诸侯朝正，天子燕乐之诗，侧于诸多刺幽王诗中，甚

为不类。
与此相同，《彤弓》一诗，《毛序》谓“天子锡有功诸侯也”，而郑笺几是抄录《左传·文公四年》宁
武子语作解云：“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飨礼之，于是赐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凡诸侯，赐
c
弓矢然后专征伐。”
汉焦赣《易林·屯之鼎》云：
“湛露之欢，三爵毕恩。”《讼之既济》云：
“白雉群雊，

慕德贡朝，《湛露 》之恩，使我得欢。”陈乔枞云：“毛叙以《湛露 》为天子燕诸侯之诗，三家之说盖与
毛同。”d 后世即有异解，亦大多在“燕饮”范围内，绝无他说。今以锡功燕饮之诗侧于刺幽王诗中，亦
为不类。
总之，若着眼于以类相从之诗恉，《毛传 》排列自有其内在逻辑次序。固然诗无达诂，经师本可各
自为解，然亦当有一定排列。今将三什序次以内容分析，《鲁诗》明显有错乱失次之处。

五、《鲁诗》三什篇第互换之启示
三家诗与《毛诗 》诗恉确实有所不同，如《芣苡 》，韩、鲁谓蔡人妻伤夫有恶疾作，《毛序 》则谓
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e 同是咏妇人，一伤一乐。如《行露》，韩、鲁谓申女以夫家一物
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毛序 》则谓召伯听讼也。主人公不同，事态全异。如《式微 》，
《鲁诗》以黎庄夫人及其傅母作，《毛序》则谓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作者不同事也乖违。诸如此
类，不一而足。由此可见四家诗同根一源，辗转传习，诠释各本私意，遂致天水违行。乖违不一是事
实，盖汉初立博士，必须有自己之经说，经说不同而言之有据，逻辑自洽，得官方认可，方能立为博
士，传授其说。但即便如此，同一家文本之内在排列，应该有一时代安排、内容归类和逻辑顺序。检
视《海昏诗》和《鲁诗》之排列，允可与《毛诗》不同，然亦当遵循上述规律。今以内容乖违诗恉不同
之诗杂厕混排，其终究之义恉现尚无法探寻，所可论者，如刘歆所说：
“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
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闲。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

a 毛亨传、郑玄笺、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 231 页。
b 杜预集解、孔颖达正义《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三册，第 579 页下。
c 毛亨传、郑玄笺、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 232 页。按，《左传·文公四年》宁武子语与郑笺语句多同，
参见《左传正义》卷十九，第三册，第 580 页上。
d 陈乔枞《齐诗遗说考五》，《三家诗遗说考》，《清经解续编》卷一一四二，第四册，第 1306 页上。
e 毛亨传、郑玄笺、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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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合而成。”a 此谓武帝初年，即有《诗》
《礼》前学先师，多无全经文本，甲经师所执为《雅》，乙经师
所执为《颂 》。刘歆此说固然不能说《诗经 》文本都残缺，至少秦火之余，武帝之时或立博士以前，此
类状况时有发生。今从《海昏诗》《鲁诗》排列状况分析，尚可看出当年的影子。
《毛诗》诗恉与《诗谱》基本一致。海昏简和熹平残石所代表之《鲁诗》显示出一种较为奇特现象。
就《嘉鱼》《甫田》《鸿鴈》三什论之：《毛诗》之《湛露》地位，《鲁诗》是《裳裳者华》，《毛诗》之
《裳裳者华》地位，《鲁诗》是《湛露》，恰好互相对换。《毛诗》之《白驹》地位，《鲁诗》是《青蝇》；
《毛诗》之《青蝇》地位，《鲁诗》是《彤弓》；《毛诗》之《彤弓》地位，《鲁诗》是《菁菁者莪》，形
成传花击鼓式互换。两种互换都是封闭方式，亦即在三什之中换位。《毛诗·小雅 》七什之次序是《鹿
鸣》《南有嘉鱼》《鸿鴈》《节南山》《谷风》《甫田》《鱼藻》，此三什是二、三、六三组。若依临近错位
原理推之，似乎《鲁诗·小雅》七什位置与《毛诗》不同，这为熹平残石复原提供新的思考。支撑这种
临近错位原理者是《海昏诗》
《阜阳诗》两种简牍书写方式，它们都是一简一章，不相连续，所以《海昏
诗》中《云汉》《白华》等多篇诗之章次前后颠倒，熹平残石《鲁诗》之《邶风·式微》一、二章、《秦
b
风·黄鸟》第二、三章也前后互换错位。
由章次错乱推衍到篇次错乱，都是阅读、研习过程中最易发生

的状况。就本文《海昏诗》而言，唯有当某经师手中只持有此三什之情况下，其篇章互换也只能发生在
三什之中——尽管持有全部《小雅》者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发生。若笔者推想有据，结合刘歆所说，则
《鲁诗》最初之某一经师持有不全本《嘉鱼》《甫田》《鸿鴈》三什，或为曾经发生过之客观事实。
当然，此类传授细节早已淹没在川流不息的历史洪流中，偶尔也会遗留点滴痕迹。《汉书·楚元王
传 》载：元王“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荀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
c
去 ”。
所谓“尝 ”者，是曾经去浮丘伯处学诗，因秦焚书事起，遂“各别去 ”，可见元王、申公等四人

非全部学成而归。传后文又云：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
d
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
元王自己未曾卒业，封为楚王后，令儿子郢客和申公一起再到浮丘伯处

学以卒业。可见申公前后两次从浮丘伯学，应该是学得全部，而元王所学非绝全部，其子郢客是否学
e
全，无法确定。传又云“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为《元王诗》”。
元王既

未学全整部《诗经》，只是因为“好诗”，故亦作传，且此“元王诗”并未流传开来，只是有些人“或有
之 ”。这段元王家事可以印证刘歆“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 ”之言，它确实是
遭嬴秦焚书之后汉初读书学习艰难困苦的历史事实。
当今衡论出土《诗经 》篇次、章次和文字异同，只能以《毛诗 》为基点，此为不得已之方法。据
《汉志》
《诗草木疏》
《经典释文》等记载，《毛诗》传授早于三家诗，然后人研究，亦有相反意见，清代

a 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七册，第 1969 页。
b 熹平《鲁诗·邶风·式微 》残石系由十三块小石拼接而成，其文见最后一行，与《秦风·黄鸟 》残石皆见
马衡《汉石经集存》第九、第四二号残石。这里所谓“颠倒”、
“错位”是相对《毛诗》而言，但并不是说《毛
诗》章次标准无误，也有可能某些章次不同是《毛诗》之误。
c 班固《汉书》卷三十六，第七册，第 1921 页。
d 班固《汉书》卷三十六，第七册，第 1922 页。
e 班固《汉书》卷三十六，第七册，第 19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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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述和近代廖平即以为《毛诗》取《左传》
《周礼》文字内容，其殆晚出于东汉。a 今就文献勘正，《毛诗》
与《周礼》
《左传》多处相应是不争事实，如言“仲”则指为“祭仲”，见“叔”则必为“共叔”等，然
崔、廖之说未免绝对，《毛诗 》经师踵事增华事属可能，谓其东汉造作，未免失所依据，徒腾口说。崔
b
述又云：
“《诗序》好以诗为刺时刺其君者，无论其何如，务委曲而归其故于所刺者。”
《毛序》确实多以

诗为刺时刺君，并以时代世次为序。王先谦对《毛诗 》以时代世次排列曾有批评云：“毛之说诗，每以
c
诗先后限断时代，其说多不可从。”
崔、王之说姑置不论，先看《国语》所载，《周语上》在厉王遭国人

诽谤后，召公进谏有云：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
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d
韦昭注“献诗”云“献诗以风也”，注“师箴”云“箴刺王阙，以正得失也”，注“瞍赋”云“赋公
卿列士所献诗也 ”，注“蒙诵 ”云“《周礼 》，蒙主弦歌、风诵。诵，谓箴谏之语也 ”，注“百工谏 ”云
“谏者执艺事以谏”，注“庶人传语”云“庶人卑贱，见时得失不得达，传以语王也”，注“近臣尽规”云
“尽规，尽其规计以告王也”，注“亲戚补察”云“补，补过；察，察政也。传曰：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
弟以补察其过也’”，注“瞽史教诲”云“掌阴阳、天时、礼法之书，以相教诲者”，注“耆艾修之”云
“师、傅修理瞽史之教，以闻于王也 ”。e 召公之说，应是厉王以前之西周制度，即使有所言过其实，也
足以证明诗经采集上献之后，被列士、蒙瞍、百工、近臣、亲戚、瞽史、耆艾等赋予一定的讽谏意味。
西周国学以“兴、道、讽、诵、言、语”六语教授卿大夫子弟，f 郑玄指出：
“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
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诗之用，既在以物喻善、言古剀今，则诗之主文谲谏功用不可无；既有
主文谲谏之意图，则《诗序》之说及其次序亦不可否认。东汉中晚期，三家诗仍是官学，流传甚广。郑
玄先习《韩诗》，其笺《毛诗》，多有以三家解者，而所撰《诗谱》，年代与《诗序》多相合，盖其必有
所因袭与简择也。至于三家所承西汉经师所说，亦各有侧重，如王先谦在《白驹 》诗题下云：“宣末失
政，尚非衰乱，毛特以诗寘于此，断为一王之诗耳。其为贤人远引，朋友离思，固无可疑，而必谓刺
a 崔述《通论诗序 》云：“《诗序 》好取《左传 》之事附会之。盖三家之诗，其出也早，《左传 》尚未甚行，
但本其师所传为说。《毛诗 》之出也晚，《左传 》已行于世，故得以取而牵合之。”《读风偶识 》卷一，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27-528 页。廖平《古学考》云：“旧说以《周礼》《毛诗》《左传》
《古书》为
一派相传；新繁杨静亭以为《毛诗》在后，是也。”（114 页）“《毛传》与杜林《周礼训》相同，但明训诂而已，
非西汉以前之师说也。”（126 页）“初以《毛诗 》为西京以前古书，考之本书，征之《史 》《汉 》，积久乃知其
不然。使《毛传 》果为古书，《移书 》何不引以为证？”（138 页）以上见《廖平全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 2015 年版。
b 崔述《通论诗序·刺诗之锻炼》，《读风偶识》卷一，第 527 页上。
c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十六，下册，第 643 页。
d 韦昭《国语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0 页。
e 韦昭《国语注》，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点校，第 11-12 页。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参见笔者《从〈诗经〉授受、运用历史看〈缁
f《周礼·大司乐》：
衣〉引〈诗〉》，上海社科院传统中国研究中心《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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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能留，则诗外之意也。”a 可推想《毛诗》着眼于王之不能留贤，而《鲁诗》或三家着眼于朋友思贤。
诗咏其事，而一事多面，正所谓诗无达诂，各有其当。王氏谓之“诗外之意 ”，此《雅 》诗多列士卿大
夫所作，本恉多在讽箴，则朋友之思念宜为诗外之意。至若采自民间之风诗，本为情歌恋诗，一经蒙
瞍、百工讽诵箴谏，则征人思恋为本恉，而隐然不彰，讥刺虽为诗外之意，却日益为诸侯卿大夫庙堂
之乐歌所寄矣。缘是而知《诗谱》歌颂、讽谏代表政治层面，与儒家所提倡的教化作用更接近，故其序
次值得重视。毛亨之传意与《诗序》多合，而三家如《鲁诗》所传诗恉往往游离于《毛传》《诗序》之
外，韩、齐更甚，足见汉初传《诗》状况之一斑。

Uncover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u and Mao
Chapter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Haihun Bamboo Slips and the
Xiping Remnants:
Focus on “Jia Yu” 嘉鱼 , “Hong Yan” 鸿鴈 , and “Fu Tian” 甫田 in Xiao Ya
Yu Wanli
(Ma Yifu Academ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ABSTRACT: During the Han period, there were four commentaries on Shijing: Lu, Han, Qi and Mao.
The Lu Commentary was the most widely taught in the Han Dynasty, while the Mao Commentary was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After the Six Dynasties, the Mao Commentary became the primary version, and the other
three commentaries died out one after another, leaving their poetics obscure. From Wang Yinglin 王应麟 (12231296), who compiled the Shi Kao in the Song Dynasty, to Chen Shouqi 陈寿祺 (1771-1834), Chen Qiaocong
陈乔枞 (1809-1869), and Wang Xianqian 王先谦 (1842-1918)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three commentaries
have been roughly outlined.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osthumous conjectures. Remnants of the Xiping Stone
Classics from the Han Dynasty were unearthed in Luoya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revealing the natural
features of the Lu Commentary.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u and Mao Commentaries have been
revealed by Luo Zhenyu 罗振玉 (1866-1940) using the stone remnants and Zhang Guogan’s 张国淦 (18761959) restoration of the stone sutra.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flaws and unknown areas. With the help of
the Marquis of Haihun bamboo slips of Shijing, the present investigation of the stone sutra remnants highlight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u and Mao Commentaries in “Jia Yu” 嘉鱼, “Hong Yan” 鸿鴈, and
“Fu Tian” 甫田 in Xiao Ya. Through thes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e can describe their exact and accurate
appearance,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Han Dynasty poetics.
Keywords: Haihun bamboo slips, Xiping Stone Classics, the Lu Commentary, the Mao Commentary,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Chapters

a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十六，下册，第 64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