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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ecting episodes related to the custom of sacrifice in Ernan in the Book of Songs 
mainly appear in Caifan, Caipin, and Guanju. In this kind of collecting episodes, water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ollecting location and symbolizes the ritual and rule; aquatic plants are the main 
collecting object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meagerness, purity, and difficulty in picking; the 
collectors are mostly nobles and women, turning the gathering activities into symbolic cultural events. 
The collecting episodes in Ernan are often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sacrifice, which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lecting activities from “custom” to “ritual”. The main principles of making sacrifice 
are “repaying and returning to the origin” and “worshiping virtue and rewarding contributions”; 
furthermore, there is an internal unity in sacrifice, witchcraft, and Xing. These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llecting episodes and their spiritual connotations in Er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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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采集情节中的祭祀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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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经》二南中与祭祀风俗相关的采集情节主要出现在《采蘩》､《采蘋》以及《关

雎》中｡在这类采集情节中,水是采集地点的重要构成要素,象征着礼制和法度;水生植物是主

要的采集对象,具有微薄､洁净､采摘过程不易的特点;采集者多为贵族和女性,这使得采集活

动成为了象征性的文化活动｡二南中采集情节的目的往往是用于祭祀,体现了采集活动由“俗”

至“礼”的转变｡制祭的主要原则是报本反始和崇德报功,而“巫”､“兴”､“祭”三者又具有

内在统一性,这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二南中的采集情节及其精神内涵｡ 

关键词：《诗经》;二南;采集;祭祀;植物;礼. 

1. 前言 

《周南》､《召南》为《诗经》开篇,居《国风》之首｡关于二南产生的时代和地域,历来说法不

一｡就时代而言,今人多认为二南可能是东迁前后的诗;就地域而言,二南的产生地包括河南的

临汝､南阳,湖北的襄阳､宜昌､江陵等地,是国风中最南的地区｡1 [1-2] 

关于二南名称的由来及含义,至今仍聚讼不已｡刘毓庆在《诗经二南汇通》中收集整理了十四

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归纳来说,十四说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认为二南与地域有关,如南化说

､国名说､地域说､南方诸侯之国说等;另一类则认为二南与音乐有关,与地域无关,如南音说､

乐歌名说､宫调名､乐器说等｡5 [3-9]肯定前一类观点会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具体地理范围的不

确定性,后一类观点虽然避免了这些纷争,但完全否认二南所具有的特定地域性,则显得与其

他十三国风所带有的地域属性扞格不入｡因此,关于二南的讨论不应脱离地域,但也不必过分

拘泥于地域｡二南的产生地应为国风中最南的地区,大致为今江汉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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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情节是《诗经》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二南25首诗歌中,涉及采集情节的就有10首之多｡值得

注意的是,二南中的采集活动,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饮食需求,而是蕴含着更为深刻

的精神内涵｡本文将以二南中的采集情节为切入点,探讨其所折射出的《诗经》时代的祭祀风

俗和文化｡ 

2. 二南中的祭祀主题发微 

二南中与祭祀风俗相关的采集情节主要出现在《采蘩》､《采蘋》以及《关雎》中｡《采蘩》共

分为三章｡前两章描述了女主人公在池沼､水洲､山间小溪辛勤采蘩以备公侯祭祀之用的画面｡

蘩为水生,采蘩之地皆在水旁,女主人公亲赴沼､沚､涧中等难以轻易到达之处采蘩备祭,充分

体现了她们对于公室祭祀的诚敬之心｡第三章笔锋一转,开始关注女主人公的外貌特点:一大

早前往公室办事时,她们的头饰光洁齐整,既体现了她们对待祭祀的重视,也衬托了祭祀的庄

重肃穆;在经历了一天的辛劳之后,她们返回家中,此时头发已经松散,与清早出门时的形象正

好形成对比｡诗篇通过聚焦头饰在一天当中由齐整至散乱的变化,巧妙地反映了女主人公对待

祭祀的恭敬虔诚以及准备祭祀的辛勤繁忙,即《诗序》所谓“夫人不失职也”｡3 [65] 

由于《采蘋》与《采蘩》的诗旨具有相似性,因此二者常常被等量并观｡《采蘋》共分为三章｡

全诗先用五个“于以”细细铺叙祭祀的完整过程,从采至盛､至湘､至奠,末二句方点明祭祀之

主人公——“有齐季女”｡全诗语言风格“简而有力,整而有奇”,叙事“井然有序而章法奇

绝”｡5 [346-347]正如戴君恩《读风臆评》所云:“诗本美季女,若俗笔定从季女说起,此却先

叙事,后点季女,是倒法｡且叙事处滔滔絮絮,极其详悉,至点季女,只用二语便了,尤是奇绝

｡”5 [346]就全诗精神内涵而言,可概括为一“诚”字｡祝文谚《诗经通解》说到:“首章:此

叙其取物之诚……二章:此叙其治物之诚……三章:此叙其荐物之诚……”许伯政《诗深》分

述五“于以”的具体内涵道:“……分地以备其物……分器以别其品……分调以正其味……

告教成于先祖也｡”前十句细细铺陈其“整饬在事”,目的是凸显主人公的“严敬在心”｡ 5 
[347]. 

除《采蘩》､《采蘋》外,二南中另一首与祭祀主题相关的诗篇为《关雎》｡《关雎》并非一首

单纯歌唱相思的情歌,而是与祭祀文化密切相关(第三部分将会详述这一观点)｡《诗序》

云:“《关雎》,后妃之德也｡”3 [4]由此可见,《关雎》并不是普通男女所歌唱的情歌,诗歌

的男女主人公实为天子与后妃｡雎鸠,普遍认为指的是鱼鹰,毛传言此鸟“挚而有别”,意为感

情真挚而又不失分寸,也即朱熹所谓“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11 [2]全诗

以雎鸠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为兴,引出淑女与君子“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

别也”｡11 [2]《诗集传》又引汉匡衡:“‘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

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

化之端也｡”11 [2]朱熹所言“配君子而成其内治之美”与匡衡所谓“配至尊而为宗庙主”

意义相近,旨在强调淑女应当具备“幽闲贞静之德”,从而能够辅助夫君承担家族管理之大业. 

《采蘩》､《采蘋》､《关雎》中都蕴含着深厚的祭祀文化｡为了更充分地理解这一上古时期最

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我们必须首先对诗篇中涉及的采集情节进行梳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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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集情节的三要素 

把握诗歌的祭祀主题离不开对其中所包含的采集情节的讨论｡从采集地点､采集对象以及采集

者这三要素出发,有助于我们完整和系统地理解二南中的采集情节｡ 

3.1  采集地点 

水是二南中采集地点的重要构成要素,如《关雎》中的“在河之洲”,《采蘩》中的“于沼于

沚”､“于涧之中”,《采蘋》中的“南涧之滨”､“于彼行潦”等｡这首先与二南所反映的地

理区域密切相关｡与北方地区相比,江汉一带气候湿润,水域密布,除田间､平原､山谷外,水边

成为了另一类重要采集场所｡ 

水作为天然的屏障,在《诗经》等上古文献中普遍象征着隔离｡6 [88-102]当物质层面的隔离

进一步引申至精神层面后,水则成为了礼制和法度的象征｡另一方面,水又是生命的源泉,远古

先民往往将两性情爱寄托于水｡面对水之隔离,既有无可奈何的悲伤,如《陈风·泽陂》中的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也产生了冲破隔离的渴望,

如《郑风·褰裳》中的“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水意象的象征意义对于我们理解《采蘋》诗旨有重要作用｡《诗序》云:“《采蘋》,大夫妻能

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3 [71]诗歌何以体现女主人公的“能循法

度”?首先,女主人公操持祭祀的过程井井有条､细致入微,体现其深谙祭祀礼仪法度｡从至不

同地点采摘蘋藻,到用不同器具装盛及烹饪,到最后放置祭品进行祭祀,无不勤勤恳恳､尽心诚

意｡ 

其次,“能循法度”也体现在女主人公“循涧采蘋”这一具体情节中｡“涧”作为水的一种特

殊形式,在《诗经》中更是成为了礼的象征｡郑玄在注《礼记·射义》“《采蘋》,乐循法也”

时有言:“乐循法者,谓《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涧之滨’,循涧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

｡”5 [340]由此可见,循涧采蘋在《诗经》的意象体系中可被视为“能循法度”的一种具象体

现｡在《采蘩》与《采蘋》中,女主人公沿着狭长的山涧行走､专心采集祭祀所用的植物的场景,

可以体现其安分守己､笃定执一的品性,也即其循守法度､不流溢放肆的美好德行｡ 

3.2  采集对象 

采集地点多在水边,采集对象自然也多为水生植物｡此类植物特点概括有三,一为微薄,二为洁

净,三为采摘过程不易｡无论是《采蘩》中的蘩､《采蘋》中的蘋与藻､还是《关雎》中的荇菜,

皆为沼沚溪涧之草,绝非昂贵稀有的奇珍异宝｡此等微薄之物,何以能用于庄重的祭祀之事?首

先是由于它们的品质洁净｡王质《诗总闻》有云:“祭祀之菹,少用陆菜,多用水蔬｡陆菜非粪壤

不能腴茂,而水草则托根于水,至洁｡故馈食多用陆,祭食多用水｡”5 [333]或曰《采蘋》中的

藻生于“行潦”,路边积水,谈何洁净?井田制时代,道旁田间多有沟洫用以泄流,这些沟洫中

的积水往往是清澈的｡5 [334]所以谚云“水流百步清”,《大雅·泂酌》也有行潦之水“可以

餴饎”､“可以濯罍”､“可以濯溉”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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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采蘋》郑注有言:“蘋之言宾也,藻之言澡也｡妇人之行尚柔顺,自清洁,故取名以为戒

｡”3 [73]客随主便,因此“宾”代表着柔顺与谦恭;“澡”意为清洗,既是身体的清洁,也是

精神的纯净｡通过音训,蘋藻柔顺清洁的品质与女性温良恭敬､洁身自好的美好人格联系在一

起,蘋藻一类的水生植物也自然成为了理想女性的象征｡ 
除洁净之外,另一原因是此类水草的采摘过程不易,往往费时费力,因此能够充分体现采摘者

对于祭祀的诚敬之心｡无论是水中小洲还是山间小溪,皆非能够轻易到达之地,采集者不辞辛

劳,亲赴这些地点采摘水草,展现了自己的贤良､忠信等美好品德,也代表了对于神明的一片诚

敬｡因此《采蘩》毛传云:“神飨德与信,不求备焉,沼沚溪涧之草,犹可以荐｡”3 [65]水生植

物品质洁净,且采摘过程能够体现采摘者的品德与忠信,因此尽管微薄,仍能供于祭事｡ 

3.3  采集者 

人不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处于复杂而互联的社会人伦关系网中｡人在不同的关系中扮演着

不同的角色,相应的也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借用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的观点,人

各有分位,其分位影响了他的行为特征和行为意义,也就是决定了他做什么事､怎样做事和为

什么做事｡8因此,关注采集者的角色和身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诗歌中的采集情节｡ 

首先,采集者多为贵族(暂且不论主人公的具体身份是后妃､诸侯妻或大夫妻)｡与普通百姓出

于物质需求进行的采集劳动不同,贵族参与的采集活动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活动,是出于礼制

的规定所做的祭祀准备｡《周礼·春官宗伯》有:“世妇,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由此可见,主

管宗庙祭祀是贵族夫人的职责之一｡有学者认为,参与采集的并不是贵族夫人,而是地位卑贱

的女宫人乃至女奴｡针对这一观点,杨树郁､许宏伟指出:“仔细考察这两种观点并非水火,实

乃水乳｡夫人的亲历自然可以理解,但亲为并不一定要独为,率先垂范般地与女宫人们一起去

做,甚至象征性地参与其中,亦未尝不可｡”9 [18]贵族在劳动过程中主要起着领导和带头作

用,其劳动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的文化意义｡ 

其次,采集者多为女性｡女性承担采集工作可能具有多重意义｡一是生殖崇拜的体现,祈求日后

多子多福､家族人丁兴旺｡在《诗经》中,生殖崇拜的象征物除了典型的鱼(《陈风·衡门》)和

螽斯(《周南·螽斯》)等动物外,许多植物也具有类似的象征意义,如花椒(《唐风·椒聊》)､

梅(《召南·摽有梅》)､芣苢(《周南·芣苢》)等｡这类意象的普遍特点是繁衍能力强,因此往

往和女子的生殖能力联系在一起｡也有学者认为,蘩､蘋､藻等水生植物同样是生殖崇拜的象征

物,这或许也是出于水生植物生长非常迅速的考虑｡10 [95]女子采集此类植物,往往寄托着对

于子嗣繁盛的希冀｡ 

二是夫妇之伦的体现,女子辅助丈夫承担家族祭祀之事,或是女子出嫁之前的教成之祭｡夫妇

之伦为人伦之始,在《诗经》时代,婚姻并不是单纯的个人情爱的满足,而关系到两个家族的结

合和延续｡因此,理想的夫妇关系应当是朱熹《诗集传》所谓“相与和乐而恭敬”､(女子)“配

君子而成其内治之美”｡ 11 [2-3]《关雎》中淑女供荇菜以事宗庙､《采蘩》中女子辛勤采集

以备祭祀,正是这一理想夫妇关系的体现｡至于《采蘋》中的祭祀,虽性质不同,但意义相似｡郑

笺云:“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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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功｡教成之祭,牲用鱼,芼用蘋藻,所以成妇顺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于四教,是又祭

以成之,故举以言焉｡”3 [72-73]女子出嫁之前的教成之祭,既是女子向祖先汇报女四教的学

习结束,也是和自己祖先的正式告别｡从此,她将离开自己的祖庙,而成为另一个家族的宗庙之

主｡《采蘋》中季女井井有条操持祭祀,落脚点也正在于这一里程碑式的转变｡ 

4. 采集情节所展现的祭祀风俗 

在梳理了采集地点､采集对象和采集者这采集情节的三大要素后,我们可以将目光移回诗歌的

祭祀主题上,进一步探讨这些采集情节展现出了何种祭祀风俗和祭祀文化｡ 

4.1  由“俗”至“礼” 

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人类需要采集植物来满足最基本的饮食需求,此时的采集活动还是

一种纯粹出于物质追求以满足口腹之欲的生产劳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群体中的一

小部分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依赖其他成员的劳动而生存｡对于这一小部分成员而言,他

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已经不再需要通过亲自参与采集活动而满足,《诗经》时代的贵族阶层即属

于这一小部分｡有趣的是,他们仍在某些特定场合延续着采集活动,但这时的采集已实现了从

物质需求到精神需求的意义跃迁｡《诗经》中的采集情节,其目的往往是用于祭祀,将自己辛勤

劳动所获得的植物敬献给神灵,成为了一种展现自己诚敬之心的有效方式｡《诗经》中采集情

节与祭祀风俗的结合,体现了采集活动由“俗”(在社会群体中具有普遍性的生产活动)变为

具有文化和象征意义的“礼”的过程｡ 

前文提到,《关雎》并非一首简单的房中之乐,而是与祭祀关系密切｡首先,荇菜非日常食品,而

是敬奉神灵的祭菜｡毛传有:“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孔疏

言:“此经序无言祭事,知事宗庙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荇菜｡若非祭菜,后不亲采｡

《采蘩》言夫人奉祭,明此亦祭也｡”3 [25]值得注意的是,荇菜与蘩菜虽同为祭菜,但在具体

使用上有所区别｡前文提到,蘩菜用于公侯夫人之祭,《采蘩》毛传云:“公侯夫人执蘩菜以助

祭,神飨德与信,不求备焉,沼沚溪涧之草,犹可以荐｡”而荇菜用于后妃之祭,“是祭必备庶物

也”｡孔疏引《礼记·祭统》曰:“水草之菹,陆产之醢,小物备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实,美物备

矣｡昆虫之异,草木之实,阴阳之物备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长,苟可荐者,莫不咸在,示尽物也

｡”3[25]. 

其次,“左右芼之”和“钟鼓乐之”也可体现《关雎》的祭祀内涵｡朱熹《诗集传》:“采,取

而择之也｡芼,熟而荐之也｡”11 [3]可见“芼”与普通的采摘不同,指的是将荇菜烹饪后用于

进献和祭祀｡关于“钟鼓乐之”,毛传有:“德盛者宜有钟鼓之乐”,郑笺云:“琴瑟在堂,钟鼓

在庭,言共荇菜之时,上下之乐皆作,盛其礼也｡”3 [27]刘毓庆指出:“诗每分为两层意,荇菜

一层,带有隐喻､象征的意义;琴瑟､钟鼓一层,则是写实……(诗末两章)幻想婚礼已成｡由奏

‘琴瑟’而至击‘钟鼓’,由靡靡细音而至简简大声,由柔媚友情而至鼓舞乐婚｡一事分作两

层,两叠宣达一意｡”5 [40]琴瑟与钟鼓非普通百姓所能拥有之物,而演奏钟鼓之乐的场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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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庄重而盛大的｡总而言之,无论是带有隐喻含义的荇菜,还是写实的钟鼓之乐,都表现了

《关雎》一诗与祭祀的密切联系｡ 

4.2  祭祀的精神内涵 

祭祀的主要意义和精神内涵概括有二,一为报本反始,一为崇德报功｡《荀子·礼论》有言:“礼

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礼即人道,贯通人生

命之始终｡祭祀主要涉及“死”与“终”的问题,但它们无法脱离“本”与“始(或初)”而存

在｡正如李景林在论述儒家丧祭理论时所说:“这‘本’和‘始(或初)’指生命存在之根据和

始源｡而儒家所说返本复初,皆以人之最切己的情感为出发点｡丧祭之仪,本于亲亲之情;其

‘慎终追远’,亦正是要以此生命的真实情态为前提,溯及和挺立起这‘本’与‘始’｡这样,

人的生命价值,才能臻于完成｡”2 [110] 

祭礼对于“死”与“终”的关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对“本”与“始”重视｡人最直观的

本始即父母双亲,也即李景林所谓“人之最切己的情感”､“亲亲之情”｡扩大来看,则天地､

先祖和君师皆为本始｡《礼记·礼三本》有云:“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

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

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三本”以血缘亲情为核心,三者之间有着

内在的统一关系,其关系表现为:“人以孝道血缘亲情之真诚,由近及远,追思其生命之本原,

以上达契合于天地生物之本,人的道德性命于是而成｡”2 [111] 

除报本反始外,祭祀所追求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崇德报功｡《礼记·祭法》有云:“夫圣王之制

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由此可见,祭祀对象皆为对社会和百姓做出重要贡献者｡通过祭祀活动,既体现了对逝者德业

和功勋的追思,又能对现世之人起到砥砺和鞭策的作用｡当代存在主义哲学所谓的“向死而

生”,在一定程度上与此相通:人只有在面对“死”的时候,才能对“生”存有真正的了悟｡ 

从报本反始､崇德报功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对《采蘩》､《采蘋》､《关雎》中的祭祀情节

有更深的体悟｡上文已提到,《采蘋》之祭,为女子出嫁前的教成之祭,标志着女四教的学习完

成,也是和自己祖先的正式告别｡出嫁是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女子离开自己的祖庙,成

为另一个家族的宗庙之主,某种程度上具有脱胎换骨的重生意味｡在这样里程碑式的关键时刻,

举行面向先祖的教成之祭,既是报本反始,是对自己生命本原与血缘亲情的敬重,也包含着对

未来全新生活的展望与希冀｡《采蘩》与《关雎》之祭,则是女子为夫家宗庙之事的辛劳操持｡
女子已脱离了自己血缘关系上的先祖,进入了另一家族和祭祀系统,并在其中担任着重要角色

｡此时的祭祀,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报本反始､崇德报功｡男女双方在整个祭祀过程中各司其职､

互相配合,更成为了互敬互爱､和乐美满的理想夫妇之伦的体现｡ 

报本反始､崇德报功不仅是制祭的原则,也成为了王者和圣人垂范天下和教化百姓的根本｡王
者以祖配天,垄断与天交通之权,延续原始时代循血缘亲情以报本反始的精神,并把它提升于

终极超越性的层面加以强调｡2 [112]因此《礼记·郊特牲》有言:“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礼记·祭统》有:“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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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者之所以能成为教之本,正是因为祭祀和教化同样都强调从本始出发,并最终回归本始｡由

此观之,《诗经》､祭祀､教化三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也即对于本性､本始的尊重｡《诗经》中

的祭祀风俗不仅是艺术性的记录和描述,更具有现世的教化意义. 

4.3 “祭”､“巫”､“兴” 

《周礼·春官》有:“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可见上

古时代的祭祀对象为天神､人鬼､地示三大系统｡在祭祀活动中,祭祀者通过各种媒介与祭祀对

象产生沟通,草木即是沟通神人的重要媒介之一,也进一步成为祭祀主题中的审美意象｡《诗经》

中的祭祀植物可大致分为三类:直接供神享用的植物､以香气礼神的植物､以及营造巫祭氛围

的植物｡7 [53-54]荇菜､蘩菜､蘋藻属于前两类｡ 

祭祀活动与原始巫术密不可分｡正如彭智指出:“在上古时期,祭祀是一种具有仪式性和特定

目的的社会活动,巫术行为和礼法仪式则作为一种实现祭祀目的的方式和手段贯穿于祭祀活

动的全过程……由于《诗经》时代去古未远,这些祭礼中仍然保留了原始宗教巫术性质,在《诗

经》所呈现的祭祀民俗仪式中依然内蕴着浓郁的巫术意识｡”7 [54-55]可见在《诗经》时代,

祭祀活动虽已逐渐成为具有一定理性的礼制行为,但其中仍保存着浓厚的巫术色彩｡ 
“祭”与“巫”同源而生,二者在《诗经》时代并不存在清晰的界线,而与“祭”和“巫”同

样关系紧密的另一概念是“兴”｡从诗歌的艺术表达来看,先言植物采集以引起祭祀活动的表

现手法即赋比兴中的“兴”｡值得注意的是,“兴”从其原初意义来讲还是“一种心理活动,

一种身心投入带有巫术色彩的情感状态,一种情感调动､创作生发的审美体验”｡7 [57]也就

是说,《诗经》中以草木为媒介沟通人神的巫祭活动同时也是一种触物起情的审美经验活动,

这种情感与物象相互感发交融的状态就是“兴”｡“兴”伴随着原始巫术而生,“是人与世界

之间原初本然状态进行现象还原的审美经验”｡7 [58] 

这种返回本然状态的美学体验,与祭祀活动报本反始､返本复初的精神追求高度相似,这也正

体现了“祭”､“巫”､“兴”三者的交融联系｡“兴”与“祭”皆起源于原始巫术,强调对于

原初本然状态的回归｡随着历史的发展,具有原始宗教性质的巫术逐渐分化为大传统和小传统,

大传统以礼仪的形式保存,祭祀活动即属于这一分支,小传统则演化为医学､占星术等｡4而

“兴”则成为作为古典诗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意指触物起情､情景交融的创作生发状态｡ 

“祭”､“巫”和“兴”三者的有机统一性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诗经》中的采集情节｡

最初,草木植物在原始巫术活动中担任着沟通神人的媒介｡随着巫术的逐渐理性化和礼制化,

祭祀活动中的植物采集开始强调采集者的身心投入,侧重点由植物的客观属性转移到祭祀者

的诚敬之心｡这一关注祭祀者主体性的精神跃迁体现在上古文学作品中,从而造就了《诗经》

中以采集活动为兴､进而吟咏祭祀之事､赞美祭祀者美好德行的多彩诗篇｡ 

二南中的《采蘩》､《采蘋》､《关雎》等诗篇展现了上古时期的祭祀风俗,而理解相关的祭祀

文化离不开对诗歌中采集情节的把握｡二南中的采集活动已实现了从物质需求到精神需求的

意义跃迁,也就是说,采集不再是一种纯粹出于物质追求以满足口腹之欲的生产活动,其目的

是将自己辛勤劳动所收获的植物通过祭祀敬献给神灵,从而与神灵产生沟通,并展现自己的诚

敬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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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中的采集情节蕴含着深厚的精神内涵,除本文所探讨的以报本反始､崇德报功为主要追求

的祭祀风俗外,还有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政治文化等不同层面和视角｡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诗

经》中的采集情节作为线索,以探寻上古时期广阔而丰富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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