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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田猎诗的文化内涵及其
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陈鹏程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摘

要

）

《车攻》和《吉日》这两首天子田猎诗最基本的文化内涵就是宣扬周天子的赫赫

声威；这种宣扬天子武功的主题对后世田猎文学发生了深远影响。《诗经》田猎诗的文化内涵
主要表现为赞美猎手神射、勇武品格和驭手的高超技艺，表现了鲜明的尚武精神，这对后世
文学发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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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猎诗是《诗经》中的一类题材，数量不是很
多，据笔者统计，共有８篇。这些篇目是《召南》
中的《驺虞》；《郑风》中的《叔于田》、《大叔于
田》；《齐风》中的《还》、《卢令》；《秦风》中的
《驷驖》；
《小雅》中的《吉日》、
《车攻》。尽管其所
占比例不大，但有着重要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
遗憾的是，这些诗歌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注意。
笔者检阅相关论文，仅见有殷光熹先生的《 诗经
中的田猎诗》《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年第
期 和张颖女士的《 诗经 田猎题材中男性美的体
现——兼论美善在其中的特殊状态》《大连民族学
院学报》
年第 期 两篇。故笔者撰成此文，
集中缕析《诗经》田猎诗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史价
值。不当之处，望祈方家斧正。

一、《吉日》和《车攻》 宣扬天子
声威的文化内涵及文学史价值
《诗经》田猎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作于西周
宣王中兴时期的《吉日》和《车攻》两首天子田猎
诗。
《毛诗序》云：
“
《车攻》，宣王复古也。宣王能

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
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
《吉
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无不自尽 以奉
其上焉。
”陈奂《诗毛氏传疏》亦云：“
《车攻》会
诸侯而田猎，
《吉日》则专美宣王田也。
”这两首田
猎诗最基本的文化内涵就是宣扬周天子的赫赫声
威，并贯穿于诗歌的艺术描写之中。一是诗歌极力
铺写猎前准备的充分和郑重。这主要体现在猎前要
进行隆重的祭祀和庄重的占卜。
《吉日》云：
“吉日
维戊，既伯既祷。
”郑笺云：
“戊日，刚日也。
”《礼
记 曲礼上》云：“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
”这
表明周人将田猎视作一种重要的政治举动，通过占
卜确定日期。《诗集传》云：“伯 马祖也。
”就是
祭祀马神。这是因为马匹是狩猎中主要的用具，所
以要通过祭祀马神来获得庇佑。二是描写狩猎场所
之阔大。
《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是写狩猎
原野辽阔无垠；
《车攻》“东有甫草，驾言行狩”是
说狩猎草地的广茂。三是描写扈从人员之盛。《车
攻》云：“之子于苗，选徒嚣嚣。建旐设旄，搏兽
于敖。
”尤其是突出会猎诸侯之众多：“驾彼四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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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牡奕奕，赤芾金舄，会同有绎。
”四是写车马弓

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

矢用具之盛。《吉日》中“田车既好，四牡孔阜”
和《车攻》中“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

泽，云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
羊。蒙鶡苏，绔白虎，被班文，跨野马，凌三嵕之

都是写狩猎马匹的健壮和车辆的精良；
《车攻》
“决

危，下碛历之坻，经峻赴险，越壑厉水。椎蜚廉，

拾既佽，弓矢既调”突出了弓箭的精良。总的来
说，《吉日》和《车攻》这两首诗集中展现了周天

弄獬鹰，格虾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
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
”《西京

子围猎场面的壮观与声势的浩大，凸现了宣扬天子
武功的文化精神。华夏政治文化历来强调礼乐教化

赋》写汉武田猎声势的浩大：“千乘雷动，万骑龙
趋。
”“光炎炽天庭，嚣声震海潮。
”对天子声威的

与武略征伐兼备，田猎就是和平时期周天子突显威

宣扬体现出鲜明的尊君抑藩和大一统的思想。这正

武以震诸侯的准军事行动。这是先秦人的共同看
法，《左传 隐公五年》语：“故春蒐夏苗，秋狝冬

是《诗经》天子田猎诗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
承和发展。

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
”通过四时田猎习练车马
骑射以进行军事训练。
《左传 昭公四年》亦载“成
有岐阳之搜”，言周成王在岐山之南用会猎的方式

二、《诗经》田猎诗尚武精神的
文化内涵及文学史价值

会盟诸侯。结合这两首诗产生的历史背景来分析，
我们对其文化内涵就会更易理解。《史记 周本纪》
载宣王即位，一改乃父厉王时“诸侯不朝”的政
治局面，
“诸侯复宗周”。周宣中兴的一个鲜明标志
就是会猎诸侯。《墨子 明鬼下》云：“昔宣王合诸
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
”以会猎名义合威慑诸
侯，这正是周宣东狩的政治目的。明乎此，
《车攻》
和《吉日》宣扬周天子武功的文化内涵就非常清楚
了，正如《车攻》末尾所云：“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
”周天子对臣民和诸侯的统治策略是恩威并用，
在武力威慑的同时，对那些恭顺的诸侯与臣下则施
之以安抚。这也是《吉日》“以御宾客，且以酌醴”
和《车攻》“大庖不盈”君臣尽欢的场面描写的文
化意蕴，充分体现了天子与诸侯的和睦关系。就周
天子方面而言，收到了笼络人心、加强王室疑聚力
的效果。
《车攻》和《吉日》宣扬天子武功的主题对后
世田猎文学发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尤为显著的是汉
大赋，田猎是汉赋的一个重要表现题材。不同于周
代田猎活动的政治军事意义，田猎已经成为汉代帝
王贵族的一种娱乐活动。在枚乘《七发》中，吴客
就以田猎作为快人七事之一来启发楚太子。汉赋表
现田猎，着重凸显主体从场面的壮观和声势的浩大
中获得的愉悦之感，宣扬武功已不再是其主导内
容。但毫无疑问，这种愉悦的审美体验积淀形成的
基础是前代田猎文化的尚武精神蕴涵。如《上林
赋》大事渲染天子狩猎场面之盛。“乘镂象，六玉
虯，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
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
簿，纵猎者，江河为阹，泰山为橹，车骑雷起，殷

除《车攻》和《吉日》这两首天子田猎题材诗
歌外，《诗经》的其它田猎诗都是表现贵族和民众
田猎场景与过程的。统言之，《诗经》田猎诗共同
表现出尚武精神的文化内涵。
《诗经》田猎诗尚武精神的一个主要体现就是
对猎手高超射技的赞美。《驺虞》一诗凸现了猎手
“壹发五豝”“壹发五豵”的超群射技，展现了其英
武气概。
《大叔于田》也着力突出“叔善射忌”，尤
其是“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
忌”几句，更是逶迤写来，表现了其高超驭技和娴
熟射技的完美结合。《车攻》一方面渲染猎物的众
多，侧面展现射夫技艺的高超；另一方面更通过
“不失其驰，舍矢如破”的细节描写展现射手射技
之精。
《吉日》亦有对天子精湛射技的描写：
“既张
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
”对猎手
高超射技的赞美无疑体现了先秦时期乃至在整个
冷兵器时代华夏民族以善射为勇武之美的审美观
念。射技是先秦社会国子必须掌握的六艺之一。
《周
礼 保氏》：
“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
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
九数。
”在这种教育氛围中，国子们往往在很小的
时候就具备了高超的射技。
《诗经 齐风 猗嗟》“巧
趋跄兮，射则臧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射则
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就是赞美一个贵族少
年射艺的娴熟。在视勇武为男子优秀品格的先秦社
会，射艺是一个男子是否具有男性美的重要标志。
所以在先秦人的比物象征思维中，常以弓箭作为男
子的喻象，例如《礼记 月令》记高禖之礼中，
“乃
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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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注：“天子所御，谓今有娠者，于祠大祝，酌酒

我谓我好兮”“揖我谓我臧兮”，描述了猎手的英

于高禖之庭，以神惠显之也。带以弓韣，授以弓
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礼曰带以弓韣，礼之
“子生，
禖下，其子必得天材。
”
《礼记 内则》亦云：

武、矫健、威仪、力量。
《卢令》仅仅
个字，以
犬衬人，上写犬，下写人。写犬，重在铃声、套

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三日，始負
子，男射，女否。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

偲三字，极赞猎人的内秀、勇壮、威仪。犬与人共
同构成独特的典型形象，体现了强烈的尚武精神。

方。
”郑注：
“男子生而设弧于门左，示有射道而未
能也。
”生男以弧示人，象征射箭为男子天职。三

值得注意的是，在《诗经》田猎诗中开始将打猎英
雄和虎联系起来，见于《大叔于田》
“襢裼暴虎 献

日始射，则期许男子须有顶天立地、志在经略四方

于公所。将叔无狃 戒其伤女。
”暴虎的叙写，显

之意。射箭技艺贯穿于许多重大的礼仪活动中，如
燕礼、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等。先秦田猎诗突显猎手

示了叔的武勇，
《尔雅 释训》云：
“襢裼，肉袒也。
”
“暴虎，徒搏也。
”赤膊斗虎的英雄形象栩栩如生。

技艺高超的文化内涵实际上折射了善射为英雄的

这对后来的文学中打虎、射虎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很

杰出品格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同样体现在先秦
叙事形态的文学中，如播衍甚广的羿神话和养由基

有启发意义。战国时代，打虎英雄故事就广为流
《战国
传，如《孟子 尽心下》所载冯妇搏虎故事，

等善射英雄的故事。这种观念对后世文学的一个直
接影响就是文学史中善射英雄形象不绝如缕，如
《史记 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水浒传》中的花
荣等。就对后世的田猎题材影响而言，后世田猎诗
中屡屡出现弓箭意象和善射的英雄形象，尤以唐诗
为最。如李世民《出猎》、高适《同群公出猎海上》、
杨巨源《和裴舍人观田尚书出猎》等。其中王维的
《观猎》和张祜的《观魏博何相公猎》堪为翘楚之
作。王诗开篇即云“风劲角弓鸣”，由风势之猛突
出弓弦之强劲，暗示射手膂力之强；结尾“回看射
雕处，千里暮云平”又蕴将军箭法高超之意。张诗
“背手抽金镞 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
寒空”的描写亦极为精到：“背手抽金镞”句生动
地刻画出了猎手背手取箭的动作，突出其手势之利
落和手段之灵巧；“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
雁落寒空”的描写亦极为精到：“背手抽金镞”句
生动地刻画出了猎手背手取箭的动作，突出其手势
之利落和手段之灵巧；“翻身控角弓”句展现了射
手臂力强劲和动作的健美；“万人齐指处，一雁落
寒空”两句突出射手百步穿杨的绝技。清人施润章
《蠖斋诗话》对其艺术水平作了高度肯定：
“白尚书
以祜观猎诗 谓张三较王右丞未敢优劣。似尚非笃
论
细读之 与右丞气象全别。
”王、张田猎诗的
成功，无疑是以包括《诗经》田猎诗在内的前人作
品为基础的，其精神内涵亦与《诗经》田猎诗高度
一致。
《诗经》田猎诗对猎手敏捷、勇壮等英雄品格
的赞美亦体现了鲜明的尚武精神。《还》是一首猎
人互相夸赞打猎本领的诗，诗中反复吟咏“子之还
兮”“子之茂兮”“子之昌兮”“揖我谓我儇兮”“揖

策 秦二》卞庄子刺虎故事。在一些史传文学中亦
时见英雄射虎故事，如《史记 李将军列传》李广
射虎故事，《三国志 吴书 张顾诸葛步传》孙权射
虎故事等。这种英雄故事发展到《水浒传》中武松
打虎和《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的“唐打猎”故
事，可谓极致。
对驭手的赞美也是《诗经》田猎诗的一个重要
内容，亦是先秦尚武精神的体现。战国以前，以车
战为主，作为战争演习的狩猎自然强调驭手的御
技。驭手驾车水平的娴熟与否直接决定射猎的效
果。
《左传 襄公三十一年》载子产语：
“譬如田猎，

环，状猎犬之迅捷、灵便、矫疾；写人，用仁、鬈、

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
惧，何暇思获？”这足以见出御在田猎活动中的重
要性。
《孟子 滕文公下》所载故事亦可看出田猎中
御的重要作用。“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
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贱工也。
’
或以告王良。良曰：
‘请复之。
’强而后可。一朝而
获十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良工也。
’简子曰：
‘我使掌与女乘。
’谓王良，良不可，曰：
‘吾为之
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
云：
“不失其驰，舍矢如破。
”我不贯与小人乘，请
辞。
’
”从技能培训的角度看，作为一项准军事行
动，御是先秦狩猎活动所训练的主要技能之一。御
艺也为先秦贵族子弟必备的素养，如《周礼 保氏》
指出，保氏以五御教国子，五御即五种驾车的方法
或礼节，即郑玄注所云：“鸣和鸾，逐水曲，过君
表，舞交衢，逐禽左”，其中“逐禽左”就体现了
田猎培养御技的目的。贾公彦疏云：“逐禽左者，
谓御驱逆之车，逆驱禽兽使左，当人君以射之，人
君自左射 。
”意谓田猎时，要能够把猎车驾御到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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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的左侧，以便射杀。
《驷驖》“公曰左之，舍拔则
获”就是“逐禽左”的生动体现。《诗经》田猎诗
多次赞美驭手的高超御技。
《驷驖》“驷驖孔阜，六

年

子 览冥训》更是反复强调造父出神入化的御技：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车摄辔，马为整齐而
敛谐，投足调均，劳逸若一；心怡气和，体便轻

辔在手”写出尽管驾车的四匹黑色骏马剽悍如龙，

毕；安劳乐进，驰鹜若灭；左右若鞭，周旋若环，

但驭手紧握六条缰绳，从容镇定，显示出娴熟的驾
车技巧。《大叔于田》更形象具体地写出了驭手的

世皆以为巧。
”“古造父之御：齐楫之于辔衔之际，
而急缓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执节于掌

驾车技能之高：“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
骖如舞。
”“如组”“如舞”言其动作谐和中节。
“叔

握之间：内得于中心，外合于马志。是故能进退履
绳，而旋曲中规，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诚得其

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纵送忌”更是对

术也。
” 造父故事继承了《诗经》田猎诗的文化内

善射与良御的具体刻画。《车攻》亦突出“徒御不
惊”，写出驭手的机警从容。
《诗经》田猎诗对驭手

涵，这就是对御的重要作用的高度肯定。总的来
说，礼俗性和政治性是《诗经》田猎诗的历史特

的赞美突出了御这种技能在先秦社会中的重要性，
先秦人赋予御艺以丰富的文化内涵。
《吕氏春秋 审
应览》云：“古者之贵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
”

征。这和田猎活动在周代社会的作用息息相关。不

《诗经》田猎诗赞美驭手主题的直接影响就是
战国以后造父、王良、尹儒等高超驭手故事的大量
流传。其中造父形象尤为光彩照人。《穆天子传》
中造父形象首次出现，他堪为周穆王的第一御手，
“天子之御：造父、叁百、耿翛、芍及。
”“癸酉，
天子命驾八骏之乘，赤骥之驷，造父为御，南征翔
行，径绝翟道。升于太行，南济于河。驰驱千里，
遂入于宗周。
”表现了神奇的驾御技艺。《列子 汤
问》篇生动地记叙了造父师从泰豆氏习御的故事，
突出了其谦敬和颖悟的性格，
“三日而尽其巧。
”这
也是先秦人认为御手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淮南

同于史前社会，在周代，狩猎活动只是农业生产的
一种补充方式；周人更多地发挥了其习武的功能，
并将其和周礼的操作实践联系起来，成为一种文化
礼俗，而贯穿于这种礼俗中的是一种尚武精神。只
有到了战国以后，随着田猎活动的娱乐性因素日趋
增强，田猎文学的愉悦审美功能才得到了显著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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