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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賓禮”、
“嘉禮”中的音樂及其附翼、娛興因素 ──
──《儀禮》

杜

雪⑴

I Have Here Admirable Guests; The Lutes Are Struck, and the Organ Is Blown:
the Subsidiary and Entertainment Factors of Music in “BinLi” and “JiaLi” in YiLi
Xue DU
Abstract

Xiangyinjiuli, Xiangsheli, Yanli, Dasheli, and Pinli ceremony are all recorded in Yi Li. Belonging to “Binli” and
“Jiali”，these are all ritual etiquette for social, interpersonal or inter-state diplomacy between different sides.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these ceremonies are conducted with abundant music and dance performances,
which form a ceremony music system. This system is also confirmed in other documents and pre-Qin period relics.
As for the problem of the phenomenon of “propriety disintegration” in the social change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previous studies usually focus on the popularity of new music such
as “ZhengWeiZhiYin”, as well as the preference of the ruling class.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use of music and other
factors, the musical performance of the ritual music system is solemn and strict; the ceremony music itself is rigid.
Combining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 study of bronze inscriptions, the author analyzes in detail the ceremonial music of “Bin Li” and “Jia Li” in Yi Li, and finds that within the ritual system, the music shows the subsidiary
and entertainment factors. The ritual music is flexible in some aspects. To a certain extent, i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intrinsic gene of the entertainmentization of musical performance.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聘禮是《儀禮》中所記載的，不同身份的人之間實現社會人際或國家間
外交的儀式禮節，屬於“賓禮”、“嘉禮”。據文獻記載，在這些禮儀儀式中，有著豐富的音樂、樂舞儀式，形成
了一套音樂制度。這在先秦其他文獻和出土文物中多有印證。
以往研究在論述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變化中的“禮崩樂壞”現象時，往往關注於“鄭衛之音”、“世俗之樂”等
新樂的流行，以及人君不好“古樂”
、逾制用樂等因素，認為禮樂制度所規定的音樂演奏是莊嚴肅穆、規矩森嚴的，
典禮音樂本身是僵化的⑵。
筆者結合文獻、金文研究和文物資料，詳細分析《儀禮》所載“賓禮”、“嘉禮”中音樂演奏的儀節，發現在
禮樂制度內部，音樂演奏就帶有附翼、娛興的因素，帶有一定靈活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音樂演奏向娛樂化
衍變的內在基因。

一、《儀禮》
“賓禮”、“嘉禮”中的音樂
《儀禮》中，
“賓禮”
、
“嘉禮”中的音樂以複雜多樣的藝術形式服務於類別眾多的禮儀活動。在鄉飲酒禮、燕
禮、鄉射禮、大射禮、聘禮的儀式中，音樂表現以“歌唱”、“奏樂”、“間奏”、“合樂”、“樂舞”等豐富的藝術形
式，體現出較高的藝術水平。以下詳細分析《儀禮》“賓禮”、“嘉禮”中的音樂。
──────────────────────────────────────────────────────────
⑴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候選人、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訪問研究員。本論文得到中國國家留學基金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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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鄉飲酒禮”和“燕禮”中的音樂
“鄉飲酒禮”和“燕禮”均屬於宴饗之禮。
《儀禮·鄉飲酒禮》、《儀禮·燕禮》對不同宴饗活動中的音樂、舞
蹈表演制度多有記載。饗賓需用樂，在西周金文中，亦有印證 ：
在《儀禮》
、
《左傳》等文獻中，與燕饗相關的禮儀記載，用“享”或“饗”字均有。而在西周金文中，“享”
與“饗”的使用區分則較為明確，“享”用於“祀鬼神”，“饗”則用於“待賓客”⑶。與文獻中不分“享神”、“饗
賓”而存在混用的情況不同。
“金文‘饗’作‘鄉’約四十見，幾乎全部用於生人，例如 ：
獸鼎（
《三代》3、51、3）：用朝夕鄉厥多朋友。
趞曹鼎（
《三代》4、24、3）：用鄉朋友。
沫叔昏鼎（
《美集錄》A222、R293）：用鄉賓。”⑷
可以明確，西周金文中的“鄉（饗）”指宴饗賓客。而在“西周金文十一篇銘文中，有七件所記饗禮行於宗
⑸

廟” ，
“因饗、祭皆行於宗廟，故齋戒、尊彝、立而成禮、用樂相同是不難理解的。”⑹故由西周金文來看，亦可
推得“饗賓”用樂的結論，與《儀禮》中記載相合。
“鄉飲酒禮”是鄉大夫禮賢、與之飲酒之禮。鄭玄《三禮目錄》云 ：
“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
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儀屬嘉禮。”⑺《儀禮·鄉飲酒禮》中詳細記載了服務於“鄉大夫、鄉賢聚
而飲酒”這一禮儀性活動的音樂演奏過程 ：包括設席、入席，歌，笙樂，間歌，合樂，無算樂，送賓樂等。
鄉飲酒禮中的音樂演奏，可分為“正歌”和“無算樂”兩部分。
樂工之席，設於堂側⑻。最初，樂席有樂工四人，樂器為二瑟。二人鼓瑟、二人歌，以歌為主⑼。
鄉飲酒禮中的音樂演出，首先是樂工歌唱，內容為詩經小雅中的《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⑽。此處樂
工歌唱，應當是有瑟伴奏的。
《儀禮·鄉飲酒禮》中記載 ：
“卒歌，主人獻工。”⑾又提到“工左瑟，一人拜，不興，
──────────────────────────────────────────────────────────
，
“在禮的進行當中，如果沒有樂相配，不僅將失去禮的那種
⑵ 如蔣孔陽在論述這一問題時強調了“古時的音樂是有嚴格規定的”
莊嚴肅穆的氣氛，而且禮的節奏和順序，也將無法控制。
”就“禮崩樂壞”現象，談到“
‘新聲’、
‘新樂’愈來愈流行，不僅在民
間佔了優勢，甚至也沖進了貴族統治階級，一些貴族統治階級中的人物也喜歡‘新聲’
、‘新樂’了……所謂‘鄭衛之音’
、
‘世俗
之樂’等，指的都是新興起來的‘新樂’
、‘新聲’了。……甚至朝覲聘問這樣一些大典，也常常違背了禮樂制度的規定，演奏了
一些不符合禮的要求的音樂。
”參見《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
，蔣孔陽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67-75
頁“先秦時代的‘禮樂’制度”章。夏野在相關論述中說 ：
“大約自春秋以來，隨著奴隸制的瓦解，周室衰微，禮樂制度崩潰了 ；
加之典禮音樂本身的僵化，一些新興地主階級代表人物都不喜歡舊樂而喜歡起以‘鄭衛之音’為代表的民間俗樂來。”參見《中
國古代音樂史簡編》，夏野 著，上海音樂出版社，1989 年 2 月第 1 版，17 頁。近年相關研究，小島康敬在《荻生徂徠一門の音
樂嗜好とその礼樂觀》一文第一節“孔子と礼樂”中談到“鄭聲”的影響和與禮樂的區別 ：
“殊更に扇情的な音楽は孔子の時代
にも当然あった。鄭という国の歌曲がそれである。そこで孔子は「鄭声を放ち、侫人を遠ざく。鄭声は淫にして侫人は殆し」
（衛霊公）とか、
「鄭声の雅楽を乱るを悪む」
（陽貨編）と言っている。鄭堙の歌曲（民謡）は淫らであるから人々に歌わせな
い方が良いとうわけである。鄭の楽は『春秋左氏伝』（昭公元年）によれば「煩手淫声、慆堙心耳」とあるが、ゆったりとし
た荘重な曲とは真逆の、複雑で軽快なテンポで官能的で声で心や耳を蕩けさせてしまうような曲だったのであろう。孔子は
「楽」の人心に及ぼす効用を知るが故に、社会秩序に益する「楽」（「雅楽」）と人心を紊乱する「楽」（
「鄭声」）とを区別して、
後者を退けた。
”參見《「礼樂」文化──東アジアの教養》
，小島 康敬 編，株式会社ぺりかん社，2013 年 7 月 10 日，初版第 1
刷発行，317 頁。黃震云撰《關於中國禮樂制度的創立與“禮崩樂壞”》
，載《樂府學》
（第十一輯），2015 年 6 月，在談到“禮崩
樂壞”現象時所舉例子，集中說明禮樂教育和禮樂儀式的缺失。郭丹撰《
“禮崩樂壞”與 <左傳> 的崇禮傾向》，載《文史知識》
，

2016 年 11 期，論述“‘禮崩樂壞’的現實”，除“天子權威受到衝擊”、“諸侯爭霸”、“宗法制遭到破壞”等社會政治因素外，就
禮樂而言提到的是“僭越現象普遍”既“八佾舞於庭”的例子。
，劉雨 著，紫禁城出版社 2008 年 5 月第 1 版，61 頁。
⑶ 參考《西周金文中的饗與燕》，見於《金文論集》
，61-62 頁。
⑷ 用例及統計引自《西周金文中的饗與燕》，見於《金文論集》
，66 頁。
⑸ 參考《西周金文中的饗與燕》，見於《金文論集》
⑹ 同上。
⑺ 見於《儀禮注疏·鄉飲酒禮》，《儀禮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 整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2 月第 1 版，145 頁。
“設席於堂廉”，鄭玄注云 ：
“布工席也，側邊曰廉”，見《儀禮注疏》
，167 頁。
⑻ 《禮儀·鄉飲酒禮》載 ：
“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敖繼公云 ：
“瑟先，歌後行，時以後為尊。”，見《儀禮集說》敖繼公著，康熙版《通
⑼ 鄭玄注云 ：
志堂經解》本，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卷四，十八頁。
⑽ 見於《儀禮注疏·鄉飲酒禮》，《儀禮注疏》，169 頁。
⑾ 《儀禮注疏》，1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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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爵。
”⑿鼓瑟的樂工亦得獻酒，應是參與了演奏。敖繼公亦云“不言瑟，有瑟依歌，其同可知。”⒀故此處應是歌、
瑟合鳴同一樂曲。
音樂演奏的第二階段為笙、磬演奏。
《儀禮·鄉飲酒禮》載 ：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
《儀禮·鄉飲酒禮》載 ：
“主人獻之於西階上。一人拜”，
“衆笙皆不拜”⒂。
《華黍》。
”⒁執笙演奏者非一人，而為眾人。
此處磬的地位是協奏。敖繼公云 ：
“吹笙之時亦奏鐘磬之屬以應之矣。不言者主於笙也。”⒃有關磬的形狀，
《左
傳》僖公二十六年，載齊侯諷刺魯國貧弱，有比喻曰 ：
“室如縣磬”，
“磬之懸掛，中高而兩旁下，其間空洞無物。”⒄
可知，磬的陳設方式是懸掛的。
關於“磬”的演奏方式，由“山東章丘女郎山戰國墓地”出土的“樂舞陶俑”可以生動再現。其中有“擊磬
俑”1 件，為跪姿，雙臂前伸，雙手執錘擊奏樂器。磬架為矩形，呈雙層框架狀，磬架下層中間的橫樑上，懸掛
有 2 件編磬的模型⒅。見圖 1 ⒆。
音樂演奏第三部分為“間歌”
，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
。
”⒇敖繼公解釋為 ：
“一歌則一吹。
” 是歌、笙交替，人聲、器樂連續演出不同內容。
音樂演奏的第四部分為“合樂”
。
《儀禮·鄉飲酒禮》載 ：
“乃合樂，《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
《鵲巢》
、
《采蘩》
、
《采蘋》
” ，鄭玄注謂 ：
“合樂，謂歌樂與重聲俱作。
” 認為這是在正歌結束前，歌、樂
大合奏。
以上，是鄉飲酒禮中音樂演奏的“正歌”部分。其儀式規定詳細、演出形式豐富，體現出音樂的禮儀性和藝
術性。

圖1

章丘女郎山樂舞俑（戰國） 擊磬俑

──────────────────────────────────────────────────────────
⑿ 同上。
，卷四，十九頁。
⒀ 《儀禮集說》
，172 頁。
⒁ 《儀禮注疏》
⒂ 同上，173 頁。
，卷四，二十一─二十二頁。
⒃ 《儀禮集說》
⒄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楊伯峻 編著，中華書局，2009 年 10 月第 3 版，439 頁。
⒅ 參見《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總編輯部 編，大象出版社，2001 年 12 月第 1 版。206 頁。
⒆ 同上，207 頁。
⒇ 見於《儀禮注疏·鄉飲酒禮》，《儀禮注疏》，173 頁。
《儀禮集說》
，卷四，二十二頁。
《儀禮注疏》
，173 頁。
同上，1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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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正歌”外，鄉飲酒禮的另一音樂演出是“無算爵”階段的“無算樂”。演奏“無算樂”時，“賓主燕飲，
爵行無數，醉而止也。” 而“燕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也。” 音樂的演奏不再拘泥於數量、形式，而以
盡歡為目的。“無算樂”結束後，賓客出，奏送賓樂，曲目為《陔》，“以《陔》為節，明無失禮也。” 奏《陔》
以明節律，以便飲酒後眾人離席。次日，賓客前來拜賜，又有音樂演奏。規定“鄉樂唯慾” ，即“
《周南》、《召
南》六篇之中，唯所慾作，不從次也。” 關於無算樂的演奏方式，敖繼公云 ：
“爵行則奏樂，爵止則樂闕，故爵
無算而樂亦無算。
” 音樂演奏更加自由唯慾。
“燕禮”
，據鄭玄《三禮目錄》云 ：
“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群臣宴飲以樂之。燕禮於五禮屬嘉
禮。
” 與鄉飲酒禮類似，此處說的宴飲活動亦是眾人相聚飲酒燕樂，但參加者身份不同。
據《儀禮·燕禮》
，燕飲過程中的音樂在獻飲儀式之間進行。
“正歌”部分的音樂表演首先是歌，
“工歌《鹿鳴》、
《四牡》
、
《皇皇者華》
。
” 結束後，復進行飲酒活動。然後再進行眾笙合奏 ，“奏《南陔》
、《白華》
、《華黍》
。”
之後為笙樂與歌間奏 ：
“乃間歌《魚麗》
、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歌《南山有臺》
，笙《由
儀》
。
” 最後“歌鄉樂，
《周南》：
《關雎》
、《葛覃》、《卷耳》；
《召南》：
《鵲巢》、《采蘩》、《采蘋》” 。至此，正歌備。
宴飲活動中音樂的第二次集中演奏是“無算爵”階段的“無算樂”。鄭玄云 ：
“升、歌、間、合無數也，取歡
而已，其樂章亦然。
” 對於音樂演奏的形式、內容無具體規定，以助興、取歡為目的。與鄉飲酒活動中的“無算
樂”演出類似。
燕禮基於參與者身份、燕飲原因的不同，或奏迎送之樂，還可能有舞蹈演出。具體而言，“若以樂納賓，則
賓及庭，奏《肆夏》
。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闕。
”
《肆夏》的演奏方式，鄭玄據《周禮·鐘師》認為是“以鐘鑮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
燕禮中還可以進行舞蹈演出，但不一定，
“若舞則《勺》。” 賈公彥疏云 ：
“謂舞則《勺》者，謂為之舞，則
歌《勺》詩以為曲。
” 孫詒讓《周禮正義》云 ：
“六樂雖有歌奏，而以舞為尤重” 是也。舞蹈在“鄉飲酒禮”、“鄉
射禮”
、
“大射禮”中均未見。可見舞蹈礼重，是不宜輕易濫用的，這體現出樂舞制度的禮儀性特點。
“在山東章丘女郎山樂舞俑中，出土了 26 件人俑，其中 21 件為女性造型 ：分別為歌唱俑、舞蹈俑、觀賞俑
三種造型，5 件演奏俑均為男性造型。其中舞俑 10 件 ：其中長袖舞俑 2 件，伴舞俑 8 件。研究者根據陶俑出土
的具體位置，參照陶俑自身的造型特征對樂舞場景進行了復原。據考證，墓主可能為戰國中期齊國將領匡章（章
子）
。
” 從這組戰國時期的樂舞陶俑來看，文獻中所記載的宴飲樂舞場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現。見圖 2 。
──────────────────────────────────────────────────────────
《儀禮注疏·鄉飲酒禮》鄭注，《儀禮注疏》，186 頁。
同上。
見於《儀禮注疏·鄉飲酒禮》經文及鄭玄注，186 頁。
《儀禮注疏·鄉飲酒禮》，《儀禮注疏》，191 頁。
同上。
《儀禮集說》，卷四，三十二頁。
見於《儀禮注疏·鄉飲酒禮》，《儀禮注疏》，286 頁。
《儀禮注疏·鄉飲酒禮》，
《儀禮注疏》，314 頁。
由獻爵過程看，應是眾笙合奏。見於《儀禮·燕禮》，《儀禮注疏》，316 頁。
《儀禮·燕禮》鄭玄注，《儀禮注疏》，316 頁。
《儀禮·燕禮》
，
《儀禮注疏》，317 頁。
同上。
《儀禮·燕禮》鄭玄注，《儀禮注疏》，330 頁。
《儀禮·燕禮》
，
《儀禮注疏》，336 頁。
《儀禮·燕禮》鄭玄注，《儀禮注疏》，336 頁。
《儀禮·燕禮》
，
《儀禮注疏》，337 頁。
《儀禮·燕禮》賈公彥疏，《儀禮注疏》，337 頁。
見於《周禮正義》卷四十二，[ 清 ] 孫詒讓 正義，商務印書館，1934 年 4 月初版，1937 年 1 月再版，第四冊，卷四十二，
10-11 頁。
參見《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204 頁。
同上，2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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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圖3

章丘女郎山樂舞俑（戰國）

故宮博物院藏燕射畫像壺（戰國）局部

圖4

故宮博物院藏燕射畫像壺（戰國）局部

燕飲中的音樂是諸多禮儀中最為豐富的。其中更可以進行其他禮儀活動所沒有的舞蹈表演。除卻儀式意義外，
其娛興作用頗為鮮明，
“無算樂”的表演更是活動中“盡興為樂”的突出表現。
（二）“鄉射禮”與“大射禮”中的音樂
“射”是六藝之一。關於射箭活動過程中有樂舞的證據，可見故宮博物院藏“燕射畫像壺”，該壺為戰國時器
物，壺身團案上，有射箭活動與樂舞活動并作的情景 。如圖 3、圖 4 。
文獻所載，
“鄉射禮”是“以禮會民” 的射藝活動，在“五禮”之中屬於嘉禮。在鄉射活動中，以射為主，
音樂演出則簡略處之。
鄉射禮中的“正歌”在正式開始射箭前進行，內容與鄉飲酒禮中的正歌相比簡單得多。其演奏樂器亦以瑟、
笙為主 。演奏形式僅有“合樂”
。《儀禮·鄉射禮》載 ：
“乃合樂，周南 ：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 ：
《鵲
巢》
、
《采蘩》
、
《采蘋》
” 。鄭玄注云 ：
“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也。
” 在射箭開始前，還要“遷樂
於下” ，
“以辟射” 。
“鄉射禮”中還有用以伴射的鼓樂演奏。即射箭活動進行到後段時的“三射”階段。“奏《駒虞》以射” 。
──────────────────────────────────────────────────────────
原載《考古》1986 年 12 期，轉引自《金文論集》，14 頁。
同上。
鄭玄《三禮目錄》，見於《儀禮·鄉射禮注疏》，《儀禮注疏》，199 頁。
見於《儀禮·鄉射禮》，《儀禮注疏》，215 頁。
《儀禮·鄉射禮》
，《儀禮注疏》，215 頁。
《儀禮·鄉射禮》鄭玄注，《儀禮注疏》，215 頁。
《儀禮·鄉射禮》
，《儀禮注疏》，224 頁。
《儀禮·鄉射禮》鄭玄注，《儀禮注疏》，2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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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規定“不鼓不釋” ，即“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 是以鼓樂輔助射箭，以節制頻率。
“鄉射禮”結束時，亦如“鄉飲酒禮”結束，奏《陔》以送賓 。次日，賓客前來拜賜，賓客入席，樂作，“三
“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
笙一和而成聲” 。即“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 《爾雅·釋樂》云 ：
其後，在“射無算”環節，又有歌唱，即“歌《駒虞》若《采蘋》。” 至此，“鄉射禮”中的音樂演奏結束。
“大射禮”
，鄭玄《三禮目錄》云 ：
“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 ；不數中者，
不得與於祭。射義於五禮屬嘉禮” 。大射禮的參與者身份與鄉射禮不同，則兩者音樂演出的具體形式也存在差異。
但總體而言，射禮中均體現出一種“志在射，略於樂” 的核心追求，音樂的作用多在輔助，處於附屬地位。
從大射演樂所使用的樂器看，有“笙”
、
“磬”、
“鐘”、
“鑮”、
“鼓”、
“鼙”、
“蕩”、
“鼗”，品類豐富、材質眾多 。
從音樂演奏來看，主要有以下幾次，形式不一 ：在賓客入席過程中，奏《肆夏》 ，至賓客拜酒，主人答拜，
則樂闕。至“公拜受爵，乃奏《肆夏》
” 。
其後的演樂 ：有歌樂，“乃歌《鹿鳴》三終。
” 大射有“工六人，四瑟” ，規模大於鄉射禮，當為四人鼓瑟，
二人唱歌。
有管樂，“乃管《新宮》三終” 。所謂“管”，鄭玄云“謂吹蕩以播《新宮》之樂。”
在射至數旬後，
“請樂於公” ，進入與鄉射禮相似，
“不鼓不釋” ，即隨樂射箭的環節。所奏之樂為《狸首》 ，
亦為鼓樂，用以伴射。值得留意的是，在這一環節中，公在射箭過程中“不以樂志” ，即“君之射儀，遲速從心，
其發不必應樂，辟不敏也。
” 音樂節制韻律的作用被取消了，尤其表現出音樂在射禮活動中的附屬地位。
最終賓客皆辭，公入，奏《驁》 。鄭玄云 ：
“《驁夏》
，亦樂章也。以鐘鼓奏之，其詩今亡。
” 鄭玄以為此樂
為《驁夏》
，為鐘鼓樂。即當為《左傳》襄公四年所載“金奏《肆夏》之三” 中的“三夏”之一。
“大射禮”的音樂演奏比“鄉射禮”規格更高、更為隆重。器樂種類增多，樂隊人數多、規模大，演奏音樂
的章節內容亦不同。從演樂過程而言，大射活動在射箭前宴飲環節的演樂中，
“正歌”部分有歌、有管樂而闕合歌，
未稱“正歌備”
，存在文獻有闕的可能。“大射禮”與“鄉射禮”均有“不鼓不釋” 的伴射鼓樂，“大射禮”規定，
──────────────────────────────────────────────────────────
《儀禮·鄉射禮》，《儀禮注疏》，254 頁。
同上，253 頁。
同上，252-253 頁。
見於《儀禮·鄉射禮》，《儀禮注疏》，263-264 頁。
《儀禮·鄉射禮》
，《儀禮注疏》，269 頁。
《儀禮·鄉射禮》郑玄注，《儀禮注疏》，269 頁。
《爾雅注疏》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 整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2 月第 1 版，172 頁。
《儀禮·鄉射禮》，
《儀禮注疏》，280 頁。
見於《儀禮·大射禮注疏》，《儀禮注疏》，341 頁。
《儀禮·鄉射禮》鄭玄注，《儀禮注疏》，215 頁。
見於《儀禮·大射禮》，《儀禮注疏》，341-411 頁。
見於《儀禮·大射禮》，《儀禮注疏》，355 頁。
《儀禮·大射禮》
，《儀禮注疏》，359 頁。
《儀禮·大射禮》
，《儀禮注疏》，367 頁。
同上，365 頁。
同上，369 頁。
《儀禮·大射禮注疏》鄭玄注，《儀禮注疏》，369 頁。
《儀禮·大射禮》
，《儀禮注疏》，400 頁。
《儀禮·鄉射禮》
，《儀禮注疏》，253 页。
見於《儀禮·大射禮》，《儀禮注疏》，402 頁。
《儀禮·大射禮》
，《儀禮注疏》，401 頁。
《儀禮·大射禮》鄭玄注，《儀禮注疏》，401 頁。
見於《儀禮·大射禮》，《儀禮注疏》，411 頁。
《儀禮·大射禮》鄭玄注，《儀禮注疏》，411 頁。
《左傳·襄公四年》
，《春秋左傳注》，932 頁。
《儀禮·鄉射禮》
，《儀禮注疏》，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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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可不隨鼓樂之節律射箭，是參與人物身份不同，儀節有異。
（三）“聘禮”中的音樂
“聘禮”是國家間的外交活動之一。鄭玄《三禮目錄》云 ：
“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
聘使大夫。
《周禮》曰 ：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於五禮屬賓禮。” 在聘問活動中，亦
有音樂演奏。其音樂儀式的詳細記述，雖然未見於先秦禮書，但在《左傳》中，多有春秋時期諸侯聘問中音樂活
動的零星記載。
聘問中的音樂演奏，約於“饗”之後，行“燕”時進行，當與燕禮中宴飲活動的音樂演奏相近。《儀禮·聘禮》
云：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 ；” 《儀禮·聘禮》中又提到“燕”
，稱“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 ，鄭玄注云 ：
“饗食，君親為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
” 賈公彥疏云 ：
“以其饗食在廟，為賓，故君親為主。
至後燕禮在寢，又以醉為度，崇於恩，殺於敬” 。
《左傳》桓公十年 ：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 ：
‘曹大子
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 楊伯峻引《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內容為注 ：
“諺曰 ：
‘唯食亡憂。’曹大子當食而歎，故
云非歎所。
” 可以看出，曹大子來魯，魯國以賓禮待之。饗之以食，當有幾次獻酒，初獻后，有音樂演奏。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季札觀樂”
，是對交聘活動中音樂演奏的一次較詳細的記述。季札所觀之樂並非
聘禮固定之樂，而是帶有徧觀周樂的目的。但從《左傳》記載看，亦有與《儀禮》賓禮中記載相合之處。
“吳公子季札來聘”
，
“請觀於周樂” 。首先“使工為之歌《周南》
《召南》” 。在燕禮中有“歌鄉樂，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召南》：
《鵲巢》、《采蘩》、《采蘋》” ，此處使工為季札歌“二南”，與禮書所載的禮
樂制度相合。其後，為之歌《邶》
、
《鄘》
、
《衛》
，為之歌《王》，為之歌《齊》，為之歌《豳》，為之歌《魏》，歌《鄶》
等各國風 。其後，“為之歌《小雅》
” ，篇章不詳。
在《儀禮》中，賓禮、嘉禮中的國風音樂，僅僅有二南，此處季札觀諸國之樂，當是出於“徧觀周樂”之目
的。但“燕禮”中有“無算樂”
，形式相對隨意。季札觀樂中遍歌各國風的做法，當與“無算樂”有相似之處。
據《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季札在魯國還曾觀樂舞。見舞《象箾》、《南籥》，見舞《大武》，見舞《大夏》，
見舞《韶箾》 。而《儀禮》燕禮篇中的禮樂制度規定，宴飲活動可以進行舞蹈演出，但不一定，
“若舞則
《勺》
。”
以上，可見在聘問活動中的音樂演奏在享賓環節進行。形式和內容多有取於燕飲活動中音樂演奏的部分，音
樂演奏在發揮禮儀性作用的同時，也帶有助興的目的。
綜上所述，在規範社會人際交往和外交聘問活動的鄉飲酒禮、燕禮、鄉射禮、大射禮、聘禮中，音樂演奏、
舞蹈表演廣泛應用。結合金文研究、文物材料來看，《儀禮》中所記載的“賓禮”、“嘉禮”用樂制度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印證。可以看出，“賓禮”、“嘉禮”音樂演奏的形式豐富多樣，有人聲演唱、多種器樂的演奏、合奏，人
聲與器樂的間奏等 ；音樂、舞蹈的內容廣泛，多以《詩》篇章為名，具有豐富各異的含義 ；總體而言，具有相當
的藝術水平。
──────────────────────────────────────────────────────────
見於《儀禮·聘禮注疏》，412 頁。
《儀禮·聘禮注疏》，《儀禮注疏》546 頁。
《儀禮·聘禮》，
《儀禮注疏》，545 頁。
《儀禮·聘禮》鄭玄注，《儀禮注疏》，545 頁。
《儀禮·聘禮》賈公彥疏，《儀禮注疏》，545 頁。
《左傳·桓公十年》，
《春秋左傳注》，126 頁。
《左傳·桓公十年》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126 頁。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春秋左傳注》，1161 頁。
同上。
《儀禮·燕禮》
，《儀禮注疏》，317 頁。
見於《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春秋左傳注》，1161-1164 頁。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春秋左傳注》，1164 頁。
見於《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春秋左傳注》，1165 頁。
《儀禮·燕禮》
，《儀禮注疏》，3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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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賓禮”
、“嘉禮”儀式中音樂演奏的附翼、娛興因素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變化的發生，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區分等級的用樂制度遭到僭越。流俗音
樂、新樂在這一時期逐漸流行。在宴饗等禮儀活動中，出現了不演奏禮樂制度所規定的樂，而盡情沉湎於聲色之
樂的情況。音樂演奏呈現出由禮樂向娛樂衍變的傾向。時人喜“新樂”而厭“古樂”，如《禮記》中載，“魏文侯
問於子夏曰 ：
‘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 這樣的文獻材料也給以往的研究留下了
禮儀音樂僵化、乏味的總體印象。
然而，將禮儀音樂作為一個整體的研究未免失於籠統。隨著研究的深入，應當關注到具體禮儀活動中，禮樂
演奏所表現出的不同面貌。《禮記》樂記篇中說 ：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以不能免也。” 儘管禮儀音樂要合乎
規範，但其中也含有快樂的因素 。
從上文所分析的賓禮、嘉禮儀式中的音樂演奏來看，其中的禮樂演奏並非枯燥、刻板而嚴格的過程，而是帶
有附翼性和娛興作用，體現出了一定的靈活度。這也可視為音樂向娛樂化衍變的內在基因。
（一）“賓禮”
、
“嘉禮”中，音樂演奏在儀式中的附翼性
在鄉飲酒、燕飲、鄉射、大射、聘問等社會人際交往和國家外交活動中，音樂和樂舞並非主角，可以說音樂
和樂舞是副翼於這些禮儀活動的。從功能上講，其所起到的作用是輔助性的。從地位上講，音樂、樂舞在這些活
動中的地位是附屬地位。
在禮書中，不同的社會活動均有其深層次的禮儀內涵。本文所及“鄉飲酒禮”、
“燕禮”、
“鄉射禮”、
“大射禮”
等，義涵多載於《禮記》。鄉飲酒禮 ：
“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錄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
也。
” 燕禮 ：
“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宴飲之禮，上下相尊之義。” 射禮 ：
“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
大射之禮，觀德行取其士之義也。” 聘禮 ：
“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重禮而輕財之義。”
由以上“賓禮”
、
“嘉禮”的禮義內涵看，與樂舞的表演均沒有直接聯繫。音樂在其中，更多的是起到了烘托氣氛、
輔助活動進行的作用。
在“鄉飲酒禮”
、“燕禮”
、
“禮聘”中的饗燕活動中，在獻飲過程中插入音樂表演，其主要目的在於助興。而
在西周金文對早期“燕禮”的記述中，
“金文以‘飲’或‘酒’記之” ，例如
方鼎（
《金文曆朔疏證》1、10）：惟周公於征伐東夷、豐伯、
酓秦酓。公賞

：

古（薄姑）咸

。公歸

於周廟。戊辰，

貝百朋，同作尊鼎。
“‘秦酓’即指秦地址酒，
‘飲秦飲’乃以秦地酒行燕禮。”

高卣蓋（《博古圖》11、18～19）
：惟十又二月，王初

，惟還在周。辰在庚申，王酓西宮， （烝），咸釐，

尹易臣惟小僰。揚尹休，高對作父丙寶尊彝。
“‘王飲西宮’即王於西宮行燕禮。
”
可見，在“燕禮”儀式形成早期，即以“酒”而非“樂”為重點。
“鄉飲酒禮”與“燕禮”的“正歌”內容
豐富、形式多樣，但其作為飲酒活動整體過程諸多環節之一環，介於獻飲儀式之間，具有明顯的附翼性。樂工之
──────────────────────────────────────────────────────────
《禮記·樂記》
，
《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 整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2 月第 1 版，1304 頁。
同上，1332 頁。
江 文也曾論及 ：
“楽者 楽也［楽は楽なり。『礼記』「樂記」］と、孔子も言はれたのであるが、音楽は、勿論聴覚的には楽し
むものであるに相違ないが、だがそれはどこまでも、ひとを生に導く楽みであり、より「思無邪」
［思い邪なし。
『論語』
「為政」
、
『詩経』の純粋さを指す句。］底の楽み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れは肉体的には耳に作用するが、善き意志を持つた楽みである
べきだ。”強調了音樂在聽覺上本身即有令人快樂的作用，而禮樂更在精神層面上導向更高層次的快樂。參見《上代支那正樂考
──孔子の音樂論》，江 文也 著，株式会社平凡社，2008 年 5 月 16 日，初版第 1 刷発行，230 頁。
《禮記·鄉飲酒義》孔穎達正義引鄭玄《三禮目錄》
，
《禮記正義》，1897 頁。
《禮記·燕義》孔穎達正義引鄭玄《三禮目錄》，《禮記正義》
，1931 頁。
《禮記·射義》孔穎達正義引鄭玄《三禮目錄》，《禮記正義》
，1913 頁。
《禮記·聘義》孔穎達正義引鄭玄《三禮目錄》，《禮記正義》
，1938 頁。
《西周金文中的饗與燕》，見於《金文論集》，68 頁。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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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設於堂側 ，亦是此種附翼性的體現。在飲酒活動中間，加入音樂演奏，調動了宴飲的氛圍，使得賓客之間
達到“宴飲以樂之” 的目的，起到了對宴飲中賓主間人際交往的輔助作用。
在射禮中，音樂演奏主要應用於“享賓安席”和“以鼓節射”。音樂演出在鄉射活動中的附翼性十分明顯，
主要體現為音樂演奏的核心部分──“正歌”的內容較少，而有輔助射箭的鼓樂演奏。在席位上，也要在射箭開
始前“遷樂於下” ，
“以辟射” 。鄉射活動中，
“以鼓節射”尤其體現出音樂對於射藝活動的附翼性。射箭活動
進行到最後時，“奏《駒虞》以射” 。
“不鼓不釋” ，即“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 音樂在此處成為了射箭
活動的輔助，為放箭提供節律。大射禮中這一環節，公在射箭過程中“不以樂志” ，即“君之射儀，遲速從心，
其發不必應樂，辟不敏也。
” 則此時音樂連節制動作韻律的作用也沒有了，幾乎成為伴隨射箭過程的背景音。
（二）“賓禮”
、
“嘉禮”中，音樂演奏的娛興因素
在“鄉飲酒禮”
、
“燕禮”
、“鄉射禮”
、
“大射禮”、“聘禮”的音樂制度中，音樂演奏的娛興因素多有體現。在
宴飲活動和其他活動的宴饗環節中即已含有“宴飲以樂之” 之義，音樂、舞蹈的演出在此處起到助興作用。
禮儀音樂娛興的突出表現，是儀式中的“無算樂”。
“鄉飲酒禮”中“無算爵”階段的“無算樂”
，助興色彩明顯。演奏“無算樂”時，
“賓主燕飲，爵行無數，
醉而止也。
” 而“燕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也。” 音樂的演奏不再拘泥於數量、形式，而以盡歡為目的。
次日賓客前來拜賜，有“鄉樂唯慾” ，即“
《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慾作，不從次也。” 這是“無算樂”
之後，鄉飲酒活動中又一一定程度上“演樂唯慾”的音樂活動，體現出音樂為社會交際活動助興的娛興色彩。類
似的，在燕禮所規範的燕飲活動中，亦有“無算樂”
。鄭玄云 ：
“升、歌、間、合無數也，取歡而已，其樂章亦然。
”
對於音樂演奏的形式、內容無具體規定，以取樂為目的，盡歡即可，可見此處音樂演出的娛興作用之強。
“鄉射禮”中，在“射無算”環節，有歌唱，即“歌《駒虞》若《采蘋》
” 。“鄉射禮”中，次日賓客拜賜，
音樂演出較前日儀式更為隨意，以活躍氣氛為目的，形式豐富活潑，尤其體現出音樂的娛興因素。
綜合上述分析，其一，就音樂制度本身而言，在“賓禮”、“嘉禮”規範的社會活動中，其音樂制度內部體現
出一種音樂、舞蹈在社會交際活動中的附翼性。即按照“賓禮”、“嘉禮”中的音樂制度，音樂、舞蹈演出在這些
活動中是附屬角色，僅起到輔助作用。這就使得“禮崩”之際，禮儀性的流失容易表現在音樂變異上。其二，從
“鄉射禮”、
“大射禮”
、
“鄉飲酒禮”
、“燕禮”
、
“聘禮”來看，其音樂制度本身就使音樂演奏帶有娛興色彩。這就
使得“樂壞”有隙可圖。
本文以《儀禮》“賓禮”、“嘉禮”中的音樂為考察中心，結合文獻、文物資料，詳細考察鄉飲酒禮、燕禮、
鄉射禮、大射禮、聘禮中的儀式程序與音樂演奏。可以得出，其音樂演奏的形式豐富多樣，音樂、舞蹈的內容廣
泛、含義豐富 ；頗具藝術水平。典禮中的音樂演奏帶有附翼、娛興的因素。演樂過程並非死板、乏味，而是具有
──────────────────────────────────────────────────────────
《禮儀·鄉飲酒禮》載 ：
“設席於堂廉”，鄭玄注云 ：
“布工席也，側邊曰廉”，見《儀禮注疏》
，167 頁。
鄭玄《三禮目錄》，見於《儀禮注疏·鄉飲酒禮》，《儀禮注疏》，286 頁。
《儀禮·鄉射禮》，《儀禮注疏》，224 頁。
《儀禮·鄉射禮》鄭玄注，《儀禮注疏》，224 頁。
《儀禮·鄉射禮》，《儀禮注疏》，254 頁。
同上，253 頁。
同上，252-253 頁。
《儀禮·大射禮》，《儀禮注疏》，401 頁。
《儀禮·大射禮》鄭玄注，《儀禮注疏》，401 頁。
鄭玄《三禮目錄》云 ：
“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群臣宴飲以樂之。燕禮於五禮屬嘉禮。
”見於《儀禮注疏·鄉飲酒
禮》，
《儀禮注疏》
，286 頁。
《儀禮·鄉飲酒禮》鄭注，《儀禮注疏》，168 頁。
同上。
《儀禮·鄉飲酒禮》，《儀禮注疏》，191 頁。
同上。
《儀禮·燕禮》鄭玄注，《儀禮注疏》，330 頁。
《儀禮·鄉射禮》，《儀禮注疏》，2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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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靈活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春秋戰國時期，以宴饗為代表的社會活動中，音樂向娛樂化衍變的內在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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