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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學生文學精讀．詩經

周
南		

關
雎

【作者】

《詩經》的作者多是「無名氏」，這一首也不例外。因為當時並沒有

「知識產權」的觀念，也沒有「發表」的願望與可能，人們只是憑自發的

感興（當然也有些帶着某種政治、社會目的），「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

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而已，所以除去少數例外，一

般都是「佚名」之作。不過，從本詩內容可見，它應當出自一位正耽於愛

情幻想的青年歌者之手（口）。他暗戀着對方，而至朝思暮想，徹夜難眠，

於是不由自地唱出這首歌，表達自己痴戀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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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窈窕：文靜美好的樣子。窈，音「邀」（陰上聲）。窕，音「挑」（陽上聲）。

4	 淑：善，品德好。

5	 君子：原為對君主、諸侯等上層貴族的稱呼，後擴大為對男子的美稱。

6	 逑：音「求」，匹配，配偶。

二

參差荇菜 1， 長長短短的荇菜，

左右流 之。 左一把右一把去撈取它。

窈窕淑女， 漂亮賢淑的少女，

寤 3寐 4求之。 醒着睡着都追求她。

求之不得， 追求不到手，

寤寐思服 5。 日日夜夜想個不休。

悠 6哉悠哉， 思念綿綿呀無盡頭，

輾轉反側！ 翻來覆去哪睡得着覺！

1	 荇菜：一種水生植物名。葉浮水面，夏天開黃花，根、莖可吃。荇，音「杏」。

	 流：順着水流採摘。

3	 寤：音「悟」，睡醒。

4	 寐：音「未」，睡着。

5	 思服：思念。服，想。

6	 悠：思念深長的樣子。

【題解】

周南，是指周公治下的南方地區詩歌，可能以「南」這種敲擊樂器伴

奏。周成王（武王之子）在位時，由其叔父周公旦與召公奭（音「式」）

輔政，周公居於洛邑，負責管治東面的諸侯，其後周、召二公成為世襲的

封爵。周南地區約當今洛陽以南到湖北北部的漢水流域一帶。《詩經》有

〈周南〉十一篇。

本篇是《詩經．國風》第一首作品，與〈小雅〉第一首〈鹿鳴〉、〈大

雅〉第一首〈文王〉、〈周頌〉第一首〈清廟〉，合稱為「四始」。「關雎」

這題目是從詩中首句擇取來的，沒有特別含意。《詩經》各篇都是如此。

這首是著名的戀歌。作者傾訴對一位「窈窕淑女」的單思之苦，並想

像當「有情人終成眷屬」時，與她「共諧琴瑟」的快樂。

【譯注】

一

關關 1雎鳩 ， 關關叫着的雎鳩，

在河之洲。 依偎在河中的沙洲。

窈窕 3淑 4女， 漂亮賢淑的少女，

君子 5好逑 6。 是男士的好配偶。

1	 關關：鳥兒和鳴的聲音。

	 雎鳩：一種水鳥名。相傳雌雄相得，極篤於伉儷之情，所以詩中以牠們起興。

雎，音「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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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差荇菜， 長長短短的荇菜，

左右采 1之。 左一把右一把地採摘它。

窈窕淑女， 漂亮賢淑的少女，

琴瑟友 之。 彈琴鼓瑟去向她示愛。

參差荇菜， 長長短短的荇菜，

左右芼 3之。 左一把右一把地揀摘它。

窈窕淑女， 漂亮賢淑的少女，

鐘鼓 4樂之。 敲鐘擊鼓去使她歡樂。

1	 采：同「採」，採摘。

	 友：用作動詞，親近、愉悅之意。

3	 芼：音「冒」，揀擇。

4	 鐘鼓：古代樂隊的重要樂器。按當時禮法，要顯貴人家才配擁有。

【賞析】

這首詩共分三層，從戀慕，到展開追求，到追求不到而陷入幻想，層

層推進。最後結果如何，則留給讀者去想像。

一般認為，「風」詩源出於民間。從本詩各段以水鳥和鳴及採摘荇菜

的描寫起興，也可以證明這點。不過，在採錄、編訂，並集為《詩三百》

（西漢起稱為《詩經》）的過程中，不少民歌會經過採詩之官或宮廷樂師以

至儒家學者（如孔子）的刪改潤色，以符合入樂或其他官方審美標準的要

求，也是情理中事，所以本詩就出現了諸如「淑女」、「君子」、「琴瑟」、

「鐘鼓」一類帶貴族色彩的字眼。這正是從漢、宋、清代到近現代眾多《詩

經》學者對此詩的解釋各執一詞，難以取得共識的重要原因。

這首詩的一些詞語，如「窈窕」、「淑女」、「求之不得」、「輾轉反側」

等，早已融入我們的民族語言中，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可見其影響的

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