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詩．葛覃》「歸寧」禮異說分疏 

──兼論清儒「以禮解經」 

顧遷* 

摘要 

清代經學復興，尤以禮學著稱。禮學之盛，輝映群經，經解箋疏漸有「禮學化」

之傾向。清儒認為群經皆聖人之言，可以互證，而要以「周禮」為會通，解釋群經，

遂多牽引古禮。《詩經》多涉周制，解詩引證禮經，亦屬自然。但詩本性靈，詩教雖

廣，猶不必事事徵實；加之古制茫昧，難以確證，以禮解詩，當慮過猶不及。以《毛

詩．葛覃》為例，其中「歸寧父母」一句，引起清儒頗多爭議，或就古禮立論，或

就三家詩及毛鄭異說立論，或引入《春秋》學視角，甚至有以今古文之別為標準者，

可謂異說紛紜，莫衷一是，而其焦點皆圍繞禮制。以禮解詩，淵源於漢儒，特別是

鄭玄以禮箋詩的傳統，但在清代考據學背景下，又有新的特點及局限。 

關鍵詞 

清儒  葛覃  歸寧  以禮解經 

（一）《葛覃》詩旨舊說疑義 

《毛詩．周南．葛覃》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

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绤，服之無

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全詩三

章，每章六句。 

*  蘇州大學文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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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序解釋詩意說：「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

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關於詩序

作者，舊說不一。鄭玄（127-200）《詩譜》認為，大序是子夏（前 507-前 400?）所

作，小序是子夏、毛公（生卒年不詳）合作。然宋儒多不信之，甚至有廢小序之議。

清儒之主流派崇尚漢學，解《詩》多就毛、鄭二家立說，不闌入宋明學者之言，於

小序更不懷疑，往往持為立論基礎。但〈葛覃〉一篇，辭旨之疑問頗多，即小序之

文，理解亦多分歧。今條理舊說，述其疑義如下。 
詩在〈周南〉，且見於《禮經》諸禮之合樂環節，自與西周王化相關，序言「后

妃」，故舊說多以為周文王后妃太姒之事。序又云「在父母家」，似謂未嫁之時，然

末句又言「歸寧父母」，則又似嫁後回娘家問安之意。豈首章在家，次章已嫁，末章

歸寧？又后妃既為諸侯夫人，古禮是否允許「歸寧」，頗成疑問。毛傳解釋「歸寧父

母」云：「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以此知毛氏有歸寧之說。然《說文》

引三家詩作「以妟父母」，知齊、魯、韓並無「歸寧」之義，毛氏獨異，於禮合否？

「禮是鄭學」，鄭玄箋詩，廣徵典禮，〈邶風．泉水〉序：「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

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鄭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得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

弟。」知其同於毛傳，豈毛、鄭同主歸寧之說？《春秋經》莊公二十七年：「杞伯姬

來。」《左傳》發例云：「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

曰歸於某。」似以歸寧為常禮。但《公羊傳》曰：「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何休

（129-182）釋《公羊》義謂：「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大故」

蓋指被出或亡國。然則《公羊》之義，並不以歸寧為常禮。《穀梁傳》有所謂「婦人

既嫁不逾竟（境）」之說，傳凡數見，既嫁，歸寧似更無合禮之可言。三傳有別，孰

得《春秋》褒貶之意？聖人褒貶之意不明，何以知《詩》之美刺？傳統《詩》學，

非盡如今日之文學解讀，要以儒學闡釋為基礎，於以上疑義，不能回避。 

（二）清儒圍繞「歸寧」禮的討論 

康熙時惠周惕（生卒年不詳，清康熙三十年 [1691] 進士）撰有《詩說》，根據

〈邶風．泉水〉、〈鄘風．蝃蝀〉、〈衛風．竹竿〉三詩「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之

言，認為按照古禮，女子既嫁，不得歸寧省親，毛傳蓋為誤說。且徑推《春秋》經

例，以為歸寧非禮，三傳之中，惟穀梁氏獨得經義。其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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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嘗求之孔子之意，而知歸寧之說非也。于何知之？于《春秋》知之。

《春秋》莊二十七年冬書「杞伯姬來」，左氏曰：「歸寧也」，杜氏曰：「莊公

女也」，莊公在而伯姬來，則正與歸寧之禮合。而《春秋》何以書而譏之？

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 

然則后妃亦非禮乎？曰：此毛傳之誤，非詩意也。序曰「〈葛覃〉，后妃

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

母」云云，蓋以其為女知其能為婦，所謂「無父母詒罹」者也，《公羊傳》

曰「婦人謂嫁曰歸」是也。序說自長，而毛傳因左氏誤焉，非詩之意然也。

諸家之論，惟穀梁氏為知禮也夫。1 

惠氏之意，《春秋》之例，常事不書，莊二十七年經書杞伯姬來，則是譏之，故知歸

寧非常禮。毛傳「父母在則有時歸寧」之說，乃受《左傳》之誤導。所謂「序說自

長」者，蓋指女子有德行，嫁後不詒父母之憂。惠氏還以《戰國策》左師說趙太后

「媼之送燕后也，……祝曰必勿使反」之言證戰國時猶存西周正禮。其後惠士奇

（1671-1741）撰《春秋說》，亦本其父之說，並駁杜預（222-284）父母沒則使卿寧

之說。 
但依惠氏之解，則序、傳明顯抵牾，與舊說「毛公本序作傳」不合。馬瑞辰

（1777-1853）注意到這一矛盾。他贊同《穀梁傳》，認為歸寧非禮。又據段玉裁

（1735-1815）《毛詩故訓傳》，以毛傳「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一句為後人增竄，謂

毛氏亦無歸寧之說，以此彌合序、傳之矛盾。又據《說文》引詩「以妟父母」，謂毛

詩原作「以寧父母」，後人因小序「歸安父母」，而改為「歸寧父母」，又妄增傳文；

且小序「歸安父母」意為嫁而安父母，當讀為「歸，安父母」，分別對應經文的「言

告言歸」（毛傳：「婦人謂嫁曰歸」）和「以寧父母」。馬氏又說： 

「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承上「后妃在父母家」而言，是此詩汙私、

澣衣皆未嫁時之事。 

序云「歸安父母」，正指經「言告言歸」言之，乃「婦人謂嫁曰歸」之

歸，非「反曰來歸」之歸也。后妃出嫁而當於夫家，無遺父母之羞，斯謂之

                                                
1  《詩說》（影印《清經解》本，上海：上海書店，1988 年），第 1 冊，頁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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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父母」，〈無羊〉詩所謂「無父母遺罹」者也。「寧父母」三字當連讀。〈召

南．草蟲〉詩「憂心忡忡」，箋云：「在途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

故心忡忡然。」又「我心則降」，箋云：「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

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箋凡兩曰「寧父母」，即本此詩。2 

其意蓋以詩言后妃嫁而無遺父母之羞，則非指歸寧明矣。 
陳奐（1786-1863）作《詩毛氏傳疏》，專闡毛氏一家之學，知序、傳文義有別，

又見〈泉水〉鄭箋有歸寧之說，乾脆較段氏更進一步，「刪毛以歸鄭」，認為「父母

在則有時歸寧耳」九字乃是鄭箋之語竄入。經過這樣的處理，序、傳不相抵牾，歸

寧之說全為鄭義，庶免毛傳受「非禮」之斥。陳氏又說： 

箋解經「歸」字為「歸宗」之歸，以「寧」字連上讀，與傳釋經「歸」

字為「歸嫁」之歸，而以寧字連下讀者不同。……序又云「安父母」，即「寧

父母」，毛公本序作傳，故上文既釋歸為嫁，則此句弟訓寧為安。「歸寧父母」

者，既嫁而寧父母，所謂「無父母詒罹」也。3 

此則與馬氏意見相同。陳氏又說： 

〈草蟲〉箋云：「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又云：「始

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寧父母」

即本此詩之義。 

古者后夫人三月廟見，使大夫寧。有寧父母禮，無歸寧父母禮。《左傳》

歸寧，春秋時制，文王初年不當有此。且此篇三章皆言后妃在父母家事，唯

末句纔說到嫁耳。若作「歸寧」連文解，大失經恉。4 

是知陳奐讀「歸寧父母」亦為嫁而安父母，又分「寧父母」與「歸寧父母」為二禮。

陳氏之意：「寧父母」為西周古禮，卿大夫以上婚禮，須待三月廟見方能「成婦」，

此後留車反馬，以示安於夫家；「歸寧父母」，則為春秋變制，不可以論文王時事。

又詩中「害澣害否」毛傳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陳奐詳引禮文加以疏釋，謂

                                                
2  《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卷 2，頁 39-40。 
3  《詩毛氏傳疏》（影印《清經解續編》本，上海：上海書店，1988 年），第 3 冊，卷 1，頁 1054。 
4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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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服為燕居之服，公服為盛飾見舅姑之服，足見其以禮解詩之習。 
胡承珙（1776-1832）治《毛詩》享有盛名，與馬瑞辰、陳奐交契頗深，與馬氏

約定書成互相為序，與陳奐則互通書信以商疑難。後胡氏書未成而身歿，馬氏序其

遺書，陳氏則應其子之請，為續〈魯頌．泮水〉以下未完之稿。關於〈葛覃〉，陳奐

曾將己說奉贈胡氏以請益，胡氏復書，贊其「剖析同異，訂證闕訛，有功毛氏不淺」，

蓋即謂離析毛傳九字入鄭箋之事。對於陳奐以末句「歸寧父母」即小序之「歸安父

母」，胡氏云： 

《潛夫論．斷訟篇》云：「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甯之志一許不改，蓋

所以長真潔而甯父母也。」此正足以發明序、傳之義。5 

此數十字為陳奐引入〈傳疏〉，標曰「後箋云」。然檢胡氏《後箋》，「此正足以發明

序、傳之義」已改作「此亦第以歸甯為無父母遺罹之意」6，意更顯豁，乃以「歸寧」

有「寧父母」之古義，與陳奐「歸安」之解相同。可見在〈葛覃〉主旨的理解上，

胡氏接受了陳奐之說。但在〈後箋〉中，胡氏還表達出一個不同意見，即明確承認

《左傳》所載「歸寧」之制為古禮： 

歸甯之禮，《正義》歴引《左傳》、《喪服傳》等，證據明白，固不得謂

為非禮。《曲禮》云：「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尤有明文。《詩》之〈泉水〉、

〈載馳〉、〈竹竿〉雖皆思歸不得，然使父母在而亦不當歸甯，則其思為非禮

矣。故〈泉水〉序及箋皆據《左傳》說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

此古禮也。7 

胡氏以《左傳》所載是古禮，為〈泉水〉序、箋所本，則與陳說已針鋒相對。胡氏

繼云： 

惟此序云：「可以歸安父母」，則似謂既嫁而可以安父母之心，故箋云：

「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8  

                                                
5  《求是堂文集．再復陳碩甫書》卷 3 頁 23，《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十七年刊本，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1500 冊，頁 260。 
6  《毛詩後箋》（影印《清經解續編》本，上海：上海書店，1988 年），第 2 冊，卷 1，頁 829。 
7  同上注。 
8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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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以〈泉水〉序為歸寧，但於〈葛覃〉序仍從陳奐之說。「似謂」云云，頗見其猶疑

不定之態。揆其原因，〈葛覃〉末句明云「歸寧父母」（胡氏不以三家改毛，以為毛

詩原文如此），胡氏不依《左傳》解為已嫁返家，偏從陳氏釋為「嫁而安父母」，以

遷就其說，或亦自覺辭氣之不安也。 
清末禮學大師黃以周（1828-1899）恪守鄭學，所撰《禮書通故》，於歸寧之禮，

亦本〈泉水〉鄭箋「國君夫人父母在得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為定論。黃氏

的興趣在古代禮制，其論乃由惠士奇《春秋說》而發。黃氏引惠氏云： 

夫人父母在，使卿歸寧，歾則否。《左傳》襄十二年：「秦嬴歸于楚，司

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是時秦嬴母在（見孔疏），身不自歸而

使卿寧，《左氏》以為禮，言惟此為得禮。凡內女嫁於諸侯，雖父母在，直

書來者，皆非禮也。9 

其意蓋謂諸侯夫人無論父母在否，皆不得親自歸寧；父母健在，僅能使卿大夫歸寧。

黃氏駁之云： 

歸寧者，女自歸也。如惠說，父母在有寧禮，無歸寧禮，則曰寧可矣，

何必云歸？《詩序》「思歸寧而不得」，何必云「父母終」？10 

黃氏認為，「歸寧」一定指女身自歸，若父母在使卿「寧」，則云「寧」可也，無須

贅一「歸」字；且若無論父母存歿都不能歸寧，則〈泉水〉序「父母終」三字為空

設。經文字字有意，絕不空設，此鄭玄經學之特色，黃氏考禮，亦多固守鄭氏。又

云： 

至〈葛覃〉「歸寧父母」，歸謂歸文王，父母謂文王之父母，與此歸寧義

又不同。11 

以父母為文王父母，蓋本段玉裁《詩經小學》。段氏之言云：「歸寧父母，謂文王之

父母也。既歸曰舅姑，未歸言父母，《禮記》『親迎，女在途，而婿之父母死』是也。」
12 附會禮經，其說頗為牽強，而黃氏從之，李慈銘（1830-1894）《越縵堂讀書記》

                                                
9  〈昏禮通故〉68 條，《禮書通故》（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 1 冊，頁 272-273。 
10  同上，頁 273。 
11  同上注。 
12  《詩經小學》卷 1（影印道光乙酉抱經堂刊《段玉裁遺書》本，臺北：大化書局，1986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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譏之為「漢學之累」13。 
此後，皮錫瑞（1850-1908）撰《經學通論》，對此異說多所評騭，立場又有不

同。皮氏云：「今《春秋》公羊說夫人不得歸寧，古《春秋》左氏說夫人亦得歸寧。」

並據〈竹竿〉、〈泉水〉、〈載馳〉、《戰國策》諸文稱：「當從今文說不得歸寧為正。」

皮氏立論的重點在今古文之分別，他認為《毛詩》與《左傳》同出西漢時河間博士，

毛傳「有時歸寧」乃本之《左傳》，〈泉水〉鄭箋又本毛傳。段玉裁據《說文》謂毛

詩末句「歸寧」當作「以寧」，皮氏斥其改毛以從三家，而不知今古文有別。陳奐析

「父母在」九字為鄭箋，皮氏斥其刪毛以歸鄭，亦不知今古文有別。對於陳氏釋歸

寧為嫁而安父母，皮氏斥為「強釋毛義」，「截『歸』字為一句，殊近不辭」。14 皮

駁陳奐，可謂深中其病。但其以《左傳》、《毛詩》為河間古文，《公羊》、三家詩為

今文，辨今古文門戶甚力，務使不相羼雜，則固今文經學家之立場也。 
審視各家意見，結論頗不相容，蓋因立論前提已大相徑庭。據守《毛詩》立論

者，如陳奐，不免回護毛傳，據守小序，以周初古禮相衡，遇傳、箋異義，則袒毛

辟鄭。引入《春秋》史事者，如胡承珙、惠周惕，或偏信《左傳》所載（敘述？事

實？），執為古禮，或據《公羊》《穀梁》發例，上窺孔子之意，然因去古茫昧，經

無明文，亦莫衷一是。以禮制為切入點者，如黃以周，考證古禮，多恪守鄭學，在

此原則下判定異說。至皮錫瑞徑以今文禮說否定毛詩，則又脫離解《詩》之本意矣。

總之，諸家之說，各有立場，因此也沒有絕對之是非可言。至於〈葛覃〉所述西周

古制到底如何，筆者也無力給出答案。筆者更關心的是古代學者的解經方法和思想

觀念，較之上古史之悠遠難測，這些更容易把握，對我們今天的經學研究，也似乎

更有借鑒意義，故不辭繁雜，分析如上。 

（三）「以禮解經」及方法論的反思 

上引清儒之論，異說紛紜，而其焦點都集中在「禮」上。各種考據方法和理論

引申，也是由於對詩中禮制理解不同所致。以致解《詩》之作，漸成考禮之篇。試

溯其根源，一在漢儒以美刺說詩，二在鄭玄之以禮箋詩。 
                                                                                                                                 

440。 
13  《越縵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2000 年），頁 37。 
14  〈論毛義不及三家略舉典禮數端可證〉，《經學通論．詩經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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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言後者。學界共識，鄭玄經學以禮學為中心，每回歸「周禮」，以寄託王道之

理想。故其注《易》，多言禮象（張惠言 [1761-1802]《〈虞氏易禮〉自序》）；解《孝

經》與《論語》，亦多根據禮經；於《春秋》史事，亦云「《春秋》經所譏所善，皆

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按禮以正之」（《通典．凶禮十五．諸侯

為所生母服議》引《鄭志》答趙商 [生卒年不詳]）。清儒經學多本鄭學範式，以禮

解經亦然。如自杜預以降，《春秋》學者每喜言例，而清儒則更強調禮制視角。顧棟

高（1679-1759）撰《春秋大事表》，強調斷不可以凡例釋經，「看《春秋》須先破除

一例字」（《讀春秋偶筆》）。淩曙（1775-1829）認為徐彥（唐人，生卒年不詳）疏《公

羊》，詳於例而略於禮，遂撰《公羊禮疏》，專闡何注之禮意，駁徐彥解禮之失。劉

文淇（1789-1854）為淩氏外甥，其《左傳舊注疏證．凡例》亦云：「釋《春秋》當

以周禮明之。」又如《論語》，淩廷堪（1757-1809）認為：「〈鄉黨〉一篇與《禮經》

鄭注相表裏。」（《禮經釋例》卷一）馮登府（1783-1841）徑云：「《鄉黨》一書，半

是《禮經》。」（《十三經詁答問》）皆可見清代經學中以禮解經之潮流。 
但問題是，以禮解經雖本鄭玄家法，但時代背景已然不同。漢儒之解經，乃欲

明「聖人之道」，故於經書不加懷疑。鄭玄箋《詩》，附會以禮制，猶為「建構」式，

蓋欲輾轉互證，以見詩教之廣大。清儒之學，則以「實事求是」自期，取捨經文，

容有出入，又加以門戶家法之見，故其考據漸淪為「解構」式的知識碎片，所得多

限於名物訓詁，而略無觀念體系可言。此其所以本於鄭學，而性質已迥不相侔也。

臺灣鄭吉雄曾撰文論述清儒之「以經釋經」沒有超越性，卻有一面深信經典、一面

懷疑經典的內在衝突，導致以求實、求真而盛，又以求實、求真而衰15。其說頗為

有見。 
就本篇所述〈葛覃〉而論，清儒斤斤計較於古禮，但禮經於歸寧並無明文，故

不得已求諸《春秋》之褒貶。但三傳解經不同，學者遂各以意說之。鄭玄禮學湛深，

箋《詩》明言歸寧之禮，學者則據《公》、《穀》二傳非之，或據他說謂〈葛覃〉非

言歸寧，甚至改經文而不顧。其實，「歸寧」應是一個逐漸「禮制化」的過程，依賴

後世史文坐實古禮，難免臆測。禮源於俗，經注所述，則帶有明顯的構建色彩，將

複雜的事實簡單化、整齊化。如《三傳》之發凡言例，謂之各成一說可，強命之曰

                                                
15  鄭吉雄：〈從乾嘉學者經典詮釋論清代儒學的屬性〉，載彭林編《清代經學與文化》（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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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本義則不可。同理，執禮經以解《詩》，須防過度闡釋之弊。 
此外，漢儒以美刺說詩，對清儒也有很深影響。無論小序是否有子夏遺說，但

其成於漢人之手，則無疑義。小序、毛傳蘊含的大量美刺之說，雖根植於漢代經學

背景及漢儒託古諷今的人文關懷，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導致了詩義的單一和僵化。清

儒上承漢學，解《毛詩》自不得不以序、傳為基礎，凡遇傳箋異義，於毛氏每多偏

袒。若嚴守鄭學者，則於序、傳、箋多所調停，既不欲為鄭玄之諍友，又不敢為詩

教之罪人。皮錫瑞斥後世說經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見測古聖賢，一以民間之事律古

天子諸侯。各經皆有然，而《詩》為尤甚」16。所以如此，正以詩教有關封建王化，

故其言猶為傳統經學家之立場。降及民國，禮教淪亡，古史可疑，古經亦不可信，《詩

三百》遂降而為「文學」、為民間歌謠，則非清儒所能認同，更非漢儒所能夢見矣。 
最後，錄章太炎（1868-1936）民國間講學「口義」一則以結束本文： 

鄭君箋《詩》，多拘形迹。《詩》多比興，雖不如《楚辭》、漢賦羌無事

實，而比興之道，與說禮、記事異術。心所棖觸，則敷陳之，不必耳目所聞

見也。〈邶風〉言「涇以渭濁」，涇、渭豈邶地所有邪？而鄭君則謂無一言非

實事，每比附禮經以成其說，是以拘執鮮通。又漢人之視經典，若神聖不可

測者，本是常語，而故詰詘其義，以見經文之奧眇。故經典辭氣，今儒可憭

者，鄭君反多不解。非不解也，必令不解，而後經典為神聖也。17 

 

 

                                                
16  〈論以世俗之見解詩最謬毛詩亦有不可信者〉，《經學通論．詩經通論》，頁 19。 
17  《菿漢微言》（影印《章氏叢書》本，臺北：世界書局，1982 年），下冊，頁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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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MYRIA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ERM GUINING IN THE POEM GETAN FROM THE BOOK OF 

ODES 

 GU QIAN * 

Abstract Being the most acclaimed scholarship of the classical renaissance of the 
Qing period (1644–1912), the study of ancient rituals diffused throughout the 
exegesis tradition. This may be explained by the Qing literati’s belief that all 
Confucian classics reflect the thought of Confucius, and since the rites of Zhou and 
the Book of Odes both make extensive reference to Zhou period (1046–256 BC) 
rituals, they are the most often cited evidence in classical studies. But by its nature 
poetry bases itself on inspiration rather than facts, and the uncertainty enrooted in 
the study of ritual details makes any interpretation of the odes based on rituals 
suspicious. Take the ode getan 葛覃, for example, the phrase “guining fumu 歸寧

父母” therein has raised much controversy among Qing scholars, who interpret it 
based on anything from ancient ritual practice, the three ode exegeses,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r even the New Text versus Old Text dichotomy, yet the 
focus always surrounds the ritual. Although the rit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odes 
commenced in the Han period (206 BC–AD 220), especially with Zheng Xuan 鄭
玄 (127–200),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abound amidst the wave of Qing 
evidential scholarship. 

Keywords Qing literati, Book of Odes, ritual, marriage 

 
 

*  The author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y, Soochow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