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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類的演進是在各個時代的中心文類和邊緣文類的對話中完成的。在復古觀

念守護下，詩、文作爲中國政教文學的中心文類久盛不衰，而賦、詞、小說、戲

曲等新興文類因不符合宗法倫理意識形態所要求的審美標準而屢遭排斥，長期處

於邊緣文類的地位。復古觀念大大延緩了古典文學向新的審美形態開拓的進程，

遲滯了邊緣文類的成熟和發展。 

 
關鍵詞：復古觀念、文類演進、中心文類、邊緣文類、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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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序言中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

賦、六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

焉者也。」從文學史的角度看，這些文類都在當時達到了各自的藝術成就的高峰，

如群峰比肩。但從文學內部的文類間權力關係的歷史演進來看，它們之間的地位

卻並不平等。面對文學發展中新興文類與傳統文類間的張力，古人當時總是習慣

於採用復古的策略。受其影響，詩、文作爲中國政教文學的中心文類久盛不衰，

而騷、賦、詞、小說、戲曲等後起文類因不符合復古觀念要求的宗法倫理的審美

標準而屢遭詬病，並長期處於邊緣文類的地位。中心文類與後起的邊緣文類之間

圍繞文學審美意識形態的「復」與「變」的交鋒互動構成了中國文學演進的基本

態勢。 

壹、詩、文作為中心文類的基本格局 

從外觀上看，文學演進的最顯著處莫過於文類的演進了，而文類的演化與遞

變又是在各個時代的中心文類和邊緣文類的對話中完成的。這裏所謂中心文類，

是指某一時期中那些文體己獲獨立，具有被主流意識形態接受或倡導的相對穩定

的審美要素系統，並在創作上佔據主流地位的文類。相對于中心文類，邊緣文類

則是指某一時期那些文體尚未獨立，審美要素系統尚未定型，或文體審美觀念雖

然相對成熟但卻不被主流意識形態所認可的文類，以及那些創作上已經式微的文

類。 
從中國文學的演進歷程來看，源遠流長而又並駕齊驅的詩、文無疑是文學傳

統中的中心文類。此處的詩，並非指文學史上某種獨立的詩體，而是指肇自《詩

經》，下迄唐宋明清的各類古體、律、絕體的這樣一種詩的歷史流傳物；而文則

指始于《尚書》、《春秋》、《左傳》、先秦諸子，下及唐宋明清的種種駢文、散體

文的這樣一種文的歷史流傳物。詩、文的中心文類地位源於尊經。《禮記‧經解》

中關於《詩》教使人「溫柔敦厚而不愚」以及《春秋》教使人「屬詞比事而不亂」

的思想奠定了詩、文在中國政教文學中的並尊地位。由此出發，對詩的要求是「感

天地，動鬼神」、「經夫婦、成孝敬、厚人倫，美教化」。1而對文的要求則逐漸集

中於傳達聖人的「恒久之至道，不刊之鴻教」。2傳統文論中所謂「主文而譎諫」、

「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的種種主張，不過是這種要求的換個說法而已。詩、

文要承擔如此神聖的使命，就必須建立一套與之相適應的「話語」，詩因而被要

求「發乎情，止乎禮義」，「哀而不傷，樂而不淫」，文則被要求「情深而不詭」、

「風清而不雜」、「事信而不誕」、「義貞而不回」、「體約而不蕪」、「文麗而不淫」。

                                                 
1 《詩大序》。（清）阮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北京，中華書局，1980。 
2 （梁）劉勰，《文心雕龍·宗經》。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影印《四庫全書》本，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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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詩、文的這些美學特徵，既是確立自身中心文類地位的依據，又是詩、文與其

他邊緣文類對話的「話語」特權。 
樹立詩、文的中心文類地位的「話語」模式是在特定條件下産生的，其根據

則是封建宗法等級倫理的意識形態。孔子對《詩三百》「思無邪」的斷語，奠定

了傳統政教文學觀念以儒家宗法倫理情感作爲對詩、文的基本美學要求的根基。

清人黃宗羲說：「蓋有一時之性情，有萬古之性情。夫吳歈越唱，怨女逐臣，觸

景感物，言乎其所不得不言，此一時之性情也。孔子刪之以合乎興觀群怨無邪之

旨，此萬古之情也。」4詩、文作爲中心文類，它們的審美標準是排斥個體意識

以及個性情感張揚的。但藝術發展自有內在規律，隨著審美意識在藝術——實踐

活動中的日益自覺與社會生活中個體意識的不斷覺醒，張揚的個性情感必然要求

在中心文類的語言形式、審美觀念和新興邊緣文類中表現出來。這種趨勢發展到

一定階段，中心文類的話語權力就會受到來自內部的話語顛覆力量和來自外部的

邊緣文類的雙重挑戰。就中心文類的內部挑戰而言，它可以表現爲社會風氣對中

心文類傳統審美價值的侵消，如齊梁宮體詩的淫麗對的「思無邪」與「美刺」觀

念的挑戰；可以表現爲審美時尚對中心文類話語傳統的悖離，如北宋「太學體」

僻澀怪誕的文風對「文章爾雅，訓詞深厚」傳統的顛覆；也可以表現爲個體意識

與宗法倫理意識形態的對峙，如晚明筆記、小品文中的不拘格套、獨抒性靈的個

性展露對中庸品格的反動。就邊緣文類的挑戰而言，一方面，文學史上新興的邊

緣文類往往起源於民間，帶有鮮明的市井俚俗特色，它們通俗率真的鄉土氣息，

大膽無忌的抒情表白，濃豔直白的俚語特色，傳奇魔幻的自由想象都與中心文類

力求含蓄典雅、渾樸自然的文人化追求相對立。另一方面，隨著新興邊緣文類的

審美特徵與藝術風格上與時遷變、不斷發展，它們不僅會在話語風格和意識形態   
層面與中心文類相抗衡，而且會在創作上和接受上挑戰中心文類的地位。 

所有這些都在動搖著《詩》教、《春秋》教的地位。對於抱持著堅定《詩》

教信念的復古家們來說，是可忍，孰不可忍？復古家們無法忍看詩、文淪落到邊

緣文類的地位，他們一次次祭起復古大旗，以摧陷清廓、橫制頹波的豪情來爲詩、

文找回失落的位置。雖然不同時代的復古觀念在動機、意向、目標、影響上存在

著種種差異，但於維護詩、文的正統地位這點上卻並無二致。抛開復古家們奉爲

至尊卻又各衷其是的詩、文典範，我們將看到，從唐代古文復興、北宋詩文革新、

明代前後七子復古運動到有清一代綿綿不絕的復古思潮，復古家們種種努力的旨

歸大體不出於恢復與守護詩、文話語的質簡與典雅的話語品格這一範疇。也正是

這種質簡與典雅的話語品格一次次成功地捍衛了詩、文作爲中心文類歷久彌堅的

「合法」地位，決定了中國文學史上長期以詩、文爲中心文類的基本格局。然而，

這只是復古觀念對文類演進的一種影響。 

                                                 
3 同上。 
4
 （清）黃宗羲，《馬雪航詩序》，耕余樓本《南雷文定》四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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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其他文類的邊緣化 

復古觀念對中國傳統文類演進最顯著的影響，是它固執地堅持詩、文所代表

的「正統」審美觀念和意識形態，遲滯了邊緣文類的成熟和發展。在文學演進中，

來自詩、文的審美意識形態壓力往往迫使邊緣文類修正乃至放棄作爲自身審美品

格的「本色」話語，轉而接受中心文類的審美「話語」。對於深受傳統政教文學

觀念浸薰的文學家們，是否符合中心文類的話語要求是決定他們對邊緣文類的態

度的根本標準。這在賦、詞、小說和戲曲的發展中都有體現。 
賦作爲一種獨特的文類，自出現以來，就與其他文類不斷滲合，在歷史上經

歷了騷賦、辭賦、駢賦、律賦、文賦的種種文體演變。兩漢四百年間，賦體文學

風靡天下，作家衆多，是當時最有代表性的文類。班固《兩都賦‧序》中描述西

漢後期賦體創作盛況時說：「故言語待從之臣，若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

枚臯、王褒、劉向之屬，朝夕論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使大夫倪寬、太常

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劉德、太子太傅肖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

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

成之世，論而錄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5鍾

嶸《詩品‧總序》裏也說：「自王（褒）、揚（雄）、枚（乘）、馬（司馬相如）之

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李都尉（陵）迄班婕妤（姬），將百年間，有婦

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失。」 
從文學審美特徵而言，漢大賦無疑是漢賦的突出代表，而排鋪摛文或可視爲

漢大賦最爲突出的藝術標誌。但終兩漢之世，賦體這一藝術標誌始終身處「詩」、

「騷」以來諷誎傳統以及美剌觀念的陰影之下。班固曾言：「相如雖多虛詞濫說，

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於《詩》之風諫何異？揚雄以爲靡麗之賦，勸百而諷

一，猶騁鄭衛之聲音，曲終而奏雅，不已戲乎？」6賦家意在諷誎，但排鋪摛文

的苦心以及正言反出的無奈卻可能産生完全相反的結果。揚雄對大賦欲「諷」卻

「勸」的效果分析正體現出賦家的自覺擔憂。7在經學思想的影響下，自漢代以

來，對賦體的批評就持續不斷。班固對屈原「揚才露已」、「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

無之語」8的責難，揚雄「辭人之賦麗以淫」9的指斥，王充對司馬相如、揚雄之

流「文麗而務巨，言眇趨深」、「無益於彌爲崇實之化」10的詰難，王符對賦頌之

                                                 
5 （漢）班固，《兩都賦序》，見《班蘭台集校注》，（清）張溥輯，白靜生注，1 頁，鄭州，中州

古籍出版社，1991。 
6 （漢）班固，《漢書·司馬相如傳·贊》。 
7 參閱（漢）班固，《漢書·揚雄傳》。 
8 （漢）班固，《離騷序》，見《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宋本《楚辭》卷一。 
9 （漢）揚雄，《吾子》，見《法言注》卷第二，韓敬注，27 頁，北京，中華書局，1992。 
10
（漢）王充，《定賢篇》，見《論衡》，262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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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苟爲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索見怪於世」11的不屑，劉勰對

漢大賦「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規，莫益勸戒」12的總結，都體現了正統

文學家對詩、文話語權力的自覺捍衛。可以說，在兩漢的大多數時段中，賦體文

學風頭健盛，從創作與接受的角度而言，都堪稱當時的中心文類。但在兩漢強大

的經學傳統壓力下，賦體文學並未取得對其他文類支配性的話語權力。相反，在

經學思想絕對統治下，賦體文學始終處在鋪排文采與諷諭規諫的兩難選擇之中，

中心文類的話語權力依然屬於先秦以來就已形成的詩、文傳統。 
在詩、文中心文類立場的支配下，對賦體文學的傲慢與偏見一直傳承到清

代。清人程廷祚論騷賦之別時說「且騷之近於詩者，能具惻隱，含風諭。故觀其

述讒邪之言，則庸主爲之動色；敘流離之苦，則悼夫爲之改容；傷公正之陵遲，

則義士莫不於邑。至於賦家，則專於侈麗閎衍之詞，不必裁以正道，有助於淫靡

之思，無益於勸戒之旨，以其所以短也。」13 
詞起源於民間，是隨著唐五代以來流行於宦家酒宴和青樓歌肆之中的燕樂的

興盛而流行的合樂歌詞，本以通俗抒情爲特徵。經過詞人們長期創作實踐，詞作

爲一種新興文類已在藝術上取得了高度成就，但卻不爲正統的文學觀念認可，被

認爲是「浪謔遊戲之作」，只配做「詩之餘」。北宋文人錢惟演自述：「平生惟好

讀書，坐則讀經史，臥則讀小說，上廁則閱小詞，蓋未傾刻釋卷也。」14詞的地

位如此，詞人的處境也可堪相憐。著名詞人柳永的遭際即爲例證：「雖然他的詞

爲廣大市民所喜愛，流傳很廣，影響也很大，可是當時從皇帝、宰相到一般文人

學士都以爲他是『多遊狎邪』的浪子，輕視他『無行』，鄙視他的詞俚俗。宋仁

宗申斥過他『浮豔虛華』，不取他爲進士；晏殊曾責備他作『綵線慵拈伴伊坐』

一類的情詞；張先曾譏誚他的早行詞『語意顛倒』；蘇軾曾責怪秦觀沾染柳詞作

風；李清照曾笑他『語詞塵下』；此外，如王灼、黃升、沈伯時等無不詆毀他的

詞俚俗，王灼甚至說他是『野狐涎之毒』」。15「奉旨填詞柳三變」道出的正是這

位職業詞人的無限悲酸。 
從詞在宋代發展的軌迹看，由俗趨雅是其基本定式。蘇軾不滿柳詞的俚俗淺

豔，他「以詩入詞」的作法固然引來了不少不「協音律」的之類的指責，但卻將

詩、文言志傳統引入歷來被正統文人視爲「小技」、「末道」、「豔科」的詞中，是

開拓之舉。這無疑是詩、文中心文類對詞的一種「雅化」。蘇軾之後，北宋周邦

                                                 
11
（漢）王符，《務本》，見《潛夫論箋校》卷一，（清）汪繼培箋，彭鐸校正，19 頁，北京，中

華書局，1985。 
12
（梁）劉勰，《文心雕龍·詮賦》。 

13
（清）程廷祚，《騷賦論下》，見《中國歷代文論選》第一冊，郭紹虞主編，147 頁，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79。 
14
（宋）歐陽修，《歸田錄》卷二，見《歐陽修文集》第五冊，李逸安校點，1931 頁，北京，中

華書局，2001。 
15
唐圭璋《柳永事迹新證》（原文有注釋），見《詞學論叢》，五九九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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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等大晟詞人，在創作上明確以去俗求雅爲指向。周邦彥作詞，不僅注重制腔造

譜，播諸管弦，還講究文字聲律的清濁輕重，力求和諧於口舌。《四庫全書》編

者爲南宋方千里《和清真詞》所作提要說：「邦彥妙解聲律，爲詞家之冠。所制

諸調，不獨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亦不容相混。所謂分刌節

度，深契微芒。」16大晟詞人万俟詠曾自刪詞集，以正其「雅」17。南宋一代，

詞壇雖有東坡遺韻，辛詞強音，但詞作尚雅，蔚成風氣，這從時人詞集取名中可

見一斑。18施蟄存先生曾指出：「詞既以雅爲最高標準，於是周邦彥就成爲雅詞

的典範作家。《樂府指迷》、《詞源》、《詞旨》諸書，一致地以『清空雅正』爲詞

的標準風格。夢窗、草窗、梅溪、碧山、玉田諸詞家，皆力避俚俗，務求典雅。」
19南宋詞人中，姜夔、吳文英是致力「雅詞」的突出代表。姜夔的詞歷來被公認

重音律，崇典雅，情深韻勝，褪盡鉛華。吳文英的詞烹練精綻，密麗幽邃，奇思

壯彩，令人雕繢滿眼。南宋張炎的《詞源》力倡雅正與清空，是周邦彥、姜夔一

派詞學的重要總結。20就詞而言，愈是「雅正」，則取詞愈嚴；愈是「清空」則

取徑愈窄。在一味求雅正、崇尚清空的背景下，詞的境界難免愈進愈狹，其最終

衰落不可避免。清代「常州詞派」首領張惠言在其《詞選‧序》中主張詞和詩一

樣，要講求比興、要有寄託，「要其至者，莫不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類條鬯，

各有所歸，非苟爲雕琢曼辭而已」，21他認爲宋亡以後「四百餘年」的詞家，都

是「安蔽乖方，迷不知門戶者也」。這些看法固然與其經學家的身份有莫大關係，

但宋詞一味求雅的弊端，亦可從中得到反證。從宋至清，詞的豔俗本色既不能爲

詩、文中心文類所見容，一味求雅的努力又導致境界局促、失卻生機，倒是詩、

文本身比興寄託的傳統不時對詞進行著滲透。這就是詩、文中心文類話語權力對

於詞的影響。 
小說作爲一種文類，自唐人有意創作傳奇就已取得文體獨立地位，經過宋代

話本的發展，至元代已開始興盛，在到明清時代，小說從形態和審美情趣上已日

趨成熟，不光産生了「三言」「二拍」，「四大小說」這樣的不朽之作，而且對自

身的藝術特徵也有了深刻的認識。明代綠天館主人對此有一段妙論：「試令說話

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

再欲捐金；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論語》其

                                                 
16
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詞曲類，第一四八七冊，431 頁，臺灣商務印書館。 

17
王灼《碧雞漫志》卷二雲：「雅言（万俟詠）初自集分兩體，曰雅詞，曰側豔，目之曰勝萱麗

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豔體無賴太甚，削去之。」見《詞話叢編》第一冊，唐圭璋編，北京，

中華書局，1986。 
18
如《樂府雅詞》（曾慥）、《複雅歌詞》（鯛陽居士）、《介庵雅詞》（趙彥端）、《書舟雅詞》（程正

伯）、《壺山雅詞》（宋謙父）、《紫薇雅詞》（張孝祥）、《典雅詞》（佚名）等。 
19
施蟄存《雅詞》，見《詞學名詞釋義》，4 頁，北京，中華書局，1988。 

20
參閱（宋）張炎，《詞源》卷下《清空》等，見唐圭璋編《詞話叢編》，北京，中華書局，1986。 

21
（清）張惠言，《詞選·序》，同上，6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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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22儘管如此，但卻小說被視爲不登大雅。清末的黃

人（摩西）在《小說林發刊詞》中說：「昔之於小說也，博弈視之，俳優視之，

甚至鴆毒視之，妖孽視之，言不齒於縉紳，明不列於四部。私衷酷好，而閱必背

人。」23這正是明清時正統文人與小說間關係的真實寫狀。同時，來自詩文中心

文類的壓力使小說在言情感人的同時也大力宣揚倫常報應、忠孝節義等內容，人

們在對小說的接受中普遍也存在著求實心理。夏志清先生說：「《三言》中沒有一

個故事的重要人物沒有來歷，作者還特地要交代清楚他們是何時何地人，以保證

其故事的歷史真實性」，「他們對虛構的故事不信任表明，他們相信故事和小說不

能僅僅作爲藝術品而存在：不論怎樣加上寓言的僞裝，它們都只有作爲真事才能

證明自己的價值。它們得負像史書一樣教化民衆的責任。」24「真事」和「教化

民衆」正體現了明清人最常用的「補史」和「道德」兩種小說接受觀念的要旨。

明清小說接受上的「補史」觀念的淵源可上溯到漢代。班固對「小說家」的看法

中已流露出對「小說」的「補史」之用的認識。25成書於西晉的《西京雜記》收

錄西漢流傳的逸聞傳說、掌故瑣事，編輯者葛洪在跋文中明確聲稱其目的是「以

裨《漢書》之闕」。唐代史學家劉知幾更將小說看作史乘的分支，認爲，「偏記小

說，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參行，其所由來尚矣」。26明清人置班、劉之「小說」

觀念及《西京雜記》與明清白話通俗小說的形態差異於不顧，幾乎將求實的「補

史」觀念看作小說存在的依據。明代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觀．序〉中把極摹市井

人情世故之態，備寫閭巷悲歡離合之事的小說稱作「正史之餘」。27綠天館主人

則在《古今小說．序》中說：「史統散而小說興」。28明人胡應麟說：「小說，子

書流也。然談說理道或近於經，又類註疏者；紀述事迹或通于史，又類志傳者。」
29在這種觀念主導下，他認爲《柳毅傳》這樣的傳奇「極鄙誕不根，文士亟當唾

去」。30清代蔡元放從「通俗補史」的原則出發，要求小說內容「件件都從經史

中來」，「有一件，說一件，有一句說一句」，並認爲：「子弟讀了（東周列國志），

                                                 
22
（明） 綠天館主人，《古今小說序》，見《全像古今小說》卷一，福州，福建人民出版社，1980。 

23
摩西（黃人）主編，《小說林》第一期，光緒三十三年（1907）六月再版。 

24
（美）夏志清，《中國古典小說史論》導論，胡益民等譯，14 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5
《漢書·藝文志》說：「小說家者流蓋出於裨官，街談巷語，道聽途說之所造也。孔子曰：『雖

小道，必有可觀者，致遠恐泥』。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閭裏小知者之所及，亦使輟

而不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並將「或托古人，或記古事，托人者似子而

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謬」一類的著作歸入「小說家流」。 
26
（唐）劉知幾，《史通》卷十《雜述》，見《史通新校注》，趙呂甫校注，580 頁，重慶，重慶出

版社，1990。 
27
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見墨憨齋批點，同治六年新刻繡像本。 

28
《全像古今小說》卷一，福州，福建人民出版社，1980。 

29
（明）胡應麟，《九流緒論下》，見《少室山房筆叢》，283 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30
（明）胡應麟，《二酉綴遺中》，同上，3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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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如將一部《春秋》、《左傳》、《國語》、《國策》都讀熟了，豈非快事！」31《四

庫全書》編纂主持者紀昀沿襲班固以來的「補史」觀念，把「小說」分爲敍述雜

事、記錄異聞、輟輯瑣語三類。他在編錄「小說家類」時，一個基本的態度就是

「甄錄其近雅馴者以廣見聞，惟猥鄙荒誕徒亂耳目者則黜不載焉」，32其原則仍

爲「實錄」。33明清人如此看重小說的「補史」功能，其目的只有一個，那便是

讓小說承當起「言志」的詩，「載道」的文及「通鑒」的史爲人們在日常生活中

所起的價值範導作用。34這一點，在風行明清的另一種立足于「道德」教化的小

說接受模式中體現尤爲突出。明代「無礙居士」在《警世通言序》申明小說具有

「說孝而孝，說忠而忠，說節義而節義」35的功用，《警世通言》一篇小說的「入

話」則說：「語必通俗方遠傳，語必關風始動人」，36簡潔明快地道出了「道德」

批評模式的全部旨趣。「道德」批評的觀念如此深厚，以致以思想激進而名的李

贄在點評小說時也離不開這一思維模式。李贄明確表示，自己點評《水滸傳》的

全部目的，在於給「有國者」、「賢宰相」、「兵部」、「督府」們指出一條扭轉當時

社會「小德投大德，小賢役大賢」的不合理秩序的道路。37「補史」和「道德」

的小說接受觀念固然爲古典小說中寫實品格的樹立做出了貢獻，但它們共同的反

「造作」、「添造」特色卻使小說發展悖離了早期的「傳奇」色彩，向史退化，成

爲道德宣教的工具，更有不少小說因道德教化的關係屢屢遭禁。這些無疑都是中

國古典小說文類演進的特色。晚清維新人士在「小說界革命」的口號下，發出了

以革新小說來革新國民精神的呐喊：「欲新一國之民，不可不先新一國之小說。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說；欲新宗教，必新小說；欲新政治，必新小說；欲新風俗，

必新小說；欲新學藝，必新小說；乃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說。何以故？

小說有不可思議之力支配人道故。」38雖然維新派對小說「新民」的期望值未免

                                                 
31
（清）蔡元放，《東周列國全志讀法》，見馮夢龍《東周列國志》，石家莊，河北人民出版社，

1994。 
32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卷一百四十小說家類，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三冊，

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3。 
33
石昌渝先生指出，「不管是歸在子部還是歸在史部，傳統目錄學所指的『小說』都不許內容有

虛構，叢殘小語也好，芻蕘狂夫之議也好，必須是實錄。自唐至清，歷代目錄學家對小說的概

念都作過自己的解釋，『小說』的概念的確隨著文化的發展而發展，但實錄這一條，他們始終

是堅持不變的。」石昌渝《『小說』界說》，原載《文學遺産》，1994，第 1 期，86 頁，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34
梁道禮先生認爲，「十分重視小說的通俗，盡力府就下層百姓的文化水準，是『補史』小說批

評模式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這個特點由於有傳統詩文固執的復古追求的反襯面顯得愈加突

出。」參閱梁道禮《古代文論的現代闡釋》，196 頁，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35
見（明）馮夢龍《警世通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6
《范鰍兒雙鏡重圓》，同上，卷十二。 

37
（明）李贄，《忠義水滸傳序》，見《李贄文集》第一卷《焚書》卷三，張建業主編，102 頁，

北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38
梁啓超《論小說與群治之關係》，見《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二集，梁啓超著，吳松等人點校，

758 頁，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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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高，但其與封建正統文學的小說觀念徹底決裂的決心正反映出他們的深惡痛

絕。 
戲曲的命運並不比小說好。元雜劇本以俚俗爲本色，但最後走入宮廷，一味

迎合風雅，歸於消亡。在元雜劇興起的同時，統治者曾頒佈了一系列有針對的禁

令，儘管此後禁令由嚴厲趨向寬鬆，但戲曲始終是被當作有可能産生有害作用而

須加防範的娛樂活動看待的。明洪武三年，詔天下立學，明經取士，明確將出身

倡優之家者排除于科考生員之外。39明初的親王朱權熱衷於雜劇，但也只將其視

爲一項娛樂，認爲雜劇之作是「良家之子，有通於音律者，又生當太平之盛，樂

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飾太平。」40文人也把戲曲看作「小技末道」。明人

何良俊說：「祖宗開國，尊崇儒術。士大夫恥留心曲詞。雜劇與舊戲文本皆不傳，

世人不得盡見。」41即便到了「臨川四夢」享譽天下的時候，還有人對湯顯祖表

示惋惜：「張新建相國償語湯臨川曰：『以君之辯才，推塵而臯比，何渠出濂洛關

閩下？而逗漏於碧簫紅牙隊間，將無爲青青子衿所笑！＇」42雖然戲曲受到如此

歧視，但其自身「感人也速」的特點卻使它和小說一樣，被迫擔起成俗化教的作

用。清代梁清遠《雕丘雜錄》載：「洪武初年，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

賜之。或亦教導不及，欲以聲音感人，且俚俗之言易入乎?」43洪武三十年律令規

定：「幾樂人搬做雜劇戲文，不許妝粉扮歷代帝王後妃，忠臣烈士，先聖先賢神

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令妝扮者與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

子順孫，勸人爲善者，不在禁限。」44朱元璋曾對以「不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

爲創作原則的《琵琶記》大加讚賞：「《五經》、《四書》在民間譬諸五穀，不可無；

此傳乃珍饈之屬，俎豆之間亦不可少也」。45在這種情況下，明清雖有像《西廂

記》、《牡丹亭》等不少爲至情至真而發的作品，但主流卻附比風化，出現《五倫

全備記》、《香囊記》這樣毫無趣味的道學說教戲也並不足怪了。探討戲曲的發展，

一個不能回避的問題便是關於「本色」的爭論。這場貫穿明清，幾乎所有知名劇

作家與劇論家都捲入其中的關於曲詞風格的討論衝擊了籠罩劇壇的濃烈的八股

時文氣息，力圖使戲曲語言向舞臺性和通俗性靠攏，但最終卻在對非「雅」亦非

「俗」的「俊語」的追求中走上了文人化方向。這一點，只要看到明清人對本色

                                                 
39
（清）佚名，《松下雜抄》下「臥碑」，見《涵芬樓秘笈》第三集。 

40
（明）朱權《太和正音譜·雜劇十二種》。 

41
（明）何良俊，（明）徐複祚著，《明何元朗徐陽初曲論》，見《古學彙刊》卷十二，（清）鄧實

輯。 
42
（明）陳繼儒，《批點〈牡丹亭·題詞〉》，轉引自《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五（明代卷）王運熙，

顧易生主編，738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43
（清）梁清遠，《雕丘雜錄》卷十五，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一三，濟南，齊魯書社，

1995。 
44
《大明律講解》卷二十六《刑律雜犯》，據《元明清三代禁毀小說戲曲史料》，王利器輯錄，11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5
（明）何良俊（明）徐複祚著《明何元朗徐陽初曲論》，見《古學彙刊》卷十二，（清）鄧實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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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論無一不從文人劇作中尋求規範就足以明瞭：明清人對本色的討論南戲取

《琵琶記》、雜劇標《西廂記》，皆爲文人氣質濃鬱的作品，而對真正的民間草根

戲作，卻鄙薄視之。46 
從比附教化到文人化品格的追求，中心文類巧妙地將自己的意識形態追求轉

嫁給一種本是要體現新的審美追求的藝術形式，當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成爲舞臺的

主角時，當忠孝節義化風成俗成爲戲曲的唯一使命時，中國古典戲曲實質上已淪

爲一種最爲行之有效的愚民工具。事實上，元明以來，戲曲已是目不識丁的黎民

百姓接受倫理教化最的直接途徑之一。晚清維新派一味寄厚望於「新小說」去「新

一國之民」，而對更爲效果更顯見的「新戲曲」的重要性視而不見，就顯得實在

不夠高明了。 

參、文類審美觀念之檢討 

從最初的「詩言志」至清代，古典政教詩學的審美觀念歷經了「吟詠性情」

（《詩．大序》），「詩緣情而綺靡」（陸機），「幹之以風以力，潤之以丹彩，使味

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鍾嶸），「詩有三境」（王昌齡），「獨抒性靈，不拘格套」

（袁宏道），「興來神來，天然入妙，不可湊泊」（王士楨）等不同認識過程，其

演化軌迹正是通向「詩情飽滿」的審美自覺之途。但是由於被復古家們竭力守護

的政教文學觀念始終佔據著詩學話語的中心地位，詩學觀念的審美自覺只有作爲

道德價值的補充才能取得主流觀念的認可，這樣，詩學觀念的最終定位自然只能

是正統詩教與審美自覺兩種觀念妥協的産物。清代詩學堪當古典詩學理論的總

結，其代表性觀念，如情景說（王夫之）、格調說（沈德潛）、神韻說（王士禎）

和肌理說（翁方綱）等，所追求的淡泊中和、清遠幽深、心物融一、主「理」重

「法」的詩境的本質上乃是封建文士所向往的心性寧靜的文人情懷。這種優雅情

懷的背後是代表正統文化的儒家審美教化觀念與代表個性解放的新興世俗化個

人情感的「雅」「俗」對峙，是中心文類以自己固執的審美態度、審美標準以「雅」

壓「俗」、以「雅」化「俗」，對邊緣文類中個性解放精神和平民文藝觀念進行壓

抑和匡裁的話語霸權。晚明浪漫思潮中出現的李贄「童心說」對個性情感的追求

在清代的一度銷聲匿迹、公安三袁「性靈說」主「露」尚「俗」的淩銳之氣在清

代繼承者那裏的退化、清代的文化高壓都體現了傳統的中心文類審美意識形態的

自閉與保守。 
清季以來，隨著西方文化新質對傳統文化視域的浸漸，傳統文類的審美觀念

産生了劇烈的變革要求，但由於中心文類的審美觀念依然保持著強大的自閉力

量，導致文體變革的嘗試表現出鼠首兩端的格局：既要追求古人之技法、格調與

神韻，又要表現對時代精神的關注。然而這種類似「闡舊邦」與「輔新命」之間

                                                 
46
參閱陸偉，譚帆著《中國古典戲曲理論史》第三章第四節，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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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和是可能的嗎？我們只要看看各種文類努力通變的結果就不難得出結論。晚

清詩歌中本善於抒情的「宋詩派」、「南社派」以及詞中的「常州詞派」，力圖用

傳統的話語系統和表現技巧來表現外來文明衝擊之下危機四起的時代生活，但其

原有的表現手法與語言模式已無法準確表達出復雜而新鮮的時代感受，最終只有

步入衰亡。「詩界革命派」欲「以舊風格含新意境」，將大量新事物、新名詞、新

思想納入詩句，但由於不能打破五、七言句式，終於未能開一代新風。文中的「桐

城派」散文，戲曲中的「北劇派」、「傳奇劇派」，其沒落也是同樣的原因。 
二十世紀文論中，俄國形式主義曾深入研究文類交叉滲透現象，尤其強調通

俗文類對高雅文類的衝擊、滲透與取代。托馬舍夫斯基認爲，通俗文藝衝擊高雅

文藝産生兩種結果：一是高雅體裁完全消失，如頌詩消失於十八世紀，史詩消失

於十九世紀；二是低俗體裁向高雅體裁滲透，促成了自身體裁的規範。47中國文

學演進中，各種文類圍繞「俗」與「雅」、「情」與「理」的交鋒正體現了邊緣文

類對中心文類高雅的話語格調與審美趣味的反復衝擊以及中心文類對邊緣文類

的文體規範化的影響。雖然新興的小說、戲曲等邊緣文類對傳統中心文類詩、文

的衝擊一再因復古觀念的壓制而受阻，但在個性解放和民間世俗文化興起的歷史

趨勢面前，尤其是在異質文明猛烈對撞和社會精神急劇轉型的清末，這種壓制只

會導致邊更爲劇烈的反彈。因而，我們看到，在傳統中心文類力圖保持自身話語

風格與審美形態的努力走向失敗的同時，一些開拓性的文體創新紛紛抛棄中心文

類傳統的審美規範與話語要求，爲傳統文類間權力格局的革命性顛覆進行著切實

準備。晚清興起的「新文體派」散文，以其語言之自由不拘、情感之放縱不檢、

語體之明朗活潑，48徹底與傳統的文的語言風格與審美形態決裂，最終過渡爲五

四白話散文文體。此外，「鴛鴦蝴蝶派」小說對近代西方小說觀念和表現技巧的

借鑒與初步運用，「譴責小說派」對白話的廣泛運用，「文明戲派」對西洋近代話

劇在形式與內容上的移植等，都爲五四新文體的創造準備了條件。 

在中西文化的急劇磨撞中，傳統的中心文類與文學觀念最終遭到強烈的質疑

與顛覆。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說：「境非獨謂景物也，喜怒哀樂亦人心中之

境界，故能寫真景物，有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王國維以

「境界」說修訂意境說，其意旨正在使表現喜怒哀樂的「真感情」成爲詩歌藝術

情感的主體。五四前夕(1917 年)，陳獨秀明確提出以「三大主義」對傳統政教文

學進行「革命」：「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易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到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立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

                                                 
47
參閱托馬舍夫斯基《主題·文學體裁》，見《俄國形式主義文論選》，（俄）維克托·什克洛夫斯

基等著，方珊等譯，北京，三聯書店，1989 年版。 
48
「新文體」的重要代表人物梁啓超評價自己的「新文體」說：「務爲平易暢達，時雜以俚語韻

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不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老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

理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讀者，別有一種魅力焉。」見梁啓超《清代學術概論》，77 頁，

北京，東方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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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林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49陳獨秀更以歐洲十九世紀資產階

級文學爲楷模，要求新文學能「赤裸裸的抒情寫世」。只有實現了這一點，文學

才算獲得了真正的解放。中國文學演進中的「復」、「變」交響曲最終在「五四」

新文化運動的高歌聲中劃上了休止符，爲復古家們所竭力維護的古典詩、文及其

審美標準隨著文言文從歷史舞臺上的退出最終滑落到邊緣文類的位置，日趨衰

微。在歐風美雨的洗禮中，以新小說、新戲曲爲代表的邊緣文類終於堂而皇之地

進入中心文類的地位，與新散文、新體詩一起成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主流。 

                                                 
49
陳獨秀，《文學革命論》，見《新青年》第二卷第六號，上海，亞東圖書館，求益書社印行，民

國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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