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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以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正變」觀
念作為探討主題，思索歷代「正變」論是
奠基於什麼樣的歷史意識、時代氛圍、生
活形態，乃至於這種種文脈情境下的策略
運用究竟有何洞見與不見。因此所涵蓋的
議題將包括：
（一）「文統」、「道統」與「帝統」的
關係
   分析政治歷史上的「正統」觀念與文學
批評史上建構雅正傳統的相互牽連。
（二）「復古」與「趨新」的論辯
   探索宗派社團如何利用復古或新變的
口號，來維護集團利益或推助門派家法的
普及流行。
（三）「典律」論述及其有效性

討論架構於政治社會意識上的「正變」
觀是如何透過「典律」論述以便完成寓藏
在創作與評鑑規範中的非文學性目的與功
能。
（四） 文學史論的聚焦與失焦
   思索「正變」論作為定於一尊的概念模
式因為不能免於典型的逐漸縮減與僵化，
不但削弱文學歷史能動、多元的發展向度
與論辯性，也可能從而忽失文學體系與政
治體系相抗拒而獨出的審美價值。

關鍵詞：「正變」、「典律」、「原道」、
中國文學批評史

Abstract

In this project, we will study how the
concept of Norm and Mutation is construct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history, the atmosphere of time, the style of
literati life and then what’s the insight and
blindness of this conceptual structure. It will
include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orthodoxy
of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the controversy of
‘return to past’ or ‘renew to future’,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anon, and
finally reflecting on the loss of polycentric
dimensions of literary historic theories.

Keywords: Norm and Mutation，the Origin of
Tao，Canon，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二、緣由與目的

（一） 文學史、批評史與正變論
    文學史通常被認為是歷代文學事件的
記錄，而批評史是文學理論的編年史錄，
兩者都有如歷史的傳述，或是指種種事實
的發生，或是以之為各項觀點的呈現；然
而，事實不會憑空發生，任何觀看文學的
方法也必然奠基於文學事實甚至取捨或決
定文學事實。文學作為一種「歷史」存在，
既然是把文學放置在時間流程上，必然會
展現某種因為世代更迭而具體化的意義軌
跡，包括因果關係或是價值判準等；這些
被體會與宣示出來的因果、價值，可能同
時交錯在文學史與批評史的事件中，但是
卻或隱或顯的成為一種超越單純史錄的



3

「史論」性的存在。「史論」的重點基本
上是將分析「為何」架構於描述「如何」
之中，也就是對於各個時代的文學事件（創
作與評論）進行溯源尋流的成因與演變的
追索；當然這種事後的追索必然夾纏著古
今雙重的處境，而出現以今律古或貴古賤
今等不同的評價立場。換言之，在區分古
今時程的同時，就夾帶著價值評判，任何
歷史分期都必然隱藏有個人或集團的好
惡；於是對於「文學」的史論，就充滿各
種以「本末」、「雅俗」、「正變」為範
準的單一主線式的系統論述。歷來批評史
的撰述與研究者大都著眼於各家說法的內
容分析，如鄭玄、劉勰、韓愈、嚴羽、袁
宏道、葉燮等人的正變觀念，即使有少數
透過比較而係聯出某種作為依據的「典
律」，如所謂「盛唐氣象」，但是對於這
些說法究竟是經過如何刻意的編織連綴，
而這些不同形態的論述與標榜，又是奠基
於什麼樣的歷史意識、時代氛圍、生活形
態，乃至於這種種文脈情境下的策略運用
究竟有何洞見與不見，則較少被論及。
（二） 「正變」與帝統、道統、文統論
    對於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正變」觀
念的考察，以朱自清《詩言志》中「正變」
一節的討論最具代表性，他分由「風雅正
變」與「文體正變」來談，企圖將「正變」
論由時局、政治決定的被動地位，轉由文
學本身的發展主動展現，其後研究者或者
補充「情志正變」、「源流正變」，然而
大抵也不出「以時言詩」或「以詩言時」
這兩者的範疇離合。而所謂「時」，不論
是指稱世局治亂或文風盛衰，又都習慣於
以朝代名號為分期標目（雖然有時稍微出
入），因此任何有關「文統」或因文以明
（載）的「道統」說，其實都無法全然除
卻與「帝統」的關係牽連。屬於君王帝國
的「正統」說，可以遠溯春秋時代孔子的
「正名」思想，而後一方面表現在政權興
替間的「正統」之爭，一方面也形成史學

上的「正統」論辯。顯然，政權合法性的
爭執因為往往透過歷史文化的詮釋行動，
而必然與文學上的論「變」與正「名」多
有疊合之處。所謂「王者之跡息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離婁下》，
詩教諷頌與春秋褒貶大義的結合，是文學
與經、史相依存、相闡發的傳統觀點。因
此「宗經」、「徵聖」或是「文必秦漢、
詩必盛唐」這些口號背後，也許不只是文
學上的復古與懷舊，而是對於某種政治理
想、政權體制的隱喻性的表態。比如十二
世紀初當嚴羽首次提出盛唐的杜甫作為詩
歌「典律」的核心，一方面是整個宋末知
識份子尋求正統原則的風氣使然，可是更
根本的原因也許是北方金人入侵逐漸縮小
了國家版圖，於是一種企圖重建新視野的
心態表現在建立單一系統的詩學典律上，
同時象徵了政治重組、文化復興的內在渴
望。
（三） 「復古」與「趨新」

如果政治興衰、社會治亂總引發有關
「正統」觀念的思索，任何「復古」或「趨
新」的論辯就不僅是創作法則或文體形式
的問題，而是與形塑家國想像的時代氛
圍、生活形態、士人風度相互牽繫。換言
之，創作主體作為一種情境性的存有，創
作活動就無法脫離所謂「政風」或「士風」
的影響；時代風氣影響文學風尚，而文學
風尚又進一步影響創作法則與文類的選
擇，也可能促成對某種文類的重新評價或
復興。如漢末魏晉以下麗靡的文學流風，
相應於當時清談遊賞的生活形態、偏安江
左的時代氛圍，同時辭賦化的書寫風格，
雖然看似挑戰宗經雅正的傳統而求新趨
奇，然而其實是對楚辭漢賦的重新吸納與
轉化。顯然任何復古或趨新的口號常常是
相對而非絕對，針對同一文本的淫靡與雅
麗的判準往往因為不同時代的不同詮釋觀
點與應用目的而有歧異。甚至可以說，任
何「趨新」都源出於古典的原型；而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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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古」都必然有了新出的解釋。
然則「復古」或「趨新」如果不只是

文體本身遞衰遞盛的新陳代謝，其實更多
時候被用作維護集團權益或標舉門派家法
的象徵口號。比如北宋中期以歐陽修、梅
堯臣為首的詩歌復古運動，配合儒學復興
的文化風潮，在集重臣、學者、文人於一
身的歐陽修主導之下，集合同好並拔擢後
進如蘇軾、王安石，形成一個龐大的創作
群體，一方面批判晚唐詩風、一方面建立
宋詩議論化、理性化的特徵；至於論文，
雖然「論大道如韓愈」，卻也「論事如陸
贄」，兼有古文、駢文之美，甚至表達了
對於時人追摩韓愈以致詰屈怪奇的不滿。
可見，歐派雖打出「復古」口號，其實在
詩文創作上開始有意且集體的建構起專屬
於宋代文學的嶄新面貌。而如果對比起明
代前後七子同樣標舉「復古」旗號，卻是
推尊盛唐、詆斥宋詩，那麼這種假借傳統
名號來引領某種「典型化」創作，以便遂
行宗派意識、實踐社團規範的情形也就清
楚顯現出來了。
（四） 「典律」論述與有效性

「正變」觀念如果通常架構於社會、
政治意識之上，那麼針對文學歷史發展所
提出的「典律」（canon）論述也就必得受
到非文學因素的牽制，或者說在決定值得
師法的重要詩人、必須遵守的創作規範
中，也就可能含藏非文學因素的考量，以
便達成所預期的目的與功能。比如南朝齊
梁間宗經與新變的文學論爭，透過諸如內
容與形式、實用與唯美、傳統與個人、古
典與流行的議題角力，鬆動詩教諷諭、雅
正遠奧的傳統典律，同時齊梁新興貴遊集
團更以閱讀教本的編選（如《文選》、《玉
台新詠》）、新文體（如艷情「宮體」）
的創作，來助成放蕩戲遊這新文學典範的
聲勢，從而在這場源流本末的論爭中，標
誌一己獨特的集團身分，或推展特定的物
質生活形態與物慾化的世界觀。

而自唐代以降，論詩日漸著重「詩
法」，各種類似指導手冊的「詩格」或摹
寫參考的選注大量印行，這是一套不同於
理論思考的技術性詩學，利用許多術語行
話分別詩的好壞、類別與技巧。其中有關
詩的本質、詩史演變、評鑑觀念被粗略簡
化，重點完全擺在教導上，也就是如何學
習做出一首詩。「典律」本身在這裡偏重
工具性，當然也成為無須反思的制式成
規。如果以明代宗唐的範本－高秉《唐詩
品彙》為例，他首先模仿九品中正的架構
分為九格，再將各個作家不同體式的作品
納入九格之中，而對於詩格細節（諸如體
別、句法、句數等）特別講究並據之以別
世次流變。這樣分明清楚的架構，一方面
表現此書的基本訴求是成為習作的教本，
具有教育實用；另外一方面，於四唐分期
中宗主盛唐、以時言詩，又不免表現出對
於唐代政治聲威的仰慕。如果注意高秉自
序體悟唐詩的獨特性經驗彷如攀爬終南
山，必須識得捷徑方能一窺堂奧，加上《唐
詩品彙》一書「終明之世館閣宗之」，很
難不讓人連想到明代政壇與士風如何利用
盛唐氣象來假想再次一統的帝國聲威。於
是政治結合教育，「典律」的論述與推行，
成為獲得文化合法席位、聲稱正統治權的
有效工具。
（五） 文學史論的聚焦與失焦
    「正變」觀念以一種（批評）史論的
形態存在，是針對文學歷史事件提出綜合
分析；而任何分析詮釋必然套用一種概念
模式或是趨向的目的，據此將看似混雜無
章的史料剪裁縫織成可理解的線條圖案。
文學上的「正變」論述，因此可以視為批
評家在與時代氛圍、社會形態互動之後所
展現的經過選擇且刻意宣揚的個人意識；
而這個人意識又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社會變
遷的部份見證。然而，不論是以族群、文
化或社會結構的某種理想典型為歸趨，都
很容易流於劃分本末輕重、設定源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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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有意地忽略歷史流程中世朝迭代總是
浮沈起伏，削足適履固然方便定於一尊，
卻顯然是扭曲了真相。隱蔽去枝脈文理的
「正變」觀，因此最明顯是表現了目的論
背後單一的政治寓意或道德主張，同時也
發揮早經設定的具體效用；但是難以體現
不同時代的背景脈絡，忽失彼此之間可能
更複雜、也更能動的發展關係，以及因此
而可能激發的不同時間向度的選擇與不同
的文學歷史的體驗與論述方式。

「正變」論因而常常在這兩個矛盾的
區間擺盪，既不斷沈浸在如同神話的古老
典律的編織中，又不能免於典型的的逐漸
縮減與僵化。編織典律的過程裡，必然會
因世代交替、文體變革而產生偏差的誤
解，例如詩、騷、賦的雅麗要求如何可能
統歸於一致；而尊奉唯一正體，又必然蔑
棄更多不同文類風格的發展現象，比如將
楚騷和漢賦強行納入詩經體系，於是失去
多元對照與選擇的典律，也因此更加貧乏
與空洞。我們可以發現時代在前進，然而
最有權威的典律總是在古代；歷史的持續
變動性被忽視，卻反而成了停滯不動的古
老典範。尤其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當文學
典律在唐宋以後透過教導學習而具體化為
寫作手冊，詩體正變的探討不但沒有開展
創作的深廣度，反而因為量身訂製造成步
步因襲、漸入瑣碎。原來作為史論的可論
辯性明顯減弱與被忽略，詩教傳統有益於
捍衛科舉實利，輕易結合書寫與社會實
踐，「正變」論中屬於文學準則與政治準
則相拉鋸、不一致的部份，往往成為「復
古」體系中最刻意排除的部份。

因此在最後，引人無限深思的反而
是，我們到哪裡去尋求一種正變論是可以
稱為「文學上」的正變論？或者根本就再
也沒有可以分門別類、單獨成立叫做「文
學史論」的東西？當史論必須化約文學事
件成為一個單一價值體系，同時這個體系
又與其他社會、政治等意識領域相互交疊

的時候，所謂文學該如何有自成一家的源
流？更進一步的問題是，文學創作上的因
革通變（「轉益多師」、「資於故實、酌
於新聲」）固然與時序背景、意識形態相
關，但是這份關連會一定全等於作家之間
彼此的相互詮釋、模擬與轉化嗎？探討文
學（批評）史上的「正變」觀，固然無法
將文學視為一個封閉的體系，但似乎也無
法認為文學體系是對政治社會或意識形態
體系完全開放，如何在兩極之間找到一個
中間地帶，讓我們在現實體制制約中猶能
體認文學美的價值，是重新探究文學（批
評）史論最大的意義了。
  
三、結果與討論

（一）文學與政治的往復糾纏
有時政權的合法性必須透過歷史文化

的詮釋，政權合不合法因此牽涉時代與個
人的歷史意識與自我認同，比如司馬遷的
〈伯夷列傳〉與阮籍的〈首陽山賦〉都是
思索政權合法的問題而體現了對當代政治
權位者的某種不滿，書寫因此成為一種歷
代（商與周、周與漢、魏與晉）相比對的
史鑑，而對於文學的發展也可能有了不同
的思考向度，如發憤著書、道繼春秋或玄
遠反諷，尤其對於長期浸淫孔門春秋大義
的士子文人而言，書寫的「擬經典性」不
但是個人情志的清濁寄寓、時世的治亂象
徵，更是對於政權合法與否的一種隱喻性
的表態，當然這與中國歷史上的治亂週期
論與歷史分期也有關。另外如阮藉〈樂
論〉、〈大人先生傳〉中表現道家思想中
對遠古黃金時代「至德之世」的嚮往，表
現某種無君或反帝王專制的思想，與儒家
善善惡惡的禮樂教化的隨時應變不同，當
然詩教的比興諷喻也因此有不同的言說方
式。於是文學史上的「正變」無可避免的
會與社會史上的「政變」有許多疊合或相
從的部份﹐值得更仔細追索。
（二）個別創作與集團性趨向
    文學上的「復古」或「趨新」常常被
認為是自然演進，尤其因文體本身的新陳
代謝。然而，創作主體作為情境性的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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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就無法脫離所謂「士風」或「政風」
的影響，時代士風影響文學風尚，而文學
風尚正影響創作法則與文體的選擇，有時
候也促成對某種文類風格的重新評價或復
興與轉化，如魏晉的辭賦化流風，這時原
本所謂典雅的準則就會受到日漸綺靡富艷
的文風的挑戰。有時是朝廷特許或默許的
前朝遺風，以便拉攏人心，盡快合法獲得
文化流脈中的席位；有時以一種反諷的姿
態存在；有時對於身處語境的歷史複雜性
與現實嚴酷性不加聞問，為朝廷取士機制
所控制成為一種獨特的權貴菁英集團，如
唐代以詩取士所形成的進士集團、清代以
詩取士又形成唐詩編選的大行其道；也有
時候倚仗職務權位或同志文友共同形成
「宗派意識」來引領某種「典型化」的體
式創作，如宋代文壇江西詩派、江湖詩派
等。因此，復古或趨新更深層的意蘊是與
生活形態、時代氛圍相濡莫或相拉鋸的關
係。而這部份由於牽涉不同斷代特有的繁
複細密的文化社會背景，以一人之力在一
年內顯然無法完滿達成，需要持續努力。
（三）典律論述與技術教育
    典律論述有時藉助文化正統所在的作
品或系列擬作去假想恢復國力、形成再統
一的治世，如明代宗盛唐，假想明與唐可
並比為盛世；有時在改造、革新、發展大
旗下，合法性可以不經深思而輕易被認
同；有時論述的發言權或主導權已經是一
種權力擁有的聲明，比如藉助主編選本或
組成門派來傳布或教導學習。自唐以來，
明顯可見，典律已經不須多元的深度論
辯，而是發展成一套技術性詩學來滿足需
要，到宋代敏銳的書商出版大量這類作
品，這種指導創作的手冊，可通稱為「詩
法」或「詩格」，有註解和例子，到清代
又加上詳細分析詮釋。這些都未見於《中
國文學批評通史》等傳統文學史論，是否
因為它們有文本訛誤、輕率的商業出版、
作者不明等，但是 Owen 認為它教導我們

有關詩的好壞、類別與技巧，尤其有許多
術語行話。然而更重要的是，有多少後代
形成的典律，其實是經由這些方便教學
的、手冊性的極簡要的論詩觀念與作法中
廣為流行逐漸定型的？而如果由詩話、詩
格書寫上強調可遵循、有定法來看，文學
發展趨向單一典律或嚴守門派家法，也是
可理解的，而這就與先秦至六朝對話喧譁
的典律論述有別。顯然，文學的傳統從來
不是絕對穩定、涇渭分明，而是一連串「正
名」的論爭系譜，而這部份的探討需要注
意的不只是科舉、士風，還應該考慮宋明
以來商業文明所帶來的重大轉變。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在一年內完成對於中國文學史
「正變」觀念的概略理解，並提出思索焦
點，強調欲進一步細密研究各個不同時期
的「正變」說，則必須跨領域進行關於社
會、政治甚至是地域文化的多方面探討。
至於具體成果則是完成〈文學典律與文化
論述──中古文論中的兩種「原道」觀〉
一文，從「正」典作為一種文化論述其實
是象徵意義與實際功能的離合拉鋸看來，
探討劉勰面對魏晉辭賦化的綺靡流風而標
舉「原道」，到唐代韓愈志於古文而著意
「原道」，散行與駢儷在這一波文學典律
論述中互有上下的焦點轉移，顯然無法單
單定位在文類辭章的推陳出新，而可以進
一步探索促成文化架構重組的不同價值觀
－亦即所謂「道」的差異性。由這兩種「原
道說」，因此得以切入「正／變」觀念是
如何糾合個人、集體、政治、社會與典律、
實用等議題的文學發生背景，而將「正」
典的論述放置回生存所在的體制情境。此
篇論文已為「漢學研究」接受，將刊登於
18 卷 2 期，200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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