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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诗话还原研究
与近世诗学重构的新路径

□　 陈广宏

复旦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当今的明代文学研究已有相当迅猛的发展，尤
其在诗文领域，这就对相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提出

更高的要求。 我们尝试在学界已经获得的业绩基础

上，重新开展有明一代诗话文献的全面整理，无疑是

受到了这样的要求的刺激。 当明诗话文献整理步入

新的阶段，对于总体上如何推进诗话相关研究，亦自

然会面临诸多新的挑战。 它迫使我们在对“五四”
以来传统诗学的现代研究进行反省的同时，重新思

考若干较为根本的问题，诸如整理与研究、文献与历

史的关系，而归根结底，是有无可能在诗话还原研究

的路径上，探获中国诗学重建的范式。
“五四”以来占主流的有关中国诗学的论述，基

本上皆属西方诗学视野下“影响焦虑”之产物，相应

的，中国诗学即是在西方诗学关注的维度上，依其分

类及理路建构自我体系诸层面。 不管这种参照是直

接的还是隐形的，批判性为主还是建设性为主，与其

他中国学术的整理方式一致，以西方学术的系统知

识为价值标准，成为中国诗学走向现代世界的一条

康庄大道，或者说，成为“五四”以来传统诗话研究

的一种范式。 然而问题在于，当诗话仅仅被用作按

照西方诗学原理来构建中国诗学的材料时，很难说

不会出现史料脱离语境、方法与对象不相吻合的情

况。 而诗话被有选择地充入外来阐释框架，难免会

有断章取义、虚饰架空的种种可能。 诗话的原本形

态因这种抡选而遭切割，其面貌会显得支离破碎，甚
而意义大失，许多内涵无法深入、具体地被读解与领

会，自身特质亦易被消解。 从另一面来看，鉴于西方

诗学原理的价值基准，在已有的中国诗学及文学批

评史等著作中，诗话被用到的比例其实相当有限，基
本上为杨鸿烈所说的那一类受到推崇的有条理之

作，就明诗话而言，大概不会超过现存诗话的 ２０％，
而大量所谓“零碎散漫”的诗话与已纳入诗话范围

之诗格、诗法著述则被弃置不顾，与这类文献资料的

丰富程度及自身的完整性很不相称，显然并未做到

物尽其用，因而能否充分、全面地发掘其特质，便也

难说有其把握。
目前诗话研究较为迫切的任务，恐怕还不仅是

进一步发掘材料、扩大史料范围，尽管我们的数据环

境与搜辑能力已有突破性进展，而更应该是转换研

究视角、更新研究范式。 这种转换与更新，当然不是

凭空向壁虚构，路径之一，应即是顺着所谓“各还其

本来面目”的方向，调整我们的立场，即如何以诗话

自身整体的存在为对象，而非仅仅作为建构一种体

系的材料，在把握其全部内涵、关系及历史语境的基

础上，重新发现中国诗学的内在构成。
我们现在可以着手做的，应是回到诗话生产、消

费的时代，就各个年代层，重新构拟其存在的场域，
并从中把握其话语体系及特质。 这可看作是一种历

史还原的工作。
首先必须对诗话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清醒

的认识。 以往在将诗话抽象地标举为我国传统文学

批评样式的时候，论者似乎很容易忘记，它的诞生有

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 明代是诗话演变、发展的

重要阶段，不仅数量骤增，而且体制日蕃。 更确切地

说，以成、弘为发端，嘉靖中期以降直至明末，在诗话

发展史上呈现新的划时代的演进格局。 这自然与整

个明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化密切相

关。 就明人诗话而言，若以现存 ２３０ 余种为计，嘉
靖、万历至崇祯约百年间印制的各类文本，要占到

４ ／ ５ 左右，其中诗格、诗法类所谓通俗诗学又在其中

占相当大的份额。 这显然是明代中后期空前广泛之

诗歌消费受众以及诗学下行传播态势的表征。
在这些数量庞大、形态复杂的明诗话中，秉承该

文体基本质性的记叙逸闻轶事一类仍占相当大比

例。 与此同时，由于印刷传媒的强大驱动力，令不少

精英文人将原来应收入别集的严肃诗论，也以诗话

的面目迅捷付梓单行。 不管其试图争夺文柄、宣示

主张，还是旨在规范、提升大众的诗歌创作，皆意图

利用在阅读市场中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引导诗学

风尚，由此催生出追求理论品格甚而精严体系的一

８９



文文学学研研究究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ＵＡＡ　 ＮＯ．４　 ２０１８　 ＶＯＬ．３５　 ＳＵＭ．２０５

支，势力不可小觑。
更值得关注的，是承宋元而来的大量诗格、诗法

著作。 为满足日益扩展的大众社会于诗歌创作、鉴
赏的日用消费之需，以坊间“制作”为主导，利用已

有公共资源，加以抄撮增删、分合变换，成为市场占

有率很高的商业化出版。
考察诗话在明代的生产、消费过程，会发现正因

为这个由印刷传媒维系的庞大的阅读市场的存在，
构成了一个共时的交流场域，一切似乎变得开放、动
态起来，也因而可以看到过去不太关注的方面。 由

作者一端看其写作、生产方式，集腋成裘的笔记式纂

辑，仍相对轻松随意，而出版的便利，又往往令一些

受市场欢迎的精英文人随作随刊，衍成层累的复杂

文本。 与此同时，由书坊编刊者一端考察作品的

“制作”、传播方式，无论是摘抄、选辑、专辑、汇编、
丛编等正常手段，还是割裂拼凑、偷梁换柱、冒名伪

托等小伎俩，为的是高效满足读者市场不断增长的

消费需求，固然有利益最大化的商业考虑，但我们也

应该看到，广大受众需要的是简捷获取诗歌作法、鉴
赏最低版本的信息，故其接受方式，有点类似今天的

快餐式消费，非专注投入深度思考的理解阅读，而即

是出于获取一般知识或者娱乐消闲的“轻阅读”目

的。 出版者所要做的，就是利用前代积累下来的社

会公共资源，极尽巧取变幻之能事，甚而主动引导时

尚流行，以满足营销之需。
倘若进而将明诗话从撰作到接受的各种机制联

结起来，我们会看到，此类诗学文献的生产、传播过

程，正是其文本意义动态构建的过程，即由作者、刊
者、读者及相关交游圈、民间书肆、公私藏书机构等

诸多环节在信息的相互交换中共同构建。 这个共时

态文学话语体系的横截面，也是过去较少注意的。
“诗文评”著作当然是文学批评文献主体（现今学者

尚扩展至词曲话、小说话的整理研究），然近年来人

们关注诸如评点、总集等研究，虽非传统“诗文评”
类目尽可涵盖，却也是体现批评家手眼的重要产品。
过去除个别经典作品外，诗学史、文学批评史等皆不

甚关注并采入，类似边角料，现在尝试正视并加以系

统整理研究，应亦不仅为开拓文学批评资料。 鉴于

自觉不自觉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我们可尝试将这

些批评样式及产品看作一个系统，在作者、刊者、读
者乃至收藏者之间构成互动的环节，如序跋、评点既

是读者反馈，同时又是其他读者的指引；诗文评中越

来越多对当代作家作品的品鉴，当然也是一种互动；
至于指导、规范诗歌作法，同样直接面对广大受众，
而流派之间的诗学主张纷争，其实也是利用阅读市

场引导时尚风潮。 这样，我们的考察点，相对于原来

基本上局限于单一、静态、封闭的文本，无疑有了极

大的拓展。 并且，当我们将关注的焦点从观念、主张

的提出者一方，扩展到接受一方，显然更能观测到整

个社会沉积于下的一般诗学知识与经验的来龙

去脉。
以下探讨还原研究中的近世诗学重构问题。 之

所以由明诗话研究的案例拓展至整个近世诗学的建

构，是因为希望以一个相对长时段的视角，在更为普

泛的意义上检讨传统诗学自身发生的变化及其研究

模式更新的可能。 相比较“五四”以来较多将传统

诗话用作依照西方诗学原理构建中国诗学的材料，
通过将诸多诗话文本置回其生产、传播的过程加以

考察，应该说是转换到真正从诗话自身及其语境出

发开展研究的一种方法，借此我们或可勉力去除原

来局部、封闭、静态利用相关文献带来的遮蔽，文献

整理与诗学研究不至于是分开的作业，以求能够以

一种全面透视的视阈重新理解该时代的诗学批评

实践。
不可否认，以往的诗学史、文学批评史著述所重

往往在“成一家之言”的作者一端，基本上由精英文

人述论或业已经典化的文本构建，即便是参与文学

事务的阶层明显扩展、留存文献极为丰富的近世诗

学，亦难以突破其格局。 而现在，当我们调整考察诗

话文献的角度，就文本制作、传播的各个环节，深入

观照诗话所在话语系统生成、交换及改造的动态过

程，那么，循其特有的近世性之质性，上述格局应该

因面对庞大的阅读市场而发生重大改变。 要知道，
这种改变，符合其时代特点，它的任务是综合考察诗

话的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在同一场域的交互作用，
如何共同构建话语之意义，并联结成为一个系统。
由此所针对的研究对象也将有所转向，原来被忽视

的读者这个维度终于获得关注，由坊间主导 “制

作”、应对市场需求的大量诗格诗法类著作亦因而

会被纳入考察视野。
近世诗学的基盘，是一种俗世化的实践诗学。

众所周知，近世诗歌创作所接受的重要遗产，是齐梁

以还至盛唐成就的包括诸古近体在内的诗歌类型体

系与格式之学，尤其是作为格律诗的近体，对后世影

响巨大。 正是这类有规则可寻而又充满变数、具有

很强实践性的诗体诗型，为近世社会更广大人群对

诗的关切并为日用之消费提供了资源，又显露出相

当大可待开发、提升的空间。 这可以说是近世诗学

的一个原点。 在这一历史阶段，已经发展成为诗歌

批评主要形式的诗话，当然会继续就上古、中世社会

已经开发的诗歌与情志表现、诗歌的政治社会功能、
诗歌与自然的关系等诸多本要问题进行探讨。 然

而，如李维在《诗史》中就诗歌创作实践判定“吾国

诗学”“蕃衍馥郁于汉魏六朝，至于有唐极矣”，作为

历来公认看法的归总，无疑是近世诗学面临的现实，
张伯伟教授则将唐代这种诗体诗型之全备大成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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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诗学”的建立和发展。 恰恰是这种“规范诗

学”，更易于为一般文化程度的大众所接受，在诗学

下行传播的俗世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因此，正是诗学发展之现实状况，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近世诗学最为侧重的关注点，在于导向“作
品”。 正是近体诗之类的普及导致的诗学俗世化，
使得诗歌摹习之格式法律成为广大人群的主要关注

对象，成为类似技术主义诗学具有支配力的背景。
有鉴于此，我们也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宗唐得

古的风格问题，始终贯穿近世社会，成为近世诗学的

主线。 唐代完成的古典诗歌类型体系，毕竟不是后

人抽象而成的口诀规则、平仄声调谱，而是具体的诗

人诗作之集成，其源流正变，原各有一副言语，不管

是别体制抑或审音律，取何等诗人诗作为样板，实践

何种时代风格，事关理想范型的建立。 在文学担当

阶层进一步下移的明代，作为“小传统”对于“大传

统”的一种文化复制，这种理想范型的构建，全息反

映了近世诗学的理论向度及构成。
其中处于最基层的，当然是面向最广大受众的

诗歌作法之类技巧，从字句、篇法开始讲起，包括声

韵平仄、粘对俪耦等基本规则，关键在示格式、明宜

忌，诸多方面可从大量诗法、诗格类著作加以清理。
由此而上，则是精英文人尝试规范、提升诗歌消费市

场而作的努力，无论创作抑或鉴赏，辨识格调成为最

主要的路径与方法；与之同时，则是进一步界定诗体

诗型及其表现功能的文体学建设。 严羽诗学著作在

明代的流行，有其土壤，许学夷总结《麓堂诗话》的

成就，即谓“首正古、律之体，次贬宋人诗法，而独宗

严氏，可谓卓识。”这种文体学建设包括为严分体制

音响而做的诗歌流别之溯源工作，如《诗源辩体》之
类，《艺苑卮言》《诗薮》等也有相当篇幅在做这方面

的辨析，而此实与树立各体之正典高格密切相关。
此外，如修辞上的情景、虚实、比兴、典故等问题，声
调上的古律正变或所谓拗体等问题，皆关乎诗歌声

容意兴之更为高妙的语言形式的探索。
我们便于开展的工作，应是比较彻底地梳理大

量诗格、诗法著作自宋元以来的传承、演变，据以观

测作为通俗诗学的一般知识及相关观念如何被定

型、积淀，构成什么样的体系，如何发生变异，又如何

在传播中被简化或改造。 这方面的清理与构拟，相
对而言，是向来所忽视的薄弱环节，需要花大力气

进行。
除了加强关注以往不够重视的通俗诗学一侧，

在观念上亟须转变的，尚有不可忽视诗话作为整体

的存在。 具体而言，一是应借助大量诗话文献的序

跋、刊藏题记及文本中的相关评点等资料，重建诗学

叙论的现场。 这个现场，也就是我们所要将相关概

念作历史还原的语境。 以往的诗学史、批评史著述，

除了运用到诗论家彼此往复的论诗文书之类的文本

外，相对不太注意将相关概念界定在一个现实交流

的场域中予以探讨。 但事实上，诗论家们所运用的

相关诗说及概念，究竟是一个苞综广泛的庞大意义

系统，还是一个创作或评鉴的技术词汇，明显遇到界

定问题，需要根据当时的真实语境给予恰如其分的

判定，而不是被随意放大、模糊套用，并用来构建演

变脉络及阵营。 在印刷出版相当发达的近世社会，
诗话文献之随作随刊及其序跋、刊藏题记、文本中相

关评点或评论等资料，恰好构成了诗论家、书坊及读

者因该出版物而联结的一个实时交流系统。
二是应改变从诗话作品中摘取自己所需信息的

习惯，尽量依据各诗话文本呈现的结构体系，及其相

互间的变动沿革，合成近世诗学自身的内在构成。
如果说，我们将诗学史看作是一系列诗学著作背后

一个价值结构及其意义的动态变化过程，那么，即便

对我们久已熟稔的诗话著作，亦仍需要依其自身的

内在构成及其次第，还原或重建其所体现的诗学标

准与价值体系，而不是抽绎其中若干观点、主张，迁
就外来的或任何其他间架。 以赵宧光《弹雅》为例，
作为万历之后自成体系的代表性诗论，其构架的主

体部分为雅俗、声调、格制、取材、韵协等类。 作者以

何种逻辑构成如此序列，一方面当然要从该文本自

身寻找内证，如何比诸诗之流风、容貌、骨骼、作用

等；另一方面则须据相关诗话的概念、范畴之演变加

以考察。 早在朱权《西江诗法》所录《诗家模范》，我
们已可看到：“体制声响，二者居先。 无体制，则不

师古，无声响，则不审音。 故诗家者流往往名世者，
率以此道也。”这是严羽诗论影响下的一般认识，也
是李东阳以降强调诗文辨体的基础。 那么，至赵宧

光在格、调之间的次第变动意味着什么？ 是根据个

人嗜好于价值观所作的调整，还是有所依照对两个

概念或范畴加以重释？ 我们看到，他视“声响”为

“诗中第一意”，实有意针对胡应麟辈“不知声响何

物”。 同样，赵氏在“声调”“格制”之上安置“雅俗”
之范畴，以为“诗之全”者，又体现怎样的价值观念

与结构变动？ 据其《弹雅》卷一所述：“体制，格也；
音声，调也；色泽，彣彰也。 三者各具雅俗，雅俗各有

性情。 得之者天，修之者人。”可见“雅俗”贯彻才性

的统摄作用。 同时之许学夷曾引述赵氏“求真”之

论：“古人胸中无俗物，可以真境中求雅；今人胸中

无雅调，必须雅中求真境。”在表明二人于此观点站

在相近立场的同时，又显示这种结构变动或来自抗

衡公安派的某种焦虑。
应该说，这是更为艰巨的一项任务。 然唯有如

此，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沿着历史展开的方式，来重构

近世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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