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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論題說明 
永嘉之亂，晉室南渡，堪稱中國歷史文化發展的一大轉折。不僅在政治史上

前所未見，迫於外族入侵而使華夏政權南寓江濱；也連帶使得漢民族的政治文化

中心往南遷移，與北方的胡族政權形成對峙的僵局，進而影響、改變中國過去以

東、西為主的文化競爭模式，形成南、北文化之間的角力爭奪，1甚至造成涵蓋

在意識文化之下，包括制度、物質等文化在內的一系列劇烈的「南北文化優劣的

爭論史」2。影響所及，不只當時南北朝的政治歷史人文發展而已，隋唐以降的

中國人幾乎都無法斷開此地域文化區隔的思維牽制。3因此，研究南北朝的地域

                                                 
1 參見陳正祥：《中國文化地理》第一篇〈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台北：木鐸出版社，1982 年 7

月），頁 3。 
2 「文化」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體系，幾乎所有的人文活動都有其文化，因此關於文化的定義及其

內涵可謂說法萬千，據 1952 年於英國所出版的《文化：概念和定義的批評回顧》一書中，人類

學家克魯伯和克拉洪蒐集了世界各地古今中外的「文化」定義，竟歸內出超過兩百種的解釋。參

見陳瀅巧：《圖解文化研究》（台北：易博士文化出版，2006 年 11 月），頁 12。本文所指「文化」，

主要是就「意識文化」而言。在胡兆量等人所編著的《中國文化地理概述》一書中，將文化分為

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意識文化」，又稱精神文化、觀念文化，包括心理、心態、信念、觀念、

思想等純意識領域，也包括哲學、倫理、道德、宗教、文學藝術等理論化和對象化的意識領域；

第二層次是「制度文化」，包括反映社會形態和社會性質的制度，如奴隸制度、封建制度、以及

其他各種各式的具體制度，如政體制度、宗法制度等；第三層次是「物質文化」，此乃意識文化

的重要載體，因為建築、園林、服飾、飲食等物質形態都融入了精神要素，都有文化的內涵。當

然，文化的三個層次並非不相干的分立，而是相互滲透的整體，其中又以意識文化作為文化的核

心，是以對於文化概念的狹義理解，只包括意識文化。（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1 年 9 月），

頁 1-2。 
3 張仁福〈一方水土一方人——中國南北自然人文環境〉指出：「中國的南北概念，在相當程度

上，正由秦嶺—淮河劃分開來，並大致呈現由西向東奔流態勢的黃河流域和長江流域，尤其是其

中下游地區。南北區分在先秦即已存在。《詩經》中有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奄受北國，

因以其伯。』《論語》中還提到過『南人』一詞：『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不可以作巫醫。』但

南北區分的加深則是在後來長達 350 年南北對峙的魏晉南北朝時期，從那以後，南北概念便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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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鬱結，對了解中國人地域文化本位的心理原型顯然極具參考價值。 

南北朝的地域文化之爭，其實是受到政治正統之爭的激化。4中國歷史是「分」

與「合」糾結而成的歷史，分裂、統一的局面各占歷史的一半，以致於正統之爭

無時不在，其中又以南北朝最為明顯，也最具典範性，許多立論正統的說法皆由

北朝人士所提出，並且成為後世爭辯正統的重要通用語彙及理論依據。5

太和十八年（494）是南北朝政治文化史上相當關鍵的一年。這一年，北魏

孝文帝遷鼎嵩洛、肇新國體，不僅力除五胡十六國以來帶著草原腥羶的文化自卑

感，更積極著手於文化意識型態的建構，系統性地論述自己為何具有「華夏」身

分，尋求建立一個名符其實的漢化政權，甚至是政治信仰的體系。6孝文帝掌握

儒家的夷夏觀，洞悉「夷夏之辨」不全是種族觀念，更是文化觀念；看待夷狄不

                                                                                                                                            
牢牢印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腦子裡，南人和北人的稱呼也一直沿用至今。」文章收錄於余秋雨等著；

木蘭編：《南人北北人南》（北京：團結出版社，2007 年 1 月），頁 31。 
4 郝潤華指出：「東晉南北朝時期，漢族政權退出中原地區，少數民族的勢力入主中原，政治上

的正統之爭更加激烈。……但這一時期的正統之爭，主要內容已經不僅僅是帝王統緒的正統之

爭，而是加上了華夷在中原地區的正統之辨。準確地說，這一時期的正統之爭已經是帝王統緒與

華夷之辨合而為一。……北方少數民族政權雖然據有華夏中土，卻面臨著北方漢族民眾在文化心

理上『非我族類』傳統觀念的強烈抵觸，得不到華夏正統的認可，也得不到中原人心的認同。所

以北方少數民族政權統治者都意識到，要淡化中原地區民族心理上正統王朝的政治觀念，必須在

文化心理上同漢民協調起來，樹立正統王朝的旗幟，『擅中華之稱』。」參見氏著：《六朝史籍與

史學》（北京：中華書局，2005 年 3 月），頁 232-233。 
5 吳懷祺《中國史學思想史》對於中國正統論的發展過程簡潔概括如下：「正統論肇始於三統五

運說，歷三國魏晉南北朝的爭議而有所發展，而構成系統是在兩宋。」（台北：文史哲出版社，

2005 年 5 月），頁 244。案：南宋時期是正統之爭的另一個高峰，可參見燕永成：《南宋史學研究》

（蘭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 年 1 月），頁 164-176。另有關中國古代史家對於正統問題的看

法，可參閱趙令揚：《關於歷代正統問題之爭論》（香港：學津出版社，1976 年 5 月）。饒宗頤：

《中國史學上之正統論》（台北：宗青圖書出版公司，1979 年 10 月）。 
6 華爾澤（Herbert Waltzer）界定政治意識型態為「一個信仰的體系，它為既存的或構想中的社

會，解釋與辯護為人所喜好的政治秩序，並且為其之實現提供策略（過程、制度、計畫）。」其

具有團結政治組織中的人民，以達成有效的政治行動之目的。參見恩格爾等著（Alan Engel etc）

張明貴譯：《意識型態與現代政治》第一章〈政治意識型態：政治中的信仰與行動〉、（台北：桂

冠圖書公司，1990 年 3 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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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種族論，而是文化基素，華夏自尊也不完全是種族自尊，乃是文化的自尊。7於

是他藉由儒家「道統」8去論證、支持政治「政統」，9最終堂而皇之的成為華夏

歷史、政治、文化、土地，甚至血緣關係的繼承者，故有「朕承法統」10之說。

11新時代的來臨不僅擴大整個北魏帝國的視野，也突破北方漢裔根深柢固的文化

大防，12使得北朝知識分子不得不進一步思考北魏的歷史定位，同時進行文化認

同及政治認同的辯證，13最終泯除胡漢芥蒂，創造出新的文化想像，新的身分認

同，甚至新的民族意識，同時站在華夏歷朝建都的「法統地域」上對南方文化產

生諸多批判觀點，總算是對向來自恃鼎璽南遷，透過歷史敘事或文學話語高舉正

                                                 
7 參見牟宗三：《道德的理想主義》（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78 年 8 月），頁 46。 
8 林安梧指出：就人倫教化的理想來說，孔子開了一個有別於現實的傳統，即所謂「道統」。道

統是以聖賢、君子為主導，此有別於天子君相為主導的「政統」。道統與正統並非截然分立，而

是以一種對比辯證的方式統合為一體的。參見氏著：《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之哲學省察—以「血

緣性縱貫軸」為核心的理解與詮釋》（台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6 年 4 月），頁 137。 
9 余英時〈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識分子的原始型態〉一文指出：政統（政治威權）需要道統

（禮樂／文化傳統）的支持，以證明它不是單純地建立在暴力的基礎之上。文章收錄於氏著：《士

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年 1 月），頁 77-99。 
10 見孝文帝：〈祭嵩高山文〉，引自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全後魏文》（北京：

商務印書館，1999 年 10 月），頁 78。案：孝文帝所謂「法統」，蓋指繼承「三代之治」而來的政

治法統，而祭祀本身就是一種宣誓繼承法統的倫理行為，是一種內涵血緣關係，慎終追遠的政治

禮儀，而非民間宗教信仰。 
11 此種話語權力，即是馬克思‧韋伯所謂「對統治合法性的信仰」之推行，沒有任何一種統治

可以依憑其暴力去證明其合法性，它必須替自己的權威從道德上、哲學上或宗教上找到存在的依

據。此依據可以借助各種既有的思想觀念、也可以自行炮製其信條、或者兩者結合。要之，它必

須以一種觀念的方式向社會證明權威的合法地位，並且把自己所證明的那一套觀念通過強制性的

灌輸，使之逐漸轉化為社會全體成員的共識。參見邵建：《知識分子與人文》（台北市：秀威資訊

科技公司，2008 年 1 月），頁 185。 
12 根據劉精誠的研究統計再加以整理：從道武帝到孝文帝即位前，北方以漢族為首的各族共起

義 41 次；孝文帝即位之後，各族人民起義更加頻繁，延興元年（471）至太和八年（480）之間

大小起義也有 20 次之多。參見氏著：《魏孝文帝傳》（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年 12 月），

頁 13-16。 
13 在儒家的文化傳承中，「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看似兩個不同領域的張力，但其實是密切

綰合為一的，而文化更是先於政治。參見黃俊傑：〈論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傳統中的兩種張力〉，收

錄於劉小楓‧陳少明主編：《經典與解釋的張力》（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3 年 10 月），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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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南朝人士還以顏色。14綜觀上述，本研究所及不止於南北朝地域文化的衝突

而已，更涵蓋中國歷史課題中最嚴肅的政治正統之爭，及其衍生而來特定時代的

特殊文化思維。 

孝文帝定鼎嵩洛雖然為北魏開出前出所未有的榮景，但是歷史走勢卻未必盡

如人謀，遷都之舉迅速擴大了朝廷內部守舊勢力與改革集團的矛盾，而其英年早

逝、後繼無人的窘境無疑加速了王朝滅亡的腳步。孝文帝歿後（499）被壓制的

守舊勢力隨即反彈，先後殺害改革派的顧命大臣咸陽王元禧、北海王元詳、彭城

王元勰等人，繼位的宣武帝由於政道頗虧，根本無法持續改革，之後孝明帝稚齡

即位、胡太后臨朝稱制（516），元义宮廷政變（520），北境六鎮軍變（524），爾

朱榮鐵騎入洛（528），高歡強領朝政（531），孝武帝西奔長安，終於京師遷鄴

（534），歷史進入東魏、西魏、蕭梁三國鼎峙的局面。後來東魏發生高歡病逝、

侯景叛變（547）的內部危機，隔年南朝也有侯景亂梁、諸梁王向北齊奉表稱臣

之事（548），接著高澄遇刺（549），高洋篡魏自立（550），梁元帝遷都江陵（552），

但見孝文帝遷都洛陽之後的一甲子歲月中，除了北朝政治社會急遽變化，南北局

勢更是瞬息萬變，而此歷史發展的波譎雲詭亦使北朝文士情隨時遷，不論在臨史

的心態上，或是面對政治立場、正統論述、民族意識、文化思辨等問題的時候，

都變得複雜曲折。 

北朝文史向來較少問津者，此或與歷來學者主觀認定江東政權係洛鼎南遷，

華夏民族文化命脈庚續之所在，從而崇南抑北的心態有關；也可能與研究者刻板

印象中，永嘉之亂以後的北方典籍、文物與文化生產都因戰火流離而顯得慘澹寥

落有關。無論如何，事實是北方在五胡諸君或多或寡的漢化及北魏歷朝的奠基中

開出「太和文治」，形成足以頡頏江左的洛陽文化，並於最終掌握了歷史文化的

                                                 
14 關於南朝人士以歷史敘事及文學話語立論正統的情形，可參見林郁迢：《南宋士人思維中的南

朝影像》第三章〈南朝與南宋士人的正統心態〉（國立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論文，

王文進先生指導，2003 年 6 月）。王師文進：〈南朝士人的時空思維〉，《東華人文學報》（2003

年 7 月），頁 235-259。收錄於師著：《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台北：里仁書局，2008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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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權。豈知這個事實卻一再被研究者所忽略（或許是研究資料相對缺乏），而

普遍視南朝為當時的文化主體，進而思考各項學術議題。本文則基於上述理由嘗

試調轉研究視角，以北朝為研究主體去探究當時南北朝文化之爭的內涵及其相關

議題。 

北朝文風不競，詩文留存數量極寡是不爭的事實。而「詩」的部分由於多仿

效南朝，是以參考價值有限。幸好「文」的部分在百不存一的情形下還留有三部

重量級的著作可以幫助作為研究的施力點；分別是酈道元《水經注》、楊衒之《洛

陽伽藍記》、魏收《魏書》。15而三書的寫作期間又湊巧分別對應到三個不同的歷

史階段：《水經注》的著書時間落在宣武帝延昌至孝明帝孝昌年間（512-527）16，

屬於「北魏洛陽時期」的作品；《洛陽伽藍記》則約略成書於東魏孝靜帝武定五

年後的一兩年間（547-549），可視為「東魏遷鄴時期」的作品；《魏書》的主要

著作時間是北齊文宣帝天保二年至天保五年（551-554），正是「北齊代魏時期」

的作品。 

本文擬將以上三部作品合稱為「北魏三書」，乃由於其所分別對應到的三個

時期其實是一個朝代的延續。《魏書》雖成書於北齊天保五年，但魏收最初被詔

撰史則始於東魏武定二年。東魏無疑是北魏的延續，北齊雖說表面上正式結束北

                                                 
15 傳統文學史以顏之推《顏世家訓》與《水經注》、《洛陽伽藍記》合為「北朝三書」，蓋以其文

體為合觀基礎，並非有思維上之聯繫。顏之推由南入北，在西魏攻陷江陵時被擄至關中。後聞北

齊梁人有返國者，因而逃往北齊欲尋路南歸。不料南朝政局丕變，梁滅陳興，遂滯留北齊任官，

齊亡後入周。顏之推雖入仕北朝，卻始終帶著濃烈的原鄉情懷，曾寫下既有自敘性質，又能抒發

鄉思的《觀我生賦》；其前二十四歲未出南境，又曾近侍梁元帝，自難割捨故國情思。就其行為

模式觀之，顏之推畢竟屬於南方文化，其書內容絕不屬於北人思維，〈涉務篇〉雖曾對南朝君臣

士大夫之腐敗稍事揭露，但顯然是對亡國的痛心及反省，而非惡意詆毀。不過，該書呈現南方士

人進入北朝社會後對南北文化的微觀思考，於本論題具有極高參照價值，唯其比重與三書略有差

距且文心迥異，故本論文準題旨而聚焦在純北朝人士之作品而暫緩論之，擬另文探討。 
16 由於資料短缺，所以《水經注》確切的著書時間已無法知曉，今折中各家賀昌群、岑仲勉、

森鹿三、陳橋驛等人之說，將各說互為參照，取其最大空間，暫訂著書期間如上，不過比較可能

的成書時間應是在酈道元死前的幾年，至於構思創作之期間，當然可能超過十年以上。各家說法，

請參見陳橋驛：《酈道元評傳》（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 年 3 月），頁 35-36。又陳橋驛：《酈

學札記》「《水經注》成書年代條」（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年 9 月），頁 14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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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政權，然在歷史意義上亦可視為北魏之延伸。若論三書成書的時間，最早（約

527）與最遲（554）不過差距三十年左右，然而此三十年間帝國鉅變、洛陽頹毀、

京師遷鄴、高齊篡魏，再加上南北朝局勢變化萬端，以致於三書作者的時代感受

截然不同，連帶造成他們面對南朝異質文化時心態上的差異。人類的存在不只是

個人意志的存在而已，更是歷史文化與社會意識（指社會中的各個成員共同的感

覺、感情、認識及意志等等）的存在，幾乎無法自外於歷史社會文化情境的變遷，

故其思考、想像及製造意義的方法絕非靜態的實體，而是一個持續處於變動中的

主體，是高度動態性的，會不斷因著情勢進行轉換，並與當下所處的歷史社會文

化產生互動，進行滿足人們需要的文化生產工作，17因此，三書之內容必然反映

當時北朝朝野士氣之消長，及其面對政治社會變遷時的文化心態。 

《水經注》、《洛陽伽藍記》與《魏書》自成書以來並存於世一千四百五十餘

年，而或許是三書的性質差異極大，使得它們幾乎是各別分立的存在。雖說《水

經注》與《洛陽伽藍記》在文學史上偶或被並舉，如《四庫全書總目》言：「（洛

陽伽藍記）其文穠麗秀逸，繁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注》肩隨。」18歷史學

家亦取《洛陽伽藍記》補《魏書》所未備，如吳若準《洛陽伽藍記集證》云：「足

以補魏收所未備，為拓拔之別史。」19但是嚴格說來，三書從未被一起放在研究

平臺上進行討論，更遑論形成具體的研究網脈。而因著中國近百年世運對文史工

作者的催逼，論者逕自反省當代文化困頓的同時，視域（Horizont）所及，20隱

                                                 
17 參見Jeff Lewis著；邱誌勇‧許夢芸譯：《文化研究的基礎》（台北：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

2006 年 1 月），頁 10。 
18 見紀昀：《四庫全書總目》（北京：中華書局，2003 年 8 月），頁 619。 
19 如吳若準集證本序云：「至永熙遷鄴，而魏祚移矣。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慨念故都，傷心禾黍，

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變亂之端，宗藩廢立之由，藝文古蹟之所關，苑囿橋梁之所

在，以及民間怪異、外夷風土、莫不鉅細畢陳，本末可觀，足以補魏收所未備，為拓拔之別史。」

引自范祥雍：《洛陽伽藍記》附編二〈歷代著錄及序跋題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年 8

月），頁 366。 
20 「視域交融」（Horizonteverschmelzung）是加達默爾（Gadamer）詮釋學的基本概念，即前理

解或前見是歷史賦予理解者或解釋者的生產性的積極因素，它為理解者或解釋者提供了特殊「視

域」。視域即看視的區域，包括從某個立足點出發所能看到的一切。理解者和解釋者的視域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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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靈視到三書過去不曾被注意到的內在網脈聯繫，於是透過自身的時代感所能給

予的啟發，發現若是能將三書並置合觀，不僅可以擴充三書的文化蘊涵，也能呈

現出有別以往的研究新視野。 

《水經注》雖是一部實用的地理書，然對歷史文化卻多所記錄，特別是紀元

繫年的體例，以及對於南北歷史事件及人物之褒貶，皆可看出是書絕非單純水利

之書，應別有作者情志存焉；況且自《漢書》有〈地理志〉以來，地理書就一直

被視為史部附庸。《洛陽伽藍記》不止是地方史，更是北魏的興亡史。《魏書》則

為官修史書。就巨觀而言，三書頗受當時歷史情境的牽引而蘊含南北朝文化之爭

的時代課題；從微觀來說，三書除展現時代變遷中自我意識的歷史存在感之外，

更因其寫作時間點的不一，分別呈現出北魏末年各個歷史階段的文化心理，這種

巧合在北朝文獻傳世甚少的情形下更顯得彌足珍貴。 

 

 

第二節  研究回顧 

北魏三書雖說之前未被結構成一套系統性的研究，但是各書自成一門學問，

研究成果其實都十分豐碩。《水經注》不僅有其淵遠流長的酈學傳統，近代學者

亦繼踵前學，佳作迭起。《洛陽伽藍記》文字典美，體例別緻，頗能吸引歷代學

者關注。《魏書》草成之際即因「穢史」之譏成為史學公案，加上又是第一部以

少數民族政權為記錄主體的正史，歷來更是討論不輟。而近年來，學界對於三書

之研究可謂別開生面，不約而同進入文化研究的思考，也給予本文相當程度的啟

發，以下分就三書的研究概況，摘要進行回顧。 

壹、《水經注》 

                                                                                                                                            
封閉的和孤立的，它是理解在時間中進行交流的場所。理解者和解釋者的任務就是擴大自己的視

域，使它與其他視域相交融。視域交融不僅是歷史性的，也是共時性的，在視域交融中，歷史和

現在，客觀和主體，自我和他者構成了一個無限的統一整體。參見阿斯特等著；洪漢鼎等譯：《詮

釋學經典文選》（上）（台北：桂冠圖書公司，2005 年 5 月），頁 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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酈道元《水經注》以一人一書發展成為一門學問，研究成績斐然。根據當代

酈學名家陳橋驛的研究整理分析，21酈學研究的歷史甚早，唐代杜佑《通典》卷

一七四〈州郡四〉就已經對《水經注》進行討論並提出批評；另外封演《封氏見

聞記》卷二〈文字篇〉亦對酈注提出個人見解。 

目前酈學大致被歸納成三個研究層面：第一為「考據學派」：自金禮部郎中

蔡珪撰《補證水經》揭其端，明朝萬歷年間朱謀 《水經注箋》奠其基，歷經

清初孫潛、何焯、沈炳繼其業，最後由全祖望、趙一清、戴震成其大，形成酈學

研究的第一個學派。第二為「詞章學派」：從明代中葉楊慎便開始注意酈注中的

文學技巧，到朱之臣《水經注刪》更是在詞章上耗費苦心，最後由晚明鍾惺、譚

元春以箋注本為底本進行評點而確立此一學派，使酈學研究一時大盛，此派研究

雖非酈氏撰書之原旨，然卻凸顯了《水經注》的文學成就及其對中國古典散文的

影響，22對於酈學的推廣與普及有正面積極的作用。第三為「地理學派」：明末

清初的大學者黃宗羲從地理學著手，指出不少酈注之錯誤並批判考據學派和詞章

學派之不切實用，隨後顧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國利病書》、顧祖禹《讀史方

輿紀要》、胡渭《禹貢錐指》、閻若璩《古文尚書疏證》等地理學著作均密切結合

《水經注》之研究，遂使這部以河川水道為綱的地理巨著在有清一代的醞釀之

下，由晚清地理學家楊守敬及其門人熊會貞完成了酈學研究的重要成果《水經注

疏要刪》並編繪《水經注圖》，開創了酈學研究中的地理學派。23

                                                 
21 參見陳橋驛：《酈道元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 年 3 月），頁 198-240。又氏著：《酈

學札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年 9 月），頁 56-66。又氏著：〈近代酈學家與酈學研究〉，

收錄於氏著：《水經注研究四集》（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 年 4 月），頁 232-258。 
22 關於《水經注》對於中國古典散文的影響，可以參見方麗娜：《水經注研究》（國立台灣師範

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論文，王熙元先生指導，1990 年 5 月），頁 591-605。又譚家健：〈試論水經

注的文學成就〉，收錄於譚家健、李知文選注：《水經注選注》（台北：建宏出版社，1994 年 8 月），

頁 1-18。 
23 據王平〈楊守敬與《水經注疏》的命運〉（刊於中華讀書報 2003 年 2 月 19 日）之介紹：楊守

敬臨終之際，《水經注疏》仍在纂輯、疏證、校理中，故而將書託付門生熊會貞，並囑咐家人每

年以租米二十石為熊氏衣食之資。熊氏銘記恩師遺囑，蟄居武昌楊氏菊灣府中，無間寒暑，歷時

二十二年，稿經六易，凡六七校，略已初定，以長沙王先謙合校本起草釐訂為四十卷，一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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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以後的酈學研究除熊會貞繼續完成《水經注疏》的工作，中、港、台、

日更是前赴後繼，皆有卓越表現。中國大陸范文欄、任啟珊、岑仲勉、段熙仲、

鍾鳳年、汪闢疆、曹爾琴、辛志賢、趙永復、譚家健、吳澤、劉盛佳等人都曾發

表與酈學相關之論著，而陳橋驛更是當代酈學大家。香港則以鄭德坤、吳天任為

酈學重鎮，研究成果亦十分可觀。台灣方面則先後有胡適、費海璣、汪宗衍、梅

應運、于大成、司馬恭、吳麗娜等人，對於酈學也有一定的貢獻。日本學界則以

小川琢治、森鹿三為代表人物，船越昭生、藤善真澄亦後繼有成。近十年來用功

於酈學的學者不乏其人，尤其中國大陸學者於期刊論著發表甚繁，然其研究大體

不出酈學三派之籠罩。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三年譚家健發表〈酈道元思想初探〉一文，24又一九

八四年陳橋驛發表〈愛國主義者酈道元與愛國主義著作《水經注》〉25並陸續撰

寫〈酈道元生平考〉、〈酈道元與他的《水經注》〉、〈愛國主義者〉等一系列文章，

文章內容大幅分析酈道元撰《水經注》的動機，又論及酈氏學經歷及其所處時代

背景，將酈學研究帶往歷史文化的新方向，頗有突破傳統酈學的味道。一九九九

年台灣歷史學者陳識仁完成博士論文《北魏修史事業與《水經注》的形成》，其

內容除了回應陳橋驛的若干觀點，也提出許多新見解，認為《水經注》之成書可

                                                                                                                                            
四萬字。1930 年日本學者森鹿三派遣松浦嘉三郎至武昌，重金求購《水經注疏》副本，熊氏以

「大夫無域外之交」拒之，不料楊氏後人卻暗中將稿本賣與他人，熊氏獲悉後悲憤交集，自縊而

死，與稿俱逝。此載極力凸顯二人師生情誼，令人動容。不過陳橋驛曾專文討論此事，認為純屬

附會。本事出於汪辟疆所撰《楊守敬熊會貞合傳》：「日人森鹿三極服熊氏以一生之力，成此絕業，

民國十九年四月，遣松甫嘉三郎走武昌，求其稿，不獲，又兩謁，許以重金，乞寫副。會貞以大

夫無域外之交，固拒之，卒不為奪。鳴呼，若會貞者，此寧可求諸今世士大夫耶？」日人至武昌

求見熊氏是事實，森鹿三在日譯本《水經注（抄）》卷末《水經注解釋》云：「我們的同事松甫嘉

三郎于 1929 年去武昌熊氏私宅訪問。」其說與汪說符合，且事實上森鹿三也得到副本，只是不

知為何會出現「大夫無域外之交」云云？熊氏是尊師重道的人，特別楊氏甚多「域外之交」，尤

其與日本學人的交遊更是密切，倘若熊氏真有此言，則將置其恩師於何地？何況熊氏隨侍楊氏左

右，與日本學者也不能毫無往來，應不至有此矛盾之語。參見陳橋驛：《酈學札記》，頁 125-127。 

24 文章收錄於在譚家健、李知文選注：《水經注選注》附錄一，頁 475-487。 
25 文章收錄於陳橋驛：《水經注研究二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年 9 月），頁 12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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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當時的時代氣氛、南北朝文學傳播、及北魏的修史事業有關，26可說於傳統

酈學「考據」、「詞章」、「地理」三大學派之外又別開生面，著眼於酈學在歷史文

化意蘊上的開發。二００六年王師文進撰寫單篇論文〈北魏文士對南朝文化的兩

種態度——以《洛陽伽藍記》與《水經注》為中心的初探〉27，透過北朝兩部經

典作品的對讀，以南北朝文化正統相爭的歷史架構對《水經注》展開新詮，研究

挖掘潛藏於文字表面下的歷史人文現象，分析說明酈道元對於南方文化的態度並

擴大成北方文士的文化心理。更早之前，周一良曾約略提及頗可以注意《水經注》

對於南朝人物的態度；28另收錄於陳橋驛《酈學札記》中的兩篇短文〈南朝年號〉、

〈南朝年號餘論〉亦曾論及《水經注》屢用南朝年號的現象並略論酈道元的南北

歷史文化觀，29可見《水經注》確實蘊藏豐燦的文化內涵而有待進一步探尋。 

貳、《洛陽伽藍記》 

歷來的圖書分類中，除了少數依據《新唐書‧藝文志》將《洛陽伽藍記》列

入「子部道家類（即釋家）」外，大部分多承襲《隋書‧經籍志》，將之歸於「史

部地理類」。30可見大多數的史家將《洛陽伽藍記》視為一部地理書。不過，近

代學者大有重新檢討《洛陽伽藍記》之性質者，認為依據楊衒之的著作態度而言，

該書根本是不折不扣的歷史著作，如楊勇〈《洛陽伽藍記》之旨趣與體例〉即云：

「余以此書雖以記伽藍為名，實則敘錄當代史蹟，上自太和（原文誤作太元），

                                                 
26 參見陳識仁：《北魏修史事業與《水經注》的形成》（國立台灣大學歷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

逯耀東先生指導，1999 年 6 月），頁 6。 
27 王師文進：〈北魏文士對南朝文化的兩種態度——以《洛陽伽藍記》與《水經注》為中心的初

探〉，《臺大中文學報》第二十四期（國立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6 年 6 月），頁 115-150。收錄

於師著：《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案：期間有大陸學者鮑遠航的博士論文《《水經注》的文獻學

文學研究》頗值得注意，其研究主軸雖不脫酈學三派之範圍，但曾隨文探討酈道元的正朔觀，對

本研究頗有助益。（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學位論文，鄧小軍先生指導，2004 年 5 月），

頁 1-53。 

28 參見周一良：《《魏書》札記》「酈道元條」，收錄於氏著：《周一良集》第貳卷（瀋陽：遼寧教

育出版社，1998 年 8 月），頁 602-604。 
29 參見陳橋驛：《酈學札記》，頁 96-101。 
30 參見范祥雍：《洛陽伽藍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年 8 月），頁 358-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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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自永熙，四十年間，北魏風物，家國大事，無不備書。」31周一良〈《洛陽伽

藍記》的幾條補注〉也說：「《洛陽伽藍記》是一部有名的歷史著作，也是有名的

文學作品。」32然而，任何分類一旦有所側重，必然也就有所偏失，尤其像《洛

陽伽藍記》這樣一部令人嘆為觀止的瑋寶奇書，作者飛翰騁藻，以「恐後世無傳」

的歷史文化使命感，悉心察納北魏洛陽城的地理景觀、建築藝術、風俗民情、宗

教活動、商業貿易、園林歌舞、文化交流、人物傳記、歷史興衰、掌故異聞等等，

內容涵蓋十分廣泛，實非任何歸類所能包羅。因此，該書既可以是地理的，也可

以是歷史的，文學的，宗教的，甚至是文化的，因此，王師文進《淨土上的烽煙——

洛陽伽藍記》的研究架構其實就是分成「地學篇」、「史學篇」、「文學篇」三個面

向，而「史學篇」中又雜以「佛教信仰王國」的宗教性研究；「文學篇」則兼論

「南北之爭」的文化性研究。33  

以歷史方面的研究而言，明毛晉跋綠君亭本《洛陽伽藍記》曰：「鋪揚佛寺

而因極人文，著撰園林、歌舞、鬼神、奇怪、興亡之異，以寓其褒譏，又非徒以

記伽藍而已也。」34《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兼敘爾朱榮等變亂之事，委曲詳

盡，多足與史傳參證。」35清吳若準《洛陽伽藍記》集證本序言更曰：「撫軍府

司馬楊衒之慨念故鄉，傷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變亂之端，

宗藩廢立之由，藝文古蹟之所關，苑囿橋樑之所在，以及民間怪異、外夷風土，

莫不鉅細畢陳，本末可觀，足以補魏收所未備，為拓拔之別史。」36倘若根據「年

鑑學派」或「人文地理學」的理論對於整體歷史的追尋，其實並不難接受完全將

《洛陽伽藍記》視為歷史著作的看法。在年鑑史學的觀念中，唯有從事經濟、社

會、文化、地理等「現象」與「實體」（reality）的研究，才有可能達到對歷史整

                                                 
31 收錄於氏著：《洛陽伽藍記校箋‧坿錄》（台北：正文書局，1982 年 9 月），頁 249。 
32 收錄於氏著：《周一良集》第壹卷（瀋陽：遼寧教育出版社，1998 年 8 月），頁 607。 
33 詳參師著：《淨土上的烽煙——洛陽伽藍記》（台北：時報文化出版社，1998 年 12 月）。 
34 引自范祥雍：《洛陽伽藍記校注》附編「歷代著錄及序跋題識」，頁 360。 
35 引自范祥雍：《洛陽伽藍記校注》附編「歷代著錄及序跋題識」，頁 363。 
36 引自范祥雍：《洛陽伽藍記校注》附編「歷代著錄及序跋題識」，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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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理解，並由此構成對「整體歷史」的追求。37而地理學究其內在發生意義而

言，原是一門充滿人文精神的學問，無論是就個人的存有抑或族群的發展而言，

地理的知識傳統，乃是隨著個人的生命、心靈的生發和民族的文化、歷史的演衍

而產生、而呈現的，38故不論是「洛陽」也好，抑或「伽藍」也罷，這些「區域」

的構成及其空間現象上所呈顯出來的多元性與獨特性，都是源自於詮釋當地歷史

文化與人文思想活動而來。因此，《洛陽伽藍記》亦可視為楊衒之對自己曾生處

的洛陽城在智性與感性和德性上的說明或詮釋，39尤其後兩者更是《洛陽伽藍記》

可以成為一部優秀的區域地理著作，且遠比其他地記更具歷史感、文化感，使人

更能充分瞭解斯時斯地之人文活動所構成之價值的最大因素。 

以文學方面的研究而言，在文學史傳統上《洛陽伽藍記》與《水經注》向來

因其散文成就被並提相論，而近代的研究者也頗能於地理、歷史的範疇之外注意

到《洛陽伽藍記》的文學價值，周祖謨即云：「楊衒之不但熟悉當時的掌故，而

且長於著述，敘事檢括，文筆隽秀，足可與酈道元《水經注》媲美。既是地理書，

又是一部史書，並且是一部極好的文學著作。」40其後研究《洛陽伽藍記》如范

祥雍、楊勇、周一良、林文月、王文進、林晉士、王美秀等人也都極力推崇該書

的文學價值，其中又以林文月撰寫的〈洛陽伽藍記的冷筆與熱筆〉及〈洛陽伽藍

記的文學價值〉最具啟發價值。 

以宗教方面的研究而言，是書既題名為「伽藍」，與佛教之關係自然密不可

                                                 
37 參見潘宗億：〈論心態史的歷史解釋——以布洛克《國王神跡》為中心討論〉，收錄於陳恒、

耿相新主編：《新文化史》（台北：胡桃木文化，2007 年 7 月），頁 87-122。 
38 相關理論，請參見潘朝陽：〈地理學與人文關懷〉，收錄於氏著：《心靈、空間、環境—人文主

義的地理思想》（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 年 6 月），頁 1-15。 
39 地理學實乃一套人類對其世界環境的解說系統，而表現為「智性」、「感性」和「德行」三種

表達的辯證性歷程。智性是指地理學者依純粹邏輯推理說明自然地理現象；而感性和德行則指地

理學者除了在一系列的自然地理現象上賦予說明之外，更加上價值判斷的詮釋，形成人文地理

學。參見潘朝陽：〈地理學與人文關懷〉，收錄於氏著：《心靈、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理思

想》，頁 2-3。 
40 參見氏著：《洛陽伽藍記校釋‧序》（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年 4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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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故《新唐書》將之列在「藝文志丙部子錄道家類」，《通志》列於「藝文類釋

家類」，《國史經籍志》列於「釋家寺觀類」。就現存文獻史料觀之，關於北魏洛

陽時期的佛教記載仍以《洛陽伽藍記》最為豐富，因此一旦涉及北魏佛教之研究，

幾乎無法忽略是書，如湯用彤《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中村元《中國佛教發

展史》論及北朝佛教之情形多引是書以為證據。另外，歷來學者對於楊衒之面對

佛教的態度立場亦是爭執不休，主張反佛的學者引《廣宏明集》為證：「衒之見

寺宇壯麗，損費金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洛陽伽藍記》。言不恤眾庶

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有為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飢寒於色養……。」范祥

雍就是據此認定楊衒之排佛意識；另一派則視楊衒之為虔誠佛教徒，以《景德傳

燈錄》記載楊衒之曾向達摩請示迷津為據。王師文進則持中認為楊衒之並不排斥

佛教，只不過是反對過度營造的迷信而已：「一個激烈的排佛份子，不可能有耐

心，來描寫佛寺之美和神像之莊嚴；一個沈迷佛法的信徒，寫了如此一部大書，

也不可能不順筆宣揚佛法。正因為楊衒之並不落於任何一端，所以能夠以文人特

殊的感性，將北魏這個都城的佛教色彩細緻地反映出來。」41

以文化方面的研究而言，由於《洛陽伽藍記》包羅宏富，所以幾乎所有的研

究都在不同程度涉及此一面向，但除了王美秀《歷史、空間、身分——《洛陽伽

藍記》的文化論述》一文，少有專論從文化研究的角度對該書進行全面研議。王

文以楊衒之為例，勾勒北朝文士文化身分認同建構的方式與過程，並以此為基

點，進行文化與文學雙向、互證研究，以求能對北朝文學特質有進一步的理解。

42另外魏采如從「記憶論」的角度出發，以「記憶」即「詮釋」的觀點，撰寫《《洛

陽伽藍記》之時空敘事與記憶認同》43，亦可歸納在文化研究的範圍之中。 

                                                 
41 參見師著：《淨土上的烽煙——洛陽伽藍記》，頁 109-110。 
42 詳見王美秀：《歷史、空間、身分——《洛陽伽藍記》的文化論述》（台南：復文書局，2003

年 4 月）。 
43 詳見魏采如：《《洛陽伽藍記》之時空敘事與記憶認同》（國立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鄭毓瑜先生指導，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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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魏書》 

《魏書》既入正史之林，自是研究中古史的重要文獻，不過近年來也有一些

學者透過《魏書》中的材料去研究中古語言文字學。44而《魏書》傑出的文學表

現也頗受近代學者的肯定，錢鍾書即云：「敘事佳處，不減沈約《宋書》；北方『筆』

語，當為大宗。」45周建江亦云：「《魏書》的文學性主要表現在它的歷史事件敘

述上的可讀性，即趣味性上。能將枯燥的歷史事件表述得生動活潑，打破史傳文

學的呆板。」46林晉士、李建棟、宋冰等人也都有相關討論。47

《魏書》最主要的運用還是在於人物傳記、門閥思想、民族融合、鮮卑史及

其國家制度方面的研究探討，此類論文不勝枚舉。48關於《魏書》的研究，歷來

爭論最激烈的大概就是「穢史」的問題，誠如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所云，《魏

書》「黨齊毀魏」、「褒貶肆情」，49因而自唐初史家李延壽寫《北史‧魏收傳》以

「穢史」相譏之後，50幾乎是眾口同聲，雖有《四庫全書總目》曾試圖為之翻案，

51周一良《魏收之史學》更竭力為其辯誣，52孫同勛亦作〈穢史辯誣〉，53近來大

                                                 
44 例如李麗：《《魏書》詞彙研究》（南京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論文，董志翹先生指導，2006

年 4 月）。又呼敘利：《《魏書》復音同義詞研究》（浙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論文，王雲路先

生指導，2006 年 4 月）。 
45 見氏著：《管錐篇》第四冊‧二五三〈全北齊文卷三〉，頁 1509。 
46 見周建江：《北朝文學史》，頁 196。 
47 林晉士：《北朝散文研究》（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論文，龔顯宗先生指導，1999 年）。

李建棟：《魏收三論》（西北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論文，雷樹田教授指導，2003 年 3 月）。宋冰：

《論魏收的散文成就》（山西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論文，康金聲先生指導，2003 年 4 月）。宋

冰：《北朝散文研究》（蘇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論文，王鍾陵先生指導，2006 年 5 月）。 
48 陳寅恪：《隋唐制度淵源略論稿》（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 年 7 月）。逯耀東：《從平城

到洛陽—拓拔魏文化轉變的歷程》（台北：東大圖書公司，2001 年 1 月）。康樂：《從西郊到南郊—

國家祭典與北魏政治》（台北：稻香出版社，1995 年 1 月）。周建江：《太和十五年——北魏政治

文化變革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 年 7 月）。劉精誠：《魏孝文帝傳》（天津市：天

津人民出版社，1993 年 12 月）。程維榮：《拓拔宏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年 4 月）。 
49 參見趙翼：《二十二史劄記》「魏書多曲筆條」（台北：廣文書局，1992 年 8 月），頁 213-214。 
50 參見李延壽：《北史》（台北：鼎文書局，1999 年 5 月），頁 2032。 
51 參見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卷四五‧史部一‧正史類一（北京：中華書局，2003 年 8

月），頁 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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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學者張莉〈《魏書》「穢史」說必須推翻〉則整理歷來辯誣的重要文章，54但只

要稍微對讀《洛陽伽藍記》與《魏書》，魏收「黨齊毀魏」的罪名大概是難以擺

脫的（當然魏收不免委屈於時代性之侷限及其北齊史官的身分）。僅以魏收將酈

道元置於〈酷吏傳〉的情形觀之，則「褒貶肆情」之指控絕非空穴來風。 

近年來各領域對於族群認同、文化研究可謂方興未艾，而這種學術氣氛顯然

感染到歷史學界對於《魏書》之研究，例如李傳印、馬艷輝、李紅艷等人皆開始

探討魏收在南北朝分裂的胡漢關係中，究竟如何自處，如何建構歷史文化認同意

識，如何進行政治文化正統的論述。55

    綜觀《水經注》、《洛陽伽藍記》、《魏書》三書之研究歷史，不論其中任何一

書皆已進入文化層面的研究階段，也有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不過，大抵都是單

一書籍本身的研究探討，並未能夠進一步注意到潛藏於三書之間的內在聯繫，而

對於三書關連性的窺察則乃本論文研究之肇因。本研究從文學文本出發，關涉文

學現象背後的文化思維，進行文學的文化研究 

 

 

第三節 求知方法 

眾所周知，唯有當研究者對於所要研究的資料有了適度的熟悉，以及較為清

楚的觀念架構之後，才能清晰地說明決定要用什麼方法對研究對象進行探討。56

                                                                                                                                            
52 參見周一良：《魏收之史學》，原載《燕京學報》（18 期）收錄於氏著：《魏晉南北朝史論集》

（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7 年 3 月），頁 256-292。 
53 參見孫同勛：〈穢史辯誣〉，《幼獅學報》卷 4 期 1、2（1961 年 10 月），頁 1-17。 
54 參見張莉：〈《魏書》「穢史」說必須推翻〉，《運城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1 期（2006 年 2 月），

頁 44-49。 
55 參見李傳印：〈《魏書》的歷史文化認同意識〉，收錄於瞿林東主編：《史學理論與史學史學刊》

（2004~2005 年卷）（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年 11 月），頁 75-85。馬艷輝：〈論《魏

書》史論的特點及價值〉，收錄於《黑龍江民族叢刊》（2006 年第 4 期），頁 88-94。李紅艷：〈魏

書民族史觀初探〉，《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7 年第 3 期），頁 71-74。 
56 參見黃進興：〈論「方法」與「方法論」〉原載於作者與康樂合編：《歷史與社會科學》「緒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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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就事實而言，在研究過程中所採行的方法也往往不只一種，而是無所不用其

極，將所有能夠聯想到的，可以符合研究需求的觀念都盡可能的使用，但求能對

研究對象有所發現突破。因此，以下所談僅止於筆者在研究過程中所抱持的基本

理念及慣用思考方式。 

周光慶在《中國古典解釋學導論》一書曾介紹說明中國古典解釋學的「歷史

解釋」方法與「心理解釋」方法。所謂歷史解釋法，其實就是《左傳》所創立的

「以事解經」法和《孟子》首倡的「知人論世」說的兩相結合。簡言之，即多方

蒐集材料，深入考察歷史，努力重建創作者創作文化典籍的特定社會文化環境，

以及創作者處於此一環境中的特有文化心態，從而為設身處地地進行心理解釋創

造必要的條件。心理解釋法則以《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說為理論基礎，站

在「人情不遠」、「心理同構」的觀點，以心揆心，消除解釋者與創作者之間的歷

史距離、文化距離、心理距離，以追溯推求的姿態，超越距離，設身處地，去探

求和體驗作者隱喻在文本中的思想感情，尤其是他對於社會生活、政教風俗的見

解，在融合同化的過程中生發出新的意義。57

顏崑陽《李商隱詩箋釋方法論——中國古典詮釋學例說》論及「知人論世」

與「以意逆志」之關係有此提醒：「從詮釋的終極意義來說，『論世知人』與『以

意逆志』並無二致。只不過是前者還依據著對外緣歷史經驗的文本的理解，而『以

意逆志』則是直接就其書其詩的文學文本去理解但這二者必須是合一，而共同歸

趨於主體心靈經驗，也就是他內在的情志的理解。」58因此，本論文對於研究對

                                                                                                                                            
（台北：華世出版社。1982 年），今收錄在氏著：《歷史主義與歷史理論》（西安：陝西師範大學

出版社，2002 年 9 月），頁 213。 
57 參見周光慶：《中國古典解釋學導論》（北京：中華書局，2002 年 9 月），頁 304-375。 
58 同書指出：「『尚論古人』，絕不會只是要證明客觀的知識。『知其人』也絕不會只是一種與他

生命人格無涉的認知。因此，這是實踐的論，實踐的知，而不是客觀知識的證明與推論。實踐的

論，實踐的知，是以自己對人生的價值體驗去理解古人對人生的價值體證。『論其世』，當然也不

只是歷史考證的事實認知而已，還要穿透事實而體證到他所面對時代深層的文化知識。『論世知

人』，在孟子的想法中，根本不單是知識性的證明與推論，而是價值實踐性的理解。離開互為主

體的理解方式，不可能獲致人文活動的意義。」又：「知人論世」與「以意逆志」分見於《孟子‧

 16



象的歷史背景及內容本身與作者情志的部分將盡可能環扣著進行理解。 

這套歷來不斷被使用，看似古老的中國文史研究方法，其實一直廣受學人的

重視與肯定，古今中外皆然，與現代西方解釋學的精神亦頗可會通。笛爾塔

（Willelm Dilthey）曾提出一套解釋的基本原則，他認為人是一種心理、社會、

歷史與文化的存在，理解與解釋人，其實也是在解釋和理解人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因為這種關係範圍了人的精神活動，所以一個人的心路歷程，也反映此人周

圍的社會活動和文化活動，故唯有深入考察此人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才能理解

此人的生命表現。此外，笛爾塔對於解釋一部作品或歷史典籍也有相當獨到的見

解，他認為解釋作品就是要設法恢復並重現其原來內容，解釋者同時也重新體驗

或體會原作的意圖及意義。職是之故，解釋者必須從他自己的文化及心理環境中

暫時走出來，進入作品的文化背景和心理狀態中，以求再現作品原意。他把這種

過程用三個階段來概括：一是設身處地，即把自己置放在作品的環境中；二是重

新體驗，體味當時作品的意境、意圖，情感；三是重現或重新復原出作品的原意。

59其說與陳寅恪在〈馮友蘭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所見略同：「凡著中國古

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有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

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

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

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

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

                                                                                                                                            
萬章篇》。「知人論世」原是道德修養之途徑，即通過作品的賞讀，體會效法古人的精神人格。孟

子指出，欲體會古人的精神人格，不能以頌讀作品為充要條件，還必須於作品之外「論其世」。

毛、鄭箋《詩》即取徑於此，建立由論定作品之時代背景以理解作品意義的箋釋方法。至於「以

意逆志」自是箋詩之法。「意」指「言外之意」，既是「文字之義」，也是「箋者之心意」，更是「作

者之心意」。孟子並非主張箋詩可脫離文辭，僅憑主觀心意無限制地想像，乃是提醒箋者不要拘

泥文辭而不去體會隱涵在「言」外的作者之意。總之，最正確的箋釋方法，應當是通過對作品語

言文字的理解，進而超越語言文字的表面意義，而體會言外隱涵的作者的用意。參見氏著：《李

商隱詩箋釋方法論—中國古典詮釋學例說》（台北：里仁書局，2005 年 11 月），頁 69-70、107-118。 
59 參見殷鼎：《理解的命運》（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4 年 12 月），頁 22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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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瞭解。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

持論所以不得不知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

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其說雖是針對中國古代哲學史之研究而發，但仍為治

一切中國古代學問時所不能忽視的研究基要。陳寅恪和笛爾塔一樣，不斷地提醒

研究者對文化經典進行理解、詮釋的同時，必須從自己的文化及心理環境中暫時

走出來，以求進入作品的文化背景和心理狀態中，才能避免因為自身所處時代的

歷史社會文化情境而隨意牽合：「此種同情之態度，最易流於穿鑿附會之惡習。

因今日所得見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僅存，或晦澀而難解，非經過解釋及排比之

程序，絕無哲學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聯貫綜合之蒐集及統系條理之整理，則著者

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薰染之學說，以

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60 當然，在進行研究的過程中，吾人亦應隨時省察自

己的動機、文化包袱和傾向為何？並非只是一味關注「他們」及「他們的」文化，

更要能夠關切體現於自己身上的「我們」的文化背景與「他們」的文化背景的遙

遇，即西方理論所謂的「自我反身性」（Self-reflexivity）。61

 

 

第四節 章節架構 

    本文雖旨在探討北魏三書《水經注》、《洛陽伽藍記》、《魏收》的南北文化觀，

但由於中國地域文化之衝突由來已久，加上南北朝分裂的複雜歷史情境使得正統

之爭夾雜夷夏之防，及其衍生而來的政治認同、民族意識等諸多議題，研究所及

頗為廣泛。為使討論過程不至失焦，本文擬用下列章節依序展開論述。 

    第一章〈緒論〉：首先，針對研究論題「北魏三書的南北文化觀」的寫作進

                                                 
60 文章收錄於陳寅恪：《金明館叢稿二編》（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2001 年 6 月），

頁 279-280。 
61 參見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玲、方淑惠譯：《文化地理學》（台北：巨流圖書公司，2005

年 6 月），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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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說明，陳述問題意識及研究價值。其次，對三書的歷來研究進行回顧，除了說

明前學對本研究之啟發，亦凸顯本文在研究史上的新發明。接著，反省研究過程

所採取的求知方法及方法學上的效用。最末，介紹本論文的章節編排，並提挈各

章之研究要點。 

    第二章〈地域文化由「東西之爭」到「南北之奪」的結構巨變〉：作為本研

究的背景敘述，旨在說明南北朝以前地域文化之爭的歷史脈絡，總覽周、秦、兩

漢、三國、兩晉及十六國的地域文化競爭史以明其衝突結構之轉變，內容除了指

出三國、兩晉是地域文化由「東西之爭」轉成「南北之奪」的關鍵期，以說明南

北朝文化之爭的緣起，同時希望藉由南北朝以前歷代地域文化之爭的考察，明其

對治亂興衰之影響。 

第三章〈北魏三書的臨史心態〉：三書撰成的時間先後間隔不過三十年左右，

但北朝卻已依序歷經「北魏洛陽時期」、「京師遷鄴時期」、「北齊代魏時期」三個

世代。可想而知，分屬這三個時期的三書作者酈道元、楊衒之、魏收的存在感受

必然極具差異，若再加上個人的歷史意識與價值觀念等因素，則三書的臨史心態

大相逕庭。 

第四章〈北魏三書對洛陽政權的立場〉：比較三書對北魏洛陽城的記錄，就

會發現由於作者個人的歷史境遇、歷史意識、及寫作時間的不同，使得各自對北

魏洛陽政權的態度立場頗具差異。面對這座崔巍的大城，眼前陶醉者有之、事後

追憶者有之、試圖覆蓋歷史記憶者亦有之，其情皆如實地反映在三書之中。 

第五章〈北魏三書的正統架構〉：北魏遷都漢化不只在時間賡續上滿足華夏

民族的歷史意識；在空間繼承上亦符合華夏立國定鼎伊洛的傳統觀念，遂使北朝

漢裔開始樂於服膺效忠北魏政權，甚至從根本上泯滅胡漢界線，在「文化認同」

的同時進行「政治認同」的辯證。酈道元、楊衒之、魏收正是在此民族趨同的大

勢，以及對洛陽文化的信仰架構下，隨著政治社會變遷和南北國勢消長，展開一

系列正統論述。 

第六章〈北魏三書的民族認同〉：中國「正統論」與「民族思想」密切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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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涵原本就不只是政權合法性的辯證而已，而是春秋大一統觀念的延伸；南北

朝複雜的歷史情境下更是民族關係與禮樂文化間最嚴肅的「夷夏之辨」。綜觀北

魏三書，不僅無一將民族認同建立在種族論上，也沒有激烈的異族抗爭，甚至

幾乎看不到負面的民族意識。這並非三書採取消極態度，反而是以極其堅定的華

夏立場去建構新的民族認同。 

第七章〈北魏三書對江左文化的態度〉：北魏遷都漢化不僅鬆動漢人的夷夏

之防，更澈底改變北朝人士的民族認同。北朝站在洛陽古都的歷史高度上，激勵

出強烈地政治文化大一統信念，不僅在政治意識型態上以華夏正統自居，對南方

地域文化亦產生認同評價，呈現出「開放型」、「排他型」、「反思型」等認同類型，

《水經注》、《洛陽伽藍記》、《魏書》可分別依序為代表。 

第八章〈結論〉：總結各章之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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