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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及其聚眾效力

The ideal social character and populace cohesiveness of leader of literary school

摘要及關鍵詞

摘要

Abstract

本計畫屬於探討文學流派聚眾效力的系列論題之一。此一系列論題包括流

派領袖的「社會性格」、「社會資源」，及其所處時代的「社會結構」。本計畫首先

就「社會性格」的角度提出研究的論題：即探討文學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及其

凝聚成員上的效力之間的關聯。相較於過去對文學流派的研究成果，大多偏向於

詮釋流派整體或是領袖個人的理論主張與創作風格；本計畫另從文學社會學的進

路，去探討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的成素，及其在凝聚群眾上的效用。

這樣的研究方向，具有創發性。

為了使本計畫所建構的理想型「社會性格」及其「聚眾效力」的理論，既

根柢於直觀的洞察，又不致流於過度主觀而抽象的概念陳述，因此，在研究方法

的設計上，採取歸納與演繹交互論證的方式。首先，透過宏觀眾多中國文學流派

領袖的經驗，從理論的層面，歸納提舉出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的成

素，分別為「社會運動趨向」、「社會交際趨向」以及「文化理想趨向」，及其分

別對應的聚眾型態；另一方面則選取明代格調派的領袖李夢陽、清代神韻派的領

袖王士禎，以及常州詞派領袖張惠言等具有代表性的流派領袖，作為範例，進行

演繹性的論析。最後則歸納上述三個範例的論證結果，對前述的理想型「社會性

格」及其「聚眾效力」的理論進行印證或修正。同時發展「性格成素趨向檢測表」，

作為輔助、參考的指標工具，以增加本計畫理論的操作性。

本計畫企圖建構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及其「聚眾效力」的理

論，以便提供文學流派相關問題研究的詮釋基模。預期這項成果，不但可以完密

「中國文學流派學」的知識體系；更可以開拓文學社會學的新方向。未來除了參

照此一基模，持續詮析其他個別古典文學流派領袖經驗，還將進一步應用在現代

文學流派領袖經驗的診斷研究之上。

關鍵詞：領袖、聚眾、李夢陽、王士禎、張惠言、文學流派、社會性格

Key words：leader，populace cohesiveness，literary school，social character



報告內容

一、前言

「中國文學流派學」是本人未來所試圖建構的系統性知識。九十二年六月

提出的博士論文《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就是此一系統性知識第一階段的研

究成果。在此一成果中，除了提出實構性文學流派構成與變遷的理論，並由此理

論衍生出判別流派成員的方法；同時，藉由常州詞派此一範例，運用上述理論及

方法進行判派。此一研究成果初步建立文學流派研究的詮釋基模，並提出「變遷

終界」的觀念，以解決文學流派發展界限的問題。

在第一階段的研究基礎上，我們將進一步另就其他流派範例適用此一理論

為題，進行個案性研究，如二○○四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論明清「格調派」

的變遷終界，即屬於此一研究取向。同時，也將進行第二階段的研究論題，此即

由社會學的角度，探討文學流派「聚眾」的條件或因素及其「效力」之間的關聯。

在這個論題上，我們將透過具範例性的文學流派領袖進行研究。俟這二階段均能

累積出可觀的研究成果之後，我們將在此一基礎上，提出更高層級、更有概括性，

而具普遍詮釋效力的流派理論。這是中國文學流派研究的最後階段，目標在於完

成「中國文學流派學」的知識建構。

本次計畫乃屬於第二階段。在此一階段裏當可析分三個次論題：其一是文

學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社會資源」及其所處的「社會結構」。首先，我們

將就文學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及其「聚眾效力」之間的關聯進行研究。有關

文學流派領袖的研究，國內外已經累積不少研究成果，不過大多集中在領袖所提

出文學主張及其創作風格的論題；尚未見到有針對領袖的「社會性格」與及「聚

眾效力」進行深入而全盤的論著。探討此一論題的意義，在於找出流派領袖究竟

該具有何種「社會性格」，方能在聚集群眾的層面，發揮較大的影響力？

底下，則就本計畫所根因的問題意識、所欲達成的研究目的，以及相關的

前行研究成果，進行更詳細的敘述及評論。

二、研究目的

「文學流派」係指一群人基於共同的理念，在特定的社會文化關係下，操



作共通的文學行為而形成的團體。順著上述的定義，則文學流派實兼具文學性及

社會性的雙重意義。從文學性的意義來說，流派針對時代的文學議題，提出特定

的回應，因此與其他文學群體產生區隔；從社會性的意義來說，流派成員之間的

凝聚型態，決定了他們對文學發展方向所能發揮的影響程度。

既往的研究偏重詮析個別流派所提出的理論意涵、選集的標準以及創作風

格。這類成果，有助於我們區辨不同流派在文學意義上的特色，卻無法幫助我們

完滿地掌握流派聚眾的型態及其效力的社會性論題。在這個論題上，我們可探究

的問題包括流派領袖和其他成員之間的互動行為方式，及其凝聚程度之間的關

聯。又那些要素可以影響領袖與成員之間並時性的互動行為方式，因而成為決定

流派聚眾效力的根本原因。

本人在《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第三章中，參酌眾多文學流派經驗而

歸結出領袖與成員之間基於特定的文學行為而建立的「特化性」社會關係，乃是

流派構成的要件之一。並且透過「常州詞派」的範例研究，印證了流派領袖與成

員在不同的互動行為方式下所建立的社會或文化關係，及其衍生的凝聚型態。底

下，先摘要說明之。

就常派的範例而言，流派成員之間的互動行為，有下列四種：第一種是「威

服性」的「師生關係」；第二種是「襄贊性」的「朋友關係」；第三種是「悅服性」

的「傳受關係」；第四種是「共派性的成員關係」。這四種關係不僅是常派成員的

具體經驗，同時也印證了文學流派成員之間特有的互動行為模式。又這四種關

係，必須建立在共同追求的詞學之「道」此一基礎之上。而領袖與成員之間的關

係，乃集中於前面三種。在這三種互動行為中，以「威服性師生關係」的「聚眾

效力」最強。其次是「悅服性的傳受關係」或「私淑關係」。最弱的是「襄贊性

的朋友關係」。至此，初步建立了成員之間互動行為方式與流派凝聚程度之間的

關聯，做為評估流派影響力的理論依據。不過，在《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

這本論文中，我們主要的觀點放在區辨一般的「社會關係」與流派的「社會關係」

之間的差異。因而沒有就影響流派成員的互動行為方式，以決定流派聚眾效力的

根本原因進行延伸性、細部深化性的探討。那麼左右流派成員互動行為方式的基

本要素是什麼？諸要素之間蘊涵何種關係呢？唯有解決這類根源上的問題，我們

才能夠建立詮釋、評估流派聚眾效力的合理依據。當然左右流派成員互動行為的

要因及條件不止一個，本計畫擬先就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social character)

此一要因進行探究。藉由論證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與流派成員互動行為方式、



凝聚型態之間的關聯，導出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與「聚眾效力」之間的因果

關係。基此，本計畫乃屬於建構「中國文學流派學」的系列性研究。

所謂的「社會性格」，係指人們在面對自己、他人以及事件的社會行為中，

基於應然的價值判斷，所呈現的獨特的需求、性向或是態度。此一性格主體係經

過文化教養與社會化過程的型塑，而表現在社會關係之中。就個殊文學流派領袖

的「社會性格」而言，其內容必然千變萬化，不可勝記。然則當我們將問題的焦

點集中在什麼是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時，我們期望能提出理想的性格成

素，並藉助具有代表性的流派領袖範例印證之，以便作為評析其他個殊流派領袖

聚眾效力的依據。綜觀文學史上的流派經驗，我們發現明代「格調派」的領袖李

夢陽在「社會運動趨向」上的「社會性格」較為突出，清代「神韻派」的領袖王

士禎在「社會交際趨向」上的「社會性格」較為突出，而「常州詞派」的領袖張

惠言在「文化理想趨向」上的「社會性格」較為突出，各據流派領袖理想型「社

會性格」之一端，故而成為我們討論文學流派領袖「社會性格」的「範例」。

所謂「社會運動趨向」係指善於策略運作、結盟抗爭，透過集體行動以貫

徹一己理念的態度。「社會交際趨向」係指樂於與不同身分、輩分、乃至不同意

見者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態度。「文化理想趨向」係指在文化上對真、善、美價

值理想的堅持與自我實踐的態度。上述我們所以舉李夢陽、王士禎、張惠言分別

作為這三種性格成素的範例，只是取其特出而可印證之便，並非認定他們三人的

性格只能分別對應其中一種。相反地，就他們實質的存在來看，大體兼具上述三

種趨向，只不過在構派的過程中，某一性格成素的表現，程度較強。

以李夢陽來說，根據《明史‧文苑二》的記載，「監司五日會揖巡按御史，

夢陽又不往揖，且敕諸生毋謁上官，即謁，長揖毋跪」，又尚書韓文等人憂心劉

瑾用事，夢陽進言，云「比言官劾群奄，閣臣持其章甚力。公誠率諸大臣伏闕爭，

閣臣必應之，去若輩易耳」(《明史‧文苑傳》)，由此皆略可見出李夢陽善於策

動群眾力量以貫徹一己理念或是達到某種訴求的強度。以王士禎而言，樂於參與

詩社，與友朋酬和，吳梅村曾曰：「貽上在廣陵，晝了公事，夜接詞人」。據薛順

雄《王漁洋新傳》，王士禎曾奉使南海西嶽等地，「所至皆訪其賢豪，會其雅士」。

又其在禮部任職時，亦務求獎掖後進。凡此皆可見出王士禎善於建立良好人際脈

絡的性格強度。至於張惠言，據《清史列傳‧儒林傳下二》的記載，「年十四為

童子師，修學立行，敦品自守」、「鄉會兩試皆出朱珪門，未嘗以所能自異，默然

隨群弟子進退而已」。此外在《茗柯文稿》中，時時表現出對於「文化集體意識」



此一道德理想的自我期許與擔當。然則從「未嘗自異」、「默然隨群」等表現，已

略可區辨他與李夢陽、王士禎在「社會性格」上的差別。由於「社會性格」有別，

故上述三人與同時期所以構派的成員之間，形成了不同的聚合型態，此一論題本

人在《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中僅略提及，並未深究，因此值得擴大，並進

行細部論述。上述僅約略舉例說明三人的性格特色，至於更詳密地詮析，則有待

此一計畫的執行。

在西方社會學的論著中，有關「支配服從」或是「性格類型」的研究成果

甚多。透過「支配類型」的分析，社會學者企圖建立不同領導型態的社會組織與

支配效力之間的對應關係，做為分析當代國家政體的依據。例如韋伯(Max Weber)

《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的「支配的類型」等等。此外，透過「性

格類型」的分析，以及社會成員的性格組合研究，社會學家企圖說明社會穩定及

變遷的軌則。例如巴烈圖(Pareto Vilfredo)《心靈與社會》(The mind and society)、

芮斯曼(David Riesman)《寂寞的群眾》(The lonely crowd)等等。

文學流派，就聚眾的現象而言，具有若干社會團體的性質。因此上述「支

配服從」以及「性格類型」的思維模式，的確啟發了本計畫探究流派領袖性格及

其聚眾效力的思考進路。不過，我們要特別指出，「文學流派」不同於有明確組

織的社會團體；所謂的流派領袖，主要以「文士」的身分居領導的地位，而非社

會團體組織領袖的身分。流派成員的服從行為，大抵出自領袖精神的感召，因而

具有自願性，不像其他社會團體組織的成員的服從行為，往往受規約制度所限，

而表現出被動性。基此，討論文學流派領袖的聚眾效力，顯然必須更加注重其主

體性格的發用。順此而下，本計畫並不援用特定社會學說，去對相關流派論題進

行研究；相對地，我們將根據文學流派的獨特性，去對領袖的「社會性格」與「聚

眾效力」之間的關係，進行創發性的思考。

為使本計畫具有可執行性，我們將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上，提舉具有代表性

的流派作為範例，進行論述。此處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指上述範例性流派及其領

袖之相關史料的收集，另一方面指本人對這些範例性流派及其領袖所累積的論

述。底下則就這二方面加以說明。就相關範例性流派的史料收集來說，我們分四

類進行：第一類是指李夢陽、王士禎、張惠言自述性的史料，包括志向、抱負、

對師長友朋晚輩的應對態度等等。目前我們已從個人文集、傳記等記載中獲致這

類資料。第二類是指流派其他成員對上述三者觀感的他述性史料，包括評斷的內

容、評價的高低等等。目前我們已從成員的個人文集、刊刻的序跋、傳記、府志



中獲致這類資料。第三類是指領袖與流派成員互動行為的史料，目前我們已從個

人文集、傳記、序跋、府志、墓誌銘、年譜等等獲致這類資料。第四類是指現代

學者對於上述三個流派領袖的研究論著以及相關明清文學史、清詞史、文學批評

史、詞學批評史的著作。

就本人對這些範例性流派所累積的論述來說，首先，博士論文《常州詞派

構成與變遷析論》一書中，為了解釋張惠言「詞學行為」所隱涵的「深層意識」，

以及常派成員「特化性」社會文化關係二個論題，便已經廣泛而深入地閱讀了張

惠言的個人文集、傳記資料、以及張氏與其他成員互動行為的相關史料，但是沒

有深入詮析張惠言的「社會性格」。除了已經完成的具體研究成果，此一研究閱

讀經驗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執行張氏「社會性格」與「聚眾效力」的分析工作。

其次，九十三年度國科會專題計畫〈論明清「格調派」的變遷及其終界〉已獲核

定並執行中。此一計畫的目的在於合理而有效地辨析「格調派」在發展的過程中

所呈現的各種歧異。並提出「格調派」的「變遷終界」以便總括其發展的範圍。

為了解決這個論題，我們必須從「詩學行為」、「深層意識」以及「特化性」社會

文化關係三方面，去建立「格調派」的構成內容，以做為討論「變遷」的依據。

其中，「特化性」社會文化關係，就是處理李夢陽與其他成員之間的互動行為方

式與凝聚效力的論題。預計明年(民國九十四年八月)我們將提出相關研究成果報

告。此一研究經驗，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執行李夢陽「社會性格」與「聚眾效力」

的分析工作。至於「神韻派」，本人在建構「實構性文學流派構成與變遷理論」

時，曾以其為範例，而略加研究。對於本計畫而言，並不在於對整個「神韻派」

的議題進行全面的探究，而僅就其中王士禎的「社會性格」與流派成員互動行為

方式的論題進行研究。未來應可參酌前行學者相關的研究成果，執行本計畫的論

題。同時此一研究成果，更可做為未來全面建構「神韻派」的基礎。

基於上述的問題意識，本計畫的研究目的有下列四端：

(1)、合理地提出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的成素。本計畫的目的之一

在於探究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則對於此一概念，不能僅作籠統且抽象的論

述，而必須將之轉化為可被操作的定義。同時，定義的結果必須和我們由「社會

行為」的角度所建立起來的流派構成理論之間，形成相容相即的關係。其重要性

在於提供一套合理的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的論點，以方便本計畫的論述

工作，同時也做為日後學術檢核與對話的依據。上述「社會運動趨向」、「社會交



際趨向」、「文化理想趨向」便是為了滿足操作性定義及流派構成理論印證之需要

而產生的「性格成素」。

(2)、建立文學流派領袖「社會性格」與流派成員互動行為方式的關聯。領袖與

成員之間不同的互動行為方式，往往產生不同的聚眾效力，關於這一點，本人在

《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中已經進行初步的論證，但是對於相關延伸性的論

題，並未進行細部論述。本計畫正是在《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的基礎論點

上，進一步延伸擴大相關論題並進行細部探究。有關領袖與成員之間互動行為方

式的取向，實與流派領袖的性格有密切的關係。本計畫的目的之二在於進一步詮

釋「社會運動趨向」、「社會交際趨向」以及「文化理想趨向」各自分別對應何種

特定互動行為方式，藉此建立領袖的「社會性格」與「流派成員行為互動方式」

的關聯模式。其重要性在於做為本計畫推導「社會性格」與「聚眾效力」之間因

果關係的依據。

(3)、建立文學流派領袖「社會性格」與「聚眾效力」之間的因果關係。就流派

的「聚眾效力」而言，大抵可分從二方面觀察：其一是內向垂直凝聚，其二是外

向水平延展。本計畫的目的之三，便是在上述議題的結論下，進一步導出不同的

「社會性格成素」，與「內向垂直凝聚」、「外向水平延展」之「聚眾效力」的對

應關係。其重要性在於做為本計畫建構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及其最

大「聚眾效力」的依據。

(4)、提出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的「社會性格」及其「聚眾效力」。本計畫的目的

之四在於論證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應當綜備「社會運動趨向」、「社

會交際趨向」以及「文化理想趨向」，而且三者均呈現非常強度，如此方可能發

揮最大「聚眾效力」。其重要性在於從理論上提供理想型的文學流派領袖，以作

為日後評估個別流派領袖的依據。

三、研究方法

為了達到上述第一個研究目的，我們將採取歸納與演繹交互論證的方法，

並且參考「性格成素趨向檢核表」的辨識結果。首先我們將在流派構成理論的基

礎上，基於對普遍文學流派行為性質及活動場域的直觀洞察，歸納提舉出「社會

運動趨向」、「社會交際趨向」、「文化理想趨向」做為預設性的「社會性格成素」

此一理論。其次發展「性格趨向檢核表」，設計若干性格成素辨識項目，做為區



別流派領袖「社會性格」的趨向以及強度的參考指標。為了使「性格趨向檢核表」

在辨識領袖性格時，能夠發揮最大的審辨及區隔效力，我們將從眾多流派領袖與

成員互動的行為經驗，提舉出具有典型性的行為項目。再則選擇具範例性的流派

領袖，以本計畫而言，即指明代格調派李夢陽、清代神韻派王士禎、常州詞派張

惠言，進行辨識，以便印證或修正上述預設的性格成素理論。最後，則總結歸納

或修正此一性格理論內涵。

有關此處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我們將特別做如下的說明：本計畫雖然旨在

建立一套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的理論，但是不希望此一理論完全只

是研究者主觀認定而成。相反地，我們希望此一理論，可以提供再操作的可能，

藉此與學術界其他學者進行對話，從而修正此一理論的不完備處。因此我們才會

參酌社會學以及心理學的研究方法，發展「性格成素趨向檢核表」，作為參考性

的研究方法，期望可以增加本計畫理論的可操作性，以及詮釋有效性。不過，我

們也深深了解到量表統計的方法，對於人文學的研究上，將可能產生過度機械

化、形式化的弊端此一難題；因而對這項研究方法所得到的成果，我們將列為參

考性的指標。換而言之，本計畫雖以量表統計的方法，增加詮釋客觀性；但是我

們認為像文學流派領袖社會性格等這一類人文議題，研究者本諸眾多流派經驗的

閱讀基礎，所展現的主觀洞察與體悟才是根柢。是故，上述本計畫所提出的三種

「社會性格成素」，即有本諸主觀洞察與體悟之處，而不能認定為絕對客觀的結

論。

為了達到上述第二個研究目的，我們將採取歸納及演繹交互論證的方法。

首先，我們將就前述「流派構成與變遷的理論」中，對文學流派領袖與成員之間

的互動行為方式的三種類型：「威服性」、「悅服性」、「襄贊性」，與上述個別「社

會性格成素」之間的關係，進行預設性的連結。再則透過具範例性的流派經驗，

以本計畫而言，即指明代格調派李夢陽、清代神韻派王士禎、常州詞派張惠言，

進行細部的論析，以便印證或修正上述預設的關聯。最後，則總結歸納或修正文

學流派領袖「社會性格」與流派成員互動行為方式的關聯。

為了達到上述第三個研究目的，本計畫將在已有流派互動行為方式與凝聚

型態對應之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參酌第二個研究目的所獲致的成果，建立流派領

袖社會性格趨向與聚眾效力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且就具範例性的流派經驗，以本

計畫而言，即指明代格調派李夢陽、清代神韻派王士禎、常州詞派張惠言，儘可

能地從地區範圍及親疏遠近的人際網絡，全面考察其聚眾的範圍及程度，以便印



證或修正上述的因果關係。

為了達到上述第四個目的，本計畫將總結以上三個研究目的所獲致的成

果，比較上述三種「社會性格成素」在聚眾效力上所呈現出來的優點及缺點。然

後提出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並合理推估最大、最強的聚眾效力。

四、文獻探討

本計畫的目的，在於建構一套奠基於中國文學流派經驗之上的領袖理想型

「社會性格」理論。綜瞰國內外研究成果，並未見到針對此一論題進行全盤性探

究的專著，因而本論題具有創發性。然而，欲證成此一論題，必須倚賴具範型性

的文學流派領袖經驗。基此本計畫選擇了明代格調派的李夢陽、清代神韻派的王

士禎及常州詞派張惠言為研究對象。就這三個文學流派領袖而言，國內外已經累

積出了不少兼具質量的研究成果，可作為本計畫的研究基礎。底下，我們將先概

述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然後進行評述。

有關上述三個文學流派及其領袖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四種型態：

第一類係概括性地介述各文學流派的興起與承變。例如郭紹虞《中國文學

批評史》、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黃保真、成復旺、蔡鍾翔合著《中國文學

理論史》、張少康、劉三富合著《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等，均分別就理論

主張或創作風格對上述三個流派進行論述。其他如方智範、鄧喬彬、周堅偉、高

建中合著《中國詞學批評史》、王易《詞曲史》，則專就詞學理論或作品風格的角

度，對於詞史上所出現的流派進行介述。

第二類係從斷代的角度，針對該時期文學發展的趨向進行深入地論述，對

於李夢陽、王士禎、張惠言等人及其流派僅以專章處理。例如簡錦松教授《明代

文學批評研究》、吳宏一教授《清代詩學初探》、嚴迪昌《清詞史》等。或是因為

特定主題的設定，有涉及李夢陽、王士禎或張惠言其中任何一人的理論，因而加

以論述的著作。例如蔡英俊教授《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

「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等等。

以簡錦松教授的《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而言，該書以明代成化至嘉靖間的

文壇情勢為研究對象，從政治階層、地域集團、文學理論的角度探析明代文學流

派形成的社會文化背景及其文學主張。其中第四章「復古派」、第五章「復古派

之性格試論」，即是以李夢陽等七子為討論的對象。又吳宏一教授《清代詩學初



探》，主要探究清代重要文學家的文學論述。其中第五章「神韻說及同時的詩論」，

即是以王士禎為主，探討其師承交遊與「神韻說」的理論意義。至於嚴迪昌《清

詞史》，則綜述了清代詞體創作的發展面向，其中第四編第一章「常州詞派的發

展歷程」，已略述了張惠言及並時常派成員創作上的成就。相同研究類型的論著

另見張健教授《明清文學批評》、袁震宇、劉明今合著《明代文學批評史》、唐富

齡《明清文學史》、劉世南《清詩流派史》、張宏生《清代詞學的建構》等等均屬

之。

以蔡英俊教授的《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

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而言，該書主要參酌當代有關「語言」與「意

義」的理論概念，重新考察古典詩論中有關「意在言外」、「含蓄」、「寄託」與「神

韻」的詩學觀念。其中第四章第三小節論「『神韻』的概念與『情』、『境』的興

會」，即涉及了王士禎的詩論。相同研究類型的論著如郭紹虞《中國詩的神韻、

格調及性靈說》等等均屬之

第三類係以單一文學流派本身或其領袖為主體，進行深入的討論而完成的

專著。以「格調派」為例，如陳國球教授《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

便以是李夢陽等前後七子的詩論及相關唐詩選本為主，依不同的文類體式，建構

以李夢陽為首之文學流派的詩學體系。廖可斌《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則依

照歷史發展的順序，詳究前後七子興起的歷史條件及其文學理論內容。又簡錦松

教授《李何詩論研究》已針對李夢陽與何景明這二位復古派的領袖人物，從生平、

交遊以至文學主張均進行探究。以「神韻派」為例，如黃景進教授《王漁洋詩論

之研究》，則分別從生平、性情、為人處世、文學主張等不同層向，全面地考察

王士禎在清代文壇上的地位及成就。胡幼峰教授〈王士禎「詩觀」三變與錢謙益

的關係〉則就文學主張的層面，考察王士禎與錢謙益之間的承變關係。國內以王

士禎之詩論為研究對象而撰寫的學位論文甚多，例如龍思明《王漁洋神韻說及其

詩的成就》、李致諭《王士禎「神韻說」研究》。國外如日本漢學、香港地區的學

位論文等亦對上述二個流派及其領袖有相當具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可見於「主

要參考文獻」。以「常州詞派」為例，吳宏一教授《常州派詞學研究》，該文收錄

於《清代詞學四論》，則分別從「時代背景」、「詞論探究」、「詞論反響」三部分，

對常派的流變進行論述。徐楓《嘉道年間的常州詞派》，則詳究了張惠言、董士

錫、周濟三人在詞論上的承續關係，並探究了常派的創作風格。葉嘉瑩教授〈常

州詞派比興寄託之說的新檢討〉，該文收錄於《中國古典文學評論集》，則就「比



興寄託」此一詞論觀念，去對張惠言及周濟的承變關係進行探究，並予以評價。

日人伊藤虎丸〈張惠言的以「雅俗」觀念為中心的詞論－－《詞選》的位置〉，

該文收錄於《內野博士還歷紀念東洋學論文集》(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則針對張

惠言《詞選》中所流露的「雅俗」觀念，與浙派進行比較。其他如龍榆生〈論常

州詞派〉、朱美郁《常州詞派比興說研究》等等均屬之。

第四類則是對文學流派研究成果進行後設性的研究，或是相關史料彙整研

究工作。例如陳國球教授〈明清格調詩說的現代研究〉、顏婉雲教授〈明清兩朝

有關前七子生平文獻目錄〉、林玫儀教授《詞學論著總目》等，提供了本計畫在

史料收集上的寶貴資訊。

底下，我們將對上述前三類研究成果進行評述。此處的評述係針對本計畫

的論點而來，因此除非與本計畫有直接關係，否則對於上述研究成果所預設的研

究立場以及評價性的論斷，則予以保留，暫不討論。本計畫的目的，在於論證文

學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及其「聚眾效力」的關係，順著上述研究背景的論點，

則我們將特別關注流派領袖與成員之間的交往事實，以及彼此之間在文學的場域

上互動行為的方式。

從這個角度來說，上述第一類型的研究成果，由於屬於概括性介述的著作，

因而對這方面的論題所能提供的幫助較少。至於上述第二、三類研究成果，與本

計畫具有較直接關係者，係指流派成員歸屬以及生平交遊的論述。例如簡錦松教

授《明代文學批評》第五章第二節曾概略討論了李夢陽「氣節」方面的性格。《李

何詩論研究》第三章「交遊與詩論發展」，藉著李夢陽為顧璘所作〈朝正倡和詩

跋〉，推論李夢陽有意提高自己為領導人物的結論，並且附錄了「李夢陽、何景

明年譜簡編」，有助於我們掌握李夢陽與流派其他成員的交往事實。吳宏一教授

的《清代詩學初探》第五章第一節以及第二節分別就王士禎「師承交遊」、「同道

者」進行論述。又其《清代詞學四論》曾對王士禎的詞集與詞論進行研究，文後

附錄了「王士禎文學年表」，亦有助於我們掌握王士禎與當時文士交往的事實。

劉世南的《清詩流派史》，亦曾就「王士禎的生平」與「神韻派及其影響」進行

探究。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黃景進教授在《王漁洋詩論之研究》第二章第一節所

提出「傳統型人格」，該文藉由分析王漁洋「和易寬簡」等性情以及「善獎引後

輩」等為人處世的表現，將王士禎定位為理想的「傳統型人格」。此一人格理論

的結論十分具有參考價值。

然而，或是由於研究視點的設限，上述前三類的研究成果主要偏向於單一



流派或是單一流派領袖的文學理論與實踐內容的探究，雖然少數已觸及個別流派

領袖「生平交遊」以及「性情」的史料，卻未能從「聚眾效力」的觀點，將其間

所隱涵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的理論意義建構出來。於是有關領袖「生

平交遊」的事實考察，或是停留在零星重要的交往片斷；或是雜列所有的交往經

驗，而不審辨是否皆可判入流派成員的互動範圍之中。對此，本人《常州詞派構

成與變遷析論》，已經提出「判派」的依準，針對常派成員的交往經驗進行審辨，

並且詮析其間所隱涵互動行為方式上的意義。又本人九十三年度〈論明清「格調

派」的變遷及其終界〉，已著手研究明清「格調派」派判的依準，並針對格調派

成員交往經驗進行審辨，以及詮析其間所隱涵互動行為方式上的意義，預計明年

(九十四年八月)，提出相關成果報告。至於清代「神韻派」的「判派」依準，以

及成員之間互動行為方式的問題，尚未獲得全盤性的解決，因而成為執行本計畫

時必須加以探究的前置性論題。等到上述三個流派的「判派」問題獲得解決，便

可進行本計畫主要的論題，即探究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的「社會性格」。透過此

一研究，可以賦予前述流派領袖「生平交遊」以及「性情」的史料新的意義。

此外，在上述第三類研究成果中，如黃景進教授已經從單一文學流派領袖

的經驗，提舉出具有普遍理論意義的人格理論。然則，這類理論缺乏建立具體的

性格指標，以及性格強度的判準，以供學術對話及操作，因而不便應用於其他流

派領袖的經驗分析。此外，此一人格理論的研究成果局限於單一流派領袖經驗，

因而不能將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全盤建構出來。

除了上述有關「格調派」、「神韻派」及「常州詞派」的研究成果與本計畫相關；

另外有些泛論「文學史觀」的著作，也涉及「文學流派」的議題，因而也與本計

畫相關，故有必要加以評述。例如朱德發《主體思維與文學史觀》，該書上篇發

微之五「堅持與拓展：文學流派研究的社會學方法」，僅以十六頁的篇幅，泛論

文學流派研究的各種論點。而且，該文僅作抽象理論概念的陳述，缺乏實際文學

流派經驗的印證。又雖然提及「主體意識」對於流派發展的主導性；然而此一概

念與本計畫所謂「社會性格」並不相關。綜上可知，不管在研究的數量、研究的

深度或是研究方法上，有關建構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的論題，尚留

下相當多的研究空間，實在值得進一步的探究。

五、結論



綜觀「格調派」所以構成，李夢陽實為領袖人物。至於李東陽強調「詩文

辨體」，以及「時代格調」，這些並非李夢陽等人所構成之「格調派」最核心的觀

念，故不宜以李東陽的詩論做為「格調派」所以構派的標準。如欲提出「格調派」

所以構派的標準，應該先探討李夢陽的「詩學體系」。有關這部分的論題，可以

簡錦松〈李夢陽詩論之「格調」新解〉為代表，該文對於李夢陽有關「格調」的

論析，頗為詳細。然而「格調」只是李夢陽詩學之一端，不足以見其體系。故而

對此一論題，有再深究的必要。

我們就《空同先生集》，試圖建構李夢陽的「詩學體系」，已有具體的成果。

並於二○○五年八月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所舉辦之「中國古代文藝思想國際

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論文題目為「論李夢陽「和」為中心的詩學體系(之一)

──以「和」為依據所規制的詩歌本質與功能」。

本文以為李夢陽以「和」為中心所建構的詩學體系，在本質上，規制詩歌

構成的要素有七：分別是「格、調、氣、句、音、思、情」，其中以「情志」做

為根本。前述六項要素所構成的創作活動乃是基於情志的發用而產生；而創作活

動的完滿亦正體現了情志的和諧。欲達成創作活動的完滿，則有賴這六個要素和

諧統一。這六個要素能和諧統一的條件分別為「古、逸、舒、渾、圓、沖」，因

此這六個條件就成了創作活動的理想規範。

至於這七個構成要素及其條件的意義，可概述如下：「格」指向詩歌的理想

的體式，「調」指向作品完成後總體聲律美感。此一美感既必須符應時代、地域

的特質，又必須符合理想的詩體。至於「氣」指所欲貫入作品中，本諸情志而表

現出來的生命力。「句」、「音」則針對實際創作時，形式結構與聲律等語言本身

而言。「思」指向總體創作構思。至於「情」則指在進入創作而形諸語言之前，

感物而生的創作動力與經驗素材，故云「以情發之」。如依前文所論及之「志」，

則「情」必以理性反思之志為其節度，而情志辯證融合為「和」的狀態，才是作

品所要表現的理想內容。。至於「氣」、「句」、「音」、「思」則指語言表現時，各

單元要素。分解而言，各單元要素本身都要以「和」為理想質性。綜合而言，則

在「和」的原則下，各要素之間構成和諧的整體。而最終表現成自然天和的古格

逸調。這就是李夢陽整全的詩學體系。

在此一本質的規制下，李夢陽以為詩歌應該可以發揮如下的功能：(一)、

詩歌具有觀政與知俗的功能；(二)、具有感發善心的功能；(三)、可以引起個體

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順此而下，李夢陽在「創作法則」上提出特定的主張。他以為理想的作品，

應當兼顧對立性的表現手法與藝術技巧，以便營造渾融而又和諧的整體風格。如

此方能符應前述的詩歌本質，因此他提出「前疏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

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並認定這符合「物之自則」。

相較於何景明而言，李夢陽著重的是經過理性節制的性情，以及均衡和諧

的詩歌形式。然而何氏著重的是個人才性的發用，以及不受拘束的創意。從這個

角度來看，何景明對李夢陽的辯難，實已呈現「格調派」的「變遷終界」。

稍後如黃省曾、李攀龍對於李夢陽的推崇，顯示了固守李夢陽詩論的趨向。

至於王世貞所提出「才性」的觀點，顯然偏向了何景明，不過由於他仍然對李夢

陽表示推許之意，故而雖趨向變遷終界，然而尚未到達終界。可是王世懋等人，

明白地表示李夢陽「詩體法則」不可守，則已逸出變遷終界之外，不當在列為「格

調派」了。

時至清代，沈德潛〈本朝館閣詩序〉提出「風格各殊，體裁異制」，講求「聲

必和平」的論點，似乎有近同於李夢陽之處。然而他將詩歌的本質，統歸於政教

忠愛之情，這與李夢陽所論情志兼融「儒家群己不二的情志」和「道家自然無偽

之真情」相比，並不相近；又其所謂的「和平」，偏重含蓄的表現手法，與李夢

陽所強調對立而又和諧的詩體風格，並不相涉，故不適宜歸入「格調派」。關於

這一部分的論題，未來將撰寫專文，在學術期刊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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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後七子」結社始末考 山東師大學報 85 年

明代「格調」詩說研究知見書目 陳國球 書目季刊 89 年

明清格調詩說的現代研究 陳國球 古代文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91 年



研究計畫自評

本計畫目的在於確立「格調派」的變遷終界，以便解決前行相關論著中，

有關「格調派」成員認定不一的問題。並藉由論析此一流派經驗，進一步印證「實

構性文學流派構成與變遷理論」，進而完成建構「中國流派學」的系統性知識。

基此，我們已透過詳析流派領袖的詩論意義，並提出了構派的依據，可以進一步

判別「格調派」不同的變遷趨向。

該研究成果，將李夢陽以和為中心的「詩學體系」完整地建構起來，並且

分析其間所包涵的各種要素，及相互之間的關係，可以補充前行研究過度偏重

「格」、「調」二個概念的不足之處；並且修正明清以來，從模擬字句概括李夢陽

詩論之意義的偏失。未來，我們將持續就李夢陽的「創作法則」以及「典範塑造」

等相關議題，撰寫專文發表，以便完整呈現「格調派」構派的依據及「變遷終界」。

在這項研究計畫的執行過程中，上半年由二位碩士生，下半年由一位碩士生，二

位大學生擔任助理。由他們收集相關學術論著，並建立電子檔，以便作為發展中

國文學流派學資料庫的基礎。透過這項訓練，可以讓這些對於明清文學研究有興

趣的學生，掌握相關學術社群的研究概況。同時在辨析學術論著對本論題的重要

性時，往往經過來回討論，凡此有助於學生日後收集、鑑别資料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