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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品與人品的統一，是中國古典美學的一個傳統思想，反映了中國古典

美學對藝術作品審美價值的獨特看法。劉熙載在他所著的〈藝概〉一書中認

為：藝術作品審美價值的高低，主要取決於作者思想境界的高低。因此，〈藝

概﹒詞曲概〉 中明確提出「論詞莫先於品」的命題。本文針對劉氏詞品論的

基本觀點和原則一尚才不如尚品，詞品和人品統一的思想，來探討劉氏所謂

的詞的三品說。

由於劉熙載所持「元分人物」、「崢嶸突兀」、「尋幸去illt勃牢」的詞上、

中、下三品說，導致劉熙載對詞體正變問題的看法較為特殊。其 〈詞曲概 〉

中明確指出蘇軾、辛棄疾之作是正途，而五代婉屁之詞實為變調。這種以作

者的思想情感、人品胸懷、社會意義為品評的美學思想，直接影響了王國維

的「境界說」。因為清人論詞，多以婉約為正宗，以豪放為變體，而劉氏一

反傳統的精神和獨到的見解，為王國維所吸取，並據以品評歷代詞人，譬如

被新派詞人奉為圭呆的姜變詞，視為「有格而無情」，而對辛詞則給予頗高

的評價，說 「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這種觀點就當時鴉片戰爭

後的時代環境和詞學的發展而言，有其一定的意義。然而劉氏詞論也不乏呈

現對作家品評的片面性及缺乏具體例證的缺點，文中亦一一加以說明。

* 本刊發行時，作者就讀於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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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削百

劉熙載（註 1 ) ＜詞概〉一卷，見於其所著〈藝概〉（註 2 ）中的（詞

曲概），是清末詞論中最著名的一部。此書前半論詞的源流，品評金、元詞

人詞作，認為「論詞莫先於品 J ’重視詞人的品德，以及反映在詞作中的思

想內容。傳統論詞，多以婉約為正宗，而以豪放為變體，劉氏一反傳統，把

蘇（軾）、辛（棄疾）譬之為詩中的李（白）、杜（甫），譽為「至情至性」

之人，給予很高的評價。後半論詞的作法，涉及字法、句法、章法、用事、

用韻、風格、意境等方面，總結前人創作經驗，也多有發前人所未發之處。

劉氏詞論較特別的是，他繼承了中國古典美學將詩品與人品統一的傳統，反

映了中國古典美學對於藝術作品審美價值的獨特看法﹔且明確地提出「詩品

出於人品」、「論詞莫先於品」’認為藝術作品審美價值的高低，主要取決

於作者思想境界的高低。甚至在〈藝概〉中，劉氏幾乎也是以此種精神來架

構理論，是以本文特就劉氏的論析詞品，來窺探劉氏思想主幹’再以此種思

想推衍劉氏論詞的正、變詞類，以及這種思想提出的時代意義。至於劉氏這

種品評方式，有其片面性的缺點和局限，本文也將一一探索。

二、劉熙載詞品論評析

（一）基本觀點和原則

品第高下的觀念起自魏晉的九品論人，而從鍾嶸開始又將之引進文藝批

評的領域，沈約《暮品〉（註 3 ）、庚肩吾《書品〉（註 4 ），均是此風氣

下的產物。東漢揚雄《法言﹒問神〉提出：

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揚雄的這種「心聲」、「心畫」說，顯然是強調藝術與個體人格有著不可分

割的思想。 劉氏繼承了前人這種詩品與人品問題上的理論觀點，而明確地提

出「詩品出於人品」’此種思想屢在〈藝概〉全書中反覆說明著，如：

詩品出於人品。（〈詩概〉）

寫字者， 寫志也。故張長史授顏、 魯公曰： 「非志士高人， 註可與言要妙？」

（〈書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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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于息，，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 0 ( （書概〉）

賢哲之書溫醇，駿雄之書沉毅，畸士之書歷落，才子之書秀穎口（〈書

概〉）志士之賦，無一語隨人笑嘆。故雖或顛倒複脅，糾轉隱晦，而斷

非文人才客，求慄人而不求自嫌者所能擬效。（〈賦概〉）

由這種「詩品出於人品」’所以寫字就是寫志，即所謂的「字如其人」’因

此劉氏以為，從一個人的詩文、字等作品，即可看出此人的「志」和「為人」，

他說：

古人一生之志，往往於賦寓之口〈史記〉、〈漢書〉之例，賦可載入列

傳，所以使讀其賦者即知其人也。（〈賦概〉）

太史公〈屈原傳贊〉曰：「未嘗不垂涕想其為人。」「志」也，「為人」

也，論屈子辭者，其斯為觀其深哉！（〈文概〉）

讀屈、賈辭，不問而知其為志士仁人之作。太史公之合傳，陶淵明之合

贊，非徒以其遇，殆以其心。（〈賦概〉）

秦碑力勁，漢碑氣厚，一代之書，無有不肖乎一代之人典文者。〈金石

唾手序〉云：「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散﹔觀唐人書蹤，可見唐人之

典則口」諒哉！（〈書概〉）

既然「詩品出於人品」’既然寫字即寫志，所以劉氏以為藝術家，首先要致

力於提高自己的人品，因此他提出「尚才不如尚品」的思想來，如：

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書

概〉）

揚子以書為心畫，故書也者，心學也。心不若人而欲書之過人，其勤而

無所也宜矣。（〈書概〉）

賦尚才不如尚品。或竭盡雕飾以誇世媚俗，非才有餘，乃品不足也。徐、

庚兩家賦所由卒未令人滿志與！（〈賦概〉）

「升高能賦」’升高雖指身之所處而言，然才識懷抱之當高，即此可見。

如陶淵明言「登高賦新詩」’亦有微旨。（〈賦概〉）

劉氏這種詩品與人品的統一的思想，結合了傳統思想，反映出藝術作品審美

價值的獨特看法。以此精神論詞，則將詞品結合人品，把作品同作家聯繫起

來考察、分析、評價，而特著重人品，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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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謂論詞莫先於品。

詞進而人亦進，其詞可為也﹔詞進而人退，其詞不可為也。（〈詞概〉）

這是劉氏認為人品和詞品有著密切關係的觀點。〈詩概〉中更言：

詩品出於人品。

頌其詩貴知其人。

基於此種主張，劉氏提出自已對文藝的其體要求，（虞美人﹒填詞二首〉之

二自道填詞宗旨：

好詞好在鬚眉氣，怕殺香查體 D便能綺怨似閔人，可奈先拋骯髒自家身！

剛腸似鐵經百鍊，肯作游絲胃？ ...... 0 ( （昨非集〉卷三）

此種「好詞好在鬚眉氣，↑自殺香奮體」的審美標準’也是他評價各類文體作

品的基本原則和一貫主張。由此觀點出發，劉氏對晚唐、五代、兩宋詞家的

品評，對詞的所謂「有關係」及詞的正、變問題和詞家修養方面，作了廣泛

而深刻的闡述，自成一家理論體系。

（二）詞的「三品說」

劉氏品評的基本原則是在於詩品和人品的理論觀點，而他所謂的「晶」，有

明確的界定。一方面品是一種思想道德的品格﹔另一方面品是風格的表現，

即藝術家將人品轉化為胸襟、氣度，經由作品表現出來。以下分述之。

(1 ）品是品格

（詩概〉云：

詩格，一為品之格，如人之有智愚賢不肯也﹔ 一為格式之格，如

人之有貧富貴賤也。

可知， 「 品」指品格，非作品的水準高低問題，而是如人的智愚不會

般地質的高低問題。〈文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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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l 公文是能以品格勝者，看其人取我棄，自處地位儘高 D

〈賦概〉

賦尚才不如尚品。或竭盡雕飾以夸世媚俗，非才有餘，乃品不足

也 D

（詞曲概〉

周美成詞，或稱其無美不備。余謂論詞莫先於品 D 美成詞信富豔

精工，只是當不得笛「負」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學之，學之則不

知終日意青年何處矣。

「人取我棄，自處地位儘高」是論人品，在此不是以王安石的人品來

論文，而是以人品的標準來論王安石的文章。藝術是由美的情緒所組

成，然在純美之中，必蘊蓄真善之性﹔真善之裡，必滋生純美之表。

思想違真遠善，富豔精工，雖美而仍有站。是以詩品的內涵不包括藝

術技巧，人品的內涵也不包括才能。因而，得出「論詞莫先於品」

「尚才不如尚品」的結論。固然第一流的作品在確定其有高的「品」

之後，仍須進而求其才，而作品之「品」不高，才再高也無法擠入傑

作之林。

(2）品是風格

劉熙載謂詞品為思想道德的品格的單純性，使其理論不包括藝術

技巧等歷來詩品論的內容。不過，劉氏繼承前人的觀點，對作品風格

與作家氣質、才能的關聯性，亦有著豐富的論述。在書論領域，風格

成了主要突出的問題﹔書法無法直接表現情感，更遑論思想，書家的

人品只有轉化為胸襟、氣度之類，透過風格來表現。 於此，劉氏叉將

風格稱為「品」。

在書法的風格批評方面，他出色地發展「書如其人」的傳統書論，

將風格與人格密切地繫聯。（書概〉云：

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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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說較之傳統「書如其人」的籠統說法更為其體。以王羲之為例：

義之之器量，見於郝公求婿時，東床坦腹，獨若不閣，宜其書之

靜而多妙也。經綸見於規謝公以虛談廢務，浮文妨要，宜其書之

實而求是也。（〈書概〉）

王羲之的書藝如其「器量」亦即「如其志」﹔如其「經綸」’亦即「如

其才」。 〈書概 〉 叉云：

書可觀識 D 筆法字體，使此取舍各殊，識之高下存焉矣口

書法中必然表現出書家之「識」’此亦「書如其人」的原因之一。書

藝創造離不開書家的審美意念，它決定字體、筆法、結字、布白，以

及巧拙、奇正、剛柔、方圓、藏露等因素的選取和組合，也決定書家

風格的個性和書品的高下。個性不同者，其書風亦各異。所以，（書

概〉進而指出：

賢哲之書溫醇，駿雄之書沈毅，畸士之書歷落，才子之書秀穎。

(3）詞的「三品說」

由以上可知，劉氏有意識地將品的涵義區分為二，指出品格乃評

鑑作品的第一步，同時叉強調作家人格與作品風格的關聯性問題。然

而，品的高低如何確定？

詞品的高低主要是依人品而定。〈詩概〉云：

詩品出於人品。人品惘款朴忠者最土，超然高舉、誅第力耕者次

之，送往勞來從俗富貴者無譏焉。

（詞曲概 〉云：

「 沒些兒粵柵勃章，也不是崢嶸突兀，管做徹元分人物」’此陳

同 甫〈三部樂〉詞也 0 余欲借其語以判詞品。詞以「元分人物」

為最上，「爭嶸突兀 」 猶不失為奇傑’「粵娟勃章」貝＇l 淪於側媚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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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兩則論述中，劉氏分別提出三種人品和詞晶。前者言「詩品出於

人口口」

’繫聯下文之三種人品，可知詩品乃由人品而來﹔詩品者，詩中之人

品也，

後者先列舉陳同甫言三種人品，再「借其語以判詞品 J ’同樣是以人

品的標準來批判詞品。（註 5 ) 

(4）人品的標準

詞品的高低既然依人品而定，則人品的標準為何？

劉氏在《持志塾言》有（人品〉一節，關於人品的判定有具體說

明 。 首先，他提出觀品：「觀品者，觀其志與行。」「喜怒、語默、

行止、去就、利害、毀譽皆可以徵心以定品。」人品是人的內在品質，

只有當人和外界發生關係時，這種品質才會表現出來。劉氏並未侈言

胸襟、氣度，而主張以行觀志，這使其人品概念變得具體切實。至於

志與行的標準’《持志塾言﹒立志》云：

叉：

王封公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范文正公做秀才時更以天下為己任，

明道程子自十五、六時閹周子論道，遂厭夭下科舉之業，慨然有

求道之志，此皆可為主志之法。

自問其志與聖賢之志同否，同則因而存之，不同則務絕去而求同

者存之。

「志於道，藝亦道也。」（〈持志塾言﹒立志〉）當被道所貫注充滿

的志發而為藝時，藝同樣會貫注充滿著道的精神，此即所謂「詩為天

人之合」（（詩概〉），亦即劉氏「詩品出於人品」命題提出的另一

依據。

其次，劉氏將人品的外在形式分狂狷與鄉愿兩種。 他十分憎惡鄉

愿，寧可稱道狂狷，因為「大抵狂狷異於鄉愿，惟能不為利害壓住。」

狂狷不計個人利害，敢於直言，堅持原則，「可為社稜之臣、直諒之

友 J ﹔鄉愿則缺乏獨立人格，「偽德利口」，「容悅而已矣」（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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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志塾言．．人品〉）。因此，他推崇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李白、

杜甫、韓愈、蘇軾、辛棄疾等，對他們的狂狷大表折服。〈賦概〉

屈靈均、陶淵明，皆狂狷之資也。屈子〈離騷〉一往皆特立獨立

之意。陶自言「性剛才拙，與物多件，自量為己，必遺俗患 」

其賦品之高，亦有以矣。

（文概 〉

昌黎自言其文亦時有感激怨慧奇怪之辭，揚子雲便不肯作此語 。

此正韓之胸襟坦白高出於揚，非不及也。

（詞曲概 〉

辣、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蕭灑卓學，悉出於溫柔敦厚 。 世或

以粗擴託蘇、辛，因宜有視蘇、辛為別調者哉！

他們幾人或「特立獨行J ’或「胸襟坦白 」’或「至情至性」，在在

表現出不隨俗俯仰的高潔情操。

以此再來審視劉氏的詞之三品說（註 6 ） ，劉氏把「元分人物」

作為詞之上品，從劉氏對蘇、辛一派詞人的品評中，不難看出，給予

最高評價的是蘇東坡、辛祿軒等詞人。毋庸置疑，「元分人物」的具

體內容應該是指能夠反映時代生活， 詞家自身風節高亮，至情至性、

逸懷浩氣，而藝術風格上叉是風流標格、 卓絕一時、龍騰虎擲，鮮與

同調的一派詞人詞作。「崢嶸突兀」則是指能夠與時代合拍，而藝術

上叉有一定成就的，如：張元幹、張孝祥 、陳同甫等屬於中品一派的

詞人詞作。至於「嬰柵勃翠」之作，劉氏認為是「淪於側媚」’無疑

是列于下品的 。 「娶柵勃翠」語出司馬相如 〈子虛賦 〉 ：「嬰柵勃翠，

上乎金堤」。〈漢書〉顏師古注云：「婪柵勃翠」’謂行於叢薄之間

也。胡紹煩說：「婪柵」、「勃翠」’皆謂緩行之貌。 所以，把「嬰

柵勃翠」理解為那些專事權貴、獻媚取寵、晦詞淫語、章法庸俗之作 。

然而「嬰冊勃章，淪於側媚」的下品詞人詞作到底指哪些，〈詞曲概〉

中並沒有確切而具體的說明 。

（ 三 ）對詞體正變問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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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劉氏詞品結合人品的理念下 ，有了「好詞好在鬚眉氣，↑自殺香

琶體」的審美標準’因此對於詞體發展中的正變問題有了獨特的看

法。事實上，自從〈詩經〉「風」「雅」有「正」「變」之分， 一般

學者多崇「正」抑「變」，但部分批評家則肯定「變」體的發展，如

葉變〈原詩〉揭示「詩變而仍不失其正」（註 7 ），為詩體的發展明

確了合法地位。詞論中也有這樣情況，對，唐五代宋詞，論者大都以溫

庭筠、周邦彥等的綺麗婉媚為宗，而視蘇軾、辛棄疾等豪放之作為非

本色。這種本色論自然為歷代不少敢于創造的詞家所突破，但依然居

於正統的位置。張惠言《詞選》高標追溯風騷之旨，實仍受到本色論

的牢籠，故所選以溫派為多。周濟《宋四家詞選〉以周邦巨著、吳文英、

王衍孫與辛棄疾並列，意圖調和，而最終評價仍有軒鞋。劉熙載則明

確指出，從詞的起源看，晚唐五代婉麗之風實為變調，而蘇、辛之詞，

恰是返于正途：

太白 〈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城麗，至東坡始能復古 D

後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為變調，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也 。 蘇、

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蕭灑卓華，悉出於溫柔敦厚﹔世或以粗

擴託蘇、辛，因宜有視蘇、辛為別調者哉！

這里舉李白（憶秦娥〉為祠的源頭，雖可商榷，此詞是否李白所作還

無定論。但考之唐代民間詞，本來不拘一格，偏向婉麗之風，實為後

起。劉熙載的說法是合乎詞史發展的（註 8 ）。文詞的木色論者，往

往強調音律的特殊性，而劉熙載則認為：「詞固必期合律，然『雅』

『頌』合律 ，『桑間』『糢上』亦未嘗不合律也。『律合聲』本於『詩

言志』’可為專講律者進一格焉。」給予以審音協律為主的詞論以有

力衝擊。他的〈賦概》中也有云：「賦當以真偽論，不當以正變論。

正而偽，不如變而正。」「變風變雅，變之正也。（離騷〉亦變之正

也。」都說明他的文學思想是比較先進的 。

劉熙載肯定蘇軾、 辛棄疾及其詞作 ， 主要是在于他們思想感情 、

人品胸懷和社會意義﹔同樣劉氏也高度評價了陳亮、劉克莊、文天祥

等之作：

東坡 〈 定風波 〉 云： 「 尚餘孤瘦雪霜姿 。」〈 荷華媚 〉 云：「天

然地別是風流標格 0 J 、「雪霜姿 J 、「風流標格」，學坡詞者

便可從此領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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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緣軒風節建豎，卓絕一時，惜每有成功，輒為議者所沮。觀其

〈踏莎行﹒和趙興國 〉 有云：「吾道悠悠，憂心悄悄。」其志與

遇概可知矣 。 〈宋史〉本傳稱其「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又

稱「謝校勘過其墓旁，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 D 」然則

其長短句之作，固莫非假之鳴者哉？

陳同甫與緣軒為友，其人才相若，詞亦相似。．．．．．．同甫〈水龍

吟 〉 云：「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賞，都付典，鶯和燕。」言近指

遠，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

劉後村詞，旨正而語有致 。 真西山〈文章正宗〉詩歌一門屬後村

編類，且約以世教民鼻為主，知必心重其人也。後村〈賀新郎﹒

席上開歌有感 〉 云：「粗識 〈 國風 〉 、 〈 關雄〉亂，羞學流鶯百

幣，總不涉閏情春怨 。」 又云： 「我有生平〈離驚操〉，頗哀而

不恆微而婉 0 」 意殆自寓其詞品耶？

文文山詞有「風雨如晦，雞鳴不己 」 之意，不知者以為變聲，其

實乃變之正也。故詞當合其人之境地以觀之。

劉氏叉強調了詞的積極社會現實意義 ， 以為其作用不亞于詩歌：

詞莫要於有關係 0 ~長元幹仲因胡邦衡誦新州，作 〈 賀新郎〉送之，

生是除名，然身雖點而義不可及也 。 張孝祥安國於建康留守席土

賦 〈 六州歌頭 〉 ，致感重臣罷席。然則詞之興觀群怨，豈下於詩

哉！

因之，劉氏對于溫庭筠、韋莊、馮延巳、柳永、周邦彥等詞的思想

境界都感到有所不足，雖然他也贊賞它們藝術形式的精美，這與常

州詞派的把虛無飄渺所謂寄托硬塞到他們綺語之中而加以拔高的評

價，表現出不同的傾向 。（ 詞曲概〉云 ：

溫飛卿詞精妙絕人，然類不出乎綺怨。韋端己、 馮正中諸家詞，

留連光景，惆悵自憐，蓋亦易飄颺於風雨者。若第論其吐屬之美，

又何加焉！

柳者卿詞，昔人比之杜詩，為其實說無表德、也。 余謂此論其體則

然，若論其旨，少陵恐不許之。周美成詞，或稱其無美不備 0 余

謂論詞莫先於品 。 美成詞信富豔精工，只是當不得笛「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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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熙載並不反對言情之作，不過他主張抒寫正當的感情而不取庸俗

的豔情，他還不滿足于專寫兒女私惰，而認為小詞也應有時代的風

雲氣概。

詞家先要辨得情字。〈詩序〉言「發乎情J ’〈文賦 〉 言「詩

緣情」 ’所貴於情者，為得其正也。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皆

世間極有情之人。流俗誤以欲為情，欲長情消，患在世道 。 倚

聲一事，其小焉者也。齊、梁小賦，唐末小詩，五代，j、詞，雖

好卻小，蓋所謂「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 也。

劉熙載的肯定「IE J 與反對「欲」是以傳統教義為指導的，所謂：

詞家殼到名教之中自有樂地，儒雅之內自有風流。

即流露濃厚的儒家正統觀念 。 然而與一概排斥言惰的道貌岸然者是

有所不同 。

（四）對後人的影響

劉氏 〈 詞概 〉 對晚清詞學的影響甚鉅，同治、光緒以後的詞家

或詞學批評家均予以相當的評價，如沈曾植 〈蘭閣瑣談》 說：

止是而後，論詞精當，莫若融齋 D 涉獵既多，會心獨遠，非情

深意超者，固不能契其淵旨。而得宋人詞心處，融齋較止是真

尤多。

將他與周濟並提，且說較周濟「真際尤多」’指明劉說突出之處 。

文馮煦 〈萬膺論詞〉 中評價蘇東坡詢部份，幾乎完全過錄劉說 ， 稱

許 〈藝概〉： 「於詞多洞微之言 ， 而論東坡尤為至深 。 」謝章鎚更

指出 ：「〈詞概〉精審處不少。」（〈賭棋山莊集﹒ 詞話續編卷二〉 ）

諸家對劃氏（詞概〉無論是詞家詞作的評論，詞的創作原則或藝術

技巧方面，均給予充分的肯定。對後人的影嚮，可以王國維 〈人間

詞話〉為例。

一般研究王國維的人都說他深受康德、叔本華美學思想的影

響，史學家陳寅悟將他所著作的學術內容和治學方法概括為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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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 J （註 9 ) 
其實王國維論詞，不但吸取漸西派和常州派之長且又超出兩派之

上。他繼承了我國傳統的古典文論，並參酌西方的美學理論，建立

自己的詞學體系，劉氏對他不能說沒有影嚮。

此外，王國維美學思想核心「境界說」的理論架構，有不少論

點亦沿襲劉說。如他說：「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所

由分。」認為藝術境界可由寫實和虛構兩種方法構成，且兩者不能

截而為二，因為雖是虛構亦須「合乎自然」’雖是寫實也必「鄰於

理想」（註 1 0 ），此與劉氏論藝術不僅要「按實肯象」’且須「憑
虛構象J 之意同。文王國維所謂有境界的作品，其必要條件是要做

到情景交融，使藝術形象鮮明、具體、逼真，文學語言渾然天成，

不假雕飾，達到「不隔」的境地。這正是劉氏所說的「極鍊如不鍊，

出色而本色，人類悉歸天績」，有「理趣」而無「理障」的自然本

色。

至於在主體精神的涵攝方面，王國維認為偉大的詩人必須有高

尚的人格，人格卑下者不可能創作出偉大的作品，他說：

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雖作豔語，終有品格。方

之美成，便有貴婦人與倡使之別。

主張文學之事既要有「內美」’叉要有「修能」﹔強調「內美」的

重要性，認為應「尤重內美」（註 l 1 ）。基於此，他肯定蘇軾和辛
棄疾的「雅量高致」（註 12 ），贊同劉氏所謂「周旨蕩而史意貪」

的說法。並以劉氏論人品為狂狷和卿愿的標準來論詞，〈人間詞話〉

說：

東坡、珠軒，詞中之狂。白石，詞中之狷也 o 夢窗、玉田、西

麓、草窗之詞，貝1］鄉愿而已。

說明周邦彥等人，由於人品不高，所以作品缺乏深刻的思想意義，

因而無法與蘇、辛同日而言。

清人論詞，或崇姜（要），或宗周（邦彥），多以婉約為正宗，

而以豪放為變體。劉氏一反傳統，把蘇、辛譬之為詩中之李、杜（註

13 ），譽為「至情至性」之人，給予極高的評價。這種反傳統的精

神和獨到的見解，大大地影響了王國維的「境界說」。王國維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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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平歷代詞人，對被漸派詞人奉為圭臭的姜要詞，視為「有格而無

情」，而對被目為別體的辛詞則給予頗高的評價，說「幼安之佳處，

在有性情，有境界」（《人間詞話〉）。

綜上所述，我們可知劉熙載的〈詞概〉，不但總結了古代的詞

學理論，而且加以統合深化，對後繼者產生影響，於新舊學術交替

的過程中，扮演起中繼的角色。

三、劉熙載提出詞品說的時代意義

對於古代的詩話、詞話著作，歷來就不被學者充分的認識，甚至存有某

些成分的誤解，如：「詩話盛而詩愈不如古」（註 14 ），及「唐人不言詩法 ，

詩法多出末，而宋人於詩無所得」（註 15 ），「唐人精於詩，而詩話則少﹔

宋人詩離於唐，而詩話乃多」（註 16 ），由此看來，詩話竟成了詩歌的罪人 。

事實上，詩話、詞話不僅可提供詩詞創作時的經驗參考，且有助於後人對古

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及詩歌理論問題的探討。有此認識，再來看劉氏的詩歌理

論，「詩品出於人品」的品評標準並非始於劉熙載，然而劉氏〈藝概〉成於

鴉片戰爭後（註 17 ），以此時代背景，重提傳統的品評標準，甚至以此觀念

來貫穿全書以品評各類文體，是否有其時代意義及用心，謹析論如下：

（一）從詞學理論的發展來看

清初陽羨派尊崇蘇 、辛豪放，及其末流，貝iJ不免流於粗疏草率﹔

湖西派則崇尚婉雅，及其末流，亦不免流於空浮纖巧。在此二派盛

極而弊生之際，常州詞派乘機而起。

常州詞派以張惠言為創始人，至周濟而發揚光大，他們把〈說

文〉中：「詞，意內而言外」的解釋，移用到「詩詞」之「詞」

為他們「詞貴有比興、寄托，以立意為主，合於聲律為次」的理論

找根據。其目的，似乎是為提高「詞」的地位，擺脫詞為「小道」

的習見，認為詞上承「騷」、「雅 」 ’所以常州派關於「詞 J 的定

說，有其積極意義，對於引導詞之擺脫空泛、疏闊， 起了一定的作

用。

然而強調詞的「寄托」’則容易流於穿鑿附會， 說溫飛卿、 王

衍孫等人之詞，句句皆有寄托，叉何異於昔人言杜甫詩字字皆「思

君」一樣迂腐不經！

周濟選 《宋四家詞〉所選四家詞即王衍孫、吳文英、辛棄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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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彥詞，其中大崇北宋，即尊崇周邦彥，以周為其「宗主」。因

為周邦彥詞生活面窄小，精工「豔雅」的詞筆，大都著力於身邊事

物，在其影響下，常州派這種以「清真」為「宗主」的特點，正是

這種不間內容實質的表現。因此從面對社會，關心國家安危等大問

題來看，蘇、辛如虎嘯獅吼，足發人深省，而周邦彥不過如草蟲幽

鳴而己 。 所以常州派宗周邦彥，漸西派宗姜耍，在面對現實的問題

時，實相去不遠。

劉氏明白斯、常兩派的得失，是以把二派統一起來，各取所長，

去其所短（註 18 ）。他叉繼承陽羨派的以豪放為主，從而建立自己

的詞論體系。大底詞論的發展，在於有鑑於當代作者之失，是以濟

失救弊，以補前代之不足，劉氏詞論的提出，亦有其理論發展的脈

絡可尋 。

（ 二）從時代環境來看

劉熙載的詞論問他所處的時代環境是分不開的。就他所揭示詞

品和人品一致的原則，重視富有愛國思想和現實意義的詞作，以及

對與此有關係的詞學上重要問題的看法，推崇蘇、辛。這都是因清

道光以後中國社會急邊變化的現實環境下所提出來的。劉氏生活年

代經歷了清嘉慶的後期、道光、成豐、同治和光緒初期。因他個人

的豐富社會經驗，對人民生活和國家大事的關心，皆可說明劉氏論

詞注重思想性及愛國思想的基礎。

劉氏是個被稱為「以正學教弟子，有胡安定風」（註 19 ）的儒

者 ，他督學廣東時，曾作（懲忿 〉 、（窒欲〉、〈致過〉、（遷善〉

四竄訓導弟子，可見他是多麼重視躬行實踐。他總是把品德修養置

於第一，因而陳濯稱他為「醇德清風」的人，這在當時官僚靡奢、

人欲洪流的清末，劉氏能以此種清風醇德自居，誠屬可貴。因此以

這樣的人評論詞作，倡導「論詞莫先於品」，從而建立所謂的「止

於禮義」的詞品論，是可以理解其用心的。

囚、劉熙載詞品論的缺點和局限性

劉氏的詞品說 ，從幾個基本方面來看，自有其合理的因素，然而不免缺

點和局限，茲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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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J；、J1內作家的品評有著片面性的局限

劉氏一生儒家思想十分濃厚，在〈詞曲概〉中，他雖是注意人品和

詞品的關係，推崇具有偉大理想、崇高品格、反映社會生活的詞人詞作，

但他把這一切都納入傳統的「溫柔敦厚」詩教之中，（詞曲概〉云：

蘇、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蕭灑卓壘，悉出於溫柔敦厚。

詞家先要辦得情字。〈詩序〉言：「發乎情」。

〈文賦〉言：「詩緣情」。所貴於情者，為得其正也。忠臣孝子，

義夫節婦，皆世間極有情之人口

「溫柔敦厚」在傳統詩教上，有其時代的具體內容。劃氏一方面肯定具

有偉大理想、崇高品格與愛國思想的作家，另一方面也把這些溫柔敦厚

的儒家禮義，作為人格的規範。然而就以劉氏評價最高的蘇、辛一派而

言，劉氏取其豪放，有社會思想的崇高品格的一面，對於蘇、辛詞人對

官僚辛辣諷刺和尖銳抨擊的那一面就不作解釋﹔而此面郤正是違背其「溫

柔敦厚」的詩教觀的。以此來審視劉氏對作家的品評，不免有流於片面

的缺失。

（二）人品和詞品時有矛盾的現象

作家的人品和甜品，一般來說其傾向大體是一致的，然而有時也會

呈現出矛盾的現象。常州派晚期的陳廷掉，列舉了不少詞品和人品不相

一致的作家作品，如：劉過、史達祖、蔣捷、馮延巴等等 0主 20 ），從

而斷言「詩詞不盡能定人品」。上述所論是以人品來定詞品，或是「詩

詞不盡能定人品」’皆有失偏頗。事實上以今日的觀點來看，同一作者

的作品，在思想內容上的矛盾，乃是作者世界觀矛盾的所在，就如劉過

既寫出了慷慨激昂、富於愛國思想的詞，也寫過色情狠褻的詞。又如作

家一生中思想生活的變化，也會引起前後期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

的變化。 對於這些複雜的情況，必須對作家時代環境、 個人環境、歷史

背景作具體的分析，才能得出比較客觀、公平、實事求是的評價。

（三）缺乏具體的例証

劉氏對藝術技巧的評述和闡發，雖有不少精當之見，然而有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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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缺少必要的例証，因而使人難以領會，添增不少後人的臆說，如：上

述的「詞三品」說，於「元分人物」、「崢嶸突兀」及「嬰珊勃翠」並

無切確的說明及例證，是以後人各持其說以附會，實影響劉氏〈詞概〉

本身理論的價值。

綜觀以上所述〈詞概〉中詞品說的缺失，實際上是一般傳統詩話、

詞話的體裁局限。劉氏以復古自許，加上其所處的時代環境，因而無法

突破長久以來的局限，是可以理解的。

五、結語

由以上論述，可以歸結出以下的認識：

（一）劉熙載繼承了傳統的品評標準一詩品與人品結合的原則，而有

了詞的三品說，以此對於歷代詞人作了兼具思想道德及藝術風格

的品評，建立屬於他自己的一套詞學理論。

（二）由於劉氏重視作者的社會思想、品格的高俏，所以對於蘇、辛一

派的詞人品評最高，因此在其理論中，以豪放一派為詞的正宗，

而婉約派為變體。此說雖有陳維榕在其先，然劉氏的歸納自有其

理論體系，這在傳統詞學發展上，應屬特殊。

（三）〈詞概〉的理論固然可說是針對斯、常兩派末流之疏而發，然而

就劉氏詞品論提出的時代意義言，更可見劉氏之不為俗媚、不同

流合污，且道德極高的傳統儒者形象。

（四）由劉氏詞晶論中的重視道德思想，可知其傳統思想的濃厚，也可

由其詞論的局限性，知其理論的固守傳統不易創新，所以葉朗〈中

國美學史大綱〉說：「劉熙載是中國古典美學的最後一位思想家。」

（註 21 ）也正因如此，劉氏詞論恰可提供我們對傳統詞學有更深

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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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註 l 劉熙載，字伯筒，一字融齊。江蘇興化人。道光二十四年（ 1844 年）

進士，官至廣東提學史。晚年於土海龍門書院講學 D 著有〈古桐書屋

六種〉（色括〈四音定切〉、〈說文雙聲〉、〈說文疊韻〉、〈持志

塾言〉、〈昨非集〉、〈藝概〉）、〈古桐書屋續刻三種〉（色括〈古

桐書屋札記〉、〈遊藝約言〉、〈制藝書存〉）

註 2 〈藝概〉是劉熙載（ 1813--1881 ）晚年所作。全書分〈文概〉、〈詩
概〉、〈賦概〉、〈詞曲概〉、〈書概〉、〈經義概〉等六個部分。

這六部分中，除〈經義概〉是講八股文之外，其他部分都是講的藝街。

註 3 沈約〈基品〉今俠，〈全梁文〉存〈基品序〉一卷，見嚴可均〈全上

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註 4 庚肩吾〈書品〉見於〈百部叢書集成﹒第一函﹒寶顏堂秘笈〉，台北，

藝文印書館， 1965 年。

註 5 陸煒〈劉熙載論詩品和人品〉中云：詞三品說，是按情性的表現來分

的。詞中情性始終與儒家之理一體的，是「元分人物 」 ’「為最上」’

這就是蘇、辛那樣的「至情至性人」 ﹔詞中情性不時體現出儒家之理，

為第二詞品，即「崢嶸突兀，猶不失為奇傑 」 ﹔「粵嫻勃率則淪於側

媚矣」’則是拘欲，j、人的情性了。以上載於〈文藝理論研究〉 1986 

年，第一期，收錄於〈劉熙載美學思想研究論文集〉，頁 189 ° 
註 6 有些學者把「譽主冊勃幸 ＿J 、「崢嶸突兀」理解為傳統上的所謂「婉約」、

「豪放」兩大詞派，把「元分人物」認為是劉氏提到的「天際真人」

之意。見詹泰安：〈劉熙載論詞品及蘇辛詞〉，〈文學評論叢刊〉

1980 年第三期。

註 7 葉變〈原詩〉內篇云：「且夫風雅之有正有變，其不變繫乎時，謂政

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時言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

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 D 」

註 8 龔鵬程〈詞概導讀〉中以為劉氏這種講法，是清朝的一種風氣。自清

初新派閒菇，論詞即有「尊體」的傾向，強調詞要醇正典雅，其後陽

羨派的陳維接等人，語多豪壯。常州派繼起，根本反對把詞視為，j、技，

強調詞源出風騷，跟詩賦一樣，都是作者內在情志的吐露。龔鵬程因

此以為劉氏論詞，深受此一觀念的影響。

註 9 〈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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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0 〈人間詞話〉：「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兩派之所由分。然

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

於理想故也。」

註 l 1 〈人問詞話〉：「『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學之事，

於此二者不可缺一。然詞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內美。無內美而但有修

能，貝1J 白石耳。」

註 12 〈人間詞話〉：「讀東坡、碎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

患之風。」

註 13 〈詞曲概〉：「詞品喻諸詩，東坡、緣軒，李、杜也﹔者卿，香山也﹔

夢窗，義山也﹔白石，玉田，大歷十才子也。其有似韋蘇州者，張子

野當之。」

註 14 見趙文：〈青山集〉卷一，〈郭氏詩話序〉

註 15 見李東陽：〈麓堂詩話〉。

泣 16 見吳喬：〈答萬季野詩問〉。

註 17 〈藝概〉六卷，是劉熙載歷年來論藝的彙鈔，自序作於同治十二年癸

百仲春（ 1872 ) ' （序〉云：「余平昔言藝，好言其概」’亦即「舉
彼以概乎此，舉少以概乎多」。

註 18 邱世友：〈劉熙載論詞的含蓄和寄托〉以為：劉熙載繼承常州派的比

興寄托，也承新派的清空騷雅，而含蓄蓮藉則是承自湖、常兩派。原

載〈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四輯，收錄於〈劉熙載美學思想研究論文

集〉。

註 19 見陳廣德〈昨非集跋〉，轉引自邱世友〈劉熙載的詞品說〉，〈學術

研究｝ 1964 年，第一期。

註 20 F束廷埠：〈白兩齋詞話〉，卷五。

註 21 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下冊，台北，滄浪出版社， 1986 年， 5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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