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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問＜論詩絕句其二＞初探

李德偉

【提要】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人，是金朝詩文成就極高的作家。＜論詩三
十首＞絕句是元好問最有系統的論詩著作，好間有鑑於金代詩壇混亂，風雅精神，

漢魏氣骨，皆已不彰。借評論建安至北宋真代表性的詩人及流派之得失，自任「詩

中疏鑿手」’作者立場鮮明，抉微闡幽，目的在於判別清濁，使之溼滑分明，指示後
學遵循的正路。本文所探討的＜論詩絕句其二＞，好問抒發其重「氣骨 J 之詩觀：
借評論曹操、劉禎及劉琨之詩，將「建安風骨」作為詩歌創作的最高標準。再者，

好間論詩以「建安」發端，有為詩歌導源之意，蓋因建安之前，詩歌尚未蔚為文學

主流，及至建安，曹操所領導的都下艾學集團，在主臣唱和之下，風起雲湧’造成
詩壇上前有未有的繁榮景象。最後，好問此詩稱美劉琨，且以之匹配「曹劉」’除了
表示劉琨之詩有「建安風骨」外，好問詩風與劉琨相類，均為并州人，故當好問為
劉琨深致「可情」之時，實有自況懷抱之意，而為詩壇疏鑿的雄心亦見於言外。

【關鍵字】元好問、論詩絕句、論詩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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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別百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人。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西元一一九0年），

卒於元憲宗七年（西元一二五七年），是金朝詩文成就極高之作家，〈金史〉卷一百二
十六有傳。元好問出生於名門之家，先祖鮮卑族，系出拓跋氏，隨北魏文帝遷都洛

陽，改姓元。遠祖元結（字次山），為唐代開元、天寶間著名之文人。祖父元滋善曾
任金朝銅山令，父元德明隱居不仕，以詩艾知名於世，著有〈東岩集） 0 元好問出生

七月即過繼叔父元格為子，元格為地方宮，自元好間四歲起，就給與完備的教育，

據說元好問七歲能詩，十一歲元格移官冀州，延聘學士路鐸教他為文，十四歲叉隨
繼父移官陵川，受業於當時大學者郝天挺，更奠定7 堅實之學術基礎。

＜論詩三十首＞絕句是元好問最有系統之論詩著作，自注：「丁丑歲三鄉作。」
＜論詩三十首〉是一組以七言絕句之形式，評論建安至北朱，具代表性之詩人、詩

歌及流派得失，作者立場鮮明，抉微闡幽，頗多慧見，因此，成為金元最為重要的
文學批評文獻。然而，限於絕句體制，文字精簡，對歷代詩人之評驚，僅能一語中

的，無法暢述源委﹔文學史上重要詩人，亦非網羅無遺。但因詩學批評，貴在判分
流變﹔詮衡論量，貴在慧心妙︱害。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絕句啟迪後學，綿延詩統，

在文學批評史上有其一定的價值與地位。

好問於第一首，即開宗明義，舉出其論詩之宗旨。詩云：「漢謠魏什久紛耘，正
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澄清各清渾！」可見好間感於漢魏以下，詩

歌流派紛耘，正偽雜出﹔優良之風雅精神、漢魏氣骨，皆紛亂而不彰，故欲效法杜

甫「別裁偽體親風雅」（〈戲為六絕句〉）之精神，判別清濁，使之涅涓分明，以指示
後學遵循的正路。
第一首為全部組詩之總綱，猶若書前之序艾。為全詩總起，以下所論，正為疏
鑿的內容。由詩意來看，元好問不但以「詩中疏鑿手」自任，而且表明全詩的目的
在於彰顯詩之正體，別裁詩之偽體。詩之正體，淵源甚遠，就中國之詩歌源流言，〈詩

經〉當為一切正體之源頭。而元好問所論，則自漢、魏起。
好問之自任疏鑿手，本帶有一種正本清源的使命感而為之。品評作家，建立標準，

指示後學正路，貴在有一定的批評標準’故示正裁偽是必要手段，這與一般僅作詩
歌賞析有很大分際。一般詩歌賞析，只要適情適性適時適景，陰陽剛柔，雅健婉麗，
皆可兼收並蓄，共存共容。而好問之＜論詩絕句＞則為簡的有法的詩學批評史，其

晶量詩家詩派 ， 是所謂 「 較短長 」 之意，既要較量長短，要示正裁偽 ，叉是出之以
「論詩詩」這種最精絕之批評文體，則精確的掌握每一詩家全面的概念，並出之以
形象概括的語言 ，是必然的方式。

綜觀三十首 ，其標舉的「正體 J ’特以氣骨、天然、真醇、古雅、 清新等具有中

和之美的體格為標的﹔以此而斥纖弱、奇巧、冗雜、險怪等「偽體」。 本文所要探討
的是元好間＜論詩三十首＞絕句中的第二首。詩去：「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

52

元好問（論詩絕句其二）初探

兩雄﹔可情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槳建安中！」在此，筆者提出幾個問題，就時代而

言，好問以「建安」發端，叉舉「曹劉」為建安之代表，其意蘊何在？而「曹劉」
究係何指？好問論詩標準叉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詩之下聯叉舉晉代劉琨而稱美

之，好問用心何在？曹劉諸人與好問所標舉的「氣骨」有何關係？好問此詩，叉有
何微旨隱含其中？根據以上諸點，筆者略作初探，希望洞悉個中天地，呈繽紛景象

於外，然而，草就此篇，倉促之間，誤謬難免，尚祈指正，以求日後精進。

二、元好問論詩標準之建立
好問論詩宗旨在品評歷來詩家，故其論詩標準即為較量詩家長短的依據。而他

論詩標準的建立，叉由其個人特有的背景因素所形成。且由於此一背景，也影響到

他對詩家外在周指及內在情志人格的品評判斷，故探討好間對「建安詩歌 J 的批評
之前，應先瞭解他的論詩標準 P 以及此一標準形成的背景因素，才能有較客觀的看

法。
好問之論詩標準，從＜論詩三十首＞絕句中可知，他從建安時期我國五言詩的
創始論評，他最欣賞的有曹劉的慷慨氣骨，阮籍的沉鬱蒼涼，淵明的天然真淳，及
北方敕勒歌的豪放雄渾。這些不論是內容情志的誠正，風力氣骨的雅健，品味格調
的高雅，都是體格極高的作品，也是他認為正體的最高標準。

好問是太原秀容人，它本為北魏鮮卑族拓跋氏後裔，素承遊牧民族奔騰之血性，
叉生長於雄偉遼闊的北國山川，治襲男兒傳統的尚武精神，此正如〈臨北詩話〉所

云：「蓋生長雲朔，其本多豪邁英傑之氣。」而此一少年，除致力於古典經籍之研讀
外，叉曾隨其父宣遊山東、山西、挾西、甘肅等地，足跡幾遍於北半圈。豪健慷慨
的胸襟氣魄，可謂素所蘊積，故陽剛的豪邁英傑之作，自成為他評詩的標準。

好間出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當時還是金的盛世，只是蒙古人掘起快速，在成
吉思汗發動侵金戰爭時，好問年方二十二歲，而自此即開始其顛沛流離的悲慘歲月。
他曾歷任國史館編修，後叉被召入京師，任尚書都省喙及左司都事等官職。四十歲

時，金亡於蒙古，他由於不顧身事異族，遂終身不仕，而以著述存史自任。終年無
分寒暑，往來各地，搜集各種史料著述，積極從事保存文化，宏揚儒學的工作。縱

觀他的一生，早年任官出仕，以氣節自守，憂國憂民，心力交痺﹔中年之後，遭遇
國變，一則抗節不仕，一則以著述存史自任。其品行志節，可有過人之處。
好問以其風雲動蕩的身世遭際，過人的志行節操，發而為詩學批評。故特重詩

中的素心真性 ，亦即所謂真人品，其世情。如＜論詩絕句＞中論淵明之天然，必出

之真淳，而其真淳叉源自於其校如白日之襟懷1 。而言及東坡之淳潔精真，不受纖塵，

亦源於其忠、愛根於天性的真性情2 。凡此皆非徒有才學所能為力，必有素心真性情
＇＜論詩絕句＞ 第 四首：「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醇。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2 ＜論詩絕句＞第二十六首：「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
新。」王m直卿﹛遺山論詩詮證〉云：「淳潔精真者，詩之本體也．．．．．．唯其精真淳潔，是以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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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方可至斯地、造斯境。故好問論詩之嚴謹，亦深緣於其鼎革之變的身世遭際，

及本身素志之堅貞卓絕。
因此好問秉其生長雲朔的英傑之氣，及遭遇鼎革之變仍如傲霜之枝的堅貞志
行，故其品評詩歌，重在有氣骨，能豪健之作品。表現出來，或為純正天然之高格，

或為沉鬱雄渾的氣勢。他以此標準衡評歷來眾作，前後一貫，系統嚴整，這是他批
評的可貴之處。

三、詩句中關於「曹劉」之詮釋
本詩一開首，好問即以雄壯之筆寫道：「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曹劉」代表建安時代，此無疑義。然而，對於「曹劉」的解讀，一般多解作「曹

植、劉禎」。如清﹒施國祈筆注好間詩，引鍾嶸《詩品〉云：「陳思為建安之傑，公

幹、仲宣為輔，五言之冠冕。」 3即明指「曹」為曹植，「劉」為劉禎。叉清﹒宗廷

輔云：「曹劉謂子建、公幹’建安七子中最標著者。」 4此後，近代各家解此詩者，
大多宗此意。 5各家所以如此解釋，主要是受鍾嶸〈詩品〉的影響。〈詩品〉中常把
曹植、劉禎並舉，且將二人列於上品，屢次加以稱讚。如：

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貳之材。 6
曹植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絮溢古今，卓爾不群。．．．
譬人有周、孔、麟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輔轍。．．．故孔氏之

門卸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 7
自陳忠、以下，禎稱獨步。 8
因此，後代對「曹劉」並稱者，大多將「曹」解釋為曹植。宋。嚴羽〈滄浪詩話〉，

「以人而言亂，列有「曹劉體」’自注去：「子建、公幹也。」 9更加深一般人此種觀
其實許多「曹劉」並稱處，「曹 f 應未必指曹植﹔筆者以為，此處之「曹」’當指曹
操。好問論詩最重氣骨，故對於雄渾豪健，天然淳樸的詩歌最為重視。曹操一生戌

馬佐穗，南北征戰，在政治上日匕呃風雲’脾脫一世。發而為詩，筆下之景不是山明
水秀的小景，而是大山大河、奔瀉聳峙，波濤洶湧，氣象萬千，有吞吐宇宙氣象的

3 鍾嶸：（詩晶﹒ 序〉（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民國 86 年 2 月），頁 9
4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台北：商務印書館， 1971 年），頁 12 。
5 如郭紹虞〈元好問論詩三卡首小簧〉、王禮卿〈遺山論詩詮證﹜王韶生（元遺山論詩三十首筆釋〉

等。
6 鍾嶸：﹛詩品﹒ 序〉（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民國 86 年 2 月），頁詣。
7 鍾嶸：〈詩品﹒ 卷上﹜（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民國 86 年 2 月），頁 13 。
8 鍾嶸：〈詩品﹒ 卷上 ﹜（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民國 86 年 2 月），頁的。

9 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台北：正生書局，民國 61 年 12 月），頁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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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闊胸襟﹔而劉積的詠懷之作，往往感遇真切，情感沛然，作者只須直抒胸臆，便

已一意貫徹，一氣呵成﹔而不遑尋詞覓句，也無待乎外在的雕藻。這種直述感懷，
不假修飾的詩篇，自然也就予人格外有氣力的感受。

好問此詩，既以標舉「正體」中之氣骨為主，則必推舉詩歌中具有雄渾、蒼茫之境
者為代表，而三曹之中，曹操適以當此。清﹒劉熙載去：「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

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 J 10劉氏論詩，每多獨到之筆，此處就「氣」、「力」
觀點，推尊曹操為建安之首，極有見地。叉如近人陳翔耀所去：

曹植辭采華美昭析，勝于乃父﹔而情怨既深，氣能飆舉，亦不墜風力。然其
氣骨之雄霸堅勁，終有不及孟德、處。孟德之〈短歌行〉〈觀滄海〉、（龜雖壽〉，
氣概無敵﹔〈萬里行〉、〈苦寒行卜亦最足代表建安悲涼之音。子桓雖有深情

秀韻，氣概不如父弟矣。 11

陳氏推崇曹操詩之「雄霸堅勁」’以為曹植、曹丕皆不如其父，此與劉熙載看法相似，
皆可佐證好問此詩所謂之「曹 J ’當指曹操。筆者以為曹植詩雖「骨氣奇高」，但亦

「辭采華茂」’已有雕王家之痕﹔且曹植後半生，多受猜忌、打擊，詩中難免有怨憾之
意，故若論及雄渾之氣，恐有不及﹔而曹丕重，l育，其詩則情勝於氣。且二人終究不

若其父戒馬半生，領袖群雄，無形中胸懷自有一股雄霸之氣，此亦所謂「雖在父兄，
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論論文〉）故二人詩中雄豪之氣，自不如其父。而劉禎則
不同，整體而言，禎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

雕潤恨少。 J （〈詩品﹒上品〉）可知槓詩雖雕潤過少，也正因此而骨力未傷，故純就
氣骨而論，卻足以與曹操相匹。近人何三本即云：

曹 l?f 曹操，劉即劉禎也。．．．曹公父子中，以曹公之詩風，最為渾厚﹔建安七
于中，以東平公幹之詩風最為剛健。．．．其剛健清拔之詩風，貝1j 與曹公相一致，．．．

雖然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的其他，詩人，亦均甚有可觀，共促使健安詩盛極
一時，然其氣格終不若曹公與公幹之雄厚渾麗也。故好問－ o民規定當時諸詩

人之高下優劣，而謂之曰：「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此二語實
為古今之公論也。 12

何氏所論，可謂能抉出好問之微意。曹操出將入相，橫槳賦詩，其詩往往古拙質樸、

沈鬱悲涼、雄渾豪放﹔曹丕詩則具有悲婉淒清、低回纖弱、秀雅溫柔的風格﹔曹植

有文人氣質， 其詩較浪漫華麗，有雕球之跡。三人評比，就氣勢而言 ，二人皆不如
其父。曹操為當時政治之霸主，亦為詩壇之領袖，為「主」’為「唱」 ﹔而劉禎為文

10 劉熙載：〈藝概 ﹒詩概﹜（台北：華正書局，民國 77 年 9 月），頁泣。
11 陳翔耀著：﹛中國古典詩歌叢話〉（台北：華正書局，民國 80 年 3 月），頁 11

0

12 何三本：＜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護證＞（一），〈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 7 卷第 3 期，頁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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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中氣骨最盛者，「陳思以下，禎稱獨步」’故為文士之代表，為「從」’為「和」’
放言「曹劉」’亦可見當時詩壇「唱和」的風潮概況，這也可說是建安時代的縮影。
再者，此詩下聯，舉劉以匹配曹、劉，叉用「橫槳」一語，即明指首句之「曹」為

曹操13 。劉琨當晉室東渡之際，多事征戰，允文允武﹔其詩淒庚i育拔，悲涼慷慨，
正與曹公相類。正如清﹒陳沉所云：「惟越石氣蓋一世，始足與曹公蒼茫相敵。」 14 。
凡此皆可佐證「曹劉」之「曹」’係指曹操。以上闡述「曹劉」之詮釋，所以不’陣其
煩，多事徵引解說，實因一字之差，詩旨有變，好問之微意則不能盡出。

四、重氣骨之詩觀
好問論詩絕句，主要目的是借評論歷代詩家詩派，以闡發其舉正體、裁偽體的

疏鑿主旨。而本詩列舉曹操、劉禎、劉琨諸人，所表達的意蘊何在？近人周益，它、曾
"E .

先舉曹、劉、言四海無人並逐，由坐嘯生風，可知其以氣骨為標準。 15
而王禮卿氏亦云：

此論詩以氣骨為主，而氣以高奇清拔為本。舉正體也。．．．推曹劉為首出，並
踏晉之越石於同列。蓋以氣骨為詩最高之境，三家所同詣，故首標此義而論

之。 16

由周、王二氏所言，可看出好問此詩的意蘊，係確立其正體說之「氣骨」一項。然
所謂「氣骨」，其含意為何？好問欲後人遵循之正路何在？清儒翁方綱會去：

論詩從建安才子說，起，此真詩中疏鑿手矣。李太白亦云：「蓬萊文章建安骨。」

韓文公亦云：「建安能者七。」此於曹、劉後特舉一劉越石，亦詩家一大關挨。

細究翁氏之言，好問此處所標舉之正體，即一般所謂的「建安風骨」。觀其詩，以建

安的代表人物為開端，末句叉明示「建安」二字，而劉琨叉為建安至陳亡之三百年

13 曹操一生，多事征戰，叉喜作詩，「橫槃賦詩」最足以表達出其允文允武之氣概， 丕 、植雖亦能武，
但終不如其父。 東坡＜赤壁賦＞云曹操「橫槳賦詩，固一世之雄也。」並非偶發 。

H 陳沉：〈詩之興簧〉（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頁 61 。
的周益忠：〈論詩絕句﹜（台北：金楓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76 年 5 月），頁 247 。
!6 王禮卿：〈遺山論詩詮證﹜ ， （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 民國 65 年 4 月） ， 頁 26

17 翁方綱：〈石洲詩話〉，（台北：廣丈書局，民國 ω 年），頁 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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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能承襲建安遺風之人18 。所以，此詩標舉建安風骨的意思甚明。那何謂「建
安風骨」？欲了解建安風骨，當先了解何謂「風骨」。「風骨」’本係魏晉六朝品評人
物之用詞。如〈宋書﹒武帝紀〉云：「（但）玄見高祖（劉裕），謂司徒王證曰：「昨
見劉裕，風骨不宣，蓋人傑也。」故所謂「風骨 f 應是一種品評人物精神、體貌之
綜合用語。其後，六朝人亦用於品評書法JJzJ繪畫。大抵而言，皆在品評氣韻、筆法

等表現。「風骨」一詞，用之於文學理論，則始於梁人劉懿，其（文心雕龍﹒風骨〉
篇去：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成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悟悵述情，必
始乎風﹔沈唸鋪辭，其先於骨。故辭之符骨，如體之樹散﹔情之令風，猶形

之包氛。結言端宜，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貝1J 文風清焉。故練於骨者，析

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
若將義肥辭，繁雜失統，貝1j 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其乏氣，貝 1J 無風之驗
。
也”

按黃季剛先生云：「風即文意，骨即文辭。」季剛先生釋風骨簡明扼要，但不夠周全。
其後釋「風骨」者，無慮數十家，皆有所見，不煩備舉。茲就彥和所言，略作歸納：
所謂風，應是指作品內容、情志之感人表現，其風格為昂揚爽朗、剛健有力﹔所謂
骨，指作品構辭用語之表現，須精練挺拔、辭義相稱、準確精當。作品有風，方能

有強烈之感染力﹔作品有骨，方不致有辭藻冗贅，雜亂無章之弊病。風是對思想、內

容方面的美學要求﹔骨是對文辭方面的美學要求。必達「風、清骨峻」、「風叉過」、「骨
髓峻」之境界，方合乎風骨之標準。

彥和於（風骨〉篇，雖未明言「建安風骨」四字，然於該篇中引用曹丕「氣」

的說法，叉舉建安七子若平人為證，則其指建安文人有「風骨」之特色，意思甚明。
清﹒紀曉嵐曾云：「氣即風骨。」可為佐證。 20
此外，彥和於（明詩〉及〈時序〉兩篇，敘述建安文學時，語多稱美，而所舉之建
安文學特色，與＜風骨篇＞所言，若合符節，隱然揭示出「建安風骨」的特質。如
（明詩〉篇所云：

文帝陳思，縱響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慷慨以任氣，磊落以

使才﹔造懷拍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越其所向也。 21

（時序〉篇叉云 ：

18 林丈月：＜蓬萊文章建安骨＞，﹛中古文學論叢〉’（台北：大安出版社，民國 78 年 6 月），頁 44 。

”周振甫：（文心雕龍譯注〉’（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 82 年 6 月 ），頁 359 。
認黃叔琳注，紀昀評：（文心雕龍注等六種〉（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51 年），頁 111 。
21 周振甫：〈文心雕龍譯注〉’（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 82 年 6 月）’，頁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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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其詩文，好慷概，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提概而多

氣也。 22

建安，是個「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時代，戰亂頻仍，生靈塗炭。動蕩的時局，
卻提供了建安詩人寫作的大背景。他們對於社會大我，抱持極深的關懷，對於民生
疾苦，寄與極大的同情，而揮灑成就一篇篇有血有淚，思想深刻，情感充沛的寫質
文學。這樣的詩篇，絕非無病呻吟，此類詩篇皆直抒胸臆，不假雕飾，淋灘甜暢，

慷慨悲壯，正充分反映現實，與現實生活密切結合，所以雖述離亂，而悲壯感人。
再者，建安詩人更有一種積極奮發、勇於參與的精神，多有安定天下，建功立名的
雄心﹔發於詩歌，則為雄壯剛健、蒼茫豪壯的風格。即或寫遊子飄泊、征人思歸、
傷時不遇等情懷，亦寄寓深長，筆力甜暢，而叉各具不同的風格特色。彥和所謂之

「雅好慷慨」、「模概多氣」、「慷概以任氣，磊落以使才」、「志深筆長」、「不求纖密

之巧」、「唯取昭晰之能」等，即表示出其時代的總體風格，亦即彥和所謂之「風骨」。
因此，歷代以來，建安詩歌的特色常於後代文風不振時，為人提出作為改革的

依據。如梁代鍾嶸，為批判「理過其詞，淡乎寡味」的玄言詩，即云「建安風力盡

矣」 23 。唐代陳子昂，為掃除齊梁遺風，恢復風雅正聲，則高倡「漢魏風骨」 24 。李

白為開創唐詩的新氣象，亦云：「蓬萊文章建安骨。」 25諸人雖皆有其時代之目的，
所指意蘊或亦不全同於「建安」風骨的特色，然而，宗師建安詩過勁朗暢、內容深
刻、有積極開創精神的風格，則可確定。

好問作（論詩絕句三十首〉，既以「詩中疏鑿手」自任，則於第二首標舉建安，為其

氣骨發端，其微意實可得知。試看其第三首高唱「鄭下風流」﹔第八首稱美子昂，可
見其用心所在。宋﹒范溫曾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值，風調高雅，格力過

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
古者也。」此言能發建安詩歌之大要，亦可作為好問正體「氣骨」一項之詮證。

五、以建安為詩歌導源
好間的（論詩絕句〉，始於漢末建安，終於北宋元祐。其終於元祐，據近人到重
卿氏去：

宋詩止論歐梅誅黃，及蘇黃門下，亦短長兼及。南渡後之楊誠齊、范石湖等

固未論 列﹔即卓爾大家之陸務觀，亦不入論。凡此者，即舉要 略餘之體例，．．．

22 周振甫：（文心雕龍譯注〉’（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 82 年 6 月），，頁 543
23 鍾嶸：（詩品﹒ 序﹜（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民國 86 年 2 月），頁 7 。
24 出自「與東方左史蚓修tJJ篇并書 」 ’ 四部叢刊 、 集部 「 陳伯玉全集 」 卷一。
岳出自「宣州謝跳樓錯別校書叔雲」’四部叢刊、集部「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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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求備，惟以其立論之主音，為去取之準繩耳。 26

王氏言好問論詩，止於元祐’乃「舉要而略餘」之例固甚明確，然而，為何始於建
安則未明言。而好問論詩，為何不溯及〈詩經〉？為何不始於西漢？而必肇始於建

安，以下一一析言之。

（一）都下風流，俊才雲蒸
建安，在歷史上雖為分崩離析、動亂頻仍的時代，但在丈學的發展史上，卻為一輝

煌之時代。造成建安艾學之重鎮在魏地，首須歸功於曹氏父子的愛才識人與領導活

動，然後諸子攀龍託鳳，遂形成一個充實而有活力的鄭下丈學沙龍。這段期間，丈
人的創作力蓬勃旺盛，健康明朗，開啟嶄新的文學風氣，對後代文學產生極為深遠
的影響。六朝兩大文論家劉皇宮及鍾嶸於此盛況均有記載，〈文心雕龍﹒時序〉篇去：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本，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
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忠以公子之豪，下筆琳3良，並體貌英逸，故

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其南，孔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宣於青土，公幹拘質
於海隅，德建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禱，於叔、

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社席之土﹔灑筆以成甜歌，和墨以藉談笑。 27

又（詩品﹒序〉云：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禎、王絮，為其

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大抵二人所言相間，亦可看出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的文壇盛況。然而，文學的繁榮，
須先有政治歸一之條件。漢末以來，群雄並起，天下分崩，動蕩不安﹔曹操以其霸

才，掃平群雄，統一北方，固「挾天子以令諸侯」，但亦頗有善政，使北方獲致安定，
倘若兵戈擾攘不息，恐亦無法造成建安文壇的盛況。故曹操於軍事、政治上之事功，

自有其難能之處，而尤可貴者，在其本身的愛才好艾，提倡文學，籠絡文士，集英
才於都下，造成文壇的活絡氣氛，開啟文學的新機，而導致了文學的繁榮。
由曹操所倡導的文學風氣，可以說是建安文學一座堅實而廣闊的舞台，提供了

話王禮卿：﹛遺山論詩詮證〉，（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民國 65 年 4 月），頁 13 。

盯周振甫：〈文心雕龍譯注〉，（台北：五南闡書出版公司，民國 82 年 6 月），頁 543 。
詛鍾嶸：〈詩品﹒序〉（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民國 86 年 2 月），頁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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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中文士，充分活躍的基礎﹔加之丕、植兄弟之雅好文士，致令天下人才蕾萃其下。
故建安文理雖以三曹為中心，而實際之領導開創者，則非曹操莫屬。魏武好讀書，

如曹丕〈典論﹒自敘〉云：「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
常言人少好學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叉好作詩，

王沈〈魏書〉曾云：「太祖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畫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
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既好讀書、好作詩，著述宏富可想而
知，誠如明﹒胡應麟所云：

自漢而下，文章之富，無出魏武者。集至三十卷，又逸集十卷，新黨十卷，
古今文集繁富當首干此。陳忠集亦五十卷，魏文二十三卷，明帝十卷。呀！
曹氏一鬥何盛也。今惟陳忠十卷傅，武、文二主集僅二、三卷，亡者不可勝

計矣。”
故曹操好讀書，好作詩，創作豐富，加以愛才，對於「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
自謂抱荊山之玉」之建安才子，「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之」（均見曹植（與楊
德祖書〉），自能造成「都下風流」的盛況。令人張鈞莉云：

在文學上，曹操則是道地的一代功臣。一方面他登高一呼，使天下詩人墨客
齊集於都下，風起雲湧，造成前所未有的文學盛況﹔另一方面他自己執筆揮
j麗，橫禦賦詩，．．．至情至性，不假雕埠，而沈雄氣魄，躍然紙上。他是天才
型的詩人，他的獨特風格，至今無人能仿。這顆慧星的出現，才是造成建安

文學鼎盛的主要原因。”
張氏指出建安文壇興盛的主因，係由曹操所倡導，沒有他的果敢與見識，建安文學
或許不可能那樣長風萬里地駛入奔騰的丈學浪潮中。因此，好問論詩，溯其源流，
首及建安，當是肯定歷史上這一首出的文人集團，所造成空前未有的創作風氣，更
重要的，這一群生活於亂世的丈人，並不是冷眼的旁觀者，卻是熱血的關懷者。他

們對於社會大我，抱持極深的關懷，對於民生疾苦，寄與極大的同情，而成就一篇

篇有血有淚的實錄文學。而這種積極正面的感覺，與鮮明爽朗的情感，正也形成建
安文學剛健有力的風格。

（二）五言騰踴，奠基立石
五言詩之起源 ，眾說紛耘，若舍盟釀期不論，以文人身份所寫較為成熟的作品，應

n 胡應麟：（詩數 ﹒ 雜篇〉（台北市 ： 廣文書局 ， 民國 62 年） 。

到張鈞莉：（對酒當歌一一六朝丈學與曹氏父子〉（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 8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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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東漢班固的（詠史〉詩。鍾嶸嘗云其「質木無文」（〈詩品﹒序〉），但叉謂其「有
感歎之詞」（〈詩品﹒下晶〉），因此，孟堅詩雖不免於質，但基本上已有詩的作用，

謂之肇端可也。其後，張衡、秦嘉、除淑、郵炎、趙壹等，相繼有作，技巧逐漸成

熟。惟其燦然大盛，成為詩壇主流，奠下後代發展之基石者，則必待建安矣。故鍾

敘述五言詩之源流，於班圍之下即去：「降及建安．．．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詩
品﹒序〉）建安時代，繁榮的文學環境及樂府詩的發達，己如前述，而五言詩也在此
段時期大放異彩，作家輩出，作品豐富，題材廣泛。對後代詩歌之發展，有重大奠

基作用。誠如〈文心雕龍﹒明詩〉篇所云：

暨建安之初，五言躊踴：文帝、陳思，縱學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

而爭驅。並憐風月、押池苑、述恩縈、敘甜宴，慷概以任氣，磊落以使才。 31

由此得知，建安時期五言詩吟詠的盛況，正與鍾嶸所謂「彬彬之盛，大備於時」不
謀而合。曹操所作皆為樂府詩，交善作四言詩，但有多首「借古題寫時事」的樂府，

將古代雜言之樂句，易以整齊之五言（如（接露行〉、〈窩里行〉），對五言古詩的創

發，自有領頭有功。而曹丕、曹植及七子的大量創作，遂造成五言詩「彬彬之盛」。
而其中自以「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詩品﹒上品〉）的曹植
成就最高。明﹒胡應麟曾去：

古詩浩繁，作者至眾。．．．陳忠而下，諸體畢備，門戶：斬間。阮籍、左思，尚

存其質﹔陸機、潘岳，首播其華：靈運之詞，淵源潘、陸：明遠之步，馳騁
太沖。 32

叉清﹒吳喬云：

五言盛於建安，陳忠王為之冠冕，潘陸以下無能與並者，子美言：「詩看子建

親」’故蘇子瞻云：詩至于美一變也。元和、長慶以後，元、白、韓、孟鬧出，
杜詩始大行，後無出其範園者矣。今之論詩者，但當祖述子建，憲章少陵，

古今之變，於斯盡矣。〈詩〉、〈騷〉以前，可無間也。 33
由此可見，曹植詩對後代五言守發展的影響 ， 而曹植正為建安五言詩之代表，故謂

建安為五言詩演變中承先啟後之關攘，實不為過。試就鍾嶸〈詩品〉 觀察晉、宋主
要之詩人，皆源於建安可知。如陸機、謝靈運皆源於曹植﹔稽康、應噱皆源於曹丕﹔

JI 周振甫：﹛文心雕龍譯注〉 ’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民國 82 年 6 月） ， 頁的。
32 胡應麟：〈詩數﹒內篇〉（台北市：廣文書局，民國 62 年）。

詞吳喬：﹛圍爐詩話〉（臺北：藝丈印書館，民國 56 年），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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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張華、張協、劉琨皆源於王策﹔左思源於劉禎等皆是。若唐代昌黎、太白、

杜公以下更無論矣。故好間論詩，首列建安，自有從五言詩發展關鍵處著眼之意。

六、稱美劉琨以自抒懷抱
前文曾經提到，劉琨之詩淒庚清拔，悲涼慷概，足與曹公相敵，故以此舉證首

句之「曹」係指曹操。也指出，劉琨為建安以後至陳亡之三百年間，詩歌最具建安

風骨者，故好問以之匹配「曹劉」’為「氣骨」之代表。惟好問之深意，尚不僅此，
清﹒宗廷輔云：

越石蒼淳與先生合，且北人，故欲踏之建安之列。”
由宗氏所言觀之，好問引越石為千古知已，且以為二人均具建安風骨之含意，己隱
然可見。近人周益忠亦云：
舉劉越石並曹劉，且致「可惜」之語，益覺其自比劉氏也。．．．蓋劉氏本中山
魏昌人，好問則以其為并州刺史而言，實因自身為太原秀容人，地亦并州，

所以言劉越石者，亦自道也。宋子虛〈續夷堅志〉云：「便生宋熙豐間，與蘇
黃諸人同時，當大有聲」實為遺山知已。 35

近人王禮卿云：
按建生詩：「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文心﹒明詩篇〉）。郝經稱「奸問挾

幽針之氣」，高視一世。「不教橫禦建安中」’蓋借越石以自況。 36
由此看來，好問與越石均為北人，兩人詩風相類，叉皆生不逢時，乃引其為千古知
音。故於論詩開端推尊建安並稱美越石，深致「可4惜」之餘，即已暗寓一己之懷抱。
夫越石於兩晉之交，詩風漸入綺靡之時，獨能保有蒼涼慷慨、健朗有力之聲氣﹔而
好問於金代衰亂，詩風尖新、浮艷之時，感概既深，獨能出以剛健豪放、沈鬱頓挫
之格調﹔兩人叉皆有家國之悲，故借越石以自況，意謂若真逢建安，將可比之曹劉，

此乃好問另一層幽微之用心。由此益可知好問以「詩中疏鑿手 J 自任，有一決清濁
之雄心。其〈溪南詩老辛愿小傳〉去：
南 j度以 來，詩學為盛。後生草一弄筆墨，岸然以風雅自名，高 自標置，轉相

M 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台北：商務印書館， 1971 年），頁 12 。

3S 周益，宮、：〈論詩絕句﹜（台北：金楓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76 年 5 月），頁 248 。
指王禮卿：〈遺山論詩詮證﹜，（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民國 65 年 4 月），頁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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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少遭指摘，終死為敵。一時主文盟者，又皆泛愛多可，坐受遇弄，不

為裁抑，且以激昂張大之語從誤之。至比為曹、劉、沈、謝者，肩摩而 E重接，

李杜而下不論也。 37

金之南渡，為宣宗貞祐二年事，好問時年二十五歲，當時金代之政局、詩壇己頗為
混亂。三年後，好問即作（論詩絕句三十首〉，可見其素志早已蘊含胸中。

好問少時，即有建功立名之大志，其（并州少年行〉有云：「君不見并州少年夜枕戈，
破屋耿耿天垂河，欲眠不眠淚湧沱。著鞭忽記劉越石，拔劍起舞雞鳴歌，東方未明

兮奈夜何！」 38文章吐句豪壯，且以劉琨自況。其後好問雖未能如越石橫槳擊賊，
建立功業，然而，好問對越石傾仰之情，溢於言表，作〈論詩絕句〉，以越石自況懷

抱，乃是一個最佳的詮釋。

七、結語
由於論詩詩是一種最精純的文體從事詩歌的批評，所以貴在能將批評對象做全

面整體的掌握，再以一語中的之形象化語言下其評論，使讀者能夠馬上掌握核心概
念。因此，評詩論人往往言簡意駭’形象具體。當然這種批評方式無法顧及細的問

題，其長正是其短，其短亦正是其長。故讀者在運用批評資料時，若能先瞭解作者
批評的宗旨，認清其批評體例，便不致徒生疑寶，或導致誤解誤用﹔也才能視一己
之需要，左右逢源，妙用無窮。好問作＜論詩絕句〉，其宗旨在於舉正體、裁偽體，

指示後學入門正途，故品評優劣，嚴於去取，正為必要且應有的作法。一般論者不
明好問論詩宗旨在舉正裁偽，乃將之與一般詩歌賞析混為一談，謂陽剛陰柔各有其

美。其實詩之賞析只求適情適性適時適景，雅健挽麗，陰陽剛柔，即如千花奇榮，
各其特色，本不必嚴加別擇。但詩之衡鑒批評，通常帶有指示後學，影響時代風氣
的嚴正使命，則貴在樹立標準，嚴加鑒別，以成系統之論。故好問＜論詩絕句〉之

可貴，正在於繩尺嚴密，體例一貫，系統完整，能樹立卓越的品評標準。

本文所探究的＜論詩絕句＞第二首，他以「坐嘯」、「虎生風」等雄傑之形象，
強調曹操、劉禎二人詩之清剛古直、沉雄蒼茫之氣，直蓋當世，來揭示其重「氣骨」
之旨意。下聯復以未能橫槳建安歎惋’稱美劉琨，更反映出好問詩論所具有的時代
特色。而論詩以建安始，除稱許其「風骨」的特色外，尚有為詩歌導源之意。建安

之前，詩歌尚為零星的民間創作，未能蔚為文學主流﹔及至建安，詩歌己臻成熟，

復以天縱雄才的曹操，收攬文士，形成都下文學集團。在主唱臣之下 ，風起雲湧，
精華競出，各騁才情，造成詩壇上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遂開啟以詩歌為主流的文
學體系，也由 此看出好問深透的詩史觀點。而好問之詩，雄渾豪壯， 與劉琨相類，

封元好問：﹛中州集﹜（上海書店， 1989 年），卷十。
38 清﹒施國祈：〈元遺山詩簧注〉（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53 年 2 月），頁 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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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叉同為并州人，皆有家國喪亂之痛﹔故好問稱美劉琨’叉致「可情」之歎，當
有自抒懷抱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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