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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是六朝之后又一个文体学集大成的时代ꎬ尤其以辨体理论批评为代表ꎬ这在明代诗话中有集

中体现ꎬ其丰富的文体史料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堪称明代文体学卓越成就的缩影ꎮ 明代诗话中的文体学思想包括

体制为先的辨体尊体论、“以文为诗”与“以诗为词”的破体变体论以及“变而不失其正”的文体通变观等几个方

面ꎬ从中可以看出其在明代诗学史、明代文体学史及其整个古代文体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和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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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代诗话中包蕴极为丰富的文体史料ꎬ
其中所体现的系统文体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文体

理论批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但学界相关研究却

只有近年来的二十余篇相关期刊论文ꎬ且主要围

绕宋明两个朝代的诗话文体学进行ꎮ 关于宋代ꎬ
着眼于整个时代诗话文体学的有笔者«宋人诗话

之辨体批评及文体文献学价值»一篇论文ꎬ〔１〕 其

他则集中在严羽«沧浪诗话»的文体批评和辨体

理论阐述上ꎮ〔２〕宏观观照明代诗话文体学的也只

有吴承学先生等一篇论文ꎬ〔３〕其他包括数篇明代

经典诗话文体个案研究ꎮ〔４〕 继宋金元诗话之后ꎬ
明代诗话创作颇为繁盛ꎬ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一百

三十多部ꎬ堪称明代诗论的渊薮ꎮ 罗根泽先生称

誉明代是六朝之后又一个文体学集大成的时代ꎬ
尤其以辨体理论批评为代表ꎬ这在明代诗话这一

文论文献中有集中体现ꎬ其丰富的文体史料和系

统的文体学理论体系可以说是明代文体学卓越

成就的缩影和映射ꎮ 通过全面阅读、辑录«全明

诗话»的文体文献ꎬ进而分类阐述ꎬ从体制为先的

辨体尊体论、“以文为诗”与“以诗为词”的破体

变体论以及“变而不失其正”的文体通变观等方

面来系统构建明代诗话的文体学思想体系ꎬ以见

明代诗话文体观念在明代诗学史、明代文体学史

及其古代文体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和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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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辨体尊体论:文章以体制为先

“辨体”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理论基础和逻

辑起点ꎬ其内蕴丰富ꎬ但“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

体论无疑为其核心范畴ꎮ 如吴承学强调“以‘辨
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

传统与首要原则”ꎮ〔５〕这种“体制为先”的辨体论

自先秦、六朝以来有一个清晰的发展历程ꎬ〔６〕 其

中宋代和明代是这一理论范畴最为繁荣的两个

时期ꎬ相关言论文献明代尤为丰富ꎬ且明代诗话

堪称明代辨体理论的渊薮ꎮ
第一ꎬ继承和引述宋代朱熹和严羽的相关理

论ꎮ 关于朱熹ꎬ如释怀悦«诗家一指»:“学者须

先识古今体制ꎬ雅俗向背ꎬ更洗尽肠胃间宿生荤

血脂膏ꎬ然后可以去秽浊而入芳润ꎬ由是而真得

矣ꎮ” 〔７〕梁桥«冰川诗式»:“学诗须先识古今体

制ꎬ雅俗向背ꎬ更洗涤尽肠胃间宿生荤血脂膏ꎬ然
后可以去秽浊而入芳润ꎬ由是而真得矣ꎮ” (第

１７３０ 页)所谓“学者须先识古今体制ꎬ雅俗向背”
出自朱熹«答巩仲至第四书»:“来喻所云‘潄六

艺之芳润ꎬ以求真淡’ꎬ此诚极至之论ꎬ然恐亦须

先识得古今体制ꎬ雅俗向背ꎬ仍更洗涤得尽肠胃

间夙生荤血脂膏ꎬ然后此语方有所措ꎮ” 〔８〕明人分

别加一个“学者”和“学诗”ꎬ让这一理论表述更

加完整和鲜明ꎮ
关于严羽ꎬ如释怀悦«诗家一指»:“看诗当

具金刚眼睛ꎬ庶不眩于旁门小法ꎮ 辨家数如辨苍

白ꎬ方可与言诗ꎮ” (第 １１９ 页)费经虞«雅伦»:
“严仪卿云:‘作诗正须尽辨诸家体制ꎬ然后不为

旁门所惑ꎮ 今人作诗ꎬ差入门者ꎬ正以体制莫辨

也ꎮ 世之技艺ꎬ犹各有家数ꎮ 市缣帛者ꎬ必分地

道ꎬ然后知优劣ꎬ况文章之事乎?’”(第 ４７７７ 页)
朱熹和严羽实则都继承了黄庭坚所谓“荆公评文

章ꎬ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的辨体论ꎮ 如«沧
浪诗话诗法»云:“辨家数如辨苍白ꎬ方可言

诗ꎮ”其后小字注云:“荆公评文章ꎬ先体制而后

文之工拙ꎮ” 〔９〕这里ꎬ严羽用“先体制而后文之工

拙”的辨体理论来注释“辨家数”这样一种辨体

实践ꎬ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明代诗话中多有

体现ꎮ
第二ꎬ许学夷«诗源辩体»的“体制为先”辨

体理论ꎮ 明代诗话中ꎬ«诗源辩体»的先其体制

辨体论最为系统并具有创新性ꎮ 其“辨体”理论

内涵有相互关联的几层ꎬ或者说我们可以从几个

角度来进行审读和观照ꎬ但无疑自宋以来兴起的

“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的辨体理论当是其首要

的和核心的意蕴ꎬ并成为他具体评价历代诗人诗

作的批评方法和准则ꎮ 其一ꎬ卷十一隋的第九则

云:“或问:‘唐末之纤巧ꎬ与梁陈以后之绮靡ꎬ孰
为优劣?’曰:‘诗文俱以体制为主ꎬ唐末语虽纤

巧ꎬ而律体则未尝亡ꎻ梁陈以后ꎬ古体既失ꎬ而律

体未成ꎬ两无所归ꎬ断乎不可为法ꎮ’” 〔１０〕其二ꎬ卷
十二初唐第十一则云:“诗ꎬ先体制而后工拙ꎮ
王、卢、骆七言古ꎬ偶俪虽工ꎬ而调犹未纯ꎬ语犹未

畅ꎬ实不得为正宗ꎬ此自然之理ꎬ不易之论ꎮ 然不

能释众人之惑者ꎬ盖徒取其工丽而不识正变之体

故也ꎮ” 〔１１〕 其三ꎬ卷十四初唐第九则云:“故诗虽

尚气格而以体制为先ꎬ此余与元美诸公论有不同

也ꎮ” 〔１２〕其四ꎬ后集纂要卷一宋元第五十二则云:
“吴复序云:‘诗先性情而后体格ꎮ ’予谓:
«国风»体制既定ꎬ故专论性情ꎬ即所谓认性、认
神也ꎮ 学汉魏而下ꎬ不先体制而先性情ꎬ所以去

古日远耳ꎮ” 〔１３〕 其五ꎬ后集纂要卷二明代第三十

五则云:“予谓:诗先体制而后气格ꎬ仲默、昌谷、
君采、用修诸人多学六朝、初唐ꎬ似过而实不及

也ꎮ” 〔１４〕其六ꎬ辨体总纲出现在卷三十四的“总
论”之始ꎬ“总论”第三则称“论汉魏五言ꎬ而先其

体制”ꎬ第四则为“予作«辨体»ꎬ自谓有功于诗道

者六”ꎮ〔１５〕其七ꎬ“总论”第五则便对“先其体制”
作了进一步的阐发ꎬ称“不读三百篇ꎬ不可以读汉

魏ꎻ不读汉魏ꎬ不可以读唐诗ꎮ 尝观论汉魏五言

者ꎬ多不先其体制ꎬ由不读三百篇也ꎮ 又观选唐

人五言古ꎬ多不辨其纯杂ꎬ由不读汉魏也”ꎮ〔１６〕 如

上所列ꎬ这一辨体论在书中凡出现七次ꎬ不但出

现的时代、位置和频次都有深意ꎬ而且颇多创新ꎮ
第三ꎬ关于«诗经»的“体制为先”诗体批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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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朱权«西江诗法»引述元人诗话«诗法源流»:
“风、雅、颂各有体ꎬ作诗者必先定是体于胸中而

后作焉ꎮ”(第 ６７ 页)释怀悦«诗法正论»:“观于

此言ꎬ可以得«风»、«雅»、«颂»各有体之意矣ꎮ
然其言犹有未尽者ꎮ 盖诗有体、有义、有声ꎬ以体

为主ꎬ以义为用ꎬ以声合体ꎮ 如今人慢词要令之

类ꎬ体制固殊ꎬ声律亦异ꎬ义之用则存乎人尔ꎮ 自

乐书不传ꎬ得其体制ꎬ失其音律ꎬ是可惜也ꎮ 若其

义ꎬ则朱子之«传»详矣ꎮ”(第 １３１ 页)
以上朱权引元人所谓“风、雅、颂各有体ꎬ作

诗者必先定是体于胸中而后作焉”云云ꎬ源于宋

代谢良佐、朱熹等而有所不同ꎬ如朱熹在继承谢

良佐诗论的基础上于«朱子语类»中反复提及

“读诗须先识六义体面”ꎮ 这一重要辨体论断在

«朱子语类» «诗经»一卷中反复出现四次ꎬ其中

两次直接引用谢良佐之论ꎬ如其一云:“若上蔡怕

晓得诗ꎬ如云‘读诗ꎬ须先要识得六义体面’ꎬ这
是他识得要领处ꎮ” 〔１７〕 其二云:“上蔡曰:‘学诗ꎬ
须先识得六义体面ꎬ而讽味以得之ꎮ’此是读诗之

要法ꎮ” 〔１８〕另外两次则化谢良佐之言为己所用ꎬ
如其一云:“问时举:‘看文字如何?’曰:‘诗传今

日方看得纲领ꎮ 要之ꎬ紧要是要识得六义头面分

明ꎬ则诗亦无难看者ꎮ’” 〔１９〕 其二云:“又曰:‘读
诗须得他六义之体ꎬ如风、雅、颂则是诗人之格ꎮ
后人说诗以为杂雅、颂者ꎬ缘释«七月»之诗者以

为备风、雅、颂三体ꎬ所以启后人之说如此ꎮ’” 〔２０〕

可以看出ꎬ«西江诗法»中着眼于“风、雅、颂各有

体”之三体ꎬ与朱熹等从“六义”体面来看有所不

同ꎬ明清以来更多认同“三体”说ꎮ
从文体源流来看ꎬ此类宋明学者的“诗”学

辨体理论都是在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的“文
体源于五经”说〔２１〕 和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
的“文章者ꎬ原出五经”论〔２２〕的基础上形成的ꎬ并
进一步形成“六经各有体”的体制为先观点ꎮ 明

代诗话中形成的“六经各有体”这一文体观念与

宋代以来常见的所谓“文章各有体”辨体论颇为

相近ꎮ 如杨慎«升庵诗话»:“诗史:宋人以杜子

美能以韵语纪时事ꎬ谓之‘诗史’ꎮ 鄙哉宋人之

见ꎬ不足以论诗也ꎮ 夫六经各有体ꎬ«易»以道阴

阳ꎬ«书»以道政事ꎬ«诗»以道性情ꎬ«春秋»以道

名分ꎮ 后世之所谓史者ꎬ左记言ꎬ右记事ꎬ古之

«尚书» «春秋»也ꎮ 若诗者ꎬ其体其旨ꎬ与«易»
«书»«春秋»判然矣ꎮ”(第 １０４２ 页)«艺薮谈宗»
对此也有载录ꎮ (第 ３０１３ 页)这种“文源五经”
和“六经有体”的文体源流论实则是一种儒家思

想主导下的“尊体”论ꎬ正如吴承学等所云:“古
人提出‘文本于经’除了为文体溯源之外ꎬ实际

上更多的时候是夹杂着宗经或者尊体的理论目

的ꎮ” 〔２３〕

与«诗经»体制为先辨体相关ꎬ徐祯卿«谈艺

录»结合风、雅、颂三体对汉魏古诗创作的影响ꎬ
提出了“诗贵先合度而后工拙”这一论断ꎬ这个

“度”就是“轨度”ꎬ所谓“诸诗固自有工丑ꎬ然而

并驱者ꎬ托之轨度也”(第 ７９０ 页)ꎬ也即体制、制
度、轨范、规范ꎬ是宋代黄庭坚论古文时所谓“先
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的诗体最佳翻版ꎮ

第四ꎬ明代诗话中其他代表性的 “先其体

制”辨体理论文献ꎮ 这类文献以王世懋、胡应麟、
冯嗣宗、钟惺、朱权、谢榛等为代表ꎬ虽然较为分

散ꎬ在某一诗话中也仅仅偶尔提及ꎬ但是我们在

此集中摘录罗列起来ꎬ则能完整地看到其理论体

系和在明代诗话、明代诗论以至明代文体论与辨

体论中出现的普遍规律ꎬ进而说明这已经成为明

代文论中的一种共识ꎬ甚或成为一股文艺思潮ꎬ
也进一步证明明代辨体论或者说文体论的集大

成之说并非虚言ꎮ
第一类或者说第一层级文献如王世懋“作古

诗先须辨体”的经典论断ꎬ往往为现当代文体学

者诸如王水照、吴承学等在阐述辨体理论时所频

频引用ꎮ 其特点与宋人的“体制为先”辨体论有

所不同ꎬ直接以“‘辨体’为先”的形式出现ꎬ也使

得这种辨体论更为显豁明朗ꎮ 如王世懋«艺圃撷

余»:“作古诗先须辨体ꎬ无论两汉难至ꎬ苦心模仿ꎬ
时隔一尘ꎮ 即为建安ꎬ不可堕落六朝一语ꎮ 为三

谢ꎬ纵极排丽ꎬ不可杂入唐音ꎮ 小诗欲作王、韦ꎬ长
篇欲作老杜ꎬ便应全用其体ꎮ” (第 ２１５２ 页)胡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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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唐音癸签»对此全盘载录ꎮ (第 ３５９７ 页)
此外较为明朗的说法就是冯嗣宗所谓“学诗

之始ꎬ先辨体式ꎬ为此体不能离此式”以及钟惺所

谓“先须明其体势ꎬ然后用思取句”等ꎬ如冯嗣宗

«说诗补遗»:“学诗之始ꎬ先辨体式ꎬ为此体不能

离此式ꎬ如人身ꎬ颅必在上ꎬ趾必在下ꎻ犹制器ꎬ至
圆不加于规ꎬ至方不加于矩ꎮ” (第 ３８３３ 页)钟惺

«词府灵蛇二集»:“先须明其体势ꎬ然后用思取

句ꎮ”(第 ４０３１ 页)前者或以“人体喻文体”ꎬ或以

宫室制器之方圆规矩为比ꎬ而这也是中国古代辨

体论的常见理论阐说方式ꎮ 此类颇多ꎬ如释怀悦

«诗家一指»:“作诗先命意ꎬ如构宫室ꎬ必法度形

制已备于胸中ꎬ始施斤铗ꎮ”(第 １１１ 页)谢榛«四
溟诗话»:“诗亦有权宜ꎬ或先句法而后体制ꎮ 譬

匠氏选材ꎬ虽有巨细长短ꎬ而各致其用ꎻ可堂则

堂ꎬ不可则亭矣ꎮ” (第 １３７４ 页)虽说“作诗先命

意”和“先句法而后体制”之论与通常的先体制

不尽相同甚或相反ꎬ但其思维方式是相通的ꎬ而
此类异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先其体制”辨
体观的补充和映衬ꎮ

第二类或者说第二层级文献主要指虽未以

“文章以体制为先”或“文章先体制而后工拙”这
类鲜明的表述句式出现ꎬ但是却在次序上和重要

程度上基本体现了这种“先其体制”内涵ꎮ 如朱

权«西江诗法»之诗家模范:“体制声响ꎬ二者居

先ꎮ 无体制ꎬ则不师古ꎻ无声响ꎬ则不审音ꎮ”(第

７１ 页)胡应麟«诗薮»:“诗大要不过二端ꎬ体格声

调ꎬ兴象风神而已ꎮ 体格声调有则可循ꎬ兴象风

神无方可执ꎮ 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ꎬ声雄调鬯ꎮ”
(第 ２５５７ 页)前者朱权将“体制”与“声响”分开ꎬ
称“体制声响ꎬ二者居先”ꎬ似乎二者无主次且都

重要ꎬ但在次序上仍旧是“体制”在前ꎬ与“体制

为先”无异ꎮ 后者胡应麟则将“体格声调”合为

一体ꎬ然后再与“兴象风神”这一诗之二端进行

比较ꎬ进而看“体格声调”之为先的辨体重要性ꎮ
这种体制为先的辨体观往往贯穿于学诗、作

诗和论诗之不同环节之中ꎬ在诗话中因为主要涉

及“诗”一种文体ꎬ故而常常以体格、格体、意格、

气格、格调、格、意等来代替ꎬ这是融体裁与风格

于一体的表达方式ꎮ 如朱权«西江诗法»:“凡作

古诗ꎬ体格句法俱要苍古ꎬ且先立大意ꎬ铺叙既

定ꎬ然后下笔ꎬ则文墨贯通ꎬ意无断续ꎬ整然可

观ꎮ”(第 ８０ 页)汪彪«全相万家诗法»:“凡学诗

者ꎬ深之诗中之格体贯通ꎬ诗中之妙理ꎬ方可吟

诗ꎮ”(第 １７７４ 页)梁桥«冰川诗式»:“乃论诗则

曰:诗以格为上ꎬ调次之ꎬ因集古诗注解体格ꎬ作
诗之法ꎬ甚精且悉ꎮ” (第 １７６１ 页)以后者为例ꎬ
格与调分而论之ꎬ格为上也即格为先ꎬ而这个格

就是体格ꎬ即所谓“因集古诗注解体格”的体格ꎮ
与“体格”相近的就是学诗作诗中的气格、意

格、立意、立志等“为先”的句式表达ꎬ如谢榛«四溟

诗话» “诗文以气格为主ꎬ繁简勿论” (第 １３０５
页)、杨良弼«作诗体要»“凡诗ꎬ先看格高而意又

到、语又工ꎬ为上” (第 １５５２ 页)、梁桥«冰川诗

式»“学诗须先明彻古人意格” (第 １６００ 页)、谢
榛«四溟诗话»“宋人谓作诗贵先立意” (第 １３１５
页)、梁桥«冰川诗式» “夫学诗莫先于立志
方可与言诗”(第 １７２４ 页)、梁桥«冰川诗式»“必
究其形体之微ꎬ而超乎神化之奥ꎬ透于此ꎬ可与言

诗矣”(第 １７３７ 页)等等ꎮ
第三类或者说第三层级文献是在诸如“诗赋

各有体制”和“文章各有体”之辨体论指导下的

文体辨析实践ꎮ 如谢榛«四溟诗话»:“诗赋各有

体制ꎬ两汉赋多使难字ꎬ堆垛联绵ꎬ意思重叠ꎬ不
害于大义也ꎮ”(第 １３９９ 页)辨析两汉诗、赋体制

的不同ꎮ 郭子章«豫章诗话»:“文章各有体ꎮ 六

一公为一代冠冕ꎬ亦以其事事合体ꎮ 如作诗即几

及李、杜ꎬ碑铭记序即不减韩退之ꎬ作五代史即与

司马子长并驾ꎬ作四六一洗昆体ꎬ作奏议庶几陆

宣公ꎬ游戏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ꎬ盖得文章

之全者ꎮ 如东坡之文ꎬ固不可及ꎬ诗如武库矛戟ꎬ
已不无利钝ꎬ且未尝作史ꎮ 曾子固之古雅ꎬ苏老

泉之雄健ꎬ固文章之杰ꎬ然皆短于诗ꎮ 山谷诗骚

妙于天下ꎬ而散文颇觉繁碎ꎮ” (第 ２３０７ 页) 这

里ꎬ引述宋人诗话观点ꎬ认为文章不同文体各有

自己的不同体制和风格ꎬ进而通过欧阳修、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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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的兼备众体和偏长某体来说明这一辨体

理论ꎮ
第四类或者说第四层级文献ꎬ主要是以“绳

墨”“轨辙”等来指称代替体制规范或诗体轨范ꎬ
就如前所举的轨度等一样ꎬ尤其“绳墨”一语更

是中国古代辨体论常用的术语ꎬ并常常与法度、
活法或者说不拘法度等结合起来ꎬ形成体、法并

谈的辩证辨体观念ꎮ 关于“绳墨”之论的ꎬ如胡

应麟«诗薮»称“凡诗诸体皆有绳墨” (第 ２５１９
页)、“且体在绳墨之中ꎬ调非畦迳之外”(第 ２５２８
页)、叶秉敬«敬君诗话»所谓“凡作诗者ꎬ绳墨必

宗前人ꎬ意辞要当独创”(第 ３９６９ 页)等ꎮ 以“轨
辙”代体制的ꎬ如胡应麟«诗薮»:“古诗轨辙殊

多ꎬ大要不过二格:以和平、浑厚、悲怆、婉丽为宗

者ꎬ即前所列诸家ꎻ有以高闲、旷逸、清远、玄妙为

宗者ꎬ六朝则陶ꎬ唐则王、孟、常、储、韦、柳ꎮ 但其

格本一偏ꎬ体靡兼备ꎬ宜短章不宜巨什ꎬ宜«选»
不宜歌行ꎬ宜五言律不宜七言律ꎮ” (第 ２５０１ 页)
所谓“轨辙殊多”ꎬ归为两类体格风格ꎬ并提出

“格本一偏ꎬ体靡兼备”这一自曹丕以来的偏长

兼善文体理论ꎮ
第五类或者说第五层级文献ꎬ或直言 “辨

体”理论ꎬ或具有体制为先的辨体意识ꎮ 前者以

钟惺、赵士喆为代表ꎬ如钟惺«词府灵蛇二集»:
“辨体:诗辨歌体此诗从‘皎皎’以下ꎬ便是

所歌ꎮ”(第 ４３０１ 页)赵士喆«石室谈诗»从不同

的角度对王世贞与钟惺、谭元春之诗话进行比

较ꎬ认为二者“各有所偏”ꎬ并给出自己“折衷”的
公允评价ꎬ肯定并总结出王世贞的辨体特点与

钟、谭«诗归»及其他诗话的不同之处ꎬ即“惟«卮
言»之辨体裁者ꎬ必不可废” (第 ５１３１ 页)ꎻ同时

也赞扬钟、谭二子独立于明代辨体盛行的蔚然风

气之外ꎬ不重视辨体而提倡“性灵”的诗学主张ꎬ
即所谓“锺、谭二子乃出豪杰之识ꎬ一扫文人之窠

臼ꎬ略体格而遵性灵ꎬ诗人之妙ꎬ有在于牝牡骊黄

之外者”云云(第 ５１３１ 页)ꎮ
关于具有体制为先的辨体意识的ꎬ如胡震亨

«唐音癸签» “然各自为体ꎬ勿得相杂” (第 ３５９７

页)、冯嗣宗«说诗补遗»“予向云凡为其体ꎬ须以

某为正宗ꎬ以何为极则ꎬ此标的之大凡也” (第

３８４１ 页)、陈凤«拘虚诗谈» “五言古必宗苏、李ꎬ
近体必宗开元以前ꎬ七言长歌必宗太白ꎬ七言律必

宗少陵ꎬ绝句必以太白为师”(第 ６７８ 页)之论ꎬ也
体现了鲜明的“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特色ꎮ
此外ꎬ方以智«通雅诗话»所谓“此诗必论世论体

之论也ꎬ此体必论格论向之论也”、“奈何要以体

格时宜论之”云云ꎬ都体现了鲜明的文体意识ꎬ以
及对辨体论的疑窦与有意打破窠臼的创新之举ꎬ
即“退之生割ꎬ义山刻艳ꎬ长吉诡激ꎬ宋元朴俚ꎬ果
是其人ꎬ成语成家ꎬ何妨别路”(第 ５０９５ 页)ꎮ

与宋元相比ꎬ明代诗话的辨体论有诸多创新

之处ꎬ以上举许学夷«诗源辩体»最为突出:一是

第四则“先体制而后性情”这个论断很大胆ꎬ与
“先体制而后工拙”又有所不同ꎬ因为“体制”和

“工拙”都属于语言艺术形式方面的ꎬ这从宋代

王安石、黄庭坚和倪思以来ꎬ差无异议ꎮ 但是主

张“先体格而后性情”却可以说是犯了自古以来

先质后文、为情而造文、道为根本文为枝叶的理

论大忌ꎮ 许学夷为了强调他的“先其体制”的辨

体理念ꎬ不惜冒古今之大不韪ꎬ在“先体制而后工

拙”的基础上ꎬ进一步提出“先体制而后性情”的
主张ꎬ可谓石破天惊ꎬ其正确与否当然是值得商

榷的ꎬ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强调“体制为先”
的辨体观在他整个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重

要作用ꎮ 二是第五则中“诗先体制而后气格”可
以说又是许学夷对辨体理论的一个创举ꎮ 如前

所述ꎬ在论初唐时他也提出了“诗虽尚气格而以

体制为先”的主张ꎬ这在“先体制而后工拙”和

“先体制而后性情”的语言工拙形式和思想情感

内容这一质文观念之外ꎬ又提到“气格”这一综

合了质文的诗歌风格美学风貌ꎬ这就把“先其体

制”的重要性抬高到文学的各个方面ꎮ 而且更为

重要的是ꎬ“先体制而后气格”显然是对曹丕以

来“文以气为主”这一命题的反驳和悖离ꎬ其理

论革新意义是不言而喻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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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破体变体论: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

明代诗话关于辨文类文体之界限ꎬ大体包括

诗文之辨、诗词之辨、古律之辨等等ꎬ实际上是辨

体与破体之争ꎬ这是中国古代文体学上一组辩证

的对立范畴ꎮ 吴承学云:“传统的文学创作与批

评十分重视‘辨体’然而宋代以后ꎬ破体为

文成为一种风气: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以文为

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等在在可见ꎮ” 〔２４〕 在明代

诗话中ꎬ这种关于“破体”的文体之辨ꎬ文献极为

丰富ꎬ观点也复杂多变ꎮ
第一ꎬ以文为诗与以诗为文的诗文之辨ꎮ 明

人对此往往继承宋元以来观点而有所发展ꎬ大体

有如下几种情况:
其一ꎬ严明反对“以文为诗”或“以诗为文”ꎬ

尤其是通过与唐诗比较来批驳宋人的“以文为

诗”ꎬ实则属于唐宋诗之辨这一著名的学术史论

题ꎮ 一是继承并引述宋元诗话相关观点来说明

自己对“以文为诗”的态度和立场ꎬ如释怀悦引

述元傅若金所谓“盖唐人以诗为诗ꎬ宋人以文为

诗”、单宇引述黄庭坚所谓“诗文各有体ꎬ韩以文

为诗ꎬ杜以诗为文ꎬ故不工耳”等ꎮ 如释怀悦«诗
法正论»:“今以唐、宋诗集ꎬ比而观之ꎬ虽平生所

未读者ꎬ亦可辨其孰为唐ꎬ孰为宋也ꎮ 盖唐人以

诗为诗ꎬ宋人以文为诗ꎮ 唐诗主于达性情ꎬ故于

«三百篇»为近ꎻ宋诗主于立议论ꎬ故于«三百篇»
为远ꎮ”(第 １３２ 页)单宇«菊坡丛话»:“黄鲁直

云:‘杜之诗法出审言ꎬ句法出庾信ꎬ但过之耳ꎮ
杜之诗法ꎬ韩之文法也ꎮ 诗文各有体ꎬ韩以文为

诗ꎬ杜以诗为文ꎬ故不工耳ꎮ’”(第 ４１１ 页)
二是通过辨析“以文为诗”或“以诗为文”的

破体源流ꎬ进而加以指责和反对ꎬ如周子文«艺薮

谈宗»:“长篇沉着顿挫ꎬ指事陈情ꎬ有根节骨格ꎮ
此杜老独擅之能ꎬ唐人皆出其下ꎮ 然诗正不以此

为贵ꎬ但可以为难而已ꎮ 宋人学之ꎬ往往以文为

诗ꎬ雅道大坏ꎬ由杜老起之也ꎮ” (第 ３１４７ 页)郝

敬«艺圃伧谈»:“盖汉有两司马ꎬ而子长专攻史ꎬ
长卿专攻辞赋ꎮ 辞赋者诗之流ꎬ与«易»、«书»、

«论»、«孟»ꎬ体微不同ꎮ 以诗为文ꎬ自司马长卿

始ꎬ堆集骈丽ꎮ”(第 ２９２４ 页)“诗极变于杜甫ꎬ而
韩愈效之ꎮ 先辈谓甫‘以诗为文’ꎬ愈‘以文为

诗’ꎮ 诗文同而体别也ꎬ诗近性情ꎬ文直写胸臆ꎻ
文所难言者ꎬ诗以味之ꎮ «五经»同文而别有风

雅ꎬ其来远矣ꎮ 夫既谓之诗ꎬ又焉可以为文? 卤

莽混同ꎬ自是后人驰骋之习ꎬ非诗之正体也ꎮ”
(第 ２９１１ 页)可见ꎬ周子文认为宋人“以文为诗”
是“由杜老起之也”ꎬ而“雅道大坏”则表明其批

判立场ꎮ 郝敬认为“以诗为文ꎬ自司马长卿始”ꎬ
而“堆集骈丽”则体现了他的不满态度ꎻ并指出

“先辈谓甫‘以诗为文’ꎬ愈‘以文为诗’”ꎬ而“夫
既谓之诗ꎬ又焉可以为文”之论则明确反对这种

破体现象ꎮ
三是ꎬ胡应麟、江盈科、郝敬等则明确提出诗

与文的迥然不同ꎬ进而主张创作时当严格遵守各

自的体制规范ꎬ反对“以文为诗”或“以诗为文”ꎬ
如所谓“诗与文判不相入”、“诗与文体迥不类”、
“诗有诗体ꎬ文有文体ꎬ两不相入”、“凡诗ꎬ欲雅

不欲文ꎬ文则为文章矣”、“诗与文异”、“诗文同

而体别也”云云ꎬ我们罗列起来加以综合观照ꎬ以
见其辨体观念ꎮ 如胡应麟«诗薮»:“诗与文判不

相入ꎬ乐府乃时近之ꎮ «安世歌»多用实字
语之近文者也ꎻ«鼓吹曲»多用虚字句之近

文者也ꎮ «相和»诸曲则纯是文词ꎬ去诗反

远矣ꎮ”(第 ２４９４ 页)“诗与文体迥不类ꎮ 文尚典

实ꎬ诗贵清空ꎮ 诗主风神ꎬ文先理道ꎮ” (第 ２５７４
页)江盈科«雪涛小书诗评»:“诗有诗体ꎬ文有文

体ꎬ两不相入ꎮ 中、晚之诗ꎬ穷工极变ꎬ自非后世

可及ꎮ 若宋人无诗ꎬ非无诗也ꎬ盖彼不以诗为诗ꎬ
而以议论为诗ꎬ故为非诗ꎮ 若乃欧阳永叔、杨大

年、陈后山、黄鲁直、梅圣俞诸人ꎬ则皆以诗为诗ꎬ
安见其非唐耶? 我朝如何、李以后ꎬ一时词人ꎬ自
谓诗能复古ꎬ然诵其篇章ꎬ往往取古人之文字句

藻丽者ꎬ衬贴铺饰ꎬ直是以文为诗ꎬ非诗也ꎮ 夫

诗ꎬ则宁质宁朴ꎬ宁摭景目前ꎬ畅协众耳众目ꎬ而
奈何以文为诗ꎬ乃反自谓复古耶? 余谓为诗者专

用诗料ꎻ为文者专用文料ꎮ 如制朝衣须用锦绮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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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制衲衣ꎬ须用布帛ꎮ 各无假借ꎬ则其诗不求唐

而自唐ꎬ盖未有真诗而不唐者ꎮ 若夫文则笔力一

定ꎬ更难改易ꎮ” (第 ２７６５ 页) “凡诗ꎬ欲雅不欲

文ꎬ文则为文章矣ꎮ 凡诗ꎬ欲畅于众耳众目ꎬ若费

解费想ꎬ便是哑谜ꎬ非诗矣ꎮ 凡诗不能不使故事ꎬ
然忌堆积ꎬ堆积便赘矣ꎮ” (第 ２７５４ 页)郝敬«艺
圃伧谈»:“诗与文异ꎻ文主义ꎬ诗主声ꎻ文体直ꎬ
诗体婉ꎻ文之辞即志ꎬ诗之志或非辞ꎻ文有正志无

反辞ꎬ诗无邪思有旁声ꎮ”(第 ２８８２ 页)
其二ꎬ肯定和赞赏“以文为诗” 或“以诗为

文”ꎬ认为是一种破体创新ꎬ可以使文与诗别开生

面ꎮ 李东阳、谢榛、縠斋主人、陆时雍、胡应麟等

都有所表述ꎬ其中又以谢榛为代表ꎬ往往称“亦各

有偏长独到之处”、“诗与文非二也”、“知其所长

在此”、“皆妙于用文者也”ꎬ赞赏之情溢于言表ꎮ
如李东阳«麓堂诗话»:“诗与文不同体ꎮ 昔人谓

杜子美以诗为文ꎬ韩退之以文为诗ꎬ固未然ꎮ 然

其所得所就ꎬ亦各有偏长独到之处ꎮ” (第 ４８１
页)谢榛«四溟诗话»:“«扪虱新话»曰:‘文中有

诗ꎬ则语句精确ꎻ诗中有文ꎬ则词调流畅ꎮ’而引谢

玄晖、唐子西之说ꎮ 胡氏误矣ꎮ 李斯«上秦皇帝

书»ꎬ文中之诗也ꎻ子美«北征篇»ꎬ诗中之文也ꎮ”
(第 １３３０ 页)谢榛«四溟诗话»:“武元康曰:‘文
有声律皆似诗ꎬ诗不粗鄙皆是文ꎮ’” (第 １３３０
页)谢榛«四溟诗话»:“杜约夫曰:‘六朝文中有

诗ꎬ宋朝诗中有文ꎮ’”(第 １３３０ 页)縠斋主人«独
鉴录»:“诗文各有体ꎬ诗律不可以为文ꎬ犹文字

不可以为诗也ꎮ 究而通之ꎬ冥而会之ꎬ诗与文非

二也ꎮ 吾尝谓文中故有诗ꎬ诗中故有文ꎬ人
自不得耳ꎮ 此殆难以口舌争也ꎮ” (第 ２２７８ 页)
陆时雍«诗镜总论»:“青莲居士ꎬ文中常有诗意ꎮ
韩昌黎伯ꎬ诗中常有文情ꎮ 知其所长在此ꎮ” (第

５１２１ 页)胡应麟«诗薮»:“«郊祀»用实字ꎬ愈实

愈典ꎻ«铙歌»用虚字ꎬ愈虚愈奇:皆妙于用文者

也ꎮ”(第 ２４９４ 页)
其三ꎬ辨析诗文体制差异ꎬ只是客观叙述ꎬ娓

娓道来ꎬ不置可否ꎬ但诗文体制之别已自见出ꎮ
基本是折衷的且并不反对“以文为诗”或“以诗

为文”ꎬ或者辩证地看待其各自的优缺点ꎬ既有肯

定赞赏ꎬ亦不废否定贬斥ꎮ 如郝敬«艺圃伧谈»:
“诗者ꎬ文之有声韵者也ꎮ 文主理ꎬ故贵明切ꎻ诗
主声ꎬ故贵温厚ꎮ 诗不厌浮靡ꎬ文浮靡ꎬ斯不足贵

矣ꎮ 诗微婉ꎬ文可直发ꎮ 诗不厌谲ꎬ文嫌吊诡ꎮ
所以异耳ꎮ 故诗有不可理求者ꎬ而理自在ꎬ非谓

诗皆不主理也ꎮ” (第 ２８８３ 页)陆时雍«诗镜总

论»:“叙事议论ꎬ绝非诗家所需ꎬ以叙事则伤体ꎬ
议论则费词也ꎮ 然总贵不烦而至ꎬ如«棠棣»不

废议论ꎬ«公刘»不无叙事ꎮ 如后人以文体行之ꎬ
则非也ꎮ 此亦议论之佳者矣ꎮ” (第 ５１２０
页)费经虞«雅伦»:“卜居:费经虞曰:此篇以散

文章体ꎮ «渔父»虽稍异ꎬ而大略一也ꎮ”(第 ４５０６
页)陈凤«拘虚诗谈»:“后世之士ꎬ诗要学杜ꎬ文
要学韩ꎬ而未有决然能并之者ꎬ彼乌知子美之所

不自满与退之所以自励者耶!”(第 ６８１ 页)姜南

«蓉塘诗话»:“司马温公«题钱公辅众乐亭»诗

云:此宋人以议论为诗也ꎮ”(第 ７５４ 页)
第二ꎬ以诗为词与以词为诗ꎮ 关于以诗为词

及其诗词之辨ꎬ是中国文体学史上包括历代诗话

中与“以文为诗”一样为学者所津津乐道的话

题ꎬ宋元及清代都是如此ꎬ唯有明代文体学包括

明代诗话中此类文献极少ꎬ这当与明代词学远远

不如宋代和清代繁荣有关ꎬ同时也说明了文学理

论批评要以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为根基这一文

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规律ꎮ 如周子文 «艺薮谈

宗»:“诗太拙则近于文ꎬ太巧则近于词ꎮ 宋之拙

者ꎬ皆文也ꎻ元之巧者ꎬ皆词也ꎮ” (第 ２９７９ 页)杨
慎«升庵诗话»:“‘寒鸦飞数点ꎬ流水绕孤村ꎮ 斜

阳欲落处ꎬ一望畸销魂ꎮ’此诗见«铁围山丛谭»ꎬ
秦少游改为小词ꎮ”(第 １０２３ 页)朱承爵«存余堂

诗话»:“诗词虽同一机杼ꎬ而词家意象亦或与诗

略有不同ꎮ 句欲敏ꎬ字欲捷ꎬ长篇须曲折三致意ꎬ
而气自流贯乃得ꎮ”(第 １２１９ 页)谢肇淛«小草斋

诗话»:“曾南丰«钱塘上元»诗云:而‘玉人

春困’之语ꎬ亦近于词也ꎮ”(第 ３６２１ 页)“三诗酷

相似ꎬ虽才情秀媚ꎬ然终近诗余ꎬ非唐人本色也ꎮ
具法眼者ꎬ当自别之ꎮ” (第 ３６２７ 页)胡应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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薮»:“‘庭草无人随意绿’ꎬ大似唐末五代人词ꎬ
非七言体也ꎮ” (第 ２５９６ 页)谢榛«四溟诗话»:
“唐人歌诗ꎬ如唱曲子ꎬ可以协丝簧、谐音节ꎮ 晚

唐格卑ꎬ声调犹在ꎮ 及宋柳耆卿、周美成辈出ꎬ能
为一代新声ꎬ诗与词为二物ꎬ是以宋诗不入弦歌

也ꎮ”(第 １３１３ 页)可以看出ꎬ几则文献都是关于

诗隐括为词或诗与词近似的边缘文献ꎬ不像宋、
元、清诗话中“以诗为词”之论频现的鲜明和突出ꎮ

第三ꎬ关于“以文为赋”和“以赋为文”的破

体理论ꎬ最为代表的就是王世贞关于“长卿以赋

为文”和“贾、傅以文为赋”的说法ꎬ如王世贞«艺
苑卮言»:“长卿«子虚»诸赋ꎬ本从«高唐»物色诸

体ꎬ而辞胜之ꎮ «长门»从«骚»来ꎬ毋论胜屈ꎬ故
高于宋也ꎮ 长卿以赋为文ꎬ故«难蜀»、«封禅»绵
丽而少骨ꎻ贾、傅以文为赋ꎬ故«吊屈»、«鹏鸟»率
直而少致ꎮ” (第 １９０１ 页)对此茅一相«欣赏诗

法»也进行了引用ꎮ (第 ２１２２ 页)
与此相似的就是费经虞对宋玉、司马相如、

扬雄、班彪、张衡等赋作进行“以文为赋”或“以
骚为赋”的具体分析ꎬ如费经虞«雅伦»:“风赋:
费经虞曰:宋玉为赋之祖ꎬ而体制各异ꎬ作间对情

语ꎬ多用散文ꎮ «风赋» 无 ‘兮’ 字ꎬ略用韵语ꎮ
«高堂赋»用‘兮’字ꎬ后用四言ꎬ又多用叠字韵

语ꎬ比«风赋»较多ꎮ «神女赋»始有转韵ꎬ或四五

六韵便转ꎬ或至十余韵ꎮ «登徒子赋»ꎬ又用杂

言ꎬ后用诗曰ꎮ 此大略也ꎮ” (第 ４５１４ 页) “上林

赋:费经虞曰:«子虚»、«上林»二赋ꎬ仍宋玉散

文ꎻ而中三言四言徘ꎬ则变宋玉矣ꎮ «羽猎»、«两
都»、«两京»、«三都»ꎬ皆本之ꎮ” (第 ４５２３ 页)
“扬雄«长杨赋»:费经虞曰:纯用散文ꎬ与宋玉赋

又不同ꎬ中多排也ꎮ” (第 ４５３２ 页) “扬雄«逐贫

赋»:费经虞曰:纯用四言ꎬ本于屈、宋ꎬ柳宗元取

为乞巧文体ꎮ”(第 ４５３３ 页) “班彪«北征赋»:费
经虞曰:«北征»显志ꎬ«幽通»、«思玄»述行ꎬ纯用

骚体ꎮ”(第 ４５３４ 页)“张衡«南都赋»:费经虞曰:
大赋不用散文ꎬ序起后曰ꎬ遂作颂ꎮ” (第 ４５４０
页)张蔚然«西园诗麈»:“骚体ꎮ 骚之为体ꎬ非诗

非赋非文ꎬ亦诗亦赋亦文ꎮ 自«骚经»至«大招»

篇章几许ꎬ而千百世为诗为赋为文者取给不竭

焉ꎮ 咄咄是何物ꎮ”(第 ２４６３ 页)
第四ꎬ关于“以诗为赋”和“以赋为诗”的诗

赋之辨ꎮ 如皇甫汸«解颐新语»:“宾王«荡子从

军赋»ꎬ赋中之诗ꎻ渊明«归去来辞»ꎬ辞中之赋ꎮ”
(第 １４１５ 页)谢肇淛«小草斋诗话»:“‘春草碧

色ꎬ春水绿波ꎮ 送君南浦ꎬ伤如之何?’四言诗之

入赋者也ꎮ ‘通池既已夷ꎬ峻隅又以颓ꎮ 直视千

里外ꎬ惟见起黄埃ꎮ’五言诗之入赋者也ꎮ ‘罗纨

绮绡盛文章ꎬ极服妙彩照万方ꎮ’七言诗之入赋者

也ꎮ 赋之材广ꎬ故可以包诗ꎮ 诗之语精ꎬ故不以

易赋ꎮ”(第 ３５０８ 页)在诗与赋文体之渗透或破

体关系上ꎬ谢肇淛认为在创作上可以“以诗为

赋”但不能“以赋为诗”ꎮ 这一辨体理论很重要ꎬ
因为历代文体学者对于“以文为诗”和“以诗为

文”、“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以古入律”和
“以律入古”这三组破体之通例的探讨都较为充

分ꎬ且普遍认为的文体价值取向就是前者优于后

者〔２５〕ꎬ而论及“以诗为赋”和“以赋为诗”的关系

则很少ꎬ故而说谢肇淛这一诗、赋辨体理论虽简

约ꎬ但在中国古代辨体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不容

忽视ꎮ
第五ꎬ以叙事为诗、以小说为诗或以史为诗

的诗史之辨ꎮ 单宇«菊坡丛话»:“赵彦材云:此
篇譬喻ꎬ乃先生用小说一段事裁以为诗ꎬ而意最

高妙ꎮ”(第 ３８６ 页)陈凤«拘虚诗谈»:“王建作

«宫词»ꎬ叙事不费辞ꎬ自成体制ꎮ”(第 ６７６ 页)杨
慎«升庵诗话»:“评李杜:余谓太白诗ꎬ仙翁剑客

之语ꎻ少陵诗ꎬ雅士骚人之词ꎮ 比之文ꎬ太白则

«史记»ꎬ少陵则«汉书»也ꎮ” (第 １０２７ 页)谢榛

«四溟诗话»:“用事多则流于议论ꎮ 子美虽为

‘诗史’ꎬ气格自高ꎮ” (第 １３０７ 页)此外ꎬ縠斋主

人所谓“以书作传ꎬ以序作记ꎬ以论作赋”等则说

明了当时各类破体形式都为批评家所关注ꎮ 如

«独鉴录»:“后世之文以书作传ꎬ以序作记ꎬ以论

作赋ꎬ甚至假饰王言ꎬ形之纪传ꎬ曾不靠实ꎬ大抵

门户未窥故也ꎮ”(第 ２１８２ 页)
第六ꎬ以古为律与以律入古的古律之辨ꎮ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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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诗歌创作中的以古为律与以律入古的破体关

系ꎬ宋金元文体学及其诗话中虽也论及古律之

辨ꎬ但对于以古为律与以律入古这一对立辨体范

畴的价值取向却没有明确结论ꎬ明代诗话中李东

阳、谢榛、王世贞、王世懋等对此有集中诠释和讨

论ꎬ可以看出已经在明初至中叶文学流派之茶陵

派和七子派中引起广泛关注和争鸣ꎬ这四者诗话

中的相关言论文献ꎬ吴承学在«从破体为文看古

人审美的价值取向»已自引证ꎬ足见其在辨体批

评史上的重要性ꎮ
吴承学«从破体为文看古人审美的价值取

向»云:“以古入律就是在律诗中用古诗句法ꎬ打
破格律对偶的规范ꎬ使之具有古意ꎬ而以律入古

就是在古诗中运用合乎格律的律句或体制ꎮ 两

者相较ꎬ古人明确提出以古入律的审美价值高于

以律入古ꎮ 这已为定论ꎮ” 〔２６〕吴承学首先引用了

李东阳和王世贞之语ꎬ即李东阳«麓堂诗话»:
“古诗与律不同体ꎬ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ꎮ 然律

犹可间出古意ꎬ古不可涉律ꎮ 古涉律调ꎬ如谢灵

运乃律间出古ꎬ要自不厌也ꎮ” (第 ４７８ 页)
王世贞«艺苑卮言»:“古乐府、«选»体、歌行ꎬ有
可入律者ꎬ有不可入律者ꎮ 句法、字法皆然ꎮ 惟

近体必不可入古耳ꎮ” (第 １８８８ 页)其后吴承学

进行评论道:“为什么古可入律而律不可入古?
王世懋认为‘以古诗为律诗ꎬ其律自高’ꎬ‘以律

诗为古诗ꎬ其格易卑’ꎬ古诗品位高ꎬ故提高律诗

的格调ꎻ律诗品位低于古诗ꎬ故降低了古诗的格

调ꎮ 其道理颇似高度酒与低度酒的互相调

配ꎮ” 〔２７〕比喻非常生动恰切ꎬ能够将古代文论中

深奥的理论问题深入浅出地加以形容诠释ꎮ
李东阳、王世贞之外ꎬ谢榛、王世懋、冯嗣宗

的三则文献可以补充这种认识ꎬ如谢榛所谓“作
古体不可兼律”、王世懋所谓“律诗句有必不可

入古者ꎬ古诗字有必不可为律者”、冯嗣宗所谓

“以陈隋之古诗为律诗ꎬ曰变古而今也”云云ꎬ古
律之辨及其价值取向极为明晰ꎮ 如谢榛«四溟诗

话»:“或曰:‘子谓作古体、近体概同一法ꎬ宁不

有误后学邪?’四溟子曰:‘古体起语比少而赋兴

多ꎬ贵乎平直ꎬ不可立意涵蓄犹恐入于律调ꎬ
则太费点检斗削而后古ꎮ 凡作近体ꎬ但命意

措词一苦心ꎬ则成章可逼盛唐矣ꎮ 作古体不可兼

律ꎬ非两倍其工ꎬ则气格不纯ꎮ 今之作者ꎬ譬诸宫

女ꎬ虽善学古妆ꎬ亦不免微有时态ꎮ’” (第 １３７０
页)王世懋«艺圃撷余»:“律诗句有必不可入古

者ꎬ古诗字有必不可为律者ꎮ 然不多熟古诗ꎬ未
有能以律诗高天下者也ꎮ 初学蕈不知苦辣ꎬ往往

谓五言古诗易就ꎬ率尔成篇ꎮ 因自诧好古ꎬ薄后

世律不为ꎮ 不知律尚不工ꎬ岂能工古? 徒为两失

而已ꎮ”(第 ２１５３ 页)冯嗣宗«说诗补遗»:“以唐

人之诗为古诗ꎬ曰断雕而朴也ꎮ 以陈隋之古

诗为律诗ꎬ曰变古而今也ꎮ 然而魄力之沉雄ꎬ风
韵之高远ꎬ露盘清水之神ꎬ编玉联珠之句ꎬ挺然独

秀ꎬ此唐诗之所以盛也ꎮ”(第 ３９０３ 页)
综合可见ꎬ明人对于“以律入古”的态度基

本是一致的ꎬ就是截然反对和明确否定ꎬ如上举

李东阳的“古不可涉律”、王世贞的“惟近体必不

可入古耳”和“律体时时入古ꎬ亦是矫枉之过”、
谢榛的“作古体不可兼律”、王世懋的“律诗句有

必不可入古者”和“以律诗为古诗ꎬ其格易卑”、
何良俊的“夫律诗之句不可用于古诗中”等ꎮ

其中ꎬ对于“以古入律”的态度则较为复杂ꎬ
总体上都秉持肯定的态度ꎬ但也并非一致承认和

赞赏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ꎮ 如李东阳一方面

说“古诗与律不同体ꎬ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ꎬ转
而称“然律犹可间出古意”ꎬ一个“犹”字和一个

“间”字说明了“以古入律”是有条件的、偶尔的ꎮ
王世贞称“古乐府、«选»体、歌行ꎬ有可入律者ꎬ
有不可入律者ꎮ 句法、字法皆然ꎮ”指出“以古入

律”这一创作方法无论在句法还是字法上都是

“有可入律者ꎬ有不可入律者”ꎬ也就是说是有选

择的、有条件的ꎮ 而且王世贞对此大体也是持保

留态度的ꎬ称“虽老杜以歌行入律ꎬ亦是变风ꎬ不
宜多作ꎬ作则伤境”ꎮ 如«艺苑卮言»:“摩诘七言

律ꎬ自«应制»、«早朝»诸篇外ꎬ往往不拘常调ꎮ
至‘酌酒与君’一篇ꎬ四联皆用仄法ꎬ此是初、盛
唐所无ꎬ尤不可学ꎮ 凡为摩诘体者ꎬ必以意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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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ꎬ神情傅合ꎬ浑融疏秀ꎬ不见穿凿之迹ꎬ顿挫抑

扬ꎬ自出宫商之表可耳ꎮ 虽老杜以歌行入律ꎬ亦
是变风ꎬ不宜多作ꎬ作则伤境ꎮ” (第 １９２２ 页)王

世懋所谓“律诗句有必不可入古者ꎬ古诗字有必

不可为律者”ꎬ则对“以律入古”和“以古入律”在
承认的基础上也同时有所保留、有所否定ꎮ

与以上观点不同的是ꎬ何良俊对 “以律入

古”和“以古入律”均持反对意见ꎬ认为“夫律诗

之句不可用于古诗中ꎬ犹古诗句不可用于律诗中

也”ꎬ这在明代诗话中可算是一个颇为独立的声

音了ꎬ如«艺薮谈宗»:“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沈、宋始为律诗ꎬ排比律法ꎬ稳顺声势ꎬ其铸词已

别是一格矣ꎮ 然观其五言古诗ꎬ大率以五言律诗

句用之ꎮ 夫律诗之句不可用于古诗中ꎬ犹古诗句

不可用于律诗中也ꎮ 故五言律虽工ꎬ而五言古诗

终输陈拾遗一筹ꎮ”(第 ３１１８ 页)

三、文体通变观:正体与变体、变而不失

其正、法度与活法

　 　 正体和变体是与辨体和破体相对应的一组

重要文体学理论范畴ꎬ二者在文体观上是诸如继

承与创新、保守与激进、遵守与打破、常与变、正
与变、通与变等二元对立的辩证关系ꎬ是与文学

史、批评史相关的文体史理论ꎮ 在正与变的发展

观上ꎬ二者的关系往往是辩证的ꎬ“变而不失其

正”是最为经典的表达形式ꎬ也就是文体“通变”
发展观ꎮ 此外ꎬ“体”与“法”密不可分ꎬ正体与变

体关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就是 “定体与不定

体”ꎬ而“定体与不定体”与“定法与不定法”极为

相似ꎬ实则是遵守法度与不拘法度的辩证关系ꎬ
也就是辨体通变观与“活法”的对应关系ꎮ 这几

层体法关系往往是难以截然分开的ꎬ但是为了清

晰起见ꎬ我们将相关文献分为正体与变体、变而

不失其正、体与法(变体与活法)三个方面进行

论述ꎮ
其一ꎬ关于正体与变体之正变盛衰的文体发

展观ꎮ 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进行观

照ꎮ 第一个是从正体、变体的正变观来看诗(包

括诗经风雅颂体及四言五言与七言)、骚、赋、歌
行、乐府、词、曲等相似诗体的源流发展演进过

程ꎬ以及四言五言与七言、某一体裁的正变发展

演变历程ꎮ
我们先看按诗、骚、赋、歌行、乐府、词、曲及

朝代更替盛衰见正变发展的ꎮ 其中按照较为系

统完整的文体史或者说诗体发展脉络进行正变

论述的ꎬ如陈凤«拘虚诗谈»:“古诗自«赓歌»ꎬ为
«雅»、«颂»、«国风»ꎬ流为«离骚»ꎬ降为汉之五

言ꎬ别为乐府ꎬ至唐为近体ꎬ为填词ꎬ宋词为盛ꎬ
金、元为曲ꎮ 世日降ꎬ气日衰ꎬ声日淫ꎬ意日卑浅

矣ꎮ 各以其世论之ꎬ«英韶»降为«武勺»ꎬ雅、颂
降为诸风ꎬ«离骚»降为韵赋ꎬ汉魏降为齐梁ꎬ初
唐降为晚唐ꎬ填词降为南北调ꎬ亦各有盛衰也ꎮ”
(第 ６７４ 页)郝敬«艺圃伧谈»:“辞赋:诗变为辞ꎬ
辞变为赋ꎮ 世运递降ꎬ渐染成习气矣ꎮ 人世间浑

是习气用事ꎬ而文章一途为甚ꎮ 文章习气ꎬ辞赋

一途为尤甚ꎮ 辞自屈、宋首唱称新声ꎬ自东方朔

以下成习气矣ꎮ 赋惟司马相如首唱ꎬ扬雄以下成

习气矣ꎮ 自是愈趋愈下ꎬ迄于今滥恶而不可胜道

也ꎮ 诗道性情变而为辞及乎再变

为赋ꎮ”(第 ２８９１ 页)郝敬«艺圃伧谈»:“«三百

篇»之变而为骚也ꎬ骚之变而为赋也ꎬ又变而为古

诗ꎬ古诗变而为近体ꎬ近体变而为小辞ꎬ当其变

也ꎬ不可谓非日新ꎮ” (第 ２８９６ 页)胡震亨«唐音

癸签»:“体凡:诗自«风»、«雅»、«颂»以降ꎬ一变

有«离骚»ꎬ再变为西汉五言诗ꎬ三变有歌行杂

体ꎬ四变为唐之律诗ꎮ 诗至唐ꎬ体大备矣ꎮ 今考

唐人集录ꎬ所标体名ꎬ凡效汉、魏以下诗ꎬ声律未

叶者ꎬ名往体ꎬ其所变诗体ꎬ则声律之叶者ꎬ不论

长句、绝句ꎬ概名为律诗、为近体ꎻ而七言古诗ꎬ于
往体外另为一目ꎬ又或名歌行ꎮ 举其大凡ꎬ不过

此三者为之区分而已ꎮ 至宋、元编录唐人总集ꎬ
始于古、律二体中备析五七等言为次ꎮ 于是流委

秩然ꎬ可得具论ꎮ”(第 ３５８６ 页)
着眼于某一文体如«房中乐»、赋体、史文、

四言、乐府、五言的历代源流继承及其发展演变

的ꎬ如朱奠培«松石轩诗评»:“谢榛«四溟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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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夫人«房中乐»十七章ꎬ格韵高严ꎬ规模简

古ꎬ骎骎乎商、周之颂ꎮ 迨苏、李五言一出ꎬ诗体

变矣ꎬ无复为汉初乐章ꎬ以继«风»«雅»ꎬ惜哉!’”
(第 １３０５ 页)谢榛«四溟诗话»:“屈、宋为词赋之

祖ꎮ 荀卿六赋ꎬ自创机轴ꎬ不可例论ꎮ 相如善学

«楚词»ꎬ而驰骋太过ꎮ 子建骨气渐弱ꎬ体制犹

存ꎻ庾信«春赋»ꎬ间多诗语ꎬ赋体始大变矣ꎮ”(第

１３２６ 页)王世贞«艺苑卮言»:“天地间无非史而

已史之正文也ꎮ 曰叙ꎬ曰记ꎬ曰碑ꎬ曰碣ꎬ曰
铭ꎬ曰述ꎬ史之变文也ꎮ”(第 １８８８ 页)胡应麟«诗
薮»:“四言盛于周ꎬ汉一变而为五言ꎻ«离骚»盛

于楚ꎬ汉一变而为乐府ꎮ 体虽不同ꎬ诗实并驾ꎬ皆
变之善者也ꎮ”(第 ２４８８ 页)胡应麟«诗薮»:“乐
府之体ꎬ古今凡三变:汉、魏古词二变也ꎻ唐人绝

句ꎬ一变也ꎻ宋、元词曲ꎬ一变也ꎮ 六朝声偶ꎬ变唐

之渐乎! 五季诗余ꎬ变宋之渐乎!” (第 ２４９３ 页)
胡应麟«诗薮»:“统论五言之变ꎬ则质漓于魏ꎬ体
俳于晋ꎬ调流于宋ꎬ格丧于齐ꎮ”(第 ２５０２ 页)

第二个是从古体与律体、古体和近体(今体)、
律诗与绝句以及古、律、绝各自的发展演变观来说

明文体的正变发展观ꎮ 如释怀悦«诗法正论»:“余
又问曰:‘古诗径叙情ꎬ实去«三百篇»为近ꎻ律诗牵

于对偶声律ꎬ去«三百篇»为远ꎮ 其亦有优劣耶?’
先生曰:此诗体之正变也ꎮ 自«选»体以上皆纯乎

正ꎮ 唐陈子昂、李太白、韦应物之诗ꎬ犹正者多而

变者少ꎻ杜子美、韩退之以来ꎬ则正变相半ꎮ 变体

虽不如正体之自然ꎬ而音律乃人声之所同ꎬ对偶

亦文势之所必然ꎮ” (第 １３７ 页) 单宇 «菊坡丛

话»:“律诗之作ꎬ用字平仄ꎬ世固有定体ꎬ众共守

之ꎮ 然不若时用变体ꎬ如兵之出奇ꎬ变化无穷ꎬ以
惊世骇ꎮ 自老杜«何将军宴»诗曰:此七言

律诗之变体也ꎮ 东坡尝用此体作诗云老杜

又有绝句变体者:凡此皆诗之变体ꎮ 又有五

言律诗至第三句便失粘落平仄ꎬ亦别是一体ꎬ唐
人用者甚多ꎬ但今人少用耳ꎬ学者不可不知ꎮ”
(第 ４１９ 页)朱希恩«诗文浪谈»:“不知轻重清浊

之声ꎬ且不可以循古之恒裁ꎬ而况能尽诗之变体

耶? 今以律之变体言之ꎬ如曰:由是观之ꎬ唐

人之所谓变体者ꎬ乃以变其平仄之声者也ꎬ而轻

重清浊之间ꎬ盖有不可得而变之矣ꎮ” (第 ７０５
页)梁桥«冰川诗式»:“古诗径叙情实ꎬ故于«三
百篇»为近ꎻ律诗牵于对偶ꎬ去«三百篇»为远ꎮ
此诗体所以为正变ꎮ” (第 １６００ 页)胡应麟«诗
薮»:“唐七言律ꎬ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ꎬ至
崔颢、李白时出古意二变也ꎮ 高、岑、王、李ꎬ风格

大备ꎬ又一变也ꎮ 杜陵雄深浩荡ꎬ超忽纵横ꎬ又一

变也ꎮ 钱、刘稍为流畅ꎬ降而中唐ꎬ又一变也ꎮ 大

历十才子ꎬ中唐体备ꎬ又一变也ꎮ 乐天才具泛澜ꎬ
梦得骨力豪劲ꎬ在中晚间自为一格ꎬ又一变也ꎮ
张籍、王建略去葩藻ꎬ求取情实ꎬ渐入晚唐ꎬ又一

变也ꎮ 李商隐、杜牧之填塞故官ꎬ皮日休、陆龟蒙

驰骛新奇ꎬ又一变也ꎮ 许浑、刘沧角猎俳偶ꎬ时作

拗体ꎬ又一变也ꎮ 至吴融、韩渥香奁脂粉ꎬ杜荀

鹤、李山甫委巷丛谈ꎬ否道斯极ꎬ唐亦以亡矣ꎮ”
(第 ２５４５ 页)

第三个是诗体的正宗之论、朝代之变及体制

为先论ꎬ如释怀悦«诗法源流»:“然则ꎬ古人之所

作ꎬ自合于正宗、正音矣ꎻ而今人之所作ꎬ亦自合

于正宗、正音ꎮ 夫然后始识文章有正宗ꎬ唐
诗有正音ꎬ而今人之识不能及乎此也ꎮ 非徒不能

及乎此也ꎬ盖知有正宗、正音者ꎬ亦鲜矣ꎮ 然

世无知者ꎬ则正宗、正音之妙ꎬ何从而学之ꎬ何从

而闻之哉? 则诗家之所谓正宗者ꎬ有三焉:
曰体也ꎬ曰意也ꎬ曰声也ꎮ” (第 １２６ 页) 郭子章

«豫章诗话»:“大抵唐人吊古之作ꎬ多以今昔盛

衰立意ꎬ而纵横变化存乎体裁ꎬ顾人自得何如

耳ꎮ”(第 ２４８８ 页)胡应麟«诗薮»:“洪、永以至

嘉、隆ꎬ国朝制作ꎬ又四变矣ꎮ 吴郡、青田ꎬ纤稹绮

缛ꎬ一变也ꎻ长沙、京口ꎬ典畅和平ꎬ一变也ꎻ北地、
信阳ꎬ雄深巨丽二变也ꎻ娄江、历下ꎬ博大高华ꎬ一
变也ꎮ”(第 ２７３９ 页)

其二ꎬ变而不失其正的文体通变观ꎮ 在处理

辨体和破体及其正体和变体关系的态度和方法

上ꎬ自宋代欧阳修、黄庭坚、朱熹等均秉持辩证通

达的观点ꎬ即首先以“体制为先”的辨体尊体为

基础ꎬ同时又不拘泥固守正体ꎬ主张有所变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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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创新ꎬ进行某种破体和变体ꎬ但这个变化革新

又有一定的限制ꎬ其核心主张就是“变而不失其

正”ꎬ这显然继承了刘勰以来的“通变”文体观和

辨体观ꎮ 这一点在明人诗话中也多有体现ꎮ
关于变而不失其正的常与变、奇正观和通变

论的ꎬ有所谓“则失其正矣”、“亦不失其正而已

矣”、“此正不善通变者”、“发言平易而循乎绳

墨ꎬ法之正也ꎻ发言隽伟而不拘乎绳墨ꎬ法之奇

也”、“白乐天正而不奇ꎻ李长吉奇而不正ꎬ奇正

参伍ꎬ李、杜是也”、“循乎大道而不失其正”、“正
者ꎬ奇之根ꎻ奇者ꎬ正之标ꎮ 二者自有重轻”、“奇
正相兼ꎬ造乎大家”、“奇正阖辟ꎬ变化不穷”、“正
变虽不齐”、“圆不加规ꎬ方不愈矩矣”、“杜诗正

而能变ꎬ变而能化ꎬ化而不失本调ꎬ不失本调而兼

得众调ꎬ故绝不可及”、“国朝明卿得杜正ꎬ不得

其变ꎻ献吉得杜变ꎬ不得其化”、“平正通达ꎬ其奇

诡变幻者”云云ꎬ如李东阳«麓堂诗话»:“长歌之

哀ꎬ过于痛哭ꎬ歌发于乐者也ꎮ 而反过于哭ꎬ是诗

之作也ꎮ 七情具焉ꎬ岂独乐之发哉? 惟哀而甚于

哭ꎬ则失其正矣ꎮ 善用其情者ꎬ无他ꎬ亦不失其正

而已矣ꎮ”(第 ４８９ 页)邵经邦«艺苑玄机»:“必欲

谓«三百篇»变而为骚ꎬ骚变而为五言ꎬ五言变而

为律ꎬ此正不善通变者ꎮ” (第 １２６２ 页)谢榛«四
溟诗话»:“李靖曰:‘正而无奇ꎬ则守将也ꎻ奇而

无正ꎬ则斗将也ꎻ奇正皆得ꎬ国之辅也ꎮ’譬诸诗:
发言平易而循乎绳墨ꎬ法之正也ꎻ发言隽伟而不

拘乎绳墨ꎬ法之奇也ꎻ平易而不执泥ꎬ隽伟而不险

怪ꎬ此奇正参伍之法也ꎮ 白乐天正而不奇ꎻ李长

吉奇而不正ꎬ奇正参伍ꎬ李、杜是也ꎮ” (第 １３３１
页)谢榛«四溟诗话»:“嘉靖间ꎬ有初学诗者ꎬ开
口便多奇气ꎮ 此虽天赋美质ꎬ其成之败之ꎬ则又

在乎人矣ꎮ 专尚奇者ꎬ乃盛唐之端ꎬ晚唐之渐也ꎮ
譬游五岳ꎬ出门有伴引之ꎬ循乎大道而不失其正!
否则歧路之间ꎬ又分歧路ꎬ愈失愈远ꎬ而流荡莫之

返矣ꎮ 正者ꎬ奇之根ꎻ奇者ꎬ正之标ꎮ 二者自有重

轻ꎮ 若歧而又奇ꎬ则堕于长吉之下ꎮ 惜乎长吉不

与陈拾遗同时ꎬ得一印正ꎬ则奇正相兼ꎬ造乎大

家ꎬ无可议者矣ꎮ” (第 １３５０ 页) 王世贞 «明诗

评»:“其诗如孙吴用兵ꎬ奇正阖辟ꎬ变化不穷ꎮ”
(第 ２００１ 页)胡应麟«诗薮»:“杜诗正而能变ꎬ变
而能化ꎬ化而不失本调ꎬ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ꎬ故
绝不可及ꎮ 国朝明卿得杜正ꎬ不得其变ꎻ献吉得

杜变ꎬ不得其化ꎮ” (第 ２５３８ 页) 郝敬 «艺圃伧

谈»:“平正通达者ꎬ时文之正体ꎮ 平正而不陈

腐ꎬ通达而不浅俗ꎬ时文之中道ꎮ 故而新正而奇ꎬ
时文之绝技ꎻ隐怪艰深ꎬ支离破碎ꎬ时文之恶道

也ꎮ 文体千变ꎬ莫不以乎正畅达为主故

而能新ꎬ妙于新矣ꎻ奇而能正ꎬ精于奇矣ꎮ 学古而

通今ꎬ自我作古矣ꎮ”(第 ２９２３ 页)这类表述的重

点在首先肯定“变”ꎬ肯定变体ꎬ但是这种变体是

有限度的ꎬ不能陷于怪奇之极端ꎬ要有正体的文

体规范加以约束和限制ꎬ即“变而不失其正”ꎮ
与此相关的就是诸如所谓“初不拘体制”、

“不拘拘题目ꎬ而亦不离乎题目ꎬ兹其所以为妙

也”、“徒知效李白之放ꎬ殊知白之豪放ꎬ由规矩

准绳ꎬ出入于范围也”、 “随机而用之ꎬ不可执

一”、“诸家体制ꎬ古人未尝有意如此ꎬ风俗才力ꎬ
有所拘限ꎬ不知其然而然耳”、“随宜而象之ꎬ不
可执一”、“体不可一律而论”、“往往无定ꎬ以故

说诗者ꎬ人自为说”、“而拘挛极矣ꎮ 岂所谓诗之

极变乎”、“未尝拘拘然先立某格ꎬ而后为某诗

也”、“则格之不必拘也”、“此律绝一定之体式

也ꎮ 至于升降开合ꎬ出没变化之妙ꎬ顾自得何如

耳”之论的辩证通变观ꎬ如都穆«南濠诗话»:“古
人诗有唱和者ꎬ盖彼唱而我和之ꎮ 初不拘体制ꎬ
兼袭其韵也ꎮ”(第 ５１５ 页)“皆清新雄健ꎬ不拘拘

题目ꎬ而亦不离乎题目ꎬ兹其所以为妙也ꎮ” (第

５２２ 页)朱谏«李诗辨疑»:“为此诗者ꎬ肆无忌惮ꎬ
徒知效李白之放ꎬ殊知白之豪放ꎬ由规矩准绳ꎬ出
入于范围也ꎬ岂徒放而已乎?” (第 ５６８ 页)梁桥

«冰川诗式»:“作诗之妙有六:一曰格随机

而用之ꎬ不可执一ꎮ 二曰体ꎮ 诸家体制ꎬ古人未

尝有意如此ꎬ风俗才力ꎬ有所拘限ꎬ不知其然而然

耳ꎮ 心悟者ꎬ随宜而象之ꎬ不可执一ꎮ” (第 １７２５
页)李贽«骚坛千金诀»:“解缙:诗在相ꎬ体不可

一律而论ꎮ 有宜含蓄者ꎬ则意常厚ꎻ有宜豪放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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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意当发露ꎻ有宜庄重者ꎬ则语当痛快ꎻ有宜轻逸

者ꎬ则语当流丽ꎮ” (第 ２０８５ 页)郭子章«豫章诗

话»:“且古人作诗ꎬ感于物而形于言ꎬ凡以流通

情性耳ꎮ 初ꎬ未尝拘拘然先立某格ꎬ而后为某诗

也ꎮ 如必欲宗其格而后成诗ꎬ则唐人果宗何格

乎? 由此言之ꎬ则格之不必拘也ꎬ明矣ꎮ” (第

２４１２ 页)“此律绝一定之体式也ꎮ 至于升降开

合ꎬ出没变化之妙ꎬ顾自得何如耳ꎬ岂人之所能与

哉?”(第 ２４１４ 页)这类表述与“变而不失其正”
的视角正相反ꎬ重点在首先要遵守各类诗体的写

作规范ꎬ但是这种尊体又不可过于拘泥保守ꎬ要
在“体制为先”的辨体尊体基础上有所变体ꎬ打
破文体规约的某种束缚ꎮ

其三ꎬ关于法度、活法、体与法、定法与不定

法ꎮ 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中ꎬ “定体和不定

体”之对立范畴ꎬ与“辨体和破体”及其“正体和

变体”一样ꎬ也在文体论中频频为人所使用ꎬ而这

与吕本中“活法论”中的“盖有定法而无定法ꎬ无
定法而有定法”的理论表述极为相似ꎬ自宋以来

很多学者如黄庭坚、谢良佐、吕本中、朱熹等常常

把“体”和“法”尤其是“定体”和“定法”放在一

起进行论述ꎬ可见“法度论”和“文体论”是不可

分的二而一的问题ꎮ 明代诗话中此类文献也颇

多ꎬ而且都与“变而不失其正”的辨体通变观密

不可分ꎮ
较为典型的“活法论”表述ꎬ如所谓“少失绳

墨ꎬ即是犯法ꎬ为诗家之罪人矣ꎮ 然又不可为法

律缠”、“眸暐然若不知有法律者ꎬ其实未尝敢逃

乎法律之外也”、“则虽千变万化ꎬ如珠之走盘ꎬ
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不为无法ꎬ但不可泥”、
“泥于法而为之ꎬ无圆活生动之意ꎮ 然必待法度

既定”、“不法法而法存”、“拘拘求合于法ꎬ而法

之意先亡矣”、“有所以法法者ꎬ而不徒以法自

苦ꎬ无复能驰骤轩翔于法之外也”、“青莲歌行虽

纵横豪放ꎬ然亦自有法度”、“诗自有法ꎬ何必抵

死学杜”、“至谓献吉得杜之变ꎬ于鳞得杜之正”、
“特不拘拘绳尺ꎬ非谓轨度当然” 云云ꎬ如周叙

«诗学梯航»:“专论唐律:律诗ꎬ必截然祖于唐

人ꎮ 盖唐以前ꎬ未有此体ꎻ景云以后ꎬ此体始出ꎬ
中唐尤盛ꎮ 谓之律者ꎬ犹法律然ꎬ有五等之刑、三
千之条为之约束ꎬ少失绳墨ꎬ即是犯法ꎬ为诗家之

罪人矣ꎮ 然又不可为法律缠ꎬ当如王者之民ꎬ眸
暐然若不知有法律者ꎬ其实未尝敢逃乎法律之外

也ꎮ”(第 １０１ 页)李东阳«麓堂诗话»:“古律诗各

有音节ꎬ然皆限于字数ꎬ求之不难ꎮ 惟乐府长短

句ꎬ初无定数ꎬ最难调叠ꎮ 若往复讽咏ꎬ久而

自有所得ꎬ得于心而发之乎声ꎬ则虽千变万化ꎬ如
珠之走盘ꎬ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ꎮ” (第 ４７９ 页)
李东阳«麓堂诗话»:“律诗起承转合ꎬ不为无法ꎬ
但不可泥ꎻ泥于法而为之ꎬ则撑柱对待ꎬ四方八

角ꎬ无圆活生动之意ꎮ 然必待法度既定ꎬ从容闲

习之余ꎬ或溢而波ꎬ或变而奇ꎬ乃有自然之妙ꎬ是
不可以强致也ꎮ 若并而废之ꎬ亦奚以律为哉?”
(第 ４８３ 页)郭子章«豫章诗话»:“玄心妙会ꎬ不
法法而法存ꎮ 斗巧炫华ꎬ拘拘求合于法ꎬ而法之

意先亡矣ꎮ 顾句栉字比之中ꎬ而内之性情心术ꎬ
外之崇物事境ꎬ咸辐辏以待品裁ꎮ 其抒志命词ꎬ
默有圆机ꎬ隐隐然若有规绳限制之ꎮ 惟因法

而法ꎬ无法之法ꎬ以游于自然之途ꎬ则诗虽技哉ꎬ
进乎道已ꎮ”(第 ２４１１ 页)谢肇淛«小草斋诗话»:
“青莲歌行虽纵横豪放ꎬ然亦自有法度ꎮ” (第

３５０５ 页)冯嗣宗«说诗补遗»:“古诗又有一韵而

三押者ꎬ特不拘拘绳尺ꎬ非谓轨度当然ꎮ 乐

府«江南可采莲»ꎬ后四句全不用韵ꎬ别为一体ꎮ”
(第 ３８４６ 页)

其他谈法度并与体制结合起来的言论文献

也颇多ꎬ如所谓“诗贵先合度而后工拙”、“循守

法度ꎬ其体自不同也”云云ꎮ 试举几例如下:徐师

曾«文体明辨»:“大明徐祯卿曰:诗贵先合度而

后工拙ꎮ 合«风»、«雅»、«颂»者谓之合度ꎮ 
古诗则优柔和乎ꎬ循守法度ꎬ其体自不同也ꎮ 学

者熟复而涵泳之ꎬ庶乎其有得矣ꎮ” (第 １４６０ 页)
«西江诗法»之诗家模范:“尝谓诗不足以尽其

意ꎬ变而为词ꎬ名曰诗余ꎮ 词不足以尽其意ꎬ变而

为曲ꎬ名曰乐府ꎮ 大概法度与诗法同ꎬ观赋体则

知作套数之法矣ꎬ观歌行则知作小令之法矣ꎮ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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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新乐府四章为作乐府模范ꎮ 要知得气概如

此ꎬ方是法度ꎮ” (第 ８４ 页)郭子章«豫章诗话»:
“诗有六义ꎬ而体实惟三ꎮ 故风、雅、颂者ꎬ诗之体ꎬ
经也ꎻ赋、比、兴者ꎬ诗之法ꎬ纬也ꎮ”(第 ２４１３ 页)

关于明代诗话的文体理论研究ꎬ目前学界除

了对«诗薮» «诗源辩体» «唐音癸签» «雅伦»等

数部诗话的文体学个案研究外ꎬ亦有从整体来看

明代诗话文体研究的ꎬ如吴承学等«明代诗话中

的文体史料与文体批评»一文ꎬ但仅仅对其中六

部诗话〔２８〕进行考察ꎬ即所谓“以六部学界较少注

意的诗话为例ꎬ从一个侧面探讨明代文体史料学

与文体学思想及其学术价值” 〔２９〕ꎬ总体来看未能

系统反映明代诗话文体批评的全貌ꎮ 本文以«全
明诗话»九十一种明代诗话为文献基础ꎬ这九十

一种明代诗话ꎬ正如周维德«全明诗话序»所云

“基本反映了明代诗话之全貌”(第 ５１６４ 页)ꎬ当
然ꎬ我们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基本反映了明代诗

话之辨体理论全貌ꎮ
目前明代诗话文献搜集最为完备的有两个

版本ꎬ一个是«明诗话全编»ꎬ为吴文治主编«中
国历代诗话全编»之明代部分ꎬ一个是周维德集

校«全明诗话»ꎮ 二者的体例不同ꎬ正如周维德

«全明诗话序»所云ꎬ“不过两书的体例不同:吴
编以人立目ꎬ除收录原已单独成书的诗话外ꎬ广
为搜辑散见于诗文集、随笔、史书和类书等著作

中的论诗之语ꎻ拙编专门汇集完整的独立成书的

明人诗话ꎬ按时代先后排列ꎬ不录摘编一类的著

作ꎮ”(第 ５１６４ 页)二者各有其学术特点和不同

价值ꎮ 我们以后者为文献基础ꎬ这样可以大体保

持明代诗话文体史料与文体观念的独立性、纯粹

性和完整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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