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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书艺文志»针对汉乐府所采歌谣提出的“感于哀乐ꎬ缘事而发”这一经典性命题ꎬ其生成吸纳了

先秦两汉丰富的诗、乐观念与话语资源ꎬ«乐记»«毛诗大序»“心动”“感物”ꎬ以“事”论风、雅等的诗学表述ꎬ刘向

论“感动”以及班固的求实征实观念ꎬ都可能对此说产生影响ꎬ或与之存在互通关系ꎮ “感于哀乐”揭示诗情的生

发与触动之因ꎬ突出人心和情感的力度ꎻ“缘事而发”解释诗情落实、据事而作的特点ꎬ倾向诗、事的实质性合一ꎬ
以发挥“观风俗ꎬ知薄厚”的功能ꎮ 这一诗学命题与汉乐府实际创作之间存在距离ꎬ文本中的“事”更具多样形

态ꎮ 唐人倡导新题乐府、新乐府而提出“即事立题”“为事而作”ꎬ“事”义内涵有所收缩ꎬ从较宽广的现实社会风

俗之事聚焦于时政之事ꎮ 乐府诗学中的“事”义命题ꎬ指向诗、事关系ꎬ是对古典诗学、古典诗歌创作的重要贡献ꎮ
〔关键词〕乐府诗学ꎻ缘事而发ꎻ即事立题ꎻ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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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于哀乐ꎬ缘事而发”是班固在«汉书艺

文志»中对汉武帝时代乐府所采歌谣的说明ꎮ〔１〕

因汉乐府的经典性ꎬ这一诗学命题也获得了经典

性ꎬ更被后人视为乐府诗的本质特征ꎮ 明清以来

的诗学著述多以“叙事”论乐府ꎬ与“缘事而发”
之说有直接关系ꎮ 明人徐祯卿«谈艺录»曰:“乐
府往往叙事ꎬ故与诗殊”ꎬ〔２〕 清人郎廷槐«师友诗

传录»述张实居语曰:“乐府之异于诗者ꎬ往往叙

事”ꎬ〔３〕冯班«钝吟杂录古今乐府论»曰:“盖汉

人歌谣ꎬ后乐工采以入乐府ꎬ其词多歌当时事ꎬ如
«上留田» «霍家奴» «罗敷行»之类是也”ꎬ〔４〕 沈

德潜«古诗源»曰:“措词叙事ꎬ乐府为长”ꎬ〔５〕 “叙
事”几成论乐府者的共识ꎮ “即事名篇”是元稹

在«乐府古题序»中对杜甫新题乐府的赞誉ꎬ白
居易«新乐府序»又提出“为物、为事”而作的宗

旨ꎮ 明清以来多以“叙时事” “传时事” “指论时

事”“风刺时事”评价杜甫、元白的新题乐府和新

乐府ꎮ 缘事、即事、叙事、时事等ꎬ说明了乐府

“诗”与“事”之间的特定关系ꎬ本文将之称为乐

府诗学中的“事”义命题ꎮ “事”义诗学命题的重

要价值ꎬ显然是由于在古典诗歌的抒情主流中ꎬ
于古典诗学“言志” “缘情”说之外ꎬ又开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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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途ꎬ促使人们全面审视诗歌和诗学遗产ꎮ
当代学人对“诗缘事”的研究ꎬ关注乐府诗

所缘之“事”的特点ꎬ其依据则是汉乐府文本ꎮ〔６〕

这里面存在的问题是ꎬ“缘事而发”固然是对汉

乐府的描述ꎬ但它首先是一个诗学命题ꎬ作为诗

学命题的“缘事”与作品实际表现出来的“缘事”
是否一回事? 能否以今所见乐府诗之“事”完全

对应诗学意义上的“缘事”? 同时ꎬ目前研究中

对“缘事而发” 的生成问题关注较少ꎮ 笔者所

见ꎬ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对此稍

有提及ꎬ认为其可能出自刘向的乐论、诗论ꎬ〔７〕但

并未展开讨论ꎮ 韩经太先生认为“缘事而发”是
汉代的政治诗学ꎬ其发生机制可能来自“图议国

事”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方式ꎮ〔８〕 上述成果给本文

以有益的启发和参考ꎬ但就这一经典性诗学命题

生成的丰富的观念和话语资源ꎬ以及“缘事”与

唐代“即事”命题的关系ꎬ后者相对于前者的内

涵变迁等ꎬ还存在研究空间ꎮ 对乐府诗学“事”
义命题的深入考察ꎬ无论是对“乐府学”、古典诗

学还是古典诗歌的认识ꎬ都颇为重要ꎮ 笔者尝试

论之ꎬ以求教于方家ꎮ

一、“感于哀乐ꎬ缘事而发”生成的观念与话语资源

“感于哀乐ꎬ缘事而发”的提出ꎬ建立在先秦

两汉儒家乐论与诗学基础上ꎬ其中亦有刘向父

子、班固的诗学贡献ꎮ〔９〕 这一诗学表述中ꎬ“感于

哀乐”与«尚书» “诗言志”说、«乐记» “诗者ꎬ人
心之动”实质近似ꎬ认为人心之感与情志抒发的

需要是诗、乐的创作动因ꎮ 比较而言ꎬ“缘事而

发”的诗学创建意义更为突出ꎮ 当代学界往往将

其单独出来作为古典诗学与“言志”“缘情”并列

的“缘事”说ꎮ
(一)两个接近的诗学命题

“缘事而发”之前ꎬ与之较为接近的诗学表

述有«韩诗序»“劳者歌事”一说ꎬ以及纬书«春秋

纬说题辞»中的“在事为诗”之说ꎮ 唐代李善

注«文选闲居赋»云:“«韩诗序»曰:‘劳者歌其

事’ꎮ” 〔１０〕 «太平御览»卷五七三“乐部”一一引

«韩诗»曰:“饥者歌食ꎬ劳者歌事”ꎮ 其义甚明ꎬ
认为“歌”与人的实际生活处境关系密切ꎬ有感

于处境不足ꎬ遂发而为歌ꎮ 饥者、劳者是处于社

会底层的民众ꎬ其歌谣直接表现真实生活与心

境ꎮ 在汉代以政治讽谕为«诗» 学主流的背景

下ꎬ此说关注到«诗»与下层民众生活的关系ꎬ尤
为可贵ꎮ 但也不宜将其意义提升过高ꎬ以为«韩
诗»具有人民倾向ꎬ这样说的理由是ꎬ即便在对最

能代表“劳者歌事”的«魏风伐檀»一诗的解说

中ꎬ实际上也未曾发现«韩诗»从“劳者”角度进

行的解释ꎮ 清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于«伐
檀»篇引«毛序» «鲁说» «齐说»ꎬ皆认为诗旨为

“刺在位尸禄”者ꎬ«韩诗»诗旨不异于此ꎮ “彼君

子兮ꎬ不素餐兮”ꎬ引«韩诗»说曰:“素者质也ꎬ人
但有质朴而无治民之材ꎬ名曰素餐ꎮ” 〔１１〕 汉四家

诗在对«伐檀»诗旨的解释上ꎬ都将主题归于刺

在位者的政治讽谕意义下ꎬ而并非真正关注“劳
者”所做之事ꎬ或对他们表示同情ꎮ “饥者歌食ꎬ
劳者歌事”虽然注意到了«诗»对下层民众真实

处境的描写ꎬ但还谈不上是对«诗»与现实生活

密切关系的认识ꎬ不能视为对«诗»创作动因的

理论形态说明ꎮ〔１２〕

«春秋纬说题辞»曰:“诗者ꎬ天文之精ꎬ星
辰之度ꎬ在事为诗ꎬ未发为谋ꎬ恬淡为心ꎬ思虑为

志ꎬ故诗之为言志也ꎮ” 〔１３〕西汉末出现的纬书ꎬ以
天人感应说为理论依据ꎬ其中«诗纬» «乐纬»以

及«说题辞»中对于诗、乐本原性的认识异于传

统儒家乐论ꎮ «诗含神雾»曰:“诗者ꎬ天地之

心”ꎬ«乐动声仪»认为“乐”为“承天心ꎬ理礼

乐ꎬ通上下四时之气ꎬ和合人之情ꎬ以慎天地者

也”ꎬ皆将诗、乐置于宇宙天地的框架中ꎬ作为天

人之际的沟通ꎮ «说题辞» “诗者ꎬ天文之精ꎬ星
辰之度”的说法同样是将诗、乐提升到体现天地

意志、居于天地核心地位的高度ꎬ这是«纬书»
诗、乐论的特殊之处ꎮ 除去对诗本源的哲学性认

识外ꎬ其实«说题辞»还是可归入传统诗学“言
志”一派的ꎮ “恬淡为心”描述心的未发状态ꎬ
“思虑为志”是心动之后打破恬淡的感发状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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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是“感于哀乐”ꎮ 恬淡之心升起哀乐之

情ꎬ进入思虑、不平衡、不平和之状态ꎬ其情、其志

乃不得不发ꎮ “在事为诗ꎬ未发为谋”是说诗因

事起ꎬ事在诗中ꎬ未发于诗中时为“谋”ꎮ «说文»
云“虑难为谋”ꎬ故“谋” “虑”相通ꎬ“未发为谋”
与“思虑为志”实则都是指人心被触动故而情志

处于酝酿中的那个阶段ꎬ也就是诗情腾涌而未发

的准备时刻ꎮ 对“在事为诗”的理解ꎬ应考虑到

«纬书»谶纬之学的性质ꎮ 汉代有所谓谣谶之

说ꎬ谣谶被视为神秘的预警和昭示ꎬ体现所谓上

天意志ꎮ «汉书五行志»中记录的“诗妖”ꎬ皆
出以童谣的面目ꎬ被视为朝政、祸福的征兆和暗

示ꎮ 这类歌谣在解说者看来ꎬ实有两层“事象”ꎬ
一是歌谣表面所写之事ꎬ二是歌谣隐射之事ꎮ 作

为纬书的«说题辞»ꎬ“在事为诗”中的“事”可能

更指向谶纬中的灾异之事、政治与宫廷中的祸

败、难言之事ꎮ 诗谶、谣谶所述之“事” 的政治

性、隐秘性ꎬ决定了“在事为诗”的“诗”实为一种

政治和社会寓言ꎮ 如果我们注意到“在事为诗”
出现于纬书的特定语境ꎬ注意到纬书对诗作为天

人感应中介的推崇ꎬ那么ꎬ对其诗学意义就不宜

放大ꎬ不能将之与更具社会性的“缘事而发”同

等看待ꎮ “在事为诗”尽管主要指向政治生活中

的隐秘难言之事ꎬ出以诗谶、谣谶ꎬ借助“天人感

应”的理论力量获得隐射时政的合法性与合理

性ꎬ其说有特定的谶纬之学意义ꎬ但毕竟这一说

法以“事”称诗ꎬ在经典化的“诗言志”之外ꎬ开出

以事说诗的方向ꎮ
(二)“感于哀乐”与刘向论心之“感动”
“感于哀乐ꎬ缘事而发”本为论汉乐府所采

歌谣特点的ꎬ“感于哀乐”意为人心升起哀乐之

情ꎬ这是歌谣创作的心理动因ꎮ 强调“心”的易

感状态ꎬ在刘向的著述中也很明显ꎮ 因为«艺文

志»与«别录»«七略»的渊源关系ꎬ故其中的诗学

表述也可能与刘向的诗学及其他论述相关ꎮ 刘

向确实对人心之“感”的问题较为重视ꎮ 首先ꎬ
刘向的«说苑»多次征引«乐记»ꎬ其中包括“凡音

之起ꎬ由人心生也”这一为人熟知的观点ꎬ说明刘

向认同这一音乐发生动因ꎮ 其次ꎬ在其著述中ꎬ
多次论及“感动”问题ꎮ «说苑贵德»曰:“夫
诗ꎬ思然后积ꎬ积然后满ꎬ满然后发ꎬ发由其道而

致其位焉ꎮ” 〔１４〕 诗之“发”是由于“思”的积与满

这样一个渐进过程使然ꎬ“诗”发于人心之“思”ꎬ
“哀乐”也在人心种种之思的范围ꎬ诗起于人心

之思与“感于哀乐”对创作心理动因的认识是一

致的ꎮ 所不同者ꎬ刘向此论强调了感情的蓄积对

诗之“发”的推动ꎬ所谓“满而后发”即意味着已

至不得不发的状态ꎬ诗的产生是由于内在之思不

断聚集而达至充实并最终引发的结果ꎬ人心之思

必然要得到发挥和抒泄ꎮ «说苑尊贤»借孔子

之口 曰: “ 夫 言 者 所 以 抒 其 胸 而 发 其 情 者

也”ꎬ〔１５〕人之胸怀、怀抱以及情感情绪会借

助“言”这一渠道表述出来ꎮ 无论“思”“情”还是

怀抱ꎬ都在人心之内ꎬ都属主体情志ꎮ
除了对人心之思、人心之情必得以抒发的表

述外ꎬ刘向还论及更具根本性的“气”之“感动”ꎮ
«说苑辨物»曰:“不肖者精化始至矣ꎬ而生气

感动ꎬ触情纵欲ꎬ故反施乱化ꎮ” 〔１６〕 批评无教养者

刚刚具备了精气化育的质性而感动了生息之气ꎬ
便触发了内心潜藏的情欲以至做出纵欲之事ꎮ
“生气”可理解为人的生命体气ꎬ其气易于“感
动”并引发人心之“情”ꎬ故“生气”较之“情”更具

本体性ꎮ “生气感动”的必然发生ꎬ源于人的生

命能量不得不释放的特质ꎬ这是属人的规定性ꎮ
“生气感动”与“触情”ꎬ既是人的自然之性ꎬ就不

能堵塞ꎬ应控制的是“欲”ꎮ «谏营昌陵疏»为刘

向上书汉成帝要求停止营造劳民伤财的昌陵的

奏章ꎬ其中述及民之怨气ꎬ曰:“死者恨于下ꎬ生者

愁于上ꎮ 怨气感动阴阳ꎬ因之以饥馑ꎬ物固流离

以十万数” 〔１７〕 死者、生者因不堪其扰、不堪

其苦生发之怨气ꎬ必使阴阳失序而有所警示ꎮ 这

固然是所谓天人感应之说ꎬ但强调了怨气的巨大

感发力量ꎮ «列女传卫姑定姜»认为ꎬ“燕燕于

飞ꎬ差迟其羽ꎬ之子于归ꎬ远送于野”是定姜“恩
爱哀思ꎬ悲心感动”之作ꎮ〔１８〕 “怨气” “悲心”ꎬ是
人之“生气”和人心中强烈浓重之力量ꎬ这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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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感动感发ꎬ或以阴阳的感应ꎬ或诉之于歌咏ꎮ
“生气感动” “怨气感动” “悲心感动”ꎬ实则都是

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开启和引动ꎮ 较之«乐记»
“乐者ꎬ心之动”、〔１９〕 “由人心生也”的表述ꎬ刘向

似更强调人心、人的“生气”不得不发的状态ꎬ以
及更具力度的怨气、悲心的感动ꎬ明显突出了人

心“感动”所具有的力量ꎮ 从“心之动”到“感于

哀乐”ꎬ正是以具有力度的哀、乐之情作为心之动

的代表性力量ꎬ这其中ꎬ刘向所论思、情、“生气”
等的“感动”ꎬ更靠近“感于哀乐”之说ꎮ

(三)“缘事而发”与«乐记»的“感物说”
“缘事而发”与«乐记»“感物说”存在一定的

互通关系ꎮ «乐记» 认为音乐为人心之动的结

果ꎬ而人心之动则是“物使之然”ꎬ即“感于物而

动”ꎮ «乐记»开篇反复言“音” “乐”其本在“人
心之感于物也”ꎬ且分论哀心、乐心、喜心、怒心、
敬心、爱心感者所形成的“声”之差异ꎬ指出“六
者非性也ꎬ感于物而后动”ꎮ〔２０〕认为哀心、乐心等

情感并非人心固有恒定之内容ꎬ实由感物而生ꎬ
遵循物→心→声的发生机制ꎬ故“物”为诗、乐发

生最基本的动因ꎮ 我们在«汉书艺文志»中也

可发现“感物”之说ꎬ«艺文志»曰: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ꎬ登高而赋ꎬ可

以为大夫ꎮ”言感物造端ꎬ材知深美ꎬ可与图

事ꎬ故可以为列大夫也ꎮ〔２１〕

唐代颜师古注曰: “因物动志ꎬ则造辞义之端

绪ꎮ” 〔２２〕“感物造端”将外境所感视为诗赋创作之

发端ꎮ 同为“感物”ꎬ«乐记» “感物而动”是指人

心感于物ꎬ所论为诗乐发生的心理机制ꎬ停留在

人心“动”的初始阶段ꎮ “感物造端”进一步论及

具体的“造辞义”ꎬ这就进展至创作阶段了ꎮ
“缘事”与“感物”的关系ꎬ可从先秦两汉文

献中“物”“事”义同的语言现象见出ꎮ «礼记
大学»“物有本末ꎬ事有终始ꎬ知所先后ꎬ则近道

矣”ꎬ〔２３〕“物”“事”并举相通ꎮ «礼记哀公问»:
“敢问何谓成ꎬ孔子对曰:不过于物ꎮ”郑玄注曰:
“物ꎬ犹事也ꎮ”孔颖达«疏»曰:“言成身之道ꎬ不
过误其事ꎮ 但万事得中ꎬ不有过误ꎮ” 〔２４〕 «周礼

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ꎬ郑
玄注曰:“物ꎬ犹事也”ꎮ〔２５〕 «诗大雅烝民»
“有物有则”ꎬ郑玄注曰:“物ꎬ事ꎮ” 〔２６〕 “物” “事”
既相通ꎬ“感物”“缘事”亦在一定程度上互通ꎮ

物、事虽义同ꎬ但“缘事”并不完全同于“感
物”ꎮ 这里引进孔颖达对«乐记»中“感物”的阐

释ꎮ 孔氏释«乐记»所言“物”为“外境”ꎬ“乐初所

起在于人心之感外境也”ꎮ 孔«疏»曰:“性本静

寂ꎬ无此六事ꎮ 六事之生ꎬ由应感外物而动ꎬ故云

非性也ꎮ 所以知非性者ꎬ今设取一人ꎬ以此六事

触之ꎬ言此人必随触而动ꎬ故知非本性也ꎮ” 〔２７〕 孔

氏将六种心的状态、六种情感状态ꎬ也称为六

“事”ꎬ实以 “情” “事” 为一体ꎮ 这里所言的

“事”ꎬ并非纯粹客观的外境ꎬ而是与人发生关联

之外境外物ꎮ 杨柳依依、雨雪霏霏ꎬ本为自然时

序特征ꎬ但在征夫眼中ꎬ它们化而为可哀之事ꎬ遂
生出哀心之情ꎬ故杨柳、雨雪等外境ꎬ就已进入人

心ꎬ成为人心映照下之外物了ꎮ 孔氏所谓 “六

事”ꎬ已附着了人的情志ꎬ而“物” “外境”则是更

具客观性的存在ꎮ 从“物”到“事”即以己心迎对

外物ꎬ将之变为有情之物、有情之事的过程ꎬ实则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审美体验ꎬ“六事”就是审

美事件ꎮ 孔颖达的“六事”之说ꎬ以“情” “事”为
一体的阐释ꎬ对于理解“缘事而发”与“感物说”
之间的差异或有助益ꎮ 如以孔氏“六事”之说观

照“缘事”之“事”ꎬ此“事”正是社会生活中人心

映照过的“人事”ꎮ
(四)“缘事而发”与«毛诗»以“事”论风、雅
“缘事而发”的提出是以«诗»为典范的ꎬ观

风俗、知得失ꎬ既是«诗»的社会政治功能ꎬ也是

«艺文志»所认为的乐府歌谣的价值所在ꎮ 从汉

代«诗»学角度继续寻绎“缘事而发”的生成资

源ꎬ首先应关注«毛诗大序»ꎮ «大序»论风、雅之

别ꎬ曰:“是以一国之事ꎬ系一人之本ꎬ谓之风ꎮ 言

天下之事ꎬ形四方之风ꎬ谓之雅ꎮ” 〔２８〕 一国之事是

各诸侯国所在的地方性歌谣ꎬ反映一地风俗与政

事ꎬ此为“风”ꎻ天下之事是周王朝统治下的四方

之事ꎬ反映王朝的政治状况ꎬ是为“雅”ꎮ 周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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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分封制ꎬ周王室为天下共主ꎬ同时诸侯国又

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利ꎬ因此就有了天下之事与一

国之事ꎮ 风诗反映各诸侯国、各区域的人情风

俗ꎬ从«秦风无衣»中ꎬ可以见出秦人尚武、重
义的慷慨之气ꎬ郑、卫之风则多见其民性民俗中

重情、浪漫的一面ꎮ 但«小雅采薇»«小雅出

车»等表现的则是“王事”ꎬ为周王室征战即天下

之事ꎮ «小雅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

正»诸篇ꎬ揭示出周王室乱亡征兆ꎬ显为天下之事ꎮ
“一国之事ꎬ系一人之本”ꎬ意为«诗»从表层

情节和叙述者来看ꎬ皆为一人之事一人之口ꎬ叙
说的是个体命运和感怀ꎮ 孔颖达«疏»曰:

“一人”者ꎬ作诗之人ꎮ 其作诗者ꎬ道己

一人之心耳ꎮ 要所言一人心ꎬ乃是一国之心ꎮ
诗人览一国之意ꎬ以为己心ꎬ故一国之事系此

一人ꎬ使言之也ꎮ〔２９〕

作诗者虽只言“一人之心”ꎬ实则也是“一国之

心”ꎮ 因这一人之事ꎬ实可反映一国之事ꎮ 比如

«卫风氓»ꎬ诗人所言固然为一人被弃之事ꎬ并
非整个卫国妇女皆被弃ꎬ但此一人之事实际上是

有代表性的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卫地女性的命

运ꎬ据此可以观察其地风俗ꎬ因此也就成为了一

国之事ꎮ 这正是艺术表现中的个别性与一般性

的关系ꎮ 艺术都是“个别”的ꎬ而优秀的艺术作

品所体现出的社会生活和人类情感的“一般性”
也就在这“个别”之中ꎮ «诗»以一人之心合于一

国之事、天下之心ꎬ以一人之事揭示一国之事、天
下之事ꎬ只有这样才可实现观风察俗、以正得失

的政治目的ꎮ 如孔颖达所言:“必是言当举世之

心ꎬ动合一国之意ꎬ然后得为风、雅ꎬ载在乐章ꎮ
不然ꎬ则国史不录其文也ꎮ” 〔３０〕 周王朝曾实行王

官采诗ꎬ各诸侯国也可能有采诗之举ꎬ采诗的目

的是为观风ꎮ 什么样的歌谣可能被采集ꎬ具有采

录价值? 孔颖达回答了这个问题ꎬ那就是能合于

一国之意、举世之心的歌谣ꎬ具有较为普遍的社

会认识价值ꎬ这样的歌谣才可能传唱开来ꎮ 有无

一人之心、一人之事不合举世之心的情况? 自然

有ꎮ 孔氏例举了这样的史事ꎬ周武王推翻暴政ꎬ

建立周朝ꎬ但伯夷、叔齐耻事周武ꎬ则不合海内之

心ꎻ董卓乱汉世而身灭ꎬ蔡邕却为之可惜ꎬ同样也

有悖天下之心ꎮ 可见一人之心未必能合于天下

之心ꎮ «风» «雅»则能以一人之心合于天下之

心ꎬ以一人之事反映天下之事ꎬ故可据之观风俗ꎮ
汉乐府如要实现观风目的ꎬ其所缘之“事”固然

也是一人之事ꎬ但同时也必得合于天下之事、一
国之心ꎬ“事”之内涵正在此ꎮ

当代学人对此亦有认识ꎬ王怀义先生认为:
“缘事而发”是指汉诗不是作者本人的

凭空创作ꎬ而是作者在某些事件的触发之下

创作而成ꎮ “事”既可是个人之事ꎬ也可是集

体家国之事ꎮ 就流传情况看ꎬ能被作歌传唱

的“事”一般是在某一特定的社会团体中影

响较大的事ꎬ并引起了民众的共鸣ꎮ 诗中情

感应有代表性和普遍性ꎬ能够引起人们的共

鸣和同情ꎬ因而有传唱的必要和可能ꎬ也才能

流传开来ꎬ产生重大的影响ꎬ进而被官方采录

到ꎮ〔３１〕

能够表现天下人共情之事的诗ꎬ才可能传扬开

来ꎬ产生社会影响ꎮ 以“事”论风、雅ꎬ以及前面

提到的«韩诗序» “劳者歌事”ꎬ汉代«诗»学确实

体现了“事”在«诗»中的意义ꎮ
(五)“缘事”与班固的求实观念

“缘事” 这一语词同时出现在班固的 «典

引自叙»中ꎬ自叙曰:“臣固常伏刻诵圣论ꎬ昭
明好恶ꎬ不遗微细ꎬ缘事断谊ꎬ动有规矩ꎬ虽仲尼

之因史见意ꎬ亦无以加ꎮ” 〔３２〕 “缘事断谊”是指汉

明帝根据司马迁作«史记»的具体行事及表现出

的观念评判其“非谊士”ꎮ 在班固看来ꎬ“缘事断

谊”就是根据事实作出论断ꎮ
“缘事” 体现出据事实而论的求实观念ꎮ

«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ꎬ以失

其真ꎬ故论本事而作传ꎬ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

也ꎮ” 〔３３〕桓谭«新论正经»评«春秋三传»云:
“«左氏传»遭战国寝废ꎮ 后百余年ꎬ鲁人谷梁赤

为«春秋»ꎬ残略ꎬ多所遗失ꎮ 又有齐人公羊高ꎬ
缘经文作传ꎬ弥离其本事矣ꎮ” 〔３４〕 这是经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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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本事”论ꎬ要求据事释经ꎮ «汉书河间献

王德传»评价刘德“修学好古ꎬ实事求是”ꎬ〔３５〕 指

出刘德为人重视从实际之事中进行正确的判断ꎮ
«汉书艺文志»对历史上的杂占现象提出批

评ꎬ所谓“惑者不稽诸躬ꎬ而忌訞之见”ꎮ〔３６〕

“不稽诸躬”ꎬ是说对一些怪现象人们不亲自查

验以揭开事实ꎮ 班固对司马迁及«太史公书»多
有批评ꎬ但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称赞其书

“其文直ꎬ其事核ꎬ不虚美ꎬ不隐恶ꎬ故谓之实

录”ꎮ〔３７〕故在经学、史学领域ꎬ都可见出班固重事

求实的观念ꎮ
班固的诗、赋批评也体现出这种求实倾向ꎮ

«离骚序»曰:“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ꎬ皆
非法度之政ꎬ经义所载ꎮ” 〔３８〕 “虚无之语”是指出

自传说和幻想的不实之辞ꎮ «汉书地理志»批
评楚辞“失巧而少信”ꎬ〔３９〕 “少信”即未能得到事

实的充分检验ꎮ «汉书叙传下»评论司马相如

赋“文艳用寡ꎬ子虚乌有”ꎬ〔４０〕 «典引» “相如封

禅ꎬ靡而不典ꎬ扬雄«美新»ꎬ典而无实”ꎮ〔４１〕 «东
都赋»中虚设的西都宾盛赞东都主人所授之五篇

诗曰: “美哉乎斯诗ꎬ义正乎扬雄ꎬ事实乎相

如”ꎬ〔４２〕提出了典正且合于实事的诗赋理想ꎮ 班

固之后ꎬ王符«潜夫论»批评赋颂“竞陈诬罔无然

之事”ꎬ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论体有六义ꎬ其
一曰“事信而不诞”ꎬ白居易«新乐府序»要求新

乐府“其事核”ꎬ都是诗赋之学中的重“事”与征

实倾向ꎮ

二、“感于哀乐ꎬ缘事而发”与汉乐府文本

“题”“事”关系

　 　 上文对“感于哀乐ꎬ缘事而发”诗学命题的

生成资源从多方面进行探查ꎬ讨论了与之接近的

诗学表述ꎬ对其与刘向诗学、«乐记»、«毛诗大

序»等汉代诗学的融通处给予了分析ꎬ也注意到

了班固其人的求实观念与“缘事”说可能存在的

关系ꎮ 对这一命题的深层意涵可获得如下认识:
“感于哀乐”较之“人心之动”ꎬ在创作心理机制

中更强调人心情感集聚和抒泄的力度ꎻ“缘事而

发”之“事”具有情、事一体的趋向ꎬ更关注人事

而非客观外境ꎮ 较之“感物”说以客观外境作为

创作动因ꎬ更符合创作实际和审美体验的规律ꎮ
“缘事而发”既然是对乐府歌谣的说明ꎬ下

面就以乐府诗对此命题进行检验ꎮ 问题集中在:
“缘事而发”之“事”是否出现于作品中? 对此ꎬ
袁行霈先生的观点较有影响ꎬ他认为:

“缘事而发”常被解释为叙事性ꎬ这并不

确切ꎮ “缘事而发”是指有感于现实生活中

的某些事情发为吟咏ꎬ是为情造文ꎮ “事”触

发诗情的契机ꎬ诗里可以把这事叙述出来ꎬ也
可以不把这事叙述出来ꎮ “缘事”和“叙事”
并不是一回事ꎮ〔４３〕

按袁先生之说ꎬ“事”是触发诗情的契机ꎬ诗
情才是直接的动因ꎬ缘事而发也就是为情造文ꎮ
这样一来ꎬ“事”其实隐在“情”之后ꎬ“事”可以不

出场ꎬ在前台的依然是“情”ꎬ这就将“缘事”归并

到“言志”的诗学方向上了ꎮ 为此ꎬ必须明了“缘
事”并非“叙事”ꎮ 叙事是要出场的ꎬ而缘事只是

契机ꎮ “缘事”既然是触发诗情的契机ꎬ它就依

然属于创作的心理动因ꎬ而“发”也就还是停留

在人心层面ꎮ 也就是说ꎬ“感于哀乐ꎬ缘事而发”
同属创作动因ꎬ二者形成平行并列关系ꎬ既因哀

乐之情发而为诗ꎬ又因触事感怀发而为诗ꎮ 本文

的看法与上述有不同ꎮ 首先ꎬ就叙述逻辑而言ꎬ
递进型较之并列型更为合理ꎮ 如果确是针对已

有歌谣的特点而论ꎬ论者就可能兼顾创作动因与

创作形式两方面ꎮ 其次ꎬ«艺文志»另一表述“感
物发端”具有“造辞义”的所指ꎬ正是对文本实际

创作的重视ꎮ “缘事而发”近于“感物发端”ꎬ这
个“发”落实在创作阶段更合适ꎮ 再次ꎬ“缘事而

发”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功效中首先提及的是

“观风俗”ꎬ加之班固本人的求实、征实观念ꎬ我
们认为ꎬ将“缘事”的内涵理解为凭藉事实最为

合适ꎮ
据此ꎬ“感于哀乐”揭示诗情的生发与触动

之因ꎬ突出人心和情感的强度ꎻ“缘事而发”解释

诗情落实、据事而作的特点ꎬ要求诗、事的实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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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ꎬ以发挥“观风俗ꎬ知薄厚”的功能ꎮ 只有凭

藉事实ꎬ歌谣歌诗的认识与讽谕功能才能更好地

实现ꎮ “缘事而发”包含了“触事而作”与“凭事

而作”两个意思ꎬ可能更倾向于“事”的出场ꎮ 明

清人既然以“叙事”论汉乐府ꎬ当然不会无视«艺
文志»“缘事而发”的经典表述ꎬ所以ꎬ他们理解

中的“缘事”可能就是“叙事”ꎮ 当然明清人所言

“叙事”不能以今天的叙事观去看待ꎬ葛晓音先

生将汉乐府的叙事称为“叙事体”ꎬ“严格地说ꎬ
汉乐府没有纯客观的叙事诗ꎬ而只有内容客观、
语调抒情的叙事体”ꎬ“这些诗歌实质上是叙事

体的抒情诗ꎬ其艺术表现本身就蕴含着转化为抒

情体的内在因素ꎬ尤其是叙事只截取某一情景或

场面集中描绘的方式ꎬ直接提供了转化的有力条

件ꎮ” 〔４４〕汉乐府的“叙事”确为场景截取ꎬ场景中

既然有人的行动有时也包括对话ꎬ这也就构成了

“事”和叙事ꎮ
汉乐府有“曲题名”或曰“题名”ꎬ题名往往

是乐府所缘之事所叙之事浓缩了的信息ꎮ 从汉

乐府曲题名与所缘本事的关系ꎬ可对“缘事而

发”在实际文本中的丰富表现获得认识ꎮ 有同一

性质的本事发而为若干曲者ꎬ所谓“一事多题”ꎮ
“一事多题”就是“一事多发”ꎬ这说明“事”的较

大影响和社会传播的广泛性ꎮ 清人冯班«钝吟杂

录古今乐府论»论“汉人歌谣多歌当时事”ꎬ所
举作品包括«上留田»«霍家奴»«罗敷行»等ꎬ“多
歌当时事”既是说触事感怀ꎬ也是指作品内容对

“事”的直接呈现ꎮ «上留田»一曲ꎬ据崔豹«古今

注»、吴競«乐府古题要解»ꎬ是因见有父母死兄

不抚养其孤弟的现象ꎬ邻人怜之而作ꎬ以地名为

曲题ꎮ 此曲今不见全貌ꎬ«乐府广题»存数句“里
中有啼儿ꎬ似类亲父子ꎮ 回车问啼儿ꎬ慷慨不可

止”ꎮ〔４５〕从所存数句推断ꎬ歌中必然有孤儿回答

身世的内容ꎬ而这个内容在汉乐府名篇«孤儿

行»中出现了ꎬ其中孤儿自述父母死后所受兄嫂

驱遣与虐待种种之事ꎮ 孤儿受盘剥、陷困境之

事ꎬ在当时的社会必不止一桩ꎬ这类事引起时人

较大关注故作歌传扬ꎮ 受虐之事固然是个体的

命运ꎬ但由于它反映了汉代社会因逐利而亲情丧

失的不良风俗和凉薄世态ꎬ故其引起的情感能合

天下之心ꎮ 因一类事而发为数题ꎬ充分说明了所

缘之事的社会影响ꎮ «霍家奴» «陌上桑»两题ꎬ
均为豪强、居高位者对女子行为不端而反遭斥责

之事ꎮ 豪强凌弱必是当时社会的真实之事ꎬ至于

聪明、贞烈女性的严加斥责ꎬ巧加斥责ꎬ则可能是

作歌作诗者书写出的理想之事ꎮ 二题也属一类

事的多发ꎬ所发之事有实有虚ꎮ
汉乐府中还存在“数事一题”的现象ꎬ即所

缘之事为多件ꎬ但都集中发于一曲一题中ꎮ «鸡
鸣»一曲ꎬ«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曰:“古词

云:‘鸡鸣高树巅ꎬ狗吠深宫中ꎮ’初言‘天下方太

平ꎬ荡子何所之ꎮ’次言‘黄金为门ꎬ白玉为堂ꎬ置
酒作倡乐为乐ꎮ’终言桃伤而李仆ꎬ喻兄弟当相为

表里ꎮ” 〔４６〕 题解中的初言、次言、终言ꎬ已说明内

容之间存在断续ꎮ “天下方太平”数句有教训荡

子勿做不端事ꎬ正因有荡子不端之事ꎬ才有教训

之意ꎬ其后明显有更为具体的“事”ꎬ但“事”只是

一个痕迹ꎬ隐于诗后ꎬ并未展开ꎮ 主体内容是描

述一门兄弟俱显贵之事ꎬ“事”则以奢华的场景

描写和围观者的艳羡目光进行呈现ꎮ 明显存在

一个叙事者ꎬ他正是那围观者中的一员ꎮ 最后数

句曰:“桃生露井上ꎬ李树生桃傍ꎮ 虫来啮桃根ꎬ
李树代桃僵ꎮ 树木身相代ꎬ兄弟还相忘”ꎬ以桃李

相依现象反衬兄弟相忘ꎮ 不难推测ꎬ这是另一个

关于家族中兄弟富贵后相忘的事ꎬ这样的事情也

引起他人的慨叹ꎮ 一门显贵事和富贵相忘事是

两件不同的事ꎬ既然一门俱显ꎬ就不存在相忘的

情况ꎬ故为二事ꎮ 作歌者目睹一门显贵之事ꎬ又
联想起听闻的兄弟富贵后相忘之事ꎬ这一正一反

之事ꎬ令其歆羡之时又生慨叹之感ꎮ 至于“荡子

何所之”其后所隐之事则无法纳入到一个合理的

叙述框架中ꎮ 多“事”汇聚于一曲中ꎬ造成乐府

歌诗的乱章现象ꎬ这一现象多是乐工入乐时拼凑

导致的ꎮ 也可能诗中所言三事ꎬ各有歌谣传唱ꎬ
乐工入乐时将其拼合在一起ꎬ由于主体部分的富

贵之事和其后的兄弟相忘事有一定关联ꎬ一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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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从负面关涉的均为家庭和睦、亲情伦理之

事ꎬ故此二事即便出自乐工拼凑ꎬ也非随意为之ꎮ
总之ꎬ«鸡鸣»一曲述及数事ꎬ实为缘数事而发ꎮ
还要指出ꎬ«鸡鸣»的主体情节又出现在«相逢狭

路间行»一曲中ꎬ形成一事数题ꎮ 汉代社会中的

显贵之事引起时人的艳羡和关注ꎬ故以不同曲题

传扬之ꎬ反映出当时崇尚富贵的社会风气ꎮ
“缘事而发”之“事”还有可能“变形”ꎮ “变

形”最明显的是寓言诗ꎬ如 «乌生» «枯鱼过河

泣»ꎮ 无疑ꎬ两首寓言诗都寄寓着深刻苦痛的人

生感触和人生经验ꎮ 歌诗虽因人世间苦痛事而

发ꎬ但这些事全部隐在了自然界鱼鸟之事后ꎮ 实

事未出场ꎬ代之以角色不同、内核相同的自然之

事ꎬ从人生事象到自然事象ꎬ形成了台前幕后平

行的两种事象ꎮ 而就歌诗感发的力量ꎬ鱼鸟之事

更令人惊心ꎬ形成一种奇崛的悲剧感染力ꎮ 此

外ꎬ事之“变形”在汉乐府歌诗中还体现为一定

的戏剧化场景ꎮ 这些场景中的事ꎬ固然也有一定

的真实性ꎬ但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多戏剧

化的不平常情景ꎬ如«陌上桑»«妇病行»«上山采

蘼芜»等ꎮ 在这些作品中ꎬ“缘事而发”之“本事”
和最终呈现在作品中的事并不完全一致ꎮ

从汉乐府歌诗文本中ꎬ我们看到 “缘事而

发”在实际作品中的复杂性ꎬ也发现了作品与诗

学意义上的“缘事而发”的距离ꎮ 汉乐府之“事”
并非全部能够求实ꎬ而更可能在实事的基础上作

出艺术处理ꎬ比如强化事件情节ꎬ增加观、听的感

染力ꎮ 汉乐府“事”的种种强化和变形ꎬ最主要

的原因在于乐府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态它所意

欲获得的艺术效果使然ꎬ这就使其对“事”之本

身进行了种种艺术上的改动ꎮ 而班固以经典化

了的«诗»为标准提出的“缘事而发”ꎬ主要目的

是为“观风俗ꎬ知得失”ꎬ以作治理参考ꎬ对于乐

府付诸表演所追求的艺术效果ꎬ可能并不在“缘
事而发”这一命题的关切范围内ꎮ

三、唐代新乐府“即事”义的变动

汉乐府之后ꎬ始于魏晋时代的文人拟乐府出

现了新的现象ꎬ即摹写题面之意ꎬ这种现象至南

朝文人乐府诗登峰造极ꎮ 当运用汉魏乐府旧题

创作时ꎬ在南朝文人那里ꎬ题名成为唯一的依据ꎬ
“缘事而发”之“事”甚至被彻底抛弃了ꎮ 这就不

是为事而作、为情造文ꎬ而是为文而造文了ꎮ 至

此ꎬ“事”“情”的创作动因在部分文人拟乐府那

里完全被放弃了ꎬ由此引起了唐代乐府研究者和

创作者的不满ꎮ 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就是有

感于拟作者因对古题、本事不了解或无视ꎬ而仅

就题面之意生发的现象而作的ꎮ 但明了古题、本
事之后ꎬ乐府古题的拟作就应该做到“回归本

事”ꎬ如此一来ꎬ就可能出现陈陈相因的模拟现

象ꎮ 由此ꎬ唐人的乐府创作开出了两条新路:一
是如大诗人李白那样由于其通“古乐府之学”ꎬ
故能在古题、本事中翻转腾挪ꎬ牵连、融入现实感

怀ꎻ二则是放弃古题ꎬ摆脱古题的束缚ꎬ自立新

题ꎬ写新事、时事ꎬ这就是由杜甫开启ꎬ而成于元、
白的新乐府创作实践ꎮ 元稹«乐府古题序»论杜

甫«悲陈陶»«哀江头»等歌行之作“率皆即事名

篇ꎬ无复依傍”ꎬ即据事立题ꎬ出以当下之事和诗

人之心ꎬ不受古题限制ꎮ 杜甫的做法在元稹看来

是上承了一个优秀的诗歌传统ꎬ“自«风»«雅»至
于乐流ꎬ莫非讽兴当时之事ꎬ以贻后代之人ꎮ” 〔４７〕

讽兴当时之事ꎬ是出于诗歌深度参与现实、讽谕

时政的目的ꎮ 元稹所例举的杜诗ꎬ“事”皆为当

时军事、政治之大事要事ꎮ «悲陈陶» «兵车行»
自不必说ꎬ即便«丽人行»也通过美丽的游春场

景隐射了杨氏一门受宠和跋扈之态ꎬ在杜甫看

来ꎬ这是关乎唐王朝命运的要事ꎬ讽兴的意味很

清楚ꎮ
白居易«新乐府序»对新乐府所述之“事”提

出标准ꎬ“其事核而实ꎬ使采之者传信也”ꎮ 白氏

作新乐府是预备朝廷采集的ꎬ这组诗如同奏章ꎬ
触及了王朝政治、社会、民风方方面面的问题ꎮ
既然准备被朝廷采用ꎬ所写之事须真实、核实ꎬ否
则或要陷欺君之罪ꎮ 事“核”的标准ꎬ是以诗代

谏章的政治实用目的必然要求ꎮ 从元、白关于新

乐府的阐述来看ꎬ二人看待“事”的出发角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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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全同ꎮ 元稹从诗歌传统出发ꎬ白居易则从功

用目的考虑ꎬ但其都肯定“事”的真实性和重要性ꎬ
突出“事”关乎国家社稷、政教治理的讽谕目的ꎮ

明清以来诗论家一致以“时事”指论杜诗、
元白之新题乐府ꎬ形成共识ꎮ 王世贞认为李白拟

古乐府不及杜甫“以时事创新题”ꎻ〔４８〕 胡应麟指

出元稹和李绅«新乐府»诸题中的«华原磬» «西
凉伎»等篇皆为讽刺时事之作ꎻ〔４９〕许学夷论杜甫

“自立新题ꎬ自创己格ꎬ自叙时事”ꎻ〔５０〕 王夫之评

杜甫«出塞»“三别”“以今事为乐府ꎬ以乐府传时

事”ꎻ〔５１〕李畯«诗筏汇说说诗体»认为“新乐

府ꎬ皆自制题ꎬ大都言时事而中含美刺”ꎮ〔５２〕 “时
事”一语更切中事件的当下性、影响性与较为突

出的政治色彩ꎬ今日所谓“时事政治”一语ꎬ正可

说明“时事”在人们心目中之性质ꎮ
“即事立题” 不仅是对杜甫新题乐府的表

彰ꎬ其意义还在于倡导恢复«诗»、乐府“讽兴当

时之事”的传统ꎬ为唐代乐府指出方向ꎮ 这一方

向就是反映时政要事ꎬ发挥诗之讽谕功能ꎮ “即
事立题”的提出ꎬ固然存在乐府自身演进规律、现
实环境激发、元白的从政活动政治理想等多方面

原因背景ꎬ若从诗学资源的角度考虑ꎬ除了“缘事

而发”ꎬ尤其要注意初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多

次提出的«诗»“缘政而作”的观点ꎮ “缘政而作”
将王政得失视为诗人情感生发的重要源头ꎬ善政

则生颂赞之心ꎬ恶政则有怨刺之心ꎬ遂将王政善

恶与«诗»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ꎮ “缘事而发”与
“缘政而作”ꎬ所论皆为诗的创作动因ꎬ但从“事”
到“政”ꎬ有收缩之态ꎬ诗的指向性更明确ꎮ

从汉乐府的“缘事”到唐代新题乐府、新乐

府的“即事”ꎬ“事”的范围发生一定程度的收缩ꎬ
从广泛的社会生活与风俗之事聚焦为政治时事ꎮ
究其原因ꎬ还在于班固、元白赋予歌谣歌诗不同

功能使然ꎮ “缘事而发”可“观风俗ꎬ知得失”ꎬ故
诗中之事为宽广的百姓生活风俗之事ꎮ “缘事而

发”的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经过乐府的采集、乐人

的加工后ꎬ固然可能改变了民间歌谣之原初面

目ꎬ但从«孤儿行»«妇病行»等经典篇目来看ꎬ若

非亲身经历或目睹ꎬ不能想象如此真切的细节之

事ꎮ 民间歌谣更关注实际的生活层面ꎬ故“缘事

而发”具备真实真切的生活基础ꎬ歌谣本身可提

供更丰富的生活与风俗场景ꎮ 唐代新题乐府的

创作主体则是从政参政的士大夫文人ꎮ 杜甫一

生实际参政时间很短ꎬ但其参政意识一直很强

烈ꎬ所谓“葵藿倾太阳ꎬ物性固莫夺”ꎬ而白居易

创作新乐府时ꎬ对个人的身份意识念念不忘ꎮ 他

们的即事之作ꎬ更关注军国、社稷、政教之事ꎬ是
其所属阶层决定的ꎮ 白氏«新乐府»五十首不尽

是时事之作ꎬ也有历史题材ꎬ如«李夫人»ꎬ诗序

言“鉴嬖惑也”ꎬ即便咏史ꎬ也必卒章显志ꎬ将史

事的意义引向当代政治和治理ꎬ故其诗中之事无

论时事还是史事ꎬ政治意味均较为浓厚ꎮ
“即事立题”本是对杜甫时事歌行的说明ꎬ

既然“即事立题”ꎬ“事”在诗中出场的可能性较

大ꎬ否则读者就不知缘何立题ꎬ由此也就在文本

中加强了诗与事的显性关系ꎮ 白氏«新乐府»不
全为“即事立题”之作ꎬ有些属“为物”而作ꎬ比如

«秦吉了»ꎮ 诗表面描述一种能言之鸟ꎬ诗序曰

“哀冤民也”ꎬ诗末言“岂不见鸡燕之冤苦ꎬ吾闻

凤凰百鸟主ꎬ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ꎬ安用噪

噪闲言语”ꎬ以此将诗所谕之事几近明白地揭示

出来ꎬ其讽谕指向那些不为民伸张、不将民之冤

痛达于天听的官僚自保行为ꎮ “物”承托了真正

要言说的“事”ꎬ“事”虽未正式出场ꎬ但其面貌是

清晰的ꎮ 对比前面讨论过的汉乐府寓言诗ꎬ如
«乌生»一篇ꎬ生活中真正的无常之事隐没到了

一个表层化的禽鸟之事背后ꎮ 汉乐府本有不少

教训与训诫诗ꎬ比如«长歌行»ꎬ基本是说理ꎬ没
有事的痕迹ꎮ 但«乌生»因有一个事的架构ꎬ情
感和感慨也就有了附着和依托ꎬ由此在更大程度

上实现了情之动人ꎮ 而且这种生命感慨始终含

蕴禽鸟之事中ꎬ并未如白诗那样ꎬ最终出以论事

说理口吻使所谕之事现身ꎮ 如袁行霈先生所言ꎬ
汉诗是“为情造文”ꎮ “缘事而发”之前首先是

“感于哀乐”ꎬ故汉诗虽朴质却情韵悠长ꎮ 白氏

«新乐府»实则“为理造文”ꎬ要将国家诸事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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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ꎬ故无论所谕之“事”在诗中正式出现与否ꎬ
其实“事”与理都是显豁的ꎮ “事”服务于“理”ꎬ
“事” 本身的丰富与多义得到强制性规制ꎬ因

“事”的含蕴空间的缩小ꎬ其动人的艺术力量也

被削弱ꎮ 这就是白氏«秦中吟»«新乐府»在当时

的流传和影响不及«琵琶行» «长恨歌»的原因

吧ꎮ 由此可见ꎬ“缘事而发”而非“缘理而作”ꎬ让
“事”居于诗之主体地位ꎬ这是诗歌情感力量的

源泉ꎮ
汉诗、杜诗、白诗中“事”的真切可感程度不

同ꎬ这是作诗者与“事”的不同关系形成的ꎮ 汉

诗作者更像是当事人ꎬ处身“事”间ꎬ«韩诗序»所
谓“饿者歌食ꎬ劳者歌事”ꎬ人与事的这种切肤关

系ꎬ赋予事更多的情感特质ꎮ 杜甫亲历乱离ꎬ身
遭困境ꎬ他既记述个人乱离之事ꎬ也观察民众之

事ꎬ但他做到了如«毛诗大序»所说的“以一人之

事系天下之事”ꎬ故其诗中之事也可感发读者之

心ꎮ 白居易«新乐府»叙事的目的在于言理ꎬ所
述之事是一个意欲为大唐提供疗救药方的朝廷

参政者眼中之事ꎬ政治观察者的身份使其对

“事”本身的感知度受到影响ꎮ 因此ꎬ«新乐府»
对“事”的叙述是一种他者再叙述ꎬ即以特定政

治眼光过滤后的事件ꎬ“事”的真切度、在场感受

度削减ꎮ «新乐府»几乎不再有汉乐府歌诗的对

话场景ꎬ显然ꎬ对话场景更具生活原态和事件原

初发生的真切感ꎮ 如何看待事件ꎬ决定了事件本

身同时也就是诗的真切可感程度ꎮ 总体来看ꎬ事
与人的密切关系ꎬ事在诗中自主和充分的呈现ꎬ
这是实现叙事力量的保障ꎮ

本文对乐府诗学中的两个“事”义命题的生

成和内涵变迁进行了探查和分析ꎮ 总体来看ꎬ
“感于哀乐ꎬ缘事而发”吸纳了先秦两汉丰富的

诗乐观念与话语资源ꎬ命题的重要贡献是彰显了

“事”与诗之关系ꎬ“缘事而发”突出了实际创作

阶段和文本层面“事”的地位和意义ꎮ 这一经典

表述在唐代新乐府诗学“即事立题”“为物为事”
而作的诗学主张那里得到发扬ꎬ但从“缘事”到

“即事”ꎬ内涵意义有所变化ꎬ简言之ꎬ从较宽广

的现实社会风俗之事聚焦于时政之事ꎬ“事”的

内涵有所收缩ꎮ 无论“缘事”还是“即事”ꎬ都指

向了诗与事之关系ꎬ对于古典诗歌中的叙事因素

而言ꎬ具有诗学上的引领意义ꎮ 唐以后ꎬ特别是

明清时期大型咏史乐府数量激增ꎬ乐府创作转向

历史维度ꎬ与乐府诗学上的“缘事” “即事”传统

发生偏离ꎮ 至近代以来ꎬ乐府全面参与了近代重

大时事和社会现象的记录和书写ꎬ乐府“缘事”
“即事”的特点在新的意义上得到深化ꎮ 近代乐

府诗在纪实性、写实性和细节性方面ꎬ使诗、事关

系得到前所未有之提升ꎮ 清代、近代诗歌的叙事

性特征ꎬ与乐府的“缘事”“即事”存在一定关系ꎮ
乐府诗学中的“事”义命题ꎬ是对古典诗学和诗

歌实践的重要贡献ꎮ

注释:
〔１〕«汉书艺文志»是班固在刘向父子«别录» «七略»的

基础上完成的ꎬ“感于哀乐ꎬ缘事而发”的提出与刘向也有一定关

系ꎬ但班固在这个诗学命题中的贡献应该是主要的ꎬ学界一般也

将之系于班固名下ꎮ
〔２〕〔明〕徐祯卿:«谈艺录»ꎬ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ꎬ

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７６９ 页ꎮ
〔３〕转引自张寅彭、黄刚编撰:«唐诗论评类编»上册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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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诗学“事”义命题的生成与内涵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