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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與抒情 ： 《 紅樓夢 》
詩學中的風格論

歐麗娟
【摘 要】《紅樓夢》乃説部第一之傑作，叙事宏大複雜而精
妙入微，卻又是抒情傳統的絶佳繼承者，詩歌作為文人最主要的
抒情載體，在其中發揮了説部前所未有的功能，包括其他小説所
無的“起結構作用”，而有機地參與了叙事範疇，與人物塑造相互
作用，堪稱叙事與抒情的絶妙匯融，更使之成為紅學的重要議題。
於緊密結合叙事與抒情的《紅樓夢》中，曹雪芹幾近全面地提供了
完整的詩學呈現，也包括了風格論述。透過中西風格學的視角，
本文一方面從形式因的幾個方面入手，分析作品的詞藻、句子結
構和句法、韻律的格式等現象；另一方面則從動力因的範疇，分析
作品中所展現某種獨特的世界觀，亦即 “人與世界的某種活生生
的關係”，一種對社會生活世界的觀照或對生命存在的感知。 據
此可以進一步足成《紅樓夢》的完整詩學體系，並使《紅樓夢》的抒
情性更形朗現。
【關鍵詞】《紅樓夢》 詩學觀 風格論 文體 中國抒情
傳統

一、前

言

《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傳統説部的巔峰，集叙事技巧與人性内涵之大
成，此已為後世所公認，被稱為“叙述美典”；而其作為一部淪肌浹髓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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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其濃厚的抒情性固亦毋庸置疑，欲觀其中抒情與叙事的交響共鳴，自
有諸多角度可以切入深論，例如當今學界在探討所謂 “抒情傳統”的看法
裏，清朝的《紅樓夢》、《儒林外史》便被視為該發展過程中高峰式的總結 。
單單以創作形式觀之，小説與詩歌的結合甚至構成了 “奇書體”的特徵，是
為明清六部長篇章回小説的共同性之一 ，可見叙事作品中的詩歌自有一
定程度的研究價值。
尤其是，詩歌作為傳統文人抒情言志之主要載體，標誌了精英文化的
高等位階，不僅是中國抒情文學的精華，特别在 《紅樓夢》中更是不可或缺
的内容構成，與人物的性格、命運、生活處境緊密結合，於是成為情節發展
的動能之一。可以説，曹雪芹以其詩人的才分，將傳統詩詞的精髓融入叙
事中，有機地參與了叙事範疇，更與人物塑造相互作用，彼此形成完美的融
合，堪稱説部第一的成就。而該等境界之所以無出其右，導因便在於此一
嵌入詩詞的做法不僅是 “奇書體”通見的一種美學策略而已，更應該注意
者，即曹雪芹作為“降格”的創作者，在對小説文類的反省中，通過宣揚貴族
之禮教文化，包括才媛之文化教養，以提升《紅樓夢》所屬文類的階級地位，
維持菁英階層的創作尊嚴。這一點，實為曹雪芹與其他奇書體小説家本質
上最不相同之處，而《紅樓夢》也不宜與其他奇書的格調混為一談 。
倘謂《紅樓夢》乃是以事為體、以詩為魂，運詩心以叙事，並不為過，深
諳其創作旨意的脂硯齋道：“余所謂此書之妙，皆從詩詞句中泛出者，皆係
此等筆墨也。” 可以説，把握書中的詩詞筆墨，乃是真切領略 “此書之妙”
的必要法門。不僅此也，通覽全書，可見 《紅樓夢》中針對詩歌創作的評論
甚多，包括體裁規範、題材特徵、結構布局、用字遣詞、摘句批評，對於限韻、
分韻、聯句等各種創作競賽亦充分呈現，甚至安排了長達兩回的香菱學詩，
①

②

③

④

高友工：《中國叙述傳統中的抒情境界》，載於《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三聯書店
年版。此説尚非定論，詳見龔鵬程《成體系的戲論：論高友工的抒情傳統》，載於《清華中
文學報》第 ３ 期（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第 １５５—１９０ 頁。
陳玨整理：《中國叙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６
② 詳參浦安迪（Ａｎｄｒｅｗ Ｈ． Ｐｌａｋｓ ）講演，
年版。
載於《成大中文學報》第 ６２ 期（２０１８ 年 ９
③ 詳見歐麗娟：《論〈紅樓夢〉對小説文類的自我反省》，
月），第 ４５—８６ 頁。
陳慶浩輯校：《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增訂本）》，
④ 甲戌本第二十五回評語。脂硯齋等評，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４７８ 頁。以下所引脂批，皆出自此書，僅標示版本、回數與頁
碼，不一一加注。
①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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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了完整的詩學體系 。而小説中透過各方人物對於詩歌風格的多次討
論，更是《紅樓夢》詩學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再度證成曹雪芹為提升小説所
灌注的心血。
因為，在包括詩歌在内的藝術分析中，“風格論”不僅是其中的一環，甚
至更堪稱最具有涵蓋性的範疇，蘇珊 · 桑塔格 （Ｓｕｓａｎ Ｓｏｎｔａｇ ）曾指出：“談
論風格，是談論藝術作品的總體性的一種方式。” 若將此一總體性加以拆
分，Ｊ．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Ｍｕｒｒｙ 將表現技巧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作家個性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ｄｉｏｓｙｎｃｒａｓｙ ）與 文 學 最 高 成 就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同列為風格的三個層面 ，
涵蓋了作品、作家、批評三個範疇，幾屬
全面。衡諸書中衆釵在詩歌創作現場所涉及的風格表述，也大致都有所符
應，足以形成專門議題，助成吾人對 《紅樓夢》詩學内涵的完整認識。以下
即分論之。
①

②

③

二、“體”：風格的呈現
在中國傳統文論中，其實已經出現“風格”一詞，見諸《文心雕龍·議對
篇》謂仲瑗、長虞、陸機等人“亦各有美，風格存焉” ，此處的“風格”已頗接
近現代的意義。此外，與風格有關的重要概念，即為“辨體”論，而對於文學
創作中“體”之功能與認識，誠為中國古典文學理論之重要關目 ，《文心雕
龍》的分體論法又為其中之大者，此後影響深遠的宋代嚴羽《滄浪詩話》，更
系統地論列出自六朝至宋代的“長吉體”、“元嘉體”、“永明體”、“齊梁體”、
“南北朝體”、“唐初體”、“盛唐體”、“大曆體”等等不同風格，洋洋大觀。
在《紅樓夢》的多處風格表述裏，正有一處是以“體”論之，見第七十回：
④

⑤

詳見歐麗娟：《詩論紅樓夢》，臺北：里仁書局 ２００１ 年版。
蘇珊·桑塔格：《論風格》，載於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反對闡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第 ２０ 頁。
③ Ｊ．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Ｍｕｒｒｙ，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ｔｙｌｅ （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０），ｐ．８．
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４６２ 頁。
④ 劉勰著，
載於《中國文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
⑤ 其先行研究可見諸徐復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
局 ２００１ 年版。關於“體”字之分析，可參顔崑陽：《論“文體”與“文類”的涵義及其關係》，載於
《清華中文學報》第 １ 期（２００７ 年 ９ 月），第 ９—４３ 頁。
①
②

·１１８· 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二輯

寶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紙上寫著《桃花行》一篇……寶玉看了並不
稱贊，卻滾下淚來。 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淚來，又怕衆人看見，又
忙自己擦了。因問：“你們怎麽得來？”寶琴笑道：“你猜是誰作的？”寶
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稿。”寶琴笑道：“現是我作的呢。”寶玉笑道：
“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體，所以不信。”寶釵笑道：“所
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只作 ‘叢菊兩開他日淚’不成！一般的也
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
説。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雖有此才，是斷不
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聽説，都笑了。
①

此一長段對話，隱含了關於風格成因的幾個重要思考，層層曲折辯證，有待
一一擘析。首先可以看到，作為寶玉、寶琴、寶釵三人討論的焦點，林黛玉
《桃花行》所呈現的鮮明特色，成為與衆不同的專屬風格，足賴以區隔於其
他。而與之構成差異、對比的“蘅蕪之體”，其中所謂的“體”乃是中國傳統
文論的專有語彙，根據王運熙《中國古代文論中的“體”》一文中所闡述的看
法，“體”乃“指作品的體貌、風格，其所指對象則又有區别，大致上可以分為
三種。一是指文體風格，即不同體裁、樣式的作品有不同的體貌風
格。……二是指作家風格，即不同作家所呈現的不同體貌。……三是指時
代風格，即某一歷史時期文學作品的主要風格特色” 。很明顯地，小説家
所謂的“蘅蕪之體”，指的是作家風格，以反映寶釵所專屬的創作特色。
更精細地説，此處所用之“體”，乃就其原始訓詁字義“聯類延展”為一
般性概念，可指一切實在事物由直觀所認識到整體表象性的 “式樣姿態”，
是為“樣態義”；而所謂的文章“樣態”，指的是作品完成之後，整體直觀所呈
現的“式樣姿態”，實乃融合了語言形式與題材内容所成之“美感形相”，可
用各種形容性語彙加以描述，例如典雅、清麗、雄渾、平淡等 。於是因其樣
態之特殊而成為一家的主要面貌。《紅樓夢》詩學中“體”的概念於此明揭
而出，而既有由薛寶釵所專屬的“蘅蕪體”，自也包括其他各種不同的“體”，
②

③

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 １９９５ 年版，第七十回，第 １０９２
頁。以下所引小説文本，皆出自此書，僅隨文標示回數，不再一一加注。
濟南：齊魯書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２４ 頁。又載於《中古文論要義十
② 王運熙：《中國古代文論管窺》，
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８８ 頁。
第 １３、１８ 頁。
③ 參顔崑陽：《論“文體”與“文類”的涵義及其關係》，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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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叙述脈絡中，便隱含了由林黛玉所建構的“瀟湘體”，推而擴之，實還有
由史湘雲所代表的“枕霞體”，以及由薛寶琴所形塑的“寶琴體”。
果然，小説中其他各處所演繹的風格論，雖未使用“體”字，卻承襲了傳
統常見的風格表述，展示各個詩家的文筆殊異之處，諸如第四十九回：
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個香菱没鬧清，偏
又添了你這麽個話口袋子，滿嘴裏説的是什麽：怎麽是杜工部之沉鬱，
韋蘇州之淡雅，又怎麽是温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 放著兩個現
成的詩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做什麽！”湘雲聽了，忙笑問道：“是那兩
個？好姐姐，你告訴我。”寶釵笑道：“呆香菱之心苦，瘋湘雲之話多。”
湘雲、香菱聽了，都笑起來。

此處清楚可見，歷代積澱成形的唐詩風格説直貫而下，成為閨閣才媛的基本
詩學常識，史湘雲所叨念的唐詩描述，可追溯於詩話大興的宋代論壇，嚴羽早
已拈出“太白之飄逸”、“子美之沉鬱”之語 ，在此基礎上推而擴之，形容各
詩家特殊風格之最有代表性者，乃如明代高棅《唐詩品彙·總叙》所云：
①

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 大曆、貞元
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温飛卿
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
②

很明顯地，此説即為湘雲論唐詩風格的直接根據，兩説如出一轍。而類似
的表述法也頻頻再現於小説裏兩次詩社競賽後的評比活動中，如第三十七
回詠白海棠時，諸詩家共以同題分韻的規範尋思擬句，全數完成後並排展
列、評比高下，社長李紈發揮盟主的詩學權威，道：“若論風流别致，自是這
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黛玉、寶釵之作各有千秋，因此脂硯齋在黛
玉海棠詩“倦倚西風夜已昏”一句旁，批道：
一人是一人口氣。 逸才仙品固讓顰兒，温雅沉著終是寶釵，今日
①
②

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里仁書局 １９８７ 年版，《詩評》，第 １６８ 頁。
高棅編選：《唐詩品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８—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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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寶玉自應居末。

①

並進而否定其他小説中對詩詞的僵化運用，謂：
最恨近日小説中，一百美人詩詞語氣，只得一個豔稿。

②

此所以清朝評點家張新之呼應云：
書中詩詞……其優劣都是各隨本人，按頭製帽。故不揣摩大家高
唱，不比他小説，先有幾首詩，然後以人硬嵌上的。
③

後續到了第七十回重建桃花社的 《詠柳絮詞》一場，衆人分拈詞牌各自填
詞，當寶釵的《臨江仙》完成後，衆人拍案叫絶，都説：
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這首為尊。纏綿悲戚，讓瀟湘妃子，情致
嫵媚，却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

於此，寶釵以絶佳的翻案功力再度奪魁，次則黛玉、湘雲並列，同時獲得了
相關的風格評述，彼此各擅勝場。
統觀這兩次評述的用語遣詞，應可整合出這些閨閣詩人各家之“體”的
具體内容，即寶釵的“蘅蕪體”是為“含蓄渾厚”、“温雅沉著”，而黛玉的“瀟
湘體”是為“風流别致”、“逸才仙品”、“纏綿悲戚”，至於“情致嫵媚”則構成
了湘雲的“枕霞體”。
除此之外，更可以注意寶琴之作的特殊印記，亦塑造出另一種風格體
式。首先乃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一段，該組十首詩以古蹟為
題、内隱十物，又涉及古人史事的評論，實為傳統詩歌中懷古、詠史、詠物三
己卯本第三十七回批語，第 ５８２ 頁。
己卯本第三十七回批語，第 ５８０ 頁。
載於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４ 年版，卷三，第
③ 張新之《紅樓夢讀法》，
１５６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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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同類型的匯融，展現出罕見的大膽突破與創新 ，故在小説現場上，得
到了衆人給予“新巧”的讚賞並皆“稱奇道妙”。
然而，寶琴對自己的心血結晶卻自稱 “粗鄙”，其故安在？倘非無謂的
自謙，應有其他詩學評價的意義在内。從作品内容來看，細觀該十首詩的
筆調，確實帶有淺白、甚至俚俗的語言特徵，例如其九《蒲東寺懷古》的“雖
被夫人時吊起，已經勾引彼同行”者尤為如此，這是“粗鄙”的原因之一；原
因之二，則另須求諸懷古題材的類型特點以得之，可參照第七十回衆人對
寶琴所作《西江月》的評説論價。該詞云：
①

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無窮。 三春事業付東風，明月梅花一
夢。 幾處落紅庭院？誰家香雪簾櫳？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離人
恨重！

其實，比觀此前先已展示的黛玉、探春等金釵之作，本闋表現出極其類似的
離散氣息，這種充滿飄泊無根、零落無著的描寫，綰合柳絮飄轉翻飛的物性
特徵，卻也體現出傳統的主要感應模式，因此寶釵接著便總結道：“終不免
過於喪敗。”微妙的是，在場諸人對寶琴這闋詞的關切焦點卻是其中所開展
的空間無限性，所謂：
衆人都笑説：“到底是他的聲調壯。‘幾處’、‘誰家’兩句最妙。”

可見其實同中有異，在“過於喪敗”的通性中，寶琴獨樹一格的妙處即在於
“聲調壯”，而從上下脈絡加以推敲，這種 “聲調壯”的性質既是來自於 “幾
處落紅庭院？誰家香雪簾櫳”的悠遠渺然，進一步言之，其中所藴含的空間
延展性又是基於首兩句的 “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無窮”而來，“漢苑”、
“隋堤”展延了江南江北的具體地點，恰恰正是懷古詩常見的古蹟所在，寶
琴於其新編的 “懷古十絶句 ”中也曾有所觸及，即其五 《廣陵懷古 》最為
顯著。
於是乎，所謂的“聲調壯”應與其懷古性質有關。猶如傳統詩論所認為
①

詳見歐麗娟：《論〈紅樓夢〉中的薛寶琴〈懷古十絶句〉———懷古、詠史、詠物的詩類匯融》，載於
《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８５ 期（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第 ４５—９０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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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懷古題材所主導的風格特點，就其所含攝悠遠的時間、遼闊的空間而容
易產生一種壯闊蒼涼的感受，清代王士禛即指出：
古詩之傳於後世者，大約有二：登臨之作，易為幽奇；懷古之作，易
為悲壯，故高人達士往往於此抒其懷抱，而寄其無聊不平之思，此其所
以工而傳也。
①

朱庭珍亦云：
凡懷古詩，須上下千古，包羅渾含，出新奇以正大之域，融議論於
神韻之中，則氣韻雄壯，情文相生，有我有人，意不竭而識自見，始非史
論一派。
②

而此一“雄壯”、“渾含”、“雄壯”的氣韻胸襟，豈非正是寶琴詞作之 “聲調
壯”的風格成因？至於其所自謙的“粗鄙”，則是因為高度自覺於迥異閨閣
纖柔秀麗的習氣而言，再從評比結果來看，確實也屬不受青睞的創作取向。
如此一來，衆姝的創作風格也可以增加一種由寶琴所建立的 “寶琴體”，在
“一人是一人口氣”、“自與别人不同” 的情況下彼此各擅勝場，增益風格
表現的多元光譜。
至此為止，在創作成果的 “辨體”上清楚顯示所謂的作品風格，是指藝
術家在創作過程中表現出的各種格調特色，誠如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ｗｅｎ）所説，體“既指風格（ｓｔｙｌｅ），也指文類（ｇｅｎｒｅｓ），及各種各樣
的形式（ｆｏｒｍｓ）” ，而曹雪芹對詩歌風格的把握，亦包括相關項目。以前述
的“寶琴體”而言，其構成因素即是懷古的文類特性 ，而黛玉被用以辨識的
③

④

⑤

王士禛著，張宗柟纂集、戴鴻森校點：《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卷五
《序論類》，第 １２８ 頁。
②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三，載於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２３７７ 頁。
第 ５８２ 頁。
③ 己卯本第三十七回批語，
王柏華、陶慶梅譯：《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２００３
④ 宇文所安著，
年版，第 ４ 頁。
指文學藝術作品的類型、體裁、流派和風格，簡稱類别。見蘇紅軍《類别》，
⑤ Ｇｅｎｒｅ 之概念源於法文，
載於柏棣主編：《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１７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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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瀟湘體”，則如前引第七十回關於寶玉對“體”的表述脈絡中所示，寶玉對
“體”的判斷是由 “聲調口氣”而來，其依據在於 《桃花行》中 “有此傷悼語
句”、“作此哀音”，此即意味了林黛玉的詩風乃透過“傷悼語句”、“哀音”所
形成的“聲調口氣”。這也符合了現代的風格論，作為一個與“體”接近的西
方概念，風格（ｓｔｙｌｅ）的狹義即指文學語言的特徵，廣義則指某人部分或全
部的語言習慣，或一群在某時内部分或全部的語言習慣 ，而黛玉的作品恰
恰正是以“傷悼語句”、“哀音”為主要的語言習慣，這也與“纏綿悲戚”之為
“瀟湘體”的構成要素相一致。
這種執一以求的風格描述具有簡明清晰的判别作用，反映了傳統詩評
的偏好，但另外應該注意的是，小説中對於風格的相關討論還提到多元風
格的表現。一般而言，上述所提及的單一風格説展示衆姝彼此之間鮮明易
辨的詩風，在小説描述裏，曹雪芹也不斷以此對諸釵風格特色的分殊多所
展現。但是除此之外，小説家同樣看到多元風格並存的創作事實，前引第
七十回對風格歸屬的討論中，寶釵用以反駁寶玉之推測者，即為此故，所
謂：“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
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此一多元風格論，即
是以杜甫為案例，抉剔出杜詩中綺麗秀媚的詩句，突破了傳統詩論裏“杜工
部之沉鬱”的典型表述，以平衡“體”的歸納對於詩人創作整體所造成的化
約傾向。
而薛寶釵所謂杜甫詩兼備 “媚語”之説，誠然十分符合杜甫的創作實
況，也反映了傳統的杜詩評論。如杜甫 《月夜》以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
寒”兩句大膽涉入宫體的叙寫範疇，使用了豔情詩所特有的感官筆觸，被論
者認為：“三聯句麗，上參六朝，下開温、李。” 而楊倫評杜甫 《陪王使君晦
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之二亦云：“妍麗亦開温、李。” 所謂的“妍麗”，乃
是就其中“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俯鴛鴦。日晚煙花
亂，風聲錦繡香”之類的詩句而發。又《琴臺》一詩云：
①

②

③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ｔｙｌｅ （英語文體調查）（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
），ｐｐ．９ １０．
臺北：臺灣大通書局 １９７４ 年版，卷三，第 １４７ 頁。該兩句詩的宫體性
② 范輦雲：《歲寒堂讀杜》，
質，以及杜甫之豔體書寫，詳參歐麗娟《杜甫詩中的妻子形象———地母 ／ 神女之複合體》，載於
《漢學研究》第 ２６ 卷第 ２ 期（２００８ 年 ６ 月），第 ３５—７０ 頁。
楊倫評注：《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 １９９０ 年版，卷一一，第 ５０２ 頁。
③ 杜甫著，
① Ｄａｖ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ｒｅｋ Ｄａｖ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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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 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 野花留寶
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杜詩鏡銓》卷八）

就此，黃生注云：杜公此詩“清辭麗句，攀屈、宋而軼齊、梁。” 邵子湘指出：
“‘野花’十字，已開温、李。” 諸説對應的創作風格，所謂的 “妍麗”、“清辭
麗句”，即來自上起“齊、梁”、下迄“温、李”的豔體書寫，其實比寶釵所引述
的“紅綻雨肥梅 ”、“水荇牽風翠帶長 ”等詩句更有過之，最屬所謂的 “媚
語”。寶釵捨此而取彼，純以風景描寫者為例，蓋因其身為未出閣的閨秀千
金，萬萬不宜涉及男女風情之故 ，這也十分精密地照應到小説人物的階級
身分，不易為現代讀者所察知，特於此拈出，以顯其義。
其次，值得進一步深究者，乃此一多元風格的實踐往例，在文學史上非獨
杜甫為然。以陶淵明為例，其詩集中充滿“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
淳” 的性情書寫，誠如葉燮所謂的“多素心之語” ；然而，正如鍾嶸所言：
①

②

③

④

⑤

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
世歎其質直。至於“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
家語耶。
⑥

陶詩在“省淨”、“質直”的主要特點之外，猶存“風華清靡”的另類風格，不
為單一所囿限，遑論其作品集中同時存在著一篇旖旎浪漫、綺麗戀慕而充
滿求女之思的《閑情賦》，與其整體詩風格格不入，一旦跨越不同的文類，更
顯出作家風格的懸殊迥異，堪稱背道而馳。既然缺乏考證的有力支持，無
法將此篇章以偽作的理由加以删除，從而維護陶淵明風格的一致性，於是
《閑情賦》一篇便被追求單一風格者視為“白璧微瑕” ，表達出一種來自缺
⑦

黃生：《杜詩説》，合肥：黃山書社 １９９４ 年版，卷四，第 １４２ 頁。
參見杜甫著，楊倫評注：《杜詩鏡銓》，卷八，第 ３５２ 頁。
筆者將另文撰述。
③ 有關傳統貴族大家對少女之婚戀的禁忌問題，
狄寶心校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１ 年版，卷
④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四，
一，第 ４８ 頁。
載於丁福保輯：《清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５９７ 頁。
⑤ 葉燮《原詩·外篇上》，
楊祖聿校注：《詩品校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１１９ 頁。
⑥ 鍾嶸著，
陶淵明文集序》云：“白璧微瑕者，唯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惜哉，無是可
⑦ 蕭統《
也。”載於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３ 年版，《附録一》，第 ６１４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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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的深切遺憾。
至於中唐時期，被蘇軾評為“元輕白俗” 的元稹，於其詩風輕淺、人品
輕薄的作品中，依然也存在著 《遣悲懷三首》如此纏綿悱惻、動人心扉的悼
亡詩，而此組詩卻又是在他“納妾安氏”之際所作，亦即孕生於既深情緬思
舊人、同時卻展臂迎納新人的奇特情境，這尤其是集矛盾為一體的最佳例
證，足以推翻“功名之士，絶不能為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為敦龐
大雅之響” 這類單一而絶對的推衍理路。
由上述諸例可知，單一作者之多元風格在詩歌史上並不少見，既然如
此，則何以寶釵卻單舉杜甫為例？細繹其理，實亦有跡可尋。其一，杜甫乃
詩歌集大成的巨擘，以地覆海涵的廣博著稱，其多元創作風格最為顯明可
徵，以之例示更是順理成章，也證據力十足，充滿説服力，此理顯而易見；其
二，或許還可以參考的是曹雪芹家學淵源的影響，因為在唐詩諸家中，最被
曹寅奉為典範者即為杜甫，清人姜宸英序其詩集云：
①

②

楝亭諸詠，五言今古體出入開寶之間，尤以少陵為濫觴，故密詠恬
吟，旨趨愈出。
③

就此而言，杜詩堪稱為曹氏的家學淵源，形成了祖孫之間一脈直承的詩學
根柢，亦應是寶釵獨標杜甫為説的一個原因。
不僅一人可以兼備衆體，甚且 “體”的多元展現還可以並存於一篇之
内，於廣幅長卷的古風體中構成抑揚交錯的章法節奏。參照第七十八回賈
寶玉應父命即席作《姽嫿詞》的一大段情節，其中所隱含的風格觀亦足以作
為補充。當時於寶玉即席創作的整個過程中，除了後半段是一氣呵成之
外，其前半段乃是透過工筆細剖的方式，讓衆位幕賓門客一一摘句以呈現
其藝術價值之所在，而不同的風格也隨之展現。其中，他們讚美第三句的
“穠歌艷舞不成歡”是“古樸老健，極妙”，再則認為“丁香結子芙蓉縧”這一
句“也綺靡秀媚的妙”，可見該篇鎔鑄各種不同的詩歌風格，或是 “古樸老
蘇軾《祭柳子玉文》，載於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２ 年版，卷六三，第
—１９３９ 頁。
載於丁福保輯：《清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５９７ 頁。
② 葉燮《原詩·外篇上》，
曹寅：《楝亭詩鈔》，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第 １４１９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
③ 姜宸英《楝亭詩鈔序》，
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５２７ 頁。
①

１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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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或是“綺靡秀媚”，前後交織在詩歌脈絡之中，使得此一長篇作品展現
得更加跌宕生姿。如此一來，透過表現技巧所呈現的多樣風格，也成為一
首詩的組織手法了。
然而，種種構成風格的語言習慣又絶不僅是文字的表現技巧而已，往
往還更奠基於作家的個性；同樣地，看似純由懷古題材所建構的“寶琴體”，
又豈只單單源自文類的要素所致？使之採用此一文類的個人性，是否乃更
為深層的關鍵因素？而此種個人性又非僅天賦所能涵蓋，後天的成長經驗
及隨之所養成的意識形態，皆必然參與了風格的形成動力。據此，關於風
格的成因，稟賦、經驗與意志等構成人格的複雜因素，也都是決定風格表現
的條件，必須進一步深論。

三、風 格 的 成 因
一如黑格爾（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ｇｅｌ）所説：“藝術作品所提供觀
照的内容，不應只以它的普遍性出現，這普遍性須經過明晰的個性化，化成
個别的感性的東西。” 而在個性化的過程中，便會形成標示作品特定面貌
的風格，因此風格總與品鑑人物有關，也往往立足於作家的個性。例如西
方自從法國的布封 （Ｂｕｆｆｏｎ ）在 １７５３ 年提出 “風格即本人 （Ｌｅ ｓｔｙｌｅ ｅｓｔ
ｌ ｈｏｍｍｅ ｍｅｍｅ． Ｓｔｙ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ｎ ｈｉｍｓｅｌｆ． 文如其人，風格是人 ）” 之後，“個
性”説亦成為西方風格論的重要一派，如 Ｆｌａｕｂｅｒｔ 説：“風格是作家思考或觀
察事物的獨特方式。”（Ｓｔｙ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ｏｗｎ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ｒ ｓｅｅｉｎｇ．）
然而，個性又來自何處？一個人對事物的觀察角度、思考方式，並非單
純地與生俱來，所謂的性格也深受後天際遇、社會價值的影響，而曹雪芹於
第二回《冷子興演説榮國府》中，已透過賈雨村所代言的“正邪兩賦”論説明
先天、後天因素對個體材性的影響一樣地重要，形諸創作，乃交錯輔成、兩
面俱全，非可偏倚。因此，曹雪芹在關於“體”的風格論述中，也一定程度展
現出這些不同範疇的成分，以下即分别加以考察。
①

②

③

引見朱光潛：《西方美學史》，臺北：漢京文化公司 １９８３ 年版，下卷，第 １３０ 頁。
轉引自 Ｊ．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Ｍｕｒｒｙ，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ｔｙｌｅ （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０），ｐ．１４．
③ Ｊ．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Ｍｕｒｒｙ，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ｔｙｌｅ，ｐ．１４．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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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先天成因： 氣質稟賦

首先，曹雪芹對於人性之先天論的認識和剖析，充分表露在第二回裏
由賈雨村所代言的一大段氣論中，反映出某種意義上的先天決定論 。衡
諸小説中對人物性格的設定或塑造，確實往往可見先天稟賦的痕跡，也直
接構成了詩詞風格的主要因素。
以林黛玉而言，其前身本為西方靈河岸邊的絳珠仙草，因受神瑛侍者
的灌溉之恩，含銜不忘，以致同赴塵世還淚作為償報，則既為還淚而生，今
世勢必自尋煩惱、好哭盈淚，以完成此一天賦使命。所以應該説，曹雪芹精
心擬造這一則仙草還淚的神話，乃是為黛玉多愁多病之感傷性情而量身訂
製，以説明或合理化其好哭之性格特質。非由此，不足以解釋其處於優渥
順遂的境遇中，卻不斷陷溺自苦的現象。是故，其詩篇中斑斑點點的淚痕，
主要即是天賦性氣的展現，是為 “風流别致”、“逸才仙品”、“纏綿悲戚”的
“瀟湘體”。
至於史湘雲，則恰恰與黛玉適得其反，彼此形成了天賦影響的兩個極
端對比。試看第五回太虚幻境所演奏之《紅樓夢曲》中，關於湘雲的 《樂中
悲》一闋説道：
①

襁褓中，父母嘆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幸生來，英豪闊
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

究實言之，湘雲的現實處境艱困於黛玉不知凡幾，然而卻不曾感傷哀切、以
淚洗面，從曲文中的 “幸生來”一詞，證明此一 “英豪闊大寬宏量”與 “霽月
光風耀玉堂”的性格根本是源於天賦自然，乃能在窘迫的環境中保有豁達
明朗的豪邁心胸。而這不但暗示她與黛玉的性格差異，也點出其來自性格
因素的言語特徵，性格影響了風格，其詩詞創作中便多舒爽之氣，處處顯露
出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以及熱愛人生、珍惜光陰的積極樂觀，以“枕霞體”
别樹一格。諸如：
卻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第三十七回 《白海棠詩二
①

詳見歐麗娟：《〈紅樓夢〉“正邪兩賦”説的歷史淵源與思想内涵———以氣論為中心的先天稟賦
觀》，載於《新亞學報》第三十四卷（２０１７ 年 ８ 月），第 １—５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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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之一）
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第三十八回《對菊》）
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第七十回《如夢令》）

湘雲以其毫無陰霾的清亮雙眸放眼望去，只見春光多嬌、秋色明淨，於是不
肯自陷於寂寞心緒中虚度光陰，乃鼓舞雅興以欣賞感應世界的美好，較諸
黛玉的傷春悲秋何等懸殊！同樣地，對於坎坷起伏的人生際遇，湘雲自有
一種瀟灑豁達的坦然以對，所謂“也宜墻角也宜盆”（第三十七回《白海棠詩
二首》之二），此一舒朗、開闊、坦蕩、豪爽的風格最為與衆不同。是故，即使
湘雲的作品也同樣以夕陽、柳絮等為基本素材，但其風格卻截然有别與衆
釵，自成專屬的“枕霞體”，則此一“情致嫵媚”的風格成因只能歸諸天性。
再觀寶釵的“蘅蕪體”，其 “含蓄渾厚”、“温雅沉著”的詩詞風格表現，
自不能免於天賦的影響，如脂硯齋所言：
瞧他寫寶釵，真是又曾經嚴父慈母之明訓，又是世府千金，自己又
天性從禮合節，前三人（案：指寶玉、黛玉、湘雲）之長並歸於一身。
①

此中所謂的“曾經嚴父慈母之明訓，又是世府千金”，確指後天環境的陶冶
塑模，至於“天性從禮合節”一説則顯係與生俱來的稟賦。由此可見，寶釵
那“含蓄渾厚”、“温雅沉著”的 “蘅蕪體”，也藴含了個人風格的天賦影響，
是為其個性的一部分，而恰恰與黛玉、湘雲分别體現出非人力強致的不同
風格來源。
（ 二） 後天成因： 經驗與意志

就創作風格的後天成因而言，第二回中賈雨村所代言的正邪兩賦論，
也清楚説明後天因素對個體材性的影響一樣地重要，家庭作為最關鍵的成
長環境，甚至主導了先天稟賦正邪兩賦者之分化為 “情痴情種”、“逸士高
人”、“奇優名倡”的決定性因素 。則創作風格又豈只是純任天性流露，不
②

①
②

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批語，第 ４４６ 頁。
詳見歐麗娟：《論〈紅樓夢〉中人格形塑之後天成因觀———以“情痴情種”為中心》，載於《成大中
文學報》第 ４５ 期（２０１４ 年 ６ 月），第 ２８７—３３８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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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經驗的影響？而這又構成了影響作品風格的重要因素。
故 Ｊ．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Ｍｕｒｒｙ 謂：“風格無疑體現了作家的個性，因為風格是個
人經驗模式的直接表現。”（Ｓｔｙｌ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ａ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ｉｄｉｏｓｙｎｃｒａｓｙ，ｂｅｃａｕｓｅ ｓｔｙ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就此而言，
曹雪芹的風格論也有所呼應，於前引第七十回的對
話説明中，寶玉所謂 “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體，所以我不信”的説
法，初步根據了“單一風格”的推論，但從後續對話往返的過程，其實又經過
了數次理路上的轉折，充分顯示風格論述的複雜層次：
首先，寶玉固然是從單一風格的角度，不為薛寶琴戲謔的冒名頂替企
圖混淆視聽所動，而直指林黛玉 “傷悼哀音”的特殊詩風以為辨識的依據，
所言便觸及了風格與際遇的内在關聯，所謂“曾經離喪，作此哀音”，便説明
生平際遇對創作的影響。林黛玉幼年即遭至親亡故，家族單薄無依，雖係
名門閨秀，卻孤身存世，於是此一 “離喪哀音”便隨著吟詠抒情而成為作品
主調，是為“瀟湘體”。學者認為：“曹雪芹還進一步把作品的風格與作者的
生活境遇、思想感情、身分地位、性格特徵聯繫起來，指出作品風格均符合
作者之’聲調口吻’，是作者思想感情、生活境遇的綜合表現。” 主要便是
就此而言。
類似地，所謂的“寶琴體”雖然是懷古格調的表彰，然而，若非寶琴具有
當代才媛罕有的“離心式”生活經驗，自幼跟隨父親游歷大江南北，親履包
括塞北、南海在内的各省古蹟遺址，又豈能操觚寫下《懷古十絶句》，並將此
一心胸視野融入詞之豔科媚韻，而產生“聲調壯”的風格 ，形成所謂的“寶
琴體”？衡諸其他金釵，皆欠缺、也不宜有懷古之作，實為 “非不為也，乃不
能也”的必然結果，參照一生足不出户的黛玉只能在書房中閲讀遥想，而寫
出《五美吟》之類的詠史詩，更突顯出經驗、際遇對風格的重大影響。
據此，或者也可以説，當寶釵和寶玉論較《桃花行》的風格歸屬時，舉杜
甫在“叢菊兩開他日淚”之類的沉鬱風格之外，尚有 “紅綻雨肥梅”、“水荇
牽風翠帶長”之類的“媚語”為例，而以多元風格推翻寶玉的單一風格論，卻
缺乏反駁力道的原因，便在於忽略了性别、成長等後天影響的強烈制約。
①

②

③

，
，
翟勝健：《曹雪芹文藝思想新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８ 章，第 １３３ 頁。
——懷古、詠史、詠物的詩類匯融》，第
③ 詳見歐麗娟：《論〈紅樓夢〉中的薛寶琴〈懷古十絶句〉—
４５—９０ 頁。
① Ｊ．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Ｍｕｒｒ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ｔｙｌｅ ｐ．１９．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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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抽象地看，多元風格論自屬合理也符合歷史事實，只不過，詩聖之博大
固然有以致此，但千金閨秀的詩藝養成畢竟缺乏相關的發展條件，因此，閨
秀才媛下筆時大多以“本真性靈”直接流露，猶如道、咸年間之戈如芬於《學
詩》中所云：
聽慣吟哦侍祖庭，唐詩一卷當傳經。 花紅玉白描摹易，筆底還須
寫性靈。
①

此一現象於《紅樓夢》中亦然 ，實質上衆家才媛仍以單一風格貫穿全場，這
不能不説是閨閣所限。
更值得注意的是，寶釵以杜甫 “多元風格”為例的質疑，在原理上仍是
有力的，足以將單一風格論壓倒，因此寶玉立刻承認“固然如此説”，以致支
持單一風格論的理由瓦解不復存在。於是後續寶玉乃改弦更張，用以自我
辯護的理由也不再僅以“聲調口氣”作為演繹法則，换從其他的“動力因”強
化自己的推論結果。
試觀寶玉在聽了寶釵的多元風格論之後，笑道：“固然如此説。但我知
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
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此一説法申述在風格形成的過程中，除了來
自個性、遭遇、環境的影響之外，還有一般人所忽略的意志選擇和價值判斷
的制約因素，並不限於單一風格論者所持之“作品反映個性與遭遇”如此素
樸的推理。
確實，人類並非客觀世界的被動反映以致淪為環境的產物，如主體心
理學（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所指出，在人的成長發展過程中，主體能動性乃
是影響主體心理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並與教育、環境一同構成主體心理
發展的三維結構模式；其中，主體能動性作為主體與世界相互作用的主導
潛能 ，可以説更是探求人格型態的核心。因此，所謂意志選擇和價值判斷
的制約因素，指的是作者在創作過程中，除了被動地反映其生平遭遇與存
②

③

沈善寶：《名媛詩話》，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第 １７０６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卷
九，第 ６６２ 頁。
——以袁枚為主要參照系》，載於《臺大中文學
② 詳參歐麗娟：《〈紅樓夢〉之詩歌美學與“性靈説”—
報》第 ３８ 期（２０１２ 年 ９ 月），第 ２５７—３０８ 頁。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８、１３４—１３５ 頁。
③ 詳參鄭發祥：《主體心理學》，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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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境所形成的“自然風格”之外，還會因為個人美學品味的嘗試或社會普
遍價值觀的影響，而進行對自我風格的積極調整與主動取捨，從而極端者
甚至會產生與個人稟氣大相逕庭的作品。這就加入了意志選擇和價值判
斷的理性因素，進一步提出有關詩歌風格論的複雜辯證。
其中所涉及風格的動力因（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即詩人的主體意志，連帶含
攝了思想價值觀，那並非經驗的被動反映，而是經過思考、探察、判斷等等
取捨之後的刻意選擇，誠所謂 “每一種風格都具體表現出一種認識論上的
決定，以及對於我們理解什麽與如何理解的一種解釋” 。再參照法國現象
學家米蓋爾·杜夫海納（Ｍｉｋｅｌ Ｄｕｆｒｅｎｎｅ）論及藝術家的風格時所説：
①

風格是作者出現的地方。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風格含有真正是技
巧的東西：某種處理材料的方式……為了創造審美對象，風格非要材
料這樣安排、簡化或組合不可。……這些技術手段還必須顯得是為一
種獨特的想法或看法服務的。……對作為欣賞者我而言，技巧和學説
都不足以確定一個風格。技巧和學説，還必須在我眼裏顯得出是出於
某種世界觀的需要，這種世界觀把創作當作一種冒險和自由。……當
我發現人與世界的某種活生生的關係，感到藝術家正是這種關係賴以
存在的那個人時，就有了風格。……技巧模式不只是創作作品的一種
手段，而且還是表現一個世界的手段。所以技巧就是創作者的一種標
記，比如……某一詩人的某一慣用詞。
②

其中所謂的“世界觀”（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即“人與世界的某種活
生生的關係”（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ｖｉｔ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是為藝術家對社
會生活世界的觀照或對生命存在的感知。
以此衡諸黛玉所慣用的 “傷悼語句”，包括意象偏好與詞語選擇，正代
表著一種負面的殘缺悲思與死亡的幻滅觀照，黛玉正是把創作當作一種悲
③

，“Ｏｎ Ｓｔｙｌｅ，”ｉ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ｅｌｔａ Ｂｏｏｋ，１９６６），ｐ．３５．
詳見杜夫海納著，韓樹站譯：《審美經驗現象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１３３—
１４５ 頁。
③ 詳見 Ｅｄｗａｒｄ Ｓ． Ｃａｓｅｙ， Ａｌｂｅｒｔ 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Ｗｉｌｌｉｓ Ｄｏｍｉｎｇｏ， Ｌｅｏｎ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ｔｒａｎｓ． ，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ｐｐ．１０５，
１０６；
該書譯 自 Ｍｉｋｅｌ Ｄｕｆｒｅｎｎｅ， Ｐｈｎｏｍ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 ｌｅｘｐｒｉｅｎｃｅ ｅｓｔｈｔｉｑｕｅ （Ｐａｒｉ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１９５３）．
① Ｓｕｓａｎ Ｓｏｎｔａｇ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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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性生命的實踐，以致執拗地固持人生中的某些哀痛時刻，頑強地抗拒遺
忘、淡化那些過往經驗的人性本能，而集中地、持續地、濃烈地陷溺於傷悼
情緒裏，於字裏行間處處散發一片哀音，從而構成了鮮明可辨的瀟湘體。
可是，從理論上來説，瀟湘體固然是開放的藝術嘗試，可以成為詩人創作實
踐時的典式之一，但事實上並非人人如此，也不應個個皆然，寶玉所另行援
取的理據，所謂“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雖有此才，是
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即是從不同的世界觀加
以補充，以強化黛玉與瀟湘體的唯一連結，肯認 《桃花行》必為黛玉手稿的
版權專屬。其重點有二：
其一，這段説法暗示了某種風格之塑造，乃是可以透過刻意的排拒而
形成，所謂“不許”、“不肯”都顯示出意志選擇和價值判斷作用過的痕跡，説
明了在創作表現上，會因為某些禁忌的考慮而有所取捨，也連帶影響了風
格表現，此即反映了傳統“趨吉避凶”的詩讖觀。猶如《禮記·孔子閒居篇》
引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在“詩言志”的創作表達下，自魏晉以降
逐漸形成了“詩為命運之預言”的認知，於《紅樓夢》的詩歌創作活動上亦多
所反映 ；配合一般“趨吉避凶”的心理，於是詩人在若非出於身世遭遇之深
切浸染、感傷性格之耽溺沉湎，而在強烈情思之不容已的情況下寫出傷悼
之句，所謂“為情而造文”如林黛玉者，便往往會刻意避開頽喪傷感之哀音，
以免干犯忌諱或招致禍端。明朝徐師曾就此曾感慨道：
①

自詩讖之説興，作者遂多避忌：沉逆驚喪，不堪贈遠；短促凋哀，詎
宜稱壽；卑降免失，忌獻於達官；落下遺出，惡聞於始進。推此類也，能
無病於言乎？
②

换言之，在“詩可以反映未來命運”的詩讖思維下，諸如“沉逆驚喪”、“短促
凋哀”、“卑降免失”與 “落下遺出”之類的負面語句，極容易成為詩人下筆
時迴避割捨的部分，以致在此無形的規約下便容易形成特定的詩歌風格。
這纔是促使寶玉做出寶釵“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 ”、寶琴 “雖有此才，
是斷不肯作”之判斷背後的真正原因；所謂“斷不許”與“斷不肯”的認定，
①
②

詳見歐麗娟：《詩論紅樓夢》，第 １ 章《緒論》第 ２ 節“‘詩讖’———命運之載體”。
徐師曾：《詩體明辯》，臺北：廣文書局 １９７２ 年版，《論詩》，第 ４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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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一不反映出這種趨吉避凶之詩讖觀點的介入，以免一語成讖地步入
不幸。
這種“詩讖”思維，形同把創作當作一種對命運的護航，發揮文字的導
航功能，以避免人生航道上的阻礙，而確保順行暢通的機率，由此所致的風
格傾向自然與瀟湘體有所乖離，因此成為寶玉的判斷標準。
其二，若更仔細進一步推敲，所謂 “妹妹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一
説，似乎又不僅只是詩讖觀念之下的刻意迴避。畢竟“趨吉避凶”的務實思
維，在寶釵身上固然是長輩的好意，就寶琴個人則未免流於俗氣，與其不食
人間煙火的脱俗仙姿並不切合。連結下文緊接的 “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
喪，作此哀音”這兩句一體並觀，可以推知寶琴“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
原因，應該更是一種不願為了藝術效果而虚情矯飾假擬的自我堅持。誠如
袁枚所言：
明鄭少谷詩學少陵，友林貞恒譏之曰：“時非天寶，官非拾遺，徒托
于悲哀激越之音，可謂無病而呻矣！”學杜者不可不知。
①

則以寶琴的皇商家世、行旅天下的見識胸襟，而集萬千寵愛在一身、未曾經
歷“離喪”之苦痛遭遇的境況，倘若字字哀切、故作楚楚可憐之態，實未免
“為文而造情”的虚矯，而招致識者的無病呻吟之譏，如此將何等地自失身
分！寶琴自己之所以“斷不肯作”，自應以此為最大的可能性。
至此，寶玉以“曾經離喪”與否的個人遭遇，以及預言吉凶的“詩讖”觀
點，再加上不肯“為文造情”的誠懇原則，確立《桃花行》與黛玉的唯一連結，
其所謂“斷不許”與“斷不肯”的説法，都告訴我們：風格的展現有時可以是
出自意志選擇之後的結果。風格之塑造可以是刻意追求所致，包括因應外
在需要而進行排拒、削減而形成，隱含了現實得失和價值判斷的作用。
至此，關於風格的成因，包括稟賦、經驗與意志等皆與其力，足見《紅樓
夢》詩學中對“風格”的把握堪稱全面。
（ 三） 形式因： 意象、體裁、技巧

除了上述在“作者”方面的先天、後天因素之外，攸關風格之形成者，尚
①

袁枚：《隨園詩話》，臺北：漢京文化公司 １９８４ 年版，卷六，第 １９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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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品本身作為一種藝術表達方式，於組構方式上所產生的形式因（ｆｏｒｍａｌ
ｃａｕｓｅ）。如艾布拉姆斯（Ｈ． Ｍ． Ａｂｒａｍｓ ）主編的 《簡明外國文學辭典 》所言：
“風格是散文或詩歌的語言表達方式，即一個説話者或作家如何表達他要
説的話。分析作品或作家的風格特點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作品的詞
藻，即詞語的運用；句子結構和句法，修辭語言的頻率和種類，韻律的格式，
語音成分和其他形式的特徵以及修辭的目的和手段。” 卡頓 （Ｊ． Ａ．
Ｃｕｄｄｏｎ）於《文學術語辭典》中亦指出：
“文體是散文或詩歌中特殊的表達方
式；一個特殊的作家談論事物的方式。文體分析包括考察作家的詞語選
擇，他的話語形式，他的手法，以及它的段落的形式———實際上即他的語言
和使用語言方式的所有可以覺察的方面。” 就此，可以黛玉的瀟湘體為例，
由意象選擇、文體組構兩方面加以説明。
猶如寶玉所點示者，瀟湘體的主要特徵便是充滿“傷悼語句”、“哀音”，
由此構成 “纏綿悲戚 ”的風格，而那些 “傷悼語句 ”即包括了學者所觀察
到的：
①

②

她詩中常出現“訴”與“憐”二字（如“花解憐人花也愁”，“紅消香
斷有誰憐 ”，“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 ”，“醒時幽怨同誰
訴”，“嬌羞默默同誰訴”等句），證明外界環境對她而言是太強了……
因之她作品裏全是一片哀音，像是 “無告之民”，又像是受盡委屈的孩
子。在詩中她一直以弱者之姿態出現；她雖性傲，實則她的孤傲乃是
弱者用以自衛的保護色，暗示内心的恐懼與空虚。
③

此一發現，更清晰地抉發出風格形成的形式要素，離不開特定的語言習慣，
包括用字遣詞以及使用頻率。除此之外，林黛玉的作品中經常出現“淚”的
淒涼、“風雨”的蕭瑟，以及暮春、深秋、夕陽、殘月、落花、飛絮、枯葉等廣義
的死亡意象，正是瀟湘體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不僅如此，林黛玉獨處時所吟詠的抒情詩，大都採用了長幅的古風歌
阿伯拉姆編，曾忠禄譯：《簡明外國文學辭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風格”條。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７６），“Ｓｔｙｌｅ”條。引自
楊暉：《古代詩“路”之辯：〈原詩〉和正變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２６ 頁。
載於《無花的園地》，臺北：九歌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９９ 頁。
③ 傅孝先：《漫談紅樓夢及其詩詞》，
①

② Ｊ． Ａ． Ｃｕｄｄｏｎ 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ｒ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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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體，淋漓盡致地一唱三嘆，包括第二十七回的 《葬花吟》、第四十五回的
《代别離·秋窗風雨夕》、第七十回的《桃花行》，各篇皆透過頻繁的轉韻，以
及换韻時必使用“逗韻”的技巧，製造出 “流利飄蕩”的抒情韻致 ，也助長
了長歌放聲的淒楚之音。此一現象也可以證明，風格的形成確實還包括體
裁所提供的助力。
至於寶釵的“蘅蕪體”，除了句句所流露的大方沉穩之外，還有一處透
過翻案技巧所達到的效果可兹説明。如果就衆金釵之作的意象偏好與詞
語選擇而言，在第七十回 《柳絮詞》的詩社競賽中其實出現了高度的同一
性，正如當場薛寶釵所觀察的，諸作 “終不免過於喪敗”，非獨黛玉之作為
然，連寶琴所作“聲調壯”的 《西江月》一闋，其實同樣不免出現類似於 “瀟
湘體”的飄泊離恨，所謂“三春事業付東風，明月梅花一夢”，“江南江北一般
同，偏是離人恨重”等等皆屬之，擴而及於全部詩詞，甚至可以整體概括出
《紅樓夢》的詩歌風格趨向於“中晚唐” 。此所以寶釵别出心裁，説道：“我
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無絆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説好了，
才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果然該闋詞篇一反飄
零沉墮的趨向，刻意向上飛升、夷然不為聚散所動，所謂：
①

②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匀。 蜂團蝶陣亂紛紛。 幾曾隨逝
水？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
無根，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

其中固然也有詩讖意識使然，但更多的乃是一種充實自如的君子胸懷，包
括“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的抗拒主流，“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
分”的淡定自在，以及“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的超然昇華，都透過翻案
技巧而更加顯露，故被衆口一致喝采為“翻得好氣力”，公推得魁。則“蘅蕪
體”的風格表現，同樣可以藉由形式技巧而助成之。
“流利飄蕩”一詞出自第七十八回，寶玉應命作《姽嫿詞》時即採用同一做法，其意趣可以相通。
關於小説中古體長詩的格式布局、審美效果，詳見歐麗娟《詩論紅樓夢》，第 ４ 章《長篇詩歌之創
作理念》，第 ４ 節。
詳參歐麗娟：《論〈紅樓夢〉與中晚唐詩的血緣系譜與美學傳承》，載於《臺大文史哲
② 相關論證，
學報》第 ７５ 期（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第 １２１—１６０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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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語

《紅樓夢》作為一部 “詩性小説”，往往 “從詩詞句中泛出”種種叙事妙
處，因而可以為各個鮮明可感的人物、場景追蹤出脱胎的詩詞來歷，至於曹
雪芹之以作詩填詞的活動穿插其間，不但不是情節的中斷，以減緩叙事的
節奏，更不是高才文人在傳統 “文化負擔”之下的運用，以上這兩種解釋都
屬於形式上的考量，是外加的介入而非内在有機的促發；毋寧説，那是一種
對貴族階層精英文化的如實再現，在數代累積的大雅文明下，談詩論藝本
身便是日常生活的自然展演，第四十八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詩》所集中叙寫
的“香菱學詩”一段，甚至綿延到第四十九回纔因寶琴的莅臨而終止，可為
其證，因此可以幾近全面地鋪陳傳統詩學的内涵，“風格論”便是其中的一
個環節。
從上文的討論可見，透過論詩的生活場景、尤其是詩社活動過程中小
説人物的往返論較，曹雪芹對於傳統文論中有關風格的掌握是很足夠的，
他以“體”字表達一種具有個人特徵的特殊創作樣態，其中涵攝了詩家的稟
賦、經驗與意志等因素，對於形成、塑造風格的種種動力因可謂掌握周延；
此外，也透過詞藻、意象等詞語的運用，以及篇章的組織方式強化了“瀟湘
體”的特徵，從修辭語言方面具體展現出風格形成的形式因。至此，《紅樓
夢》之詩學論述的涵蓋面也益發完整。
（作者單位：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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