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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賦研究論著敘録



①

蹤 凡
【摘 要】新時期 （１９７８—）的先秦賦研究取得了輝煌成績。
在文獻整理方面，吳廣平輯校的 《宋玉集》（２００１）、高志明 《宋玉
四家注集釋與彙評》（２０１４）、劉剛《宋玉研究資料類編》（２０１５）最
見功力；在作品真僞和藝術成就方面，主要有朱碧蓮《宋玉辭賦譯
解》（１９８７）、高秋鳳 《宋玉作品真僞考》（１９９９ ）、吳廣平 《宋玉研
究》（２００４）、劉剛《宋玉辭賦考》（２０１１）等多種；在辭賦普及方面，
又有袁梅 《宋玉辭賦今讀 》（１９８６ ）、金榮權 《宋玉辭賦箋評 》
（１９９１）、曹文心《宋玉辭賦》（２００６ ）等。 此外，葉舒憲 《高唐神女
與維納斯》（１９９７）、魯瑞菁《聖婚與聖宴》（２０１３）、江柳《宋玉辭賦
的美學解讀》（２０１４）、姚守亮《宋玉辭賦語法修辭研究》（２０１５）分
别從原型批評、神話學、美學和語言學角度深化了對宋玉辭賦的
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學術界組織的宋玉國際學術研討會已召開
四次，每次都能收到學術論文近百篇，並且結集出版，有力地促進
了宋玉賦研究的深化與拓展。但是在熱鬧局面的背後，亦有諸多
值得檢討的問題：學術界對荀子賦的研究尚嫌薄弱，表現出重宋
玉而輕荀子的傾向；對於先秦賦的俗文學性質，也期待能够有新
的突破；低水準重複的著作甚多，激情有餘而創新不足。
【關鍵詞】先秦賦 荀子 宋玉 研究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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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歷代賦論整理研究”（１９ＺＤＡ２４９ ）、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歷代賦
學文獻續編與研究”（１７ＺＤＡ２１）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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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體文學源於先秦，肇始於戰國。關於賦源問題，學術界爭論頗多，言
人人殊，但對於開創這種文體的賦家，古今學者卻有著驚人的一致。《文心
雕龍·詮賦篇》稱：“於是荀況 《禮》《智》，宋玉 《風》《釣》，爰錫 （賜）名號，
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 認爲戰國時期楚國的荀況、宋玉是最早
給“賦”確定名號的作家，他們將賦體文學與詩歌分離開來，是賦的開創者
和奠基者。對此，後人皆無異議。荀況 （前 ３１３—前 ２３８ ）不僅是著名的思
想家，還是最早寫賦的作家，其《成相篇》《賦篇》皆被《漢書·藝文志》視爲
賦體。明人李鴻編纂《賦苑》，首列荀卿五賦（即《禮》《智》《雲》《蠶》《箴》，
合稱《賦篇》）；清人陳元龍 《歷代賦彙》、鴻寶齋主人 《賦海大觀》等大型賦
體總集，也是將五賦作爲最早的賦作而收入。但由於荀況五賦篇幅短小，
内容單薄，形式上近於隱語 （猜謎），藝術成就不高，故後人大都將創作有
《高唐賦》《神女賦》《風賦》《釣賦》的宋玉（約前 ２９８—約前 ２２２）尊爲賦體
之祖。宋玉是著名的楚辭作家，所作《九辯》被譽爲千古“悲秋之祖”；同時
也是一位影響深遠的賦家，既有 《大言賦》《小言賦》《登徒子好色賦》之類
的詼諧調笑的俗賦，更有《高唐賦》《神女賦》之類以問答形式組織成篇、擅
長鋪陳秀美山川、人物情態的散體大賦，即所謂“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
窮文”（《文心雕龍· 詮賦篇》），奠定了賦體文學的基本格局和創作範式。
而漢代大賦，正是沿著宋玉賦的路徑向前發展，而成長爲 “一代之文學”。
學術界對先秦賦的研究，即以荀況、宋玉爲核心，尤其重視對宋玉賦的考辨
和研究。需要説明的是，本文持騷（辭）、賦二體論，大凡《楚辭》中的作品，
如《離騷》《天問》《九歌》《九辯》《招魂》《大招》等，自劉勰《文心雕龍》、蕭
統《文選》以來大都以 “騷 ”體 （楚辭體 ）目之，而與 “賦 ”體並列。凡專論
“騷”體者，本文皆不闌入。下面擬對新時期（１９７８—）産生的先秦賦（實際
上是戰國賦）研究論著逐一進行介紹，以供學術界參考。以出版時間先後
爲次。
１． 《先秦辭賦原論》，姜書閣著，
１４ 萬字，齊魯書社 １９８３ 年版。
姜書閣（１９０７—２０００），字文淵，滿姓姜佳氏，正黄旗人，生於遼寧鳳城。
１９３０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任《北京晨報》主筆、
民國税務署長、國税署長、
財政部政務次長等。１９４９ 年後，任西南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參事、青海師範
學院教授、湘潭大學教授等。著有《詩學廣論》《中國文學史綱要》《先秦辭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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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５８ 年版，第 １３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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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原論》《漢賦通義》《駢文史論》《文心雕龍繹旨》《陳亮龍川詞箋注》《桐
城文派評述》《百一集》等。
《先秦辭賦原論》收入作者的 ８ 篇學術論文，分别是：《先秦楚歌敘録》
《屈原與江湘》《人民詩人屈原的愛國主義思想》《屈賦楚語義疏》《宋玉及
其辭賦考辨》《宋玉 〈高唐〉〈神女〉爲漢賦之祖説》《〈荀子 · 成相〉通説》
《〈荀子·賦篇 〉平議 》，既相互獨立，又有一定的連貫性和系統性。其中
《宋玉及其辭賦考辨》對宋玉的生平和作品進行考證，認爲宋玉約生於前
３２０ 年前後，卒於前 ２６３ 年前後，約六十歲。作者經過考證，認爲宋玉今存
遺文，賦體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３ 篇，騷體僅有《九辯》１ 篇，共 ４ 篇
而已，這比游國恩等主編之《中國文學史》、中國社科院《中國文學史》略有
進步。《宋玉〈高唐〉〈神女〉爲漢賦之祖説》一文考察騷、賦的區别和流變，
認爲“宋玉是詞人之賦體的創始人，而 《高唐》《神女》則爲漢人賦體之祖”
（第 １５５ 頁），所論頗有道理。《〈荀子 · 成相〉通説》與 《〈荀子 · 賦篇〉平
議》是兩篇專門研究荀況賦性質、意義、分篇、淵源、特點與影響的論文，認
爲《成相篇》《賦篇》在荀著中文學性最强，卻常爲文學史著作所忽視。學術
界認爲：“該書對楚辭文獻之整理考訂，頗爲精到；所論所述，亦足成一家之
言。” 不過，書中的某些觀點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例如對宋玉賦真僞問
題的探討，並不能令人信服。但作爲最早專門研究先秦辭賦的學術專著，
其歷史意義是不容忽視的。
２． 《屈荀辭賦論稿》，李金錫著，
１２ 萬字，春風文藝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李金錫（１９２２—２０１８ ），天津塘沽人。早年肄業於輔仁大學國文系，
１９４５ 年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解放後曾在教育部任職 １１ 年，
１９６１ 年起
任鞍山師專（今鞍山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著有《屈荀辭賦論稿》等，發表
論文多篇。
本書是作者研究屈原、荀況辭賦的論文集，共計收録論文 １２ 篇。其中
《命賦之厥初，騷賦之續作———讀荀卿〈賦篇〉》探討了《詩經》、楚辭和荀卿
作品的先後關係，提出屈作、荀作都是《詩經》現實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前者
以抒情爲主，後者以議論爲主，應同列爲辭賦之祖，觀點十分獨到。《荀學
之綱，彈詞之祖———讀荀卿〈成相篇〉》認爲《成相篇》“在當時説來，還是以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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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許逸民、王學泰等主編《中國詩學大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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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鼓爲節的一種唱詞”，荀作以通俗的民間文學的形式，表達極深刻的政治
思想，“這在先秦諸子的著作中是極罕見的”，並呼籲“應該肯定它在我國文
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作用”（第 １４６—１４９ 頁）。論證雖還粗略，但其觀點卻頗
爲精到。
３． 《宋玉辭賦今讀》，袁梅譯注，
１２ 萬字，齊魯書社 １９８６ 年版。
袁梅（１９２４—２０１７），山東沂水人。１９５３ 年畢業於山東師範學院中文
系。曾任中學教師多年，１９８２ 年起任濟南師專（後更名爲濟南大學）中文系
教授。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著有《周代抒情詩譯注》《詩經譯注》《屈原賦
譯注》《宋玉辭賦今讀》《毛詩質疑（點校）》等。
《漢書·藝文志》著録宋玉賦 １６ 篇，現存題爲宋玉的作品凡 １４ 篇。作
者認爲，只有《九辯》確爲宋玉所撰，其餘諸篇多系後人僞託，故處理方式有
所不同。１． 確爲宋玉的作品，即《九辯》一篇，分題解、原文、注釋、今譯（以
詩譯辭）四部分，用力最多；２． “雖無定論，但千載流傳，影響深廣”的作品，
即《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四篇，每篇分題解、原文、注
釋、今譯（以文譯賦）四部分，亦較爲重視；３． 其餘作品，即 《對楚王問》《笛
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高唐對》等，則作爲“附録”
處理，僅録原文，並附校勘記。不同的處理方式，表明作者對宋玉作品真僞
問題的基本判斷，雖難免受時代影響，但將題爲宋玉的作品悉數收録，態度
亦較爲謹慎。注釋部分吸收先哲時賢之説，力求準確明白，亦偶有個人之
見。譯文以“信”爲基準，並努力追求 “達”“雅”的目標。本書對宋玉作品
的普及有一定作用。
４． 《宋玉辭賦譯解 》，朱碧蓮著，１０ 萬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
朱碧蓮（１９３２—２０１３），女，浙江青田人。１９５５ 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
系，現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楚辭講讀》《楚辭論稿》《宋玉辭
賦譯解》《中國古代文學事典》《楚辭論學叢稿》《秦漢文學五十論》《世説新
語譯注》等。
《宋玉辭賦譯解》是 “一本研究和重新評價宋玉及其作品的著作”（本
書内容簡介）。《前言》認爲宋玉在建國後 “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作品
也受到了冷遇”，遂發憤寫作此書。《論宋玉及其 〈九辯〉》《宋玉辭賦真僞
辨》二文，對於宋玉的思想、人品、文學成就、作品真僞等進行了新人耳目的
研究，認爲可以判定爲宋玉的作品至少有 ６ 篇。下爲 “宋玉辭賦譯解”，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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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作品分爲兩組：第一組爲《九辯》《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
好色賦》《對楚王問》６ 篇，確爲宋玉所作；第二組爲真假難辨者，包括 《笛
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凡 ６ 篇，作爲附録處理。對
於每篇辭賦，皆分爲原詩、注釋、譯文、賞析四部分，引導閲讀，全面細緻。
本書在考論宋玉作品真僞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並且對署名爲宋玉的作品
進行全面注釋與賞析，是一部學術性與普及性兼具的著作。
５． 《楚國大詩人宋玉 》，張端彬撰，１０． ９ 萬字，海峽文藝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
張端彬（１９４８—），福建省長樂市人，賣花專業户，熱愛文學。福建省作
家協會會員，中國宋玉研究會理事。著有 《楚國大詩人宋玉》《吳航老街》
《染血的罌粟園》（敘事長詩）、《十天書記》（中篇小説）等。
本書分爲三章。第一章 《宋玉的生平》，下分四節，分别對宋玉窮愁潦
倒的一生、屈原與宋玉的關係、宋玉的個人性格、愛國精神等進行介紹；第
二章《楚辭———巫史文化的産物》不分節，揭示楚辭文體産生的文化基因；
第三章爲《宋玉的作品》，下分四節，在對 《九辯》《招魂》進行專題研究之
後，又對宋玉的賦作《高唐賦》《神女賦》《風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
問》等進行介紹，認爲這些作品皆爲宋玉所撰，並分析了宋玉作品對後世文
學的影響。作者認爲郭沫若先生所謂 “宋玉是一個没有骨氣的文人”的説
法是不能成立的，指出宋玉不僅具有 “一副傲骨”，而且是 “不朽的愛國詩
人”，頗有新意。
６． 《宋玉辭賦箋評》，金榮權著，
１５ 萬字，中州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
金榮權（１９６４—），河南商城人。１９８９ 年畢業於安徽師範大學中文系，
獲文學碩士學位。現任信陽師範學院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發表學術
論文數十篇，出版學術著作《宋玉辭賦箋評》《屈宋論考》《中國神話的流變
與文化精神》《中國古代神話稽考》等。
本書認爲，現存於《楚辭章句》《文選》《古文苑》《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
六朝文》中的 １４ 篇署名宋玉作品，其中 ９ 篇實爲宋玉所作，即 《九辯》《招
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諷賦》《釣
賦》：其餘 ５ 篇爲僞作，即《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舞賦》《高唐對》。全
書分上下兩編，上編爲“鑒賞”，對作者認定的 ９ 篇作品進行題解、注釋、翻
譯和賞析；下編是“研究”，包括《宋玉傳略》《宋玉作品考辨》《宋玉辭賦托
物抒情的表現手法》《宋玉賦的形成與特徵》《後人對宋玉的評價及宋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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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歷史變遷》《宋玉其人評品》六篇，對宋玉及其作品進行較爲全面而系
統的研究，試圖還宋玉以本來面目。書末附有 《詞、曲、小説及民間傳説中
的宋玉形象》《關於宋玉的研究資料》和《宋玉研究論文索引》，方便查檢與
使用。《辭賦大辭典》認爲，該書“收集資料比較全面，研究視野比較開闊，
並將注釋、今譯、資料、研究幾方面結合在一起，有助於全面地認識宋玉及
其作品” 。在考論宋玉辭賦的真僞方面，該書亦對前人有所發展。
７． 《高唐神女與維納斯———中西文學中的愛與美主題 》，葉舒憲著，３５
萬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葉舒憲（１９５４—），生於北京。先後畢業於陝西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
學、四川大學，獲文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曾任職於陝西師範大學、海南
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現爲上海交通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兼任中國
神話學會會長、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會會長。已出版《文學與人類學》《中
國神話哲學》等專著、譯著 ２４ 部，發表學術論文 ３００ 餘篇。
本書是一部以宋玉賦中高唐神女和西方女神維納斯爲研究個案，採用
文化人類學、比較神話學方法，對中西文學中愛與美的原型進行開創性研
究的著作。分爲上下兩編，上編《美神由來———愛與美主題的原型發生史》
設立六個專題，分别對原母、地母、愛神、愛神及其配偶 （上、下）、美神等進
行考述，旁徵博引，中西貫通；下編 《美神幻形———愛與美主題的文化置
换》，則設立神女、雲雨、晝寢、幻夢、補償、色與美、孝與鞋凡七個專題，採用
比較文學、心理學、神話學等研究方法，探討中西文學中的愛、美、性、欲、幻
想等永恒主題。吳廣平先生認爲：“此書作者運用語源學、神話學、原型批
評、精神分析學説、民俗學、文化學進行跨文化研究，詳細考察了存在於中
西文化中愛與美主題的原型形象高唐神女和維納斯，由此論述和探討了愛
與美主題的原型發生和文化置换。……這是運用比較文學、比較神話學來
研究宋玉辭賦的第一部學術專著。” 本書將中國上古神話與《金瓶梅》《聊
齋志異》和西方文學加以綜合研究，視野宏闊，縱横古今，溝通中外，採用了
多學科、多角度的研究方法，因而頗有新意與創見。這是作者在使用西方
原型批評和文化人類學方法研究《詩經》《老子》之後，又一部研究中國文學
①

②

①
②

霍松林、徐宗文主編《辭賦大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４２６ 頁。
吳廣平《五十九部宋玉研究著作解題》，載於李驁主編《宋玉及其辭賦研究———第二届宋玉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３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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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嘗試，其中亦存有牽强附會之處，有些觀點尚不能得到學術界認可，
但其開拓與創新精神是值得珍視的。該書於 ２００５ 年由陝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出版增訂版。
８． 《宋玉作品真僞考》，高秋鳳著，
４０ 萬字，臺北文津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高秋鳳（１９５１—），女，臺灣臺南人。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
研究所，先後獲文學碩士、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現爲臺灣師範大學教
授，出版專著《楚辭三“九”暨後世以“九”名篇擬作之研究》《天問研究》《宋
玉作品真僞考》等，發表論文 《文心辨騷析論 》《臺灣 〈楚辭 〉研究六十年
（１９４６—２００５）》等。
本書是一部專門考辨宋玉作品真僞的著作。除了緒論、結論外，全書
共分爲四章，分别是：《楚辭章句》所收宋玉作品真僞考，《昭明文選》所收
宋玉賦真僞考，《古文苑》所收宋玉六賦真僞考，論御殘篇、《招隱士》與《微
詠賦》作者考。作者從文體、押韻、稱謂、仿托、流傳等方面加以考證，認爲
歷史上署名爲宋玉的作品，除了 《招魂》《舞賦》《招隱士》《詠賦》４ 篇不是
宋玉所作外，其餘《九辯》《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
楚王問》《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以及銀雀山漢墓出土之
論御殘篇，這 １２ 篇都是宋玉的作品。該書出版時，大陸學者頗受疑古思潮
影響，一般只認可《九辯》爲宋玉所作，如袁梅《宋玉辭賦今讀》認爲確爲宋
玉所作的作品 １ 篇 （《九辯》）；“雖無定論，但千載流傳”的作品 ４ 篇；朱碧
蓮《宋玉辭賦譯解》認爲可以判定爲宋玉的作品有 ６ 篇；金榮權《宋玉辭賦
箋評》增加至 ９ 篇；而高氏此書又增加至 １２ 篇，推波助瀾，有力地肯定了宋
玉的文學成就和文學史地位。該書資料翔實，考證細密，是一部難得的學
術著作。吳廣平先生認爲：“此書充分吸收了湯漳平、譚家健、李學勤、鄭良
樹等學者的考證成果，並補充了大量證據，可以説是考辨宋玉作品真僞的
集大成之作。”
９． 《宋玉集》，吳廣平編撰，
４２ 萬字，嶽麓書社 ２００１ 年版。
吳廣平（１９６２—），湖南省汨羅市人。現任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
授，碩士生導師，兼任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屈原學會、中國辭賦學會
常務理事，湖南省屈原學會副會長，宋玉研究學會名譽會長等。主要從事
①

①

吳廣平《五十九部宋玉研究著作解題》，載於李驁主編《宋玉及其辭賦研究———第二屆宋玉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３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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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楚辭、漢賦、文學人類學和湘潭當代文學的研究，發表學術論文近百
篇，出版《宋玉研究》《宋玉集》《楚辭全解》《屈原賦通釋》等著作。
本書是一部資料性、學術性與普及性兼具的著作。在 《前言》部分，作
者對宋玉的生平經歷、作品真僞、藝術成就、文學影響等進行了全面系統而
頗有創見的敘述。例如對宋玉作品的真僞，作者認爲有 １３ 篇確實爲宋玉
所作：《九辯》《招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
問》《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御賦》。此外，署名爲宋玉
的《舞賦》系傅毅 《舞賦》的摘録，《微詠賦》系宋王微 《詠賦 》之訛，《高唐
對》《郢中對》兩篇，分别是 《高唐賦》《對楚王問》的異文，頗具卓見。本書
主體部分，是對宋玉作品所進行的校注、評析和翻譯，１３ 篇真作在先，４ 篇
僞作在後。每篇作品皆先作解題，對作品的出處、思想與藝術價值進行簡
要説明；接下來是正文和注釋，長篇作品則分段注釋，注重對生僻字的注
音、解釋和對典故的説明。最後是翻譯，儘量採用直譯，語言通俗曉暢。全
書之末，還附録有聞一多、游國恩、胡念貽、李學勤等 １２ 位專家學者的經典
論文 １４ 篇，以及《宋玉及其作品的評論資料》，可資研究者參考。湯漳平先
生認爲：“作者以其嚴謹、細緻、認真的態度，在當代宋玉研究中，提供了一
個可信度極高的版本，我們甚至可以説它是具‘里程碑’意義的成果。” 該
書於 ２００４ 年出版了增訂本。
１０． 《宋玉研究》，吳廣平著，
２９．３ 萬字，嶽麓書社 ２００４ 年版。
吳廣平（１９６２—），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參見《宋玉集》敘録。
《宋玉研究》共 １６ 章，分爲上中下三編。上編“生平與著述”主要運用
文獻考據的研究方法，論次宋玉的姓名字號、生卒年代、故里遺跡、行止交
游、著述真僞問題等；中編“繼承與融會”著重論析宋玉與儒家、道家、縱横
家及神巫文化的關係，以及對屈原的文學承傳；下編 “成就與地位”論述宋
玉在賦史上的地位和對賦體文學的貢獻，宋玉作品中的主題、人物形象，宋
玉賦與地域文化、宋玉賦與大言小言等問題。書末有附録 《宋玉研究論著
索引》。
作爲第一部系統深入研究宋玉的學術專著，本書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
破，提出了一系列獨到的觀點。例如第五章考證宋玉作品的真僞，作者鉤
稽大量的文史資料，結合出土文獻加以論析，認爲 《楚辭 》所收的 《九辯 》
①

①

湯漳平《出土文獻對宋玉研究的影響》，載於《中州學刊》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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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魂》，《文選》所收的《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
王問》，《古文苑》所收的《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文選
補遺》所收的《微詠賦》，加上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御賦》，皆爲宋玉所作，共
計 １４ 篇，（比之前的《宋玉集》多出《微詠賦》１ 篇。）雖不能成爲定論，但有
力地駁斥了疑古學派的觀點，具有撥亂反正的意義。又如第十章論屈宋關
係，作者認爲宋玉作爲屈原文學的後繼者，完成了辭賦文學四個方面的轉
型，即由楚辭向楚賦的轉移，由緣情向體物的嬗變，由直諫向曲諫的發展和
由崇高向世俗的回落，觀點精湛，頗具文學史家的眼光 。作者在考證過程
中充分利用以往考據成果，綜合運用訓詁學、校勘學等方法解決具體問題，
因而頗有可信度與説服力。該書出版後頗受關注，先後有鄧欣躍、李德輝、
張晚林、周建忠等發表論文，予以肯定和推介。
１１． 《宋玉辭賦》，曹文心著，
１９．６ 萬字，安徽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曹文心（１９４０—），安徽巢湖人。１９６１ 年畢業於合肥師範學院中文系，
現任淮北師範大學教授。主要從事先秦漢魏六朝文學研究，發表 《中國戲
劇史雜談·十題》《漢音·魏響———論曹丕與建安文學》等論文數篇。
本書對署名爲宋玉的辭賦作品進行了考證、注釋和分析。全書分爲上
下兩編。在上編“宋玉辭賦考論”部分中，作者分别考證了宋玉的生平事蹟
和傳世作品的真僞，進而論述宋玉辭賦的思想和藝術特徵。關於宋玉生
平，本書認爲，宋玉是郢都（今湖北江陵）人，並以宋玉的作品《九辯》爲支撐
點，推斷他的生卒年，認爲宋玉約生於公元前 ３２０ 年，卒於公元前 ２５５ 年。
此外，宋玉在作品中多次提到的師長極可能是一位善於言辭論辯的謀士、
縱横家。在宋玉辭賦的真僞問題上，作者將宏觀考察與具體考辨相結合，
認爲除《笛賦》等個别作品外，《楚辭章句》《文選》和《古文苑》中刊載的宋
玉辭賦作品均爲宋玉所作。這一看法與劉剛、吳廣平等基本一致。書中
“論”的部分通過對屈宋辭賦的比較研究，論述屈宋作品的思想藝術成就、
各自的貢獻和特色。下編 “宋玉辭賦譯注”部分，作者遵循原文、譯文、注
釋、評析的順序對宋玉的 １１ 篇作品逐一進行分析，吸收前人注釋並有個人
見解，努力體現宋玉辭賦原有的風格、神采和情韻。附録部分選取了宋玉
①

①

在此之前，羅漫先生曾經從推出“悲秋”情結、奠定“雲雨”意象、描繪神女與麗人、展示長江上游
的自然景觀、第一位娱樂文學大師等方面論述宋玉文學的價值和獨創性。（詳參趙明主編《先
秦大文學史》，吉林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５２２—５３５ 頁）。可與此書互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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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賦中真僞難明及僞託之作共 ９ 篇，依照前文體例進行注解翻譯，便於學
者閲讀參考。作爲一本比較完備的宋玉辭賦讀本，可供古代文學研究者和
文史愛好者閲讀、參考。
１２． 《宋玉及其辭賦研究———２０１０ 年襄樊宋玉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程本興、高志明、秦軍榮主編，６３ 萬字，學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程本興（１９４２—），湖北襄樊人。１９６５ 年 ７ 月畢業於華中師院中文系。
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系湖北省特級教師。現爲湖北省宜城市宋玉研究會會
長，襄樊市荊楚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襄樊市炎黄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全國語
文研究聯合會理事等。高志明 （１９７２—）、秦軍榮 （１９７３—），湖北文理學院
副教授。本書是 ２０１０ 年宋玉國際學術研討會（襄樊學院主辦，２０１０．１０）之
論文集，全書劃分爲宋玉的生平與思想研究、宋玉作品研究、宋玉的文學成
就與地位研究、宋玉辭賦與地域文化研究、宋玉辭賦的傳播與接受研究等
欄目，共計收録論文 ５３ 篇，論點彙編 １２ 則，展現了宋玉研究的熱鬧局面和
豐碩成果。其中李學勤 《〈唐勒〉〈小言賦〉和 〈易傳〉》、譚家健 《〈唐勒〉賦
殘篇考釋及其他》、稻田耕一郎《〈宋玉集〉佚存鉤沉》、毛慶《搖落深知宋玉
悲———六十年文學史宋玉評介簡議》、吳廣平 《宋玉故里考辨》等論文尤其
受到關注，有一定的學術影響。
１３． 《宋玉辭賦考》，劉剛著，
２６ 萬字，遼海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劉剛（１９５１—），黑龍江哈爾濱市人。１９７７ 年考入瀋陽師範學院中文
系，畢業後分配到鞍山市直機關幹部進修學院任教，１９８８ 年調入鞍山師範
學院工作。曾任鞍山師範學院中文系主任、首席教授，東北師範大學、瀋陽
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現爲湖北文理學院宋玉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
國屈原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等。發表論文近百篇，出版 《宋玉辭賦考》
《宋玉研究資料類編》等著作。
全書分爲四個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部分———宋玉作品真僞考
論。作者綜合歷史、地理、語言、文字、典章制度等多方面知識，對宋玉作品
的真僞問題進行深入考證，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認爲除了《九辯》外，《高唐
賦》《神女賦》《諷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亦爲宋玉作品，其中《對
楚王問》最具可靠性；《微詠賦》有可能系宋玉所作，而 《高唐對》《郢中對》
《報友人書》３ 篇則屬於假託。學術界稱譽“他的這些考證成果無疑是近年
來宋玉研究的重大收穫，將近年來宋玉作品真僞問題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
步”（趙敏俐《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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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其餘幾個部分分别是關於宋玉作品主旨的考論，宋玉生平思想的
考論，宋玉作品的地理考及其他。作者在這幾部分旁徵博引，層層論證，表
現出宏闊的學術視野、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和鋭意探索的學術精神。例如
對於宋玉《高唐》《神女賦》的主旨，前人或以爲諷諫楚王思幸神女之淫欲
（宋章樵），或以爲隱喻君臣遇合之難 （宋洪邁），或以爲 “只是用超人的規
模來寫佚蕩的情思”，並無深意（姜亮夫），或以爲借神話傳説來寫男女愛情
（褚斌傑）。著者不囿成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楚國祭祀高唐神
女之禮俗進行了分析，認爲楚襄王欲幸高唐神女，實際上是一種祭祀儀式，
旨在祈禱王位有繼、種族繁衍；宋玉不同意這種敬天命而輕人事的思想，於
是作賦諷諫，勸導楚襄王 “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高唐賦》），
即推行“民本”政治，矯正時弊，舉賢任能，進而振興楚國。這一觀點非常新
穎，頗有啟發意義。又如，宋玉《笛賦》提到的衡山，宋人章樵注以爲系 “南
嶽，屬荊州”。著者考察《隋書·地理志》，發現古代有四個衡山：南陽郡雉
衡山（今河南省南陽市北）、廬江郡衡山（今安徽省合肥市西南）、吳郡衡山
（今江蘇省蘇州市西南）、衡山郡衡山（今湖南省衡陽市北）。然後徵引《尚
書》《左傳》《周禮》《戰國策》《史記》《漢書》等十餘種文獻，經過全面梳理，
認定《笛賦》中的衡山實爲天柱山（一名霍山），在今安徽省合肥市西南，古
稱南嶽，進而糾正了舊注的錯誤。總之，《宋玉辭賦考》彙集了劉剛先生十
餘年研究宋玉的學術成果，大大推進了宋玉作品真僞問題的研究進程，對
作品主旨的論析非常精到，對衡山、巫山、廬江的考證也頗見功力，是一部
研究宋玉辭賦的力作。
１４． 《徜徉宋玉城 》，吳廣平、史新林主編，５０ 萬字，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吳廣平（１９６２—），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參見 《宋玉集》敘録。
史新林（１９４６—），湖南臨澧人，曾任臨澧縣圖書館館長，副研究員。主編有
《史氏家乘三修》《徜徉宋玉城》等。
本書是一部對宋玉文化進行全面總結與介紹的著作，共分爲七個部
分：一、宋玉賦今譯，收録《九辯》《招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
子好色賦》《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微詠賦》《御賦》《對
楚王問》等凡 １４ 篇作品的譯文。二、先賢評宋玉，選録歷代學者評論宋玉
的文字 ３９ 則。三、名家詠宋玉，輯録歷代文人歌詠宋玉的詩歌 ５４ 首。
四、宋玉新探索，選録金榮權、彭隆治、楊緒穆、江從鎬、吳廣平、程本興、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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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侯文學、劉剛、艾初玲、蘇慧霜、陳隆財等當代學者研究宋玉的論文 １２
篇。五、宋玉與臨澧，收録王永彪、史新林、張榮錦、尹遠、姚長善等考證宋
玉爲臨澧人、宋玉作品與臨澧之關係的論文 １６ 篇。六、宋玉城懷古，收録
當代作家、詩人有關宋玉的文學創作 ３９ 篇。七、宋玉城開發，收録 ４ 篇探
討臨澧縣宋玉城開發建設的研究報告。本書視野開闊，古今通覽，具有鮮
明的地域色彩和文化開發意味。尤其是第五、六、七部分，大都是臨澧縣本
地文人撰寫的文字，反映了臨澧人民對宋玉的熱愛。
１５． 《宋玉研究薈萃》，張榮錦著，
６．９ 萬字，華夏文藝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張榮錦（１９３２—），湖南臨澧人。曾任臨澧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縣檔案
局局長、縣徵史修志委員會副主任、縣史志辦主任等，副研究員。著有 《宋
玉研究薈萃》，主編《懷念林伯渠同志》《臨澧人民革命史料選》等。
本書是作者研究宋玉論文之彙編，共收録論文 １０ 篇，包括《宋玉初探》
《宋玉生平考析》《宋玉作品真僞辨及作品的藝術成就》等。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從方志、家譜在史學中的地位來看宋玉遺跡群體的可信性》一文，反
映了作者充分利用家譜、地方志等稀見文獻進行學術考證的努力，其結論
也具有啟發性和現實意義。
１６． 《聖婚與聖宴———〈高唐賦〉的民俗文化底藴研究 》，魯瑞菁著，３０．６
萬字。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魯瑞菁（１９６１—），１９９５ 年畢業於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獲博士學位，現
任臺中靜宜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楚辭》、楚文化、漢代畫像石、墓葬
壁畫等。著有《聖婚與聖宴———〈高唐賦〉的民俗文化底藴研究》《楚辭騷
心論———諷諫抒情與神話儀式》等，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本書是曾永義主編的《古典文學研究輯刊》之一種，在第八編第 ２２ 册，
是著者在其博士論文《〈高唐賦〉的民俗文化底藴研究》（１９９５）的基礎上加
以修訂而成的。著者對上古時代的聖婚與聖宴儀式進行詳細考述，試圖從
上古神話、宗教、文化、習俗的角度來挖掘宋玉《高唐賦》中所藴含的民俗文
化因素。全書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介紹本書研究方法，並對前人研究
《高唐賦》的方法和成果進行綜述；第二章《原型與儀式》，研究夢遊高唐和
香草巫術的原型，指出登高望遠和臨水遠眺是一種追蹤神女的儀式；第三
章《聖婚儀典》認爲雲、雨、風、氣皆具有生殖崇拜的意味，並對掌管生殖的
大神（高唐、高媒）和神聖處女（瑶姬、巫兒）進行考述；第四章《聖宴儀典》
描述原始狩獵巫術儀式、寒食改火風俗、圖騰宴與人頭祭風俗；第五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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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回歸的神話底藴》；第六章是《結論》。本書充分利用古代文獻資料、
新近出土的考古資料、西方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報告，並且使用文獻學、神
話學、考古學、民俗學以及西方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試圖對《高唐賦》的
民俗文化内涵進行挖掘和探究，具有新意。本書的底稿完成於 １９９５ 年，與
葉舒憲《高唐神女與維納斯———中西文學中的愛與美主題》（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的撰寫時間接近，反映了海峽兩岸學者借鑒西方原型批
評和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闡釋中國文學經典的嘗試，其開拓精神是值得肯
定的。
１７． 《先秦辭賦大家宋玉 》，張端彬撰，１１．６ 萬字，香港文學報社出版公
司 ２０１４ 年版。
張端彬（１９４８—），參見《楚國大詩人宋玉》敘録。
本書共分爲四部分：招魂今繹、九辯今繹、論文彙編、大招今繹。其中
第三部分較爲重要，收録作者研究宋玉的學術論文 １２ 篇，包括《宋玉作品
中的美女形象來龍去脈》《談 〈高唐賦〉和 〈神女賦〉的序》《談 〈高唐賦〉》
《談〈神女賦〉》《談屈宋並稱》《要有一杆公平秤———評〈中華活頁文選〉合
訂本（１）關於〈登徒子好色賦〉的説明》等。作者能够立足宋玉辭賦文本，
對其中很多問題都提出了一些看法，比之前出版的《楚國大詩人宋玉》更爲
深入、細緻。
１８． 《宋玉考釋》，江從鎬著，
２０ 萬字，嶽麓書社 ２０１４ 年版。
江從鎬（１９３８—），湖南臨澧人。曾任湖南省臨澧一中校長，中學特級
教師。１９９８ 年退休，參與創辦常德芷蘭實驗學校。執著於宋玉研究，著有
《宋玉考釋》一書。
本書共分爲三大板塊：一、“宋玉生平點滴”，探討宋玉的籍貫、墓葬
地、流放等問題，經過考辨，得出宋玉不是湖北宜城人，而是湖南臨澧人，宋
玉不是親聆屈原教誨的弟子，宋玉没有被流放的結論。二、“宋玉作品淺
見”，作者從文本出發，藉以覘知宋玉的政治抱負及作品的文學史意義，認
爲宋玉爲楚國而奮鬥了一生，屈原、宋玉同是中國文學之祖，宋玉文化是國
之瑰寶。三、“宋玉辭賦譯析”，對 １３ 篇宋玉辭賦進行注釋、翻譯。本書反
映了作者對鄉邦文化和宋玉辭賦的熱愛，可供宋玉研究者參考。
１９． 《宋玉辭賦的美學解讀》，江柳著，
１１ 萬字，長江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江柳，本名孫昌前（１９２８—），湖北咸寧人。曾任《長江日報》編輯、《中
學語文》雜誌主編、湖北大學中文系、新聞系副教授。主要從事詩歌、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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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理論、中學語文教學研究。著有《詩歌美學理論與實踐》《宋玉辭賦的
美學解讀》等。
本書是一部從美學角度闡釋宋玉辭賦的著作。正文分爲兩編。“正
編”部分包括：一、悲憤狂放的自由襟懷；二、神遊六合的瑰麗幻想；三、讚
揚鄭衛的民間歌舞；四、荊楚壯麗山水的讚歌；五、巫史遺風的神人之戀；
六、生命之美的永恒讚歌；七、藏理於象的《風賦》美論；八、餘論。僅從標
題，就可以感受到作者優美的文筆和熾熱的激情。“副編”部分收録 《〈文
選·舞賦〉系宋玉所作》《巫術文化傳統和屈宋辭賦》等 ４ 篇專題論文，反映
了作者對某些學術問題的深入探究。作者從生命美學的角度解讀宋玉辭
賦，並以巫術宗教、文藝學、審美心理學、文化人類學、古典哲學的觀點與方
法加以剖析和研究，認爲宋玉是一個爲楚國和中華民族文化作出重要貢獻
的文學家，頗具卓見。吳廣平對此書評價甚高，指出：“這是一位年逾八旬
的離休老教授抱病用心血撰寫的著作，全書有開闊的視野，有澎湃的激情，
有純粹的思辨，有獨到的見解。”
２０． 《宋玉四家注集釋與彙評 》，高志明、劉剛編，３６ 萬字，中國文史出
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高志明（１９７２—），湖北仙桃人，２０１０ 年畢業於福建師範大學，獲文學博
士學位。現任湖北文理學院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語言學研究，著有 《史
記的文學語言研究》《通感研究》《宋玉四家注集釋與彙評》等。
本書對當代宋玉研究專家袁梅、朱碧蓮、金榮權、吳廣平的注釋成果進
行彙集，試圖展示宋玉研究的當代進展，推動宋玉研究的繁榮進步。本書
共計注釋宋玉作品 １６ 篇，如下：《九辯》《招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
《登徒子好色賦》《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微詠
賦》《對楚王問》《高唐對》《郢中對》。歷史上署名爲宋玉的作品，大抵在
列。其體例是：以吳廣平 《楚辭全解》爲工作底本，先集釋，再彙評。集釋
部分專取四家注，如《高唐賦》“惟高唐之大體兮”集釋：“惟———（吳）句首
語氣詞，無實義。（金）惟：發語詞，無實義。（袁）惟，發語詞，無實義。大
體———（吳）大體：高大的形狀。（金）大體：高大壯觀的外形、外貌。體，
指高唐的體現。（袁）大體：偉大的形體。體，形體，形象，相貌。（朱）大
體：大概。”雖有重複之語，亦盡録之，以客觀展示各家異同。彙評部分則選
①

①

李驁主編《宋玉及其辭賦研究》，第 ３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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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古今評論，列於賦後。如《高唐賦》彙評，羅列古今評論 ４５ 條，始劉勰《文
心雕龍·比興》，迄劉剛《宋玉辭賦考·巫山考》，凡一萬餘字，内容十分豐
富。從中不難看出編著者涉獵之廣和搜羅之勤。本書資料翔實，足資研究
者參考，可惜没有編著者的按斷，雖然其中藴含著一些學術思考，但畢竟不
够顯豁。
２１． 《宋玉辭賦注譯析 》，姚守亮、程本興編注，２７ 萬字，湖北科學技術
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姚守亮（１９６３—），湖北宜城人。１９８６ 年畢業於湖北大學中文系，現爲
湖北省宜城市文科教研員，中學語文高級教師，兼任湖北省屈原研究會理
事，湖北文理學院宋玉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發表文章 ２０ 餘篇，著有 《宋
玉辭賦注譯析》（合作）、《宋玉辭賦語法修辭研究》《千古美文譽襄陽》等。
程本興（１９４２—），詳參《宋玉及其辭賦研究》敘録。
本書是“襄陽文庫· 名人文集”叢書之一種。作者收録確認爲宋玉的
辭賦 １５ 篇：《大言賦》《小言賦》《高唐賦》《神女賦》《舞賦》《風賦》《釣賦》
《對楚王問》《諷賦》《御賦》《登徒子好色賦》《微詠賦》《笛賦》《招魂》《九
辯》，每篇作品皆有題解、原文、注釋、譯文、簡析、賞析凡六個部分。其中
“簡析”是對作品脈絡層次的梳理和提示，“賞析”則是對全篇作品的鑒賞與
評析，二者有别。書後附有《對友人問》《對或人問》《高唐對》《郢中對》四
篇被確認爲宋玉賦異文的文字，每一篇包括題解、原文、注釋、譯文四項。
本書吸收吳廣平《楚辭全解》的學術觀點，新見不多，但對於宋玉辭賦的普
及和傳播有一定意義。
２２． 《宋玉辭賦語法修辭研究 》，姚守亮著，２５ 萬字，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姚守亮（１９６３—），湖北省宜城市文科教研員，參見 《宋玉辭賦注譯析》
敘録。
宋玉辭賦具有豐富的文化内涵、高超的藝術成就和深遠的文學影響。
與以往的宋玉研究不同，本書另闢蹊徑，從語法、修辭角度對宋玉辭賦進行
系統研究。全書共分上下兩編，另有緒論四小節與附録三篇。緒論部分主
要論述了宋玉的生平、作品，宋玉研究的現狀，以及宋玉辭賦語法研究的現
狀與内容。本書的上編爲語法研究部分，其中第一章對宋玉辭賦中的詞類
與句類進行梳理，重點分析實詞的活用和幾種特殊句式；第二章研究宋玉
辭賦的疊音詞，包括分類、格式語義特點、詞性歸屬與語法功能、訓釋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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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面；第三章研究宋玉辭賦中的聯綿詞；第四章分析幾個較爲特殊的虛
詞及其相關句法；第五章研究宋玉辭賦中的複句，包括等立複句和主從複
句兩大類型。下編是修辭部分，其中第一章探討其修辭思想的萌芽，略述
其辭賦的修辭藝術；二、三、四章分析介紹宋玉辭賦的辭格運用情況，總共
２０ 餘種；
第五章討論其辭賦的選詞與煉句；第六章是對宋玉辭賦的審美思
考。“附録”分析了三個方面的内容，分别是宋玉作品入選語文教材的可行
性、毛澤東筆下的宋玉典故、宋玉平民意識和思想淵源，這些都是對宋玉辭
賦語法研究的補充。本書是目前國内第一部對宋玉辭賦語法、修辭進行專
題研究的論著，反映了著者填補學術空白的意識。同時，著者在書中將宋
玉辭賦研究與語文教學活動相結合，對中學語文教師及廣大古典文學愛好
者均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２３． 《楚騷賦———屈宋辭賦的抒情精神與生命美學 》，蘇慧霜著，２４ 萬
字，臺北文津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蘇慧霜（１９６６—），女，臺灣東海大學博士，現任臺灣彰化師範大學國文
系主任、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著有 《二南與屈賦 》《騷體的發展與演
變———從漢到唐的觀察》《楚騷賦———屈宋辭賦的抒情精神與生命美學 》
《宋代騷雅詞論》等。
本書分爲上下兩編，上編爲“屈原詩學”，下編爲“宋玉詩心”。下編除
了前言、後記外，主要有兩大方面的内容：壹、抒情與諷諫的情志疊影。本
部分主要研究宋玉辭賦所藴含的精神與情感，分爲三章，首先以 《對楚王
問》《風賦》《登徒子好色賦》爲據探討宋玉辭賦委婉諷諫的精神與寫作技
巧，然後以《高唐賦》《神女賦》爲例考察宋玉辭賦對美麗的書寫以及對個人
情志的抒發，最後又挖掘 《招魂》中所内藴的人文精神。貳、虛夢高唐的激
情餘音。本部分主要研究宋玉辭賦對後世的影響，亦分爲三章，首先探討
宋玉“主文以譎諫”的諷諫藝術對後世文人在文學情懷和寫作手法上的啟
迪，然後梳理宋玉辭賦對詩詞賦中紀夢意象的啟發和影響，再下又研究宋
玉《風賦》對後世詠風賦的啟發與影響。作者從本體論與影響論兩大方面
入手進行研究，高度肯定了宋玉辭賦的思想藝術價值與文學史地位，點面
結合，引證豐富，文筆亦甚優美，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書後還附有 《見説
蘭臺宋玉———宋玉生平與著述》，可供讀者參考。
２４． 《論賦之緣起》，陳韻竹，臺北文津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陳韻竹，女，臺灣高雄市人。１９８６ 年畢業於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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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獲文學碩士學位。１９９２ 年於美國密西根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獲科學碩
士學位，２００５ 年於臺灣中山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教於臺南市長榮大
學。著有《歐陽修蘇軾辭賦之比較研究》《論賦之緣起》，發表論文數十篇。
這是一部專門研究賦體文學之命名、起源、功用及其早期形態的著作，
其核心問題是賦 “以何因緣而生？以何因緣而名之曰賦 ”。全書共計 １１
章。第一章《緒論》交代研究動機、構思和方法；第二章 《“賦”字詞義特徵
釐析》從文字學的角度探討“賦”的本義及其詞義演變；第三章《春秋賦詩之
賦———“賦”不作“朗誦”“歌詠”或“創作”解》從辭彙搭配原則、語言辭彙系
統、語言約定俗成原則來探討“賦詩”之“賦”，認爲《左傳》中的“賦”局限於
“徵斂獻納”之意，所謂“賦詩”乃是徵斂詩、獻納詩的行爲；第四章《“賦政”
之賦———“賦”不作“布”解》將 “賦”“授”“布”的詞義特徵、句法行爲進行
比較，認爲“賦政”不等於布政、授政或授人以政；第五章 《〈國語〉“師箴瞍
賦”之賦———“賦”不作“朗誦”或“吟唱”解》由文法結構、修辭運用兩方面
解析“師箴瞍賦”之“賦”，認爲 “賦”是一種諷刺勸正的行爲；第六章 《六詩
之賦———“賦”不作“鋪”解》經過細緻考辨，認爲《周禮》六詩之“賦”仍是徵
斂獻納之意；第七章《荀子 〈佹詩〉爲什麽是 “賦”———由 〈詩〉而 “賦”之遞
嬗》通過對《佹詩》句式與賦詩制度的考察，認爲《佹詩》與《賦篇》都是“獻
納之文章”，皆可稱爲 “賦”；第八章 《詩人之賦麗以則———誰是揚雄所謂
“詩人”？什麽是 “詩人之賦”？》統計 《史記》《漢書》與揚雄作品對 “詩人”
一詞的使用，認爲“詩人”指的是《詩經》作者，“詩人之賦”就是指 《詩經》；
第九章《〈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賦”之義涵》對《漢志》中賦與歌詩的區
别進行分析，認爲 “諷諫勸正”的賦具有統攝諸體的力量；第十章 《賦體詩
源———采詩、獻詩、賦詩與賦》認爲采詩、獻詩、賦詩都是 “諷諫勸正”的活
動，而“賦”則源於這些活動所産生的文本。第十一章是《結論》，總結全書。
要之，作者認爲先秦兩漢“賦”仍然執守於“徵斂獻納”之意義，往往附帶有
“典制性”的指向，而典制性的“徵斂獻納”行爲正是賦體文學命名之依據。
這一觀點顛覆了自漢代以來流行兩千年的“不歌而誦謂之賦”“賦者，鋪也”
的傳統説法，具有鮮明的個性色彩。作者曾經攻讀生物統計學碩士學位，
經受過嚴格的科學訓練，她將科學思維引入賦學研究，因而書中有對先秦
古籍用詞的窮盡式統計，有大量的圖表、數據和相關分析，這爲她的學術觀
點提供了較爲紮實的統計學基礎，有理有據，自創新説。正如簡宗梧先生
序中所言：“舉凡文史問題，除了簡單事件，纔有所謂唯一的真相外，大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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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看成嶺側成峰’。因此凡是言而有據的解讀，不妨相容並蓄；舉凡文史
研究，除了冀望打開另一扇窗之外，更重要的是：根據新元素或新視角建構
新的論述。”恰好指出了該書的價值所在。
２５． 《宋玉研究資料類編》，劉剛等編，
４０ 萬字，商務印書館 ２０１５ 年版。
劉剛（１９５１—），湖北文理學院宋玉研究中心教授。生平詳見 《宋玉辭
賦考》敘録。
本書彙集自漢至清有關宋玉研究的資料，並分類編纂，包括宋玉生平
事蹟、遺跡傳説、作家批評、作品批評、作品集與作品輯録、作品考辨、詞語
釋讀、擬宋玉作品、關涉宋玉的文學創作等九個部分。每一部分之下，又分
爲若干小類。例如“生平事蹟”部分，分爲史書類、方志類、雜記類、故訓類、
類書類，分别輯録資料；而“作品批評”部分，則劃分爲綜評、《九辯》《招魂》
《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笛賦》《大、小言
賦》《諷賦》《釣賦》凡 １２ 類，眉目清晰，有條不紊。書後附有 《史記 · 楚世
家》和人名索引。本書從經史子集各類文獻中全面收集宋玉研究資料而類
編之，客觀上反映了中國古代各個歷史時期對宋玉及其作品的批評、接受
與傳播情況，資料豐富，内容翔實，分類妥當，檢索十分方便，是宋玉研究中
不可或缺的資料性工具書。
２６． 《宋玉與臨澧》，吳廣平主編，
４３ 萬字，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吳廣平（１９６２—），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參見《宋玉集》敘録。
本書爲吳廣平教授主編的 “走進宋玉城”叢書系列之一。該叢書包括
《宋玉與臨澧》《宋玉頌》《賦聖宋玉》《中外學者論宋玉》四部著作，内容厚
重，氣勢恢宏，是第一套專門研究、歌詠宋玉的大型叢書，涉及文學、史學、
文獻學、考古學、民俗學、地理學、語言學等多個學科。
宋玉是著名辭賦家，賦體文學的開創者，於楚考烈王至楚王負芻時期
在臨澧生活。《宋玉與臨澧》一書是“走進宋玉城”叢書的基石。本書共六
卷，分别是：宋玉生平與臨澧的關係研究、臨澧宋玉歷史遺跡研究、宋玉作
品與臨澧的關係研究、臨澧宋玉傳説故事研究、宋玉題材的臨澧文學作品
研究、臨澧宋玉遺跡的保護與開發研究，另外附録宋玉辭賦導讀十四篇。
全書結構宏大而又邏輯嚴密，從不同角度論證了宋玉與臨澧的關係，不僅
對宋玉研究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也豐富了地方文化研究的内容。如：臨澧
宋玉墓墓碑的“玉”字歷史上曾作“王”字，許多人認爲“王”乃“玉”字之訛，
因墓碑久經風雨侵蝕導致“玉”字右下一點脱落而訛。湖北大學石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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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碑即宋玉碑———宋玉碑及〈黄花魚兒歌〉辨讀》一文，從文字源流的角
度切入，論證古文字系統中 “王”與 “玉”實系一字，“宋王碑”實即 “宋玉
碑”，根本不存在文字訛誤的問題，所言頗有道理。又如，史新林《臨澧宋玉
墓文獻學、考古學與地理學研究》考察 《湖南通志》《安福縣志》記載的古
墓、古跡、藝文、圖解，臨澧發掘的大型楚墓、楚城，宋玉墓獨特的地理環境
等，認爲宋玉墓與宋玉本人都具有無可辯駁的真實性；尹德立 《從 “古安福
外八景”看宋玉的臨澧屐痕》一文又以地名、景額爲據，考證宋玉在臨澧的
行蹤，角度新穎，論證有力。
《宋玉與臨澧》一書通過挖掘大量文獻的、考古的、田野的材料，證明宋玉
與臨澧的密切關係，論述宋玉的文學創作與文化精神在臨澧的傳承與影響，
是宋玉研究的重要成果，“不僅有利於學者們更進一步地思考和探索宋玉
與臨澧的關係，而且也將推動整個宋玉研究向縱深開拓”（方銘《總序》）。
２７． 《中外學者論宋玉 》，吳廣平主編，４６ 萬字，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吳廣平（１９６２—），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生平詳見 《宋玉集》
敘録。
本書爲“走進宋玉城”叢書壓軸之作。該叢書由臨澧縣人大常委會編
撰，吳廣平教授主編，旨在深入挖掘臨澧歷史文化精髓、大力弘揚宋玉文
化。《中外學者論宋玉》一書選録了法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中國大陸
與臺灣地區的學者研究宋玉的論文凡 ３７ 篇，較爲集中地展示了世界範圍
内的宋玉研究最新成果。其中，有的作品是海外學者的最新力作，有的作
品首次被譯成中文，因此具有一定的學術前沿性和代表性。例如，日本學
者谷口洋教授《淺論宋玉賦的敘事模式》一文，將西方敘事學理論用於賦學
研究，研究方法不乏新意。大陸學者吳廣平 《宋玉著述真僞續辨》，臺灣學
者魯瑞菁《聖婚與聖宴：〈高唐賦〉的文化儀式解析》，法國學者郁白《悲秋：
中國古典詩學研究》等論文，專題深入，結論新穎，很有借鑒意義。本書作
爲《走進宋玉城》叢書之一，具備結構宏大、視野開闊、目標明確、觀點新穎
的特點，彙聚了海内外宋玉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既推動人們深入瞭解宋玉、
研究宋玉和學習宋玉，也架起臨澧宋玉研究連通世界的橋樑。
２８． 《宋玉及其辭賦研究———第二屆宋玉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李
驁主編，學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李驁，２０１２ 年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湖北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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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文傳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先秦文學研究。
本書是第二屆宋玉國際學術研討會 （湖北襄陽，２０１４． １１ ）之論文集。
共分爲四編：第一編“文獻研究”部分收録趙逵夫《宋玉〈九辯〉校理》、吳廣
平《五十九部宋玉研究論著解題》、黄震雲《高唐神女傳説和宋玉作品辨僞》
等論文 １３ 篇；第二編“文學研究”部分收録趙輝《宋玉賦與倡優話語體系及
賦的創始》、金榮權《關於 〈高唐〉〈神女〉賦的兩個問題》、詹杭倫 《論宋玉
〈風賦〉及後人的擬作》等論文 ２０ 篇；第三編 “文化研究”部分收録李炳海
《高唐神女傳説的炎帝部落文化屬性》、羅漫《〈莊子〉的思想資源與宋玉的
文化接力》等論文 １３ 篇；第四編“其他研究”部分收録劉剛《宋玉遺跡傳説
田野調查報告》、姚守亮《淺析宋玉辭賦修辭手法的妙用》等論文 ２０ 篇。全
書共計收録論文 ６６ 篇，較爲全面地反映了當前宋玉研究的興盛。作者以
高校教師、社科院研究人員爲主，但也有一些熱愛宋玉文化的中學教師和
圖書館、文化館、電影公司的工作人員，來源十分廣泛。
２９． 《宋玉新論：第三屆國際宋玉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榮權、姚聖良
主編，４０ 萬字，河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金榮權（１９６４—），河南商城人。參見《宋玉辭賦箋評》敘録。
本書是第三屆國際宋玉學術研討會 （河南信陽，２０１６．９ ）之論文集，分
爲四大部分：一，宋玉綜論，收録劉剛《宋玉與楚文化》等論文 ９ 篇；二，宋玉
生平與著作研究，收録吳廣平 《宋玉賦性夢與豔情的文化闡釋》等論文 ２０
篇；三，宋玉影響論，收録（日）谷口洋《試論西漢文人的宋玉情結》等論文 ７
篇；四，宋玉研究史與學人研究，收録湯漳平 《宋玉論》等論文 ７ 篇。很顯
然，第二部分是研究的重點，幾乎占全書之半，既有對宋玉生平履歷、創作
時地、創作分期的考察，也有對 《招魂》《登徒子好色賦》《釣賦》《微詠賦》
《大言賦》《小言賦》等具體篇章的考辨分析，還有對作品審美特徵、數字意
象的探究，内容豐富，從各自角度深化了對宋玉其人其賦的研究。
３０． 《宋玉與宜城》，程本興主編，
６０ 萬字，中國文史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程本興（１９４２—），湖北襄樊人。參見《宋玉及其辭賦研究》敘録。
本書是一部專題研究論文集，共分 ４ 章 ３１ 節：一、宋玉故里在宜城，宋
玉本是宜城人；二、宋玉儒雅是賦聖，自古屈宋常並稱；三、宋玉曾經被醜
化，宜城率先爲正名；四、宋玉名位已恢復，宜城實踐要事記。何新文先生
認爲：“（本書）内容全面、資料豐富、結構宏偉，凸顯了 ‘宋玉與宜城’的主
題；具有廣遠宏闊的大時空觀念和 ‘宋玉文化’的學術視野；表現了濃郁的

先秦賦研究論著敘録 ·７５·

家國情懷和熱情傳揚宜城先賢的‘宜城情結’。” 這是恰如其分的評價。
３１． 《宋玉作品研讀》，江從鎬著，
２４ 萬字，四川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該書共分九個部分，分别爲宋玉籍貫（湖南臨澧人）、宋玉生平（爲復興
楚國而奮鬥的一生）、宋玉具有特色的治國理政思想等。其觀點與《宋玉考
釋》（嶽麓書社 ２０１４ 年版）大致相同，不贅。
除了以上 ３１ 種著作（或論文集）外，尚有一些輯録歷代歌詠的史料集，
現當代歌詠宋玉的文學作品，演繹宋玉的電影文學劇本，或者以學術界研
究成果爲依據撰寫的宋玉傳記，例如金光定、楊兆明 《景宋詩抄》（史料匯
輯，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王瑞國《宋玉傳》（人物評傳，湖北科學技
術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陳子成《宋玉》（長篇小説，２００４ 年鉛印本）、楊雲庭
等《賦聖宋玉》（電影、電視劇本，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吳廣平主編
《宋玉頌》（詩文集，同上）、何志漢《賦聖宋玉》（長篇小説，長江文藝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等。由於這些成果以文學創作爲主，
不屬於學術研究，故不再贅
述。限於篇幅，單篇的學術論文，論及先秦賦的文史著作 ，以及一些未經
正式出版的學術著作和講義 等暫不列入。詳情可參吳廣平 《五十九部宋
玉研究著作解題》。總之，新時期（１９７８—）的先秦賦研究取得了輝煌成績。
在文獻整理方面，吳廣平輯校的《宋玉集》、劉剛《宋玉研究資料類編》最見
功力；在宋玉賦的真僞和藝術成就方面，主要有朱碧蓮《宋玉辭賦譯解》、高
秋鳳《宋玉作品真僞考》、吳廣平《宋玉研究》、劉剛《宋玉辭賦考》等多種；
在宋玉辭賦的普及方面，又有袁梅 《宋玉辭賦今讀》、金榮權 《宋玉辭賦箋
評》、曹文心《宋玉辭賦》等。此外，葉舒憲 《高唐神女與維納斯 》、魯瑞菁
《聖婚與聖宴》、江柳 《宋玉辭賦的美學解讀》、姚守亮 《宋玉辭賦語法修辭
研究》分别從原型批評、比較神話學、美學和語言學角度對宋玉辭賦進行闡
釋和研究，視野宏闊，角度新穎，皆有創見。值得一提的是，學術界組織的
宋玉國際學術研討會已經召開四次 （襄樊 ２０１０． １０、襄陽 ２０１４． １１、信陽
２０１６．９、
襄陽 ２０１９．６），每次都能收到學術論文近百篇，並且結集出版，這些
①

②

③

何新文、周昌梅《“宋玉居猶在、宜城酒正清”———程本興先生主編〈宋玉與宜城〉讀後》，載於
《湖北文理學院學報》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
方銘
② 例如趙明主編《先秦大文學史·宋玉其人及其作品》（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戰國文學史·宋玉及戰國賦體文學》（武漢：武漢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褚斌傑、譚家健主編《先
秦文學史·宋玉和其他楚辭作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等。
任桂園《巫山神女論·巫山文化論》（鉛印本，重慶三峽學院三峽文化研究所 ２０００
③ 例如程地宇、
年版）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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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也有力地促進了宋玉賦的研究。吳廣平主編的 “走進宋玉城”叢
書一套四册，内容豐富，裝幀精美，也頗有震撼力。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湖
南臨澧、湖北宜城的中學教師，圖書館、文化館、電影公司的工作人員，乃至
個體商販等，亦積極投入了宋玉及其辭賦的研究，表現出對故鄉歷史文化
的熱愛。但是在熱鬧局面的背後，也有一些問題值得檢討和反思：一、學
術界對荀子賦的研究尚嫌薄弱，表現出重宋玉而輕荀子的傾向。研究荀賦
者目前只有李金錫《屈荀辭賦論稿》一部（春風文藝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並
且該書以屈原作品爲主，兼論荀子賦。這固然是由於宋玉賦的文學成就和
影響遠遠超過荀子賦，但對於賦體文學開創者的冷落也是不正常的。而畢
庶春《荀子〈賦篇〉芻論》（《文學遺産》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郗文倩 《從遊戲到
頌贊———“漢賦源於隱語”説之文體考察 》（《中國文學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馬世年《荀子〈賦篇〉體制新探———兼及其賦學史意義》（《文學遺産》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等若干論文，暫且可以彌補這方面的缺憾。二、對於先秦
賦的俗文學性質，也期待能够有新的突破。無論是荀況《賦篇》、宋玉《大言
賦》《小言賦》《登徒子好色賦》還是地下出土的《御賦》，都具有鮮明的俗文
學特徵，反映了賦體文學誕生時期的狀貌，有助於我們探討賦體的淵源、性
質以及後來的流變，值得進一步研究。三、低水準重複的論著甚多，互相借
鑒，草率成書，甚至自我抄襲的情況也屢見不鮮。這也許與地方政府的文
化建設、短期任務和旅遊開發的意圖有關，但是研究者應該堅持個人的學
術準則，在符合學術規範的情況下推出具有學術含金量的著作，儘量不要
重複既有的觀點和學術成果。
（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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