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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功集》二輯

從朗吉弩斯的崇高觀念看
本參的邊塞詩
幕一聰

崇高 (the

Sublime)

.是西方美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範

疇。相傅在公元三世紀，羅馬的希臘學者卡西烏斯﹒朗吉

弩斯 (Cassius Longinus .213-273) 在〈論崇高〉

(On the

Sublime) 一文中首先提出“崇高"這一概念，這是

與古希臘以來和諧、靜穆的美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美。至十
八世紀，

“崇高"才引起西方美學家的普遍關注，不少美

學家乏對崇高進行了分析、演繹和補充。其中，英國的柏

克 (E出lUnd

Burke • 1729-1797)提出了“崇高"與“美..的

對立，而德國的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則將崇

高分析為“教學的崇高"和“力學的崇高..。儘管他們從

不同的角度對崇高作出不盡相同的分析，但對崇高的事物
所引起的審美感受的描述，卻是基本一致的。
就文學作品而言，朗吉努斯認為，崇高是一種氣派高

昂、矯健豪邁的風格，也是一切偉大作品所共同具備的一

種風格。崇高給人的感受是“偉大"、“莊嚴"、“壯
麗..、“雄i萃"、“奇特..等，它能在剎那開迅速地征服

讀者的心靈，使讀者為之震顫、激動。
本參(717-769 )1是盛唐著名的邊塞詩人，他曾經兩度
出塞西域邊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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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鞍馬烽塵間十餘載. .

城障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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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無不經行。" 2 期間詩作，描繪了雄奇壯美、絢麗多

實踐上都提:/::了獨特的見解。

彩的遠地風光，抒發了安邦定團、立功鑫垣的豪情壯志，
在盛唐詩壇上，可謂別樹一幟。

本參邊塞詩的藝街風格，既奇且麗。他筆下的鑫外風

朗吉弩斯在〈論崇高〉一文中，論述了與古希臘以來

和諧、靜穆的美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美一一崇高，它是一種
以其莊嚴偉大的形體、雄渾道勁的氣勢、宏偉壯麗的素象

光和戒馬生活，無不新鮮奇特，使人有蕩氣迴磅的驚讚，

表現出來的同'1 性美。這也是朗氏對西方美學最重要的貢

身心震撼的激動;給人以骨驚神咪的強烈的審美感受。然

獻。

則，崇高可以說是構成了本參詩歌的主體風格。
本文除了會介紹朗吉弩斯的崇高觀念，亦會看看西方

然而，“崇高"一詞對古希臘羅馬人來說，並不是甚
麼嶄新的字眼，朗氏的〈論崇高)

.使正是要批評一個叫

美學家如柏克和康德對崇高概念的分析和演繹。此外，本

凱齊留斯的人的一篇同名論文。朗氏所說的崇高，其含義

文亦會在中國的審美概念中，找出與西方崇高相近的看法

較諸現代的崇高概念更為廣泛，而他說的“莊嚴"、“偉

並加以論述。最後，本丈試圖以朗吉弩斯的崇高觀念，去

大"、“高雅"、“壯麗"、“雄渾"、“道勁"等.

探討星星唐邊塞詩人本參的邊塞詩歌的崇高美。

崇高也是同一意義的。這一方面說明了崇高是一種與這些

1!t

形容詞相關的、強而有力的同'11弩之美，另一方面也說明了
當時人對崇高的認識仍然是相當膚淺。正如朗氏所說，凱

(一)西方的崇高概念

齊留斯的文章便是“竭力舉出成千例子來闡明崇高的性
質..

1 。

朗吉弩斯認為，崇高是一切偉大作品所共有的一種風
→、朗吉弩斯的崇高論

〈論崇高〉一文的作者是誰，至今仍然眾說紛結，或

格，是文學作品的最高價值，也是衡量作品的最高標準。
他看兌:

說是公元三世紀的雅典修辭學家朗吉弩斯，或謂是公元一

世紀的某一人，莫衷一是，未有定論。但為了闡述土的方

崇高在於措詞的高明和美妙，最偉大的詩人和

便，我們姑且把先把他稱之為朗吉弩斯。

散文家所以不同凡響，留芳百世，全靠這點。 4

〈論崇高〉本是一封朗吉弩斯寫給特伶天 (Postumius
Terentianus) 的書信。這封信不但分析了崇高的概念，探討

了崇高在審美和心理上的作用，而且從理論主張以至批評

56

那麼，崇高從何而來呢?在朗吉弩斯看來，自然界中
的雄偉事物就有崇高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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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生人，不是要我們做卑鄙下流的動物;它

從地底拋出巨石和整個山丘，有時候選流下大

帶我們到生活中來，到森羅萬象的宇宙中來，

地所產生的淨火的河流。關於這一切，我只須

彷彿引我們去參加盛會，要我們做造 1 1::萬物的

說，有用的和必需的東西在人看來並非難得，

觀光者，做追求榮譽的競賽者，所以它一開始

唯有非常的事物才往往引起我們的驚嘆。 6

便在我們的心靈中植下一種不可抵抗的熱情一
一對一切偉大的、比我們更神聖的事物的渴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到，朗吉弩斯認為森羅萬象中有著

望。所以，對於人類的觀照和思想所及的範

不同的美，既有剛性美，又有柔性美。不過，在他看來，

圈，整個宇宙也不夠寬廣，我們的思想往往超

柔不如同IJ ，清澈小溪不如滔滔的大河，熊熊燒火不及永恆

過週圍的界限。你試環規你四圍的生活，看見

的星光。

萬物的豐富、雄偉、美麗是多麼驚人，你便立
刻明白人生的目的究竟何在。 5

朗吉弩斯史以這種柔不如剛的標準'來衡量雄辯家的
高低。他認為，雄辯家的話即使是說得如何清楚明白，技

巧如何風趣妙:絕，但一旦缺乏雄渾的美，那便如何清晰明
這裘可以看到，朗氏的崇高概念有主客兩方面。首先，雄

白，也是“軟弱無力，不能感動聽眾"

偉的事物存在於森羅萬象的宇宙當中，這是崇高客觀的一

家，便要像德談提尼般，具有:

7

0 成功的雄辯

面。但天之生人，一開始就在我們心中植下了一種愛好崇
高的熱情，這是崇高主義見的一面。所以，他又說:

崇高的風格，生動的熱情，豐富，敏感，恰到

好處的迅速，使人望塵莫及的勁勢和力量，並
在本能的指導下，我們決不會讀嘆小小的溪

且集中了一切堪稱神授的(稱為人性的就不敬

流，哪怕它們是多麼清澈而且有用，我們要讚

了)奇妙的稟賦在自己身上，從而以他所獨有

嘆尼羅河、多喝河、萊茵河，甚或海洋。我們

的優點往往戰勝所有對手，彷彿為了補救他所

自己點燃的燒火雖然永遠保持它那明亮的光

有優點，他以迅雷急電之勢打倒世世代代的雄

輝，我們卻不會驚嘆它甚於驚嘆天上的星光，

辯家。真的，你寧睜開眼睛看著雷霆轟擊，而

儘管它們常常是黯然無光的;我們也不會認為

不願注棍著他那不斷爆發的激情。 8

它比埃特納火山口更值得讚嘆，火山在爆發時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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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縱使我們喜愛著崇高的事物，但要怎樣才能成

的邏輯諭證'使人覺得合情合理;情感上的動聽，貝1J 憑悅

為一個具有崇高風格的作家，寫出充滿崇高美的作品呢?

耳的言詞報律，令人愉然歡快。但是，崇高的作品目可能集

據朗吉弩斯的〈論崇高〉所說，要寫出崇高的作品，除了

二者之長，具有無上的魅力，征服讀者的心靈，令人心蕩

“掌握語言的能力"這個前提條件外，還要具有以下的五

神馳，驚嘆不已。
另一方面，崇高作品是專梭的而“不可抗拒的"。它

項因素:

史“能征服聽眾的心靈， 12 不論其願從與否。對作品的

1.

莊嚴偉大的思想

鑒賞，我們總是會以自己為主，但崇高的作品卻剝奪了這

2.

慷慨激昂的激情

種自主之權，而使讀者不由自主的，聽其支配。

3.

構想辭格的藻飾

4.

使用高雅的措詞

5.

尊嚴高雅的結構 9

此外﹒崇高風格並不是“獨運匠心，善於章法，精於
剪裁"口的在文章總體中表現出來，

“而是使整體生輩革的

‘畫龍點睛，之筆， 14 因為只要崇高思想“在恰到好處

的場合提出，便宛若電光一閃，照徹長空，顯出雄辯家的
上述五項中，前二項主要是依賴天賦，後三項則可由技巧
而達成，而第五項又是前四項之綜合。現暫擱下不談，留

待下文再作詳細分析。
那麼，崇高又是怎樣的一種風格呢?就朗吉弩斯所
說，崇高的風格有著下列的一些特徵:首先，崇高是高超

全部威力。" 15

總的來說，崇高事物予人以“狂喜"的感受。朗氏有
這樣的一句話，他說:“崇高的語言對聽眾的效果不是說

服，而是狂喜。"

16 朱光潛曾對“狂喜"作過這樣的解

釋，他說:

的。它“不僅在於能說服聽眾，且亦在於使人心蕩神
馳。" 1。這意思是說，具有崇高風格的作品不僅只是說服

這里所說的“狂喜"是指聽眾在深受感動時那

讀者，更能激發言賣者，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使之從作品中

種驚心動魄，情感白熱化，精神高度振奮，幾

感受比自己更神聖的思想。

乎失去自我控制的心理狀態。這比“娛樂"和

其次，崇高作品是“使人感動的"。它“總是有感染

“樂趣"要遠為深刻和強烈。 17

力的，往往使勝於說服與動聽， 11 也就是說，崇高作品

顯然，朗吉弩斯認為崇高具有拯度強烈的效果，當人們感

既訴諸理智，同時又訴諸情感。理智上的說脹，在於嚴密

到靈魂為真正的崇高所提高時，就會產生一種激昂慷慨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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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悅，充滿了快樂和自豪，從而提高人們對於自然力量和

的事物，或者以類似恐怖方式起作用的，都是

人的尊嚴的自豪感，鼓蕩起人們超越一切有限的雄心壯

崇高的本源。 18

去。

'、."

但是，並不是任何痛苦和危險都能引起崇高感。因

二、相克的崇高觀念

為，實際的恐怖帶來的只是單純的痛感，只有那些事實上

朗吉弩斯的〈論崇高〉淹沒了千多年後，直到 1554

不會帶來危害，典人還有一段距離或受到某些緩解的痛苦

年，羅伯特里 (Francis Robortelli)將此文重印。 1674年，法

和危險，才能引起崇高惑。然而﹒這種崇高感是揉雜了某

國詩人及文論家布瓦洛 (Nicolas Boileau-Despreaux) 將之譯

種痛感的快感，是由痛感轉化而來的，所以是一種消柱的

成法文，並加以詮釋及印行，才引起了時人的廣泛注意。

快惑。

繼布瓦洛後，不少西方學者陸續加入對崇高觀念進行

相克認為事物之能引起崇高惑，往往在於其體積土的

分析和發揮的行列。其中，以美國的柏克及德國的康德為

巨大、表面上的凹凸不平、色調土的陰暗朦朧、線條約徑

最著名。

直、重量的笨重、力量的強大，以至無限和突然性等等。

柏克《崇高與美
哲學探討:>

關於崇高美和秀麗美概念起源的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的 e

Origin of

事物一旦擁有上述的特性，諸如自然現象中的高山峻嶺、
風暴、星空、瀑布、黑夜、毒蛇猛獸、電閃雷鳴、火山噴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一書，是西方美

發等;社會現象中的神、閻王、重大的社會震蕩、革命、

學界所公認的研究崇高與美的最重要文獻。柏克把經驗作

戰爭等，都會因為令人恐怖而成為崇高的對象。

為研究美學的出發點，從而犯人類的情慾分為“自我保

至於源自“社會交往"的美，雖非本文討論的範圈，

存"和“社會交往"兩大類。美植根於社會交往情愁，而

但柏克視之為崇高的對立，並曾將之與崇高作過比較，而

崇高則源於自我保存情愁。當痛苦和危險使生命受到威脅

這能使我們更具體地掌握拍元的崇高觀念。柏克說:

時，人的白求保存情慾便會激發出來，使之產生恐怖和驚
懼，這也就是崇高惑了。柏克認為:

對於崇高的物體其尺寸是巨大的，美的物體較
小;美應是光滑的，光亮的崇高則是不平的、

62

任何適於激發產生痛苦與危險的觀念，也就是

粗放的;美應當避兔直線，不易覺察地偏離直

說，任何令人敬畏的東西，或者涉及令人敬畏

線，在很多情形偉大愛用直線，偏離時造成猛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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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偏離;美不應是模糊的，崇高卻應是隱晦

就快感的種類而言，康德認為崇高是一種間接的快

的、朦朧的。美應是輕巧、嬌弱的，偉大應是

感。由於崇高是絕對的犬，面對它時生命力會覺得暫時受

堅固的、敦實的，它們確實是兩個性質差別很

到阻礙，知解力對它也會顯得無能為力，因此唯有將它設

大的觀念，一個基於痛苦，一個基於快樂。 19

想為一個整體，將它把握，繼之便是生命力的洋溢近發。
所以，崇高是一種包含痛感或由痛感轉化而來的快感。

柏克關於崇高與美的理論，在西方美學史上影響甚

除了“教學的崇高康德還將崇高分為“力學的崇

犬。及後，康德也在其影響下寫成了討論美感和崇高感的

高"

美學論文。

文所言，是指體積的無限大，是以數字觀念主觀地對客體

(the dynamically sublime) 。“教學的崇高"也就如上

的體積作邏輯的判斷;而“力學的崇高"則是指巨大的威

三、康德對崇高的分析
和柏克一樣，康德也強調崇高與美的差異。康德認為

美和崇高本身都是令人愉快的，對它們的判斷都是審美

力，是一種“恐懼的對象"。但與此同時，它又對我們沒
有實際的支配力，因此，表們的內心會激起一般抵抗力

量，以國戰勝它。康德說:

的。但它們也有相冥之處，就對象而言，“美是建立於對

象的形式. 2。如鮮花之謂美，是在於它那具體形式。相

在和它們(崇高的力量)較量里，我們對它們

反，“崇高卻是能在對象的無形式中發見. 21 正如晃晃

抵抗的能力顯得太渺少了。但假使發現我們自

蒼天、茫茫宇宙之謂崇高，則在於其混沌的無形式之中。

己卻是在安全地帶，那麼，這景象越可怕，就

也就是說，美的對象是有形式和限制的，而崇高的對象則

越對我們有吸引力。我們稱呼這些對象為崇

是無限制和無很大的。這也就是康德所謂的“教學的崇

高，因它們提高了我們的精神力量越過不常的

高"

尺度，而讓我們在內心里發現另一種類的抵抗

(the mathematically sublime) 。因此，康德說:

的能力，這賦予我們勇氣來和自然界的全能威

我們所稱呼為崇高的，就是全然偉大的東

力的假象較量一下。"

西。......我們對某物不僅稱為大，而全部地，

絕對地，在任何角度(超過一切比較)稱為

可見，崇高的感覺是一種由極大壓力下解放出來的愉快，

大，這就是崇高。 22

是一種由痛感轉化而來的快惑，而這也是對人的理性、使

命、勇氣和尊嚴的一種自成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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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朗吉努斯說:

“崇高是偉大心靈的回聲。" 24 柏克則認

為:“崇高的物體其尺寸是巨大的。" 25 康德也這樣說:

由朗吉弩斯至康德，西方的美學家對崇高觀念所重各

“戚們所稱呼為崇高的，就是全然偉大的東西。" 26 由是

有不同，朗吉弩斯注重的主要是從文藝理論和批評去看崇

觀之，“大"的確是崇高的最基本的條件之一;沒有大，

高風格;柏克則是以經驗為出發去看自然界中崇高與美的

崇高也無從成其崇高了。

對立;而康德則從哲學的角度著手，去探討要求精神上的
崇高。但綜合而言，崇高是對人的尊嚴的肯定，它歌頌意

先秦時期對“大..的討論，我們可由孔子對堯的頌讚
說匙。《論言吾﹒泰伯》有過這樣的記載:

志昂揚的思想和真摯激昂的情感，反對卑微援釵的心靈，
是一種提升人格心靈的高潔，要求精神氣魄宏偉的莊晨的

于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

思想傾向。

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

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二)古代中國的崇高概念

27

這是孔子對堯的形象、功績和典章制度的頌讚，而“義是是
乎"、“蕩蕩乎..、“煥乎"這些境界，都可以用一個

不同的民放，對於自然界或是藝術作品中的同類型的

“大..字加以概括的。

孔子之後，孟子也談到“大..

美，也會有著相同或相似的認識。當然，他們自然會用上
不同的街語、不同的概念去加以規範。“崇高..這個西方

0

{孟子﹒盡心下》記

載:

古典美學概念，指的是那種驚心動魄、強而有力的陽剛之
美。而中國古代的藝術家和文論家對這種陽剛之美，也有
深刻的認識。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

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
知之謂神。 28

一、先秦的“大"、“美"觀念
先秦時期，中國已出現了近似崇高一類的觀念，這就

是“大"了。西方美學家十分重視崇高的“大"的特點。

66

孟子犯人格分為六等，其中“大"包含了“美但又高

於“美"。但很明顯，孔子和孟子的“犬說的主要是
人格的偉大，所重的是道德的美。他們將人格精神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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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若而嘆... .，.北海若曰:“. .今爾出於崖

上的美與審美聯結起來，是道德範『毒和審美範疇的結合。

溪，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

29

再看莊子對“犬..的論述.

矣! "到

<莊子﹒天道》有這樣的

記載:

秋水灌河，確有其美。可是，“美則美矣，而未夫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 "堯

河伯的有限之美和北海的無限之美比較起來，不但不見其

曰:“吾不放無告，不廢寡民，若死者，嘉孺

美，反見其醜。可見莊子所說的大美是偏重於同化自然，

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

同時又超越自然的自由境界，呈現出一種擺脫有 ftl 未縛的

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 "

放浪縱恣，奔放不羈，飄逸曠達的風貌。 32

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

綜上所說，儘管儒道兩家關於“大"的理解有所不

夜之有徑，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

同，但就他們所示的美學形態來說，可說是與崇高相當接

擾乎 1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乎天

近。

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

二、劉麗的風骨觀念

也。 30

南北朝 (420-589) 時，中國出現劉捉﹒ (466?-52 0?)的《文
由此可見，莊子也認、為“大"高於“美

“大"體現了

心雕龍》這部較*'統的文學批評著作。而其中〈風骨〉一

天道的自然無為、無所不能的力量，同時也體現了不為一

篇所述，雖不可直接與西方的崇高觀念劃上等號，但在某

切有限所未縛的自由境界。在《秋水》篇中，又有這樣的

個程度土，兩者卻是相當接近的。

一個寓言:

崇高與風骨都有一個最根本的共同之處一一“力
這是它們二者之基本特賞。日在《文心雕龍》中，劉真是、十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溼流之大，兩挨渚崖之

間不辨牛馬。於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

68

分重視文章的風骨。他認為風骨的特徵在於“道"
“勁..、“健在於“力"。他說:

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

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飛鳥之

視，不見水端。於是焉何伯始旋其面目，望洋

使翼也。

69

從朗吉弩斯的崇高觀念看立學參的邊塞詩

《考功集》二輯

又說:

“鷹年乏采，而翰飛皮天，骨勁而氣極也。" 34 由

此可見，力量是風骨的本質。而劉紹所追求的，也正是這
種氣勢磅祥、古樸勁健的力量和氣魄。

氣勢充沛的陽悶IJ 之美，與西方的崇高觀念雜在街語的運用
上有所不同，但在審美的境界上卻有不少共通之處。
和〈勁健〉一般.

力量同樣也是崇高的本質，朗吉弩斯認為人們最欣賞

<豪放〉討論的也是一種開闊雄深

的詩風。“夭風浪浪，海山蒼蒼"是何等的壯闊浩大，

的，是那些驚心動魄的事物，是那些能產生強烈的狂喜效

“兵力彌滿，萬象在旁"是那麼軒然有力，最終達至“吞

果的不平凡的文章。它們必須具有力量和氣魄、深度和強

吐大荒" 38 的狂放不羈之境。這種令人驚喜的氣魄，也與

度，能象迅雷疾電一樣粉碎一切，照徹一切。正如朱光潛

崇高觀念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所言，崇高“是氣塊和力量，是狂飆閃電似的效果。"

35

〈悲慨〉一品，則是討論一種況鬱蕭瑟，悲壯慷慨的

~IJ 被追求的是風峻力道，骨Z更力猛的風格;朗吉弩斯

藝術風格。“大風捲水，林木為榷"、“蕭蕭落葉，漏兩

要求的是如雷似電，氣深力強的效果。因此，我們可以同

蒼苔"是壯大廣闕，浩瀚千里的悲慨之境;“意苦欲死，

意曹順慶的說法:

招憩不來"、“壯士拂劍，浩然彌哀" 39 是因思欲絕，鬱

“風骨"與“崇高"同屬於一種以力為基本特

質的陽剛之美，同屬於一個審美範疇。 36

結滿胸的悲慨之情。這種蒼涼感慨的風格，和朗吉弩斯
〈論崇高〉中所談到的希臘英雄埃阿斯的無言憤慨. 40 都

同樣是感人肺賄的精神力量。

三、司空間的雄渾觀念
劉挺逝世三百多年後的唐代 (618-904) 末年，司空圖

至於〈雄渾〉一品，司空圖將之歪於二十四品之首，

則可顯見其深意。他說:

(837-908)在他的著作《二十四詩品》中，也討論到一些類
似西方崇高的觀念。而二十四品中的〈雄渾〉、〈勁

大用外阱，其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為雄。

健〉、

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

〈豪放〉以至〈悲慨〉諸品，皆與西方的崇高觀念

相當接近。

〈勁健〉討論的是一種充滿力量的風格。那“行神如

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41

空，行氣如虹"的恢宏之氣，那“巫峽千等，走雲連風"

的峻勁之勢，那“喻彼行健，是謂存雄"的強健之力，那
“天地與立，神化伙同" 37 的無限之壘，都是強而有力、

70

這種雄渾的風格，堅實充沛，勁健用宏，有震撼人心
的作用。這雄渾之氣，有籠罩萬物之勢、橫絕太空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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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像是無垠 j每天中流動的油雲﹒又像是廣漠太空中勁吹的

長風。
我們可以看到，司空圓的〈雄渾〉是對那種恢宏壯闊

姚~把經驗裹久已有之的觀念，用象徵手法加以具體
化，用一連串的詞藻把“陽剛之美"表現出來。這種方

法，和康德早期的一篇論文《優美感覺與崇高感覺》

的氣塊和無堅不摧的力量的風格的追求，這和朗吉弩斯對

(Observ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Beautiful and

浩大廣闊的崇高氣象的推崇是一致的。而“萬物"、“太

當接近。該文認為崇高的事物諸如高山、男子和條頓氏族

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和“無窮"等，不是

等，都會使人感動而肅穆。“姚霈所用的一急列表現“陽

建涵有根大體積的意義就是意拘無窮，這都是構成崇高風

剛之美"的詞藻，如陳慧樺所言:

Sublime)相

格不可或缺的成份。至於“內充"和“積健為雄"都寓有

動作、力量和生命力的意義在內，這與柏克和康德所強調

如不是含有大體積就是蘊涵有力量、危險和壯

的力量概念也有關你。 42 可見司空圓的雄渾觀念和崇高觀

麗的聯想在內，而這些正是西方富有雄偉(崇

念實有不少時合之處。

高)風格的文學作品或繪畫裡常常出現的字彙
或景象，或是批評家所指稱自然雄偉(崇

四、姚肅的陽剛之美

高)。的

司空圖以後，對崇高這一美學觀念作較深探討的是清

代 (1644-1911) 的桐城派大家姚霈 (1731-1815) 。在他的

小結

〈復魯絮非書〉中，他曾對文學中兩種特殊的風貌“陽剛

之美"和“陰柔之美"作出分析，其中，他對“陽剛之
美"有以下的說法:

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美學思想中，

雖然沒有和西方崇高完全切合的術語，但其他諸如“大
美"、“風骨"、“雄渾"、“悲概以至“陽剛之

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

美"等，都具有和西方崇高觀念相當接近的內涵，它們所

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大川、如奔騏

產生的美感也根為相似。可見，不同的美學家雖然處於不

膜。其光也，如果日、如火、如金繆鐵。其於

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但他們對於美的感受，卻是基本

人也，如 ì5 高視遠，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

上一致的。

士而戰之。的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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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參邊塞詩與朗氏崇高因素的比較

前文曾經提及，朗吉弩斯認為想擁有崇高的風格，除

了要有“天賦的文藝才能"這個必要的基礎外，還有五個

泉源。它們是:

者以深刻的最先發，那就J!é.崇高太遠了。正如朗氏所說:

一個真正的演講家絕不應有卑鄙艦艇的心靈。

因為，一個終生墨守著狹隘的、奴從的思想和
習慣的人，決不可能說出令人擊節稱賞和永垂
不朽的言詞。 49

1.

莊嚴偉大的思想

2.

慷慨激昂的激情

3.

構想辭格的藻飾

4.

使用高雅的措詞

5.

尊嚴高雅的結構組

這種偉大莊嚴的思想，在本參的主是塞詩中並不罕見，

它主要體現為一種忠君愛國的情操和自我犧牲的精神的崇
高的人格美。

本參的邊塞詩，處處表現出一種以國家安全為己任的

責任感和隨之而來的豪邁的獻身精神。本參本為一介文
在這五個泉源中，前兩者主要是依賴天賦，後三者則是可
以技求，而第五項又是前四項的綜合。在這里，我們嘗試

看看我國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本參是否也具備了這五項崇
高風格的泉源(因素)

人，既非身負絕技，也絕不是銅皮鐵骨，但他毅然棄筆從
戒，踏上不毛的偏都之域，支持著他的，正是那報國勤

王，安邦定國的偉大思想。他一向都是抱著“小來忠報
圈，不是愛封侯" 50 的理想大志，嚮往著“上馬帶胡鉤，
翩翩度時t~貝..目的諷諷英姿。這個充滿理想抱負的熱血男

一、莊嚴偉大的思想

兒，因受朝廷一命之拜，便離鄉)J1l井，仗劍從征，強忍妻
兒之別，不辭萬里之苦。詩人昂然說道:

這五項崇高的因素中，朗吉弩斯認為最重要的是“莊

嚴偉大的思想"。因為，“崇高的風格是一顆倖犬心靈的
回聲"什7 而崇高的談，土也“往往出自胸襟曠達志氣遠大
的人

妻子謀。 52

o 48 也就是說，要創造出具有崇高風格的作品，首

先要具備高尚的心靈，偉大的情操。反之，俊不可能產生
高尚的思想，作品也自然而然地變得平庸膚淺，不能給讀

74

萬里奉王事，一身無所求，也知塞垣苦，豈為

既至IJ 塞外，遁的自然是“荷戈月窟外，樣甲克拉♀東"
目、“終日見 j正戌，連年開鼓聲" 54 的南征北戰的軍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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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面對的敵人也兌殘無比，戰事史是慘烈、之極:“萬份

長安是國君之所在，是國家的象徵，詩人有了這來自長安

千刀一千美殺，平明流血染空域。" 55 除此以外，詩人還要

的力量，便是塞垣再苦，也毫無退縮。這種為因為氏的偉

克服西域拯端的地形和氣候;那里是“窮荒絕漠鳥不飛"

大精神和大無畏的自成犧牲的高尚情操，雄和朗吉弩斯所

站的不毛之地，有“蒸沙;據石燃虜雲" 57 的熱海，有

說的“莊嚴偉大的思想"有著根高的一致性，同是“偉大

“飛鳥千里不敢來"凹的火山，有“風頭如刀面如剖

..

心靈的回聲..。

"的寒風，有“千峰萬嶺雪崔兔"帥的大雪。出征之
苦，可想而知。雖然如此，但詩人的使命感是強烈的，強

胡擾邊，正是為國出力之時:

二、慷慨激昂的熱情
朗吉弩斯所說的崇高的泉源中，還有“慷慨激昂的熱
情"。所謂“慷慨激昂的熱情"是指丈學作品中要表現出

男見感忠義，萬里忘越鄉。 61

未能匡吾君，虛作一丈夫。的

強烈的情感，要具有激動人心的效果。他說:

把說者的感情灌輸到旁聽者的心中，引起聽眾
的同感， ......就能把我們迷了，往往立刻驅使

亞相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的

我們嚮往於一切壯麗的、尊嚴的、崇高的事物

和它們所包羅的萬象，從而完全支配著我們的
在此苦寒絕域，京師長安可謂是詩人精神的支柱、力量的

心靈。 66

泉源:
這也就是說，奔放的熱情能令文學作品具有崇高的風格。

東望望長安，正值日初出，長安不可見，喜見

但是，並非所有的熱情都是崇高的來源。因為有些熱情是

長安日。但

卑微的，如憐憫、煩惱和恐懼之類;只有嚴肅、莊重、恢

宏壯烈這些能把人引向偉大壯麗事物的熱情，才具有崇高

76

家在日出處，朝來起東風，風從帝鄉來，不異

的性質。 67 同時，崇高的熱情也必須是自然的，不可是矯

家書遍。的

揉造作的，也不可以是狂亂發 i曳的，因為:

77

從朗吉弩斯的崇高觀念看夸參的邊塞詩

《考功集》二輯

有助於風格之雄渾者，莫過於恰到好處的真

生了“天子不召見，揮鞭遂從戒" 76 的念頭，決定“一身

情。 68

從遠使，萬里向安西

o

77

1冬參毫不隱瞞他對功名的追

求:
4-參的邊塞詩，也同樣充滿了慷慨激昂的熱情。而這

種熱情，主要是體現於詩人那種意志高昂、積種進取的精

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 H 守筆視。 78

神和一種與此恰恰相反的惶惑失意，嘆是受卑的苦悶心
緒。這兩種看似 J奎清分明、互相對立的情調，正是產生於

功業須及時，立身有行藏，男見感忠義，萬里

本參對功名富貴的追求的道路上，並相輔相承地渾然為

忘越鄉。 79

一，使本參的邊鑫詩更具實惑，更具人性，正如《唐才子
傳》云:“讀之令人慷慨懷惑。"的

封侯應不遠，燕領豈徒然。 80

本參生於盛唐之世，正是唐帝國國成遠被，國力臻至
頂峰之時。這時的文人，普遍有著往高的自尊心和自信

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81

心，拯希望與時代同步會進，充分發展自身周有的潛能。

因此，不少文人都投筆從手足，較平時的楊炯，便有“寧為
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凹的家言;及後的高通，也有“大

我們不能把上述這種行為簡單地視作是本參對個人名
利的追求，而是

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丸之壯語。舉國上下，都 i彌漫著
一種涵蓋一切、昨晚一切、積拯進取的“盛唐氣象"。
《周易﹒繫辭》云:“崇高莫大於富貴。" 72 本參

一個從軍赴邊的男于漢自覺地把民族自豪感與
保衛疆土的責任感、榮譽感融為一體了。 82

身為“國家六棠，吾門三相" 73 的世代替縷的名門之後，
在這“盛唐氣象"的籠罩下，自然也希望得到這“崇高"

去國從于丸，他所背負著的，是國家的前途、氏族的存亡。

的富貴功名，得以一展抱負，能夠“時來整六繭，一舉凌

因此，縱是荒漠在前，強胡當路，詩人也義無反顧的說:

蒼穹

o 74

可是，本參的仕宣之路卻並不平坦，詩人因而有“三

“平生抱忠義，不敢微私軀。"盯詩人不再留戀於昔日的
窮經完典，而是熱情地投入軍旅生活:

十始一命，宣情都閥卻"門之嘆。為了一光 4且業，本參便

78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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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身佐戒幕，斂桂事邊陸。自逐定遠侯，亦著

首稽烽邊逢立春，胡蘆河上淚沾巾，閏中只是

短後衣。

空思想，不見沙場愁殺人。 91

近來能走馬，不弱並州見。 84
故國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

由此可見本參投身邊容是以“掃平邊忠、維護和平的愛國

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92

主義為其主導思想的。"自
可是，主觀願望不一定與客觀現實相符合。本參雖然

本參的 i是塞詩，一方面洋溢了追求功名、一舉J支霄、

懷著出將入相、建功邊隘的埋怨別鄉赴邊，但功名畢竟不

樂觀積桂的進取之志;一方面又充滿了懷才不過、去國懷

是探囊即可取之物。面對仕途的顛紋，朝廷的不公，不兔

鄉、忿忿不平的慷慨之意。詩中的主人翁，並非完美無瑕

也會對自己的追求有所懷疑:

的雕像，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一個具有人性的人。

其情具，其意切，其思高，其志壯。正如朗吉弩斯〈論崇
讀書破萬卷，何事來從踐。 86

高〉中認為埃阿斯誰在無法可施下向宙斯禱告，但他感情

真實，沒有乞求生存，而是期望戰鬥，因此，禱告並沒有

悔向萬里來，功名是何物。 87

貶低這位英雄，埃阿斯仍不失其崇高。"可見“慷慨激昂
的熱情..必須是自然而然的流露，而且冬參的邊塞詩，也正

詞賦滿書囊，胡為在戰場。 88

白鬢輪台便，邊功竟不成，雲沙萬里地，辜負
一書生。 89

是這種真切的熱情的具體表現。

三、辭格與措詞
朗吉弩斯除了注重作品的思想和感情外，也重視作品

的修辭技巧。在〈論崇高〉中，他認為作品的思想感情和

面對莽莽黃沙、住鎧白雪，別井離鄉、隻身述道的詩人有

修辭技巧往往是相輔相承、“互相闡明" 94 的。他有為

時也會有思鄉之愁:

(修辭手法)是崇高風格的自然盟友，反過來
滑水東流去，何時到雍州，愚添兩行喂，寄向

又從這盟友取得驚人的助力。的

故國流。 9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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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氏認為，適當的運用修辭，有助於崇高情感的表

達，使作品更具感染力，風格也更為崇高。他說:

整，伐主主前進，雪海為之翻湧，陰山為之動搖。但遠地苦
寒，風急石 J束，連能征慣戰的單是馬也難以忍受。同時，戰
爭畢竟是場你死我活的拚命，終少不了“白骨纏草根"的

選擇適當和壯麗的辭藻可以有驚人的效果，因

犧牲。但在勤王靖遠的崇高使命感的支持下，將士們戰勝

為它本身能使風格雄偉，綺麗，古雅，莊嚴，

了苦寒，打敗了強胡，成就了功名，留名於青史。詩人便

勁健，有力，授給它一種魅力。 96

以此雄渾的筆調，莊晨的辭藻，令作品充滿了一種豪邁壯
闊的崇高美。

而在本參的邊塞詩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修辭典情

另外，朗吉弩斯還認為，修辭雖幫助了崇高情感的表

感的有效配合。這些詩歌，無論詞藻的運用、修辭的安

達，但另一方面，崇高的情感反過來又有助於修辭的運

排，都充滿了雄渾莊晨的格調. 1史詩人胸臆中那崇高的情

用。朗氏說:“熱情而且崇高的話更接近我們的心靈。"

感表露無遺。且看看他的〈輪臺歌奉送封大夫西征〉

它能使措詞失當之處得到緩解，使那些刻意安排的技巧變

98

得流暢自然，發揮驕陽普照的作用，使鳩火潛然無光。

輸畫畫城頭夜吹角，輸臺城北路頭落。
羽書昨夜過渠黎，單于已在金山西。

本參的邊塞詩，也有一些“不合法皮"之作，如〈獻
封大夫破播仙歌六章〉中的兩章:

戌樓西望煙塵黑，漢兵屯在輪臺北。
上將擁自主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

鳴節疊鼓擁迴軍，破國平蕃昔未間，丈夫鵲印

四邊伐鼓雪海誦，三軍大呼陰山動。

搖邊月，大將龍旗摯海雲。

虜塞兵氣連雲屯，戰場白骨纏草根。

日落轅門鼓角鳴，千軍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

劍河風急雲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

雲迎障，株馬龍堆月照營。 99

亞相勤王甘辛苦，誓將報主靜邊塵。
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 97

這兩首絕句都以對句作結，實有半律之嫌，有失法度。但

是，在雄 i萃的風格和慷慨的熱情的支持下，這些“過失"
讀這首詩，那雄壯的氣勢會馬上把我們憐位。夜角示警，

便變得可有可無了，如胡震亨便在《唐音癸籤》中引了胡

大敵將至，但將士們不畏強敵，平明出征。唐軍軍容嚴

應麟的一句話: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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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參凱歌:“丈夫鵲印搖邊月，大將龍旗摯海

注意到作品的音律節奏，他認為可用調和的音律對崇高的

雲“洗兵魚海雲迎障，株馬龍堆月照營"

各部分加以約束， 1史文章更能近發雄渾惑。 104 他說:

等旬，皆雄渾高幕，後世威所取法，即半律何
傷? 100

音律的和諧不僅是進行說服和引起快感的天然
的工具，而且是作出壯語和表達感情的奇妙的

這便是朗氏所云的驕陽照燒火的作用。這種“雄渾高箏"

工其。....文章，它既是語言的諧律，而這種

的崇高風格，是奔放不羈的。在作品有了它，便可突破一

語育是天賦予人的，不但能達到人的耳朵，而

切格律的束縛，雖然不合法度，仍不失其崇高。

且能打動人的心靈，激發了各式各樣的詞藻、
思想、行為、美飾、曲詞， ......憑借其聲音的

混合與變化，把說者的感情灌輸到旁聽者的心

四、高雅的結構

中，引起聽眾的問感，而且憑借詞旬的組織，

朗吉弩斯除了要求作品具有崇高莊嚴的思想感情和雄
渾壯麗的辭格措詞外，還重視兩者的有效結合，使作品成

建立了一個雄偉的結構一一憑借這些方法，它

為一個“有穢的整體， 101 形成一個“圓滿的環， 102

不就能把我們迷住，往往立刻驅使我們嚮往於

這也就是前文所說的尊嚴高雅的結構了。然而，要怎樣才

一切壯麗的、尊嚴的、崇高的事物和它們所包

能使所有部分構成這個“有機整體"呢?朗氏認為其構成

羅的萬象，從而完全支配我們的心情嗎?

105

因素是“本質成分"。他說:
胡震亨《唐膏癸籤> ~I

在一切事物襄總有某些成分是它本質所固有

景， 10已可見本參為詩，拯重選材用材，佈局謀篇。同

的， ......崇高的原因之一在於能夠選擇最適當

時，本參也注重音律節奏的諧協，

的本質成分，而使之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因

~

.

“嘉州格調整嚴，音節宏亮。"

《唐會癸籤》卷十又
107

這都使他的邊*-

為能吸引讀者的原因，一方面是題材的選擇，

詩近發出一股崇高的美惑。本參的名作〈走馬川行奉送出

他方面是選材的組織。 103

師西征〉

在重視選擇雄偉的題材和選材的組織的同時，朗氏還

84

<吟譜》云:“本參詩尚巧主

，使正好體現了朗吉弩斯所說的高雅的結構: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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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

也寄託、了自己街國靖邊的崇高埋怨。同詩，全詩“句句用

石亂走。

噸，三句一轉"阱，平仄交押，節奏急促，氣勢險拔， 5'青

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

人沈德潛評之謂“勢險節促" 110 。情感的起伏典音類的變

西出師。

化緊密配合，和諧統一。

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

本參有效地發揮了音律的感染作用，加上還材精確，

面如割。

但合得嘗，使全詩一氣流注，王震環緊扣，在結構上，可謂

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擻

天衣無縫。在這結構的支持和約束下，詩歌史見壯麗不

碗水凝。

凡，情感也更見雄渾崇高。

虜馬聞之應膽嚼，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
佇獻捷。 108

小結

嚴冬時節，舉目是綿綿雪海，是莽莽黃沙;還有夜風

朗吉弩斯認為，對崇高的作品來說，思想、情感、辭

怒吼，走石如斗。詩人還取了這些情景，正好烘托出強胡

格、措詞和結構，是缺一不可的。作家必須具有崇高的情

壓境，一場激戰便要展闊的緊張氣氛. 1史詩歌更具感染

操，豐富的感情，用雄渾的筆觸，壯麗的辭藻加以表達，

力。

再以和諧一致的音律予以約束承托，才能使作品具有“毫
遠處煙塵飛揚，邊胡草黃馬肥，可見來者並非善類，

無破綻的大廈似的雄渾意境"

111 。

而必是強勁$JJ 悍之萃，慘烈的戰鬥一觸即發。為保家圈，

大將率軍出征了!在詩人的筆下，為將的金甲不脫，士兵
們街枚疾走，黑夜中一無所見，但開戈矛相碰，足見軍情

(四)本參邊塞詩的崇高美

之緊急，更見軍紀之嚴明。天氣苦寒，風如害"J 函，鑫夜行
竿，其苦可知。詩人便以這些惡劣的環境，來襯托出唐軍

那種不避艱險，義無反顧的鬥志和氣慨。最後，詩人以他
的願望為全詩作結:胡兵遠遁，不敢接戰;唐軍勝利，凱

本參的邊塞詩，描繪了西北邊陸的壯麗風光，表現了

令人害怕的自然力量和戰爭氣氛，也寫出人在惡劣環境下
所體現的勇敢精神，使他的詩歌產生了一種崇高的美惑。

旋而歸。

詩人的選材，在在表現出唐軍英勇無畏的高尚情操，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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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體積和力量

朗吉弩斯認為，以事物的自然屬性而言，崇高的事物

是“非常的事物

o 112 從他以為是崇高的自然事物看

1.

巨大的體積

西北邊客，廣大壯闕，本參身處其中，頓覺大自然的
潑輸無邊，也寫出了不少崇高的詩篇:

來，無論是尼羅河、多喝河、還是埃得納火山，都具有巨
大、有力、雄壯等特點，它們都是:

黃沙積裹客行迷，四望雲天直下低，為吉地盡
天還盡，行到安西更向西。 116

以龐大的體積和巨大的力量在精神上壓倒人這
實踐主體。 113

漢月垂鄉淚，胡沙費馬蹄，尋河愁地畫，過積
覺天低。 117

康德以朗吉弩斯的崇高觀念為基礎，將崇高分為數學
的崇高和力學的崇高，前者的特點是在於對象體積的巨

本來，天是沒有高低可言的，但詩人身處於極廣闊、種遼

大，而後者則在於對象有巨大的力量。

遠的沙績，使產生了“覺天 f氏"和“雲夭直下低"的錯

就文學作品而言，朗吉弩斯以為具有崇高風格的作

覺。詩人敏銳地把握了這特徵性種強的感覺，化之為詩，

品，必須有一種“使人望塵莫及的勁勢和力量， 114 也

使讀者在腦海中喚起了一種茫茫蒼蒼、壯闊無限的印象。
再看〈武威送劉判，言赴積西行車〉

就是說:

要讀者產生崇高的感受，在選取描述的題材

上，要挑一些大海的無邊無際，體積上粗旗，

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馬去疾如鳥，都護行營

渺茫無限制，無限大;力量上威猛無比，不可

太白菌，角聲一動胡天曉。 118

抗拒。 115

在莽莽的原野土，劉判官隻身遂行，策馬揚鞭，飛奔而
立學參兩度出塞，廣海無垠、多變奇特的邊塞，成為了

去。他漸行漸遠，漸遠 i斬小，彷如一隻振翅的飛鳥，逐漸

他的最佳描寫對象。詩爪以雄渾的筆觸，把崇高的景物化

消失在天的盡頭。整個場景既遼闊，又深遠。最後，號角

崇高和力學崇高的作品，使人讀

一響，況鬱的角聲王震迪震蕩，在這浩瀚的大漠中與驟急的

才是驚，莫不已。

馬蹄聲作出了最雄渾的呼應，也為詩歌那崇高壯闊的基調
作了最佳的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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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劍河風急雪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 127

巨大的力量

本參的邊塞詩中，也有不少是具有康德所說的“力學
的崇高"的。本參筆下自然景物，都有著排山倒海的巨大

萬里凝;水，千峰積雪，寶刀為之J來斷，馬蹄也被冷脫。如

威力，震撼著讀者的心靈。我們先看看他所寫的風:

此若寒，也同樣是威力千鉤，震，攝八方的。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入黃天，輪

西域氣候多變，除了有奇寒冰雪外，還有炙人的酷

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

熱。本參的邊塞詩，自然也寫到這奇特的氣候特點:

商L 走。 119

火山今始見，突兀蒲昌束，赤焰燒虜雲，炎氛
蒸塞空。

銀山積口風似箭。 120

不知陰陽爽，何獨燃此中?我來嚴冬時，山下

多炎風，人馬盡汗流，孰知造化功。 12B

九月天山風似刀。 121
風頭如刀面如割。 122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雲厚。火雲滿山
本參筆下的風，不是一般的大風，而是橫掃一切的暴風。

凝未間，飛鳥千里不敢來。 129

當此風者，黃沙被捲上夭，大石也隨風而走，人見。如被刀
箭刺割，可見這些風並非敘風，而是“度越常情"

123

蒸沙爍石燃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陰火潛燒

的，具有極大威力的風。

再看本參所寫的冰雪奇寒。他筆下的;水是“時吾家氣

萬里凝，闌干陰產千丈 iJ}<.. "
雪雲常不閥，千峰萬峰雪崔鬼

側間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

天地爐，何事偏烘西一隅。 130

叫他筆下的雪則是“天山
o 125 冰雪風暴帶來的，

是奇 J束苦寒:

本參筆下的火山熱海，炙人蒸水，銷金鎳石，其威力確會
使人思而生畏，望而卻步。

將軍狐裘臥不暖，都護寶刀凍欲斷。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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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崇高的人格美
朗吉弩斯說:“崇高的風格是一顆偉大心靈的回
聲。" 131 劉叔成在《美學基本原理》中也說:

金童正和奏的鼓吹曲一樣，十分震動人的耳
鼓。......本參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 ......越是

危險越是痛苦的時候，他越發得意，越發快

活。他感受了大沙漠雄壯的印象，由恐怖到了
英勇、豪邁、偉大、英雄主義，可以看成是社

同情。這偉大的沙漠即是他偉大的詩境。他已

會崇高的同義語。 132

經同可怕的沙漠攜手，從今以後，沙漠的偉大
生命，即是這一個“宏壯的詩人"的生命了。

人之所以偉大，是在於他們敢於挑戰自然的奮鬥精神。人

134

在大自然的種種偉力的威脅下，本來應該是顯得渺小無能

的，但本參筆下的唐軍戰士，卻在這憐人的自然威力前，
顯示自人格土的崇高美。他們沒有畏縮，永不言敗;他們

為保家圓，甘冒風雪，敢抵炙熱:

三、奇異的想象
朗吉弩其時認為“想象"的運用，能夠令文學作品產生

崇高感，他說:

上將擁麓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四邊伐鼓

風格的莊嚴、雄渾、道勁... ...多半是賴“意

雪海滴，三軍大呼陰山動。 133

象"產生的。......所謂想象的作用，

......即當

你在靈感和熱情感發之下銜彿目睹你所描述的
唐軍的聲戚，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震撼，遠遠超過於惡

事物，而且使它呈現在聽眾的眼前。 135

劣的自然氣候之上。他們在嚴峻的大自然面前所展現出
的，正是那種至高無土的崇高的人格美。他們戰勝了自然

朗氏還認為，詩的想象是以“使人驚心動魄為目的，

的偉力，使本來渺小無能的凡人，變成了碩大超卓的巨

並可以激發感情，達到崇高的效果。

人，正如徐嘉瑞所說:

136

本參為詩，好用想象，他的想象豐富奇特，構思新穎

肘。翁方網說他的邊塞詩作奇氣益出 凹而洪亮吉
本參所表現的人物事實，都是最偉大的、最雄
壯的、最愉快的，好像一百二十面鼓，七十面

92

亦說:

“詩之奇而入理，惟本嘉州乎。" 138 這里所說的

“奇而入理便是指本參以生活實感為基礎，再通過新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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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的藝街想象，使之更加鮮明，更具感染力。試看看他的

來的不斷演繹和補充，但其基本觀念還是一致的:就自然

〈宿鐵關西館〉

物而言，崇高體現於對象的龐大、粗糙、無限、威力的巨

大等。就人而言，崇高體現於人物高尚的情操、宏大的志
馬汗踏成泥，朝馳幾萬蹄，雪中行地角，火處

向和不屈不梭的精神。而就文學作品而言，崇高則體現於

宿天悅。

作品中思想的莊嚴、情感的充沛、意境的壯闊、修辭的豪

塞迴心常怯，鄉遙夢亦迷，那知故園月，也到

邁不系等。由此可見，崇高美是一種氣勢磅縛、超凡雄偉

鐵關西。 139

的同IJ 陽之美。

本參的邊塞詩，不單描寫了壯麗無垠的邊陸風光、狂
首聯寫旅途的艱苦。詩不以行人下筆，而寫他的坐

暴險惡的自然力量、艱苦嚴峻的戰門生活，還描寫了 Æ 遂

騎:馬汗漓地. Jt者而成泥不寫行程緊急，而寫蹄馳幾

將士衛國保家、不畏險阻的獻身精神，也寫出了作者個人

萬;這兩句雖然誇張，但卻又合情合理。領聯表現路程的

報國勤王、安邦靖遠的崇高理想。詩人以雄健渾厚的基

遙遠:浩瀚的大漠，速地接天，氣候特異，人在其間，其

調，通過況鬱頓挫、壯麗多變的表達手法，三區歌那從苦難

苦可知。頸尾二聯，寫思鄉之愁:行人遠至塞上，心繫故

生活中近發出來的英雄氣慨，再升華為悲壯激昂的雄渾之

園，惟有把高掛於夜空上的明月，當是從遙不可及的故鄉

美。而這種雄渾之美，也正是朗吉弩斯所說的措詞高明美

來到這個偏卑的經西之地的，以聊解忠、鄉之苦。

妙、思想莊辰、讀之使人心蕩神馳、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本參以卓異非常的想象力，把旅途的艱辛和行人的鄉

的文章的崇高美。

愁，表露無遠，使詩歌達到了朗吉弩斯所謂的“驚心動
魄..和“激發感情"的目的。難怪殷璿說:“參詩話奇體
峻，意亦造奇

指導老師:陳炳良教授

o 140

/
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崇高..雄。經歷了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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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伍蠢甫、編<西方文論還>

詮釋

版社. 1979 年)
孫映這<本參生年考辨)
(社會科學版)

• <南京師院學報》

17

〔元〕辛文房揍，孫映達校注<唐才子傳校 1主》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年)

18

iT:

英〕柏克著，李善慶譯<關於崇高美和秀麗美

論文選>

民大學出版社. 1987年)

.頁 79 。

•

<崇高與美一一柏克美學

(上海:三聯書店上海分店. 1990年)

頁 36 。

.見章安祺編

< 繆靈珠美學譯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國人

.頁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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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28 。

朗吉弩斯著，繆靈珠譯<論崇高)

.頁 122 。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土卷(北京:人民文學出
版社. 1992 年)

• 1981 年第 3 期，頁泊 -33 。

(上海:上海譯文出

19

20

同上文，頁 146 。

u惠)康德著，索白華譯<判斷力批判》土卷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7年)

同上文，頁 80 。

.頁的。

同土文，頁 123 。

21

同上。

同上文，頁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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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書，頁 87-89 。

同土文，頁 123 。

23

同上，頁 101 。

同上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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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克原著，李善慶譯，上 11 文，頁 146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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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同土文，頁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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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 1. 頁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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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頁 370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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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家駱主編<校正莊子集釋>

局. 1971 年)

(台北:世界書

.頁 475-476 。

97

《考功集》三輯

從朗吉弩斯的崇高觀念看等參的過塞詩

31

同上，頁 561 。

32

周來祥壯美與優美一一論中國古典藝術美的兩

種形態>
33

43

<光明日報>

'

曹順慶<中西比較詩學>

， 1987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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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華書店， 1992 年)

44

，頁的 -95 。

〔德〕康德原著，闕琪桐譯<優美感覺與崇高感
覺>

(北京:北京出版社，

<惜抱軒詩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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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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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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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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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家出版社， 1976 年)

<竟註>

'

<瓷註>

'頁

<笑三主>

'頁

本參<獻封犬夫破播仙凱歌六章〉其五，

<~

本參<平發焉者懷終南斯l 業>

三主>
<文學創作

'

,

'

186 。
55

'

(成都:巳蜀書

56

1字參<與獨孤漸道 )JIJ 長句兼呈八侍御>
1主>

，頁

訂

' 頁 315 。
'

<妥

'頁 358 。

本參<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

'

<竟誰》﹒頁

99

《考功集》二輯

從朗吉弩斯的崇高觀念看每參的邊塞詩

集編年愛首主}

343 。
58

本參(火山雲歌 i差別)

• <~t主}

"

本參(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 i正)

.頁 327

• G更重主} .頁

72

61

<笑註》頁

•

566 。

.

<~註}

.頁 201 。

)手參(行軍二首〉其二.

74

<~註}

.頁 387 。
﹒《竟

. 頁 310 。

本參(憶長安曲二章寄龐〉其一.

<~註}

本參(安西館中思長安)

66

朗吉弩斯著，繆靈珠譯，上-5 1 文，頁 1280

67

閥國忠<古希臘羅馬美學}
版社. 1983年)

• <~1主}

.頁

.頁 183

75

本參(初授官題高冠荐堂)

76

本參送祁樂歸河東)

77

本參績西頭送尋科 l 官入京)

0

.頁 281 。

同 f主 4 .頁 87 。

.頁

•

•

0位主}

<~1主}

.頁 92 。

.頁 2 日。

• <笑三主}

.頁

79

)手參(武成這聲 1) 草判官赴安西行營使呈高開
府)

.頁

•

<笑註}

本參(送張都尉未歸)

81

J.學參送李副 f吏赴正賣西官軍)

〔唐〕高過(塞下曲〉

.頁 21-22 。

﹒見釗開揚著<高過詩

• <~1主}
•

.頁 350 。
<炙手主}

.頁

214 。
的

.見徐明霞，點校<楊炯

(北京:中華書局. 1980年)

.頁 179 。

.頁 201-202 。

陶爾夫、劉敬JJT:

參邊塞詩新探)

〔唐〕楊炯從軍行)

• <炙手主}

80

228 。

100

<笑註}

)手參(銀山正貴楊館)

〔元〕辛文房揍，祥、映這校注<唐才子傳校 1主》

集}

•

78

(北京:北京大學出

廿七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年)

71

(.:H:，庭始余學士道別)

.頁

295 。

的

70

本參

1967)

324 。

188 。

69

.見〔宋〕彭叔夏編<文苑英

本參式成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使呈高開

三主}

已8

本參(感舊賦)

.頁 556 。

華》卷九十一(台北:華聯出版社.

的)冬參(輪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M

73

(上海:上海古

348 。

府)
62

黃壽祺，張善上撰<周易譯註}

籍出版社. 1994年)

本參(天山雪歌送蕭治還京)

.買

269 。

0

305 。

的

(北京:中華書局. 1981 年)

(198 年 5 月)

(盛唐高峰期的西部詩歌一一本
0

<文學評論}

• 1987 年第 3 期

.頁l3 3 。

的

本參(行軍二首〉其二.

84

立學參

<笑註}

.頁 387 。

(;1 1:.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四軍獻上)

• <~

101

從朗吉弩斯的崇高觀念看每參的過塞詩

《考功集》二輯

三主>
85

•

學出版社. 1957年)

頁 298-299 。

李志慧<唐代文苑風尚>

(西安:俠西人民出版

社. 1988 年)頁 35 。
86

立學參(..JI:.庭始定學士道那])

<~泣>

•

.頁

324 。
87
88

本參日沒賀延續作)

.頁 171 。

<~註>

•

.

同注 1.

102

同上。

103

朗吉弩斯著，繆靈珠譯，上 ~I 文，頁 92 。

104

同上，頁 129 。

105

同上，頁 127-128 。

106

<笑

頁 290 。

.j手參<西過清州見清水忠秦 ;11)

•

<笑註>

.頁

92

本參<逢入京使)

•

.

<~更重主>

<笑註>

.頁 41 。

本參<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

<笑註>

•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五(香港:中華
書局香港分局. 1977年)

.頁 191 。

.頁 77 。

山同上。

.頁 167 。

朗吉弩斯著，繆靈珠譯，上引文，頁 90 。

1日

朗吉弩斯著，繆靈珠譯，上引文，頁 95 。

94

同上，頁 117 。

112

同土文，頁 124 。

95

朗吉弩斯著，繆靈珠譯，上 ~I 文，頁 105 。

113

蔣培坤、丁子霖<古希臘羅馬美學典詩學>

96

向上，頁 117 。

97

.j冬參<輪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1主>

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

﹒<~

.頁 310 。

98

朗吉弩斯著，繆靈珠譯，上引文，頁 105 。

99

.j冬參<獻封大夫再度播仙凱歌六章〉其二、其三，

《笑三主>
10(1

102

.頁

305 。
109

162 。

本參<題首稽烽寄家人)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五(上海:古典文

即同上，卷十，頁 84 。
108

但

頁 92 。

學出版社. 1957年)

.

0

叩1

.頁 357 。

.j手參臨挑泛舟趙仙舟自北庭罷使這京)

三主》
90

<~荒草主>

.j手參送李別將攝伊吾令充使赴式成使呈崔買

外)
89

•

.頁 87

.頁 315 。

〔明〕胡震亨<唐會癸籤》卷十(上海:古典文

(太

.頁 233 。

114

同注 1.

頁 123 。

115

鄭振偉<黃國彬旅游散文的崇高感一一評〈華山

夏水〉和〈三峽蜀道峨眉))
(哲學社會科學版)

•

•

1996年第 2 期，頁 108 。

116

本參過硬)

117

.j冬參<積西頭送李判官入京)

•

<北京大學學報》

<~泣>

.頁 1 月。

•

<笑註>

.頁

103

從朗吉弩斯的崇高觀念看是學參的邊塞詩

《考功集》二輯

版社. 1984年)

295 。
118

立學參(式成送劉宇IJ 官赴積西行軍>

• <~"t主>

•

m

119

本參(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

• <笑註>

.頁

134

120

本參(銀山干賣西館>

121

本參(趙將軍歌>

122

本參<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

• <笑重主>
• <笑泣>

.頁 179 。

.頁 340 。

• <笑主主>

.頁

.見周康變主編<唐詩研究論

(香港:崇文書店. 1971 年)

〔元〕辛文房著，孫映遠校注<唐才子傳校 1主》

日6

同上。

138

•

<~註>

.頁

清〕洪亮吉
書館. 1941 年)

m

本參(天山雪歌送蕭治還京>

0

日清〕翁方網<石洲詩話》卷一(北京:人民文

.頁

228 。

.頁 117 。

朗吉弩斯著，繆靈珠譯，上 ~I 文，頁 99

學出版社. 1981 年)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年)

叫

.頁 57 。

本參<宿鐵閩西館>

• <笑註>

〔唐〕殷濤<河岳英靈集>

社. 1996年)

同上。

.頁 31 。

<Jl:.江詩話》卷五(長沙:商務印

《唐人還唐詩新編>

348 。
125

徐嘉瑞(本參>

135

305 。

124

.頁 310 。\

集>

305 。

123

本參(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 -1Æ.> ~1 笑
註>

頁 210 。

\\

.頁 156 。

.頁 181-182 。

.見傅璇琮編撰:

(西安:吹西人氏教育出版

.頁 158 。

山同上。

口).冬參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主主>

•

•

<笑

頁 310 。

128

).手參(經火山>

129

).手參(火山雲歌送別>

130

).手參<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

• <笑三主>
•

.頁 177 。
<竟註>

.頁 327 。

1.專著:

1

• <愛看主>頁

日1

朗吉弩斯著，繆靈珠譯，土司| 文，頁 87 。

m

劉叔成等<美學基本原理>

王建元<現象詮釋學與中西雄渾觀》台北:東大
圖書公司. 1988 年。

2

343 。

104

參考書目

唐〕司空圍著，郭紹虞集解<詩品集解> Jl:.
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年。

(上海:土海人民出

105

《考功集》二輯

3

從朗吉弩斯的崇高觀念看是學參的邊塞詩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2 年。

4

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
手土

5

• 1982 年

。

6

17

18

清〕沈德海<唐詩)lIJ 裁集》香港:中華書局香

21

李醒塵<西方美學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手土

13

• 1994年

22

23

英〕梢克 (Edmund Burke)原著，李善慶譯<崇
高與美一一柏克美學論文選》上海:三聯書店上海

106

張秉具等<西方文藝理論史》北京:中國人氏大

陳偉<崇高論一一對一種美學範疇和美學形態的

陳始漱<唐詩諭叢》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

24

文藝出版社. 1992年。

14

陸一帆編<新美學原理》南寧:廣西人氏出版

歷史考察》上海:學林出版社 .1111 年。

。

周來祥、陳炎<中國比較美學大網》合肥:安徽

1996

學出版社. 1994年。

港分局. 1977年。

12

.載傅璇琮編撰:

4土. 1984年。

註》成都:巳蜀書 4土. 1995 年。
11

唐〕殷琇<河岳英靈集>

年。

20

4土. 1988 年。

唐〕本參著，劉開揚~註<本參詩集編年笑

馬奇主編<中西美學思想比較研究》北京:中國

《唐人還唐詩》西安:俠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阮廷瑜<本嘉州詩校注》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

10

清〕翁方網<石洲詩話》北京:人氏丈學出版

人氏大學出版社. 1994年。
19

李志慧<唐代文苑風尚》西安:吹西人民出版

明〕胡震亨<唐膏癸籤》上海:古典文學出版

4土. 1981 年。

叢書編審委員會. 1980年。

9

U:. 江詩話》長沙:商務印書悴，

4土. 1957年。

李元洛<詩美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0

年。
8

16

元〕辛文房著，孫映這校注<唐才子傳校 1主》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年。

清〕洪亮吉
1941年。

宋〕朱熹編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
局. 1983 年。

7

分店. 1990年。

15

曹 )11頁慶<中西比較詩學》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8年。

25

德〕康德 (Immanuel Kant)原著，宗白華譯<判
斷力批判 > (The Critique of ]udgment) 北京:商務印

107

從朗吉弩斯的崇高觀念看每參的邊塞詩

《考功集》二輯

書館. 1987年。

26

4土. 1984年。

德〕康德 (Immanuel Kant)原著，闕琪桐譯<優

37

美感覺與崇高感覺} (Observ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BeautifuJ and

SubJime) 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

社. 1983 年。

38

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

}台北:巨流圖書

39

宋〕彭叔夏編<文苑英華》台北:華聯出版

40

清〕董話等編<欽定全唐文》台北:放文出版

41

黃藥自氏、童慶炳<中西比較詩學體~}北京:人

1

楊辛、甘霖<美學原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2

唐〕楊炯著，徐明霞點校<楊炯集》北京:中

華書局. 1980年。

34

3

楊家駱主編<校正莊子集釋》台北:世界書局，

36

108

蔣培坤、丁子霖<古希臘羅馬美學典詩學》太

• <文藝研究}

• 1990年

玉敘興<本參邊詩藝術特色初採>

.載唐代文學

論叢編輯部編<唐代文學論業}

(總第七輯)

(西安:陳西人氏出版社. 1986 年)
王錫九<論本參的七言古詩>
學報}

1971 年。

35

王明居<崇高與模糊>
第 3 期，頁 45-52 。

祉. 1983 年。
33

繆朗山<西方文藝理論史網》北京:中國人民大

2. 論文:

氏文學出版社. 1991 年。

32

1990

黃壽祺、張善上<周易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94年。

31

霍然<唐代美學思潮》長春:長春出版社.

學出版社. 1987年。

4土. 1961 年。

30

(清〕黃叔林注<文心雕龍輯

年。

4土. 1967年。

29

梁〕劉紹揍.

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1973 年。

公司. 1982 年。

28

劉開揚<高過詩集編年笑註》北京:中華書面，

1981 年。

年。

27

闖國忠<古希腦羅馬美學》北京:北京地學出版

(哲學社會科學版)

•

•

.頁 95-113 。
<徐州師範學院

1990年第 3 期，頁的-

52 。

4

玉耀責<淺談邊塞詩的思想性>

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

報}

釗叔成等<美學基本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76 。

(哲學社會科學版)

•

•

<山西大學學

1993 年第 4 期，頁 74-

109

《考功集》二輯

5

6

從朗吉警斯的崇高觀念看每參的過塞詩

左雲霖<尚式社會風氣的形成及其對盛唐邊鑫詩

的影響)

, <社會科學輯們D

第 33 期)

，頁 154-160 0

朱大同 IJ:

<論本參詩歌兼及殷璿評語)

範大學學報>
期，頁 53-58

7

13

同類型之作看盛唐邊塞詩〉

， 1984年第 4期(總

(哲學社會科學版)

, <華東師

14

，載唐代文

15

(總第二輯)

，買 221-

16

何犬江<論本參邊 2主詩的獨創性成就)

，載唐代

文學論叢編輯部編<唐代文學論叢>

(總第九

輯)

，頁 317-

(西安:俠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

17

, <四川師範學院學教>

(哲學社會科

19

， 1991 年第 4期，頁 84-91 。

李正網<說“雄渾"

20

110

,

<文藝理論與批

， 1993 年第 2 期，頁 51-55 。

清〕姚孺<復魯絮非書)

, <惜抱軒詩文集》
，頁 93-95 。

朗吉弩斯 (Cassius Longinus)著，繆靈珠譯<論崇

譯文集》第 1 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夭

， 1981 年第 1 期，頁 52-55 。

李忠孝<朗吉弩斯〈論崇高〉的美學價值〉

《求是學于n

洪鳳桐<崇高與崇高感)

高) (On the Sublime) ， 載章安祺編<繆靈珠美學

， 1982 年第 2

沈欣<淺談本參“主是塞詩"的思想內容)

津師院學報>

, <甘肅社會

， 1980年第 5 期，頁 91-96 。

(上海:新華書店， 1992 年)

一讀司空圖《二十四詩

<牡丹江師院學報>

， 1987 年 9 月 8 日，第 3

姜法璞<盛唐邊塞詩的陽剛之美)

評>

期，頁 49-52 。

12

， 1992年第 2 期，頁 8-13 。

周來祥<壯美與優美一一論中國古典藝術美的兩

科會>

苦?正松<具備萬物，是黃絕太空一一論盛唐邊鑫詩

,

， 1989 年第 2 期，頁 33-

張。

18

品》札記)

11

, <齊魯藝苑>

種形態〉﹒《光明日報>

339 。

10

(哲學社會版)

, <漠中御\\

季 7位河<崇高與壯美一一兩個不同的美學範
疇)

232 。

的雄渾美)

1985

39 。

0

工裕斌<本參和他的邊塞詩之我見)

學版)

李 E君平<中西方崇高理論比較研究)
院學報>

， 1988 年第 3

(西安:俠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9

﹒《文學遺產?\，

年第 1 期，頁 36-44 。

學論叢編輯部編<唐代文學論叢>

8

余恕誠戰士之歌和軍幕文士之歌~1這兩種不

， 1980年第 4期，頁 59-56 。

1987年)

21

，頁 79-135 。

朗吉弩斯 (Cassius Longinus) 著，錢學熙譯，郭斌餅
校<論崇高) (On the Sublime) ， 載伍姦甫編:
《西方文論還>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79

111

從朗吉膏斯的崇高觀念看等參的過塞詩

《考功集》二輯

年)

22

學三百篇}

.頁 121-131 。

1存、映這<試論本參邊塞詩的風格及其形成房、
因>

.載俠西師範大學中文~編<唐代文學研究

年鑑 (1985)}

(俠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31

孫映達<本參生年考辨>

西方崇高觀根源的思索>

.頁

• <南京師院學報》

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2 年)

集}

26

.裁中國唐

(桂林:廣西

33

.載周康變主編<唐詩研究諭

柴劍紅<本參邊鑫詩的藝術風格>

M

.載吹西師範
(俠

(哲學社會科學版)

35

• <華中師範

拓>

29

• <北方論叢}

36

30

112

37

.載智量主編<比較文學三百篇}

曹順慶<風骨與崇高>

(上海:

.頁 204-206 。

.載智量主編<比較文

•

<錦州師院學

•

1985 年第 4 期，頁 65-

陶爾夫、劉教汁<盛唐高峰期的西部詩歌-一一本

•

<文學評論}

•

1987年第 3 期，

詐霆<試論中國古典美學範疇“大..

> .

<蒲俗

. 1989 年，頁 13-17 。

陳慧樺中西文學手里的雄偉觀念>
與神思}

• 1991 年第 3 期，頁 103-107 。

土海文藝出版社. 1990年)

(哲學社會科學版)

0

頁 130-140 。

曹順慶<司空國對優美的偏愛和康德對壯美的偏
重>

<西北

1990年第 1 期，頁的-50

張香本參邊塞詩的藝術特徵>

學于n

曹立波<盛唐文人的從軍熱典詩歌意象之間

•

•

71 。

頁 71-76 。

28

(i土科版)

參邊塞詩新探>

• 1996年第 3 期，

• 1989 年第 4 期，頁 62-

張國慶司空圖《詩品﹒雄渾》新探>

報}

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頁 137-141 。
徐曉庚<康德的“崇高論"探析>

• <文藝理論研究}

師大學報}

(香港:崇文書店. 1971 年)頁 117-120 。

大學學報}

•

96 。

.頁 223-236 。

大學中文~編<唐代文學研究年鍾 (1986)}

27

• <社會科學戰線}

曹順慶西方崇高範疇與中國雄渾範疇的比

較>

倪培翔<略說盛唐邊塞詩美學特徵>

徐嘉瑞<本參>

32

0

代文學學會等編<唐代文學研究}

25

tJ頃慶<熱愛痛苦與逃避悲 IIJ- 對中國雄渾與

1990年第 1 期，頁 251-256 。

1981 年第 3 期，頁 29-33

24

•

頁 264-268 。

182-186 。

23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均于年)

• <文學創作

(台北:國家出版社. 1976年)

.頁 159-

212 。

38

張靜二孟子的浩氣與辭章一一從隆嘉納斯的

“雄偉"論看孟子的“雄偉..
第 7 卷第 10期

(1979年 3 月)

> .

<中外文學}

•

.頁 50-71 。

113

\

\

《考功集》二輯

39

葛培嶺<雄奇壯美的唐代邊塞詩>

識>
的

. 1988 年第 9 期，頁 8-13

的

{文史知

。

問一多<本嘉州繫年考證>
京:古籍出版社. 1957年)

•

• {唐詩雜論>

(;H:.

.頁 102-142 。

廖立<本參邊塞詩的風格特色〉﹒《鄭州大學學
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

1986 年第 2 期，頁 77-

84 。

42

鄭振偉<黃國彬旅游散文的崇高感一一評〈華山

夏水〉和〈三峽蜀道峨眉>
(哲學社會科學版)
的

>

• 1996年第 2 期，頁 108-115 。

羅中起<博克的美學思想>

(哲學社會科學版)

﹒《北京大學學報》

•

•

(錦州師院學報》

1989年第 3 期，頁 22-27 。

的顧榮佳、馬圓柱<論崇高的審美特徵一一兼對朗
吉弩斯、柏克、康德關於崇高的考察>

範大學學報>
45 。

114

u-土科版)

•

(遼寧師

. 1993 年第 1 期，頁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