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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第一章　「遊戲」題材新論：語文遊戲詩賦與「言意之辯」的關係 i

自序

換取的時光

我剛到中興大學任教的前幾年，研究室位於一幢四方形、中間有

天井的靜謐大樓。除了勾纏若干都市傳說般的怪談外，我的研究室面向

天井，有時傍晚下起微雨，意外陷落而滲進天井的雨珠，靜謐地飄落，

順著玻璃窗滑落的水痕，像幾個形狀塌縮的象形字。而這本書大多的篇

章，就是在那間研究室裡緩慢成形的。

我在不少學者如懺情錄的論文自序中，都曾閱讀且神遊他們的研究

室樣貌，或許不過是記憶的再現，但當時我總想，這麼些偉大的著作、

深邃的理論或複雜的辯證，就是在這樣溽暑苦寒、朝雲暮雪的研究室，

像馬奎斯描述中那純粹手感、以黏土鉛錫捏揉出來的手工小金魚。

我們知道有一天，那些偉大學者的書齋或研究室，終將成為博物館

一角的展覽，鋼筆的位置，稿紙的壓痕，藏書和舊式檯燈，都因為被陳

列而靜止的一瞬，顯得華麗而虛幻了起來。

在這本討論南朝文學題材的著作中，我借鑒了國內外學者的觀點，

如中央研究院的劉苑如教授、臺灣大學的鄭毓瑜教授、東華大學的王文

進教授、哈佛大學的田曉菲、Stephen Owen兩位教授、京都大學的興

膳宏教授、亞細亞大學的矢嶋美都子教授⋯⋯有時我會想像他們的研究

室─花蓮的海景，波士頓的細雪，還有鴨川畔的柳樹在河堤迎風搖曳

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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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依舊是非常孤獨的景象。

和理工科大規模的團隊、計畫案，或長到難以斷句發音的貴重儀器

不同，人文研究就是如此孤獨─深夜的研究室煢煢燈火，一疊疊影印

的期刊和論文，電腦屏幕閃滅的游標⋯⋯像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的理論，時間就這麼濫費了，被調換成了一行行的腳註，和論文標題下

的細小蟻字。

後來我想─他們也理應是如此吧。隔著玻璃外的海風、雪景或朝

露，皓首窮經，當這句成語具象化成了字面的意思，也就沒那麼唯美、

那麼浪漫了。那就是真正學者的姿勢，不華麗卻何其蒼茫。

即便六朝是個如此唯美且華麗的時代，有美酒、宴會，還有詩歌。

本書主要探討南朝文學題材，過去被評價為千篇一律的南朝應詔文

學，其實也開展出各種體類─遊覽，行旅，招隱，公讌，在這本書中

特別聚焦在純粹的語文遊戲、詠物、物色、遊寺、邊塞以及豔體這六個

題材，談它們與清談之間的關係，談其中的寓言與非寓言意義，談與互

文性、權力以及擬代、操演或文化想像的關聯。新論之「新」意不在出

於推翻或否定，而是試著在過去的基礎之中，發掘出那些更隱密或更細

膩的意義。

即便回到南朝作者的視野中，那些意義甬道的盡頭，或許仍是毫無

意義。

除了學術研究與授課外，我業餘而消遣的時間還用來寫隨筆與小

說，這幾年也出版了幾本稱不上入流的作品。對小說學發展稍有理解，

就會知道「小說」這個詞在漢語中與「大道」相對，飾小說以干縣令。

《文心雕龍‧雜文》篇談了三種文體，「七」、「連珠」與「對問」，劉勰

以一句話來概括─「文章之支派，暇豫之末造」。即便遊戲只是文學

的起源之一，但百無聊賴的暇豫時光，成就文學作品的養分，在無心不

經意的轉瞬，它這麼抽長竄漲，進而成了如今的模樣。

這大概也是我選擇了以遊戲與遊戲之外作為本書切入點的原因，如

果真實人生是如此聊賴與沉重，那麼閒暇的遊戲相對是如此輕盈；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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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世界是如此虛構，擬像似幻，那麼遊戲內建的規則、秩序與權力竟

顯得栩栩如真。假作真時真亦假，如果一切終若海市蜃樓，如電幻如泡

影，擺落論文的點數、作者的序列或績效，大概就剩下純粹地解決問題

與書寫本身，成為一切的意義。有盡頭有極限的事太多了，像曹丕著名

的說法，「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以青春、以時間交換這

本書的誕生是非常值得的─至少曹丕這麼說服自己也說服我們。

戲謔和認真本來就是一體兩面，以抵抗無意義人生的文學遊戲，

才一反身就成了不朽的經典，同樣是一體兩面。本書是我第二本學術專

著，許多研究成果算不上什麼劈空新論，似乎無論怎樣面對光源，總逃

不開過去研究者的斐然身影。但我想若站不上巨人的肩膀，何妨躲在他

們的陰影之中，捻亮一絲如星光般的火花，貢獻一點點微小的成就。就

如那個偏安的小時代，人們以一種較渺小更微型的方式生存著。

要感謝的人太多了，最要感謝就是審查人的寶貴建議與指導，以

及再次合作、無限付出的政大出版社林淑禎小姐。我們拋擲出時間的花

朵，換取這些意義，於是我仿若看到甬道盡頭的閃閃亮光。

2015年 3月  於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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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遊戲」題材新論：語文遊戲詩賦與「言意之辯」的關係 001

導言

以文為戲：遊戲與文學題材

一、「遊戲」的意義：富有深意的行為

在漢語中，「遊」這個字本義是指「旌旗飄動」的狀態。在許慎

《說文解字》的界定是：「游，旌旗之流也」，段玉裁注曰：「引申為出

遊、嬉遊，俗作遊」1、至於「戲」，段注曰：「引申之為戲豫、為戲謔，

以兵杖可玩弄也，可相鬥也」。2在古典文獻中，「遊戲」多作嬉戲、玩

耍之解─如《韓非子》：「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非特謂遊戲

飲食之言」3；《晉書》：「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至游戲，

傷毀風俗矣」。4除此之外，「遊」也有遨遊、遊逛之意，如古詩〈青青

陵上柏〉：「驅車駕駑馬，遊戲宛與洛」、《抱朴子》：「假令遊戲，或經人

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5

而遊戲實則也是人類精神文明中很重要的面向。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就曾談到幼童「Fort-Da」的遊戲，是一種對於失落

1 〔東漢〕許慎，〔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頁
314。

2 同前註，頁 636。
3 陳奇猷校注，《韓非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58），頁 868。
4 〔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39，〈王沈傳〉，頁 1145。
5 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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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匱乏與滿足。遊戲背後所觸及的精神世界、潛意識以及慾望、生存

本能等，遠超乎遊戲本身。而六朝時期由於特殊的政治環境、階級與文

人活動的方式，許多應制、酬酢、贈答作品，其實都是透過文學集團進

行運作。既然是唱和之作，遊戲與娛樂就是它們最主要的目的─尤其

是宋齊以下，在文學集團領袖也投身引導寫作的風氣下，許多以同題、

同時共作，具有社交意義的作品因而誕生。它們沒有太明顯個人情志或

載道的意義，而寫作動機主要乃出於文學遊戲的娛樂性。

事實上，過去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了六朝時期這些同題共作、應制

公讌詩賦的遊戲性，並認為這些作品：「刻意拋棄詩歌的政教、抒情功

能，轉向物色之美與輕快情緒」6，且發現此體源頭「可追溯至先秦時期

對聲色之美的追求與享樂心理」7，並有顯著的社交功能：「（六朝文人）

以文藝為社交，消遣其日常生活之外的餘暇時間」。8當然，若更進一步

來說，文學本來就有社會互動功能。顏崑陽將之稱為「詩式社會文化行

為」：「在古代知識階層的社會活動場域中，『詩』無所不在，知識份子

普遍地將它當作特殊的語言形式，『用』於各種社會互動行為」。9而這

批作品或體裁為遊戲、含有社會互動功能的作品，在六朝以降仍繼續發

展─如藏頭、迴文、打油詩或字謎詩等等，都是典型的以遊戲為體

裁、為目的的創作；另外像是應制、次韻、步韻等具有社會行為功能的

作品，也成為文人彼此交流、展現情誼的重要紀錄。但是若要說所有文

學都出於遊戲，這說法恐怕又太過於化約了。

然而即便文學與遊戲關係如此密切，但過去的評論家面對這些狹義

的、完全以遊戲為目的的作品，印象其實不是太好。像胡應麟的評價就

6 沈凡玉，《六朝同題詩歌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2011），頁 397。
7 黃亞卓，《漢魏六朝公讌詩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136。
8 李豐楙，〈嚴肅與遊戲：六朝詩人的兩種精神面向〉，收錄衣若芬等編，《世變與創化

─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0），頁 2。
9 顏崑陽，〈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方式─建構「中國詩用學」芻論〉，《淡江

中文學報》期 18，2008年 6月，頁 28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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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為典型：

詩文不朽大業⋯⋯而以游戲費日可乎？孔融〈離合〉，鮑照

〈建除〉，溫嶠迴文，傅咸集句，亡補於詩而反為詩病。自茲

以降摹倣實繁，字謎、人名、鳥獸、花木，六朝才士集中不可

勝數。詩道之下流，學人之大戒也。（胡應麟《詩藪》）10

從「詩言志」或「文以載道」這樣昭然旗幟觀念來說，以文為戲之作

─尤其是狹義的離合、字謎、迴文、聯句等作品，確實沒有太深刻的

意涵。不過到了當代，隨著文化思潮的發展，尤其是後現代主義的解

構、拼貼、綴補、後設等理論，「遊戲」顯得更重要、也更具有多重隱

喻。日本學者福井佳夫曾將六朝遊戲文學分為「諷刺」、「嘲笑」與「社

交」三大類型11，並從修辭、押韻與即席創作等面向考察六朝遊戲文學

的精神與主張，他也注意到六朝的文學遊戲與心理學、哲學、社會學等

領域皆有相涉。12本書倒不是強加西方思潮理論、或逕以「後現代」或

「世紀末」等概念來套用南朝文學，只是單純從遊戲理論來看，我們也

足以給這些過去認為「詩道下流」的作品更多正面關注。

若以當代遊戲理論來說：荷蘭歷史文化學者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談遊戲理論的著作《人：遊戲者》，頗受到當代重視。胡伊

青加認為漢語的「遊戲」有「玩」、「爭」與「賽」三層意涵，「玩」是

輕度入迷的耍弄某物行為；「爭」與技能和較量相關；而「賽」則是為

了獲取某一獎品而組織的爭奪。13而這種遊戲、較勁與競賽的心態，在

貴遊文學集團可謂很常見，如本書第一章所引用的幾個實例：王儉和僚

臣的「麗事」、沈約和蕭衍的「言栗」、以及陳暄和後主叔寶「臨之以

10 〔明〕胡應麟，《詩藪》（臺北：廣文書局，1973），頁 462。
11 〔日〕福井佳夫，《六朝の遊戱文學》（東京：汲古書院，2007），頁 15-17。
12 同前註，頁 652。
13 胡伊青加著、成窮譯，《人：遊戲者─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貴陽：貴州

人民出版社，1998），〈中譯者序〉，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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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14進行的文學創作。

據胡伊青加的說法，遊戲的定義與「時間」、「空間」和「限定

性」有關：遊戲具備一特定時間與場所，以及一封閉性、侷限範圍的秩

序。15要遊戲順利進行，遊戲者須知曉一前提：就是遊戲雖然在日常生

活中進行，卻又不等於真實的生活，它一方面抽離現實，一方面又得依

循另外一種秩序。這是遊戲理論中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為它與遊戲延伸

出來的解構、後設、抵抗真實世界的意義都有關。他的書中提到：

遊戲不是「日常的」或「真實的」生活，相反，它從「真實

的」生活跨入了一種短暫但卻完全主宰的活動領域。每個兒童

（遊戲者）都清楚地知道，他「只是在假裝」或者這「只是為

了好玩」。16

意即當人們發現「遊戲」的邏輯與行為，並不存在於真實世界的時候，

此遊戲就再無趣味，而這樣的念頭會被視為遊戲破壞者，但越投入遊

戲，越進入到胡伊青加所說遊戲帶來的「緊張、不確定、危急」17時，

這個遊戲就越顯刺激。在南朝文人行為與文學活動時，我們看到不少這

樣的例證。而從這樣的「假裝」與「操作性」，讓遊戲衍生出更多元也

更複雜的意向。美國小說學者渥厄（Patricia Waugh）在《後設小說》

一書中，討論「後設」這個概念時，就認為後設不僅是文學遊戲的方式

之一，更在於它帶來一種「可選擇的現實」。18當然，後設不盡然等同

14 「麗事」是王儉事、「栗」出於沈約事、而「臨之以刃」則是陳暄事，這些典故後

文將再提。
15 胡伊青加，《人：遊戲者》以三點定義「遊戲」：「1.一切遊戲都是一種自願的活
動。遵照命令的遊戲是對遊戲的強制模仿。2.遊戲不是『日常的』或『真實的』
生活。3.遊戲別於日常的生活，既因為發生的場所，也因為延續的時間，它具有
『封閉性』和『限定性』」，頁 10-11。

16 胡伊青加，《人：遊戲者》，頁 10。
17 胡伊青加，《人：遊戲者》，頁 13。
18 渥厄著，錢競、劉雁濱譯，《後設小說：自我意識小說的理論與實踐》（臺北：駱

駝出版社，1995），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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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遊戲，但就筆者所見的幾篇作品，於遊戲同時過渡了後設的技藝；而

女性主義者吉爾博（Sandra M. Gilbert）則認為女性得以藉著「遊戲」，

逃逸或抵抗了父權體制的世界。19

而談到古典文學題材中的遊戲與其意義，高友工即曾將詠物詩與

遊戲作連結。他還進一步認為詠物詩的遊戲性乃是律詩的三種起源之一

（另外兩種分別為詠懷詩、山水詩）：

這一新文類（詠物詩）最不尋常的特色在其寫詩的遊戲態度，

每個寫作場合皆被當成遊戲，參與者被要求命題寫作，題目

是一般就在眼前卻未必總在眼前的什麼事物。⋯⋯當詠物詩剛

被發明之時，它作為最好的消遣，甚至流行於嚴肅的詩人之

中。20

高友工說詠懷與詠物一內在一外在，一要詩人對自我及生命忠實表現，

另一則全然托付給外在想像的客觀模式。「這誠然是一種遊戲，在此

一切都重新開始，而只有玩遊戲者的技巧和想像是能於其中操控的力

量」。21詠物的遊戲性或許無庸質疑，後文我們則進一步討論詠物的脈

絡與流變。而討論到南朝士人與遊戲的關聯，我們也應注意到除了以文

為戲大為流行之外，某些南朝貴族也在身體、在行為上充滿了遊戲的徵

狀，像是蕭寶卷、潘妃在後宮「製作」市集、扮演庶民生活的行為。

遊戲如何逃逸現實，扮裝如何獲得娛樂，蕭寶卷、潘妃的行為可以

作為本書的一個佐證：

19 這是女性主義者吉爾博（Sandra M. Gilbert）的理論。在其〈鏡與女妖：對女性主
義批評的反思〉（收錄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1992〕）一文中，吉爾博提到女性藉著遊戲，達成「符號的衝動」與「符號
的不固定性」，隱遁於父權化所建構的符號秩序與文明（頁 286）。換言之，遊戲
也就成為抵抗（父權宰制）的方法之一。

20 高友工，〈中國抒情美學〉，收錄《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臺北：臺大出版中

心，2009），頁 619。
2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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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昏侯蕭寶卷）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

物，與宮人閹豎共為裨販。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

鬬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敕虎賁威儀不得

進大荊子⋯⋯每游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褌，著綠絲屩，

帝自戎服騎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

屠肉。於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

酒。」（《南史‧齊廢帝東昏侯本紀》）22

而這樣的扮裝、扮俗、藉由扮演另外一種全然差異的身分並獲得快感的

模式，即是典型的遊戲行為，雖然學者如鄭毓瑜認為，這樣的行為固然

越界，卻也反身建構起特權：「然而當整個屠酤行為是在窮奇極麗的芳

樂苑中進行，這些解脫、突破並不是下放為平民文化，反而是建構特權

的象徵論述」23，但就筆者認為，「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這就是在

封閉空間的遊戲規則，若不按照規則進行，遊戲立刻失去樂趣。我們可

以注意到，這種扮裝與逃逸以抵抗現實世界的遊戲，在南北朝時期還有

更多例子：

宋少帝義符居帝王之位⋯⋯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酤賣。又開

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為歡樂。（《宋書‧

少帝紀》）24

（鬱林王昭業）取諸寶器以相剖擊破碎之，以為笑樂。⋯⋯其

在內，常裸袒，著紅紫錦繡新衣、錦帽、紅縠褌，雜采衵服。

好鬬雞，密買雞至數千價。（《南史‧鬱林王紀》）25

（幼主高恒）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為乞食兒﹔又

22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5〈東昏侯本紀〉，頁 155。
23 鄭毓瑜，《文本風景》（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頁 97。
24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4〈少帝本紀〉，頁 66。
25 〔唐〕李延壽，《南史》卷 5〈鬱林王本紀〉，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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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北齊書‧幼主紀》）26

過去史學家面對這些行為，大抵上以行為異常、變態、自虐、以及因物

質過度享樂引發的精神耗弱來解釋。27但若細讀其脈絡，其中的暴露、

俗語、庶民性的追求，對於跳脫君主身分的渴望，以及在某種暫時狀態

下去扮演他者的意圖，其實都能看出筆者所謂的遊戲心態。這不僅是對

陶詩的「心遠地自偏」、或《文心雕龍‧神思》「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

闕之下」嚮往而已，更是一種身處於世界之中、卻渴望逃逸於世界之外

的矛盾心理。

本書的重點並不在探討當代遊戲理論的義界，也不是在討論歷史

中遊戲發展與脈絡，重點在於「遊戲」這個概念，本身的「娛樂」、「嬉

戲」的行為就有複雜的定義，而從遊戲行為延伸而來的後設、解構、

扮裝以及抵抗的意圖，又讓遊戲有了更深刻的寓意。筆者並非以為南朝

文學集團的這幾類題材作品，必然有如此當代（或曰「後現代」）的意

涵，然而希望從遊戲理論出發，對於這些以文為戲、競賽、或模擬的作

品，給予更多關注。

總而言之，本書即以南朝文學幾個重要的題材為範圍，探討這些

題材的脈絡、發展及文化意涵，這些題材或為一種語文體裁的遊戲、或

是一種空間想像的遊戲，但它們除了遊戲意義之外，還包含更深刻的意

涵。過去「南朝」在於文學史中往往受到忽視與邊緣化，筆者希望透過

「新論」，一方面進行對這些題材的新解讀，一方面提出解讀南朝文學

新觀點。接下來筆者說明本書所討論六個題材之間的連結。

26 〔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8〈幼主高恒本紀〉，頁
113。

27 薩孟武就說：「任何娛樂若沒有勞動以為調劑，俄頃之後，就不能引起神經的反

應，而致失去滋味。這個時候他們要刺激疲倦的神經，非用新娛樂不可。南北朝

君主多昏狂淫亂，大約是神經衰弱所致。」氏著，《中國社會政治史》（臺北：三

民書局，1962），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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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材的意義：從詞語遊戲到想像遊戲

筆者以「南朝文學題材新論」為本書副標題，以分別討論南朝六

個題材，此處說明本書「新論」之處，以及何以選擇此六個題材間的呼

應和連結。過去談南朝文學的題材的論者或歸納者，經常觸及關於「辨

體」、「分體」以及統計的「數量」課題。換言之，筆者以為過去對於南

朝題材的研究傾向於某種「量」的研究，針對題材的類別整理、統攝，

且歸納出其特質。如洪順隆《六朝詩論》中談「詠物」題材的發展，即

是如此的分析：

南朝以後，庭園山水興起，詩人的眼睛漸由廣闊的自然界，把

焦點收縮在庭園的某個點上；並且，由於當時的生活環境、生

活型態，室內的陳設成為他們吟詠的對象。而且往往出之集體

運作，如同詠坐上所見，同詠坐上器物，同詠坐上樂器，就是

視覺所及，各詠一物，在時間上、修辭上，爭奇鬥妍。

六朝詠物不管在題材方面，抑或表現方面，它承漢魏而開拓了

前所未有的境界。在表現方法上，直述其事的鋪陳比較少修

飾；比喻、襯托式的表現修飾較多。（洪順隆《六朝詩論》）28

從「題材」內容、描敘方式、主題、以至於到修辭，這是對於題材研究

的全幅觀照。這樣的歸納當然是正確的，但處理的是題材於文學史發展

的應然面。本書希望從此基礎上更進一步，來談「題材」之內更多元、

複雜的內在意涵。

另外過去談南朝文學題材，經常也談題材與題材之間的承繼、影

響與開創關係。如王文進談邊塞與山水的「欣於所遇」；許東海六朝詩

賦的山水、田園等題材發展與辭賦特質。29而其中談題材發展，最著名

28 洪順隆，《六朝詩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85），頁 32、51。
29 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中附錄南朝發展出談邊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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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屬林文月所討論的謝靈運山水詩所歸納的「山水詩公式」（即所謂的

「記遊」、「寫景」、「興情」、「悟理」），此公式即來自於過去玄言、遊

仙題材的影響。其邏輯簡而言之，是說遊仙詩描寫仙境仙鄉的敘述與構

景，取材於真山實水；而玄言詩的體貼悟道，則影響了山水詩的尾聲。

而從遊仙、玄言到山水，這樣的題材轉換也因謝靈運這樣山水詩大家的

出現而完成：

山水不必再做為仙界的替代物，它已回復了本來面目，而山水

詩句也就脫離了臣役於遊仙詩的配角地位，作為大自然本身

的忠實紀錄，獲得了真正獨立的生命，正式在詩的領域裡登場

了。

隨著遊仙詩的發展，在作為提供仙界的任務之餘，它（山水

詩）逐漸發展成熟，又隨著黃老玄言的詠歌之衰微，終於取得

獨立的地位，順理成章地替代了遊仙玄言之詩。就文學發展的

立場上觀之，這乃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途徑，只是恰巧在這發展

中途上出現了酷愛山水的天才詩人謝靈運。（林文月《山水與

古典》）30

此論述談的當然就不僅是題材的量變，也觸及到質變的課題，然而除卻

「莊老告退，山水方茲」這樣的題材代際，更多的題材是始終存在，且

有其發展脈絡。如本書談語文遊戲與文學集團的競爭；如邊塞題材與南

朝作家的文化他者與歷史想像；如遊寺題材與佛教傳播與流行；如物色

題材與巧構形似的視覺美學⋯⋯是以本書「新論」之「新」並不僅是時

與山水兩種體類的交互關係，至於許東海，《另一種鄉愁：山水田園詩賦與士人心

靈圖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04）中〈田園與樂園〉和〈山水鋪陳與情志轉
換〉兩章，分別觸及陶淵明、庾信、鮑照、謝朓詩賦的題材發展與寓意，筆者有

所參酌。
30 林文月，《山水與古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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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意義的，更是切入面向、論述範圍以及理論視角的「新」。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前作《相似與差異：論南朝文學集團的書寫策

略》31，其中有「題材的設定」一章，就標題來說同樣在處理題材問

題，但此章下分為「題材的演變」、「個體的辨識」、「群體的張力」幾

節，主要處理文學集團的同題共作、與作者個別的寫作習性及互文性表

現，該書中確實也曾討論了詠物、遊寺與豔情題材，但主要從個體與群

體作家的寫作背景、同題共作間的呼應與差異展開論述。在本書中，筆

者進一步就《相》討論的題材演變進行深化，探討了詠物題材寓言性與

非寓言性的遞變、遊寺題材的權力運作，以及豔情題材傳統與類型，可

說在前作「題材設定」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將題材與時代、思潮、作者

心態以及文化意涵作了連結。因此，本文主旨不只在談南朝受矚目的主

流題材，也不在處理題材的數量變化，亦非處理題材之間的遞變關係，

而是從單一題材著手，談此題材的發展與演變，並將重點放在此題材透

顯出來的作者心態、認同與文化隱喻，以及此文化與時代環境的複雜關

聯。

而本書的六個章節分別討論「語文遊戲」、「詠物」、「物色」、「遊

寺」、「邊塞」及「豔情」六個題材，而筆者認為此六個題材可以分為兩

大面向，語文遊戲、詠物與物色屬於詞語拼貼的遊戲；而邊塞、遊寺與

閨情則為空間想像的遊戲。從語文到場景，層層遞進。

本書第一章針對「語文遊戲題材」進行新論，從最狹義的「文字遊

戲題材」出發，此體包含如離合、數名等遊戲之作，另外也納入與之有

關連的「語言題材」作品─如蕭綱的〈舌賦〉、陳暄〈應詔語賦〉，從

創作過程來說，語言文字是創作時的工具，然而當此工具成為了題材、

成為書寫的對象時，作者如何來處理此一「後設」的命題？這是本章所

31 祁立峰：《相似與差異：論南朝文學集團的書寫策略》（臺北：政大出版社，

2014）。本書為筆者博士論文《論南朝文學集團詩賦書寫策略之考察》（臺北：國
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修改而成，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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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關注的。而從語文遊戲延伸而來的意涵即是清談中的重要談題：

「言意之辯」。或許書能否盡言、言能否盡意，在南朝已經不是熱門的

課題，但在〈應詔語賦〉觸及「語言」的意義與脈絡時，作者陳暄仍回

應了言意之辯的傳統。「語言」成了一種題材、甚至成了一種得以被賦

誦、被謳詠的對象物，這帶出了語文遊戲題材背後隱含的時代背景與文

化意涵。

本書第二章針對「詠物題材」進行新論，前引高友工即談到詠物詩

對唐詩的律化有所影響，而詠物也是南朝文學集團最常見的遊戲題材，

用以競賽、宴樂，此章的詠物為與下一章物色區別，聚焦於植物、動物

與器物三大類，並於其中各選兩三代表「物」為觀察重心─梧桐、高

松、舞馬、禽鳥、蟬、燭、屏風，分別就其歷史的文化意象、脈絡，進

行整理，探討在南朝以前以及南朝之時，這些「物」在意象、寓言與隱

喻上的遞變和發展。大抵來說，由於巧構形似和雕飾唯美的文風，南朝

的「詠物題材」傾向於表層描寫、看起來較無寓意性，然而這並不代表

「詠物」成了與現實無涉的活動，在遊戲之外，「詠物」仍然帶有對於

現實世界的反射與寄託。

本文第三章針對「物色題材」進行新論。南朝文論頗為注意「物

色」對於創作者的啟發，如劉勰「物色之動，心亦搖焉」；鍾嶸「氣之

動物，物之感人」都在強調繽紛的物色世界如何感激創作者。而《文

選》有「物色」一類，而物色類之下包含了宋玉〈風賦〉、鮑照〈秋興

賦〉、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本文主要聚焦於謝惠連與謝莊這

兩篇賦，並注意到它們都運用了「設辭問對」這樣的體裁架構，巧構歷

史人物進行問答，模擬前代貴遊的場景，這同樣是廣義的語文遊戲，在

賦體的「主客問答」之上翻轉出新意。而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體裁，又

成為後代模擬的範本。如果設辭問對本身是文學遊戲，那麼模擬仿作同

樣也成為一種致敬的遊戲，只是在遊戲之中，此題材確立了典範性。

從第四章開始，本書從語文本身的遊戲，進入到討論空間想像的

遊戲。如第四章想像「寺廟」、第五章想像「邊塞」、第六章想像「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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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本書第四章針對「遊寺詩」此題材進行新論。過去宗教文學研究

即頗重視遊寺作品，認為這類作品除了有佛教義理的提出，兼有山水寫

景的藝術性，乃南朝宗教文學的重要成就。然後經過筆者的重新梳理，

發現南朝的遊寺詩題材可延伸出三個層次的文化意涵：第一個層次意涵

在於遊寺題材的「遊覽」意義，對於創作者而言，遊寺最直接的感受即

外在物色世界的刺激，於是在遊寺過程中，身體行動、視線與觀看都呼

應了「遊」正在進行狀態；而遊覽原本就是遊戲的一部分，因此遊寺題

材的第二層意涵即是「遊戲」，不僅是身體或視覺的遊戲，南朝文學集

團共作的佛理詩─如〈八關齋〉這類─同時表現了語文遊戲，而歡

快的文學遊戲過渡了肅穆的宗教儀式；而從「遊覽」與「遊戲」延伸出

來的第三個層次意涵即為「權力」，遊覽、觀看、車駕與身體行動，本

身即隱含政治權力；而遊戲所遵守的秩序同樣含有權力機制。本章探討

遊寺題材的多重意涵，有出於遊戲的意義，也有遊戲以外的深刻意義。

本書第五章針對「邊塞題材」進行新論。相對於寺廟空間，邊塞空

間對南朝作家而言則純粹是一種出於想像的符號與地理空間。過去對於

南朝邊塞詩的起源有幾種說法，分別是閻采平的「北朝樂府影響說」、

劉漢初的「以文為戲說」、王文進的「歷史想像說」以及田曉菲的「文

化他者說」，而這四個論述各有所據，尤其王文進「歷史想像」之說，

認為南朝邊塞乃出於對大漢圖騰的嚮往；田曉菲「文化他者」之說則認

為邊塞可與〈採蓮曲〉合觀，共構了北方與南方的「剛╱柔」形象。但

回歸到南朝邊塞詩文本，筆者發現一來邊塞詩集中於幾個作者身上，他

們同時也是遊戲題材的大宗寫作者；二來像吳均，除了邊塞詩以外，他

其他作品也挪用了邊塞詩的敘事策略，因此，即便邊塞詩可能也隱含多

元的文化意象，但其最原始的動機仍是作為一種想像邊關空間的遊戲。

本書第六章針對「豔情詩」進行新論。唐代邊塞詩與閨怨詩組成

了有機結構，而這兩類題材都有賴於南朝的建構。「邊塞」與「豔情」

成為南朝作者熱衷於想像與模擬的兩種空間。田曉菲曾提到，宮體詩不

等同於豔情詩，不過宮體盛行的同時，也造就了豔情此一題材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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豔情詩的寫作動機不盡然出於遊戲，但作者想像閨閣空間、擬代女性的

扮裝與語言，仍有十足的遊戲況味。本章主要針對三個作家─蕭綱、

徐陵、陳叔寶的豔情詩進行分析，蕭綱開始大量提倡豔情一體；而徐陵

有系統將豔情進行經典化；到了陳叔寶，這種豔情題材成了他創作的大

宗，他除了豔體之外，連其他與女性無關的題材，都大量挪用了豔情詩

的書寫模式。過去認為南朝的宮體或豔情詩淪為情色墮落，認為它是一

種沒有深刻意涵與寄託的題材。但這種「輕」正是來自於它逃避了現實

生命的沈重，進而選擇了一種輕盈、輕浮的觀看視角，而這樣的策略則

恰巧與遊戲非常類似。

論起「南朝文學」，此時期的社會動態、政治黑暗，以及作品唯美

雕飾，我們大多已知悉；論起「題材」，從數量的變化，以至於題材與

題材間的承繼、遞變關係，同樣是談中古文學的重點。但透過「遊戲」

以及遊戲以外的抵抗、寄託這樣的角度，本書所探討的這幾種文學題

材論，就顯得饒富深意。論南朝文學的「以文為戲」，這不是什麼有新

見的論述，但從量化的角度來說，南朝純粹以文學遊戲作為題材的作

品，確實又多於前代─這顯然是一時一代的風氣、外內緣環境變遷使

然。32

是故，本書希望能從遊戲切入，但卻不僅止於遊戲的探索。從遊

戲作為出發點，筆者探討語文遊戲、詠物與物色等題材運用詞彙進行拼

貼；談遊寺、邊塞與閨閣艷詩等題材進行的再現與想像。進一步從這些

遊戲之作連結到清談中的言意之辯；詠物文學的物質書寫、更談到權力

架構、身體觀、文化他者、扮裝與互文性⋯⋯「遊戲不只是遊戲」這可

能是一句俗語，但本書真正要展示的是：無論遊戲的嚴肅或輕浮，表象

或深層，在遊戲之中，以及在遊戲之外，勢必都有更複雜的隱喻與指

32 參見本書末之附錄表格可發現，狹義的「語文遊戲」題材，到了南朝確實數量增

加，且除了幾個熱衷遊戲題材的作品寫得最多之外，其他作家也以同題、同時方

式共作。是故論南朝文學題材，不但應重視狹義遊戲題材，也須注意到創作者如

何將遊戲的心態與方法運用在其他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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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而面對如此多元的符號和寓言，我們要如何來一一解讀、以至於解

碼？這也是本書所嘗試的工作。



Chapter 1

第一章　「遊戲」題材新論：語文遊戲詩賦與「言意之辯」的關係 015

第一章

「遊戲」題材新論： 
語文遊戲詩賦與「言意之辯」的關係

我們在理解中所遇到的事物如何使其重點發揮出來，這本身就

是一種語言過程，或者說是圍繞著所意指內容而用語言進行的

一場遊戲。所以正是語言的遊戲使我們在其中作為學習者─

我們何時不是個學習者呢？─而達到對世界的理解。⋯⋯遊

戲者的行為不能被理解為一種主觀性的行為，因為遊戲就是進

行遊戲的東西，它把遊戲者納入自身之中並從而使自己成為遊

戲活動的真正主體。（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1

1 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臺北：時報出版
社，1993）卷 1，頁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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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文遊戲」作為一種題材

前言的部分提到過去對南朝文學遊戲性的批判，但事實上，「以文

為戲」並不侷限於特定時代，然而時至六朝，文人集團於書寫時的遊戲

傾向與相關規則又特別顯著。唐翼明曾指出，建安以來文學集團代表一

種新型的文學傳播方式 2；廖國棟也將「遊戲」列入魏晉辭賦的題材之

一，論述其正面意義，且以遊戲活動區分出「畋獵」、「宴遊」、「巧藝」

和「同題競采」等不同類別。3 不過本章所處理的「數名」、「大╱細

言」和「語言」等題材，因為又不同於宴遊或畋獵，而屬於純粹以語文

進行遊戲的題材。由於它們不外乎堆砌、拼貼或操演語文極限、或指涉

語言本身，故在此章筆者用「語文遊戲」題材來統稱之。

從文學集團的發展來看，語言文字的即席即時呈現，經常是作家競

爭的方式。像在〈大言賦〉敘述中，楚襄王以「雲夢之田」為獎賞，令

宋玉、唐勒、景差賦「大小」；漢梁孝王於「忘憂之館」命文士集賦而

罰酒賜絹。4當然，應制的作品未必是語言本身或炫逞語言，但詠常見

之物，即席而成、操筆立就等記載，表現的正是創作速度，而速度又取

決於作家的才學與機智。如以下兩則關於南朝時文學競賽的實況：

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

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

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南

2 唐翼明，《魏晉文學與玄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頁 118-134。
3 廖國棟，《建安辭賦之傳承與拓新─以題材及主題為範圍》（臺北：文津出版

社，2000），頁 258-303。
4 〔西漢〕劉歆，《西京雜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梁孝王游於忘憂
之館，集諸學士各使為賦。枚乘為〈柳賦〉其辭曰『⋯⋯』」，頁 16-18，《西京雜
記》過去有真偽之辯，同樣地宋玉的〈大言賦〉、〈小言賦〉也有假托之說，但它

們都表現出當時文學集團的文學遊戲活動，此處暫且將之視為遊戲之作，而不去

討論其成書確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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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虞羲傳》）5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累物而麗，謂之「麗事」，麗事自此

始也。諸客皆窮，唯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色花簟白團扇。

憲坐簟執扇，意氣自得。秣陵令王摛後至，操筆便成，事既

煥美，詞復華麗。摛乃命左右抽簟掣扇，登車而去。（楊松玠

《談藪》）6

關於《談藪》此段，筆者於第二章談詠物題材時會再提及。而通俗文化

學者菲斯克（John Fiske）曾探討電玩迷對「時間」的心態，發現在現

代電玩遊戲中浪費時間就等於取得更大的快感來源7，菲斯克認為這同

時也是一種對於「線性時間」的抵抗，而無論時間的受限或刻意浪費，

都在增強遊戲的快感與刺激性。像王儉此事還是文士們「操筆便成」，

然而更為刺激的遊戲模式則是無須用寫，即時以口說來應對，像沈約與

蕭衍曾以言「栗」的典故來爭勝：

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

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

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南史‧沈

約傳》）8

「栗」是一個很冷門的題材，能夠舉出栗的典故，足見遊戲者的博學強

記。不過在這則事件中，沈約除了在遊戲的機智，更展現出取巧的爾

虞我詐，若更進一步來說，這種取勝或刻意取敗的行徑，都是遊戲的

5 〔唐〕李延壽，《南史》卷 59，〈虞羲傳〉，頁 1463。
6 〔隋〕楊松玠，《談藪》，引自〔北宋〕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

1961），頁 1278。
7 菲斯克著，楊全強譯，〈電子遊戲的快樂〉，收錄《解讀大眾文化》（南京：南京大

學出版社，2001），頁 91。
8 〔唐〕李延壽，《南史》卷 57，〈沈約傳〉，頁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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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Stephen Owen提到古典時期的這種文學競賽過程中，表現不

好的成員「會因詩思遲鈍而相當難堪」。9但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作家

發現到文學遊戲的勝負，直接與語文表現、與儷辭能力以及才華的遲速

相關，那麼，將語言─無論是各種數字名稱、大小極限，以至於語言

本身─作為文本題目，就成了既能獲得快感，又能展現才華的遊戲行

為。

本章以陳暄〈應詔語賦〉為主軸，在於這篇賦特別將「語言」突出

作為一種文學遊戲的主題。陳暄（？ -607）為陳後主叔寶（533-604）

「狎客」，〈應詔語賦〉即應後主詔而作。這篇賦特別之處在於─它將

「語言」從載體，進而作為賦題。它一方面沒有研究者所謂「嘲戲」這

樣的嘲弄取樂意味，二來沒有擬代扮裝的戲謔性。10過去評論家稱南朝

的遊戲之作「只成戲謔，不足為法」。11然而田曉菲論蕭綱時提到：後代

批評家不喜歡這一類作品原因在於，「它抵抗了寓言解讀」12，然而她說

南朝這類最大的特徵就在它抵抗寓言，替文學和人生給出一條「另類道

路」。13同樣地，我們可以用此論來理解本章所論的語文遊戲體。南朝

誕生了許多「輕」14、「非寓言」的作品，這些作品大多「無以載道」，

9 Stephen Owen，《初唐詩》（香港：三聯書局，2004），頁 183。
10 參見沈凡玉，《六朝同題詩歌研究》中提到：「齊梁以後『嘲戲』亦如文字遊戲一

般，成為同題共作詩歌中常見的內容」、「同題詩歌經常『從一個角色跳到另一個

角色』的自我扮演或指涉他人」，頁 397-399。
11 這是嚴羽對遊戲題材作品的看法，參見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東

昇出版社，1980），頁 93。
12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76。
13 同上註，田曉菲此處主要是針對蕭綱的豔情、宮體詩，然而作為南朝這些遊戲之

作的通稱亦無不可。此點第六章會再談到。
14 「輕」一方面說的是宮體得到的「輕豔」之評價，但田曉菲用了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啟示錄》書中談的「輕」來解釋蕭綱與宮體：「我
們習慣上總覺得一樣東西『有份量』才有價值，但是歸根結底，文學無非是人類

用以抵禦卡爾維諾所謂的『人世之沉重，惰性和混濁』的一系列努力，如此而

已」，《烽火與流星》，頁 202。此論可參酌卡氏原著，吳潛誠校譯，《給下一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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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是否等於無意義？一方面筆者希望從遊戲性的角度來解讀作品；

另一方面也探索著作品於遊戲以外的文化意涵。

因此，本章主旨正是要回歸戲謔的本質，來探討這類缺乏寄託寓

意的遊戲作品，談遊戲本身的意義、也談更隱在的意涵─如〈應詔語

賦〉與「言意之辯」的關係。也就是說，筆者試圖從既開創卻又回歸的

思路，關注陳暄〈應詔語賦〉以及其他相關的語文遊戲之作。

不過在討論〈應詔語賦〉之前，應注意的是此種「語文遊戲」早有

其源流。以語言作為炫逞載體、大量博物以示博學博才的主題，在南朝

之前即已出現─像「數名」、「大小」一類。即便它們並非以「語」為

題，但其實都與語言文字的拼貼鋪陳頗有關聯，像「郡縣名」改造地名

的語言來鋪排對偶、像「大╱細言」承繼《世說新語》的「危語」，挑

戰語文的極限。因此接下來從「數名詩」、「大╱細言詩」談起。

二、「博物」的語文遊戲：從「數名詩」、「大╱細言詩」談起

（一）數名詩

數名詩與前述嘲戲、麗事不大相似，此體乃將數目（也包含各種事

物和稱名）為主題，鑲嵌進入詩句中，如〈數名詩〉、〈郡縣名詩〉、〈藥

名詩〉或〈將軍名詩〉等，此體裁有炫耀博學的心理，也有彼此競賽、

遊戲的目的。就其內容和共作與否，數名詩大概集中於兩個場域發生：

一是文學集團應詔、共作的文學現場；二則是個別的、特定作家大量寫

作。就寫作動機而言，文學集團的共作理當含有競賽、爭勝的文學遊戲

意義；而個別作家的寫作，則可能出於其本身對此題材的愛好、或為日

後競賽的創作練習。

平盛世的備忘錄》（臺北：時報出版社，1996），頁 44-46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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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類數名詩雖然內含有邊塞、詠物、寫景題材，但基本上仍以

拼貼、補綴為宗旨，詞語被拼湊、剪裁、鑲嵌，重組出新意，達到類似

「文字蒙太奇」15效果。鮑照〈數名詩〉見於《文選》，當屬此體的代表

作：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

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

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

歌鍾。八珍盈彫俎，綺餚紛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

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鮑照〈數名詩〉）16

詩中以「一身仕關西」、「二年從車駕」等數目鑲嵌入詩句，確實有反諷

當時士族的意味，但同時鮑照又是此題材的愛好者，我們可以注意到，

南朝的這些語文遊戲題材集中於某些作家，表現出這些作家的習性。他

們藉著反覆練習以求熟悉規則，進而於困難規則中得到愉悅快感。

「建除」出自《淮南子‧天文訓》17，而〈建除詩〉此體即以

「建、除、滿、平」鑲嵌入詩，基本上就是數名詩的另一種型態，劉漢

初曾以鮑照此詩論證「南朝邊塞詩起於遊戲」18說，此點我們第五章論

15 「文字蒙太奇」這個概念，筆者參酌陳建志，《流行力：台灣時尚文選》（臺北：聯

合文學，2007），頁 10中的說法，陳建志原文指的是當代流行音樂歌詞的文字拼
貼，消解原意而組合出新義，而筆者所探討的這類以數數為概念的詩，確實也有

重組語言的意義。
16 〔劉宋〕鮑照〈數名詩〉引自逯欽立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

局，1983），頁 1300。本書的獨立引文的部分，南朝詩則據逯欽立輯本，南朝文
則據〔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2001），
除非特殊狀況（如與《文選》、《玉臺新詠》、《廣弘明集》或《樂府詩集》對照），

即不另作註腳，於引文後註明出處。
17 〔西漢〕劉安，劉文典集解，《淮南子‧天文訓》（北京：中華書局，1989）：「寅為
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

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

主太陰」，頁 117。此體詩即以建、除、滿、平等字作為鑲嵌的語文遊戲。
18 劉漢初，〈梁朝邊塞詩小論〉一文收錄香港大學中文系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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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塞詩時會深入說明。此處比對鮑照和范雲的〈建除詩〉：

建旗出燉煌，西討屬國羗。除去徒與騎，戰車羅萬箱。滿山又

填谷，投鞍合營牆。平原亘千里，旗鼓轉相望。定舍後未休，

候騎敕前裝。執戈無暫頓，彎弧不解張。破滅西零國，生虜郅

支王。危亂悉平蕩，萬里置關梁。成軍入玉門，士女獻壺漿。

收功在一時，歷世荷餘光。開壤襲朱紱，左右佩金章。閉帷草

太玄，茲事殆愚狂。（鮑照〈建除詩〉）

建國負東海，衣冠成營丘。除道梁淄水，結駟登之罘。滿座咸

嘉友，蘋藻絕時羞。平望極聊攝，直視盡姑尤。定交無恆所，

同志互相求。執手歡高宴，舉白窮獻酬。破琴豈重賞，臨濠寧

再儔。危生一朝露，螻蟻將見謀。成功退不處，為名自此收。

收名棄車馬，單步反蝸牛。開渠納秋水，相土播春疇。閉門謝

世人，何欲復何求。（范雲〈建除詩〉）

就鮑照此詩來說，內容描敘與邊塞有關，但兩詩對比，鮑照敘述的配

印開壤、開疆拓宇；范雲卻勾勒了道家式隱逸場景，如「臨濠」、「螻

蟻」、「蝸牛」、「秋水」顯然都用《莊子》典故。天干原本象徵的是計

時刻度、是時間推移的象徵，范雲可能刻意讓這些詞彙有所偏移，開展

出與鮑照不同面向─對邊關功名、對幅員遼闊疆域和大敘事的解構。

「執戈」改成了「執手」、平定「危亂」的雄壯威武，改成了朝露「危

生」一旦的齊物豁達，從詞彙與動賓的鑲嵌來說，兩詩各有發揮，未必

能定高下，但遲來的作者顯然希望能對於前作有所翻轉與解構，表現出

文學遊戲的競爭意識。而對作者來說，這類詩更重要的是要符合遊戲規

則，詞彙本身的意義反而沒那麼重要。19

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 78。
19 舉例來說：梁陳之際的作家沈炯從「建除」發展出〈六甲詩〉、〈六府詩〉、〈八音

詩〉、〈十二屬詩〉等不同之數名詩，六甲詩「甲拆開眾果，萬物具敷榮。乙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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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姓氏、郡縣或抄書為題的詩南朝也大量出現。此體應始於孔融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王夢鷗認為南朝作家以博學博物為榮，因而對

類別、典故等知識特別熱衷，也對能夠「一目十行」、「數行俱下」20文 

人特別推崇，這形成了作家的集體心態。當然，編纂類書或典故競

賽，或許帶有嚴肅的政治意義，但此行為所帶來的博物知識與記憶，

成為文學遊戲的背景因素。像文人所共作的〈抄書詩〉、〈藥名詩〉大

概就是這樣誕生的。蕭子良集團曾有「郡縣名詩」共作，此處舉沈約 

（441-513）〈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為例：

西都富軒冕，南宮溢才彥。高闕連朱雉，方渠漸游殿。廣川肆

河濟，長岑繞崤汧。曲梁濟危渚，平臯騁悠眄。清淵皎澄徹。

曾山鬱葱蒨。陽泉濯春藻。陰丘聚寒霰。西華不可留。東光促

奔箭。望都遊子懷。臨戎征馬倦。既豫平臺集，復齒南皮宴。

一窺長安城，羞言杜陵掾。（沈約〈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

「郡縣名」書寫有一特點在於：州名或縣名自有本義，但當之成為縣名

時則有所轉義。此體的難度與挑戰在於如何更動、重組郡縣的詞性，使

之由名詞成為動詞、或形容詞，進而妥切安排進入詩句的意義之中。在

此同時，縣名就「去符號化」而「再符號化」了。且安插的妥切與否也

決定此體的優劣，作者得以彼此較勁以區別高下。像沈約的這首詩除了

注意將郡縣名鑲嵌入詩以外，還需要強調對仗工整與否，因此詞性和意

義皆須兼顧：如「廣川」對「長岑」、「西華」對「東光」。在王融的同

題共作中，以「往食曲阜盛，今屬平臺遊」為對，「平」與「曲」的詞

性相對，字面來說較工整；然而沈約以「南皮」對「平臺」─「平臺

逸響，南皮高韻」21，以兩個昔日貴遊活動場所為對，呼應了當下貴遊

危幕，雀乳出空城」，將天干直接嵌入詩句，其中像「庚庚」、「壬蒸」等詞彙，詞

不甚能達意，頗為拼湊、澀造。足見語言的意義已經被掏空了，而趨於符號化。
20 王夢鷗，《傳統文學論衡》（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頁 124。
21 〔梁〕沈約，《宋書》卷 61，〈謝靈運傳〉：「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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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活動的現在進行式。

而這一類詩歌，除了因應詔同題而寫作之外，同時也出現集

中於特定作者的現象，像鮑照、王融、王儉、沈約、庾肩吾和蕭繹

（508-554）所作占此體大部分。其中最值得一提乃是蕭繹，他有〈宮

殿名詩〉、〈縣名詩〉、〈姓名詩〉、〈將軍名詩〉、〈屋名詩〉⋯⋯等十餘首

以物種名為題的詩，舉〈針穴名詩〉、〈將軍名詩〉來看：

金推五百里，日晚唱歸來。車轉承光殿，步上通天臺。釵臨曲

池影，扇拂玉堂梅。先取中庭入，罷逐步廊廻。下關那早閉，

入迎已復開。（蕭繹〈針穴名詩〉）

虎旅皆成陣，龍騎盡能 。鳴鞭俱破虜，決勝往長榆。細柳浮

輕暗，大樹繞棲烏。樓船寫退鷁，檣鳥狎飛鳧。度河還自許，

偏與功名俱。（蕭繹〈將軍名詩〉）

將軍名非指將軍本名而是稱號，如「龍騎」、「破虜」、「大樹」等，此

詩照說應作邊塞主題，但又因特殊稱號牽制─如大樹將軍馮異、樓船

將軍楊樸等，造出如「大樹繞棲烏」或「樓船寫退鷁」，成了以邊塞開

頭，中段寫景、結尾說理的架構；像「針穴名」得就「通天」、「曲池」

等穴位鋪排。從「承光」、「通天」、「下關」、「入迎」發現蕭繹除了將穴

位鑲嵌入詩外，也很重視詞面本身的對偶經營，這都顯示出作家對文學

遊戲規則的遵守，以及對語意美感的堅持。上述作品或許還只是出於博

物心理，展現作者的語文技藝，然而接下來的「大言」、「細言」，旨在

利用所知的語言詞彙以建構「極限」，將遊戲的主題不僅是「物」，也可

以是語言所能展現的極致。

餘烈，事極江右」，頁 2219。顯然沈約將編書的記憶與書寫習性挪用進了遊戲詩
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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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言與細言詩

本章注意到另一純以遊戲為目的主題即「大小言」，像蕭統集團共

作的〈大言〉、〈細言〉，此體上承宋玉〈大言賦〉、〈小言賦〉、以及《世

說新語》載桓玄（369-404）、顧愷之（344-405）「共作了語」之事22，

還有東晉傅咸的〈小語賦〉之類。此題材在言「極大」與「極小」，除

詞語鋪張炫逞外，朱曉海認為宋玉大小言賦頗有「託寓」和「因勢利

導」23的功能，且與道家思唯有所關聯。24但過去文論對蕭統與其文學集

團的〈大言〉、〈細言〉共作，將之視為「此祖宋玉而無謂，蓋以文為

戲耳」。25當然在謝榛的脈絡中，「以文為戲」或許等同於掏空意義的純

粹娛樂。然不應忽略的是：像蕭統創作此詩時，他僅十一、二歲，這種

少年的遊戲或許還有創作練習的文學意義、建構世界觀的教育啟蒙意

義。26但在本章脈絡中，筆者更重視「大小」此主題與博物和語言的關

係。

《世說‧排調》關於「了語」、「危語」競賽，顯然是一種以言語

進行即時應對的競賽遊戲，《世說》中不乏這類即席表現語言機鋒的

事件，像謝道韞的「未若柳絮因風起」27、或陸機回應王濟的「千里蓴

22 〔清〕余嘉錫針對〈排調〉此段即作箋證曰：「古文苑有宋玉〈大言賦〉、〈小言

賦〉，為楚襄王、唐勒、景差、宋玉共造，如聯句之體⋯⋯了語、危語，意蓋仿

此」，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822。
23 朱曉海，《習賦椎輪記》（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99），頁 59。
24 朱曉海，《習賦椎輪記》，頁 59。
25 〔明〕謝榛，《四溟詩話》，收錄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

1983），頁 1163。
26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統還是孩子的時候，曾命數位下屬就二題（「大言」、

「細言」）為詩⋯⋯王錫在 512年被任名為東宮官屬，沈約於 513年去世，因此這
一事件想必發生在 512-513年之間」，頁 227。

27 〔清〕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

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

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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羹，未下鹽豉」28，但顧愷之和殷仲堪的競賽更明確觸及到語言的極限

概念。「言」能否盡「意」或許是更哲學性的論題，但誰能言說出一最

極致的描敘，即此次遊戲競賽的主軸：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

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

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

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

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

（《世說新語‧排調》）29

參軍的「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得殷「咄咄逼人」評價，因「仲

堪眇目故也」。關於「咄咄逼人」，余錫嘉說是「驚歎之意」30，參軍之

所以獲勝除了將「盲人瞎馬」、「夜半深池」這兩個極危險的意象疊加以

外，極致的語言還構成了真實世界的能指。但讓人意外的是，受到譏嘲

的殷仲堪並非勃然而怒，而是用了這個摻雜褒貶的「咄咄逼人」，身體

的殘缺遭到指涉或許羞恥，但不能掩蓋參軍於這場語文競賽中技高一籌

的事實。這其實是 Stephen Owen「難堪」的反面例證：語文競賽的落

敗者頗為羞赧，但勝利者則贏得旁人的讚賞，甚至無視於秩序或道德規

範了。這顯示出遊戲者深切投入、且遵守著遊戲內部的秩序規則。而真

實世界的道德、善惡、或所謂的諷喻性，恐怕在遊戲時被放置到第二順

位。

從這樣遊戲化的思維來看〈大言〉、〈細言〉，也無須執著於諷喻或

28 〔清〕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

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頁 88。
29 〔清〕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821-822。
30 嘉錫案：「咄咄」，驚歎之辭。「咄咄逼人」亦晉人口頭常語。《法書要錄》卷二宋

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曰：「王脩善隸、行，與羲之善，殆窮其妙，子敬每省修書

云：『咄咄逼人。』」又卷 10王右軍與司空郗公書曰：「獻之，字子敬，少有清
譽，善隸書，咄咄逼人」，頁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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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寓的比重。對蕭統及集團而言，此體已然進入文類發展的「摹本出

現」31階段，它與道家思想關聯不大，諷諫、勢導的動機也不太明顯，

主要來自於語言耍弄的遊戲快感與競爭意圖。傅咸〈小語賦〉就已有往

遊戲化的傾向，而〈細言〉共作則更重視作家相互指涉以爭勝的跡象，

如下：

坐臥鄰空塵，憑附蟭螟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而九息。

（蕭統〈細言〉）

冥冥藹藹，離朱不辨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針孔而千日。

（王錫〈細言應令〉）

開館尺棰餘，築榭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沈約

〈細言應令〉）

汎舟毛滴海，為政蝸牛國。逍遙輕塵上，指辰問南北。（殷鈞

〈細言應令〉）

在共作中，作家明顯地展現了避複求新以爭勝的意圖。像王錫「步蝸

角而三伏，經針孔而千日」，這比之蕭統「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而九

息」，可以說是變本加厲、更為誇張。在這場以微小為題的語文競賽

中，實際距離不斷縮小，感覺距離卻不斷加寬拉大，於此競賽爭勝，以

獲文學遊戲的快感。王錫「蝸角」是對蕭統「咫尺」的具體化，而沈約

因著「蝸角」的「意象」，延伸到《莊子‧則陽》的蝸角國。32在沈約的

意象建構中，蝸角上何止觸、蠻二國，還可以「列州縣」、「建朝市」。

31 陶東風將文類發展分為三階段：「文類複合體聚集」、「摹本的大量出現」、「創造性

轉化」，參見氏著，《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頁 81-85。

32 〔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8〈則陽〉：「有國於
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

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頁 89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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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殷鈞的〈細言〉中所描述的「『小』人」一方面繼續前文本（〈小語

賦〉）的「泛舟」行動，一方面將其他共作中的蝸角吸納再製，並翻轉

了《莊子》原典。這種對前作的濃縮與歸納，展現了作者追求競賽的超

越，這是深切投入遊戲者才得以運用的技術。

從上述作品來說，數名詩這類作品，展現了作家博學博物的特徵，

而成為一種遊戲體裁，或為了遊戲而進行的創作練習；至於大小言這樣

的主題，則展現出作家藉著耍弄搬演語言，表現機智反應與語言極限運

用的才能，以達到彼此競賽、遊戲的意義。這一方面是南朝文學遊戲化

的展演，另一方面與本章主軸〈應詔語賦〉關係密切。辭賦的特徵乃

「體物寫志」，但用來承載意義的「語言」能否作為賦題的對象被體察

呢？如果「語言」本身可以作為「物」、作為「詠」的對象，這當然比

論語言的大小極限更為困難而新奇。關於「詠物題材」容第二章獨立論

述，此處就陳暄〈應詔語賦〉新創的遊戲特質進行說明。

三、「語言」的自我指涉：陳暄其人與〈應詔語賦〉的遊戲性

（一）語言與論辯：以「語」作為題材

以「語言論談」作為文學書寫主題，稍早時尚有蕭綱的〈舌賦〉。

賦中設計了「奚茲先生」和「何斯逸士」兩個角色相互問答，「奚茲」、

「何斯」乃論辯常用語，這兩位以論辯用語為名的先生，以「語言論

辯」為主題進而進行論辯，這種將語言具體化的書寫，呈現此賦「自我

指涉」的特質。33今存〈舌賦〉的前半段看似讚揚「論辯」，但後半段卻

33 「自我指涉」本來是哲學概念，指自我參照、自省進程。在藝術創作中指的是被創

作之物與創作形式相互指涉，被視為含有遊戲之作的趣味。關於「自我指涉」的

定義，此處參酌 Andrew Brook, “Kant, self-awareness and self-reference,” in Andrew 
Brook and Richard C. DeVidi (eds.), Self-reference and Self-awareness,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01, pp. 12-15; Sydney S. Shoemaker, “Self-
Reference and Self-Awareness,”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65, No. 19,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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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出修正，將逞口舌能事的策士分為「妙說」和「讒諛」兩類型，從

逞辭的適度與過度來拿捏，曲終奏雅，望能「粉虞卿之白璧，碎漢王之

玉斗」34，進而達到「浮偽可息，淳風不朽」的效果。〈舌賦〉在清代陳

元龍所編纂的《歷代賦彙》中，歸入「人事」，與其他賦詠人體器官的

辭賦歸為一類─包括祖台之〈荀子耳賦〉、左思〈白髮賦〉和浩虛舟

的〈陶母截髮賦〉35，但事實上「舌」所陳述的對象與器官毫無關聯，

而是以「舌」寄寓言語之本身。

至於要談陳暄〈應詔語賦〉，或許應先注意到陳暄與陳叔寶文學集

團的關係。陳暄和孔範、王瑳等為陳叔寶的「狎客」，本傳說他「性嗜

酒，無節操」36，甚至提到他驚險刺激的創作過程： 

後主之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

王叔達、尚書孔範⋯⋯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為狎客。暄

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謬，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

侮之。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

筆即成，不以為病，而留弄轉甚。（《陳書‧陳暄傳》）37

以及 Raymond M. Smullyan, Diagonalization and Self-refer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5-11其中談到主體、認知與自我指涉的關聯，而在哲學
論述時，「自我指涉」也會和康德哲學的「自我感知」（self-awareness），或精神分
析的「自我鑑識」（self-identification）、「自我意識」（self- consciousness）有關。由
於此處討論主軸並非哲學議題，故於此處說明之。

34 虞卿說趙武成王，王贈白璧一雙，事見〔西漢〕司馬遷，《史記》卷 76，〈虞卿
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檐簦，說趙孝成
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頁 2370；
劉邦以白璧贈項羽，以玉斗贈范增，事見〔西漢〕司馬遷，《史記》卷 12，〈項
羽本紀〉：「項王則受璧，置之座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頁

314-315。
35 〔清〕陳元龍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京都：中文出版社，

1971），頁 1137。
36 〔唐〕李延壽，《南史》卷 61，〈陳暄傳〉，頁 1502。
37 〔唐〕李延壽，《南史》卷 61，〈陳暄傳〉，頁 1503。《南史》後段還認為，此次行
為間接導致陳暄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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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陳暄而言，文學創作變成了一種刺激瀕死的行為，在瘋狂失序的

邊緣，將「文窮而後工」發揮到極致。王瑤認為南朝文學愈到梁陳愈

「墮落與病態」38；薩孟武認為南北朝貴族陷入極端的享樂主義，也造

就了他們的精神變異。39陳暄另有四首樂府擬作，如〈長安道〉「將軍夜

夜返，弦歌著曙喧」看得出與陳叔寶同題樂府「當壚晚留客，夜夜苦紅

粧」有共作的關係，而這樣限制嚴格、恪守遊戲秩序的共作，成了陳暄

僅存的作品。或許〈應詔語賦〉也同樣誕生於這樣嚴格規範和帶有刺激

與危險的遊戲之中。

只是更特別的是，〈應詔語賦〉是文學遊戲的產物，但更將「語」

直接作為召喚典故的載體，那麼這篇賦同時就有了對「語言」的自我指

涉意義。從結構來看，〈應詔語賦〉可分為三部分：1.在說明語言發展

的歷史，以及語言和書寫、和文字的對應關係；2.舉歷代以論辯、以語

言口舌逞能的縱橫家、策士，類似〈舌賦〉，這是賦的核心，藉著典故

的拼貼逼近語言概念；3.由歷史典故回到當前場景，說明語言是人類

文明的維繫工具，也是人類溝通交流、抒發情懷最直接的載體，賦末以

七言的方式呈現，有些類似賦末繫詩或繫歌的體式。其第一、二部分如

下：

覈生民之要技，實語言以為前。樞機誠為急務，筆札乃是次

焉。擬金人於右階，稱石人於左邊。鄭僑戎服而無媿，張儀舌

存而理痊。唯諾唯辯，何者是與？故知於時言言，於時語語。

若乃遼城嶮峻，齊陳交加。燕將恐懼，漢帝咄嗟。魯連纔吐

數句，酈子直御單車。息十重之縈帶，賢百萬之諠譁。（陳暄

38 王瑤，〈隸事‧聲律‧宮體〉，收錄氏著，《中古文學史論》（臺北：長安出版社，

1982），頁 226。
39 相關論述見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薩孟武總結這些現象，提到「⋯⋯任何

娛樂若沒有勞動以為調劑，俄傾之後，就不能引起神經的反應，而失去滋味。這

時候他們要刺激疲勞的神經，非用新娛樂不可。南北朝君主多昏荒淫亂，大約是

神經衰弱所致」，頁 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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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詔語賦〉）40

「實語言以為前」、「筆札乃是次焉」此兩句饒富意義。這篇賦乃以文

字為載體，應詔而成應無疑問，但賦開頭指出：「語言」誕生於在「筆

札」之前，而「筆札」如果又反過來呼應了這篇賦乃以文字寫成，那麼

這篇談「語」的作品同樣具前述「自我指涉」意義。語言是這篇賦的創

作內容，書寫是創作載體，即便「樞機為急務」，但此賦仍須透過「筆

札」來呈現，若語言為第一序、書寫是第二序，作者卻得透過書寫來指

涉語言。此處的「語」變成了一個詠物的對象，被歌詠、被言說、被鋪

衍，透過典故拼貼以逼近其意。

在賦的第二部分進行語言鋪衍時也頗為巧妙，語言是縱橫家、策士

的才華能力，他們搬弄三寸不爛之舌以談辯，展示話語力量，但在作者

的典故中，鄭僑「戎服將事」41，張儀「吾舌尚存」42，這些論談者成了

鋪陳語言的客體，成了證明語言力量的存在。而像魯連、酈食其43的典

故，也成為展示語言關鍵的歷史佐證。語言在此也不僅只是載體，更具

備了主體性，具有影響真實世界的力量。

此處可以注意到，陳暄賦「語」與傅咸、蕭統等作家從「大╱小」

來逼近語言極限的策略，顯然有別。「語」成了召喚典故、隸事為工的

主體，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說，這是從能指過渡到所指，展現了語言的任

意性；而如果從自我指涉的角度，語言文字作為載體要如何呈顯自我

本身？這牽扯到了一個「後設」的可能性。或許用現代術語來歸結古

40 〔陳〕陳暄的〈應詔語賦〉，引自〔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頁 3490-2，以下所引亦出於此。
41 〔清〕阮元校刊，《十三經注疏：左傳》（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再版）〈襄公
二十五年〉：「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頁 622-1。

42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 70，〈張儀列傳〉，「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
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頁 2279。

43 魯連之事參見《史記》卷 83，〈魯仲連列傳〉，頁 2459-2469；酈食其之事則參見
《史記》卷 97，〈酈生列傳〉，頁 2704-2706。



遊戲與遊戲以外：南朝文學題材新論032

典文學的傾向未免不夠準確，但對陳暄而言，「語言」被他視為純粹的

「物」，一如以「梅」或「栗」這樣的詠物主題，他以語言進行典故遊

戲。只是在這樣的隸事、體物與炫逞博學的過程中，語言完成了它的自

我指涉性。

（二）〈應詔語賦〉的遊戲性

〈應詔語賦〉的第三部分進一步談語言運用的場域空間，除了展現

不同句式之外，也將數目鑲嵌進入賦句中，呈現了文字表面的遊戲性。

而賦末詩化句的部分，對於「語言」的拙樸與炫逞提出了一個開放式的

結語：

至於蘭臺靜祕，華燭高明。徐斟桂醑，緩奏秦聲。二三朋好，

數四才英。既說前賢之往行，重覩生死之交情。扼腕抵掌，攘

袂盱衡，當斯時也，何者為榮。欲同吃如鄧士載，欲作辯似

婁君卿。為守為相竝如此，少意少事不成名。（陳暄〈應詔語

賦〉）

「二三朋好，數四才英」含有一數字的拼貼趣味，和前一段的「十

重」、「百萬」亦可相對，頗見形式與構句的遊戲性。「扼腕抵掌」、「攘

袂盱衡」，肢體、動作都需要仰賴語言以表達，語言於是成了主體，成

了記載某一個靈光之當下必要的載體。可以想像的是：此敘述中包含了

作者身處貴遊活動的現場寫真，與前面談的沈約〈郡縣名詩〉類似。就

像本章開頭引用的伽達默爾之說：遊戲者也成為了這次遊戲的真正主

體，成了遊戲的一部分。

賦末總結了全賦，有抒發己志的意味，陳暄運用了兩個典故：一

是鄧艾，一是婁護。鄧艾以「期期艾艾」口吃著稱，婁護以「婁君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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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舌」44見於經傳，他們或辯或訥，言與不言，廣義來說都是一種「語

言」的對比與呈顯。這麼說來，擅長或不擅長語言，到底孰優孰劣？顯

然陳暄在賦末，統整了前面一連串對語言的鋪排、陳述與展演，進行了

某種解構與反思。他舉的這兩個極端的例證：口吃木訥如鄧艾，辯才無

礙似婁護，他們雖對語言掌握能力有別，卻能「為守」、「為相」，功在

社稷，看似存在矛盾的關係，卻恰巧因其「正／反」的辯證性，反而共

構成一和諧結論。語言能力的「辯」與「訥」，成了殊途同歸的兩種語

言展示。

從〈應詔語賦〉的最末一段與四句七言句來看，其實頗具遊戲成

分，從表面句式的數目呼應、「鄧艾╱婁護」的正反辯證與對偶，到

「桂醑」、「秦聲」這類與當前貴遊宴樂場景的內在連結，再加上陳暄

的狎客身分與應詔創作的形式，即便《賦彙》將此賦歸入「諷喻」，但

〈應詔語賦〉應該就如南朝其他典故競賽或前面提到博物、大小言之類

的體裁，以遊戲為最主要的書寫目的。而他對這種文學遊戲理當不陌

生，今存另外一篇〈食梅賦〉也是同樣架構與策略的賦作。不過相對來

說，「梅」比起「語言」有了具體的物質面向，書寫時較為容易：

魏無林而止渴，范留信而前嘗。賜一時之名果，遂懷核而矜

莊。昔詠酸棗之臺，今食酸味之梅。眼同曹瞞之見樹，形異韋

誕之聞雷。胷既咽而思鳩杖，悶欲死而想仙杯。非投壺而天

笑，想王孫而客咍。（陳暄〈食梅賦〉）

就此賦來說，陳暄旨不在「詠梅」，而是將「食梅」相關典故進行串

連，包括范任噉梅、望梅止渴等故實，或許這也是某次集團文學的競賽

題目，從「以文為戲」的角度：這類辭賦確實掏空了意義，而缺乏托寓

和隱喻，但博物、遊戲成為了南朝作家熱衷、執著，甚至與死亡如此接

44 〔北宋〕李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谷子雲之筆札，婁
君卿之脣舌」，頁 2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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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極限遊戲，他們不僅身為遊戲者，更表述出遊戲理論最深刻的面向

─作家藉著文學書寫，選擇了可操作、封閉而具有意義的另外一種現

實45─誠如田曉菲說的南朝文學「輕」的價值。

筆者希望能將原本寄託了「諷喻」意義的〈應詔語賦〉，回歸其遊

戲的本質，而這也並非貶低其價值。筆者進而認為也就是這樣不具其他

目的的遊戲性，讓〈應詔語賦〉得以回應並解構了魏晉時期重要的談題

─即「言意之辯」。

四、清談的延續或解構：〈應詔語賦〉與「言意之辯」的關聯

「清談」於魏晉時期盛行，對文人而言清談或有自我標榜、理勝詞

勝的競爭意識，但其中探論了關鍵哲理，不能遽將之理解成為遊戲。關

於「清談」的定義，林麗真說：「『清談』是魏晉時代廣行於社會名士的

一種風尚，也是時人研討學術文化及宇宙人生問題的基本方式」。46唐

翼明認為：「所謂『魏晉清談』，指的是魏晉時代的貴族知識份子，以探

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為主要內容，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說論辯進

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47

在清談的諸談題當中，「言意之辯」無疑是一個歷史悠長的關鍵題

目，此辯源自《周易‧繫辭傳》和《莊子》。《世說》稱包含「言意之

辯」在內的三論「宛轉關生」48，足見其重要性與影響。此談題魏晉屢

屢論之49，如荀粲、嵇康、王弼、歐陽建、張韓50等。「言」與「意」

45 胡伊青加，《人：遊戲者》：「（遊戲特徵在於）它的封閉性、限定性。遊戲是在某

一時空限制內演完的，它包含著自己的過程與意義」，頁 10。
46 林麗真，《魏晉清談主題之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8），頁 1。
47 唐翼明，《魏晉清談》（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頁 42-43。
48 〔清〕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

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頁 211。
49 林麗真，《魏晉清談主題之研究》，頁 57。
50 林麗真疑此作〈不用舌論〉的「張韓」即為「張翰」，下文仍依《藝文類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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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辯證乃一複雜課題，二十世紀的重要語言學者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將語言符號分為「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

指出其「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聯繫是任意的，或者⋯⋯可以更簡單

地說：語言符號是任意的」。51大概可以說，「言╱意」已不僅是語言學

問題，還承載了哲學概念。這個論辯的核心在於：「意」是最終所要表

述的對象，但大多數的時候得以「言」─作為媒介和符號來表達。但

言能否表意呢？論辯本身是否需要被檢視呢？這些充滿自我反身意義的

論題，在「言意之辯」中都被提出了。其中與「言」概念相似，用以作

為載體之物如「舌」或「蓍龜」，也成為談辯者討論的對象，如下引張

韓、庾闡兩論：

論者以為心氣相驅，因舌而言，卷舌翕氣，安得暢理。余以留

意於言，不如留意於不言。徒知無舌之通心，未盡有舌之必通

心也。⋯⋯留侯不得已而掉三寸，亦反初服而効神仙。靈龜啟

兆於有識，前却可通於千年。鸚鵡猩猩，鼓弄於籠羅。財無一

介之存，普天地之與人物，亦何屑於有言哉？（張韓〈不用舌

論〉）52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吉凶存焉，非神明之所

存。龜者啟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于闇

室，夜鑒者得之，無夜鑒之朗，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致

功之迹異也。不可見目因火鑒，便謂火為目；神憑蓍通，又謂

蓍為神也⋯⋯且殊方之卜，或責象草木，或取類瓦石，而吉凶

之應，不異蓍龜。此為神通之主。自有妙會，不由形器，尋理

「張韓」稱之，見氏著：《魏晉清談主題之研究》，頁 62。
51 索緒爾著，高名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頁 102。
52 〔東晉〕張韓，〈不用舌論〉，收錄〔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9），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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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蓍龜。（庾闡〈蓍龜論〉）53

因為對語言的質疑，也同時質疑到了發聲器官或示吉凶之媒介，張韓將

「舌」的動作與發音方式，如「卷」、「翕」之類，視為阻礙「暢理」的

媒介，言以「舌」發，就像「意」以「言」載，舌不直接等同於談辯，

反而成為暢理的妨礙，而〈蓍龜論〉的「（龜者）非靈照之所生」也是

同樣的概念，「殊方之卜，或責象草木，或取類瓦石」，都是質疑、解構

關於「意義」與「載體」之間的因果、聯繫，從而將語言、載體推演至

第二序列。

而前文所談蕭綱〈舌賦〉、陳暄〈應詔語賦〉多少與此論有些關

聯，但到了南朝，作家似乎已不去認同或否定「語言」或「舌」的功能

性。以〈舌賦〉開頭來說：「三寸著名」或「微言傳乎往記，妙說表乎

丹青」，都明確地指出論辯策士名垂青史靠的就是「舌」、靠著的就是語

言，而非「舌」背後所聯繫的「通心」、「暢理」或「表意」等哲學論

證。這些太過抽象的「通心」、「暢理」，難以實證，不如真實世界或社

會脈絡的積極位置─意即是這些以「言語」、以「舌」逞詞論辯者的

名垂青史。

至於〈應詔語賦〉開頭的「覈生民之要技，實語言以為前」，一方

面擱置了「語言」所衍生的爭議，二方面也試圖統整與回應此一談題，

「言」的「在前」或「在後」代表了更重要意義，即背後的「盡意」與

「不盡意」，而這正是過去言意之辯的核心論題。從更廣泛的思想背景

脈絡來說，筆者認為〈應詔語賦〉與「言盡意」、「言不盡意」兩論是有

所聯繫的。二論核心的概念如下：

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言不辯。言不暢志，

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歐陽建〈言盡意論〉） 54

53 〔東晉〕庾闡，〈蓍龜論〉，收錄〔唐〕歐陽詢：《藝文類聚》，頁 1286。
54 〔西晉〕歐陽建，〈言盡意論〉可見於〔清〕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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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

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何

劭〈荀粲傳〉）55

言、非言是「言意之辯」的核心，然而陳暄距離兩晉已經將近兩百年

了，言意之辯或許並不是他最關注的論題，只是既要賦「語言」，仍

然得回頭處理到語言所帶來的意義與效果等議題。但〈應詔語賦〉以

「語」為主題，是否就贊同「言盡意」的論點呢？實則也不盡然。賦中

的「扼腕抵掌，攘袂盱衡，當斯時也，何者為榮？」也表現出：當宴樂

方酣，文人確實需要仰賴語言作為載體，進行抒發，這是〈言盡意論〉

「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的進一步落實。然而論述到了結論，陳暄提到

鄧艾和婁護運用語言的兩種面向：「吃」與「辯」，似乎又回到了「言」

的正反兩面：有「言不暢志」者，有「蘊而不出」56者。更往後衍申來

看這個課題：陳暄此處的意思是說，鄧艾和婁護對語言掌握有差異，卻

殊途同歸，得到了類似的效果，而此即是「言」和「非言」經過辯證而

得到同一性之後的效果。

或許不能說〈應詔語賦〉必然是對「言意之辯」這個談題刻意延

續、或深入闡發，但它延續了清談的談題、對言意之辯有所整理與回

應。在玄學發展到了尾聲的時代，在遊戲時應詔而作的小賦，仍然處於

整體時代背景與思潮涵蓋之下，既受此兩論的影響，且折衷兩論作了詮

釋、甚至作了某種程度的融合與解構。過去研究者曾討論過「清談」是

211）以及〔唐〕歐陽詢，《藝文類聚》（頁 348），以《藝文類聚》所引為全。
55 〔西晉〕何劭，〈荀粲傳〉，收錄〔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1557-1。除此之外像盧諶，〈與司空劉琨書〉也曾提到：「易曰：『書不盡言，言不
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于盡意，書有不得至

于盡言邪」，頁 1658-2，見此論於兩晉甚為流行。
56 〔魏〕荀粲，〈言不盡意論〉的主軸在於：「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

矣」，見〔西晉〕何劭，〈荀粲傳〉，收錄〔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

朝文》，頁 1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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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響了南朝藻飾繁複的文學風格57，但回頭來說在議題層面上，南

朝文學也對於談題有所回應。

總體來說，南朝的遊戲之作既然誕生於此時期，應當也不能自外

於時代背景與思潮趨向，而同時我們除了正視此類遊戲小賦的遊戲性，

探索語文遊戲題材背後複雜的意義外，仍能於此窺探到時代思潮與哲理

辯證的痕跡。更重要的是，「語言學」在當代成為了重要的課題，維根

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索緒爾等語言學家注意到語

言作為哲學知識論的方法，更有二十世紀「語言學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之說，語言學對當代影響頗為深遠。58或許〈應詔語賦〉僅是遊

戲小賦，僅是隨機地挑戰將抽象的「語言」作為詠物的實驗，然而在

此創作行為背後，牽扯了更多複雜的議題、背景與思維體系。這也是南

朝的這些看似「輕」、看似意義薄弱的作品給予當代學術研究的積極意

義。

五、小結：以遊戲為目的

根據以上所論，本章歸納出三點作為小結：

（一）本章以陳暄〈應詔語賦〉為論述主軸，兼及南朝其他語文遊

戲作品，可以發現像數名詩、大細言、以及本章所未探討的「賦得」、

57 王瑤談到「清談」所影響的六朝文學部分，說：「文論的興起與發展，詠懷詠史、

玄言山水的詩體；析理井然的論說，雋語天成的書札，都莫不深深受到當時這種

玄學思想（清談）的影響」，《中古文學史論》，頁 40；王夢鷗認為：「（清談的）
擴大應用，則成奇偶相生，正反一意的的駢儷文體」，《傳統文學論衡》，頁 101；
日本學者岡村繁也有類似看法：「六朝文學由於頻繁使用對句和典故追求的病態

美偏向，『清談』現象於這方面也產生頗大影響」，《漢魏六朝的思想與文學》（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72-73。
58 諸如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論述，都基於此而來，如傅柯（Michel Foucault），
《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書寫與差異》（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等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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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戲」這類作品，它們或多或少運用了詞彙、典故、概念的鑲嵌、

拼貼、疊架等文學技巧。59這一方面展現作家的博物博學；二方面在翻

轉、新變同題作品中，作家們得以相互較勁，遵循遊戲的規則以達到遊

戲的娛樂與快感─如鮑照和范雲的數名詩，字面看來與邊塞或玄言題

材有關，卻又剝離了其意義；而蕭統的大、細言也不若宋玉〈大言賦〉

與《老》、《莊》相涉，具有因勢利導的諷喻功能，反而是純粹「大」、

「細」意象的炫逞與博識表演，運用文采、詞彙競賽，達到純粹之遊戲

目的。

（二）「自我指涉」指的是對自我生成意義的探索，即便陳暄〈應

詔語賦〉也屬遊戲之作，但他刻意選擇一困難而抽象的主題：「語言」

─作為賦的對象。對一無實體對象的「詠物」，這是出於因難見巧的

創作心態。從陳暄和後主叔寶的互動中可以看出這也可能符合陳暄性

格。就如同〈舌賦〉般，論辯的對象是語言，節度語言和炫逞詞藻就成

為兩個相反的面向，〈舌賦〉或〈應詔語賦〉特別之處就在於如何透過

辯證，將「正」（炫逞語言）與「反」（搬弄唇舌）合而為一。〈應詔語

賦〉賦末，表述了語言的正反殊途歸一的特性：「欲同吃如鄧士載，欲

作辯似婁君卿」，無論逞辯或言訥，都屬於語言的表現方式。這樣藉著

文辭炫逞來定義、解釋「語」的作品，表現出〈應詔語賦〉的自我指涉

性。

（三）蕭綱〈舌賦〉將舌替代為論辯者主體，顯然與張韓的〈不用

舌論〉有些關聯，而陳暄的〈應詔語賦〉開頭以至於最末結語，都可以

看出對歐陽建、何劭的「言盡意」、「言不盡意」兩論有所回應與統合。

雖然〈舌賦〉、〈應詔語賦〉這類作品可能是即席遊戲之作，沒什麼複雜

辯證，然而「言╱不言」、「盡意╱不盡意」得到了同一性。王夢鷗曾提

59 日本學者斯波六郎就曾探討「賦得」此體的源流與發展，發現「賦得」有「賦某

得某」以及「賦得某某」兩種類別，而賦得某某又包含詩句或人物，見氏著：《六

朝文學への思索》（東京：創文社，2002），頁 48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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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談」本身即有分勝負、作為貴族娛樂節目的意義、是魏晉文體

演變的現象之一60，並說此風「遠承戰國稷下辯風，近取魏世正始的論

題，到了轉成貴遊的娛樂節目，談辯不但講『理』，同時亦且尚『辭』，

往往是『理勝』、『辭勝』」。61進一步來說，〈應詔語賦〉透過遊戲形

式，卻仍回應清談的「言意之辯」，在遊戲之外，觸及了更深刻的文化

意涵，卻也不妨礙它出於遊戲的動機。

筆者希望透過本章對南朝語文遊戲題材─主要是〈應詔語賦〉的

探討，修正過去對南朝遊戲之作「只成戲謔，不足為法」的評價。王夢

鷗曾說：「以寫作為遊戲，正屬貴遊文學的本領⋯⋯乃不能不以另一副

手眼來辨識了」62，蔡英俊說王夢鷗雖肯定了南朝文學「對於語言與想

像的創造活動有絕大推進的功能」，但仍用「勾當」一詞去形容文人的

用事性質。63我們過去認為遊戲之作之所以缺乏意義在於它的「輕」，

如果評價作品優劣在於它是否夠「重」64，而這種沈重又來自於卡爾維

諾所說的嚴肅沈重之人生65，但事實上輕或看似無意義的遊戲之作，同

樣有其意義。這些作品以遊戲為動機、為目的，在遊戲氛圍之中完成，

卻不經意透露出遊戲之外的文化意涵，而這也是本書論述的核心。

（本章原載於《東華人文學報》第 23期，頁 29-56，題名「論南朝語文

遊戲題材與言意之辯的關係─以陳暄〈應詔語賦〉為主的考察」，後

經部分修改）

60 王夢鷗，《傳統文學論衡》，頁 101。
61 王夢鷗，《古典文學論探索》（臺北：正中書局，1984），頁 128。
62 王夢鷗，《古典文學論探索》，頁 134。
63 王夢鷗的說法參見《傳統文學論衡》，頁 116；而蔡英俊針對之所作論辯見氏著，
〈「擬古」與「用事」：試論六朝文學現象中「經驗」的借代與解釋〉，收錄《文

學、文化與世變》（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2），頁 96。
64 不可否認地，南朝宮體以及其他文學經常得到「輕」的評價，這是來自於許多批

評家認為作品需要具備「重量」。
65 卡爾維諾之說，在本章前文的註 14已經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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