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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本書所徵引之李白箋注版本與簡稱如下：

灱�清．王琦輯註：《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

2012.2），簡稱「王本」。

牞�明．胡震亨：《李詩通》（據清順治七年版攝製微縮卷

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8），簡稱「胡本」。

犴�宋．楊齊賢註、元．蕭士贇補注：《分類補註李太白

詩》（據嘉靖癸卯刊本印，臺北：新興書局，1956），

簡稱「蕭本」。

犵�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0），簡稱「瞿本」。

玎�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天津：百花文

藝出版社，1996），簡稱「詹本」。

甪�文中出現李白詩歌原文，統一引自王本，並直接於詩

末標明卷數、頁碼。

二、 本書所徵引之詩學文本，除有單行本的詩話、選本等著

作逐一註明外，主要參考之叢編如下：

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09.5）

牞�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

2006）

犴�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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犵�吳文治主編：《遼金元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

社，2006.12）

玎�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6.1）

甪�丁福保輯：《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6）

癿 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

（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以上引用時僅於文末註明作者、書名、卷冊、徵引叢

編、頁碼。例：胡應麟《詩藪．內編四》，《明詩話全編》

冊 5，頁 5494。

三、 未引用上述詩話叢編且無專門著作者，主要轉引自金濤

聲、朱文彩編：《李白資料彙編（唐宋之部）》（北京：

中華書局，2007）；裴斐、劉善良編：《李白資料彙編

（金元明清之部）》（北京：中華書局，2004）。前者簡

稱「金書」，後者簡稱「裴書」，直接於文末標示頁碼。

四、 本書徵引李白以外之唐人詩歌，俱出自清聖祖御編：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僅於詩末標明卷

數、頁碼。例：李商隱〈漫成五章〉之二，《全唐詩》

卷 540，頁 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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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一、問題的發端與選題說明

「李詩學」是個後設名詞，乃相較於自成體系的「杜詩

學」而提出。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701-762）與杜

甫（字子美，號少陵野老、杜陵布衣，712-770）為盛唐詩

壇上的雙子星，中唐元和、長慶（806-824）年間，韓孟、

元白兩大詩歌派別相繼崛起，此時「李杜」並提已蔚為風

尚。例如：元稹（779-831）與白居易（772-846）將李、

杜二人置於同一天秤上論優劣 1；孟郊（751-814）〈戲贈無

本〉：「可惜李杜死，不見此狂癡。」（《全唐詩》卷 377，

頁 4235）自許為繼李、杜之後另一波「狂癡」詩人。最引人

注目的是韓愈（768-824）〈調張籍〉：「李杜文章在，光焰

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

1 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

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

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

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

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白居易〈與元九書〉：「又詩之

豪者，世稱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

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爾見縷格律，盡工盡

善，又過於李。」兩人皆就聲調俳偶的鋪陳上認為李不如杜。分別出

自元稹撰：《元稹集》卷56（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10），頁
601；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8），頁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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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2從「群兒」紛紛「謗傷」可知李、杜詩在當時的爭議

性之高 3，韓愈於詩中指出李、杜詩歌為時人所不解、巨刃摩

天的一面，並賦予李、杜開天闢地的先驅地位，同時對於兩

人在當時詩壇遭受抨擊的現象予以嚴厲反擊。4韓愈以文壇領

袖的身份表態追隨，其「舉頸遙相望」、以李杜為學習指標

的姿態，在後代陸續獲得迴響。茲舉幾例如下：

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晚唐．李商隱

2 韓愈共寫過六首詩並稱李、杜，其中〈調張籍〉一詩捍衛李杜之意圖

最為顯著，影響也最大。見《全唐詩》卷340，頁3815。
3 唐人選唐詩多不選李、杜，是另一個可供參考的依據，如宋．姚寬

《西溪叢語》卷上：「殷璠為《河嶽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

為《中興間氣集》，不取李白詩；顧陶為《唐詩類選》，如元、白、

劉、柳、杜牧、李賀、張祐、趙嘏皆不收；姚合《極玄集》亦不收

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見姚寬、陸游撰，孔凡禮點校：

《西溪叢語．家世舊聞》，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59。）清．沈
德潛《唐詩別裁集》也是有感於此而編輯選本，「凡例」云：「唐人

選唐詩，多不及李、杜。蜀韋縠《才調集》，收李不收杜。宋姚鉉

《唐文粹》，只收老杜〈莫相疑行〉、〈花卿歌〉等十篇，真不可解

也。元楊伯謙《唐音》，群推善本，亦不收李、杜。明高廷禮《正

聲》，收李、杜浸廣，而未極其盛。是集以李、杜為宗，玄圃夜光，

五湖原泉，匯集卷內，別於諸家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4），凡例頁1-2。
4 韓愈〈調張籍〉筆下的「群兒」指的是誰？有兩派說法：宋魏泰、周

紫之以來，多以為「乃為微之發」（詳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周

紫之《竹坡詩話》等）。近代學者常春思〈韓愈論李杜芻議〉則以

為：「韓愈〈調張籍〉詩絕非針對元、白而發，亦絕非作在元和年

間，而當是貞元十三年（797）冬或十四年（798）春韓愈在汴州與張
籍初相識相交時的論詩之作。」收錄於《杜甫研究學刊》2005年第4期
（總第86期）12月刊，頁28-36。韓愈是否針對元白而發非本書重點，
然此爭議凸顯出定奪誰先標舉「李杜」之困難，故本書不論先後，視

「李杜」並提為中唐詩壇流行的一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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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成五章〉之二，《全唐詩》卷540，頁6212）

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

盡廢。（北宋．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一首〉，《宋詩話

全編》冊1，頁803）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南宋．朱熹

《朱子語類》）5

詩自三百篇以來，極于李、杜。（元．郝經〈遺山先生

墓銘〉）6

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懸

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李惟超出

一代，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惟兼總一代，故利鈍

雜陳，巨細咸蓄。（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四》，《明

詩話全編》冊5，頁5494）

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氣橫恣，各開生面，

遂獨有千古。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

不能再闢一徑。（清．趙翼《甌北詩話》卷3，《清詩話

續編》，頁1164）

自唐迄清，李、杜詩歌冠絕萬世、獨有千古的成就獲得普遍

 5 朱熹著，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40「論文下詩」，《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子部冊70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814。

6 郝經：《陵川集》卷3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冊1192，
頁393。

HU0046-01.indd   3 2018/10/16   上午 11:57:38



清代「李詩學」研究

-4-

的共識，李、杜之名聯袂出現的現象成為常態，然而「杜詩

學」迄今已成為一專業學門，「李詩學」卻未見提出。「杜

詩學」一詞，最早由金代元好問（1190-1257）於〈杜詩學

引〉中提出 7，係指學習杜詩之意。近代學者取其名而將「杜

詩學」進一步指涉為研究杜詩之專業學門，代表對杜集的編

纂、箋注、杜甫詩作的選錄，以及李杜優劣的聚訟等。8若

就此意義而言，在元好問之前的宋代，即出現「千家注杜」

等盛況，開啟杜詩研究的第一波高峰，並將杜甫推譽為「詩

聖」。時至明清，注家更是不勝枚舉，學者一方面在宋人的

基礎上整理杜集，承繼宋人的研究方法，同時更以箋注、詩

話等方式，對宋代注本提出批評，許多重要的杜詩評注本於

此時陸續刊刻，因此，清代「杜詩學」可謂集前代「杜詩

學」之總結。9時至今日，仍有不少研究杜詩的學者，致力於

7 元好問：「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于鑿空架

虛，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為蕪累者亦多矣。⋯⋯竊嘗謂子美之

妙，釋氏所謂學至于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

如三江五湖，合而為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

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

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髣髴其餘

韵也。⋯⋯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閑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聞之

師友之間者為一書，名曰《杜詩學》。」詳見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

訂：《元好問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頁750。
8 胡可先：《杜詩學引論》（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3），頁3。
9 孫微〈清代杜詩學總論〉將清代杜詩學研究分成三個階段：(1)國初
（順治到雍正朝）；(2)清中期（乾隆、嘉慶朝）；(3)清後期（道光
到宣統朝），其中作者表示清代重要的杜詩注本多於清初完成，也代

表清代主要的杜詩學成就集中於此時。此外，孫微提出清代杜詩學的

成就在於研究領域持續拓寬、研究對象更加專門化，並解決許多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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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研清代「杜詩學」。10相形之下，由唐迄清，賞愛李白之

天才俊逸的文人相當多，甚至杜甫也表示：「白也詩無敵，

飄然思不群。」（〈春日憶李白〉，《全唐詩》卷 224，頁

2395），深心激賞李白的詩歌，甚且認定他將有「千秋萬歲

名」（〈夢李白二首其二〉，《全唐詩》卷 218，頁 2189）。

歷代與李白相關的批評文獻也非常多，除了少數學者的研究

之外，仍有許多未被系統化地整理。即使是擅長對於前朝文

學進行總體回顧與反省的清代，仍舊缺乏如「杜詩學」般大

量而有系統的詩學論著出現，此正為本書研究的發端，希冀

探討清人對李白及其詩歌的接受、詮釋與批評。

當然，李白的相關研究處於弱勢的情況，近二十幾年來

已有不少學者注意，並著力耕耘以期改善，「李白學」的提

出，是為明證。「李白學」一詞最早由吳企明〈建立李白學

芻議〉一文提出，其中包含作家研究、作品研究、比較研

  忽略的問題，同時也以經學、史學、理學、小學、時文批點等多種方

法運用於杜詩學中，促進清代杜詩學的專門化與細緻化，最後表示：

「清代杜詩學是對前代杜詩學的全面總結，既有對前代杜詩學明顯的

承襲痕跡，也同時在各個方面又有新的發展，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獨特

面貌。⋯⋯奠定了在杜詩學史上集大成的地位。」詳見氏著：《清代

杜詩學史》第一章（濟南：齊魯書社，2004.10），頁1-57。
10 無論是杜詩學或清代杜詩學，皆有不少專著出現。如陳偉：《杜甫

詩學探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簡恩定：《清初杜詩學
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許總：《杜詩學通論》（桃
園：聖環圖書公司，1997），胡可先：《杜詩學引論》（合肥：安徽
大學出版社，2003.3），孫微：《清代杜詩學史》（濟南：齊魯書社，
2004.10），徐國能《清代詩論與杜詩批評—以神韻、格調、肌理、

性靈為論述中心》（臺北：里仁書局，2009），劉文剛：《杜詩學史》
（成都：巴蜀書社，2012.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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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專題研究與李白研究歷史的研究五個面向 11，囊括所有與

李白相關之研究，展現學界欲建立一個專業學門、與「杜詩

學」並駕齊驅的企圖，李白學史的研究也在此基礎下應運而

生。12換言之，「李白學」是個已被提出且接受的名詞，何

11 吳企明〈建立李白學芻議〉一文表示李白學的整體架構大體由下列五

項研究工作構成：一是作家研究；二是作品研究；三是比較研究；四

是專題研究；五是李白研究歷史的研究。（本書屬於第五類）並表

示：「從縱向研究的角度，探索李白研究的發展過程，考察它們經歷

了那些歷史階段，每個階段有何特徵，提出並解決了哪些問題，把握

李白研究的遞進軌跡，以便為日後的李白研究提供成功的經驗和失

敗的教訓，作出正確的研究導向，《李白學史》可以總結李白研究

史，《李白學概論》可以闡述李白學的架構。」詳見《中國李白研究

一九九○年集．上》（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9），頁269。
12 如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3），
此書援引西方接受美學理論，分別從效果史、闡釋史與影響史三方

面，架構一部「李白研究史」，其中效果史一章，一次梳理唐代至清

代的選本、詩話筆記、論詩詩等資料，按照詩評家的時代先後，探

討對李詩的接受，透過地毯式的資料羅列與敘述，有助於宏觀地瞭解

歷代的批評視野。然而，該書以「李杜優劣」為論述基準，過度聚焦

於「揚李抑杜」或「抑李揚杜」的情況下，專屬於李白的個別詩論反

而不易呈顯。因此，楊著提供本書一個思考的切入點：是否有可能挑

脫「李杜並提」的框架，將李白批評從依附杜甫之中獨立出來？此為

本書論題形成緣由之一。相關研究尚有陳敬介的博士論文《李白詩研

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同樣以專
章討論李白詩歌接受史；張浩遜〈歷代李白詩歌接受述論〉，《鹽城

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報）》第27卷第1期（2007.2），頁48-
52。兩者均礙於篇幅，而留有許多討論的空間。此外，王紅霞《宋代
李白接受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依時代進程討論宋
人在接受與傳播李白時呈現的特點，除了與唐五代稍作比較外，作者

也試圖解釋宋人抑李揚杜的現象：「李白在宋代沒有取得詩壇宗主的

地位，不是因為其詩藝遜於杜甫，而是其詩歌內容不符合宋人的道德

倫理觀」；「宋人僅僅是試圖用創作實踐的方式，延續李白的詩歌傳

統」。（頁31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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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書論題並未沿用，而選擇以「李詩學」為名？基於幾點

考量：其一，如前所述，「李白學」屬於一學門總稱，涵蓋

範圍甚廣，筆者有意撇除「李白學」研究中關於作家生平事

跡、出身地考察、作品版本真偽考證等議題，而聚焦於詩學

批評，是以另謀他題。

其次，以「李詩學」為名有助於概念的釐清。「詩學」

與「詩」不同，前者指對詩的理解與鑑賞，或對詩之原理

的看法，後者則指詩歌創作本身。13換言之，「李詩學」指

的是與李白有關的詩學研究，而非單純的李白詩歌研究。14

同理，清代「李詩學」研究指的是以清代為斷限，討論清人

對於李白詩歌的鑑賞與評論，而暫不論及清人在創作上對於

李白詩歌的模仿借用。取材範圍包含詩話、詩選本、筆記、

批注及詩文別集中有關詩學的序跋題記、論辨書翰、論詩絕

句和懷人詩等。15以「李詩學」取代「李白學」，有助讀者瞭

解本書論述過程中，「清代詩學」與「李白詩歌」兩者之間

層級先後的問題，亦即對於李白的掌握是在清人詩學發展的

13 此處定義採吳宏一先生之觀點，見氏著：《清代文學批評論集》（臺

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6），頁1-2。
14 根據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一書關於「文學的研究」與「文學批評

的研究」範疇區分，本書處理的內容屬於文學批評的研究當中的「批

評的實際批評」，同時涉及「批評的理論批評」與「文學批評史」的

相關探討，並適時輔以文學文本的討論。詳見劉若愚著、杜國清譯：

《中國文學理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頁2-3。
15 採吳宏一先生之歸納，他認為與清代詩學有關的資料，大約可分成五

類：(1)詩話，(2)筆記，(3)詩選，(4)詩集、詩選、詩話的批注，(5)詩文
別集中有關詩學的序跋題記、論辨書翰和懷人詩等。見《清代詩學初

探》（臺北：牧童出版社，1977），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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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之下。同理，本書不以「接受史」為題，也緣於有意聚

焦於「詩學」之故。根據接受美學理論，接受史可分為效果

史、闡釋史與影響史三個面向，陳文忠先生表示這三個層面

的接受主體分別是「普通讀者、詩評家及詩人作家」，並歸

納：「人們對藝術作品的接受可區分為相互聯繫的三層面：

作為普通讀者的純審美的閱讀欣賞；作為評論者的理性闡釋

研究；作為創作者的接受影響和摹仿借用。」16本書擬研究的

對象，偏向第二個層面，然而純粹以審美角度閱讀的「普通

讀者」，在傳統封建社會極為罕見，即使是童蒙習詩，也隱

含藉科舉進入官僚體系的期待，而不可避免成為創作者或評

論者。同理，古典文學評論家在成為評論者之前，必然先成

為一位讀者（但恐怕不能稱之「普通讀者」），同時也可能

是一位創作者，因此無法斷然切割。就這一點而言，接受美

學理論確實能為本書在建構「李詩學」時，提供更為周全的

研究視野；然而若就論文命題角度言，筆者以為沿用傳統的

「詩學」之名，更有助於論點的彰顯。

其三，「李詩學」的提出，有借鑒「杜詩學」的用意，

包括「杜詩學」的研究方法、研究資料與研究成果，透過與

「杜詩學」對照，一方面思考「李詩學」未被提出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嘗試以後設的觀點，整理並建構一系統化的清代

「李詩學」。

此外，本書選擇清代主要基於這個朝代的兩點特質：其

16 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1998.8），頁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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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強大的國勢與

豐厚的文化積累，為學術研究奠定紮實的基礎。其二，相較

於宋代「抑李揚杜」的特質，以及明朝顯著的擬古學風，清

代詩學派別眾多，既有承繼明朝發展而來，在趨古與創新、

尚文與尚質之間抉擇拉扯者；亦有由清人自己創造，崇尚實

學而改良明代詩學之虛者，紛呈多元的詩學風氣，顯現成熟

的學術風貌。17換言之，緣於清代有意識地對於前朝古典文

學進行反省與回顧，能幫助吾人站在一個高點，思考「李詩

學」長久以來被詩論家忽視、掩蓋、邊緣化或者隱性化的原

因，以及建構專屬於李白的「李詩學」。

二、古典文獻回顧與評述

本書研究雖聚焦於清代，然而清人的詩論或踵繼舊說，

或立基於前賢而開出新意 18，與前朝評論不無關聯，因此欲瞭

解清人評論的特質，梳理前朝的詩評為首要任務。以下將分

唐、宋、元、明，舉幾點可供本研究借鑒處為例：

唐代文人身處與李白相近的時空背景，對於李白的觀察

與討論，為後世提供寶貴的文獻資料。就藝術表現方式而

言，李白在前人的創作上開闢新路，引起唐代詩壇不小的震

撼。殷璠（盛唐人，生卒年不詳）的《河嶽英靈集》稱之

17 關於清代的學術面貌，請參考陳伯海等著：《唐詩學史稿》第四編

〈古典唐詩學的總結與終結〉第一章「概說」（石家莊：河北人民出

版社，2004.5），頁585-602。
18 如沈德潛《說詩晬語．自序》：「每鐘殘燈灺候，有觸即書。或準古

賢，或抽心緒。」坦言除了自己的創獲外，也有蹈襲前人之說。（北

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2），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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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之又奇」19，直接反映了與李白同時期的讀者，對太白詩歌

的驚歎。隨後，范傳正（約 794年前後在世）〈唐左拾遺翰

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評：「瓌奇宏廓，拔俗無類。」（王

本，卷 31，頁1463）；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並序〉：「以奇文取稱」（《元稹集》，頁601）；白居易〈與

元九書〉：「才矣奇矣」（《白居易集箋校》，頁2791）等，

李白奇才奇文的形象，此時已深植人心。清代詩論家亦不

乏使用「奇」字形容李詩，如賀貽孫（約1637年前後在世）

《詩筏》：「太白詩天然奇絕。」（《清詩話續編》，頁176）；

馮班（1602-1671）《鈍吟雜錄》：「李太白之歌行，⋯⋯無

所不包，奇中又奇」、「譎辭雲搆，奇文鬱起。」（《清詩

話》，頁38）清人的批評術語，明顯可見承襲唐人的痕跡。

至於李白及其詩歌超凡脫俗，不與人同的特質，杜甫

〈春日憶李白〉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

府，俊逸鮑參軍。」（《全唐詩》卷 224，頁 2395）；任華

（生卒年不詳）〈雜言寄李白〉：「多不拘常律，振擺超騰，

既俊且逸。」（《全唐詩》卷 261，頁 2903）以飄然、俊逸

形容李白的才高氣逸，不拘常律。殷璠則將李白的文章特質

與其日常習性結合並論：「白性嗜酒，志不拘檢，常林棲十

數載，故其為文章，率皆縱逸。」20唐人這些對於李白性格

與詩文的觀察，成為後人認識的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宋代

之後，文人放大檢視李白放蕩不羈的一面，對於太白不在聲

19 殷璠著，王克讓注：《河嶽英靈集注》（成都：巴蜀書社，2006.6），
頁36。

20 殷璠著，王克讓注：《河嶽英靈集注》，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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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屬對上研練，致使詩歌走向通俗化的趨向，出現批判的聲

音。21如宋．蘇軾〈書學太白詩〉云：「太白詩飄逸絕塵而

傷於易。」（《宋詩話全編》冊 1，頁 788）「易」即過於淺

俗；明．王世貞（1526-1590）《藝苑卮言》：「《選》體太

白多露語率語。」（《歷代詩話續編》，頁1005）鍾惺（1574-

1624）《唐詩歸》表示：「李太白以古為律，卻輕淺。」22然而

這個看法在清代逐漸消退。大抵來說，清人比較能接受李白

「飄然思不群」的一面，如清．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

《御選唐宋詩醇》：「太白高逸，故其言縱恣不羈，飄飄然

有遺世獨立之意。」23管世銘（1738-1798）《讀雪山房唐詩

序例．五古凡例》：「太白五言⋯⋯尋常應酬，亂頭粗服，

不經意之作也。⋯⋯於不經意處得其灑脫。」（《清詩話續

編》，頁 1546）回歸從李白的性情看待「縱逸」，此又承接

盛唐人的說法。

此外，李白〈古風五十九首．其一〉自言：「大雅久不

作，吾衰竟誰陳？」（頁 87）其創作是否寓美刺之旨，承風

雅之嗣音，成為詩評家長期關注的議題。白居易認為「索其

風雅比興，十無一焉。」24但也有人主張李詩「不失頌美風刺

21 在此之前，中唐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云：

「（杜）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元稹集》卷56，頁601）透過肯定杜甫在詩歌技巧上的造詣，對比
李白不拘格律難以比肩。其中以「脫棄凡近」形容杜詩，也暗示李詩

的「凡近」，但未明說，宋代之後此一批評逐漸明朗化。
 22 鍾惺、譚元春：《唐詩歸》卷2，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58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522。
23 清高宗御選：《唐宋詩醇》（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頁1b。
24 〈與元九書〉，《白居易集箋校》，頁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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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25，李陽冰（生卒年不詳）也提出：「凡所著述，言多

諷興」（〈草堂集序〉，王本，卷 31，頁 1445）。後代對這個

議題的討論，逐漸集中在李白的〈古風五十九首〉，宋．劉

克莊注意到這是李白追隨陳子昂改變時風的復古實踐 26，明．

胡震亨《李詩通》也表示這組詩「抒發性靈，寄託規諷。」

（胡本，頁 2-3）但也有明人認為「太白長處殊不在此」。27

真正確立李白〈古風〉的復古地位，並著力彰顯詩中比興寄

託之意旨者，當歸功於清人。如愛新覺羅弘曆《御選唐宋詩

醇》：「白〈古風〉凡五十九首，⋯⋯〈風〉、〈雅〉之嗣音，

詩人之冠冕乎。」28陳沆（1785-1826）《詩比興箋》：「〈古

風〉五十九篇，今箋其半，彬彬乎可以興，可以觀焉。」29

由唐迄清文人對〈古風〉的評論歷經轉折，從「索其風雅比

興，十無一焉」到尊為「〈風〉、〈雅〉之嗣音」，箇中差異

背後代表的意涵，值得深入探索。30而唐人對李詩的認識與

25 吳融（850-903）〈禪月集序〉云：「國朝能為歌為詩者不少，獨李太
白為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美風刺之道。」收入宋．李昉等編：

《文苑英華》冊5（北京：中華書局，1966），頁3688。
26 劉克莊《後村詩話》後集：「陳拾遺，李翰林一流人。陳之言曰：『漢魏風

骨，晉宋莫傳。』『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雖繁，而興寄都絕，每以

永歎。』李之言曰：『梁、陳已來，離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

道，非我而誰！』陳《感遇》三十八首，李《古風》六十六首，真可以掃

齊、梁之弊而追還黃初、建安矣。」（《宋詩話全編》冊8，頁8398）。
27 鍾惺《詩歸》總評〈古風〉云：「此題六十首，太白長處殊不在此，

而未免以六十首故得名，名之所在，非詩之所在也。」見鍾惺、譚元

春編：《唐詩歸》卷15，《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1590，頁17。
28 清高宗御選：《唐宋詩醇》，頁22a-22b。
29 陳沆：《詩比興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2），頁131。
30 歷代文人對李白〈古風〉的接受與評論，以及清人論點的殊異性，在

本書第四章第一節將詳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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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是建構清代「李詩學」不能忽略的基石。

宋人傾向知人而論世，李白的生平事蹟被放大檢視，以

詩酒奉事唐明皇以及從永王璘兩件事，為宋人詬病，連帶

認為其詩「類其為人」。31而王安石（1021-1086）認為「其

識污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32的論斷，更成為宋

人接受李白的中心議題。33清人據此批評進一步提出看法，

如吳喬（1611-1695）認為此說凸顯「宋人不知比興」，34王

琦（1694-1774）《李太白全集．跋文》則表示：「至謂其詩

多甘酒愛色之語，遂目以人品污下，是蓋忘唐時風俗，而又

31 蘇轍〈詩病五事〉其一：「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

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遊俠

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欲讒

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

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

心，白所不及也。」見《欒城集三集》卷8，《宋詩話全編》冊1，頁
897。

32 釋惠洪《冷齋夜話》：「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韓退之、歐陽永叔

詩，編為《四家詩集》，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

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污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

人、酒耳。』」見釋惠洪撰，陳新點校：《冷齋夜話》（北京：中華

書局，1988），頁43。此說又見於陳善《捫虱新話》、陸游《老學菴筆
記》、王得臣《麈史》等。

33 王紅霞《宋代李白接受史》嘗針對王安石這段話引起的爭議進行詳細

討論，見該書第二章「北宋中後期的李白接受」（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0.10），頁158-162。
34 清．吳喬《圍爐詩話》：「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為人⋯⋯。』予

謂宋人不知比興，不獨三百篇，即說唐詩亦不得實。太白胸懷，有高

出六合之氣，詩則寄興為之，非促促然詩人之作也。飲酒、學仙、用

兵、遊俠，又其詩之寄興也。子由以為賦而譏之，不知詩，何以知太

白之為人耶！」（《清詩話續編》，卷4，頁580）這部分將於第三章進
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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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其詩之義旨也。」而主張「讀者當盡去一切偏曲泛駮之

說，惟深溯其源流，熟參其指趣。」35為了扭轉宋人對李白的

批評，清人對於李白詩中表、裡有別的表現方式，有更深一

層的認識。36此外，他們大量運用比興說詩，抉發李白詩中

更為深層的內蘊，而這些討論，多集中在李白的〈古風〉、

樂府等怨情感興之作。因此，在研究清代「李詩學」時，不

能不理解這是清人站在宋代批評的基礎上而有的轉變。

總言之，宋人討論李白的資料不如杜甫多，且不少圍

繞著「李杜優劣」而提出 37，然猶有一些別有見地的看法，

為清人吸收及發揮。如朱熹（1130-1200）云：「李太白終

始學《選》詩，所以好。」38指出李白五言古詩與《文選》

一脈相承的關係。清．喬億（1701-1788）《劍谿說詩》嘗

引這段話，並認為「太白五言，神明於《選》體之外。」

（《清詩話續編》，頁 1117）清．潘德輿（1785-1839）《李

杜詩話》則認為太白「豈專主《選》體哉？」（《清詩話

續編》，頁 2172）清人以後起之姿，除了掌握李白五古

35 見王本，頁1692-1694。本書第一章中將進一步細論王琦之評議。
36 如清末劉熙載《詩概》云：「太白詩言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

用樂府形體耳。讀者或認作真身，豈非皮相？」見劉熙載著，薛正興

編撰：《劉熙載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100。相
關論述詳見本書第三章第三節。

37 蔡瑜《宋代唐詩學》表示：「宋人單獨討論杜甫之處遠遠超過其他任

何詩人」、「而在討論李白時則不但資料未能如此豐富，而且還往往

需要援引並論李杜的資料以充實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頁284-285。
38 朱熹著，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40「論文下詩」，《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子部冊702），頁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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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選》之外，又進而指出詩人超出藩籬的成就。或如

嚴羽（生卒年不詳，約生活於宋理宗在位期間）《滄浪詩

話．詩體》首度提出李白〈夜泊牛渚懷古〉一詩，「文從

字順，音韻鏗鏘」，是「徹首尾不對」的五律。（《歷代詩

話》，頁 692）明．楊慎因此主張這首詩是「平仄穩貼古詩

也」39，清人則依循嚴羽的論斷歸為五律，並大力稱揚這樣

的作品「一氣旋折，有神無跡。」40甚至許為「不著一字，

盡得風流」的典範作品。41由此可知，宋人對於李白各詩

體的發展與成就，為清人的評論奠定基礎，值得參照與留 

意。

元朝國祚雖短，仍有不少研究為清代詩學提供養分。蕭

士贇刪補宋．楊齊賢注而成的《分類補註李太白詩》，是元

代最為通行的李白詩集注本，蕭氏藉註解提出李白亦有忠君

愛國思想，「具有強烈與杜詩抗衡的意識」。42清．王琦輯注

《李太白全集》即以蕭注為底本，加以箋釋考證並附上文集

五卷編輯而成。此外，基於「元人多作唐調」43，不少文人重

新回歸詩歌的審美層面欣賞李白，如方回（1227-1307）〈秋

39 楊慎《升庵詩話》卷2：「五言律，八句不對，太白、浩然集有之，乃
是平仄穩貼古詩也。」（北京：中華書局，2008.12），頁225。

40 清．李鍈：《詩法易簡錄》卷9（臺北：蘭臺出版社，1969），頁186。
41 語出清．王士禛著，張宗柟纂集、戴鴻森校點：《帶經堂詩話》卷3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1），頁70-71。王士禛神韻說中的「李
詩學」，詳見本書第三章第一節；至於清人對李白〈夜泊牛渚懷古〉

的接受與批評，詳參本書第四章第五節。
42 ﹝日﹞芳村弘道著，詹福瑞譯：〈元版《分類補注李太白詩》與蕭士

贇〉，《河北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頁22-33+126。
43 錢鍾書：《新編談藝錄》（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頁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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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雜書三十首其二十〉：「人言太白豪，其詩麗以富。樂府

信皆爾，一掃梁隋腐。餘編細讀之，要自有樸處。最於贈答

篇，肺腑露情愫。」44透過細讀指出李詩具有與世人認知的

「豪」、「富麗」迥異的「樸」，清．陳廷焯（1853-1892）也

表示：「世人論詩，多以太白之縱橫超逸為變，⋯⋯此第論

其形骸，不知本原也。太白一生大本領全在〈古風〉五十五

首，今讀其詩，何等樸拙，何等忠厚。」45同樣提出李白鮮為

人知的「樸」，但特別聚焦在〈古風〉組詩上。我們藉由與元

人的看法對照，更能理解清人評述時的偏重。此外，元．吳

澄（1249-1333）承襲朱熹「從容於法度之中」的說法而稱李

白為「詩之聖」46，提高讀者對於李詩法度的關注。清．方東樹

便是在這個基礎之上，進一步揀選李詩「繩尺井然者」，分析

章法，作為學習李詩的門徑。47凡此，元人無論承宋而來抑或

別具隻眼的評論，均為本書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先備知識。

明代的詩歌批評著重藝術審美的探求，主導詩壇的前

後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相繼提出重格調與偏情性等

詩學主張。而清代的詩論，與明代詩論有莫大的關係 48，明

44 方回：《桐江續集》卷2，《遼金元詩話全編》冊2，頁997。
45 陳廷焯著，杜維沫校點：《白雨齋詞話》卷7（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1959），頁183。

46 朱熹《朱子語類》：「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

於詩者也。」（《朱子語類》卷140，頁808）吳澄為朱熹的四傳弟子，
其〈丁暉卿詩序〉云：「李太白天才閒氣，神俊超然八極之表，而從

容於法度之中，如夫子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故曰『詩之聖』。」見

《吳文正公集》卷10，《遼金元詩話全編》冊3，頁1582。
47 有關方東樹分析李詩章法，將於本書第三章第三節詳論。
48 語出吳宏一：《清代詩學初探》，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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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李詩之批評，清人無論贊成與否，均見承繼軌跡。如

明後七子李攀龍（1514-1570）以初唐七古為正宗，〈選唐

詩序〉批評李白七古：「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雜長

語，英雄欺人耳。」49清初仍有不少文人支持此論，王士禛

（1634-1711）認為其說「是也」，田雯（1635-1704）亦認

為「此論詩極當」。50清中葉之後，文人對李白七古超越初

唐自成一家，有更深的認識，於是出現反對于鱗論斷的聲 

音。51又如明．鍾惺與譚元春合編的《詩歸》，清初海內識

者「家置一編，奉之如尼丘之刪定」52，然而鍾、譚對於李

白詩歌的選、評，清代出現批評的聲音。如《唐詩歸》卷

16嘗云：「太白〈清平〉三絕，一時高興耳。其詩殊未至

也。」53這個說法賀貽孫並不贊成，反稱「太白此詩最有膽

氣」。54或如鍾惺主張：「讀太白詩，當於雄快中察其靜遠精

49 李攀龍撰，包敬弟標校：《滄溟先生集》卷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2），頁377。

50 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29：「七言長短句，唐人惟李太白多有之，
李滄溟謂其英雄欺人者是也。或有句雜騷體者，總不必學，乃為大

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1，頁830）田雯《古歡堂集
雜著》卷2：「滄溟謂『太白往往於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
耳。』此言論詩極當，而以之詆太白，無乃太過耶？」（《清詩話續

編》，頁700）
51 以潘德輿《李杜詩話》為代表，本書第四章第三節將針對明清文人對

李白七古藝術成就的評論與轉變，進行詳細討論。
52 語出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鍾提學惺」（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570。
53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見《續修四庫全書》總集類集部1590，
頁30。

54 賀貽孫《詩筏》：「太白〈清平〉三絕與〈宮中行樂詞〉，鍾、譚譏其

淺薄。然大醉之後，援筆成篇，如此婉麗，豈非才人。而世傳唐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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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55胡壽之《東目館詩見》卷 1云：「鍾伯敬曰：太白

詩須於雄快中察其靜遠。以『靜遠』二字屬太白，不止盲人

摸象矣。」（裴書，頁 1077）沈德潛（1573-1769）《唐詩別

裁集》云：「讀李詩者，於雄快之中，得其深遠宕逸之神，

才是謫仙人面目。」56修正鍾惺的「靜遠」說，主張捕捉「深

遠宕逸之神」。以上透過對比，將更清楚清人對李詩掌握的

精準度。

另一方面，檢視清代詩話，我們也發現許多意象批評源

自明人之論。如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 4：「太白以氣

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詩以意為主，

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沉雄為貴。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

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欷歔欲絕者，子美也。」（《歷代詩

話續編》，頁 1005）清．田同之（生卒年不詳，康熙 59年

  命李龜年持金花箋，授白為〈清平調詞〉，梨園子弟撫絲竹，李龜年歌

之，天子親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詩中所指，

皆極言太真之美而已。如此，則太白此詩與〈玉樹後庭花〉何異？即深

厚且不足傳，又何論淺薄哉！不知太白此詩最有膽氣，如『可憐飛燕倚

新妝』，又〈行樂詞〉『飛燕在昭陽』二語，大肆譏誚，誰人敢道？當

時天子愛其清麗，而不能覺得。高力士恨脫靴殿上之恥，讒而逐之，遂

露英雄本色。然則此詩當以『飛燕』二語及高力士脫靴一事而傳。使

作詩者接得如此事、如此語以傳，雖極淺極薄，吾猶以千金享之，況未

必淺薄耶？」又言：「伯敬評杜雖未盡確，然不可謂非別眼。若其評太

白，則未悉所長。」（《清詩話續編》，頁180-181；頁198）
55 鍾惺之論原文：「古人雖氣極逸、才極雄，未有不具深心幽致而可入

詩者，讀太白詩，當於雄快中察其靜遠精出處，有斤兩，有脉理，

今人把太白只作一麤人看矣，恐太白不麤於今之詩人也。」《唐詩

歸》，頁15。
56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4），頁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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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舉人）《西圃詩說》直接抄錄而未加說明（《清詩

話續編》，頁 752）；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 6總評李

白七古：「太白七言古，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

波浪自湧，白雲從空，隨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可及。」

（頁 183）實出自明．陸時雍（約生於 1590年前後，卒於

1639-1644年之間）《詩鏡總論》：「太白七古，想落意外，

局自變生，真所謂『驅走風雲，鞭撻海岳。』其殆天授，非

人力也。」57由此可知，清人的批評是站在明代詩評的基礎上

進一步發揮，必須對明代詩學有紮實的瞭解，方能全面掌握

清代詩論的深度與囿限。

綜上所述，唐、宋、元、明等不同階段對李詩之批評各

有側重，就清人而言，這些資料是他們評論的先備基礎；就

我輩研究者而言，這是瞭解清代詩評深化或者轉化、褒揚或

者貶抑緣由的重要資料，理當詳參以作為論述的前理解。

三、研究範圍與主題導引

本書除餘論外，主要章節分別選用不同材料，從不同層

面研究清代「李詩學」。誠如前文所述，構成一個獨家詩學

的要素，研究的範圍必須包涵：灱作品的編纂與箋注；牞詩

選本的選錄；犴詩話、筆記與詩文別集中的序跋題記等，針

對該詩家作品提出一系列批評。除了依循這三個面向進行討

論之外，筆者想先說明關於「李詩學」為何未嘗被建構的問

題。既然李白詩歌廣為後人愛戴，何以有關李白的詩論卻不

57 收錄於《歷代詩話續編》，頁1414。此則未見於裴書，足見相關資料龐
雜零散，編者難免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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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系統化地處理？筆者以為緣於三點難題：其一，就李

白詩歌文本言，其中「不必注」、「不可學」的特質，使建

構「李詩學」成為一項艱難的挑戰；其二，就資料的搜集而

言，清代詩選本與詩話等資料龐雜，其中有關李白的評論

又相對零碎，除了學者彙整出版的《李白資料彙編》之外，

仍有不少相關的文獻典籍尚待掘發。即使是已經過整理的資

料，我們也發現單獨討論李白的專門詩話或專選李詩的選本

極少，提高了論題的難度；其三，就清代詩學而言，清代一

般性詩論的發展，與李白詩歌的特質扞格不入，並不利於

「李詩學」的建構。以下根據這三點難題，結合箋注、詩選

本與詩話等材料，進一步說明建構清代「李詩學」可能面臨

的挑戰，同時也提出筆者處理的方式以及觀察到的面向。

（一）作品的輯注與詮釋

清代詩文箋釋學極為盛行，在唐人詩集中以杜詩、韓愈

詩、李賀詩、李商隱詩的箋釋為多 58。李白詩歌的輯注狀況相

對冷清，有清一代僅出現王琦《李太白全集》，在此書自序

中，王琦也提到這個懸殊的現象：「唐詩人首推李、杜二公

為大家，古今註杜者百餘帙，而李之註傳於世者乃少，余所

見楊子見、蕭粹齋、胡孝轅三家，外此寥寥未及矣。」（王

本，頁 1685-1686）王琦所見三家，分別指宋．楊齊賢注、

元．蕭士贇補註的《分類補註李太白詩》59，以及明．胡震

58 顏崑陽《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中國古典詮釋學例說》自序（臺

北：里仁書局，2005.11），頁4。
59 宋．楊齊賢的注本因元蕭士贇的《分類補註李太白詩》二十五卷盛行

而罕見，再加上蕭士贇擅自珊削楊注而不復舊貌。見楊文雄：《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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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李詩通》，顯見不惟清代，自宋迄清李白詩注皆寥寥無

幾。王琦也透過與杜詩對比，凸顯太白獨特之處：「夫二公

之詩，一以天分勝，一以學力勝」、「以作文喻，謂太白如

《史記》，子美如《漢書》；以用兵喻，謂太白如李廣，子美

如孫、吳；以人物喻，謂太白仙而子美聖；以禪悟喻，謂太

白頓而子美漸。」（王本，頁 1685-1686）這些都一再指向

李白詩歌「不必注」、「不可學」之勝處，而此一特色在清

詩話中也多次被提及，例如：「太白神遊八表，學兼內典，

見之於詩，多荒忽不適世用之語；又才為天縱，往往筆落如

疾雷之破山，去來無跡，將法於何執之？」（喬億《劍谿說

詩．又編》，《清詩話續編》，頁 1118）「杜之精詣猶可學而

能，李由天縱不可學而企也。」60指出李詩多荒忽不適世用

之語，又去來無跡、無法可循。在文人普遍認為李詩「不必

注」、「不可學」的情況下，同步加深「李詩學」研究的難

度。然而，也正因為如此，王琦輯注《李太白全集》作為有

清一代僅有的李白箋注本，在「不必注」、「不可學」的觀

念底下，藉由輯注所開展的詩學意涵，正是值得我們去探求

的。

本書第一章，即以活躍於康、雍、乾時期的王琦所輯

注的《李太白全集》為討論軸心。王琦友人趙信為此書作

〈序〉時，稱這部書「一注可以敵千家」，然而《四庫全書

總目》的評價卻是「採摭頗富，不免微傷於蕪雜」。文人與

  詩歌接受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頁69。
60 清．喬松年：《蘿藦亭札記》卷4（清同治刻本，合肥：黃山書社，

2008），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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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之間看法的落差，凸顯觀看角度的不同，以及這部著作

的爭議性。所謂的爭議性，主要反映在對李白其人其詩的解

讀。其中又以針對太白〈清平調〉、〈宮中行樂詞〉等作品

的詮釋觀點，與由乾隆引領的官方思潮背離，同時也並未獲

得當時多數詩論家的支持。然而王琦輯注的非主流地位，適

正與李白詩歌在唐代，不屬於京城體系的邊緣性不謀而合 61，

其價值同樣需要等待適當的時機發酵。若從文學而非考據

學的角度來看，王琦「採摭頗富」的注解，又可分為「闡釋

詩旨」與「釋事忘意」兩部分，它們恰與李白的兩種復古傾

向疊合，亦即王琦是透過有意識地揀選李善注《文選》的體

例，去證成李白在形式上仿擬古題（如〈古風〉與樂府），

以及在精神上尚友古人（天然去雕飾）的復古思想。此外，

這部輯注中尚有多首詩以「不注」為注，這些作品大多具備

字詞淺近、不落言筌的特點，一方面凸顯箋注功能之於李白

的侷限，同時也彰顯李詩（意象混融）異於杜詩（尚理寫

實）的特質。換言之，若將王琦注解的「空白」，乃至清代

在李詩箋注研究上的缺位，視為文人貼近李詩的詮釋進路，

那麼「注李寥寥」不一定是負面現象，其與「抑李揚杜」之

間，不僅沒有等值的對應關係，同時也為我們帶來更為開放

的心態，掘發李白詩歌乃至這部輯注更多藝術層面的價值。

61 宇文所安在《盛唐詩》第八章「李白：天才的新觀念」中將李白與同

時期活躍於上流社會的王維做了對比，舉〈訪戴天山道士不遇〉為例

說明李白接受的是與王維相當不同的詩歌教育。同時，稱李白是京城

詩人圈子「真正的外來者」，「他與任何人都沒有關係，只能孤立地

依靠自己的天才在京城獲得成功。」（北京：三聯書店，2004.12），
頁13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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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本的揀選與評釋

詩海浩瀚，古代文人讀詩、作詩的目的不盡相同，歷代

專家詩集的傳播亦不如今日普及，是以詩歌選本的編纂與流

通有其實用價值，而選本中收錄的各家詩歌數量多寡、選詩

側重的審美標準，牽動著一個時代的流行風尚。62此外，就

詩學理論而言，編纂詩選本具備樹立典範、引導風氣的意

義，如選本中收錄的李白詩歌篇什，既傳達選家的偏好，也

無形中左右著一個時代的讀者對於李白的接受視域。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一書共收錄清代選本提要約三

百多種 63，作者於自序中提到唐詩選本的梓行問世，共有過四

次高峰，其中第三、四次出現於清代。64第三波高峰產生的

原因，一則緣於統治者的參與，如康熙命陳廷敬等編撰《御

選唐詩》三十二卷，另一方面，以錢謙益為首的清初詩人，

對於明代復古派與竟陵派引領的詩壇風氣，清初猶餘波未息

的情況甚為不滿，除了著書立說強力抨擊外，編選唐詩選本

為另一個改善詩風的重要途徑。而清初詩壇唐詩派與宋詩派

的論爭激烈，也促進選集的問世。65第四波高峰緣起於科舉

62 誠如余寶琳所言：「選集不僅通過對作品的取捨而且也通過對個人作

品的闡釋來確立經典」、「因為經典能對於文化中被視之為重要的文

本和確立重要意義的方法施加控制。」見〈詩歌的定位—早期中國

文學的選集與經典〉，收入樂黛雲、陳珏編選：《北美中國古典文學

研究名家十年文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5），頁259-260。
63 統計上包括今已不傳，僅存殘目者，而不包括唐宋詩合選者，見孫琴

安編：《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頁200-
451。

64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頁8-9。
65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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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改革，許多專選唐人應制詩的選本相繼問世，代表潛

在的讀者群廣及所有學習舉業、躋身官場的士人。66上述兩

波高峰中廣為流傳的唐詩選本，如順治年間刊行的金聖嘆批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甲集》，僅選批七言律詩；康熙年間刊

行的王士禛《唐賢三昧集》，不收李、杜詩；乾隆朝因應科

舉問世的試帖指南如毛張健《唐詩試體》、徐文弼《匯纂詩

法度鍼》、紀昀《唐人試律說》、翁方綱《唐人七律志彀集》

等 67，乍看下也與李白的關係疏遠。此一現象正呼應前述建構

「李詩學」的第二點難題，因此，以「質精」取代「量多」，

便成為本書第二章的討論策略。

事實上若進一步細究，這兩波高峰中仍有不少不專選近

體詩，或不以試帖為專門導向的流行選本，李白詩歌在這些

選本中，便佔有一定的分量。例如王士禛《五七言古詩選》

（康熙 22年刊行）、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康熙 56年初刻、

乾隆 28年重訂）、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乾隆 28年刊刻）

等，最特別的是由統治者乾隆親自選評的《御選唐宋詩醇》

66 此外，《全唐詩》的編纂亦是促進選本發達的原因，陳伯海《唐詩學

史稿》表示：「清代唐選學之所以發達，雖然有各種社會、個人因

素，但與手頭有可資利用的《全唐詩》密不可分。」康熙44年（1705）
令江寧織造曹寅負責刊刻事宜，由翰林學士負責編輯校錄《全唐詩稿

本》，儘管粗疏錯漏處不少，然朝臣學者對唐詩進行大規模清理與編

存，亦是促進唐詩選本發達的主因。見該書第四編「古典唐詩學的總

結與終結」，頁711。
67 此類著作在乾隆朝多如雨後春筍，其他尚有鍾蘭枝《唐律試帖箋

釋》、張尹《唐人試帖詩鈔》、徐曰璉、沈士駿《唐律清麗集》、秦

錫淳《唐詩試帖箋林》、張桐孫《唐人省試詩箋》等，詳參《唐詩選

本提要》，頁338-345。

HU0046-01.indd   24 2018/10/16   上午 11:57:41



-25-

導論

（乾隆 16年刊印，乾隆 25年重刊），僅收唐宋六家詩，李白

為其中之一。換言之，當執政者有意主導文壇風氣，而以李

白詩歌為主要素材之一時，便出現許多值得觀察與研究的面

向：選評詩歌背後體現的詩學觀、與其他統治階級選本（康

熙《御選唐詩》）之異同，以及與在野選本審美標準的抗衡

等。本書第二章便依據受權力運作影響由深到淺，分帝王、

士人與童蒙三個面向進行討論。帝王選本帶有明顯主宰風教

的意圖，透過康熙《御選唐詩》與乾隆《御選唐宋詩醇》對

於李白詩歌的揀選比較，我們看到康熙對於王朝盛世之音的

嚮往，以及乾隆對於人心歸向的嚴格掌控。士人選本如沈德

潛初刻與重訂本《唐詩別裁集》的增刪，以及對於《御選唐

宋詩醇》的參酌，亦透露其與政教價值體系的依違關係。同

時，沈德潛對於李白含蓄蘊藉、雄渾宕逸等詩風的推崇，也

連帶左右有意躋身官場的文人的審美視野。而真正遠離權力

核心，反映由時間自然淘洗而歷久彌新的詩篇者，實為文人

為兒童與初學者編纂的童蒙讀本。王堯衢《古唐詩合解》與

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所選李詩以淺近通達為主，相較

於士人重視李白言多諷興的〈古風〉組詩與古題樂府，童蒙

讀者群更喜愛李白朗朗上口、語淺情深，貼近尋常生活、反

映普世常情的作品。

（三）詩話等資料的詩學論述：歷時性與共時主題

清代詩話著作質量均豐 68，提及李白詩歌之處極多，根

68 郭紹虞《清詩話續編》序云：「詩話之作，至清代而登峰造極。清人

詩話約有三、四百種，不特數量遠較前代繁複，而評述之精當亦超越

前人。」（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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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李白資料彙編》收錄的情況統計，有清一代評論李白詩

歌者共計426家 69，就數量而言相當可觀，觸及的議題亦包羅

萬象。若與清代一般性詩論的發展結合並觀，李詩批評被放

在什麼樣的位置？若分國朝初（1644-1722）、清中期（1722-

1820）、清後期（1820-1912）三階段略為概觀：明清之際的

詩論家，隨著朝代的更迭、身份的轉移，詩學傾向探討經世

致用之學、詩史的議題、比興說詩等，連帶促使杜詩箋注學

勃興、杜詩「詩史」稱譽的普及化，以及運用比興手法闡發

杜詩等，在在說明「杜詩學」的興盛緣於與清初的學術氛圍

緊密相連。此外，為矯正明代「詩必盛唐」的流弊，清代文

人轉以唐宋並觀，並逐漸傾向宗宋 70，在這樣的趨勢下，屬於

盛唐之音的李白，與當時的詩學論述顯得扞格。清中葉的政

局由動盪走向安定，統治者積極大興文教，《四庫全書》的

編纂，集結官方的力量保留大批古籍文獻，許多罕見的典籍

因此得以復存。然而其中僅收李白集三種、存目一種，相

較於杜集五種、存目十六種、杜甫年譜存目二種，亦顯得

冷清。此時在詩壇上並峙的沈德潛「格調說」、袁枚（1716-

1797）「性靈說」與翁方綱（1733-1818）「肌理說」，分別以

各自的詩學觀評價李白，其中尤以沈德潛結合詩選本的編

纂、評點與詩話的批評，關注李詩的層面更為多元，是「李

69 此數據根據目前知見目錄統計得出。詳參裴斐、劉善良編《李白資料

彙編（金元明清之部）》（北京：中華書局，1994）。
70 《四庫全書總目．敬業堂集（查慎行著）提要》：「明人喜稱唐詩，

自國朝康熙初年，窠臼漸深，往往厭而學宋。」清．永瑢、紀昀等：

《四庫全書總目》卷173（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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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學」進入主要詩學的重要契機。道咸以降，國勢漸弱，日

益嚴峻的社會現實，連帶使詩壇發生變化，此時「宋詩運

動」興起，結合學問考證以及經史諸子入詩，「李詩學」在

這樣的發展脈絡中，又逐漸被時勢潮流掩蓋。71

由上文粗略概觀可知，除了清中葉以外，「李詩學」幾

乎被屏除在一般性詩論之外，此即呼應前述建構「李詩

學」的第三點難題。然而，誠如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Hans-

Georg Gadamer, 1900-2002）的詮釋學指出，每一個時代都

是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和觀念去理解歷史傳承下來的文本，

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種複製的行為，而始終是一種創造性

的行為」。歷史傳承下來的文本的真實意義並不是依賴於作

者及其最初的讀者，而是由解釋者的歷史境遇所規定，因此

「文本的意義超越它的作者，而且這並不是暫時的，而是永

遠如此。」72本書第三章在這個思考脈絡下，透過歷時性的資

料爬梳，為「李詩學」找尋開創性的對話空間。

相對於杜詩研究很容易根據幾個主要詩學而找到發展的

脈絡，清代李白批評與一般詩學的關係若隱若顯，原因正在

於李白與杜甫走的是兩條不同的路線—復古與新變。作為

盛唐詩人的代表，李白的詩「興多於賦」，以此回應漢魏詩

言志的傳統，詩中傳達的意象往往是混融不可分割的整體，

71 楊文雄〈清代李白效果史研究〉表示：「清朝晚期正統詩派未給李白

以地位，原因可能多端，但跟宋詩派聲勢的浩大鐵定有關。」見氏

著：《李白詩歌接受史》，頁317。
72 見﹝德﹞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第一卷）—哲學

詮釋學的基本特徵》（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頁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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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人目擊道存，了然境象的妙悟。杜甫則下開中唐之後的新

路徑，在摹情體物上下更多工夫，因賦多於興，多切實之

語，使唐詩逐漸走向宋人「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

學為詩。」（嚴羽《滄浪詩話》，《歷代詩話》，頁 688）至於

清代鼎革之際的文人，為了處理天崩地解、異族統治的時代

課題，學術上開啟崇實黜虛、以詩補史的風潮，而杜甫「逢

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孟棨《本事

詩》，《歷代詩話續編》，頁 15），以及「涉理路、落言筌」

的述說方式，使清人很容易找到著力點進行研究。因此，在

詩史說大興的清初，王夫之回歸詩歌傳統抒情的本質，標舉

李白寓事於情的詩篇，將「詩史」桂冠轉贈李白，便顯得石

破天驚。儘管吳喬以及之後的愛新覺羅弘曆、管世銘等人，

同樣透過比興抬高李白詩中諷喻時政的作品，並號為「詩

史」，然而他們著力於論證李白有與杜甫等同的忠愛之志，

與王夫之強調詩歌的抒情精神明顯不同。另一方面，當易代

之慟逐漸平息，文人對時局的抵抗轉向情感意念的超脫，王

士禛的神韻美典生成，以李白〈夜泊牛渚懷古〉為典範，終

使李白興會感發的作品獲得重視。稍後於王士禛的沈德潛，

繼以雄渾補神韻之不足，李詩的典範地位大為提升。此外，

清中葉統治集權加劇，詩學大抵重比興寄託（如格調說）與

實學考據（如肌理說），異調者為袁枚的性靈說，以口語化

的創作手法，實踐李白「天然去雕飾」的復古詩學，卻被指

為傖俗淺陋，從而使李詩可學與不可學的議題白熱化。清代

後期詩學又回到宗宋與崇實，然而經過前期的醞釀，方東

樹、劉熙載與龔自珍等人對於長期積累的問題，包括李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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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或不可學，李白「興多於賦」的用言方式如何詮解，以及

李白與莊、屈之間的關係等，提出突破重圍的新見解，使清

末「李詩學」展現熠熠光彩。

第三章將「李詩學」放在清代詩學發展的脈絡下檢視，

而歷時性的爬梳無疑凸顯了戰爭、統治與詩學的關係。但是

除此之外，超歷史的審美感知也必然存在其中，是構成一專

家詩學不可忽視的層面。因此，本書第四章轉以審美批評切

入。筆者的思考框架在於，李白詩歌在盛唐時期便不屬於京

城系統，當新體詩律的規範日趨周密時，李白高舉「將復

古道」的旗幟，創作具個人獨特魅力的詩篇，從而獲得來自

不同階層讀者的青睞。換言之，李白詩歌具有不必依賴主流

詩學而獨立存在的特質，即使時移境遷到了清代，我們也應

當考量其他有效呈顯「李詩學」的方式。檢視《李白資料彙

編》，觸及的議題相當多元，包括老生常談的李杜優劣論或

與眾詩家評比73、李詩「可學」與「不可學」之爭 74、李詩學習

73 例如吳喬《圍爐詩話》卷1：「詩如陶淵明之涵冶性情，杜子美之憂
君愛國者，契於三百篇，上也；如李太白之遺棄塵事、放曠物表者，

契於莊、列為次之；怡情景物、優閒自適者又次之；探老嗟卑者又次

之；流連聲色者又次之；攀援貴要者為下。而皆發於自心，雖有高

下，不失為詩。惟人事之用者，同於彘肩酒榼，不足為詩。」（《清

詩話續編》，頁474-475）袁枚《隨園詩話》卷6：「凡作詩，寫景易，
言情難。何也？景從外來，目之所觸，留心即得；情從心出，非有一

種芬芳悱惻之懷，便不能哀感頑豔。然亦人性之所近：杜甫長于言

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長于言情，子瞻不能也。」見袁枚著，顧學頡

校點：《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頁183。
74 例如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下：「唐詩首推李、杜，前人論之詳矣。

顧多以杜律為師，而于李則云仙才不能學，何其自畫之甚也？大約太

白工於樂府，讀之奇才絕豔，飄飄如列子御風，使人目眩心驚；而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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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之探討 75以及李詩之藝術境界 76等。諸多議題皆顯示「李

詩學」之建構，並非架空的概念，實有其基本的理論依據。

然而，在資料過於龐雜、分散的情況下，該如何選取最

能宏觀地反映清人對李白詩歌的審美觀？本書第四章選擇從

體式批評切入，一方面緣於辨體的討論觸及的層面相當廣，

能同時涵蓋前述幾則議題，另一方面由於李白詩歌質量均

豐，清代詩論家這部分的評論，最能觸及李詩核心。經過分

析清代文人對李白各體批評的審美標準與詩學意義，我們發

現清人對於李白古詩（五古、七古與樂府）的評論，有較多

推翻前人的論述，近體詩則以五律較為突出。此外，我們現

在幾乎將「復古詩人」視為李白的同義詞，且是正面、高度

的評價，然而此一觀念的建立並非一開始就屹立不搖，例如

明人對於李白〈古風〉、五律的看法始終游移不定，必須等

到清人掌握到「學古在神不在跡」（延君壽語）之後，李白

  按之，無不有段落脈理可尋，所以能披之管弦也。若以天馬行空，不

可控勒，豈五音六律亦可雜以不中度之樂章乎？故余以為學詩者，必

從太白入手，方能長人才識，發人心思。王漁洋曾有《聲調譜》，而

李詩居其半，可謂知音矣。」（《清詩話續編》，頁1525）施補華《峴
傭說詩》：「太白七古，體兼樂府，變化無方。然古今學杜者多成

就，學李者少成就；聖人有矩矱可循，仙人無蹤跡可躡也。」（《清

詩話》，頁984）。
75 例如喬億《劍谿說詩》卷上：「杜子美原本經史，詩體專是賦，故

多切實之語。李太白枕藉《莊》、〈騷〉，長於比興，故多惝惚之

詞。」（《清詩話續編》，頁1087）劉熙載《藝概．詩概》：「太白
詩以《莊》、〈騷〉為大源，而于嗣宗之淵放，景純之儁上，明遠之

驅邁，玄暉之奇秀，亦各有所取，無遺美焉。」見劉熙載著，薛正興

編：《劉熙載文集》卷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99。
76 例如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太白胸中浩渺之致，漢人皆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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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的典範性意義才真正彰顯。因此，清代詩話近乎一致而

鮮明的復古論述，當是奠定我們今日視李白為「復古詩人」

的至要關鍵。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清人推尊〈古風〉，以

及舊瓶新酒的古題樂府，並非純粹對恢復古調的嚮往，實有

其更深層的學術內涵，亦即緣於當時重視比興與詩史的文化

思潮。由此足見清人評論的「洞見」與「侷限」，仍然受到

歷史處境的制約。

（四）崇實、寄興與審美

經過本書各章不同面向的討論之後，筆者在最後歸納出

清人建構「李詩學」的三種基本框架：崇實、寄興與審美。

清人崇尚實學考證，肇端於清初顧炎武提倡經世致用之學，

開啟箋注考證的實學風氣，王琦輯注《李太白全集》，以及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考據為評鑑依據，便是延續此一脈

絡發展。此外，清代圈點批評風氣興盛，由金聖歎引領潮流

的分解說詩，強調金針度人的解詩方式，也試圖克服李白詩

「不必注」、「不可學」的特質，徐增《而菴說唐詩》、佚名

《李詩直解》、王堯衢《古唐詩合解》等唐詩選本，為配合讀

詩者向市井階層流動的普及現象，說詩方式皆有異於前人的

  特以微言點出，包舉自宏。太白樂府歌行，則傾囊而出耳。如射者引

弓極滿，或即發矢，或遲審久之，能忍不能忍，其力之大小可知已。

要至於太白止矣。」（《清詩話》，頁10）趙翼《甌北詩話》卷1：
「（白）詩之不可及處，在乎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

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勞勞于鏤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

勢。若論其沉刻則不如杜，雄鷙亦不如韓，然以杜、韓與之比較，一

則用力而不免痕跡，一則不用力而觸手生春，此仙與人之別也。」（

《清詩話續編》，頁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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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清中葉以後翁方綱、方東樹以實筆分析李詩，確立學

習門徑，俱是採用實學、考證的方法，作為「李詩學」的論

述架構。

其次，清人相當重視詩歌之於社會的教化作用，清初文

人運用比興寄託進行闡發，起源於檢討宋人論杜之謬 77，之

後也同步以此關注李白詩歌。筆者認為清人論詩著重政教倫

理的價值判斷，對於李白詩歌批評影響顯著者，集中於處

理「李杜優劣」之議題、調整宋人主張李白詩「十首九說婦

人與酒」的評價，以及對李白的人品重新界定等。例如清初

吳喬以比興說詩解構宋人對李白的評價，盛清時期兩本著名

的唐詩選本，沈德潛《唐詩別裁集》以及清高宗《御選唐宋

詩醇》，所選皆著重李白寄寓身世、藉託諷委婉表達政治倫

理的詩篇。作為官方與士階層文人主導，樹立風教的詩歌選

本，李白的形象也獲得極大地扭轉，而這種扭轉也與第一種

框架一樣，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

其三，從抒情審美的角度著眼，審美意指讀者在閱讀時

所感受到的詩歌美感境界，而詩評家作為特殊讀者，一方面

將其感受到的境界或情感意義揭示出來，同時也針對作品進

行藝術鑑賞。就這一點而言，清人尤其擅長鎔鑄舊說以成新

論，如王士禛標舉李白〈夜泊牛渚懷古〉為「神韻」詩學典

範；袁枚純由審美直尋李白的性情靈機；喬億、劉熙載等人

對李白「長於興」的探索；龔自珍提出「并莊、屈以為心」

等，皆對於「李詩學」的發展裨益良多。這些分散於本書各

77 參簡恩定：《清初杜詩學研究》，第一篇第二章「比興觀念的再闡

發」，頁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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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章節有關審美鑑賞的論述，若仔細探究，會發現詩論家關注

的核心，皆與李白詩歌的用言方式及其造成的抒情效果有

關，這也為近代「李詩學」提供了持續探索的視野。

平心而論，中國傳統文人習詩讀詩，多半隱含躋身士階

層的理想，而罕見純粹的「普通讀者」。相對來說，現代讀

者則截然不同，除了少數文學創作者或學術研究者外，絕大

多數為「普通讀者」。因此，清代「李詩學」的成果，如何

轉交當代普通讀者，幫助他們認識李白詩歌，成為非專業性

文學知識的一部分，筆者認為清人建構的第三種抒情審美的

框架，正是古典文學與現代讀者鏈接的最佳渠道。

李白〈烏棲曲〉是個極佳的例子。樂府詩是李白詩中最

富於個人特色的文體，而這首詩又是清唐詩選本所收入的李

白樂府詩中次數最高的一首。詩云：「姑蘇臺上烏棲時，吳

王宮裡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

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古今讀者

都被詩人邀請觀看一齣結局再清楚不過的歷史劇，而故事裡

的主角卻浸淫晏樂，對即將降臨的災難渾然未覺。時空定格

於緩升的旭日、突兀的單句結尾，逗引我們沉吟片刻，關於

東方肚白之後，乃至未及言說的省思。作為現代讀者，我們

或可忽略清人認為這首詩用以諷刺唐明皇與楊貴妃，實際

上不符合創作時間序位的問題。78但若借鑑沈德潛「綴一單

句」79的審美指引，便能掌握太白脫卻六朝樂府句式的創新實

78 本書第二章第三節論王堯衢《古唐詩合解》與第三章第一節論王夫之

「詩史觀」，均對此議題進行辨析，敬請參考。
79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末句為樂難久也，綴一單句，格奇。」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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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進而與它的首位知音賀知章一樣，體驗「泣鬼神」的震

撼魅力。筆者也希冀藉由此一體驗，帶領讀者開啟本書對清

代「李詩學」的討論，同時拋磚引玉，邀請更多人加入探索

「李詩學」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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