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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杜詩研究盛況與撰述旨趣 

 

 

一、杜詩研究盛況 

唐．杜甫（712-770）生逢盛時，遭亂流離，寄身兵戈

騷屑，感時對物，即事寓興，一切寫之於詩。尤以間關秦隴，

餔餟不給，入蜀而有成都草堂的安閒生活，倍足珍貴，乃以

垂老之年，捨棄草堂，買舟東下，居夔籌措旅資，實踐代宗

廣德元年（763）春作〈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所稱「即從巴

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更有大曆元年（766）秋作〈秋

興八首〉的「每依北斗望京華」，歸鄉返京的目標極為明確，

卻在大曆四年（769）春從岳陽轉赴長沙，途中作〈南征〉，

詩云： 

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適遠更霑襟。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1 

青春不得還鄉，老病猶自避地適遠，南征北望，身歿前一年

慨歎的「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其言哀，其心苦。經

由唐代的論爭、宋代的經典化，金．元好問（1190-1257）〈杜

                                                       
1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

卷 22，頁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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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學引〉已出現「杜詩學」，「子美之傳志年譜，及唐以來論

子美者在焉」2。明．李東陽（1447-1516）《麓堂詩話》從

杜詩的音響與格律揭示「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爲杜學」；

楊慎（1488-1559）《升庵詩話》從杜詩用字倡導「胸中無國

子監，不可讀杜詩。彼胸中無杜學，乃欲訂改杜詩乎」3，

三者所稱「杜詩學」與「杜學」，各有指涉。更在歷代注杜、

選杜、評杜與論杜的眾聲喧嘩中，推激出多元乃至龐雜的詩

學論題，形塑出「杜詩學」的豐碩內涵。 

近人研究論著更是層出不窮，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

梳理唐宋對杜詩的闡釋、模仿、評點、出版與詩文中稱賞等

接受情形，借助西方接受美學（aesthetics of reception）理論

分析前揭接受現象所代表的意義4。顏崑陽〈論「典範模習」

在文學史建構上的「漣漪效用」與「鍊接效用」〉直指呂本

中建構「江西詩社宗派」的觀念，係以「黃山谷、陳后山、

陳簡齋等人同時對『杜甫』進行『典範模習』的文學行為事

實」為經驗基礎，進而促成方回倡明江西詩派「一祖三宗」

之說5。蔡瑜《高棅詩學研究》認為明．高棅（1350-1423）

                                                       
2  金．元好問撰，葉慶炳等編輯：《元好問研究資料彙編．遺山集》（臺北：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文史哲出版社印行，1990 年），卷 36，頁

1008。 
3  明．楊慎：《升庵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本，北京：中華

書局，1983 年），頁 733-734；李東陽：《麓堂詩話》（丁福保輯：《歷代

詩話續編》本），頁 1373。 
4  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年。 
5  顏崑陽：〈論「典範模習」在文學史建構上的「漣漪效用」與「鍊接效

用」〉，收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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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品彙》將杜甫詩列入「大家」品位而非「正宗」，是為

了凸顯杜甫在正宗內涵及風格以外的許多特色6。簡錦松〈從

口發聲──所謂〈七律杜樣〉〉乃從聲調談學杜，具體分辨

李商隱學杜不用杜甫聲調，李夢陽學杜則得其聲調7。陳國

球〈復古餘波──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初探〉以七言律

詩為例，揭示唐汝詢收編《唐詩歸》的詩學概念，並以《彙

編唐詩十集》的《壬集》為「唐汝詢與鍾、譚交鋒 激烈的

場域」，特別指出：「復古派亦非常關注杜甫；但觀點卻各有

偏重，甚至是異多同少」，而《壬集》正好就突出這些分歧

點8。凡此可謂各有創發。至於吳中勝《杜甫批評史研究》，

論述從唐以迄現當代的杜甫批評9，乃屬求全之作。 

至於以「杜詩學」為名者，有總論杜詩學的許總《杜詩

學發微》、廖仲安〈杜詩學〉、胡可先《杜詩學引論》、左漢林

《杜甫與杜詩學研究》、林繼中《杜詩學論藪》、徐國能《歷

代杜詩學詩法論研究》、孫微．王新芳《杜詩學文獻研究論

稿》、楊義《李杜詩學》、徐希平《李杜詩學與民族文化》10；

                                                       
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 年），頁 787-833。 

6  蔡瑜：《高棅詩學研究》（《文史叢刊》本），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1979 年。 
7  簡錦松：〈從口發聲──所謂〈七律杜樣〉〉，收入氏著：《親身實見──

杜甫詩與現地學》（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九章，頁 293-324。 
8  陳國球：〈復古餘波──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初探〉，《政大中文學

報》第 29 期（2018.6），頁 51-80。 
9  吳中勝：《杜甫批評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 
10  許總：《杜詩學發微》（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 年）；廖仲安〈杜詩學〉，

《唐代文學研究》第 6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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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斷代杜詩學的裴斐〈唐宋杜學四大觀點述評〉、魏景波

《宋代杜詩學史》、綦維的《金元明杜詩學研究》、苗銳《元

代杜詩學研究》、陳英傑《明代復古派杜詩學研究》、劉重喜

《明末清初杜詩學研究》、簡恩定《清初杜詩學研究》、孫微

《清代杜詩學史》、《清代杜詩學文獻考》11；有論專家杜詩

學的詹杭倫〈方回杜詩學綜論〉、王仲鏞〈楊慎杜詩學述評〉、

胡可先〈沈德潛杜詩學述略〉、劉明華〈芬芳悱惻解杜，轉

益多師學杜──袁枚對杜詩學的貢獻〉、徐國能〈元好問杜

詩學探析〉、〈翁方綱杜詩學探微〉、〈張綖杜詩學研究〉、《清

代詩論與杜詩批評》12 等，可見一斑。 

                                                       
194-206；胡可先：《杜詩學引論》（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 年）；

左漢林：《杜甫與杜詩學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 年）；林繼中：

《杜詩學論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徐國能：《歷代杜

詩學詩法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年）；孫微、王新芳：《杜詩學文獻研究論稿》（濟南：齊魯書社，2008

年）；楊義《李杜詩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年）；徐希平：《李杜

詩學與民族文化》（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8 年）等。 
11  裴斐：〈唐宋杜學四大觀點述評〉，《杜甫研究學刊》1990 年第 4 期；魏

景波：《宋代杜詩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綦維：

《金元明杜詩學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2

年）；苗銳：《元代杜詩學研究》（合肥：安徽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

文，2018 年）；陳英傑：《明代復古派杜詩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

局，2018 年）；劉重喜：《明末清初杜詩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簡恩定：《清初杜詩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孫

微：《清代杜詩學史》（濟南：齊魯書社，2004 年）、《清代杜詩學文獻考》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年）等。 
12  詹杭倫：〈方回杜詩學綜論〉，收入氏著：《方回的唐宋律詩學》（北京：

中華書局，2002 年），頁 63-92；王仲鏞：〈楊慎杜詩學述評〉，《草堂》

1982 年第 1 期；胡可先：〈沈德潛杜詩學述略〉，《杜甫研究學刊》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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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多年來的杜詩研究概況，也獲得學界高度重視，如

張高評〈胡仔詩學與宋詩宋調──《苕溪漁隱叢話》杜甫詩

述評〉專論《叢話》評述杜詩所體現之宋詩宋調宗風13，全

面考論者有林繼中的〈百年杜甫研究回眸〉，趙睿才的《百

年杜甫研究之平議與反思》，劉明華的〈現代學術視野下的

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顧與前瞻〉，彭燕〈杜甫研究

一百年〉，杜曉勤《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第九

章的〈二十世紀杜甫研究概述〉，張忠綱、趙睿才的〈二十

世紀杜甫研究述評〉，陳少芬的〈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杜甫

研究概況〉，王紅霞、李廷宰的〈二十一世紀以來韓國杜甫

研究述評〉，張伯偉的〈典範之形成：東亞文學中的杜詩〉，

李特夫的〈21 世紀以來杜甫詩歌在英美的譯介與傳播──

兼論首部英譯杜詩全集〉14，大抵可見杜詩研究論題的雷

                                                       
年第 1 期，頁 37-44；劉明華：〈芬芳悱惻解杜，轉益多師學杜──袁枚

對杜詩學的貢獻〉，收入氏著：《唐代文學與思想文化論集》（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5 年），頁 174-183；徐國能：〈元好問杜詩學探析〉，《清

華中文學報》第 7 期（2012.6），頁 189-234；徐國能：〈翁方綱杜詩學探

微〉，《臺北大學中文學報》創刊號（2006.7），頁 179-204；徐國能：《清

代詩論與杜詩批評》（臺北：里仁書局，2009）；徐國能：〈張綖杜詩學

研究〉，《清華中文學報》第 16 期（2016.12），頁 127-168 等。 
13  張高評：〈胡仔詩學與宋詩宋調──《苕溪漁隱叢話》杜甫詩述評〉，《文

與哲》第 19 期（2011.12），頁 179-228。 
14  林繼中：〈百年杜甫研究回眸〉，《河北大學學報》第 24 卷第 2 期（1999.6），

頁 5-8；趙睿才：《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議與反思》（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年）；劉明華：〈現代學術視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顧

與前瞻〉，收入氏著：《唐代文學與思想文化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年），頁 3-12；彭燕：〈杜甫研究一百年〉，《杜甫研究學刊》2015

年第 3 期；杜曉勤：《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北京：北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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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爭議、局限與開拓面向，以及國際杜詩研究概況。至於

杜詩研究的量化分析，有王兆鵬〈20 世紀國內唐代文學研

究歷程的量化分析〉，指出研究格局的「三重」：重詩歌、重

盛中唐文學、重個體作家研究，除 1966-1977 的停滯期，杜

甫研究都高居研究成果量的第一：1924-1948 年為 144 項，

1949-1965 年為 420 項，1978-2000 年為 2855 項，成果量快

速成長15。王兆鵬、戴峰〈二十世紀海內外杜甫研究成果量

的時段變化〉統計 20 世紀海內外有關杜甫研究，成果總量

高達 4707 項，指出杜甫研究「先是低開低走，接著震盪上

揚，後段高開高走、快速飆升。」16 杜詩研究盛況可謂方興

未艾。 

對杜詩學研究難題與問題提出討論者，裴斐〈略論兩宋

                                                       
版社，2001 年）；張忠綱、趙睿才：〈二十世紀杜甫研究述評〉，《文史哲》

2001 年第 2 期（總第 263 期），頁 13-21；陳少芬：〈一九四九年以後香

港杜甫研究概況〉，《人文中國學報》第 7 期（2000.7），頁 197-231；王

紅霞、李廷宰：〈二十一世紀以來韓國杜甫研究述評〉，收入《唐代文學

研究年鑒 2010》（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26-235；

張伯偉：〈典範之形成：東亞文學中的杜詩〉，《中國社會科學》2012 年

第 9 期，頁 163-188；李特夫：〈21 世紀以來杜甫詩歌在英美的譯介與傳

播——兼論首部英譯杜詩全集〉，《杜甫研究學刊》2015 年第 3 期；王兆

鵬、戴峰：〈二十世紀海內外杜甫研究成果量的時段變化〉，《江海學刊》

2015 年第 3 期，頁 186-193。 
15 王兆鵬：〈20 世紀國內唐代文學研究歷程的量化分析〉，《文學評論》2015

年第 4 期，頁 184-198；又可參見王兆鵬：〈20 世紀海內外唐五代文學研

究成果量變化的統計分析〉，《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3 期（2015.6），頁 73-84。 
16 王兆鵬、戴峰：〈二十世紀海內外杜甫研究成果量的時段變化〉，《江海

學刊》2015 年 3 期，頁 186-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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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詩學中存在的一種傾向〉指出宋人治杜頗似漢人治《詩》，

將杜詩視同經史並特別強調其忠君愛國與史筆森嚴，實際喜

好的杜詩卻是偏於雍容和緩而非沉著痛快一類，欣賞的是程

頤所譏「閑言語」之類的寫景詠物之作，形成思想評價與審

美偏好相背離的傾向，這與宋代儒學再興、君權絕對控制和

屢興文字獄的時代環境有關，「若不瞭解宋人的局限，在杜

詩研究中便很難真正突破因襲成見取得實質性創獲」17。傅

光〈論杜學的定義與內涵〉釐析「杜學」和「杜甫研究」在

定義上的重大不同，提出「杜學這一命題不僅在時間上是對

千餘年來研究成就的總括，同時在內涵上也包含了學術的和

非學術的兩個方面的內容」，強調「杜學」命題的提出，對

「確定杜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與「拓展推進杜甫

研究」，都有重要的意義18。莫礪鋒〈杜詩學疑難問題舉隅〉

指出有關杜詩學的論著雖已汗牛充棟，但是杜詩學中仍然存

在許多尚未解決的疑難問題，乃舉示九例有關杜詩注釋的疑

難問題，縷述歷代注家的不同意見，分別涉及字詞、典故、

異文、名物、風土、地理、天文、避諱、史實等內容，是歷

代杜詩注釋者用力 勤處，卻也是前人歧說紛紜而莫衷一是

者，揭示其所以難解之原因以待深入探討19。許德楠〈杜詩

學的五大爭論問題〉認為唐代對杜詩較忽視但有發現者，宋

代重視但有反對者，明清審視也有苛責者，乃梳理「杜詩學」

                                                       
17  裴斐：〈略論兩宋杜詩學中存在的一種傾向〉，《中國文學研究》1995 年

第 3 期，頁 31-34。 
18  傅光：〈論杜學的定義與內涵〉，《人文雜誌》1999 年 3 期，頁 134-139。 
19  莫礪鋒：〈杜詩學疑難問題舉隅〉，《杜甫研究學刊》2004 年 3 期，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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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李杜揚抑論、「詩史」有無論、「排律」功過論、美感「小

大」論、「集大成」或創新論等五大爭論，從它們彼此之間

的聯繫性、共軛點，勾勒出杜詩的歷史命運與杜詩學發展走

向20。魏景波〈百年歌苦與千秋盛名：詩人杜甫的被理解與

被誤解〉指出宋人研讀、理解杜詩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誤解與

誤讀，而杜詩價值也在宋代文化背景下得到極力揄揚21。王

永波〈明代杜詩學研究失誤述評〉指出明人注解杜詩好用比

興解詩法，對杜詩藝術的闡述有新的開拓，但也存在著對杜

詩學研究的失誤，主要在杜詩全集注本、選本、文獻引用、

篇目考訂等文獻不夠謹嚴，對杜詩解說的穿鑿附會乃至曲解

和誤解，但也激發出清代杜詩學研究的蓬勃發展22。張慧玲

〈明代杜詩學中的“大家”論爭〉指出明代詩學的重要命題「大

家」說，始終圍繞著杜詩學三大問題：杜甫是否為唐詩第一

人、杜詩中的瑕疵是否影響到他的「大家」地位、作為「大

家」的杜甫與「正宗」的關係，而明代中期以來對「大家」

與「正宗」關係的論爭，促使杜詩學與格調理論愈見細密精

彩23。孫微〈不箋一字是功臣──論明清杜詩學中的一種極

端傾向〉針對宋代注杜號稱「千家」與「無一字無來歷」，

                                                       
20 許德楠：〈杜詩學的五大爭論問題〉，《中國韻文學刊》第 19 卷第 1 期

（2005.3），頁 51-58。 
21 魏景波：〈百年歌苦與千秋盛名：詩人杜甫的被理解與被誤解〉，《西北

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4 卷第 6 期（2014），頁 113-119。 
22  王永波：〈明代杜詩學研究失誤述評〉，《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2016 年第 4 期，頁 38-44。 
23  張慧玲：〈明代杜詩學中的“大家”論爭〉，《江西社會科學》第 37 卷第 4

期（2017），頁 1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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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免穿鑿支離、泥沙俱下，明清注杜者除了著力於去偽存

真、薈萃眾說，更出現反穿鑿而只存原詩的「白文本」，以

不事訓詁、靈活通脫來擺脫注杜的煩瑣拘泥，呈現杜詩學極

盛難繼而趨簡尚意的思想傾向24。孫微〈《四庫全書總目》

所體現的杜詩學〉針對清中葉《四庫全書》的編纂以及《四

庫全書總目》的撰寫，固是清代杜詩學史上的一件大事，然

因「寓禁於征」政策導致若干杜詩注本的湮沒，對名物考據

的熱衷與偏愛助長了「釋事忘義」風氣，以致杜集提要的撰

寫多是貶多於褒25。凡此都可見歷代杜詩學存在的問題與論

爭，恰好也引導著杜詩研究的趨向與開拓。 

杜詩研究仍需回歸杜詩文本，新近出現的杜甫全集譯

注，如：蕭滌非、張忠綱等主編《杜甫全集校注》於 2014

年出版26，謝思煒的《杜甫集校注》於 2015 年出版27，美．

宇文所安英語全譯本《杜甫詩集》於 2015 年出版28，日．

下定雅弘、松原朗主編的《杜甫全詩譯注》於 2016 年出版29，

                                                       
24  孫微：〈不箋一字是功臣──論明清杜詩學中的一種極端傾向〉，《中國

韻文學刊》第 21 卷第 4 期（2007.12），頁 27-30、44。 
25  孫微：〈《四庫全書總目》所體現的杜詩學〉，《杜甫研究學刊》2003 年第

1 期，頁 57-61。 
26  唐．杜甫撰，蕭滌非、張忠綱等主編：《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

學出版社，2014 年。 
27  唐．杜甫撰，謝思煒校注：《杜甫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28  唐．杜甫撰，美．宇文所安譯：《杜甫詩集》（The Poetry of Du Fu），Boston; 

Berlin: De Gruyter, 2015. 
29  唐．杜甫撰，日．下定雅弘、松原朗主編：《杜甫全詩譯注》，東京：講

談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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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三年出版四種新譯注杜詩全集，可視為杜詩學的盛事，

也可預期新的杜詩研究活力。 

在繁富的現有研究成果中，有關研究方法的適用與討

論，諸如知人論世、辨析疑義、文獻考證、作品詮解、主題

研究、文學社會學研究、文化研究、歷史研究等，又有以詩

證史、以史證詩、杜詩自證、以說時文之法說杜詩等不同取

徑，可謂紛繁，前引杜詩研究多有述及，不復贅言。不斷積

累的歷代杜詩學文獻，張忠綱等編著有《杜集敘錄》，整理

自唐迄今有關杜甫各類著作的存佚情況，可見卷帙浩繁、異

彩紛呈30。尤以歷來有關杜甫詩的箋注，南宋．蔡夢弼（生

卒年不詳）《草堂詩箋》已有「千家注杜詩」之稱31、評論

與研究之繁富，堪為詩人之冠。有訓詁，有講解，有援證，

或者繁稱遠引、務博矜奇，或者好為異說、穿鑿支離，以致

有訓詁太雜、講解太鑿、援證太繁等論難，遂致聚訟紛紜。

又如明．王嗣奭（1566-1648）於思宗朱由檢（1611-1644; 

1627-1644 在位）崇禎甲申後一年（1645）完成的《杜臆》，

因於杜詩「覺有會心」、「憬然自信」，而以「臆」命名32；

清．浦起龍（1679-1762）於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1678-1735; 

1722-1735 在位）雍正二年（1724）完成的《讀杜心解》，因

讀杜詩而「索杜於杜，弗得；索杜於百氏詮釋之杜，愈益弗

                                                       
30  張忠綱、趙睿才、孫微編著：《杜集敘錄》，濟南：齊魯書社，2008 年。 
31  唐．杜甫撰，宋．魯訔編次、蔡夢弼會箋：《草堂會箋（千家注杜詩）》，

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 
32  唐．杜甫撰，明．王嗣奭撰：《杜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

〈杜臆原始〉，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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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乃「攝吾之心印杜之心」、「吾還杜以詩，吾還杜之詩

以心」，而以「心解」命名33，都強調讀杜的心領神會。乃

至注或不注杜詩，選本之選或不選杜詩，都有許多爭辯。金．

元好問（1190-1257）〈杜詩學引〉（1225）已指出：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於鑿

空架虛，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為蕪累者亦多矣。……

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為『今人讀

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世間商度隱語然

者』，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

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為知者道，難為

俗人言也。34 

元好問認為注杜的繁盛，固有發明之功，而蕪累自亦難免，

因取父親元德明以黃庭堅不注杜詩而實「注杜詩已竟」的見

解，於金哀宗完顏守緒（1198-1234; 1224-1234 在位）正大

二年（1225）夏天完成《杜詩學》一書，乃「錄先君子所教，

與聞之師友之間者」及「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子

美者」，預期作為「兒子輩」的教材，「不敢以示人」35。可

見杜詩一方面有諸多紛繁的箋注與評論，另一方面也有以不

                                                       
33  唐．杜甫撰，清．浦起龍注：《讀杜心解》（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題解〉，頁 1。 
34  金．元好問撰，葉慶炳等編輯：《元好問研究資料彙編．遺山集》（臺北：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文史哲出版社印行，1990 年），卷 36，頁

1008。 
35  金．元好問撰，葉慶炳等編輯：《元好問研究資料彙編．遺山集》，卷 36，

頁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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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為注、深心賞愛如元氏父子者。 

明末清初有錢謙益（1582-1664）、朱鶴齡（1606-1683）

注杜之爭36，錢謙益應朱鶴齡之請作〈吳江朱氏杜詩輯注

序〉，闡述「自昔箋注之陋，莫甚於杜詩」，既有「攻杜者」

師心放膽、蚍蜉撼樹，即以用心良苦如朱鶴齡，仍重舉告以

「注詩之難」37，又作〈草堂詩箋元本序〉，一再重申「不敢

輕言注杜」、「注杜之難」，並取陸機「離之則雙美，合之則

兩傷」之言 38，終使錢、朱注杜各行其是。清．沈壽民

（1607-1675）為朱鶴齡《杜工部詩輯注》作〈後序〉，乃以

「杜詩之學」至錢、朱而「發明無餘蘊」39，因注杜爭議而

使杜詩之學「發明無餘蘊」，也可見由論爭而推激出的杜詩

意涵，是形塑杜詩學所不容忽視的一個現象。清．仇兆鰲

（1638-1717）《杜詩詳注．凡例》論歷代註杜「宋元以來，

註家不下數百」，至於當時注杜、說杜、解杜之盛，更可見

「好古攻詩者之眾」40，其歷數「杜詩褒貶」有云： 

自元微之作序銘，盛稱其所作，謂自詩人以來，未有

                                                       
36  唐．杜甫撰，清．錢謙益箋注，清．錢曾編：《杜詩錢注》，臺北：世界

書局，1974 年；唐．杜甫撰，清．朱鶴齡輯注：《杜工部詩集》（《杜詩

又叢》景康熙九年刊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 年。參見柳作梅：〈朱

鶴齡與錢謙益之交誼及注杜之爭〉，《東海學報》第 10 卷第 1 期（1969.1），

頁 47-58。 
37  清．錢謙益撰，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3 年），卷 15，頁 699-700。 
38  清．錢謙益撰，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有學集》，頁 701-702。 
39  清．朱鶴齡輯注：《杜工部詩集》，書後。 
40  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凡例〉，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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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子美者。故王介甫選四家詩，獨以杜居第一。秦少

游則推為孔子大成，鄭尚明則推為周公制作，黃魯直

則推為詩中之史，羅景綸則推為詩中之經，楊誠齋則

推為詩中之聖，王元美則推為詩中之神，諸家無不崇

奉師法。宋惟楊大年不服杜，詆為村夫子，亦其所見

者淺。至嘉隆間，突有王慎中、鄭繼之、郭子章諸人，

嚴駁杜詩，幾令身無完膚，真少陵蟊賊也。楊用修則抑

揚參半，亦非深知少陵者。茲集取其羽翼杜詩，凡與杜

為敵者，概削不存。41 

仇兆鰲採「羽翼杜詩」的纂注原則，列舉中唐以來盛推杜甫

者 有 元 稹 （ 779-831 ）、 王 安 石 （ 1021-1086 ）、 秦 觀

（1049-1100）、鄭昂（生卒年不詳，徽宗政和五年（1115）

進士）、黃庭堅（1045-1105）、羅大經（生卒年不詳，理宗

寶慶二年（1226）進士）、楊萬里（1127-1206）等人，其所

推許雖有孔子大成、周公制作乃至詩中之史、經、聖等不同

形容，也各有其造詣，共同點則是「崇奉師法」。至於宋．

楊 億 （ 974-1020 ）、 明 ． 王 慎 中 （ 1509-1559 ）、 鄭 繼 之

（1535-1623）、郭子章（1543-1618）等人的嚴詆杜詩，楊慎

（1488-1559）的貶杜之論，都視為「與杜為敵」，一概刪削。

由此而言，仇注杜詩也還是「學杜」的視角，與元好問〈杜

詩學引〉看似有「不注」與「詳注」的差異，實則都具有傳

授後學的教學意義。是以元．郝經（1223-1275）〈遺山先生

銘墓〉稱元好問為《杜詩學》等集以「指授學者」，「俾學者

                                                       
41  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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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繫而不絕」42。而仇兆鰲於

康熙三十二年（1693）〈進書表〉也申明「宋人得其議論崢

嶸，別開堂奧；元世霑其風神秀麗，窺見戶庭」43，仇注兼

及輯錄、注釋與疏解，可謂詳贍。嗣後迭有刪修，見存有康

熙四十二年仇兆鰲初刻本《杜詩詳注》44；至康熙五十二年

（1713）的修訂本，乃有因犯忌諱而刪去者，如錢謙益等。

而施鴻保（？-1871）於同治九年（1870）撰《讀杜詩說．

自序》，說明讀《錢箋杜詩》而「覺其精深雄厚」，讀朱長齡

《杜詩補註》而「益知杜詩用事之博」，讀仇兆鰲《杜詩詳註》，

有云：「初讀之，覺援引繁博，考證詳晰，勝於前所見錢、

朱兩家。讀之既久，乃覺穿鑿附會，冗贅處甚多。」45 可謂

是非相仍。孫微輯校《清代杜集序跋匯錄》歸納清代杜集序

跋的價值，其中「清代杜詩學界的學術分歧」、「不箋一字的

反穿鑿思想」與「提出反穿鑿的新途徑：反復涵詠以直揭本

心」等項46，都指向清人對注杜、論杜的諸多分歧與反思。

前人有先行之功，後出者容或時有訂正或補充，或更求精要

以應讀者需求，畢竟難有定論。 

                                                       
42 元．郝經：〈陵川集本遺山先生銘墓〉（收入葉慶炳等編輯：《元好問研

究資料彙編》），頁 15-17。 
43  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 2351-2352。 
44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初刻本），杭州：浙江大學

出版社，2016 年。 
45  唐．杜甫撰，清．施鴻保著：《讀杜詩說》（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頁 1。 
46  孫微輯校：《清代杜集序跋匯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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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撰述緣起與要旨 

在知識群體中，「詩人」或有自成群體者，或有共同關

注的課題，包括並時性的往來唱和，與跨時代的尚友私淑，

但由於背景差異、價值多元、際遇不同，很難說是存在著嚴

格定義的體系。詩人之間藉由創作產生互動，看似密切，其

實有各自表述者，筆者曾以元稹〈夢游春七十韻〉、白居易

〈和夢游春詩一百韻〉為例，探討應酬詩中拘限 多的唱和

詩，如何彼此設定對方為「惟一讀者」，藉由詩與序的創作，

提供了一組繁複的互動程式：作者文字表達→讀者接受與詮

解→讀者文字表達→原作者成為讀者，在相激相難中，韻既

不同，意自不必同，建立極獨特的「敵友一體」的親密關係，

力求創新的唱和深衷，各見鋒芒，其複雜性與意義自足尋味
47。無獨有偶，吳梅村作〈琴河感舊四首〉，錢謙益有〈讀

梅村宮詹艷詩有感書後四首〉，其〈序〉云： 

余觀楊孟載論李義山〈無題〉詩，以為音調清婉，雖

極濃麗，皆託於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風人之旨。

若韓致堯遭唐末造，流離閩、越，縱浪香奩，亦起興

比物，申寫託寄，非猶夫小夫浪子沉湎流連之云也。

頃讀梅村宮詹艷體詩，見其聲律妍秀，風懷惻愴，於

歌禾賦麥之時，為題柳看花之句，徬徨吟賞，竊有義

山、致堯之遺感焉。雨窗無俚，援筆屬和，秋蛩寒蟬，

吟噪啁哳，豈堪與間關上下之音，希風說響乎？〈河

                                                       
47  廖美玉：〈演繹春天──元白〈夢游春〉的私情與共感〉，《國文學報》

第 54 期（2013.12），頁 7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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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歌，聽者將同病相憐，抑或以為同牀各夢，而

囅爾一笑也。48 

梅村艷詩指〈琴河感舊四首〉，是吳梅村記憶與女伎卞玉京

短暫歡情之作，錢謙益引經據典指為「皆託臣不忘君之意」，

更近一步提出「同病相憐」與「同牀各夢」兩種閱讀結果來

徵詢吳梅村。吳梅村《詩話》全錄此序，辯稱： 

（錢謙益）詩絕佳，以其談故朝事，與玉京不甚切，故

不錄。末簡又云：「小序引楊眉庵論義山臣不忘君語，

使騷人詞客見之，不免有兔園學究之誚。然他日黃閣

易名，都堂集議，有彈駁『文正』二字，出余此言為

證明，可以杜後生三尺之喙，亦省得梅老自下註腳。」

其言如此。玉京明慧絕倫，書法逼真黃庭，琴亦妙得

指法。余有〈聽女道士彈琴歌〉及〈西江月〉、〈醉春

風〉填詞，皆為玉京作。未盡如牧齋所引楊孟載語也。

此老殆借余解嘲。49 

錢、吳同處易代的鉅變滄桑，又同樣面臨明亡後仕清的艱難

處境，吳梅村對於錢謙益的「善意曲解」，顯然並不認同，

也可見吳梅村有清楚的創作自覺，直可謂「同牀各夢」者50，

                                                       
48  清．錢謙益撰，清．錢曾箋注，錢仲標校：《錢牧齋全集．有學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絳雲餘燼集》，卷 4，頁 116 
49  清．吳偉業撰，李學穎集評標點校勘：《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2 年），〈詩話〉，卷 58，頁 1140。 
50  詳參廖美玉：〈身與世的頡頏──吳梅村詩中的秦淮憶舊〉，收入張高評

主編《清代文學與學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7 年），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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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見讀詩、解詩與論詩的難衷一是。 

本書以「學杜」命名，又不避與杜為敵者，尤關注於因

論爭而推激出更為多元而繽紛的活力，乃聚焦在「論爭與推

激」，試圖從長時段進行觀察，在「學杜」的龐大論述中，

盡力汲引有助於個人見解者，發現並探究令人深思的問題

中，需要以專文加以考證辨析者，重點放在既有研究較少或

個人心得較多的論題，尤其關注在客觀現實中，詩人個案與

歷史現象的不可重複性。全書的撰述，乃嘗試在具譜系性的

構思中，避免預設「求全性」的文學史性寫作，選擇對「杜

詩學」發展具有指標性或獨特性者，闡發該「學杜」案例的

文化內涵及歷史意義，及其對詩歌創作與詩學理念的持續生

發作用。但限於一本專書的可能容受量，著重在研究問題，

而非研究時期，目的是希望能透過幾個具關鍵性的點，較具

體顯示在長時段的學杜歷程中，因時代的承平與變局而有不

同反映，並能回應杜詩文本，進而開現出能符應當時情境的

「時義」，透顯出詩學發展中的核心質素。雖不能面面俱到，

藉由了解杜甫在經典化過程中的特殊文化表現，期能對杜詩

定位與學杜有更多元的開展面向。 

漢．司馬談（？B.C. 165-B.C. 110）論六家之要旨，開

章即引《易．大傳》的「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以

明義，直指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皆「務為治者」，

雖「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然亦各有其不可失、不可

易、不可廢、不可改、不可不察與非所聞者51，以見百慮殊

                                                       
51  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卷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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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而同歸一致。本書乃援杜詩的「別裁偽體」、「轉益多師」

與「風騷共推激」意旨，探索在「論爭」與「推激」中展開

的杜詩學，亦可見百慮殊途所映現的杜詩多元面向。各章依

時代先後，分述自唐至清具關鍵性或特殊性的學杜論著，要

旨如下： 

第一章「量時適變」。從「集大成」談起，嘗試結合思

想與文學，由孟子論孔子「集大成」而有「金聲玉振」說，

正在於兼容並蓄與量時適變。唐人解經多能回應時事，又與

科舉考試結合，促成儒學的深入士人生命與生活。杜甫於不

惑之年夜聽五臺僧誦詩，提出「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

一詩而兼攝儒、佛、風、騷與陶、謝，到知天命之年更有「親

風雅」、「法自儒家有」、「詩是吾家事」、「熟精文選理」

等，都可見杜甫回歸經典而又能轉益多師的詩學主張，至宋

乃有「集大成」與「開詩世界」兩種詮釋杜詩視角。全文分

別從「集大成的典範：量時適變，金聲玉振」、「隨時敏捷：

杜甫述作所關注的詩義與政事」、「異彩兼容：風騷陶謝的推

激與枝梧」、「典範再新：杜甫集大成的詩學意涵」四小節加

以論析，對杜甫「集大成」說及其詩學意涵有更全面的了解。 

第二章「始於論爭」52。唐代在君王獎掖、時人愛好的

文學氛圍下，表面上文學似乎獲得了執政者的高度重視，實

則淡化乃至斲傷了文學的獨特性與獨立性。本章旨在探討杜

                                                       
頁 3288-3292。 

52  本章曾以〈杜甫在唐代詩學論爭中的意義與效應〉為題，刊登於《中華

文史論叢》總第 9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頁 37-72），修

改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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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如何藉由「詩學論爭」的喧譁，破解「無聲無臭」的窘境，

進而引領唐代詩風。全文分由幾個角度切入：其一，惻隱之

美與狂簡斐然──初唐官修史書所確立的詩文典範；其二，

典範移轉與詩學論爭──從四傑到杜甫〈戲為六絕句〉；其

三，戲題劇論與大雅之作──杜甫的後繼者與韓、白分流；

其四，詩壇、詩選的杜詩定位與詩史的提出。由此釐清杜甫

在唐代詩學論爭中的評價與定位，及其對唐詩創作發展的意

義與效應。 

第三章「風雅可師」53。由唐入宋，杜詩逐漸發展成為

顯學，學杜成為詩壇主流，注杜、論杜與學杜的討論空間很

大。不同於歷來詩學建構著重在理論與概念的分析，本章嘗

試從記夢、謁墓與前身等情感徑路切入，探究不同於詩壇主

流的詩學議題如何被提出？如何與相關文本、詩話形成互文

或對話關係？對建構學杜的詩學譜系又有哪些開展？文中

首先闡發唐代詩人以記夢、謁墓表達對杜甫的心馳神往之

情，楬櫫杜詩的廣闊性與多元性，開啟了唐以後學杜的蓬勃

發展。其次探討宋人記夢、謁墓之作所側重的輯逸、箋注、

考據等具體層面，使杜甫其人與其詩相互推激而 登上詩歌

史上的高峰，確立杜甫「詩聖」與「詩史」的地位。再就宋

人另外選擇以前生／前身的方式，破解唐宋人在議論與考證

上的糾葛，避免使「學杜」流於過度浮泛，使學杜的詩學議

題呈現出更為繁富的多元面向。 

                                                       
53  本章曾以〈記夢、謁墓與前身──唐宋人學杜的情感路徑〉為題，刊登

於《成大中文學報》第 28 期（2010.4，頁 125-156），修改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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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成為典範」54。王安石採輯杜詩，選四家詩而

以杜甫冠首；黃庭堅摹刻杜甫兩川詩，江西詩派更推尊杜甫

為宗祖。後人認為王、黃為「真善學杜者」中的二大家，對

宋人「學詩者，非子美不道」有關鍵性影響。惟王、黃同為

學杜而大異其趨，本章即以東京與兩川為切入點，首先探討

杜甫由洛入蜀的經歷，如何引發東京與兩川的交響；再藉由

「東京之子美」的王安石，把杜詩中憂國憂民、憂生念亂的

種種心思，付諸實際的施政措施，辯證「相業」與「詞宗」

的離合。而黃庭堅參與纂修《神宗實錄》，以「史筆」裁斷

王安石的「相業」，因而貶官入蜀，更以超越現實的歷史高

度，著意於杜甫兩川詩的的保存與推廣。由此展現王安石與

黃庭堅學杜的兩種視角，恰可映現北宋文化的多元發展。 

第五章「板蕩同感」55。方回於宋元易代後評選《瀛奎

律髓》，以「聲詩亦所以言志」的「選詩之意」，論五七言律

詩以杜甫為祖，以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為三宗，蓋有其

深衷。本章首先從「板蕩識誠臣」的角度，闡釋《瀛奎律髓》

的命名與祖先之義；其次探究方回依家法而建構的「一祖三

宗」詩學譜系，釐析從唐詩之祖、杜甫之祖到一祖三宗的近

體詩學譜系。 後歸納出方回建構杜詩學的兩個切入點，一

在以「壯麗悲慨」為萬古詩歌準則，一在以「老成」與「知

                                                       
54  本章曾以〈東京與兩川──王安石、黃庭堅學杜的兩種視角〉為題，刊

登於《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 6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

頁 203-222），修改後收入。 
55  本章曾以〈方回《瀛奎律髓》論祖宗家法與杜詩學的建構〉為題，刊登

於《中國詩學研究》第 16 輯（2019.4，頁 129-149），修改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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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為詩歌傳世指標。由此來看方回所講究的律詩聲調，乃

不在於齊梁以來的圓熟工麗，而以杜律的拗峭鏗鏘與瘦硬枯

勁為「一斡萬鈞」的活法。方回把詩人際遇融入歷史的長流，

除了凝聚身處「世不常治」者的同情共感，更確立了杜甫近

體詩的創新性及其詩學意涵。 

第六章「摧陷廓清」56。同處易代之際，錢謙益在詩學

論述上的「立」與「破」，旗幟極為鮮明，造成「功」、「過」

兩極化的評價，亦為錢謙益所不避忌。而錢謙益的詩學理論

與詩歌創作，實是錨定杜甫而開展的，吳梅村指其「深心學

杜」，王漁洋亦稱「源於杜陵」而另有其面目，近人郭紹虞

《中國文學批評史》更直指其「以杜詩學為詩學」。惟錢謙益

藉由「摧陷廓清」以「存杜陵面目」的學杜徑路，其詩學譜

系乃建立在善／不善學杜與學／不學杜的對照與論爭上，並

依詩人主體的不同際遇而採浮動性建構，更因其所引發的敵

意環境，爭議始終不斷，反而模糊了焦點。本章透過錢謙益

對「學杜」與「注杜」的堅持，嘗試以儒佛雙拈的詩學譜牒

觀，分別從「不善學杜的譜系：徒具形式與但見方隅」、「善

學杜的詩學譜系：回歸情志與轉益多師」兩個面向加以闡

釋，並舉錢謙益以創作形塑理論的學杜實踐為佐證，期能跳

脫功過是非的紛爭，呈現錢謙益論學杜在建構詩學譜系上的

意義。 

第七章「帝王青睞」57。杜甫自比稷與契，一生憂國憂

                                                       
56  本章曾以〈錢牧齋論學杜在建構詩學譜系上的意義〉為題，刊登於《文

與哲》第 15 期（2009.12，頁 285-332），修改後收入。 
57  本章曾以〈清高宗與杜子美──《唐宋詩醇》評選杜詩平議〉為題，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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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憂生念亂，而志大難伸，懷才不遇，窮愁無奈，抑鬱以

終。生前不偶，身後又為史家指稱「好論天下事，高而不切」，

文人不幸有如此者。千載之下，清高宗弘曆御選《唐宋詩

醇》，首錄杜詩，稱其「蒿目時政，疚心朝廷，凡禍亂之萌，

善敗之實，靡不託之歌謠，反覆慨歎」，且許以「獨冠千古」，

可謂千古知遇。本章乃就《唐宋詩醇》朱筆御批部分，探討

弘曆評選杜詩之旨趣。就與創作有關者而言，分為體製上的

變化與獨詣、風格意境的卓犖渾涵、篇章布局的法極無跡、

遣辭造語的生造超妙四小節，有闡明體製淵源，有辨別風格

意境，有陳述篇章義法，有剖析修辭造語，並能知音曉律，

文字精練，徵引又博，非老於詩者不能道。雖疑有詞臣參與，

惜無佐證，故但問評論是否得當，而不計作者之真偽。就與

政事有關者而言，又分忠義之性與識略之遠、君主謀略與朝

廷用人、大臣職責與理亂之由等三小節，可知弘曆對杜甫之

善陳時事與深謀遠慮有極高評價，以為非尋常詞章之士所能

望其項背，至有直言「士大夫不可不知此意」、「凡為使者，

當書紳佩之」者。綜觀全書評語，有極能發明杜詩創作旨趣

者，亦有限於身分學養而為主觀偏見者。弘曆為一勤政有為

之君王，評杜雖不能盡得精采，然亦研究杜詩學所不可缺者。 

第八章「千載輝映」58。在杜詩經典化的過程中，有一

個無法避開的論題，那就是李杜爭訟。李白當時已有「天上

                                                       
登於《成大中文學報》第 3 期（1995.5，頁 65-109），修改後收入。 

58  本章曾以〈中國詩話中「莊、屈」異質共構的理論與實證〉為題，刊登

於《詩話學》第 7 輯（2005.12.，頁 135-172），修改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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謫仙」之譽，杜甫每自稱「野老」、「腐儒」，兩人性行迥異，

而李杜交誼，見諸兩人詩作者，本應無可爭。惟歷來一直存

在著對李杜的不同評價，有李杜齊名，有揚李抑杜，有尊杜

抑李，有調和李杜詩，或指李杜各有所長、不分軒輊，或說

李杜互有影響、相映成趣。大抵論杜甫也必然提及李白，論

李白也少不了杜甫，看似相反而實為相成，李杜也因論爭的

眾聲喧嘩而益見多元繽紛。論者多以杜可學而李不可學，本

章著眼於李杜異質中的李白，先從「解識李杜爭訟：交誼、

並稱與優劣」、「莊、屈異質共構的詩學論述」兩個角度加以

論析，再回歸李白文本，論述莊屈異質共構所開啟的閱讀視

域，為中國古典詩學在憤懣愁怨的抒情書寫之外，尋繹一條

「深情而不滯於情」的創作徑路，探討「纏綿」與「超曠」

同時具現所煥發出的藝術魅力，以見李杜爭訟的根源性及其

正向意涵。 

古典文學的「議題設定」研究，不能完全獨立於當時的

政治、經濟、民情等社會條件與歷史脈絡，比起論證既有文

學史現象，本書更在乎能發現什麼，及其在歷時性脈絡中的

特殊性與意涵。因此，從持續性的閱讀與研究過程中，擴展

文獻蒐集並閱讀新資料，回應現有的見解與研究成果，逐漸

浮現出問題本質，研擬出研究論題，對象可能是一個個體或

是一個群體，特別專注於具獨特性或指標性的文本及其相互

關係，擺在歷時性脈絡中進行長時段的檢視，運用歸納、比

較、對照等各種適用的研究方法進行資料分析，觀察研究對

象在特定時空下的獨特性和複雜性，釐析出較為完整的情境

脈絡，探究其形成、發展過程及意義。透過多元面向的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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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研究對象的生命體驗與經驗世界，採取較全面而同理深入

的了解，針對其選擇「學杜」的意義加以描述與詮釋，探索

其所發展出的新理念或新思維，期能以此作為建構豐厚學杜

譜系的論述基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