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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筆法、《公羊》學說與晚清詞學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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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羊》學與詞學同在晚清獲得充分關注，惜學界多忽視兩者的關聯。「詞出於

《公羊》」說，很可能是「某人」在《春秋》筆法與詩歌理論的接軌痕跡上，察覺《公

羊》學與常州詞學的詮釋方式相似，才提出的一個綜合性概念。因為當時詞壇掀起了一

股對唐宋詞進行政治詮釋的風氣，這種對「微言大義」的執意勘探，上下求索，與《公

羊》學對《春秋》的詮釋理念如出一轍。譚獻 (1832-1901) 對「詞出於《公羊》」說，

作出《公羊》學通於詞學「意內言外」之解釋。可知從經史之學到辭章之學，譚獻都以

「經世」與「微言」作為評鑑標準，是晚清今文學派銳意入世的思想延伸，也是《公

羊》學家以微言干涉世運之一大縮影。透過「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望能追溯晚清「詞

學」背後的「經學」依據，藉此呈現出清人觸類旁通的深厚學養。 

關鍵詞：《春秋》筆法，屬辭比事，《公羊》學，晚清詞學，龔自珍，譚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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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公羊》學與詞學同在晚清獲得充分關注，惜學界多忽視兩者的關聯。漢代以

降，《公羊》學長期為學者輕視，卻緣於世變而重振於晚清。常州《公羊》學派復

興於莊氏家族，劉逢祿 (1776-1829) 與宋翔鳳 (1777-1860) 親承其學，後有龔自珍 

(1792-1841)、魏源 (1794-1857) 張大其說，形成一股經世的學術思潮；繼有陳立 

(1809-1869)、譚獻 (1832-1901)、王闓運 (1833-1916) 等輩宏揚其學說，及至廖平 

(1852-1932)、康有為 (1858-1927)、梁啟超 (1873-1929)、皮錫瑞 (1850-1908) 等人

出，《公羊》學內涵益為豐富。上述學人多推崇西漢今文經學，並以《公羊》學為

研究核心，是以《公羊》學派與今文學派是互為表裡的關係。1 1903 年，張之洞 

(1837-1909) 云：「二十年來，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庵，經濟講王安

石，皆余出都以後風氣也」，2 揭示《公羊》學為晚清學術主流之一，學人多醉心

於此。值得關注的是，晚清詞壇曾出現「詞出於《公羊》」這命題，提供一個視角

讓我們瞭解《春秋》筆法、《公羊》學說與常州詞學的建構關係。作為《公羊》學

家又是詞學家的譚獻，則把《公羊》學延伸至詞學討論。譚獻活躍於咸豐、同治、

光緒年，一定程度是晚清學術與詞學思潮的歷史見證者，為我們考察《公羊》學與

詞學的可能關係提供一個切入點。 

本文指的「晚清詞學」之時段與「晚清史學」之時段 (1840-1911) 略有不同，

蓋詞學必然有自身的嬗遞軌跡：「清嘉慶二年 (1797)，張惠言的《詞選》問世，

這在詞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標誌了常州詞派的興起。此後直至我國現代的新

文化運動之前，常州詞派的理論基本上佔據了近代詞學界，詞學著作空前繁榮」，3 

是以本文指的「晚清詞學」時段乃以《詞選》問世之年 (1797) 作為起點，直至

1911年左右。 

                                                 

1 詳見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著，趙剛譯，《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

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陳其泰，《清代公羊學（增訂本）》（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1）。 
2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第 6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頁 4181-4182。 
3 謝桃坊，《中國詞學史（修訂本）》（成都：巴蜀書社，2002），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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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秋》筆法、《公羊》學說與常州詞派的潛在關係 

(一)「詞出於《公羊》」說考述 

據譚獻《復堂詞話》記載： 

魯川廉訪（珂謹按：即馮志沂。）官比部時，予入都游從，屢過談藝。

一日酒酣，忽謂予曰：「子鄉先生龔定庵言詞出於《公羊》，此何說

也？」予曰：「龔先生發論，不必由中，好奇而已。第以意內言外之

旨，亦差可傅會。」魯翁曰：「然則近代多豔詞，殆出於《穀梁》

乎。」蓋魯翁高文絕俗，不屑為倚聲，故尊前諧語及此。4 

晚清馮志沂 (1814-1867) 轉述定盦「詞出於《公羊》」之說，據字面直解，其說大

意是：詞源於《公羊》學，蓋兩者具相似意涵。然馮氏顯然出於「詞為小道」的觀

念，對定盦之見，施予戲謔，譚獻嘗為之辯解，則容後再談。然而，遍翻《龔自珍

全集》，都無法覓得有關論述，所以「詞出於《公羊》」說，其源頭有三個可能

性：一是出於定盦之口卻沒有記錄下來，二是源於定盦的散佚文獻中，三是出於時

人偽託。黃坤堯〈龔自珍詞新探〉一文，認為「詞出於《公羊》」說，非龔自珍一

時興起的無稽之談，而是他一個自覺的詞學概念，因龔氏從不稱詞體為「長短

句」，多用「長短言」（〈長短言自序〉、〈袁通長短言序〉等）代之，而「長短

言」一詞恰好出自《春秋公羊傳．莊公二十八年》之注疏（大意是「伐」一詞有長

言短言之別，暗寓了「伐人者」與「被伐者」的主客情況），此內證可說明「詞出

於《公羊》」說，很可能出自《公羊》學家龔自珍，非後人所杜撰。5 

然而，筆者認為這條「間接」的證據還未能充分證明此說必然出自龔自珍，但

無可否認的是，不管出自誰人之口，「詞出於《公羊》」說是「某人」曾提出過的

一個「命題」，凡存在過的話語大多有它的理由，我們不妨借此命題去進窺晚清詞

壇的發展面貌，進一步檢驗此命題是否具有「合理性」，再反過來推敲此命題有多

                                                 

4 譚獻，《復堂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4014。 
5 黃坤堯，〈龔自珍詞新探〉，收入龔自珍紀念館編，《龔自珍與二十世紀詩詞研討會論文集》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頁 17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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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能出自龔自珍，相信是一個相對客觀的研究方法。 

後世研究者多忽視「詞出於《公羊》」這命題，即便注意到此說，多一筆帶

過，未免輕視此詞學概念所蘊含的豐富意涵。欲進窺「詞出於《公羊》」說，得從

幾個脈絡展開闡述。從歷時性而言，一是廓清《公羊傳》與《春秋》的關係，以及

《春秋》筆法的形成；二是疏理《春秋》筆法與詩學理論的離合關係。從共時性而

言，一是考察《春秋》筆法與詞學理論的接軌痕跡；二是比較《公羊》學與常州詞

學的詮釋方式。 

(二)《公羊傳》與《春秋》的關係，《春秋》筆法的形成 

《春秋》是孔子記載魯隱公元年 (722 BC) 到魯哀公十四年 (481 BC) 的歷史

哲學著作，而《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是先後闡發《春

秋》義理的著作，合稱「春秋三傳」。《左傳》長於史實闡述，偏重典章制度與名

物訓詁的注釋，屬於古文經學體系；《公羊傳》側重義理闡述，務求挖掘孔子的

「微言大義」，屬於今文經學體系。所謂「微言大義」，指的是孔子在簡要記載

中，寓託其政治批判與社會理想，具一字寓褒貶的力量，可發揮「成《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6 的警世作用。然而，《春秋》僅以一萬八千字涵蓋二百四十二年歷

史，敘述必然簡略得很，但後世《公羊》學家深信《春秋》蘊含豐富的政治義理，

西漢《公羊》巨擘董仲舒 (179 BC-104 BC) 云：「《春秋》采善不遺小，掇惡不

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

不皆中其應」，7 於是進窺孔子微辭深意，成為《公羊》學家孜孜矻矻的使命。 

那麼，為何孔子之義要如斯迂迴而不直陳？《史記．匈奴列傳》有一解釋：

「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

諱之辭也」，8 揭示孔子為免觸忌犯諱，多用旁敲側擊之語言策略揭示歷史真相，

暗寓史家褒貶，於是催生了「《春秋》書法」（或稱「《春秋》筆法」）。雖然

《左傳》偏重史實考覈，但它對《春秋》筆法的描述頗為到位，《左傳．成公十四

年》：「《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

                                                 

6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

校勘記》本），卷 6，〈滕文公下〉，頁 211。 
7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威德所生第七十九〉，頁

463。 
8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卷 110，頁 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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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孰能脩之？」9 杜預將它概括為「《春秋》五例」，10 張高評將前四例釋作

「蓋《春秋》書法在修辭方面，講究措辭簡要，而旨趣顯豁；明載史實，而意蘊深

遠；委婉曲折，而順理成章；周賅盡致，而不歪曲事理，此四者之語言結構特色，

在用晦、尚簡、崇虛、貴曲；而晦、簡、虛、曲之風格，最易形成含蓄美與朦朧美

之詩美趣味」，11 可知所謂「《春秋》筆法」，蓋以婉而微、簡而晦之辭，傳達

「微言大義」（揭示歷史，褒貶政治，評判人物），從而發揮第五例的效果「懲惡

而勸善」，此敘述方式具強烈的修辭意味，12 故如張高評所言，《春秋》曲盡其

妙的「史學」筆法漸過渡至「文學」修辭，先後對詩文、詞曲、小說產生不同程度

的影響。 

最先與《春秋》筆法發生關係的是「詩」，這其實有深厚的傳統依據。《孟

子．離婁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13 指出天下大

亂，禮樂崩壞，採詩制度隨之廢弛，孔子才作《春秋》去承擔褒貶是非、撥亂反正

的政教責任，揭示「詩」與「史」功能無異、筆法相似，可謂同源而異軌。事實

上，在宋代，《春秋》筆法多與詩歌評論接軌，極大程度豐富了文學理論，不妨看

劉克（生卒年不詳）如何解杜詩，《西清詩話》云： 

［劉克］與客論云：「子美〈人日詩〉：『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

時。』人不能知。四百餘年來，唯子美與克會耳。」因取書示客曰：

「此方朔占書也。歲旦至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

馬、七人、八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流離，

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此豈《春秋》書『王正月』意耶？」14 

在宋人眼中，杜甫有「詩史」美名，催化論者將杜詩逐字逐句去比附政治、坐實時

                                                 

9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影印阮元校

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27，頁 879。 
10 同前引，卷 1，〈春秋左氏傳序〉，頁 20-23。 
11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春秋》書法與宋代詩

學──以詩話筆記為例〉，頁 126。 
12 錢鍾書：「《春秋》之『書法』，實即文章之修詞」。錢鍾書，《管錐編》第 3 冊（北京：三聯

書店，2001），頁 182。 
13 孫奭疏，《孟子注疏》，卷 8，頁 267。 
14 蔡絛，《西清詩話》，收入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2），頁 187。 



清  華  學  報 

 
556

事，像劉克旁徵博引，斷定杜甫〈人日詩〉一如《春秋》「王正月」句，看似尋

常，實有深意存焉。《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一句，簡而晦，《公羊傳》卻

認為有「大一統」之深意。15 同理，劉克強調此詩運用了《春秋》筆法，因此詩

貌似簡潔，實則是安史之亂的災難隱喻。可見在詩學層面，不乏硬要把詩歌與歷史

進行對照之論，旨在為詩歌挖掘更多現實意義，其理論立足點就是源遠流長的《春

秋》筆法。這種「《春秋》眼光」詮釋法，若運用恰當，自能察人所未察，參透詩

歌背後的歷史隱喻，然若操作不妥，必然穿鑿附會，一如劉克對杜詩作過多的政治

詮釋。 

(三)《春秋》筆法、「屬辭比事」與晚清「比興」詞學 

宋代大量對杜詩的解讀亦牽扯到《春秋》筆法，16 可見在一些古代評論者眼

中，《春秋》筆法與詩筆是互為關聯，前者對於詩歌創作、詩學評論都產生深遠影

響。及至清代，《春秋》筆法不唯為詩歌創作提供理論資源，17 還一定程度刺激

著詞學理論，惜此點常為學界忽視。光緒十九年 (1893) 左右，繆荃孫 (1844-1919) 

在概括常州詞壇時云： 

吾州乾嘉之間，才人輩出，茗珂［張惠言］導其先路，止庵［周濟］揚

其清芬，趨盛軌於唐音，訂中聲於宋調。意內言外，洨長之雅故。文微

義著，《春秋》之通例。淫哇既屏，厥體遂尊。18 

他對於將詞體「微言大義」抉發出來的常州詞派，給予高度肯定，認為此一詮釋傾

向，可溯源自「文微義著」的「《春秋》通例」，蓋指向《春秋》筆法。相類似

                                                 

15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1，〈隱公元

年〉，頁 6-11。 
16 詳見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臺北：里仁書局，2011），〈杜甫詩史與《春秋》書法

──以宋代詩話筆記之詮釋為核心〉，頁 311-374。 
17 嚴志雄指出錢謙益在詩歌理論與創作上推崇褒貶是非和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詳見 Lawrence 

C. H. Yim,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8 繆荃孫，《藝風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57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留雲借月龕填詞圖題詞〉，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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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陳廷焯 (1853-1892) 亦主張「情以鬱而後深，詞以婉而善諷」，19 所謂「婉

而善諷」，與《春秋》筆法之「婉而成章」極為吻合。陳氏更云：「金朗甫學於皋

文，詞選附錄七首，意遠態濃，婉而多諷」，20 指出張惠言弟子金應圭，其詞以

「婉而多諷」之辭，達到諷諭效果，此說察見兩師徒之詞學與《春秋》筆法之關係

匪淺。此外，吳翊寅 (1852-?)〈曼陀羅花室詞跋〉更直言：「詞雖小道，志微而

顯」，21 把《春秋》通例之「微而顯」納進詞學討論，進一步淡化了兩者的文體

界線。清末民初的陳匪石 (1884-1959)，其詞學多沿襲常州詞派，不無參酌價值，

其〈中興鼓吹序〉稱譽陳亮〈水調歌頭〉、劉克莊〈玉樓春〉：「詞嚴義正，上比

《春秋》」，22 看來寓有政治褒貶之詞，能格外得到他的垂青，他評史達祖〈雙

雙燕〉更云： 

如以寄託言，則「紅樓歸晚」以下六句，譏不思恢復、宴安鴆毒之非，

喻中原父老望眼欲穿之苦。曰「看足」，曰「應自」，曰「便忘了」，

曰「愁損」，曰「獨凭」，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居然《春秋》

之筆。23 

此論極具示範意義，揭示詞學理論如何與《春秋》筆法接軌。史達祖詞長於詠物，

其中不乏身世之感、家國之悲。史氏嘗為韓侘胄之堂吏，而韓氏曾為安內而呼籲北

伐。據此，陳匪石認為此詞婉而微地揭示南宋偏安歷史，對那些不思恢復、貪圖安

逸之士發出道德譴責，絕非一闋尋常的詠物詞而已。此論勾連相關史事，強調史達

祖字斟句酌選用「看足」、「獨凭」等辭，是為了強化復國無望的無奈，具尺幅千

里的藝術效果，一如《春秋》辭隱旨彰的修辭策略。 

緣此追問，《春秋》筆法為何突然與晚清詞學構成連繫？即如繆荃孫所言，這

些都是「茗珂導其先路，止庵揚其清芬」所衍生的詮釋風氣，因為在嘉道年間，先

後為常州詞派建構出「意內言外」法則的張惠言、周濟 (1781-1839)，都是以「文

微義著」的眼光詮釋詞作。 

                                                 

19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4冊，卷 8，頁 3976。 
20 同前引，卷 4，頁 3867。 
21 吳翊寅，《曼陀羅花室詞》，收入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第 4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3），頁 1785。 
22 陳匪石，《舊時月色齋詞譚》，收入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

2013），頁 3569。 
23 陳匪石，《宋詞舉輯論》，收入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 5冊，卷上，頁 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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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二年 (1797)，張惠言〈詞選序〉云：「《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

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

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24 說明以「興於微言」見稱的詞體，能提供一條委曲

深隱的抒情路徑讓賢人君子揭露歷史，蘊含寄託，此論與同是側重微言的《春秋》

筆法不無遙契處。張惠言論姜夔〈疏影〉云：「此章更以二帝之憤發之，故有昭君

之句。」25 乃視是闋詠梅詞為哀悼北宋滅亡之作，所謂「二帝之憤」，是指「靖

康之變」中徽宗、欽宗為金人所虜的歷史慘劇；論王沂孫〈眉嫵．新月〉云：「碧

山詠物諸篇，並有君國之憂，此喜君有恢復之志，而惜無賢臣也。」26 乃視此闋

詠月詞紀錄了作者在宋室傾覆後的深沉悲痛。這種穿鑿詞評散見於《詞選》，說明

在張惠言眼中，婉轉綢繆的情愛詞與詠物詞，非純粹吟風弄月，而是折射重要政治

事件的密碼暗語，屬於「興於微言」的修辭載體，讓具憂患意識的詞人立足於創傷

記憶與歷史洪流，間接地敘述時事、褒貶忠奸。 

同樣地，周濟《宋四家詞選》評辛棄疾〈太常引〉即云：「所指甚多，不止秦

檜一人而已」，27 顯然指責屢向宋高宗進讒言的主和派；評辛棄疾〈漢宮春〉時

云：「春幡九字，情景已極不堪。燕子猶記年時好夢，黃柑青韭，極寫燕安酖毒。

換頭又提動黨禍。結用雁與燕激射，卻捎帶五國城舊恨。辛詞之怨，未有甚於此

者」，28「燕安酖毒」是指不思進取、甘於偏安的南宋君臣，「五國城舊恨」則指

徽宗、欽宗慘被俘虜之事，是以周濟認為「辛詞之怨，未有甚於此者」，揭示他喜

把表層無直接反映時事而本屬於吟風弄月之詞，一併坐實到歷史事件（南宋政

局），讓「詞」躋身正統文學之列而享有與「詩」並駕齊驅的地位，29 這是常州

詞派一貫的尊體策略，學界多有討論，不贅。 

凡此，可證明繆荃孫把《春秋》筆法與詞學理論接軌的一刻溯源自張惠言、周

濟，是深具卓識的，因張、周俱以「文微義著」的眼光將詞作置於顯微鏡下反覆勘

查政治寓意，其操作方法不無從《春秋》筆法獲得沾溉。 

                                                 

24 張惠言輯，《詞選》，《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732冊，頁 536。 
25 同前引，卷 2，頁 547。 
26 同前引。 
27 周濟，《宋四家詞選》（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頁 32。 
28 同前引，頁 33。 
29 張、周二人賦予詞體褒貶功能，讓詞體繼承漢儒、陳子昂、杜甫、白居易等人所倡之「興寄」精

神，宣示詞一如詩般可干涉世運、諷諭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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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言標舉的「意內言外」，與有關描述《春秋》筆法的文獻亦甚有淵源。

《朱子語類．春秋綱領》引朱熹 (1130-1200) 說《春秋》，稱「當時天下大亂，聖

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30 揭示《春

秋》多借「書法」褒貶是非，不無「言外之意」。不難發現，朱熹所云「言外之

意」，與張惠言所云「意內言外」，有很大程度的契合，都主張從筆法幽隱之處挖

掘言外之義。即便是詮釋經典的理念，朱熹與張惠言都有相似性，《朱子語類》記

曰：「只是《春秋》却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31 闡述後

人解讀《春秋》，實非易事，當破解筆法，還原義理，方不辜負作者「不說破」的

用心。同樣地，張惠言拈出「意內言外」的詞學主張時，亦云：「今第錄此篇，都

為二卷。義有幽隱，並為指發」，32 主張《詞選》之評點（如前引例子），肩負

著揭示詞作幽隱之義的使命。張惠言詞論有否受朱熹影響，實難判斷，然而，兩人

思想之所以能類比，是因為朱熹相信《春秋》筆法藏有「言外之意」，一如張惠言

深信詞作筆法含有「意內言外」之寓；換言之，宣示經典寓有曲折「筆法」是兩人

的理論共質。因此，單從文獻淵源來看，張惠言之說非破空而來，而是有傳統憑據

的。 

過去研究者多視「比興寄託」為常州詞派之詮釋依據，33 此判斷當然無誤，

誠如易順鼎 (1858-1920) 所言：「近世善言詞者，推武進張皋文。皋文言詞以比興

為主，於古人所作，必合以當時情事，而知其用心。」34 然而，透過上文疏理，

有三點是本文要補充的。 

其一，「比興」發展到清代已漸與《春秋》契合。清儒章學誠 (1738-1801) 嘗

云：「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35「春王正月」就是《春

秋》「隱公元年」起首之文，說明要掌握《春秋》之婉辭，須輔以「言在此而意在

彼」之比興思維方能相得益彰。換言之，六義之「比興」與《春秋》之修辭，同側

重「辭隱旨閎」，兩者可觸類旁通。章氏之論把屬於「詩歌史」的「比興」與屬於

「經學史」的《春秋》統合起來，打通兩者的文類界限，洵為卓見，當是他觀察先

秦以降《春秋》筆法與詩歌理論的離合關係而得到的總結。更重要的是，連詞學的

                                                 

30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 6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2149。 
31 同前引，頁 2152-2153。 
32 張惠言輯，《詞選》，頁 536。 
33 如孫克強以比興寄託說闡釋常州詞派的詮釋傾向。孫克強，《清代詞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2004），頁 285-303。 
34 易順鼎，《摩圍閣詞》，收入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第 3冊，〈自敘〉，頁 1610。 
35 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世界書局，1975），〈史德〉，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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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興」也與《春秋》鑲嵌起來，丁紹儀 (1815-1884) 子壻胡鑑衡〈聽秋聲館詞話

跋〉：「《春秋》之義婉而明，可通比興。哀絲豪竹，中年自寫其胸懷。豔語清

詞，大旨必原於風雅」，36 在論詞的氛圍下，揭示出詞學比興與《春秋》筆法秘

響旁通。凡此，可說明繆荃孫之所以將《春秋》筆法與詞學理論相提並論，並非憑

空捏造，而是有理論依據的：「詩歌」與「春秋」之修辭策略與紀實功能在歷史長

河中經歷了「同源」→「離」→「合」的嬗遞軌跡（見前文疏理），進而有清人提

及「詩」、「詞」的「比興」方法可通於《春秋》筆法，揭示兩者的融合程度已相

當成熟；而「比興」方法恰是張惠言、周濟將「詞」向「詩」靠攏的理論基礎、邏

輯起點，所以繆荃孫將張、周的解詞方法與《春秋》筆法扣合起來之說，背後有詩

歌發展史的脈絡可尋。 

其二，《春秋》學的「屬辭比事」與張、周的詞學詮釋有相似性。《禮記．經

解》引孔子言，稱「屬辭比事，《春秋》教也」，37  提醒我們掌握「屬辭比

事」，有助破解《春秋》筆法，直探微辭隱義。然何謂「屬辭比事」？張高評綜合

清代學人姜炳璋（生卒年不詳）、張應昌 (1790-1874)、鍾文烝 (1818-1877)、章學

誠、孫希旦 (1736-1784) 有關「屬辭比事」之說解，細加剖析後，將「屬辭比事」

定義為：連接上下前後之文辭，類比對照相近相反之事跡。38 據此，張高評指

出：連屬上下前後之文辭，類比，對比、比興相近相反之史事，合數十年積漸之時

勢而通觀考察之，可以求得《春秋》不說破之「言外之『義』」，此之謂屬辭比

事，或稱為比事屬辭。39 張高評之說深造有得，當中指出「屬辭比事」與「比

興」詮釋法不無關聯，同是剖析文辭深層，以抉發文本「言外之『義』」，此說啟

人心智。如胡安國《春秋傳》，成於宋室南渡，多抉發《春秋》屬辭比事之法，藉

此抒匡時濟世之志（比興古今），40 此書提供一個側面讓我們瞭解到「比興」與

「屬辭比事」可觸類而通。緣此類推，張惠言、周濟對經典詞作的詮釋，固嘗取徑

                                                 

36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3冊，頁 2841。 
37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附校勘記》本），頁 1597。 
38 張高評，〈《春秋》曲筆書滅與《左傳》屬辭比事──以史傳經與《春秋》書法〉，《成大中文

學報》，45（臺南：2014），頁 5-6。 
39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方苞古文義法：以《文集》之讀史、序跋為核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

報》，60（香港：2015），頁 228。 
40 胡安國《春秋傳．序》：「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

之正……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

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胡安國著，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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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比興」，但其詞學詮釋法一定程度與「屬辭比事」此一傳統吻合，各舉一例闡

述。張惠言論姜夔〈暗香〉云： 

題曰「石湖詠梅」，此為石湖作也。時石湖蓋有隱遯之志，故作此二詞

以沮之。白石〈石湖仙〉云：「須信石湖仙，似鴟夷飄然引去。」未

云：「聞好語，明年定在槐府。」此與同意。首章言己嘗有用世之志，

今老無能，但望之石湖也。41 

〈暗香〉屬詠梅詞，起句「舊時月色」，先言他物，引起所詠之事，符合「比興」

尤其「興」的傳統標準，為張惠言的「比興」詮釋法（比附政治）提供理論基礎。

在張惠言眼中，此闋詞借范成大（1126-1193，號石湖居士）之事，寓託了作者從

「入世」到「出世」之無奈、鬱抑。此一解讀，非局限於單一詞作，而是將它類比

另一闋詞〈石湖仙．壽石湖居士〉，闡明〈石湖仙〉中「鴟夷」（范蠡歸隱後自號

鴟夷子皮）至「槐府」（古之朝廷多種槐樹，後以槐府代稱官府）語，有深意寄

焉：范成大意欲歸隱，姜夔以典故勸阻。世換時移，姜夔〈暗香〉再寫石湖，悲從

中來，寄寓自己於國勢日衰之際，卻老去無能。不難發現，張惠言的詮釋法是：系

統連接詞作上下前後之文辭典故，類比對照相近之文獻事跡，從而挖掘詞作筆法底

下的政治微辭（作者於南宋局勢無能為力），與「屬辭比事」之詮釋理念有相近之

處。 

周濟論數闋〈蝶戀花〉（誰道閒情拋棄久）、（幾日行雲何處去）、（庭院深

深深幾許）時云：「數詞纏綿忠篤，其文甚明，非歐公不能作。延巳小人，縱欲，

偽為君子，以惑其主，豈能有此至性語乎。」42 數闋〈蝶戀花〉是出於馮延巳還

是歐陽脩？向有爭議，但周濟斷定數詞為歐陽脩所作，因諸詞情志惶恐無助，仍纏

綿忠篤，擇善固執（文辭如「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淚眼倚樓頻

獨語」等，可互文見義），似寓託了歐陽脩置身北宋新舊黨爭中，仍秉持崇高人

格、狷介節操之義。相反，周濟或據馬令《南唐書》、陸游《南唐書》等歷史文

獻，認為馮延巳人格卑劣，虛偽縱欲，紊亂朝政。在「詩如其人」的傳統命題下，

周濟認為數闋〈蝶戀花〉，必出自君子，非出自小人馮延巳。因此，周濟斷定諸詞

表層雖在悲秋憐春，卻寓託了歐陽脩的政治微言、忠奸褒貶。此一判斷，是連屬詞

                                                 

41 張惠言輯，《詞選》，卷 2，頁 547。 
42 周濟，《宋四家詞選》，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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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前後之文辭，再類比、對比相近相反之史事，通觀歷史時勢、作者人品而得之。

此詞學詮釋法一定程度類於《春秋》學「屬辭比事」之法，同是側重文本「筆法」

下的微辭隱寓。 

值得一提的是，周濟除了是詞學家，亦是史學家，約於嘉慶十八年 (1813)，

周濟有感過去晉史繁蕪浮誕，於是悉加刪裁，歷廿多載苦功，遂於道光十八年 

(1838) 撰成《晉略》十冊。道光十二年，周濟圍繞《史記》展開闡發，撰成《味

雋齋史義》二卷，其《味雋齋史義．自序》交代了寫作動機，43 周濟引用《孟

子．離婁下》的話語，重申《春秋》在「事」與「史」的表層記述下，乃寓含了孔

子深刻的「義」，具有一字寓褒貶的批判力量。在周濟看來，司馬遷《史記》繼承

了孔子作《春秋》的精神，並不會拘泥於歷史的敘事，而是在字裡行間寓含政治批

判，即所謂「自黃帝至於麟止，皆太史所寓焉」，故作此書以明《史記》之所寓。

舉一例說明，按時序言，〈孔子世家〉當置於戰國四世家（趙世家、魏世家、韓世

家、田敬仲完世家）之前，44 然《史記》將之置於〈田敬仲完世家〉之後，似有

不妥。對此，周濟連同後隨的〈陳涉世家〉闡釋其潛在用意：「陳涉何以名世家，

曰：『次三代之事，終于七國，次七國之事，終于田齊。列〈孔子世家〉于田齊後

者，所以終三代也。列陳涉世家于孔子後者，所以開楚漢也，是古今之大變也。孔

子存三代以前之禮樂，陳涉開楚漢以後之征伐，古無先者，是以貴之也。貴陳涉而

次之至聖之下，不已傎乎？』曰：『此太史之微言大義也』」，45 強調《史記》

之篇次安排蘊含深刻寓意，藉此突顯孔子於歷史長河扮演著承先啟後的關鍵角色。

可見作為史學家的周濟，不時用《春秋》筆法的眼光去闡釋史書微言，故其闡幽抉

微、比附政治的詞學傾向，一定程度從《春秋》學中獲得借鑑。46 

其三，龍榆生 (1902-1966)〈論常州詞派〉：「迨張氏《詞選》刊行之後，戶

誦家絃，由常而歙，由江南而北被燕都，更由京朝士大夫之聞風景從，南傳嶺表，

                                                 

43 「昔人稱史記為太史公書，以人名其書者，明此人欲自發，舒知空言，不如實事，故取舊文自證

明，古立則今悟，著見則微表，文成則指達。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

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之謂也。……自黃帝至于麟止，皆太史所寓焉。……則有其所

寓者，求其所寓者，而彼固一以貫之矣。」周濟，《味雋齋史義》，《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451

冊，頁 481。 
44 孔子生於公元前 551 年。公元前 453 年，韓、趙、魏瓜分晉國剩餘土地，從此韓、趙、魏稱為三

晉。後來田氏竄齊則發生於公元前 386年。若按時序言，〈孔子世家〉當置於戰國四世家之前。 
45 周濟，《味雋齋史義》，頁 492。 
46 《春秋》既是「經」，亦是「史」，晚清「詞史」說的盛行，是緣於「史學」對「詞學」的影

響，筆者擬另撰一文闡述「史學」與晚清「詞學」的建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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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靡兩浙，前後百數十年間，海內倚聲家，莫不沾溉餘馥，以飛聲於當世，其不為

常州所籠罩者蓋鮮矣」，47 作為席捲晚清詞壇的常州詞派，其詮釋體系之建構，

也許不止一個「比興」源頭而已。透過疏理《春秋》與詩歌的離合關係，揭示常州

詞派的理論依據，實可溯源自與「比興」關係緊密的「《春秋》筆法」、「屬辭比

事之法」，進一步掌握他們立論的「籌碼」，可知常州詞派之所以言之鑿鑿，無懼

附會之譏，並構成無遠弗屆的影響，原來有一個強大的經學傳統為他們撐腰，那就

是緣《春秋》而衍生的詮釋學。 

(四)《公羊》學派與常州詞派對經典的詮釋方式 

前述「詩」、「史」同源、《春秋》筆法與詩歌理論的離合關係，很大程度能

幫助我們瞭解晚清「詞學」與側重《春秋》筆法的「《公羊》學」之可能關係。王

基倫說：「即使古文經《左傳》和今文經《公羊傳》、《穀梁傳》都認同『《春

秋》筆法』的存在，但是他們對『義例』的講求，卻是前者以『事』為主，後者以

『義』為主」，48 乃強調《公羊》學以探索《春秋》筆法底下的「微言大義」作

為原則。所以大體來說，《復堂詞話》記載「某人」提出「詞出於《公羊》」說，

很可能是一個用來描述常州詞派詮釋風氣的概念。其邏輯推論是，當時詞壇掀起了

一股對唐宋詞進行政治詮釋的風氣，這種對「微言大義」的執意勘探，上下求索，

與《公羊》學對《春秋》的詮釋理念如出一轍。雖一為「經學」詮釋，一為「文

學」詮釋，表層無甚關係，但唐宋以降，「《春秋》筆法」（經學）漸與「詩學理

論」（文學）接軌，及至清代它更與「詩」、「詞」的「比興方法」（章學誠、胡

鑑衡之論）、「詞學理論」（陳廷焯、繆荃孫等人之論）接軌；這些縱向、橫向積

累而成的條件，都為《公羊》學與詞學的連繫提供了一個契合點。因為無論是《公

羊》學家對《春秋》的詮釋，抑或是常州詞人對唐宋詞的詮釋，他們都深信所接觸

的經典文本，是蘊含著政治意涵與道德褒貶，但這種意涵不是直陳的，而是作者透

過一種婉而微的「筆法」將它匿藏，留待精英讀者心領神會。也就是說，在繆荃孫

察覺到張、周以「《春秋》眼光」詮釋經典詞作之前，「某人」早以意涵更豐富之

「詞出於《公羊》」說，道出此中複合交叉的現象，不失為一個敏銳的觀察。 

                                                 

47 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387-388。 
48 王基倫，〈「《春秋》筆法」的詮釋與接受〉，收入林慶彰、蔣秋華主編，《經典的形成、流傳

與詮釋》第 1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頁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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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概念性陳述未免抽象，不妨具體對照《公羊傳》與常州詞派的詮釋方法。先

看張惠言如何評說歐陽脩〈蝶戀花〉： 

「庭院深深」，閨中既以邃遠也。「樓高不見」，哲王又不寤也。「章

臺」游冶，小人之徑。「雨橫風狂」，政令暴急也。「亂紅」飛去，斥

逐者非一人而已。殆為韓、范作乎。49 

張惠言硬要將此閨怨詞與北宋「新舊黨爭」混為一談。張氏把詞中的男女語境全轉

化為君臣語境，認為「庭院深深」、「樓高不見」、「亂紅」等辭都是幽微的政治

隱喻。引文的「閨中既以邃遠也」，「哲王又不寤」，俱出自《離騷》，50 自有

深邃之意，蓋北宋政壇屢有小人進讒，導致君王親佞遠賢，備受蒙蔽。最後賢臣

（女子）儼若「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屈原，不得不被君王（情郎）無情放逐，

成為黨爭的犧牲品。一闋簡單的愛情詞，在張惠言對照史事文獻、相關典故的解碼

過程中，字字寓褒貶，句句關時局，蘊含著深刻的忠奸之辨與歷史之嘆。 

再看《公羊傳》如何詮釋桓公四年之「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

之庖。51 

在《公羊》學家看來，《春秋》文辭精煉得一字不苟。按照《公羊傳》的理解，春

天之田獵應稱作「苗」，而今卻稱作「狩」，一字之易，實是譏諷遠去田獵的諸

侯，此舉為的竟是招待賓客、豐富庖廚，可謂不務正業，驕奢淫逸。可見《公羊》

學家視《春秋》為千錘百鍊的文本，絕不放棄一字一句的詮釋機會，再透過文獻的

類比對照，讓聖人孔子之政治褒貶、人物評斷得以還原。 

《公羊傳》這種字斟句酌、必然導向政治褒貶的解經模式，很大程度類似常州

詞派的解詞取向。除了操作方法之相似，兩者衍生的弊端亦同，也就是穿鑿附會。

張惠言猜燈謎般將詞體攀附政治，早在晚清惹來訾議，張祥齡《詞論》：「詞主譎

                                                 

49 張惠言輯，《詞選》，卷 1，頁 541。 
50 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頂淵文化，2005），頁 34。 
51 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4，頁 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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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與詩同流……但不必如張皋文膠柱鼓瑟耳」；52 王國維《人間詞話》：「固

哉，皋文之為詞也。飛卿〈菩薩蠻〉、永叔〈蝶戀花〉、子瞻〈卜算子〉，皆興到

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羅織」，53 兩人道出張惠言斷章取義、牽合過甚

的固執。至於《公羊傳》，雖能補《左傳》不足，揭示《春秋》大義，但不無夾雜

天人感應之說，常把天視作一種有意識、有意志、有目的之神秘力量，例如對於

《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之「西狩獲麟」，《公羊傳》釋作「麟者，仁獸也，有王

者則至」，54 把「麒麟」的出現與「王」的出現連繫起來，具有孔子受命於天的

含義；並提出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55 的結論，這些闡述成為後世

《公羊》學家視孔子為「素王」、「預言家」的核心依據。而且，兩漢董仲舒、何

休 (129-182) 的《公羊》著作，亦常夾雜陰陽五行、災異迷信的內容，非實事求是

的治學產物。因此，楊伯峻才毫不客氣痛詆《公羊》學「不是穿鑿附會，便是迂腐

迷信……總而言之，《公羊傳》、《穀梁傳》，不是空話，便是怪話，極少具體的

有價值的歷史資料」。56 上引批評不無偏激成分，但能揭示出《公羊》學派與常

州詞派對經典的詮釋方式立意雖高，然若走向極端，難免衍生穿鑿牽合的弊端，兩

者共同的弊端，為「詞出於《公羊》」這命題多提供一個存在於晚清的合理性。 

(五)「詞出於《公羊》」說是否出自龔自珍？ 

雖然從現存《龔自珍全集》找不到相關論述，但研究者多根據馮志沂的轉述，

認定「詞出於《公羊》」說出自龔自珍，然他們的論證過程不無瑕疵，當中較有代

表性的是陳新璋與嚴迪昌。陳氏認為：「龔自珍受《公羊》論政方法的啟示，在自

己的詞作中使用微言以表達深意」；57 嚴氏認為：「龔自珍詞在藝術手段上多用

微言大義的議論」，是與他「『詞出於《公羊》』的觀念有直接關係」，58 這些

判斷大抵對定盦詩的詮釋習慣全盤移植至其詞作解讀所得，不是說定盦詞全無政治

寄託，其〈減蘭．人天無據〉、〈醜奴兒令．游踪廿五年前到〉、〈臺城路．山陬

法物千年在〉，當有「微言大義」深蘊其中。然而，這些作品只佔集中少數，若據

                                                 

52 張祥齡，《詞論》，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5冊，頁 4213。 
53 王國維，《人間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5冊，頁 4261。 
54 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28，頁 711-712。 
55 同前引，頁 722。 
56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24-26。 
57 管林、鍾賢培、陳新璋，《龔自珍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頁 155。 
58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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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判斷其詞多反映政治、議論時局，是感時憂國之載體，再反過來證明「詞出於

《公羊》」說出於定盦，不無以偏概全。 

因此，學界最新研究已嘗試對前賢判斷作出調整。像習婷指出定盦有詩詞之辨

的自主意識，其詩多反映時事，其詞則抒懷寫情，這緣於其〈宥情〉、〈長短言自

序〉所主張的「抒情」詞學觀，所以其詞是「作為其尊情、暢情的途徑，是其抒發

自我、陶冶性情的工具，所以，詞於龔自珍而言也有著特殊的意義，是不同於詩文

的特殊存在」。59 誠然，定盦詞集佔絕大多數的是「愛情詞」，是私密的抒情區

域，是以楊柏嶺說：「在龔氏現存一百六十餘首詞中，情愛詞占據了大半」。60 

因此，本文認同黃坤堯的判斷：「龔自珍可能認為詞絕對是一個反映個人私隱的感

情天地，同時也是難以言宣的內心感覺，低徊幽眇，不必陳義太高，亦不同於詩文

所承載的沉厚的用世理念」。61 既然定盦詞主調不是政治寄託，而是純粹的情愛

抒寫，那麼陳新璋與嚴迪昌之說仍需商酌。 

所以本文認為，如果要論證「詞出於《公羊》」說是出自龔自珍，倒不如採取

另一個方法：既然「詞出於《公羊》」說與定盦〈宥情〉、〈長短言自序〉的「尊

情」創作主張相左，62 又不能高度體現在其詞集，那不妨判斷此說不是一個應用

在他自己身上的「規範性」理念，而是一個對常州詞派進行概括的「描述性」概

念。 

此論證方法的理據是：定盦曾師承今文學家劉逢祿，專研《公羊》學，其《春

秋決事比答問》、《五經大義終始論》、《五經大義終始答問》有相關闡述。此

外，定盦也是一個詞學家，著有《懷人館詞選》、《紅禪詞》、《影事詞選》、

《小奢摩詞選》、《庚子雅詞》，以及數篇詞序。兼是《公羊》學家、詞學家的定

盦，認為《春秋》具有特殊而迂迴的「筆法」，63 且判斷《公羊》學能進窺《春

                                                 

59 習婷，《龔自珍詞學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頁 56。 
60 楊柏嶺，《龔自珍詞箋說》（合肥：黃山書社，2010），頁 15。 
61 黃坤堯，〈龔自珍詞新探〉，頁 181。 
62 定盦〈長短言自序〉：「情之為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

反尊之」，表明其詞體創作以「尊情」為指導原則。見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75），頁 232。 
63 定盦〈己亥雜詩〉：「欲從太史窺《春秋》，勿向有字句處求」，認為《春秋》大義蘊含在字面

之下，即承認《春秋》有特定之「筆法」；定盦〈春秋決事比自序〉：「乃獨好刺取其微者，稍

稍迂迴贅詞說者，大迂迴者」，說明他習慣透過分析迂迴「筆法」以進窺《春秋》微言。同前

引，頁 53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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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大義（筆法），64 這意味著他對特別看重經典的潛在意涵，此價值判斷為同

注重「微言大義」的「常州詞學」與「《公羊》學」提供了一個契合點。更重要的

是，定盦與張惠言、周濟同處嘉道年間，他與周氏嘗有來往，65 也與張惠言弟子

宋翔鳳結為好友，66 更寫了一首名詩〈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恆〉，67 細數常州大

儒的學術專長，稱譽當地「人人妙擅小樂府（詞）」，首肯之情，溢於言表，故定

盦對於常州前輩張、周的詞學主張，自不會陌生。 

所以若「詞出於《公羊》」說是龔自珍之言，那麼以定盦之學養與眼光，其

「詞出於《公羊》」說，或許非如馮志沂所云，僅是戲言而已，亦不能以譚獻「意

內言外」一辭就能將它闡釋無遺，而是定盦對經學史與文學史的離合關係（《春

秋》筆法通於「詩」「詞」比興）有一宏觀把握，68 也深知《春秋》具有「微文

比較，出沒隱顯」69 之婉微筆法，並察覺《公羊》學與常州詞學的詮釋方式相

似，才提出的一個綜合性概念，旨在對常州詞學的立論取向作出一個概括力強的

「描述」。70 

當然，這只是為前賢要證明「詞出於《公羊》」說出自定盦之判斷多提供一個

可行的論證方法。本文的立場是，無論「詞出於《公羊》」說是否出自定盦，這曾

經存在於晚清的「深刻」學說，是一個非三言兩語就能闡釋無遺的複雜概念，它提

供一個絕好的視角讓我們瞭解《春秋》筆法、《公羊》學說對於常州詞學之建構曾

發揮著重要作用。 

                                                 

64 定盦〈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五〉：「《春秋》，質家也，公羊氏受《春秋》改制大義，故習於《春

秋》而為之說。漢亦質家也」。同前引，頁 64。 
65 道光七年，龔自珍曾為周濟所繪《程秋樵江樓聽雨卷》題詩二首，詳見樊克政，《龔自珍年譜考

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311。 
66 詳見郭延禮，《龔自珍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7），頁 57、63、64、83、84、90、91、

115、155、191。 
67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頁 494-495。 
68 上引定盦〈己亥雜詩〉：「欲從太史窺《春秋》，勿向有字句處求」，是以「詩歌」的方式去論

述「春秋」筆法，一定程度是他打通「文學」與「經學」界限的學養體現。 
69 見龔自珍，《龔自珍全集》，〈春秋決事比自序〉，頁 233。 
70 誠如前述，張惠言等人不時將唐宋詞比附時事，一定程度預設了詞「與生俱來」就是政治內容的

載體，是以「詞出於《公羊》」說，應是對此影響極大的詮釋風氣作出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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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世與微言：譚獻詞學與《公羊》學的關係 

(一)譚獻的「比興」詞學 

譚獻，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人，是晚清著名學者、詞學家，其論詞話語

散見於《篋中詞》、《譚評詞辨》、《復堂日記》以及數篇詞集序跋，其弟子徐珂

於譚獻身後輯成《復堂詞話》，然其所輯多有遺漏，今人譚新紅有《重輯復堂詞

話》，文獻相對完整。葉恭綽 (1881-1968) 云：「仲修先生承常州派之緒，力尊詞

體，上溯風騷，詞之門庭，緣是益廓，遂開近三十年之風尚。論清詞者，當在不祧

之列」；71 龍榆生更認為譚獻是「近代詞壇之一大宗師也」，72 諸人肯定譚獻主

一時壇坫、開一代風氣的詞學貢獻。學界對於譚獻的詞學研究相對豐富，但大多孤

立地觀照其詞學論述，鮮有結合其詞論以外的《復堂日記》、《復堂類集》、《復

堂文續》、《董子定本》予以闡述。以下嘗試在譚獻全集基礎上，論證晚清《公

羊》「經學」一定程度成為了譚獻「詞學」的理論資源，這種異源而同軌的思想轉

移，催化「理論」與「政治」的連繫趨勢，迸發出不同文本被重新詮釋與定位的潛

在力量。 

一如前述，無論「詞出於《公羊》」說出自何人，譚獻對於此說，釋之為「龔

先生發論，不必由中，好奇而已。第以意內言外之旨，亦差可傅會」，他雖認為此

論不無炫奇成分，然亦道出自身體會。在譚獻眼中，「詞」之所以通於《公羊》，

是因為「意內言外」可作為連繫兩者的「橋樑」。所謂「意內言外」，顯然是推衍

張惠言〈詞選序〉之說：「意內而言外謂之詞」。譚獻是常州詞派重要一員，在定

盦所論基礎上，強調詞體某些特質可打通《公羊》的界限，我們不妨緣此探本溯

源，為譚獻勾勒出一個看似獨立卻相互連繫的治學框架。 

譚獻「意內言外」說，是強調詞作蘊含著豐富的言外之意有待抉發，此概念得

以建構起來，需立足於《詩》、《騷》的「比興」傳統，據此法則，他認為讀者可

擁有近乎「再創作」的詮釋權利、興發意志，其〈復堂詞錄序〉：「是故比興之

義，升降之故，視詩較著，夫亦在於為之者矣。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絜行芳，而

後洋洋乎會於《風》《雅》……又其為體，固不必與莊語也，而後側出其言，旁通

                                                 

71 葉恭綽，《廣篋中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頁 121。 
72 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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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情，觸類以感，充類以盡。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73 

主張以抽絲剝繭的「比興」眼光，抉發出詞體「意內言外」的嚴肅內容，一定程度

鬆動了作者之心與讀者之心的連繫關係。可見「比興」是其「意內言外」的核心依

據，若要論「意內言外」，得從「比興」談起。 

除了《復堂詞錄》，74 譚獻花了畢生精力編纂當代詞選《篋中詞》，錄清代

各時期詞家約 375 人，詞作數量達 948 闋，是晚清極重要的選本，冒廣生 (1873-

1959) 云：「仁和譚仲修［獻］，循吏文人，倚聲巨擘。篋中一選，海內視為玉律

金科」，75 指出其選集影響之深、傳播之廣。譚獻開宗明義說：「予欲撰《篋中

詞》，以衍張茗柯、周介存之學」，76 意欲張大以張、周為首的常州詞派。緣

此，譚獻以「比興」作為去取標準，「予欲訂《篋中詞》全本，今年當首定之。選

言尤雅，以比興為本，庶幾大廓門庭，高其墻宇」；「檢閱止庵《宋四家詞選》，

皆取之竹垞《詞綜》，出其外僅二三篇。僕所由欲刪定《篋中詞》，廣朱氏所未

備。選言尤雅，以比興為本，庶幾大厥門庭」。77「比興」作為一種表現手法，在

詩歌發展史上一直與「政治寄託」互為隱喻產生作用，當充滿暗示性之「比興」成

為常州詞派之綱領，他們所承繼的是漢儒解《詩》與清初箋晚唐詩者的價值取向。

就詮釋言，常州詞派慣把風花雪月、男女哀樂等的詩歌物象都認定為深婉的政治譬

喻；就創作言，他們期許時人將家國情懷「曲折」地蘊含在詩歌裡，也就是透過

「比興」技巧傳達政治「寄託」。換言之，他們預設了詞體大多關乎政治，把外在

景物用作純粹抒情的可能性去掉，無論表層意象涉及到怎樣的物象，在他們眼中都

只是用來建構「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政治隱喻。一心弘揚常州派家法之譚獻，並非

只把「比興」掛在口上而已，而是透過大量相關詞評，將此概念所蘊含的力量釋放

出來，附錄一臚列了《篋中詞》、《譚評詞辨》、《復堂日記》有關政治美刺、士

人出處進退、反映時事之話語。 

不難察覺《譚評詞辨》、《復堂日記》與《篋中詞》都有相似論述，揭示譚獻

有一以貫之的詞學傾向，下文以《篋中詞》展開闡述。從附錄可知，《篋中詞》滿

                                                 

73 譚獻著，譚新紅輯，《重輯復堂詞話》，收入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 2 冊，頁 1306-

1307。 
74 《復堂詞錄》是譚獻選錄由唐至明之詞選集，收詞約千闋，惜此書未正式刊行，稿本藏於國家圖

書館，但從〈復堂詞錄序〉可窺見其選詞理念。 
75 冒廣生，《小三吾亭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5冊，卷 1，頁 4671。 
76 譚獻著，范旭侖、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 72。 
77 同前引，頁 12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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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導向、強調比興之詞評，昭示詞體非作者苟為雕琢曼辭而已，而是士人刻意

經營、潛心摸索的創作，自是寄寓深遙，忠厚纏綿。當然，該選集不乏直述時事之

詞，如張景祁 (1827-?)〈秋霽．基隆秋感〉、鄭文焯 (1856-1918)〈摸魚兒．金山

留雲亭餞沈仲夏中丞，酒半聞江上笛聲，起亂煙衰柳間。感音而作，不知覺其辭之

掩抑也〉等，譚獻將它視作感時憂世的載體，自無不妥。但附錄詞評更多是預設無

直接反映時事之詞啟動了「比興」隱喻機制，讓譚獻扮演著解碼者將其潛在意涵抉

發無遺。 

在愛情詞方面，如蔣春霖  (1818-1868)〈踏莎行〉，其表層刻劃屬「閨怨

詞」，譚獻卻將其傷春情緒歸咎於「金陵淪陷事」，指咸豐三年 (1853)，太平軍

血腥攻陷南京之役。按照其「戀語痴語，推之忠愛」之邏輯，「無人小院纖塵隔。

斜陽雙燕欲歸來，捲簾錯放楊花入」，非僅寫庭院之凋零、婦人之落寞，而是指涉

滿目瘡痍的南京，那裡連嬌小燕子都無法覓得棲身地，百姓之顛沛流離不難想見，

故發出「東風一夜轉平蕪，可憐愁滿江南北」之深刻慨嘆。詠物詞方面，許宗衡 

(1811-1869)〈霓裳中序第一．秋柳〉、姚正鏞 (1843-?)〈淒涼犯．寒鴉〉，譚獻分

別視作「念亂懮生」、「念亂之言」，以詞中衰頹之草木，悽惶之鳥獸，為世變滄

桑的側影；朱彝尊 (1629-1709)〈綺羅香．和宋別駕牧仲咏螢〉、錢芳標（生卒年

不詳）〈水龍吟．咏螢〉，譚獻分別視作「刺詞」、「當時貳臣幸進，詞人刺

之」，乃認為趨吉避凶之螢，當指涉朝中勢利小人，說明詞體何嘗不可介入政治，

發揮諷諭力量。感懷詞方面，宋琬 (1614-1673)〈蝶戀花．旅月懷人〉，譚評「懮

讒」；黃長森（生卒年不詳）〈踏莎行．秋懷〉，譚評「失職不平，婉曲可以諷

矣」；馬汝輯 (1900-1977)〈二郎神〉，譚評「士屈於不知己」；馮煦 (1842-1927)

〈一枝花．曉經秦郵，過故居作〉，譚評「幽咽怨斷，夢華詞境，感遇為多」。這

些詞作纏綿悱惻，幽怨暗生，多透露難以名狀的複雜情緒，然其本事多被隱去，在

根據不足情況下，譚獻卻一律視作仕途之反映。上文分類闡釋是為了便於論說，事

實上《篋中詞》不同類別之選詞，都經常被附上有關政治歷史、仕途進退之綜合評

斷。 

詞之為體，本是小道，向有吟風月、拈花酒、寫愛情之深遠傳統，所以常被稱

作「側豔之詞」，不必讓它承擔言志載道之責任，令詞體創作相對自由，士人能藉

此抒懷寫恨、宣洩情慾，釋出一些於詩文不敢直陳的真感情。但這些真感情宜透過

委婉深致的藝術手法傳達出來，因詞體創作多追求「要眇宜修」的美學，若直抒胸

臆則非「當行本色」。故詞外之事常內化為詞中之情，如夢似幻，恍惝迷離，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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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連串有待解構的暗碼，輒衍生許多「不確定性」，誘發讀者以文化記憶、歷史

經驗對不同意象群作出相應聯想。譚獻等人即根據「比興」傳統，喜把歧義性、模

糊性、模稜兩可之詞，一併坐實到具體的政治語境，將常州詞派的尊體技倆踵事增

華，發揚光大。 

譚獻對「比興」的堅持可謂甚矣，並以此作為評騭詞集之標準。其〈笙月詞

敘〉即稱該集「致兼情文，雅備比興」；其〈蘋洲漁唱敘〉云：「公束去年賦《春

柳》四詩，傳唱東南。身世之感，民物之故，託興如見」；其〈留雲借月庵詞敘〉

云：「世稱填詞為詩餘者，豈不以流連哀樂，推燖比興」；其〈三家詞序〉云：

「賦當六藝之一，宋景喁于詞出八代而還比興十九……綺藻麗密，意內而言外；疏

放豪逸，陳古以刺今……纏綿忠愛，香草之寄」；其〈願為明鏡室詞稿敘〉云：

「主於風喻，歸於比興」；其〈蹇盦詞〉云：「大端則詞尚比興，小而字句各有氣

類」；〈鶴緣詞〉云：「定予填詞婉麗，樂府之餘，而通於比興，可諷詠也。」78 

上引充分說明，詞體深婉委曲的修辭傾向，屢被譚獻視作美人香草的寄託，並將它

導向更深刻、更精邃的政治意涵，為本處於文學邊緣位置的詞體掙得合理生存空

間，讓它躋身詩文行列而承擔載道致用的責任。 

(二)詞學之「意內言外」與《公羊》學之「微言大義」 

上文闡述了「比興」作為譚獻「意內言外」的依據，兩者互為因果構成一套政

治化的詞學體系。譚獻對「詞出於《公羊》」說，作出《公羊》學通於詞學「意內

言外」之解釋，那麼兩者得以連繫起來的媒介到底為何物？那就是「微言大義」，

這必須從譚氏的治學歷程談起。譚獻自二十二歲起習詞，79  三十歲刻《復堂

詞》，80 五十歲編成《篋中詞》與《復堂詞錄》，81 而《復堂日記》亦載有他從

三十一歲至七十歲之間的不少詞話。同時，詞學家譚獻亦是一位今文學者，他年幼

已習《春秋》學：「夫惟董子，《春秋》大師，則儒家所傳百二十三篇不離其所

                                                 

78 譚獻，《重輯復堂詞話》，頁 1308、1309、1312、1313、1314、1318、1319。 
79 譚獻〈復堂詞錄序〉：「二十二旅病會稽，乃始為詞」。同前引，頁 1306。 
80 譚獻〈復堂諭子書〉：「三十歲時，在閩刻《復堂詩》三卷，詞一卷」。譚獻著，羅仲鼎、俞浣

萍點校，《譚獻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頁 682。 
81 馮煦為《篋中詞．序》題有「壬午秋七月」，即光緒八年 (1882)，時譚獻五十歲。馮煦，《篋中

詞》，《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732 冊，頁 615。《復堂日記》：「寫定《復堂詞錄》……予選

詞之志亦二十餘年，始有定本」，該條日記繫於壬午年。譚獻，《復堂日記》，頁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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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吾生十五年而讀《春秋》，年二十而讀董子」，82 西漢今文經師董仲舒，人

稱董子，其《春秋繁露》發揚《春秋》之旨，因多主《公羊傳》，董子向被視作

《公羊》學的奠基人。但有關董仲舒之著作，散佚不全，篇目混雜，有鑑於此，譚

獻耗三十多年精力編纂《董子定本》，83 重審篇目，闡發義理，夏寅官 (1866-

1943) 云：「《董子》十六篇為先生致力最深之書」，84 此書現被收錄入《叢書集

成續編》第三十七冊，重新命名為《譚儀所敘董子》，後有錢基博之序，錢氏對此

書雖稍有微詞，然亦肯定此書「綱舉目張，附萼相銜，然後董子之書，神明煥

然」。85 在譚獻看來，董仲舒於抉發孔子意旨貢獻極大，值得耗時間鑽研，嘗

云：「讀董子。大賢亞聖，吐辭為經，豈徒師儒之望」；「讀董子《實性》諸篇。

深明聖誼，孟子書遜其粹矣。《五行》等篇論陰陽之理，深明天人之故、德刑之

原，觀其《對策》，宏綱皆在於是。大儒之不負所學也」；「董子為《春秋》第一

師。故雜論政道，皆推本聖緒，醇備可見施行。至於陰陽五行，大義微言，洞達天

人之故，固當鼎足孟、荀，覺賈生尚多粗粗」。86 可見譚獻不時將董仲舒上攀

孟、荀，甚至認為洞悉天人消息的董子，比孟子更得《春秋》深意，這些論述固是

一家之言，然譚獻於董子的頂禮膜拜，可資說明他一生致力數十載、用功極深的是

鑽研董子《公羊》學。 

董仲舒《公羊》學，一如後世《公羊》學家般重視《春秋》大義，其《春秋繁

露》云：「《春秋》，義之大者也」；「《春秋》，大義之所本耶」，87 並據此

提煉出「孔子素王說」、「《春秋》為改制之作」、「三統說」等影響深遠的《公

羊》學理論。88 具體文辭上，董仲舒《春秋繁露》能掌握《春秋》筆削之意，據

余治平《董子春秋義法辭考論》的研究，89  可知董仲舒從「常辭」、「移其

辭」、「況辭」、「去明、著未明」、「婉辭」、「微其辭」、「溫辭」、「惡戰

伐」、「辭指關係」、「尤賤尤貴之辭」、「不君之辭」、「不子之辭」、「諱大

                                                 

82 譚獻，《譚獻集》，〈董子敘〉，頁 131。 
83 「始從事于咸豐戊午六月，卒業于光緒壬辰六月」。同前引，頁 132。 
84 夏寅官，〈譚獻傳〉，收入錢儀吉等編，《清碑傳合集》第 4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8），卷

51，頁 3745。 
85 錢基博，《譚儀所敘董子》，《叢書集成續編》第 3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9），〈後

序〉，頁 624。 
86 譚獻，《復堂日記》，頁 6、218、14。 
87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頁 12、143。 
88 詳見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 162-242。 
89 余治平，《董子春秋義法辭考論》（上海：上海書店，2013），頁 29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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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之辭」、「事辭同異」、「詭辭」、「慎於辭」、「無達辭」、「奪繼位辭」、

「誅意不誅辭」、「君子辭」、「內事起外辭」、「複辭」的視角，突出孔子旁敲

側擊、指桑罵槐、筆削是非曲直的語言藝術，揭示《春秋》如何對君王朝臣作出

「政治褒貶」，並發揚孔子的「治國理念」。換言之，董仲舒解讀《春秋》每一

字、每一句都斟酌再三，再援用「屬辭比事」之法比照史事文獻、相關言辭，旨在

剖開文本表層，探取曲折的言外之意──「微言大義」。 

專研董仲舒的譚獻，嘗云：「閱莊先生《春秋正辭》，此絕業也。兼采程伊

川、胡康侯，或者《尚書既見》之意乎？博大深至，條舉件繫，卓乎屬辭比事之

教」，90 稱許《公羊》學家莊存與 (1719-1788) 之餘，宣示擅用「屬辭比事」之

史家，可達到「博大深至，條舉件繫」之境，能有條不紊地挖掘經典深意。這種評

價標準、詮釋意識很大程度承繼自《公羊》學巨擘董仲舒。長期耳濡目染，側重

「微言大義」的《公羊》學全方位滲透至譚獻的骨髓肌理，其〈諭子書〉云：「予

之略通古今，有志於微言大義」，91 以《公羊》學的標誌性特徵──挖掘「微言

大義」──作為治學目標，令他治經史、治文學都傾向抽絲剝繭地抉發文本深邃之

義，是以《清史稿》言譚獻：「治經必求西漢諸儒微言大義，不屑屑章句」。92 

不妨一窺他如何具體而微地側重大義闡發。 

譚獻〈名理〉云：「未有考證，先有義理，孔門所謂微言大義，皆義理之

學」，強調治學當以義理為歸宿，考證僅是工具。其〈蒿庵遺集敘〉云：「［莊

棫］時時以微言發其素尚，不求凡人之知也」，肯定莊棫 (1830-1878) 的經學研究

能夠縝密地闡發微言。其〈雙研齋筆記敘〉云：「聲音文字，以通於微言大義之

郵……以告後之求微言大義者」，93 說明文字訓詁、古音釐探固是入門之徑，但

更關鍵的是藉此挖掘要義閎旨。「欲撰《復堂繹聞錄》，始事於今月之朔。蓋雜識

經疑，或於微言大義有所窺，則記之」，94 揭示譚獻治經史的習慣是稽查有無大

義深蘊其中。「閱《說文解字釋例》、《句讀》卒業……予猶欲以吳西林理董之

例，鰓理其微言大義，以為由後漢求周秦至西京經學之途徑」，95 譚獻表明欲透

過考據手段而獲得經學真諦。譚獻「讀《中論》。偉長漢末巨儒，造就正大。微言

                                                 

90 譚獻，《復堂日記》，頁 3。 
91 譚獻，《譚獻集》，頁 679。 
92 趙爾巽等，《清史稿》第 44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486，〈譚廷獻傳〉，頁 13441。 
93 譚獻，《譚獻集》，頁 139、151、160-161。 
94 譚獻，《復堂日記》，頁 5。 
95 同前引，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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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昭若發蒙……寓意托諷」，96 乃激賞《中論》擅於抉發儒學寓託，立意甚

高。「宋於庭先生《論語說誼》。《公羊》專門之學，由大義以通微言。《論語》

二十篇，子夏等撰，集先聖微言，大校明《春秋》之旨，標性道之教」，97 宋翔

鳳以《春秋》之義貫於《論語》，認為兩者可互為闡釋，進窺孔子之義，譚獻或受

其論影響，判斷《論語》藏有幽微的政治訊息。「［溫燖莊］《彖傳論》斗亂不

亂，有物有序，而言外之旨尤廣。《彖象論》大義微言，同條共貫……經說皆非空

言，可以推見時事，乾嘉之際，朝章國故隱寓其中」，98 譚獻認為見微知著的

《易》學義理，可以有系統、有條理地折射出一代典章制度、歷史掌故。其〈周易

通義敘〉亦云：「［莊棫］少治《易》，通張惠言、焦循之學。又如讀緯，以為微

言大義，非緯不能通經」，99 指出莊棫為推算天人消息，乃參照具迷信色彩的緯

書，對於此法譚獻並無異議，顯然以有無微言大義判斷著作優劣。其〈桐城方氏七

世遺書敘〉：「我朝通儒輩出，以名物訓詁求微言大義於遺經，尋厥濫觴，實始於

密之先生之《通雅》」，100 認為清人通過考據探得要義的治學精神，可溯源自方

以智。相反，譚獻「閱《九經古義》。大都是正文字，未及大義微言，於『古義』

之目未滿分量耳」，101 對於僅止步考據而未能進窺義理之學，是語帶鄙夷的。更

甚者，「假藹人行篋《天演論》讀畢。西學中之微言大義，殊有精邃，不敢易

視」，102 即便是西洋著作，譚獻首要關注的仍是其表層下有無深意。對於文學，

其〈明詩〉亦云：「凡夫學有本末，皆有合於微言大義者也」；103「閱《樂府詩

集》。南朝兵爭奢亂，嘗於《吳歌》、《西曲》識其懮生念亂之微言」，104 可見從

經史之學到辭章之學，譚獻都以「微言大義」作為評鑑尺度，不吝稱譽一些能從隱

晦之辭挖出深邃之義的著作，反之則受到其訾議。 

進而稽察譚獻的詞學取向，不難察見其詞學僅是隸屬其學術下之一環。譚獻

〈學宛堂詩敘〉云：「世治則可以歌詠功德，揚盛烈於無窮。世亂則又託微物以極

時變，風論政教之失，得綢繆婉篤於倫理之中。遇之如近，而尋之實深，此誠足以

                                                 

96 同前引，頁 94。 
97 同前引，頁 157。 
98 同前引，頁 161-162。 
99 譚獻，《譚獻集》，頁 13。 
100 同前引，頁 135。 
101 譚獻，《復堂日記》，頁 312。 
102 同前引，頁 403。 
103 譚獻，《譚獻集》，頁 8。 
104 譚獻，《復堂日記》，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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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春秋》之教旨也」，105 認為世變文學當發揮諷諭傳統，以《春秋》辭隱旨閎

的語言策略達到經世效果，這比直陳其事的文學更具批判力量，此論可作為其文藝

觀的核心綱領。從附錄一可知，《篋中詞》評蔣春霖〈渡江雲〉為「詞當作於庚

申。前使李謨事，後闋以天寶應之，鈎鎖精細」，譚獻根據文辭典故「李謨」（因

戰亂飄泊的唐朝樂工）、「天寶」（天寶年爆發安史之亂，大唐由盛轉衰），判斷

此詞作於咸豐十年庚申 (1860)，是年，英法聯軍侵佔北京，火燒圓明園，此詞揭

示内憂外患的史實，不無諷諭朝政日衰的意味。譚獻稱許此詞「鈎鎖精細」，其實

他的詮釋眼光也稱得上「鈎鎖精細」，系統地透過文辭、典故、文獻的類比勾連，

精細推敲詞中微言隱義，並將它落實為政治褒貶，深得《春秋》學「屬辭比事」之

法。此外，《篋中詞》評林蕃鍾 (1746-1784)〈玉樓春〉為「微詞可悟」；評王廷

鼎 (1840-1892)〈玉京秋〉乃「託興幽微」；評汪初 (1777-1808)〈湘月〉得「意內

言外」；評葉英華 (1802-1865) 詞「託興幽微」；評莊棫〈鳳凰臺上憶吹簫〉「消

息甚微」；評張琦 (1764-1833)〈摸魚兒〉「諷刺隱然」等等，都極側重幽微詞體

背後的可能寓意，極盡索隱探賾之能事。譚獻此番詮釋傾向，同時體現在其論詞之

序，其〈微波詞敘〉：「卷中有句云：『人為傷心才學佛。』予舉似邁孫，以為倚

聲家觸類之微言在是矣」；其〈秋夢庵詞敘〉云：「煙柳唱危闌之倚，亂鴉送歸夢

之濃。識忠愛之微言，固怨悱而不亂」，106 乃不厭其煩地為詞體鑲嶔更深厚的政

治微言。 

如果上述類比還不夠明顯，還有數則材料可證譚獻的《公羊》造詣統攝著其詞

學論述。一是其〈井華詞敘〉云：「國朝文儒微言大義之學，推極於文章之正變，

於是乎倚聲、樂府無小非大，《雅》、《鄭》之音昭昭然白黑分矣」，107 所謂

「國朝文儒微言大義之學」，顯然指向以《公羊》學為核心的今文學派，說明其學

風所披，主導了文學思潮，即便是倚聲小道之「詞」，都以積極推動政教、弘揚微

言為宗，可見晚清學術風氣影響之深廣；二是其〈亡友傳〉云：「［莊棫］讀書好

微言大義，口吃，善言名理，學通《易》、《春秋》，踰冠箸書，以董子《蕃露》

為師……後有哀憤，則託於樂府古詩，回曲其辭以寓意，至倚聲為長短句，皆是物

也」，108 將莊棫「微言大義」之學術與「回曲其辭」之詞作相提並論，顯然將兩

者視作緊密的唇齒關係。對此，馮煦〈篋中詞序〉一語道破譚獻之用心：「是選與

                                                 

105 譚獻，《譚獻集》，頁 25。 
106 譚獻，《重輯復堂詞話》，頁 1130、1311。 
107 同前引，頁 1309。 
108 譚獻，《譚獻集》，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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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王氏、海鹽黃氏，頗有異同，旨隱辭微，且出二家外」，109 指出《篋中詞》

不同於一般的清詞選本（王昶《續詞綜》、黃燮清《國朝詞綜續編》），而是以

「旨隱辭微」作為選詞基準，這不能不溯源自譚獻的學術淵源。 

還有一條材料可窺視譚獻的《公羊》學如何主宰其文藝觀，並能藉此解釋他為

何偏嗜「意內言外」的文學作品。其〈蒙廬詩敘〉云：「知人論世之學，亦通於

《春秋》，所見、所聞、所傳聞之教，文儒修辭，未有不可推大者邪」，110 除了

披露出經學與文學得以交融外，更重要的是，「所見、所聞、所傳聞」是《公羊》

學專有術語，即是「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簡稱「三世異辭」，三

見於《春秋公羊傳》。111「三世異辭」具有歷史變易之特質，是後世《公羊》學者

「三世說」之立論基準。「異辭」之採用，是因為時代遠近不同，史料掌握詳略不

同，文字處理因而不同，若時代愈近，孔子因懼禍而有所忌諱，故多採用隱晦之說

法，112 這類於《公羊傳》提倡的「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113 因此，

《公羊》學者在詮解《春秋》經文時，特別側重不同敘述方式背後所隱藏的微言，

往往於簡單文句闡發出重要的思想意涵。換言之，孔子採「異辭」其中一個原因是

「不得已」，這自然讓我們憶起張惠言「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

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之說，譚獻非但為此說作一延續，更為此說提供一個深厚的

哲學基礎；他強調文學解讀需秉承「知人論世」法則，以窺見賢人君子「不得已」

的忌諱，藉此抉發其背後所深隱的政治寓意，一如《公羊》學家側窺孔子「異辭」

背後的政治微言。 

可見譚獻認為經學與文學之詮釋都要瞭解語境、體貼人性，這種「不得已」之

理念高度體現在其文藝觀。就詩學而言，其〈小雲巢詩錄敘〉云：「長言永歎，發

為歌詩，獨弦之哀，變徵之中，出於不自知，成於不得已」；其〈懷佩軒詩敘〉

云：「夫《風詩》肇興，大率勞人思婦，放臣逐子，有難言之隱，託物以寓其意，

怨思深矣……謂當世不足與莊語，姑託為男女贈答離別之作，以攄怨思，此亦美人

香草，不得已之心也」；〈金亞匏遺詩敘〉云：「《風》之變，變之極者，所謂不

得已而作也」；〈幸草亭詩敘〉云：「流連身世之所遭占，所謂不得已而作者，詩

                                                 

109 馮煦，《篋中詞》，頁 615。 
110 譚獻，《譚獻集》，頁 177。 
111 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頁 30-31、83-84、716-717。 
112 陳其泰，《清代公羊學（增訂本）》，頁 15-16。 
113 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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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篇，往往如見古人」。114 就詞學而言，譚獻評莊棫詞「向序其詞有曰：『閨

中之思，靈均之遺，則動於哀愉而不能已』」；其〈井華詞敘〉云：「乃以可言者

寄之詩，一言當言未及得言者，脈脈焉以寄之詞」。115 這些論述為豔詞提供一個

正當解釋，說明士人的政治訊息之所以不直陳，是因為懼於犯諱觸忌，為免有違

「溫柔敦厚」的詩教，才「不得已」以美人香草的修辭策略進行託寓，為「冶豔」

之詞注入致用載道的新血，讓其體益尊，道益明。可見譚獻之所以推崇透過「比

興」傳達「意內言外」之詩歌，除了想捍衛含蓄蘊藉的詩歌美學之外，還因為受到

《公羊》學影響，他主要借《公羊》「三世異辭」之說，強調「知人論世」的重要

性，並藉此直探作者「不得已」背後的政治寓言。此番思維模式，讓詩歌詮釋提昇

到經學詮釋之層次，達到一定的理論高度，是其學術涵養的高度體現。 

綜上，可知譚獻以「比興」作為其詞學立足點，藉此進窺古今詞作的政治寄

託，也就是常州詞派一再強調的「意內言外」。今文學者譚獻，其治學模式深受

《公羊》學影響，於經史之「微言大義」無不執意求索，這與其對詞體「意內言

外」之勘探如出一轍。要之，譚獻對「詞出於《公羊》」說，作出《公羊》學通於

詞學「意內言外」之解釋，這緣於兩種學說對「微言大義」的共同追求，亦緣於譚

獻既治《公羊》也治詞的生命歷程。 

(三)「經世致用」之《公羊》學與詞學 

上文闡述了譚獻的學術如何主導其詞學，不妨以此視角釐探兩者之可能關係。

從譚獻的詞學話語可知，凡是與歷史政治有關的詞作都能得到他的垂青，說明他念

茲在茲畢竟是文學的政教功能，這大抵可溯源自其經世觀。譚獻作為晚清《公羊》

學派之一員，與常州學派成員素有來往，116 故極推崇以《公羊》學為中心的常州

學派，其《復堂日記》嘗列《師儒表》，117 分十一類品評清代學者，按次第為：

絕學一、名家二、大儒三、通儒四、舊學五、經師六、文儒七、校雔名家八、輿地

名家九、小學名家十、提倡學者十一。當中「絕學一」乃包括莊存與、劉逢祿、宋

翔鳳、龔自珍、魏源等《公羊》學家，更認為推動《公羊》復興之莊氏家學「精於

                                                 

114 譚獻，《譚獻集》，頁 155、175、184、196。 
115 譚獻，《重輯復堂詞話》，頁 1256、1309。 
116 詳見朱惠國，《中國近世詞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譚獻與常州學

派〉，頁 110-124。 
117 譚獻，《復堂日記》，頁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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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大於王矣」，118 表彰其學勝於乾嘉名儒惠棟 (1697-1758)、王鳴盛 (1722-

1797)，這是極高的稱譽，其膜拜之情可謂甚矣。《復堂日記》中，更不時稱許學

有專精之《公羊》學家，如「閱《春秋正辭》。莊先生書多未竟之業，然宏綱畢舉

矣」；「閱劉申受先生《說公羊》諸書。如寒得裘，如客得歸，耳目神志皆適」。119 

因此，當莊棫將譚獻納進常州學派，後者難掩得意之情：「莊中白嘗以常州學派目

我，諧笑之言，而予且愧不敢當也」，120 雖謙稱愧不敢當，內心喜悅溢於言表。

凡此，錢基博 (1887-1957) 對譚獻的描述頗為客觀：「以吾觀於復堂，就學術論，

經義治事，蔪向在西京，揚常州莊氏（莊存與、述祖、綬甲祖孫父子）之學；類族

辨物，究心於流別，承會稽章氏（學誠）之緒。惟《通義》徵信，多取《周官》古

文，而譚氏宗尚，獨在《公羊》今學」，121 精要道出譚獻的學術貢獻在於高揚今

文經學之旗幟、復興《公羊》學之墜緒。 

乾嘉學派側重章句訓詁，以實事求是、無徵不信之考據為尚，然其研究多與政

治現實脫軌，有鑑於此，晚清今文學者嘗試矯正乾嘉學風之失，賦予經史「經世致

用」的使命，迸發出以學術介入政治之時代思潮。首先，《公羊》學具有「政治

性」、「變易性」、「解釋性」之鮮明特徵，於世變之際，其學說多能釋出「以經

議政」之批判力量，這種變易的歷史哲學屢為敏銳之思想家利用、改造，乃至於大

膽詮釋，形成一套反映時代前進脈搏之革新學說。122 清中葉以降，今文學派發軔

於常州武進縣，此派由莊氏家族開其風氣，他們特意標舉《春秋公羊傳》之「微言

大義」，並透過宗族血緣的連繫力量而取得豐碩的科舉成績，漸形成一股經世的學

術思潮，並以迂迴的方法抨擊政治。123 嘉道年間，龔自珍、魏源張大其說，每借

《公羊》學針砭時弊，力主改革，為當時學界帶來極大衝擊，是以梁啟超云：

「［自珍］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故後之治今文學者，喜以

經術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124  對此「通經致用」的學術思潮，錢穆 

(1895-1990) 有一扼要概述：「常州之學，起於莊氏，立於劉、宋，而變於龔、

魏，然言夫常州學之精神，則必以龔氏為眉目焉。何者？常州言學，既主微言大

                                                 

118 同前引，頁 4。 
119 同前引，頁 21、41。 
120 同前引，頁 44。 
121 同前引，〈序〉，頁 5。 
122 陳其泰，《清代公羊學（增訂本）》，頁 46-47。 
123 詳見艾爾曼，《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頁 74-79。 
124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清代學術概論》）》（臺北：里仁書局，2009），頁 6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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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通於天道、人事，則其歸必轉而趨於論政，否則何治乎《春秋》？何貴於

《公羊》？（左氏主「事」，公羊主「義」，義貴褒貶進退，西漢公羊家皆以經術

通政事也。）亦何異於章句訓詁之考索？故以言夫常州學之精神，其極必趨於輕古

經而重時政，則定菴其眉目也」，125 極力表彰定盦於常州學派發揮著樞紐作用，

掀起一股經世議政之學術熱潮。 

及至光緒年間，廖平、康有為更把孔子視作萬能之「預言家」。諸人大膽懷疑

東漢晚出之「古文經」皆為劉歆偽造，繼而斷定六經全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

旨在全盤瓦解六經之「信史性」；既然六經皆出自孔子的人為加工，那麼六經有關

周朝歷史、禮樂制度的記載都不能當成「史料」看待，因為孔子只是借一些歷史敘

述去建構其治世「寓言」，也就是今文經學一再強調的「微言大義」。126 像康有

為認為《公羊》的「三世說」是寓託了孔子為萬世制法的藍圖，故以「三世說」闡

述從「君王專制」到「君王立憲」再到「民主共和」是天下萬國的共同規律，乃以

偷樑換柱的手段為其維新改革提供哲學基礎。127 可見康有為的治學理念是「借經

術以文飾其政論」，128 具有強烈的預設性、目的性，容易為覓得改革依據而扭曲

經典，並將學術視作政治的附庸，使經史研究失去了自主性，雖然不能「求真」，

卻能「致用」，可作為高呼改革、救亡圖強之一大利器。 

譚獻一生經歷了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目睹清王朝轉衰並走向沒落，

其間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爭、中法戰爭等動亂，都讓他體會深刻：「五十以前，

遭遇之困，鮮民之痛，不死於窮餓，不歿於賊，不溺於海，皆幸耳幸耳」，他曾

「慨乎島夷、索虜，兵革相尋，天下因之鼎沸，民命幾於剿絕。雖《春秋》紀載，

弒君滅國，有其過之」，129 無奈地認為戰亂頻仍、家國淪喪的晚清局勢可比擬春

秋亂世。歷經世變，無疑強化了譚獻的憂患意識，故他與上述《公羊》學家多有切

磋交流，《復堂日記》就屢提及莊存與、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等人及其著作，130 

對於他們標舉「通經致用」之旗幟了然於胸。 

譚獻作為《公羊》學家之一員，大抵順應著今文學派之學術思潮，將其致用理

                                                 

12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頁 590-591。 
126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1987），〈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詮釋〉，頁

61-208。 
127 陳其泰，《清代公羊學（增訂本）》，頁 250-254。 
128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清代學術概論》）》，頁 11。 
129 譚獻，《譚獻集》，〈復堂諭子書〉，頁 681；〈古詩錄敘〉，頁 16。 
130 如譚獻極推許龔自珍及其著作，詳見譚獻，《復堂日記》，頁 3、4、20、21、28、31、35、

41、45、46、54、59、64、72、124、141、209、215、218、23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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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一以貫之，以實際言辭回應動盪時代的急切訴求。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

史》云：「欲知思潮之暗地推移，重要注意的是新興之常州學派。常州派有兩個源

頭：一是經學，二是文學；後來漸合為一。」131 指出常州經學與常州文學得以交

融無礙，構成內在連繫，究其因由，這很大程度是緣於政局動盪，那時的經學與文

學都急需貫徹淑世精神以回應風雨飄搖的世代。此論用來描述私淑常州學派之譚獻

亦頗為恰當，從附錄二可知，無論是評詩文，談經史，譚獻亦高懸了一個「經世致

用」的價值觀作為評鑑基準，其〈明詩錄敘〉、〈謝氏世雅集敘〉、閱《圍爐詩

話》均提及「詩史」概念，與《篋中詞》多次提及的「詞史」概念（見附錄一）互

為印證，如他評王憲成（生卒年不詳）〈揚州慢〉云「鹺網既壞，海氛又惡，杜詩

韓筆，斂抑入倚聲，足當詞史」，揭示其冀望以詞作反映政局板蕩、百姓屈辱的文

藝觀。譚獻〈金元詩錄敘〉、〈小雲巢詩錄敘〉、〈春暉草堂詩敘〉亦肯定寓有

「憂生念亂」之詩文，不難察覺「憂生念亂」一辭，亦常見於其詞話論述（見附錄

一），如他評鄧嶰筠 (1776-1846)《雙研齋詞》云「三事大夫，憂生念亂，竟以新

亭之淚，可以覘世變也」；相類似的，譚氏評蔣春霖〈浪淘沙〉云：「蓋感兵事之

連結，人才之惰寙而作」，乃稱許一些憫時憂國的詞體。此外，譚獻要求詞體以諷

諭美刺的方式介入政治，如他評王沂孫〈埽花游〉為：「刺朋黨日繁，風刺」、評

錢芳標〈水龍吟〉為：「貳臣倖進，詞人刺之」、評張琦〈摸魚兒〉為：「諷刺隱

然」，都將詞體視作干涉世變的致用工具，這些話語於前文屢述，不贅。可見譚獻

要求詞人超越個人榮辱得失、男女哀樂的私情，展現與家國興衰相關的政治情感，

也就是規範著創作者從「私」的抒情區域提昇到「公」的抒情區域，主張面對世變

的知識分子，即使不能站在最前線捍衛家國，也應設法以詞體作為諷諭美刺、描繪

戰亂、凝聚民心、鼓吹抗敵的利器，從而釋出強大的經世能量。 

從附錄可知，此番價值趨向實濫觴於譚獻的致用觀：「予治文字，竊以有用為

體」、「獻平生之言文章二要，曰有實，曰有用」，並自我期許：「通經致用，命

世儒者」、「讀有用書、成偉人」，可見其政治思維很大程度主導其審美旨趣、經

史理論，明乎此，就能理解為何他一再嚴厲批判「無用之學」。像〈明詩錄敘〉斥

「鍾、譚為亡國之訞」，132 認為追求幽深孤峭的竟陵詩派迴避現實，脫離致用，

必須承擔亡國之責。其〈徐先生遺文跋〉云：「讀徐先生此篇，意內言外，可以摧

陷廓清剽賊之文、虛憍之文、空言無事實之文、諧笑酬酢俳優之文，皆如大風之吹

                                                 

131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清代學術概論》）》，頁 36。 
132 譚獻，《譚獻集》，頁 19。 



《春秋》筆法、《公羊》學說與晚清詞學之建構 

 
581

垢」，133 乃藉徐文攻詆一些無病呻吟、故弄玄虛之文，其言辭之激烈，當是針對

文壇末流而言；在閱《顏氏學記》時，又道出「聖緒茫茫，無用之言日出，晦盲否

塞，誰為夜行之燭」，134 世變日亟，學界卻充斥無用之學，令譚獻扼腕難過，他

甚至認為：「有宋之世，文士好多言，蘇氏父子最傳，最無實用」，135 獲文壇尊

奉的蘇氏父子，也因其作不達實用標竿而被訾議。 

除了消極地批評，譚獻於〈衢言〉、〈續衢言〉136 花了相當篇幅主張「理墾

荒，束胥吏，止淫祀，戒奢侈」的政治改革，並就著浙江鹽運與稅收提出具體可行

的建議，望能達到「有鹽利而無鹽弊」、「安民生而無漕弊」的正面效益，不失為

有用之言。此外，譚獻亦有自省的一刻：「念劬來，談及俄國有注《禹貢》者，證

明雍田上上。有注《史記》者，於紀傳中戰地皆有圖，考形勢，求出入向方，深辨

是非……吾人之不能專心於圖籍以求實用，愧乎不愧？」137 目睹晚清盛行的地理

學及海外著述，深愧不能為此盡一分力。1896 年，上海成立《時務報》，譚獻認

為此報「所載《盛世元音》及重譯《富國策》，此皆有實有用者」，138 對於其緊

貼時代需要的題材稱譽有加。凡此，《清史稿》稱譚獻：「少負志節，通知時事。

國家政制典禮，能講求其義」，139 洵為的評。當然，僅用致用與否的尺度評斷詩

詞、臧否經史，文學最根本的藝術本質、抒情需要，以及學術的自主性難免遭到貶

損，但這些話語有力揭示出，譚獻強烈的經世傾向，是晚清今文學派銳意入世的思

想延伸，也是《公羊》學家以微言干涉世運之一大縮影，諸因素深切相關，讓我們

不能孤立地瞥視其詞學觀，否則難免見樹不見林。 

四、結語 

本文以「詞出於《公羊》」說作為切入點，釐探《春秋》筆法、《公羊》學說

與晚清詞學的可能關係，龔鵬程〈晚清詩人諷寓的傳統〉說：「常州學者論詞，本

是要與『詩賦文筆同其正變』（見《篋中詞》三）的。葉恭綽稱此說『開近三十年

                                                 

133 同前引，頁 213。 
134 譚獻，《復堂日記》，頁 91。 
135 同前引，頁 97。 
136 譚獻，《譚獻集》，頁 10-12、125-127。 
137 譚獻，《復堂日記》，頁 386。 
138 同前引，頁 386。 
139 趙爾巽等，《清史稿》第 44冊，卷 486，〈譚廷獻傳〉，頁 1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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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風尚』。在詩，也是如此……他們是用治經的方式來研究詩詞的。由公羊家的推

察微言，而漸著重辭章的比興。比興的方法，自來存在著，詩人們也不斷地運用

著；但從沒有一個時代像這樣刻意提出，成為創作的準繩，而鼓蕩成一時風氣

的」，140 不唯是常州學人，鮮有晚清文人不對盛極一時的《公羊》學有基礎瞭解

的，也許《公羊》學對文學的籠罩式影響遠超出我們的想像，值得再深入挖掘；本

文在闡述過程中，多次涉及到「比興」概念，但筆者絕非將「比興」與「《公羊》

學」置於一個二元對立的關係，而是將二者視為唇齒相依的緊密關係，揭示晚清詞

論家之所以大張「比興寄託」的旗幟，背後是有其學術思潮推動著的，若孤立地觀

照詞學發展難免忽視了這層連繫。透過研究，望能察見兼是《公羊》學家、詞學家

的學者，其學術涵養如何過渡到詞學理論，亦提供另一個側面窺見晚清詞學與經學

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饒宗頤〈論清詞在詞史上之地位〉云：「清以前，能詞者為文人為才人，清則

多為學人，為經師，至是倚聲一道，與學術通而為一。……此竅一通，文學與學術

隔閡之藩籬，遂徹底打破，不僅兩者之間，了無罣礙，且可以借學問以培養詞心。

文以情生，言之有物，此詞心之醞釀，有藉於其他學問之磨礱浸灌。清詞之盛，所

以獨美，斯又其一因，有不可不察者也」。141 誠然，我們若以細密化、分門別類

的學術體制將古人有機的學問切割成一塊塊「文學」、「史學」、「經學」，容易

遮蔽了箇中的連繫關係；這些連繫也許是學人有意為之，也許是無意；也許是明

顯，也許是隱蔽，都值得疏理清楚。「大而化之」一刀切的概論，只會模糊了學人

的深厚造詣，以及簡化了古代的學術生態。有鑑於此，本文嘗試採取「跨學科」的

研究方法，望能追溯晚清「詞學」背後的「經學」依據，藉此呈現出清人觸類旁通

的深厚學養。 

 

（責任校對：李奇鴻） 

                                                 

140 龔鵬程，《中國詩歌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298。 
141 饒宗頤，〈論清詞在詞史上之地位〉，收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編委會主編，《第一屆詞

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4），頁 331。 



《春秋》筆法、《公羊》學說與晚清詞學之建構 

 
583

附錄一：《譚評詞辨》、《復堂日記》、《篋中詞》有關政治之詞話 

《譚評詞辨》 內容節錄 《重輯復堂詞話》頁碼 

評溫庭筠〈菩薩蠻〉 以〈士不遇賦〉讀之最碻 1193 

評馮延巳〈蝶戀花〉 必有寄託 1194 

評晏殊〈踏莎行〉 刺詞 1195 

評歐陽脩〈蝶戀花〉 小人常態，君子道消 1195 

評柳永〈傾杯樂〉 忠厚悱惻 1196 

評周邦彥〈大酺〉 此亦新亭之淚 1197 

評陳克〈菩薩蠻〉 風刺顯然 1198 

評王沂孫〈眉嫵〉 寓意自深 1200 

評王沂孫〈齊天樂〉 亦寓言 1200 

評王沂孫〈埽花游〉 刺朋黨日繁，風刺 1200 

評辛棄疾〈祝英臺近〉 託興深切 1204 

 

《復堂日記》 內容節錄 《重輯復堂詞話》頁碼 

評前後十家詞 元之張仲舉稍存比興 1162 

閱黃氏《詞綜續編》 常州派興，雖不無皮傅，而比興漸盛 1165 

評鄧嶰筠詞 
三事大夫，憂生念亂，竟以新亭之

淚，可以覘世變也 
1170 

 

《篋中詞》 內容節錄 《重輯復堂詞話》頁碼 

評龔鼎孳〈東風第一枝〉 有諷 1208 

評李雯〈菩薩蠻〉 亡國之音 1208 

評李雯〈虞美人〉 〈九辨〉之遺 1208 

評李雯〈虞美人〉 故國之思 1208 

評李雯〈風流子〉 同病相憐 1209 

評宋琬〈蝶戀花〉 憂讒 1209 

評宋徵輿〈憶秦娥〉 身世可憐 1209 

評宋徵輿〈蝶戀花〉 悱惻忠厚 1209 

評王士禛〈浣溪沙〉 風人之旨 1210 

評孔尚任〈鷓鴣天〉 哀於〈麥秀〉 1211 

評曹貞吉〈留客住〉 投荒念亂之感 1211 

評顧貞觀〈石州慢〉 貧士失職 1213 

評徐倬〈金縷曲〉 詞中杜陵 1213 

評錢芳標〈水龍吟〉 貳臣倖進，詞人刺之 1214 

評高詠〈聲聲慢〉 便爾身世難堪 1215 

評朱彝尊〈臨江仙〉 風諭三昧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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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篋中詞》 內容節錄 《重輯復堂詞話》頁碼 

評朱彝尊〈金縷曲〉 人才進退，知己難尋，所感甚深 1217 

評朱彝尊〈綺羅香〉 刺詞 1217 

評陳維崧〈滿江紅〉 失職不平 1217 

評陳維崧〈夏初臨〉 故家喬木，語自不同 1217 

評沈岸登〈珍珠簾〉 漸開常州一派 1219 

評沈岸登〈浣溪沙〉 比興溫厚 1219 

評錢肇修〈滿庭芳〉 此危辭也 1220 

評王太岳〈憶秦娥〉 紆回隱軫，〈騷〉、〈辨〉之遺 1224 

評蔣士銓〈長亭怨慢〉 詩人比興 1224 

評林蕃鍾〈玉樓春〉 微詞可悟 1225 

評林蕃鍾〈探春慢〉 蕭條溫厚 1225 

評沈清瑞〈東風第一枝〉 語含比興 1226 

評沈蓮生〈蝶戀花〉 浮雲白日，與此同慨 1229 

評張琦〈摸魚兒〉 諷刺隱然 1231 

評張琦〈南浦〉 深美閎約 1231 

評周濟〈金明池〉 諷詞 1233 

評周之琦〈思佳客〉 寄託遙深 1236 

評汪潮生〈木蘭花慢〉 〈士不遇賦〉，不徒作孤憤語 1237 

評王曦〈憶舊游〉 有諷 1239 

評袁祖惪〈金縷曲〉 危苦之言 1241 

評王憲成〈揚州慢〉 
鹺網既壞，海氛又惡，杜詩韓筆，斂

抑入倚聲，足當詞史 
1241 

評黃增祿〈浪淘沙〉 比興 1243 

評許宗衡〈霓裳中序第

一〉 
念亂憂生 1244 

評王錫振〈疏影〉 
書劍從軍，觚棱望關，感兼身世，語

合情文 
1244 

評何兆瀛〈壺中天慢〉 
神明於《樂府補題》，乃覺賦、比、

興皆備 
1244 

評張炳堃〈湘月〉 工而不縟，寄託遙深 1245 

評范凌〈邁陂塘〉 詞史 1247 

評郭夔〈淡黃柳〉 金陵陷後作 1248 

評馬汝輯〈二郎神〉 士屈於不知己 1248 

評姚正鏞〈淒涼犯〉 念亂之言，源於〈小雅〉 1248 

評蔣春霖〈浪淘沙〉 蓋感兵事之連結，人才之惰寙而作 1249 

評蔣春霖〈踏莎行〉 詠金陵淪陷事，此謂詞史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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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篋中詞》 內容節錄 《重輯復堂詞話》頁碼 

評蔣春霖〈東風第一枝〉 
憂時盼捷，何減杜陵。南國廓清，詞

人已死。其志其遇，蓋可哀也 
1250 

評蔣春霖〈渡江雲〉 
詞當作於庚申。前使李謨事，後闋以

天寶應之，鈎鎖精細 
1250 

評王詒壽〈清平樂〉 戀語、癡語，推之忠愛 1253 

評高望曾〈一萼紅〉 通於比興 1254 

評莊棫〈鳳凰臺上憶吹

簫〉 
消息甚微 1256 

評莊棫〈唐多令〉 二詞皆於時事多棖觸，非苟作者 1256 

評馮煦〈一枝花〉 幽咽怨斷，夢華詞境，感遇為多 1257 

評徐燦〈踏莎行〉 興亡之感，相國愧之 1257 

評賀雙卿〈惜黃花慢〉 忠厚之旨，出於〈風〉、〈雅〉 1258 

評鄧廷楨〈金鏤曲〉 寓言十九 1265 

評鄧廷楨〈高陽臺〉 竟有新亭之淚 1265 

評鄧廷楨〈酷相思〉 
三事大夫，憂生念亂，敦我之歎，其

氣已餒 
1265 

評黃長森〈踏莎行〉 失職不平，婉曲可以諷矣 1265 

評趙對瀓〈乳燕飛〉 
觸類引伸，人物身世之感，不得以狎

詞少之 
1268 

評趙對瀓〈鳳凰臺上憶吹

簫〉 
〈長門賦〉本是寓言，消息可以微悟 1268 

評葉英華詞 託興幽微，辭條豐蔚 1271 

評張景祁〈秋霽〉 
笳吹頻驚，蒼涼詞史，窮發一隅，增

成故實 
1273 

評徐廷華〈蝶戀花〉 海氛正亟，襍進群言，寓意顯然 1278 

評戴敦元〈減字木蘭花〉 
清節名臣，情深語婉，希文、永叔之

流亞 
1281 

評儲徵甲〈洞仙歌〉 溫厚悱惻 1281 

評黃宗彝〈步蟾宮〉 托興入事 1284 

評宗山〈一萼紅〉 一味本色語，為有寄託，樂府上乘 1285 

評沈兆霖〈洞仙歌〉 民物之懷，觸緒自露 1287 

評吳江三家詞 寓興長短句，是為緒餘，是為正軌 1290 

評孔廣淵〈百字令〉 憂患之言，不嫌太盡 1290 

評葉衍蘭〈垂楊〉 去國之思，韻合〈騷〉、〈辨〉 1291 

評江順詒〈摸魚兒〉 比興貞正 1292 

評潘鍾瑞〈長亭怨慢〉 〈士不遇賦〉，含淒古淡 1292 

評楊葆光〈瑤華〉 杜詩韓筆，凌厲無前，此事自關襟抱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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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篋中詞》 內容節錄 《重輯復堂詞話》頁碼 

評楊葆光〈沁園春．詠帳〉 寓言身世，倜儻權奇 1292 

評汪初〈湘月〉 有春事，有春人，意內言外 1293 

評諸可寶〈蝶戀花〉 眾中製淚，澤畔行吟 1293 

評汪清冕〈高陽臺〉 此亦令威城郭之痛 1293 

評汪清冕〈齊天樂〉 浩劫茫茫，是為詞史 1293 

評楊廷棟〈玲瓏玉〉 體物賦心，可通〈風〉興 1294 

評鄭文焯〈摸魚兒〉 名士新亭之涕 1295 

評蘇謙〈摸魚兒〉 「濺淚」、「驚心」，杜陵詩句 1297 

評蘇謙〈醉篷萊〉 寓興徘徊，深於〈騷〉、〈辨〉 1297 

評張僖〈木蘭花慢〉 託興幽遐 1297 

評許玉瑑〈一萼紅〉 因寄所託 1299 

評況周儀〈南浦〉 字字〈離騷〉屈、宋心 1300 

評沈昌宇詞 
才人失職，侘傺不平，身世多感，託

諸倚聲，填詞百篇，皆商聲也 
1301 

評王廷鼎〈玉京秋〉 託興幽微，聲辭相副 1302 

附錄二：《譚獻集》、《復堂日記》有關經世致用之話語 

相關文章 內容節錄 《譚獻集》頁碼 

〈唐詩錄敘〉 
詩也者，根柢乎王政，端緒乎人心，章句纂

組，蓋其末也 
17 

〈金元詩錄敘〉 予輒錄當時憂生念亂之言，以求世變之亟 18 

〈明詩錄敘〉 
吾觀北地李夢陽，質有其文，始終條理。匪

必智過其師，亦足當少陵之史矣 
19 

〈稼書堂詩敘〉 

獻夙謂詩可以觀政，可以觀化。何以明之？

賢士君子哀樂過人，以詩為史。風諭得失，

陳說疾苦，而當時德禮政刑之跡，閱千載而

如見 

24 

〈雋疏于薛論〉 

吾觀《說苑》、《新序》，皆諫書也，封事

數上，辭若龜鑑。廣德若以直諫開其先耳，

凡此皆經術之致用者也 

120 

〈尹緯論〉 古之君子，道濟天下，功在萬世 123 

〈桐城方氏七世遺書敘〉 
其為學也既世，又不為昌狂無涯之言，束經

教而推究世用 
135 

〈謝氏世雅集敘〉 
詩者，古之所以為史……丁部之總集，可附

於史家 
147 

〈小雲巢詩錄敘〉 生當近世，無休明之遇，有憂生念亂之所託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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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章 內容節錄 《譚獻集》頁碼 

〈春暉草堂詩敘〉 

時兵火偪東南，少年意氣，相見輒誦天寶詩人

憂生念亂之篇，於是以詩相唱和，以舒憂而娛

哀 

157 

〈徐先生遺文跋與陸祁

生書〉 
獻平生之言文章二要，曰有實，曰有用 213 

 

相關議題 內容節錄 《復堂日記》頁碼 

閱漁洋文 
予服漁洋中和敦厚，可覘世運，所謂詩可以觀

化者在此 
8 

論清朝學術 
開國之初，人才皆明代之遺，議論志趣略尚文

辭，又好言經世，只為幾、復兩社餘波 
18 

閱胡石莊《繹志》 
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通經致用，命世儒

者 
27 

閱《圍爐詩話》 且二李立言之旨，實不愧於詩史 47 

讀褚叔寅、右軒詩文 
予治文字，竊以有用為體，有餘為詣，有我為

歸，取華落實 
48 

與樊增祥定交 讀有用書、成偉人，斯光寵耳 64 

閱《歷代地理沿革圖》 補六、馬兩家所未備，頗有益於世用 90 

閱《尉繚子》 
〈將理〉、〈原官〉、〈治本〉三篇，以民事

為重，尤為知本 
97 

閱《湖海文傳》 王侍郎意在考證掌故，故文多翔實有用 121 

閱《謙齋詩集》 家世儒術，銳意為世用 139 

閱《賭棋山莊文集》 
論學頗持漢宋之平，而歸於有用，其言明且清

矣 
147 

閱《味經堂遺書》 
《繫辭傳論》依經立誼，旁推文通，致用之

學，非經生之業 
161 

閱《國朝文棟》 所錄皆關係世教，抑亦有實有用者矣 39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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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unqiu, the Gongyang Schoo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i Poetry in the Late Qing 

Ng Chi Lim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 

cl.ng@hkuspace.hku.hk 

ABSTRACT 

There is a famous saying about ci poetry in the Qing: “Ci 詞 originated from the 

Gongyang 公羊.” The person who said this is unknown, but it was likely spoken by 

someone who perceived various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rhetorical strategies 

employed in the Chunqiu 春秋, the Gongyang school of exegesis and Changzhou 常

州 ci poetry. In this regard, statecraft and the rhetoric of “subtlety” probably weighed 

heavily on Tan Xian’s 譚獻 (1832-1901) mind when he consider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nfucian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This not only reveals the influence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Qing, but also indicates that Gongyang scholars 

took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affairs as their ultimate concern. 

Key words: Chunqiu rhetorical strategies, shuci bishi 屬辭比事, the Gongyang 

School, late Qing ci poetry, Gong Zizhen 龔自珍, Tan Xian 譚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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