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 10.6503/THJCS.201806_48(2).0004 

清華學報 新 48 卷第 2 期（民國 107 年 6 月）第 327~356 頁 

「詩話」與「本事」──再探《六一詩話》與 

晚唐五代詩歌本事著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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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晚唐五代的詩歌本事著作，如孟《本事詩》、范攄《雲溪友議》、盧《抒情

集》、處常子《續本事詩》等，與歐陽修《六一詩話》的關係，是爭論頗多的問題。本

事著作有彙錄詩歌本事的自覺意識，帶有濃厚傳奇色彩，折射了晚唐詩壇的通俗風氣。

以《大唐新語》、《國史補》、《劉賓客嘉話錄》等為代表的唐代雜史類筆記，也有記

錄詩壇軼事、評論詩藝之內容，但僅以泛述聞見為目的，且極少傳奇色彩。《六一詩

話》自覺彙錄詩事詩藝的意識，與本事著作頗為接近，但在內容上則完全回避了傳奇色

彩，繼承了雜史類筆記記錄詩壇軼事、評論詩藝的傳統。理清「詩話」與「本事」的關

係，可以更好理解歐陽修《六一詩話》的體制淵源及創格之功。 

關鍵詞：本事，詩話，雜史類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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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歐陽修 (1007-1072) 對於「詩話」有創格之功，清人沈濤云「詩話之作，起於

有宋，唐以前則曰品，曰式，曰例，曰格，曰範，曰評，初不以話名也。」1 從形

式上看，歐陽修的《六一詩話》與唐代比較流行的詩格、詩式類作品相比，其體式

有明顯變化；但唐代也出現了以談詩論事為主的著作，例如晚唐五代時期的孟

《本事詩》、范攄《雲溪友議》、盧《抒情集》、處常子《續本事詩》等，沿及

宋初，則有潘若沖《郡閣雅談》、張靚《雅言雜載》、王舉《雅言系述》等。2 這

類著作只有《本事詩》和《雲溪友議》保留較為完整，其餘則散佚較多。《本事

詩》與《雲溪友議》，都以記錄詩歌本事為主，而其他幾部著作輯佚所得的內容

中，也有大量詩歌本事記錄。 

單純從談詩論事的角度看，《六一詩話》和上述詩歌本事著作並無明顯區別。

對於「本事」和「詩話」的關係，前人多有思考，或著眼於兩者的緊密聯繫，或注

重兩者的差異，前者如清人章學誠 (1738-1801) 認為詩話「論詩及事」的功能即可

溯源於《本事詩》。3 近人羅根澤 (1900-1960) 認為《本事詩》是「詩話」的前

身。4 郭紹虞 (1893-1984) 認為：「孟棨的《本事詩》，范攄的《雲溪友議》之

屬，用說部的筆調，述作詩之本事，差與宋人詩話為近。」5 明人胡應麟 (1551-

1602) 則強調兩者的差異，認為本事類著作不應與詩話並列於集部，因為前者「實

小說者流也」。6 近年來，學界在普遍肯定本事對詩話形成之發意義的同時，7 

                                                 

1 沈濤，《匏廬詩話》，收入蔡鎮楚主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第 18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

社，2004），〈自序〉，頁 1。 
2 陳尚君，〈范攄《雲溪友議》：唐詩民間傳播的特殊記錄〉，《文學遺產》，4（北京：2014），

頁 48-56；羅寧，〈盧《抒情集》輯考〉，《澳門文獻信息學刊》，3（澳門：2015），頁 1-

17；余才林，《唐詩本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72-74；羅寧，〈處常子

《續本事詩》輯考〉，《西南交通大學學報》，8.5（成都：2007），頁 53-57；云國霞，〈《郡

閣雅談》研究〉，《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6.3（武漢：2006），頁 168-172。 
3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559。 
4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書店，2003），頁 540。 
5 郭紹虞，《宋詩話輯佚》（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2。 
6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2001），頁 283。 
7 廖棟樑強調《本事詩》孕育宋人詩話之體的積極意義。陳尚君認為歐陽修正是在晚唐至宋初一系

列載錄詩事的著作，如《本事詩》、《雲溪友議》、《抒情詩》、《續本事詩》等的影響下，寫

作了《六一詩話》。廖棟樑，〈試論孟棨《本事詩》〉，《中外文學》，23.4（臺北：19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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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對兩者的差異有更細緻的觀察。康韻梅認為，以《本事詩》和《雲溪友議》為代

表的唐代載錄詩事小說與詩話有著不同的敘述形式，前者完全以故事的形式敘述，

而後者則以評詩、論詩為中心。8 余才林認為詩話相較於本事，體現了鮮明的學術

化傾向，是「本事的學術化」。9 鄒福清則從言說內容、言說形式等角度觀察兩者

的差異。10 這些討論在觀察更趨深細的同時，也普遍淡化了「本事」與「詩話」

的一個顯著區別，即「本事」具有濃厚的傳奇性，而「詩話」則對此表現了明顯的

回避。事實上，這一差異對於認識詩話的體制淵源，理解歐陽修對詩話的「創格之

功」有重要意義，仍然值得做進一步的思考。 

談論本事，是詩歌本事批評的體現。各種本事著作在晚唐五代的集中出現，反

映了詩歌本事批評在晚唐五代趨於流行，這與當時日趨通俗化的詩學環境密切相

關，而本事著作顯著的傳奇色彩，正是對通俗化詩學趣味的折射。以《隋唐嘉

話》、《大唐新語》、《國史補》、《劉賓客嘉話錄》等為代表的唐代雜史類筆

記，11 多有記錄詩壇軼事、評論詩藝之內容，但這些內容極少傳奇色彩。本事著

作和雜史類筆記，都以記錄聞見為基本形態，創作動機也有實錄和補史的追求，但

前者有彙錄詩歌本事的自覺意識，後者則僅以記述聞見為目的，對詩事詩藝，不過

是作為聞見之一種加以記錄。本事著作彙錄詩歌本事的自覺意識及其鮮明的傳奇色

彩，折射了晚唐詩壇的通俗化風氣。《六一詩話》自覺彙錄詩事詩藝的意識，與本

事著作頗為接近，但在內容上則完全回避了本事著作的傳奇色彩，繼承了唐代雜史

類筆記記錄詩壇軼事、評論詩藝的傳統，由此開創了「詩話」這一獨特形態。 

理清「詩話」與「本事」的複雜關係，不僅可以更好理解歐陽修《六一詩話》

的體制淵源及創格之功，理解宋代詩學環境相對於晚唐五代的顯著變化，而且可以

對學界爭論頗多的《六一詩話》與《歸田錄》之關係，獲得進一步認識。歐陽修自

言取法《國史補》而成《歸田錄》，《六一詩話》則繼承了《國史補》等雜史類筆

                                                 

172-184；陳尚君，《漢唐文學與文獻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詩話尋源〉，

頁 247。 
8 康韻梅，〈唐代載錄詩事小說的敘事探究──以《本事詩》、《雲溪友議》為考察中心〉，《漢

學研究》，26.4（臺北：2008），頁 99-132。 
9 余才林，《唐詩本事研究》，頁 81-105。 
10 鄒福清，《唐五代筆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頁 270-274。 
11 李劍國將不具有傳奇志怪的小說色彩、雜錄歷史瑣聞的著作，稱為雜史類筆記，並列舉了《隋唐

嘉話》、《大唐新語》、《國史補》、《因話錄》、《次柳氏舊聞》、《開天傳信記》、《明皇

雜錄》、《金華子》、《開元天寶遺事》等為代表。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前言〉，頁 3。 



清  華  學  報 

 
330

記以平實筆法記錄詩壇軼事的傳統。《歸田錄》與《六一詩話》，或泛述聞見，或

側重評詩論事，實為同源分衍之關係。 

二、詩歌本事批評的流行與晚唐詩壇的通俗化風氣 

唐人所謂詩歌本事，可涉及詩歌的創作背景、緣由、過程和流傳等等，12 其中

創作背景和緣由，是本事的核心內容。關心詩作的背景和緣由，顯然是認為詩歌作

品皆緣事而發，只有知其事，才能明其詩，這樣的詩學理解，與奠定了唐代詩學基

本旨趣的「言志感物」的詩學傳統，有著密切的聯繫。 

〈毛詩序〉主張「詩言志」，認為詩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13 的產物，而觸

動安樂與哀怨之詩情的，則是社會的治亂狀況。毛詩的小序更認為《詩經》的每一

首詩，皆有具體的時事背景，「詩人之志」由此而發。南朝詩論對毛詩「情動於

中」的「言志」之說做了新的闡發，形成詩學中的「感物」理論。《文心雕龍．物

色》云：「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

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

心而徘徊。」14 這樣的「感物」之說，引申到作者與社會之間，就成為將創作與

時代緊密相聯的「時序」之論，所謂「文變染乎世情，廢興繫乎時序」。15 鍾嶸

（約 468-約 518）〈詩品序〉論詩亦持「感物」之論：「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

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

釋其情？」16 

「言志」與「感物」，對唐人的詩學，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唐代官方頒布

的《五經正義》，確立了毛詩的獨尊地位，毛詩小序探求本事以明詩人之志的闡釋

傳統，受到充分關注。孔穎達《毛詩正義》十分注意小序與詩義的關聯，對於小序

與詩義無法對應之處，他也細緻地一一指出，例如：「〈園有桃〉，刺時也。大夫

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正義》曰：「儉嗇不用其民，章首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十句是也。由無德

                                                 

12 余才林對唐詩本事的內容，有詳細的梳理。余才林，《唐詩本事研究》，〈導論〉，頁 1-4。 
13 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收入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1，頁

270。 
14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693。 
15 同前引，〈時序〉，頁 675。 
16 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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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數被攻伐，故連言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於經無所當也。」17 這裡，《正

義》指出小序中提到的「儉嗇不用其民」、「大夫憂之」等內容，與詩之首二句與

後十句，一一對應，而「國小而迫、日以侵削」等內容，在詩中並無對應，是「於

經無所當」。類似這樣的「於經無所當」之處，《正義》還指出了不少，這非但不

是對小序揭明本事之做法的否定，反而是這一做法的更趨深化與細化。 

南朝的「感物」詩論，也廣泛滲透在唐人的詩學理解之中。在唐人的記述中，

可以看到大量關於詩歌創作「觸物起情」、「因時發咏」的議論，許多詩序之作，

都是詩人在江山人事的感召下，乘興吟咏的創作記錄，如駱賓王 (638-684)〈晦日

楚國寺宴序〉： 

群賢抱古人之清風，翫新年之淑景。情均物我，緇衣將素履同歸。迹混

污隆，廊廟與江湖齊致。於是春生城闕，氣改川原。聞遷鶯之候時，行

欣宦侶。見遊魚之貪餌，坐悟機心。……雖交非習靜，多慚谷口之談。

然醉可逃諠，自得山陽之氣。詩言志也，可不云乎？18 

如此細緻交代創作之緣由情事的詩序創作，在唐代蔚為風氣，其中最為出名的，當

屬李白 (701-762)〈春夜宴桃李園序〉，序中「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

章」19 的警句，無疑是「感物」詩學最形象的表達。 

中唐以下，一些新創作風氣的出現，進一步加強了「詩」與「事」的聯繫。白

居易 (772-846)、元稹等人的近體詩創作，其入實的趣味顯著增強，有些作品或以

長題，或以詩序，交代創作的情事背景，例如白居易〈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

友，以藥術為事。與故京兆元尹晚為詩侶，有林泉之期。周歲之間，二君長逝。李

住曲江北，元居昇平西，追感舊游，因貽同志〉：「從哭李來傷道氣，自亡元後減

詩情。金丹同學都無益，水竹鄰居竟不成。月夜若為游曲水，花時哪忍到昇平。如

年七十身猶在，但恐傷心無處行。」20 詩題中對創作緣由的交代，為詩意的解

讀，提供了重要的背景。類似這樣的作品，在元、白詩集中，十分常見。 

此外，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創作，直接繼承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

                                                 

17 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 5，頁 357。 
18 駱賓王著，陳熙晉箋注，《駱臨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319-320。 
19 李白著，安旗、薛天緯、閻琦、房日晰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

2015），頁 179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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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19，頁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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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強調對現實問題的揭露與批判，更強化了「詩」與「事」之間的聯繫，白居

易的〈新樂府序〉特別論及詩中之「事」，所謂：「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為五

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

《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

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

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21 在〈與元九書〉

中，白居易更將其詩學追求，概括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22 

這樣的創作風氣，強化了「言志」與「感物」的傳統，使之進一步成為唐人論

詩的某種共識。唐末著名詩論家司空圖 (837-908)，言詩倡「味外之旨」與「韻外

之致」，但在與問學者討論詩歌時，仍是從交代創作的興感之由來入手，其〈與李

生論詩書〉列舉自己頗為得意的二十四聯詩，並特別指出這些作品具體的創作背

景：「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短，冰輕著雨銷』……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

生笋，松涼夏健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得於塞

上，則有『馬色經寒慘，雕聲帶晚饑』……得於喪亂，則有『驊騮思故第，鸚鵡失

佳人』……得於道宮，則有『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幢幽』……得於夏景，則有『地

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23 這些「江南」、「塞上」、「道宮」、「夏景」

的時地創作背景，從寬泛的意義上講，可以稱為廣義的本事，司空圖對此做細緻交

代，足見其玄妙的韻味之論，也滲透著注重本事的意識。 

孟《本事詩》對「本事」的認識，同樣體現了「言志感物」的旨趣，《本事

詩．序》云：「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懷佳作，諷

刺雅言，著於群書。雖盈厨溢閣，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

義？因采為《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也。」24 這裡對「本事」之意義的闡

發，非常明確地繼承了毛詩序的詩學傳統，毛詩以風、小雅、大雅、頌為「四

始」，而孟則將《本事詩》之「七題」比作「四始」，同時序中「怨思悲憤，常

                                                 

21 同前引，卷 3，頁 136。 
22 同前引，卷 45，頁 2792。 
23 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

卷 2，頁 194。 
24 孟，《本事詩》，收入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第 3 冊（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頁

2375。《全唐五代筆記》中所錄《本事詩》，在前人基礎上，校勘精要，故本文所錄《本事詩》

文本，皆據《全唐五代筆記》。王夢鷗、內山知也在《本事詩》校勘方面用力甚多。王夢鷗，

《唐人小說研究三集．本事詩校補考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內山知也，《隋唐小說

研究》（東京：木耳社，1977），〈《本事詩》校勘記〉，頁 59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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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感慨」與「觸事興詠」等語，又融合了六朝詩學「感物」之論。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唐代詩學以「言志感物」為其基本旨趣，關心「詩」

與「事」的關聯，但很長時間裡，本事批評並沒有受到唐人的特別關注，直到晚唐

五代，《本事詩》這樣專門記錄詩歌本事的著作，才出現並逐漸增多。晚唐士人何

以對詩歌的本事，表現出如此濃厚的興趣和自覺的關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首

先看到，「感物言志」是唐人流行的詩學觀念，但並不能體現唐代詩學更為深入的

層面，探求詩歌的本事，也並非一種精深的詩學批評。晚唐五代對本事的興趣所以

濃厚，主要是因為這一時期的詩壇，在日趨「浮薄」的風氣中呈現出明顯的通俗化

與大眾化趨勢。 

馬端臨 (1254-1323) 指出「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患」。25 

所謂「浮薄」，就是邀名好譽，不重實學。唐代的科舉實行「薦舉」，干謁顯達，

以求名譽，為科場士子所必需，不徒晚唐為然，晚唐以下，科場士子所以對名譽追

逐已極而進於「浮薄」，與特殊的時事變化不無關係。 

唐宣宗在大中年間大力提高科舉地位，無論子弟、寒素，皆群趨科舉之途，應

舉人數顯著增加，但科場具體制度的變革則比較落後，錄取人數沒有明顯的增加，

以往所推行的薦舉，也未被有效削弱，在取士範圍擴大，寒素與子弟同趨科場的情

況下，必然導致請託干謁之風的泛濫。寒素之士不遺餘力地通關節，求賞識，即使

是出身高門的貴胄子弟，也不能自恃門第而不事請託。為士林不齒的宦官，以及對

王室懷有貳志的藩鎮，其門下都集合了大批奔競之輩。咸通中，秦韜玉投靠宦官及

第，與他一同因諂事宦官而得進的「芳林十哲」雖然為士林所不齒，26 但隨著宦

官勢力的增強，走宦官門路的人也日趨增多。攀緣宦官，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

在文臣與宦官尖銳對立的中晚唐時期是相當罕見的現象。唐末寒士的又一門路為藩

鎮，杜荀鶴、殷文圭等人即以梁王朱全忠的表薦而及第。27 

中唐時期，科場中獎掖後進的官員，不乏文行卓越的士人，例如韓愈獎掖後

進，成為許多士子干謁求教的對象。但在晚唐，科場士子則越來越難有幸運碰到詩

文知音的獎掖者，「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貢士不下千餘

人，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率為閽媼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即

所得倍於常也。』」28 公卿門下，行卷堆積，甚至成了「閽媼脂燭之費」，文宗

                                                 

25 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29，頁 276。 
26 王定保著，陽羨生校點，《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 9，頁 66-67。 
27 同前引，頁 65。 
28 同前引，卷 12，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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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年間是如此，沿及唐末，情形就更加不堪，士人舉子甚至要面對許多粗鄙淺陋

的權要，盧延讓的經歷就讓人在捧腹中感到無奈：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沖官道過，狗

觸店門開。」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饞犬

舐魚砧」之句，為成中令汭見賞。又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

句，為王先主建所賞。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

子也。」29 

盧延讓輾轉科場二十五年，最後還是通過「貓兒、狗子」的淺白之作，得到權要賞

識而及第。與此類似的還有杜荀鶴：「唐杜荀鶴嘗游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

也，因厚遇之。」30 威鎮一方的藩鎮，固然有影響科舉之力，但對用心於詩文的

士子，常常缺少尊重，據記載：「或有述李頻詩於錢尚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

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31 錢鏐看

不上詩人苦吟，固然可以理解，但輾轉科場的士人，還要以自己的詩文，不斷向這

樣的人請託，也是頗為無奈。 

在這樣請託大行，奔競不已的風氣裡，士人要面對許多粗通，甚至不通詩文的

人，談論有趣的詩歌本事，無疑更容易求名邀譽。另一方面，晚唐以後取士範圍擴

大，進入科場的人數增多，但這些人整體詩歌創作水平趨於貧弱，多數活躍在詩壇

和以詩奔競的人，其藝術水平和批評眼光，都乏善可陳，在這樣的群體中，詩歌傳

播與批評的通俗化都會更趨加強，談論詩歌本事，靠人事趣談來增強藝術的知名

度，無疑是最為常見的通俗傳播方法。這也進而影響到詩歌的批評方式，談論詩歌

的「本事」，比談論詩歌的風格、體式，更易引人關注。唐人對本事批評的興趣何

以在晚唐五代明顯趨於濃厚，或許可以從這一角度得到解釋。 

當然，晚唐五代仍有比較精深、細緻的詩學批評，例如司空圖對「韻味」的探

討，上承盛唐、中唐意境理論，而有精彩的發明。為數眾多的詩格、詩式類作品，

也不乏對詩歌藝術技巧的細緻討論，只是這些詩格討論中流露出的某種機械與瑣碎

的弊病，仍然折射了當時詩壇整體水平的貧弱。對詩歌本事的關注，則從另一個角

                                                 

29 孫光憲著，林艾園校點，《北夢瑣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 7，頁 55。 
30 同前引，卷 6，頁 51。 
31 同前引，卷 7，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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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呈現了在這種貧弱的局面中，詩學批評與傳播日趨通俗化的狀況。《本事詩》的

作者孟輾轉科場三十餘年，在為妻子所撰寫的〈唐孟氏家婦隴西李夫人墓誌銘并

〉中，自稱：「讀書為文，舉進士，久不得第」。32 他對於當時流行談論本

事的風氣，應該是有很深感受和體會的。 

三、本事著作的傳奇色彩：與唐代雜史類筆記比較 

談論本事既是詩歌通俗傳播的重要手段，就難以避免以奇情異事聳人耳目的趣

味，唐代本事著作所具有的濃厚傳奇特點，正折射了這樣的趣味。唐代的傳奇志怪

小說，在題材上注重表現男女情事和鬼神怪異，在表現手法上富於曲折離奇的情

節。《本事詩》、《雲溪友議》所記錄的詩歌本事，無論是題材內容，還是表現手

法，都與傳奇志怪小說頗為近似。 

《本事詩》將所記錄的本事，按照內容分為七類：情感、事感、高逸、怨憤、

徵異、徵咎、嘲戲。其中「情感」一類的故事，皆是有關男女情愛，其中破鏡重

圓、紅葉題詩、韓翃柳氏、司空見慣、人面桃花等故事都流傳甚廣。「事感」中的

許渾夢登山見仙人，「徵異」中的張氏亡妻遺詩，都涉及鬼神仙幻；「徵咎」中關

於劉希夷、崔曙、盧獻卿的幾則詩讖故事，也是志怪小說中的常見題材。此外，

「情感」、「事感」、「高逸」、「徵異」幾類中的故事，多以情節離奇曲折而引

人注目，例如「情感」中韓翃柳氏故事記載許俊為韓翃救出柳氏，這儼然就是《霍

小玉傳》中黃衫豪客的翻版，而身為朝廷官員的侯希逸對許俊所為，不僅不以為

忤，反而贊許有加，甚至說「此我往日所為也」，33 這更增添了全文的傳奇色

彩。崔護人面桃花故事中，女子感動於崔護的深情，死而復生，亦是傳奇的筆墨。

「事感」一類包括玄宗於喪亂中重聞李嶠詩而感泣、劉禹錫玄都觀題咏、元稹與黃

丞重逢、白居易楊柳詩為宣宗所聞、李章武與僧詩、許渾夢登昆侖與仙人相會等六

條「本事」，這些故事展現了不同時空、身分之間的滄桑變換之慨，其中元稹與黃

丞重逢一節，頗類似在夢醒之間著一段傳奇經歷的《枕中記》。這段本事，出自元

                                                 

32 關於孟的生平，陳尚君有詳細的考證。陳尚君，〈《本事詩》作者孟家世生平考〉，收入項

楚主編，《新國學》第 6 卷（成都：巴蜀書社，2006），頁 1-17。孟為其妻所撰墓志，見孟

，〈唐孟氏家婦隴西李夫人墓誌銘并叙〉，收入吳綱主編，《全唐文補遺》第 8 冊（西安：三

秦出版社，2005），頁 215。 
33 孟，《本事詩》，頁 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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稹〈黃明府詩〉之詩序，孟特意將之記錄下來，也很可見出他談論本事的尚奇趣

味。「高逸」中對李白傳奇跌宕之人生經歷的記述，「徵異」中對駱賓王落髮為僧

後與宋之問在靈隱夜對詩句的記載、對老道士軒轅彌明會宿聯句之奇異行止的描

述，都帶有濃厚的傳奇色彩。 

《雲溪友議》的傳奇色彩也頗為鮮明，被魯迅稱為「以傳奇為骨」。34 從題

材上看，三卷所記 65 條故事中，涉及男女情事的有苧蘿遇、真詩解、毗陵出、襄

陽杰、南海非、嚴黃門、餞歌序、舞娥異、玉蕭化、辭雍氏、三鄉略、雲中命、譚

生刺、澧陽宴、中山悔、艷陽詞、溫裴黜、巢燕辭、題紅怨、閨婦歌等近 20 條，

又有南陽錄、江都事、夢神姥、玉泉祠、葬書生、買山讖、狂巫訕、彰術士、龜長

證、祝墳應、名義士、羨門遠、金仙指等十幾條涉及鬼神仙幻內容，而玉蕭化、舞

娥異、江都事、買山讖、彰術士、雲中命、弘農忿、江客仁等故事，則情節離奇跌

宕，與傳奇故事的結撰特點頗為接近。35 

唐五代本事著作中只有《本事詩》、《雲溪友議》保存比較完整，其他如盧

《抒情集》、處常子《續本事詩》，原書皆已散佚，《全唐五代筆記》輯錄《抒情

集》38 條（含備考 1 條），36 羅寧輯錄《續本事詩》17 條。37《抒情集》所輯錄

的各條故事，都比較短小，是否原書故事即如此短小，抑或後代文獻援引時對原書

故事有所精簡取捨，已不得而知。從目前輯錄的內容來看，傳奇色彩並不明顯，但

其中韋檢悼姬人、白居易樊素、小蠻歌伎、營妓丹霞為怨胡婦、韋蟾席上女妓賦詩

等故事，仍與傳奇題材多有接近。《續本事詩》亡佚情況更為嚴重，後代文獻所援

引者多十分簡略，大多只有詩句，但從目前輯錄的內容來看，它有明顯的續補《本

事詩》之意。例如《本事詩．情感》有玄宗宮人制袍藏詩及顧況梧葉題詩的故事，

《續本事詩》有僖宗宮人及盧渥等類似的故事。《本事詩．高逸》有杜牧索妓之

事，《續本事詩》從杜牧詩序中取出張好好故事。38 這些地方也可以見出《續本

事詩》承襲了《本事詩》對傳奇性故事的注重。 

《本事詩》和《雲溪友議》這些本事著作，雖然具有濃厚的傳奇色彩，但其著

述態度都有追求實錄的一面。孟強調自己編纂《本事詩》，是據聞實錄，不采怪

                                                 

34 魯迅，《中國古代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 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98。 
35 本文所引《雲溪友議》，皆據范攄著，唐雯校箋，《雲溪友議校箋》（北京：中華書局，

2017）。 
36 盧，《抒情集》，收入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第 3 冊，頁 2365-2374。 
37 羅寧，〈處常子《續本事詩》輯考〉。 
38 同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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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鄙俚之談，所謂「其有出諸異傳怪錄，疑非是實者，則略之。拙俗鄙俚，亦所不

取。聞見非博，事多闕漏，訪於通識，期復續之。」39《雲溪友議》所記載的故事

皆得自作者范攄的游歷聞見，范攄自言以「孔子聚萬國風謠，以成其《春秋》也」40 

為法，其記錄軼事的態度也比較嚴肅，經常在文中交代故事的聽聞來源，例如「夢

神姥」一條文末云：「雲溪子曰：『親聞范陽所述，故書之。』」41「江客仁」一

條文末云：「雲溪子以劉向所謂『傳聞不如親聞，親聞不如親見』也，乾符己丑

歲，客於霅川，值李生細述其事。彙徵於韋叟之居，觀李博士手翰，冀余導於文

林。」42《雲溪友議》所記載的故事，雖然在細節上與歷史事實多有出入，但仍然

保留了許多真實的歷史，例如「名義士」一篇記載進士廖有方元和十年落第後游

蜀。近年出土的廖氏墓志，即印證了廖有方元和十年落第的經歷。「江都事」記載

了李紳早年寄居佛寺，化蛇而僧知其必貴的神異故事，其中老僧的預言，正出自李

紳〈龍宮寺〉的作者自序。43 這些都體現出范攄記述軼事的嚴肅態度。唐人的傳

奇故事，其作者在自述創作動機時，常常流露出鮮明的以史家著述為法的特點，例

如：〈謝小娥傳〉：「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

也。故作傳以旌美之。」44《三水小牘》所記「殷保晦妻封氏罵賊死」、「以余有

《春秋》學，命筆削以備史官之闕。」45〈南柯太守傳〉：「詢訪遺迹，翻覆再

三，事皆摭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46《本事詩》和《雲溪友議》所流露的

追求實錄的態度，與此頗為類似。 

標榜實錄和語多傳奇，這不無矛盾的態度在《本事詩》關於「詩史」的闡發

中，尤其有集中的呈現。《本事詩》特別提到杜詩之為「詩史」。《本事詩．高

逸》記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

號為『詩史』」。47「詩史」是中國詩學批評史的重要概念，從「故當時號為『詩

史』」一句來看，杜詩之被稱為「詩史」，並非是孟的發明，而是在杜甫 (712-

                                                 

39 孟，《本事詩》，〈序〉，頁 2375。 
40 范攄，《雲溪友議校箋》，〈序〉，頁 1。 
41 同前引，頁 52。 
42 同前引，頁 162。 
43 同前引，頁 3-5。 
44 汪辟疆校錄，《唐人小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95。 
45 皇甫枚，《三水小牘》，收入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第 4 冊，頁 2768。 
46 汪辟疆校錄，《唐人小說》，頁 90。關於唐傳奇創作動機的史家色彩，參見孫遜、潘建國，〈唐

傳奇文體考辨〉，《文學遺產》，6（北京：1999），頁 34-49。 
47 孟，《本事詩》，頁 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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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 身前即有此說。然而從現存文獻中，還找不到比《本事詩》更早的關於杜詩

之為「詩史」的記載。張暉通過細緻的考辨，指出：「在李白故事的傳衍中，《本

事詩》之前和之後的記載，對杜甫都沒有興趣加以關注，只有孟棨，特意在其中加

入不少關於杜甫的筆墨，並在其間提出深具影響的『詩史』概念，從這個意義上

說，不管『詩史』說是否在杜甫生前或孟棨所處的時代已經流行，孟棨的精心撰著

使『詩史』說通過杜詩對李白事迹的記載展現出來，是文學批評史上第一次對『詩

史』概念做具體的闡釋。」48 

孟之所以對「詩史」表現出獨具隻眼的重視，是因為他在對「詩」與「本

事」之關係的認識上，在繼承漢唐詩學「言志感物」傳統的同時，也表現出對漢唐

詩學藩籬的突破。在漢唐詩學中，無論是毛詩的「詩言志」，還是六朝詩學的「感

物」說，其重心都在「詩」，而觸發詩情的「事」，不過是理解詩意的基礎，對詩

歌本事的發掘，主要目的在於揭示創作的緣由與背景，增進對「詩」的理解，從某

種意義上講，「事」是「詩」的附庸和注腳。而宋代以後所逐步建構的「詩史」

說，則不再將「事」簡單視為「詩」的背景與緣由，而更強調「詩」對於「事」具

體真實、廣泛深刻的呈現，甚至要借鑒史學的多重標準，來要求「詩」對「事」的

表現。「事」不再是理解「詩」的注腳，對「事」敘述與表現的深度與廣度，上升

為衡量詩藝的重要標準。只有這樣的「詩史」觀得以建構，杜詩的「詩史」品質才

能得到充分的重視。 

孟《本事詩》注重本事表現的「詳備」、稱贊杜詩「推見至隱」，在《本事

詩．序》中，還表達了「求實」的旨趣，這些都與宋代「詩史」建構中的詩學追求

相一致。 

在關於杜詩之為「詩史」的記載中，孟特別強調了杜甫對安史離亂，能「畢

陳於詩」，而他對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一詩的肯定，也是著眼於此詩能對李

白的經歷「盡得其故迹」。這種對詩歌敘事之詳備的強調，在宋人詩史說中，得到

進一步的發揚。宋祁 (998-1061)《新唐書．杜甫傳》稱杜甫「善陳時事，律切精

深，至千言不少衰，世稱『詩史』」。49 這是後世對杜詩之為「詩史」最常見的

界定，這裡對杜詩敘事詳贍的高度肯定，與孟稱杜甫將安史之亂「畢陳於詩」，

顯然體現了共同的標準。 

孟對杜詩「推見至隱」的推重，從大的方面來講，與宋代「詩史」說中對春

                                                 

48 張暉，《詩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頁 19-20。 
49 宋祁、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201，頁 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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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筆法的追求，不無接近。「推見至隱」出自《史記．司馬相如傳》中的「太史公

曰：『春秋推見至隱』」裴駰引韋昭注云：「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

經言『狩河陽』之屬。」50《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於溫。天王狩於河陽。」51 經文此處之

「天王狩於河陽」，《左傳》云：「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

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52 可

見，「推見至隱」是指《春秋》出於隱諱的需要而運用的隱微筆法。《史記．匈奴

列傳》「太史公曰：『孔子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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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高評據此對「推見至隱」之義做了充分的

闡發，指出「司馬遷既私淑孔子，而以《史記》比擬《春秋》，纂修當代史事既然

多『忌諱之辭』，欲突破困境以修史，自然會參考『推見至隱』的《春秋》書法，

采用隱約其辭的『微言』，旁敲警醒的『側筆』。蓋隱之所在，往往是歷史真相之

所在，亦即歷史解釋之關鍵所在，於是史家將消息懸殊，相反卻相成的史料前後並

置，彼此激射，歷史真相遂呼之欲出。」53《左傳》成公十四年之「君子曰」，對

《春秋》書法有精煉的概括，所謂「《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

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54
 而「推見至隱」所采用的「微言」與「側筆」，正

切合其中的「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之義。 

杜甫作為杜預 (222-285) 之十三世孫，以發揚先祖《春秋》家學為志向，其詩

作蘊含春秋筆法，尤其是安史之亂後的作品，多對現實政治有所揭露與譏刺，出於

現實忌諱的考慮，往往旁敲側擊、隱約著筆，孟稱之為「推見至隱」，頗為準

確。《本事詩》論述杜之為「詩史」，以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為證。此詩備

述李白的人生經歷，其間隱微提及李白入永王幕之經歷，並隱含為之辯誣之意，其

辭云：「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汩沒

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

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

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

                                                 

50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117，頁 3073。 
51 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卷 16，頁 1823-

1824。 
52 同前引，頁 1827。 
53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78。 
54 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 27，頁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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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憲貧。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鵩鳥，獨泣

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

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55 詩中「蘇武

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數句

正隱約寄寓了為李白入永王幕辯誣的用心。所謂「蘇武先還漢」，借蘇武不屈服於

匈奴而終還漢朝，比喻李白之忠於朝廷，而「先還」一語，則指李白之逃離永王幕

較他人為先，張溍謂之「用事精切，回護語何等渾妙。」56 這正是「推見至隱」

的「微言」筆法。 

「推見至隱」是春秋筆法的一個具體體現。宋人對「詩史」的理論闡發，亦明

確推重春秋筆法，黃庭堅稱贊杜詩「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57 即是

一個典型的代表。當然宋人對詩中史筆的討論，其內容之豐富與深入，已不止於

「推見至隱」之一端，但孟之說與宋人詩史之論的內在精神聯繫，顯然是一脈相

承的。 

孟在《本事詩》的序言中，明確以「求實」相尚，表示要拒絕「出諸異傳怪

錄，疑非是實者」。這種追求本身，與宋人建構「詩史」說時所強調的實錄之論，

也是很接近的。宋人稱贊杜詩為「實錄」，認為杜詩可以當作真實的史料來閱讀，

一個著名的例子，即是當時有人認為可以根據杜詩來瞭解唐朝的酒價。陳巖肖《庚

溪詩話》云：「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無貴賤，亦時

見於吟詠。如云：『急須相就飲一斗，恰有青銅三百錢。』丁晉公謂以是知唐之酒

價也。」58
 

可見，宋人在建構「詩史」說時所看重的一些詩學原則，已經在《本事詩》中

有了初步的表達。如前所述，「感物言志」是唐人流行的詩學觀念，但並不能體現

唐代詩學更為深入的層面，探求詩歌的本事，也並非一種精深的詩學批評，晚唐五

代通俗化的詩壇環境，促使對本事的興趣趨於濃厚，孟對本事的關注，一方面繼

承了唐代詩學感物言志的傳統，一方面又在對「詩」與「事」關係的強調中，開始

突破漢唐詩學傳統，初露宋代「詩史」說的端倪。  

                                                 

55 杜甫著，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卷 6，頁 1681-

1683。 
56 同前引，頁 1688。 
57 黃庭堅著，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尚榮校點，《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3），外集補卷 4，〈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之詩〉，頁 1706。 
58 陳巖肖，《庚溪詩話》，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上，頁 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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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本事詩》具有鮮明的通俗趣味，語多傳奇，這使得它提出的「敘事

詳備」、「推見至隱」以及「求實」等原則，在自身的本事記述中並沒有得到充分

展開。孟對杜甫之為「詩史」的論述，是出現在有關李白傳奇經歷的條目中，在

詳述李白之為「謫仙」，受賀知章稱揚、才逸氣高、宮中飲酒賦詩等種種高逸之

迹，以及流落江外、永王招禮、累謫夜郎、卒於宣城的漂泊身世之後，提到「時杜

甫贈白詩二十韻，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迹。」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

十韻〉，主要內容仍是備述李白的傳奇人生經歷，這首作品未能揭示杜詩之為「詩

史」在反映歷史方面的豐富與深刻，並不是體現杜詩「詩史」成就最有代表性的作

品。它所以受到關注，和孟好尚傳奇的興趣很有關係。孟標榜「求實」，特別

提到類似韓翃之遭際，是親耳聞諸「大梁夙將趙唯」，59
 但這種「求實」之意在

具體的本事記述中，更多被傳奇趣味所掩蓋，以至於出現人面桃花中之女子起死回

生這樣的「不經」之辭。顯然。在詩學史上，孟引發宋人「詩史」建構的端緒，

這一點值得重視，但晚唐五代通俗化詩歌傳播批評風氣，可以強化對本事的興趣，

引發對「詩」與「事」之關係的新認識，但這樣的通俗化風氣，尚不足以孕育精深

的「詩史」思考。中國詩學史上內涵豐富的詩史理論，只有在宋代以下文化內涵深

厚的詩學環境中，才能獲得不斷發展的動力。 

《本事詩》、《雲溪友議》傳奇色彩濃厚的詩歌本事記錄，和以《隋唐嘉

話》、《大唐新語》、《國史補》、《劉賓客嘉話錄》為代表的唐代雜史類筆記中

的詩林文苑內容，頗有不同。這類筆記以記瑣聞、錄雜事為主，追求補史之闕，極

少傳奇志怪的色彩。 

這類筆記記載詩苑文壇之事，注重記述詩人行止軼事、論其詩藝之高下，例如

《隋唐嘉話》記載薛道衡 (540-609) 以詩才傾動南人：「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

云：『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

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60《國史

補》記王維 (701-761) 軼事，揭示其才藝精絕：「王維畫品妙絕，於山水平遠尤

工。今昭國坊庾敬休屋壁有之。人有畫奏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

『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謬。」61 又記載

李翰之軼事，頗見其為文運思之風格：「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澀，晚居陽翟，

                                                 

59 孟，《本事詩》，頁 2380。 
60 劉餗撰，程毅中點校，《隋唐嘉話》（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 
61 李肇，《唐國史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上，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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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從邑令皇甫魯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62 對詩藝的評論以及具體

的創作體會，也是這類筆記涉及的內容，例如《劉賓客嘉話錄》：「劉禹錫曰：茱

萸二字，經三詩人用，亦有能否。杜甫言『醉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云『遍插茱

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杜公最優也。」63 又云：「為詩用僻

事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常疑此字，因讀毛詩鄭

箋說『簫』處注云：『即今賣餳人家物』，六經唯此注中有『餳』字。緣明日是重

陽，欲押一『餻』字，尋思六經意未見有『餻』字，不敢為之。嘗訝杜員外『巨顙

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

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64 

這些雜史類筆記，何以回避傳奇筆法？對這個問題，首先可以想到的原因，是

其志在「補史」，要以正史為法回避不經之辭。 

《隋唐嘉話》的作者劉餗，為劉知幾 (661-721) 之子，自身也是著名史家。據

周勛初考證，今本《隋唐嘉話》是宋代坊賈選輯劉餗所著《國朝傳記》、《國史纂

異》、《小說》而成。書中的內容雖稍有駁雜，但大體可信，足資考證，許多條目

為新、舊《唐書》、《資治通鑑》等書所吸收，體現了鮮明的補充正史所不足的特

點。65 劉肅《大唐新語》自云撰作目的「今起自國初，迄於大曆，事關政教，言

涉文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古，勒成十三卷，題曰《大唐世說新語》」，66 也體

現了補史的追求。李肇《國史補》直接以劉餗為法，志在補史，其序云：「《公羊

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未有不因見聞而備故實者。昔劉餗集小說，涉

南北朝至開元，著為傳記。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史補》，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

續傳記而有不為。」67 

鮮明的補史追求，使這些筆記在內容選擇上，多以正史為法回避傳言不經之內

容，所謂：「備書微婉，恐貽牀屋之尤；全采風謠，懼招流俗之說」，68 對於傳

奇志怪等內容，也明確加以回避，李肇《國史補》云：「言報應，敘鬼神，徵夢

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則書

                                                 

62 同前引，頁 20。 
63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收入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第 2 冊，頁 1454。 
64 同前引，頁 1425。 
65 周勛初，《唐代筆記小說敘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頁 2-3。 
66 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序〉，頁 1。 
67 李肇，《唐國史補》，〈序〉，頁 1。 
68 劉肅，《大唐新語》，〈序〉，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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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69 周勛初認為：「［此書］排除了鬼神夢幻的成分，也不載男女猥褻之

事，這就與志怪的傳統劃清了界線。」70 在取材上，這些筆記也多有嚴肅的態

度。《大唐新語》多從唐代史官所負責編纂的紀傳體《國史》中取材；而《國史》

同時也是《舊唐書》取資的來源。71 

從《後漢書》設〈文苑傳〉開始，「文苑傳」即成為古代正史的傳統類傳，

「文苑傳」的內容，主要涉及文人生平、文人形象、文學作品、文學思想四個方

面。72《大唐新語》、《國史補》等的取材傾向，與正史「文苑傳」頗為接近，如

《大唐新語．文章第十八》共 21 條，其中有 5 條又見於《舊唐書》，且文詞沒有

明顯差異，其中張說 (667-730) 評騭時文的意見，在後世頗有影響，這條內容亦為

《舊唐書．文苑傳》所采用： 

張說、徐堅同為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

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

「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為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

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峰絕岸，壁

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為駭矣。閻

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妝，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

《風》、《雅》，則為俳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

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

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

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

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73 

這種同時為筆記與正史收錄的內容，充分體現了《大唐新語》取材的嚴肅性。

當然，正史文苑傳受體例限制，關注的是文人生平傳記，對文學思想、詩文藝術等

                                                 

69 李肇，《唐國史補》，〈序〉，頁 1。 
70 周勛初，《唐人筆記小說敘錄》，頁 28。 
71 同前引，頁 28-30；賈憲保，〈從《舊唐書》《譚賓錄》中考索唐國史〉，收入黃永年主編，《古

代文獻研究集林》第 1 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頁 141-165。 
72 關於正史〈文苑傳〉的內容特點，參屈玲，《正史〈文苑傳〉研究》（金華：浙江師範大學碩士

論文，2012），頁 30-67。 
73 劉肅，《大唐新語》，卷 8，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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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則關注較少，錢基博 (1887-1957) 對此頗表不滿，認為 「［文苑傳］作傳之

旨，在於鋪敘履歷，其簡略者僅以記姓名而已，於文章之興廢得失不贊一辭焉。嗚

呼！此所以謂之文苑傳，而不得謂之文學史也」。74《隋唐嘉話》、《大唐新

語》、《國史補》、《劉賓客嘉話》這些雜史類筆記在記錄文人軼事、評論詩藝方

面，遠較正史文苑傳豐富。但內容雖然豐富，其撰寫態度上以正史為法、回避不經

之辭的藩籬，並沒有被明顯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前文已經指出，《本事詩》、《雲溪友議》在創作動機上，也

有以史家為法的追求，《本事詩》還提出了「詩史」這一重要概念，並對之做出值

得關注的闡發，其以史家為法的創作態度也是頗為自覺的，但是何以在具體的載錄

內容上卻語多傳奇？其實從創作動機上看，詩歌本事著作與雜史類筆記，不僅都多

以史家為法，而且在記錄聞見方面，也是頗為一致的。《劉賓客嘉話錄》是韋絢對

劉禹錫的談話記錄，韋絢自述編纂之由云：「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於教誘，

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文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若諧謔卜祝，童謠佳

句。即席聽之，退而默記，或染翰竹簡，或簪筆書紳，其不暇記因而遺忘者，不知

其數，在掌中梵夾者，百存一焉。今悉依當時日夕所話而錄之，不復編次，號曰

《劉公嘉話錄》」。75 范攄《雲溪友議》自覺以《劉賓客嘉話錄》為法，其序

云：「近代何自然續《笑林》，劉夢得撰《嘉話錄》，或偶為編次，論者稱

美。……攄昔藉眾多，因所聞記，雖未近於丘墳，豈可昭於雅量。或以篇翰嘲謔，

率爾成文，亦非盡取華麗，因事錄焉，是曰《雲溪友議》。倘論交會友，庶希於一

述乎。」76
 

同樣是以史家為法，同樣記錄聞見，為什麼唐代詩歌本事著作難以真正求實而

形成如此濃厚的傳奇色彩，而雜史類筆記則極少語涉傳奇呢？這其中常為人所忽視

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詩歌本事著作具有彙錄詩歌本事的自覺意識，而雜史類筆記

之記錄詩壇軼事，並非出於載錄詩事的自覺，而不過是將之作為一般的聞見加以記

錄。正如本文第一節所述，晚唐五代的詩壇風氣日趨通俗，帶來本事批評的流行和

本事的傳奇化。《本事詩》、《雲溪友議》等本事著作既然有彙錄詩歌本事的自覺

意識，就不可避免地要彙錄大量具有傳奇色彩的詩歌本事。當然，這些著作裡也有

一些不帶傳奇色彩的內容，例如《本事詩》有「嘲戲」一類，《雲溪友議》「雜嘲

                                                 

74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1-2。 
75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頁 1424。 
76 范攄，《雲溪友議校箋》，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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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一條彙錄多條故事。這種諧謔的故事，也作為一般的聞見而見錄於雜史類筆

記。但是無論本事著作有多少不涉傳奇的記錄，傳奇性故事都始終是其所不能忽視

的主要內容，這是在晚唐五代詩壇通俗化風氣中，自覺彙錄詩歌本事的著作所難以

回避的。雜史類筆記並無自覺彙錄詩事的追求，其記錄詩壇軼事，不過是出於志人

記事、記錄聞見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像《國史補》那種對傳奇志怪內容加以回

避的旨趣，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貫徹。本事著作既以彙錄詩事為自覺目的，就

必然反映時人對詩歌的獨特理解，通俗化詩壇風氣中對詩歌創作與傳播的通俗化認

識，以及由此帶來的傳奇趣味，就不可避免地滲透其中。晚唐五代本事著作濃厚的

傳奇趣味，以及雜史類筆記在記錄詩壇風雅方面始終可以擺脫傳奇色彩的顯著影

響，與編纂意圖中是否具有「彙錄詩事」的自覺，顯然有重要的關係。 

四、《六一詩話》的體制淵源與創格之功 

晚唐五代詩歌本事著作的傳奇色彩，及其與唐代雜史類筆記的差異，對理解歐

陽修《六一詩話》的體制淵源與創格之功，有著重要的意義。 

如上所述，晚唐五代本事著作有著彙錄詩歌本事的自覺意識，但在晚唐五代通

俗化的詩壇環境中，基於這種自覺意識所編纂的本事著作，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

傳奇色彩。歐陽修《六一詩話》彙錄詩林軼事、品評詩藝的自覺意識，與本事著作

頗為一致，但在記錄內容和文風上，則完全回避了傳奇色彩，與唐人雜史類筆記記

錄詩壇軼事、品評詩藝的傳統，十分接近。 

《六一詩話》之記述，以談論詩藝為主，或論一人之詩，如：「唐之晚年，詩

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

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

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

『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77 

又或品評詩藝之不同，如：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隽，以超邁橫絕

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

                                                 

77 歐陽修著，鄭文校點，《六一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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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

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

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

輩。文辭愈精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

硬，咀嚼苦難嘬。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

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仿佛，然不能優

劣之也。78 

還有直接談論詩藝之特色者，如： 

聖俞嘗語余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

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然後為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

山鹿放，雞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

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

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

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

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

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

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79 

談論詩藝之外，還有述及詩人之遭際的內容，如：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佑之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

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

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

春。」蓋景山詩有「多情未老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故余以

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

「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愧於唐諸賢。而仕宦

                                                 

78 同前引，頁 10。 
79 同前引，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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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偶，終以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

余詩，逮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弃亦

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塘，滿峽猿聲斷旅腸。……莫

謂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80  

這段記述，感嘆詩人之困窮坎坷，並沒有唐人本事記述中的傳奇筆墨。 

從上面引述的這些內容，就可以明顯地感到，《六一詩話》與唐人雜史類筆記

記錄詩壇軼事的取材特點與記錄風格頗為接近，其輕鬆的文風，類似《劉賓客嘉話

錄》的閒談特色，其嚴謹徵實之處，又上接《隋唐嘉話》、《大唐新語》與《國史

補》的嚴肅補史態度。 

《六一詩話》屢屢談到詩句是否符合「物理」，本事是否準確，例如：「李文

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詞〉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

進，而公詩最為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

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

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於西京。蓋執玉祀

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五耳。」81 

歐陽修甚至把探求本事，變成了考證，例如：「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

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河豚常出

於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為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只破題兩

句，已道盡河豚好處。」82 

當然，這方面最著名的，則是論「半夜鐘」之謬：「唐人有云：『姑蘇台下寒

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83 

可見，歐陽修《六一詩話》以更富有文人風雅和學者理性的態度，接續了唐代

雜史類筆記記述詩壇軼事的傳統，它擁有了雜史類筆記所缺少的集中彙錄詩事的自

覺意識，又擺脫了唐代詩歌本事著作因這種自覺意識而難以避免的傳奇趣味，從而

開創了「詩話」這一獨特的體裁。這一獨特的創作，與宋代詩學環境相較於晚唐五

代的變化，有密切關係。宋代重文輕武，《燕翼詒謀錄》：「國朝待遇士大夫甚

                                                 

80 同前引，頁 14。 
81 同前引，頁 5。 
82 同前引，頁 6。 
83 同前引，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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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皆前代所無。」84 葉夢得 (1077-1148)《石林燕語》：「國初天下始定，更崇

文士。」85 宋代士大夫社會地位相較於晚唐五代有明顯提高，不必艱辛地輾轉科

場、奔競於不通文墨甚至鄙薄士人的武夫、宦官門下干謁求進。宋代上至帝王君

主，下至民間百姓，普遍尚文。士大夫有更好的生活基礎來過詩酒優游的生活，與

詩文知己賦詩談文成為流行的風氣，《六一詩話》的「資閒談」，正是滿足這樣的

談文論藝需要。86 面對詩文同好者的評詩論藝以及對文人雅趣的談論，無需借助

傳奇化的奇情異事來聳人耳目，《六一詩話》不再具有晚唐五代詩歌本事著作的濃

厚傳奇色彩，反映了晚唐五代通俗化的詩壇環境在宋代發生了深刻的改變。 

《六一詩話》與《隋唐嘉話》、《大唐新語》、《國史補》、《劉賓客嘉話

錄》等唐人雜史類筆記的密切聯繫，可以為一個學界爭論頗多的問題，提供新的思

考角度，那就是《六一詩話》和《歸田錄》的關係。李偉國指出：「《六一詩話》

的一部分內容原或為《歸田錄》的一部分。」87 張海明進一步考證認為：「《歸

田錄》與《六一詩話》關係密切，《詩話》之作雖有部分條目寫於歸潁之後，但其

主體乃集《歸田錄》刪稿而成。」88 歐陽修談到自己寫作《歸田錄》是以李肇

《國史補》為法，所謂：「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

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則書

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為法。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

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89 而上文所論《六一詩話》與《國史

補》等雜史類筆記的接近，或許可以為《詩話》與《歸田錄》的緊密關係提供一個

證明。 

《六一詩話》與《歸田錄》都沒有傳奇的色彩，所不同的是，《六一詩話》所

論皆與詩歌有關，而《歸田錄》則泛述聞見，其中也有個別涉及文壇軼事的記載，

例如：「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

雲木叫鈎輈』，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

黃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陵他日求遺

                                                 

84 王，《燕翼詒謀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 5，頁 46。 
85 葉夢得，《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 6，頁 86。 
86 關於宋代詩話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參見張伯偉，〈宋代詩話產生背景的考察〉，《文學遺

產》，4（北京：1989），頁 53-60。 
87 李偉國，〈《六一詩話》與《歸田錄》〉，《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上海：1981），頁 6。 
88 張海明，〈歐陽修《六一詩話》與《雜書》、《歸田錄》之關係──兼談歐陽修《六一詩話》的

寫作〉，《文學遺產》，6（北京：2009），頁 34-44。 
89 歐陽修著，李偉國點校，《歸田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2，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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槀，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為人稱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繼者。」90 又

如：「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

卒，士大夫莫不嘆惜。其初以受敕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

猢猻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邪？』聞者皆以為善

對。」91 

這些內容在《歸田錄》中所占比例極小，而《六一詩話》所記皆與詩歌有關。

《歸田錄》取法《國史補》，《六一詩話》則繼承了以《國史補》為代表的唐代雜

史類筆記的傳統，兩者或泛述聞見，或側重評詩論事，實為同源分衍之關係。這對

於理解宋代「筆記」與「詩話」的關係，顯然有重要的發意義。 

五、結論 

晚唐五代詩歌本事著作所具有的傳奇色彩，以及這種傳奇色彩在《六一詩話》

中的顯著消失，是認識本事著作與《六一詩話》體制差異的重要切入點。學界對這

一現象的成因，以及它在理解《六一詩話》體制淵源上的意義，還缺少足夠的關

注。本文聯繫唐宋詩學的特點以及宋代相較於晚唐五代詩壇環境的變化，對詩歌本

事著作何以在晚唐五代趨於興盛並具有濃厚傳奇色彩，以及歐陽修《六一詩話》為

何不再具有傳奇色彩，做出分析，在此基礎上，本文認為，《六一詩話》在彙錄詩

事的自覺意識上，繼承了本事著作，但在內容上則完全回避了本事著作的傳奇色

彩，繼承了唐代雜史類筆記記錄詩壇軼事、評論詩藝的傳統，由此開創了「詩話」

這一獨特形態。 

作為一種將「詩」與「事」聯繫起來的載錄體式，晚唐五代的詩歌本事著作，

和《六一詩話》之間的關係究竟該如何認識，始終是一個引人關注的課題。近年來

學界的有關討論，對於兩者的差異，給予了更多關注。本文則是從一個尚未受到充

分關注的角度，試圖對其差異與聯繫做進一步分析。從本文的討論可以看出，《六

一詩話》與晚唐五代詩歌本事著作的不同，折射了唐宋詩學與詩壇環境的顯著差

異，而《六一詩話》與本事著作的複雜聯繫，深刻地體現了歐陽修對「詩話」一體

的創格之功，對此只有將其與時代的詩學風尚、詩壇環境聯繫起來觀察，才能獲得

                                                 

90 同前引，頁 22-23。 
91 同前引，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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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理解；而這樣的觀察，顯然還可以不囿於本文的討論，而從更開闊的視野出

發加以展開。 

 

（責任校對：李奇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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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s on Poetry” and “Original Incid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uyi Remarks on Poetry 

and the “Original Incidents” Texts of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Liu Ni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iuning@cass.org.c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iginal incidents” texts from the 

late Tang and the Liuyi Remarks on Poetry 六一詩話. The “original incidents” texts 

discussed here, which include Meng Qi’s 孟啓 Benshi shi本事詩, Fan Shu’s范攄 

Yunxi youyi雲溪友議, Lu Gui’s 盧瓌 Shuqing ji 抒情集, and Chu Changzi’s處常

子 Xu benshi shi 續本事詩 are full of legends, whereas the Liuyi Remarks on Poetry 

eschews legendary content. The flourishing of “original incidents” texts reflects the 

popular attitude towards poetry in the late Tang. Although both the Liuyi Remarks on 

Poetry and “original incidents” texts comment on poetry and record stories about poets,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former work, which expresses no interest in legends, is more 

appropriately traced back to the unofficial historical biji 筆記 of the Tang dynasty. 

These biji present stories regarding poets and poetry as historical anecdotes, and they 

lack any hint of legendary subject matter. Through this analysis, this article seeks to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yang Xiu’s 歐陽修 contribution to the creation of 

the “remarks on poetry” genre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original incidents texts, remarks on poetry, unofficial historical b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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