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自從陳世驤先生提出中國文學是「抒情傳統」以來，「抒情傳統」成為理解或評論

中國文學一個很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經由許多學者的討論，大抵認為中國抒情傳

統在漢、魏、晉的發展，趨向以「歎逝」的角度觀察大自然，「從而賦予大自然以一種

變動不居、淒涼、蕭索而感傷的色澤」，更進一步說，悲哀的詩人所看到的悲哀的自

然，就是中國抒情傳統的主流。如果將「歎逝」、「悲秋」視為中國文學在兩漢魏晉間發

展的主流，那麼很明顯地，「抒情」論述會比較著重詩人主觀與個我情感的發抒，而在

其中成為創作關鍵的「感物」或「興感（感物興情）」，也因此可以解釋為人（作者）因

為面對四時萬物的變化所生發的感應。這種角度下的「感物」說與其所形塑的「抒情傳

統」，是一種「主觀的表達情感的方式」，物與我之間有明顯主從關係，「物」是為了「情」

而存在，並且是在情志的聚焦範圍下被選擇、被呈現。

我們可以說，這樣論述角度下的「抒情傳統」，其實還沒有仔細對待「物」，還沒有

正視在經驗或知識領域中已被熟知、認可的「物類」或「物體系」，與「抒情」之間會

形成怎樣的交互影響，換言之，眼前我們仍然缺乏由「物」的角度，而不只是「情」的

先決優位，去重新討論與詮釋「抒情傳統」。我們仍不明白，傳統知識領域內的物與物

之間具有什麼樣的關係模式，以致於我們能夠一眼就看出這些閃耀意義線索的標的物？

這些詩中所選擇的「物」，若不是完全源出詩人情志或想像，如何能形成情、物之間的

一致性？這些物，出現在詩中與不在詩中，會有什麼異同？詩中的物，與經驗中的物或

知識記憶中的物，一樣可聞見、可觸摸，而得以形成同情共感嗎？如何談論或詮釋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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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因此也可以反過來問，經驗、記憶或知識中的系列物是如何能流露出詩情的呢？

更根本的問題當然是，這些形成關連性的物，是如何被敘寫出來，亦即我們如何保證這

些字詞的確可以有效拉引出物與物的關連性？

本文的重點因此在於討論「物」如何在古典詩中形成可供辨認與召喚共感作用的關

連性或相似性，簡言之，就是關連性的「物」如何或以什麼方式參與了詩歌中興感、抒

情的作用。很顯然，這焦點不只在於「物」，而是更進一步，擺在「物類」或「物體系」

的建構，當然也必須超越個別作者或作品的限制，而能呈現某個關鍵時期在文本內外交

錯互涉所形塑的物類體系。本文將以「歎逝」主軸下的前中古文學為主要範圍，同時選

取最便利的討論材料，例如收集眾多隋、唐以前作品，同時兼具「類事」與「類文」的

《藝文類聚》，或是類書出現之前，也具有類聚資料性質的字書（辭書）或選集，如《爾

雅》、《昭明文選》，或是充滿遠古諷誦記憶的辭賦等。針對這些材料，一方面先討論

「物」的分類，與彼此連通的「類應」效果，另一方面則從這個「類應」的感知體系，

呈現所謂「抒情」究竟是源出於怎樣的物類感應模式，或者說怎樣的類應設置被認為流

露出抒情效果。

關鍵詞：物，類應，古典詩，抒情傳統

一、引言：如何「談天」？

英國天文學家侯失勒（John Herschel）1849年的著作《天文學綱要》，在

1859年由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口譯、李善蘭刪述而刊行了中文

版（並於 1874年再版且不斷印行），並且以《談天》為題，命名了這本中譯的天

文學著作。「談天」一詞出於《史記・孟荀列傳》，戰國時齊人鄒衍善言「天事」，
故齊人稱之為「談天衍」，（註 1）但是這本《談天》卻完全是指稱西方天文學，而

將中國歷來天文學論述，切割在這個詞語的指涉範圍之外，認為中國天學「測器

未精，得數不密」，「未嘗精心考察，而拘牽經義，妄生議論」。（註 2）尤其針對「地

繞日而行」、且形成「橢圓軌道」這主張，當時議論紛紛，認為根本是「動靜顛倒，

1. 司馬遷，《史記》（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卷 74，〈孟子荀卿列傳〉，頁 2348。
2. 此二引號內文字，分別出自偉烈亞力、李善蘭的序文，見侯失勒（John Herschel）著，偉烈亞力 （Alex-

ander Wylie）譯，李善蘭刪述，徐建寅續述，《談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子部，西學譯著類，第 1300冊，頁 49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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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經畔道，不可信也」，更讓堅持「地動說」的李善蘭等，完全走向重「器」而

不論「道」的西方天文學了。

其實，仔細深究當時中國士人反對地動說的理由，並不只是因為西學違反中

國自古天動地靜、天圓地方等說法，更重要的是，西方傳入的天文學，明顯離棄

了一套由陰陽五行、方圓、動靜、四方四時乃至於類推到各種土物、人倫秩序所

組織成的天地人世的意義關係網。葛兆光先生就曾經說到，在古代中國，「天」

一直作為知識、信仰與思想的終極依據，不僅關係著天文曆法的制定，也是人們

認識宇宙世界，建立合法合理的意識信仰的源頭。（註 3）換言之，中國古代的「天」

學，並不只是「天文學」，而比較接近黃一農先生所說的是一種「社會天文學史」，

呈顯的是「傳統的天文學濃厚的人文精神及其豐富的社會性格」。（註 4）

如果注意到幾乎是同一個時期，黃遵憲面對維新西化的日本，而在《日本雜

事詩》中所抒發的感懷，就與專指西方天文學的《談天》這部譯著呈現相對的態

度。固然在〈留學生〉詩中提到「逢人鼓掌快談天」，（註 5）也是藉助「談天」一

詞，指稱日本留學生所談論的西方天文學說；但是由《雜事詩》序文所謂「（中

國士大夫）排斥談天，詆為不經」，（註 6）則明顯是借用鄒衍融合五德終始與大九

州的古代天文地理學作例子，來批評中國知識分子所知狹陋，不能真確探尋古往

今來與異域他方，往往藉口荒誕而不著意，以致於連距離中國這麼近的日本也被

忽略了。抱持這種幾乎是為鄒衍學說翻案的態度，黃遵憲對於天文歷算自有其無

法割捨的傳統背景，因此由初印本與定本的兩首〈新曆〉詩看來，不論是「改朔

書焚夏小正」，（註 7）或是「梧桐葉落閏難知，蓂莢枝抽不計期」，（註 8）都是站在

傳統政治象徵或秩序規範的角度，來批評日本的改行西曆；黃遵憲並不否認西曆

3. 詳參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導論」第三
節，〈道或終極依據〉，頁 45–50，尤其解釋「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句話的部份。

4. 此處所謂「社會天文學史」的角度，見黃一農〈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一文，其中以清

代通書為例，談到當時曆日的種類如何因為趨吉避凶等宜忌考量而變得繁雜多樣，甚至近乎百科全書，

最後並總結「由於通書包含大量與鋪註行事吉凶或生活禮俗有關的內容，……我們也有相當好的機會將

其變成為一把開啟通俗文化和日常生活研究之門的鎖鑰」，並認為結合科技史與傳統歷史研究而成的「社

會天文史」，可能是一個新的研究角度。該文發表於《漢學研究》，14.2 （臺北：1996），頁 159–186。
5. 引自鍾叔河輯注、點校，《日本雜事詩廣注》，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

1985），頁 646。
6. 引自鍾叔河輯注、點校，《日本雜事詩廣注》，頁 572。
7. 此為定本〈新曆〉一詩，引自鍾叔河輯注、點校，《日本雜事詩廣注》，頁 603。
8. 此為初印本的〈新曆〉一詩，引自鍾叔河輯注、點校，《日本雜事詩廣注》，頁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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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日精確，但是改曆（改正朔）本身原來所象徵的政權興替，以及曆法所牽涉的

節候風物與生活秩序，卻也從此失落殆盡、一去不返了。（註 9）

比較這兩種「談天」的用法，很顯然黃遵憲並不只是將「談天」當作一個已

知的符號，來「翻譯」未知的西方天文學，在《日本雜事詩》中，「談天」企圖

夾帶或中介了一個複雜的傳統脈絡，並不只是一個單純透明的指涉作用。亦即，

「談天」作為一個舊語詞，並未置換成為全新的用法，而是徘徊在新舊之間，形

成多義的作用。在一般古典詩文的創作中，這大概會被視為所謂的用典或比喻的

手法，但是相對於李善蘭等命名的《談天》，黃遵憲的用典或比喻並不只是為了

文學修辭，反而形同古今知識領域相與爭逐的標示。我們彷彿看到一個逐步入侵

與另一個逐步失守的領域，在詞語上擦撞出交會的閃爍。讓人感興趣的因此不在

字詞的釋義，而是字典般的意指背後，那彷彿資料庫一般的堆積、交錯與召喚。

首先，字詞可能不只是要對應於一種指涉物，而是為了陳列曾經出現的相關物，

比如「天」或「談天」都不只一種解釋；其次，這些相關物因此可能透過某種連

結方式，而構成有邊界的領域，但是，這邊界也有出入可能，比如接近社會天文

學史的鄒衍「天學」，與西方講究精密測量的「天文學」，都在「談天」的語意資

料庫裡，無法完全排除對方；也因此，我們發現，字詞的意指在時間軸上至少是

雙向的，不可能完全去古趨新，總是疊映風化的斑駁，像李善蘭等對於古來天學

雖然嗤之以鼻，但是定名「談天」，卻是不折不扣的古老記憶。

當黃遵憲運用古體詩來書寫維新後的日本見聞，最容易引起注意的當然是新

舊語詞或新舊文體的代換問題，然而更應注意的是，面對新事物紛至沓來之際，

選擇古典詩體與詩語，也等於是選擇一種面對新世界的態度，尤其是看待事物的

態度；正是在這個新舊世界的交接處，有助於我們由如何指稱或描述物（或物與

物之間）的意義關係體這視角，重新為古典詩的詮釋開啟一個「物」說的視野，

也就是透過傳統感知與表述世界的模式，更容易對照出晚清古典詩人如何集體地

體現了傳統「物」世界。當然這是權宜性作法，晚清古典詩不能全然照應各個歷

史時期的詩歌在呈現「物」意象上的差異，但是卻有可能代表了最具交集性的「物」

9. 關於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的相關討論，參見鄭毓瑜，〈舊詩語的地理尺度—以黃遵憲《日本雜事詩》

的典故運用為例〉，收入王璦玲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闡釋》（臺北：國家圖書館，

2009），頁 25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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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以及聯繫的模式，黃遵憲在《日本雜事詩》中反覆牽引了傳統神話、物候與

政治象徵，說明傳統並不專屬於「古代」，而往往具有對應處境的「現代」意義。

而如何由「物」的角度詮釋古典詩，一般最熟知的應該是所謂「感物興情」

或是「物我（情景）交融」這些說法，但是這些說法基本上是偏重在討論「文本

內的物」，往往是在已經默認作者個我情志的主導下去談如何「託物寄情」；然

而晚清古典詩人的境遇所啟發我們的，卻是「物」如何出入「文本內外」這問題，

哪些「物」被擺進來、哪些「物」被切割出去，以便成為一個可以辨認的「物體

系」，這顯然成為反思傳統詩歌的基本關鍵。

以中國古典文學而言，自從陳世驤先生提出中國文學是「抒情傳統」以來，

「抒情傳統」成為理解或評論中國文學一個很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經由許

多學者的討論，大抵認為中國抒情傳統在漢、魏、晉的發展，趨向以「歎逝」的

角度觀察大自然，「從而賦予大自然以一種變動不居、淒涼、蕭索而感傷的色

澤」，更進一步說，悲哀的詩人所看到的悲哀的自然，就是中國抒情傳統的主

流。（註 10）如果將「歎逝」、「悲秋」視為中國文學在兩漢魏晉間發展的主流，那

麼很明顯地，「抒情」論述會比較著重詩人主觀與個我情感的發抒，而在其中成

為創作關鍵的「感物」或「興感（感物興情）」，也因此可以解釋為人（作者）因

為面對四時萬物的變化所生發的感應。這種角度下的「感物」說與其所形塑的「抒

情傳統」，是一種「主觀的表達情感的方式」，（註 11）物與我之間有明顯主從關係，

「物」是為了「情」而存在，並且是在情志的聚焦範圍下被選擇、被呈現。

我們可以說，這樣論述角度下的「抒情傳統」，其實還沒有仔細對待「物」，

還沒有正視在經驗或知識領域中已被熟知、認可的「物類」或「物體系」，與「抒

情」之間會形成怎樣的交互影響，換言之，眼前我們仍然缺乏由「物」的角度，

而不只是「情」的先決優位，去重新討論與詮釋「抒情傳統」。我們仍不明白，

傳統知識領域內的物與物之間具有什麼樣的關係模式，以致於我們能夠一眼就看

10. 此處分別是綜合吉川幸次郎先生與呂正惠先生的看法，前者見〈推移的悲哀〉，鄭清茂譯，發表於《中
外文學》，6.4、6.5 （臺北：1977），分見頁 24–55、113–131。呂正惠，〈物色論與緣情說—中國抒情美

學在六朝的開展〉，收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文心雕龍綜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
285–312。

11. 引自呂正惠，〈物色論與緣情說—中國抒情美學在六朝的開展〉，收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文

心雕龍綜論》，頁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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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這些閃耀意義線索的標的物？這些詩中所選擇的「物」，若不是完全源出詩人

情志或想像，如何能形成情、物之間的一致性？這些物，出現在詩中與不在詩

中，會有什麼異同？詩中的物，與經驗中的物或知識記憶中的物，一樣可聞見、

可觸摸，而得以形成同情共感嗎？如何談論或詮釋詩中的物，因此也可以反過來

問，經驗、記憶或知識中的系列物是如何引發出詩情的呢？更根本的問題當然

是，這些形成關連性的物，是如何被敘寫出來，亦即我們如何保證這些字詞的確

可以有效拉引出物與物的關連性？因此本文在論述過程中，先由字詞或典故出

發，進而藉助類書去探尋這些物意象在知識或記憶中的發展脈絡，最後希望呈現

一個作為譬喻與感通基礎的物類關係體系。

本文的重點因此在於討論「物」如何在古典詩中形成可供辨認與召喚共感作

用的關連性或相似性，簡言之，就是關連性的「物」如何或以什麼方式參與了詩

歌中興感、抒情的作用。很顯然，這焦點不只在於「物」，而是更進一步，擺在

「物類」或「物體系」的建構，當然也必須超越個別作者或作品的限制，而能呈

現某個關鍵時期在文本內外交錯互涉所形塑的物類體系。本文將以中國抒情傳統

的建立時期—「歎逝」主軸下的前中古文學為主要範圍，同時選取最便利的討

論材料，例如收集眾多隋、唐以前作品，同時兼具「類事」與「類文」的《藝文

類聚》，或是類書出現之前，也具有類聚資料性質的字書（辭書）或選集，如《爾

雅》、（註 12）《昭明文選》，（註 13）或是充滿遠古諷誦記憶的辭賦等。針對這些材料，

一方面先討論「物」的分類，與彼此連通的「類應」效果，另一方面則從這個「類

應」的感知體系，呈現所謂「抒情」究竟是源出於怎樣的物類感應模式，或者說

怎樣的類應設置被認為流露出抒情效果。最終希望呈現「類應」模式下累積的知

識記憶如何觸發抒情的表達，而詩文作者又如何可能藉助「類應」體系去建構獨

特的情志譬喻。

12. 張舜徽於《清人文集別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15，〈玉函山房文集五卷續集五卷〉，頁 424說
到：「類書之起，昉於明分部類，據物標目，蓋必推《爾雅》為最先」。

13. 方師鐸於《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臺中：東海大學，1971），第一章〈導論〉，頁 26中認為純粹「類文」
的《文章流別》、《昭明文選》等也應該可以納入一般「類事之書」的「類書」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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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物」與「類應」：「物」的分類與感應

從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中關於〈舊曆〉、〈新曆〉兩首詩看來，（註 14）我們

很快可以找出詩中的典故，並大致區分為兩類：「羲和」、「空桑」、「靈樞」、「八

極」，以及「春王月」、「夏小正」、「橫庚」等。前者以天象為主，但是除了「靈

樞」是指北斗第一星之外，（註 15）不論是御日的羲和、山名空桑或是極遠之八極， 

（註 16）都是神話傳說中的人物與地點。後者重在說物候，但除了「夏小正」是記

錄節候時物及其與農事的關連，（註 17）另外的「春王月」，是以周王室所頒佈的

曆法之正月，象徵天下一統，（註 18）「橫庚」則是藉擁立漢文帝而卜得龜兆大橫

（龜文正橫），（註 19）來傳達改正朔與政統存續的關連，顯然曆法並不只是提示或

印證物候。如此牽涉星象、神話、物候、政治的「曆法」，其實反映了歷來中國

知識分子面對後世所謂「天文」甚而其他事物的一貫態度，每項事物都彷彿指引

向一張更大的錯綜複雜尋寶圖，這些紛紜歧路既相離異又相互交錯，就如同我們

為每項事物都分門別類，可是永遠分得不徹底。

14. 〈舊曆〉、〈新曆〉兩首詩如下：「羲和有國在空桑，手握靈樞八極張。今世日官翻失御，如何數典祖先
忘？」「紀年史創春王月，改朔書焚夏小正。四十餘周傳甲子，竟占龜兆得橫庚」，引自鍾叔河輯注、點

校，《日本雜事詩廣注》，頁 602、603。
15. 甘公、石申，《星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上：「北斗星，……第一名天樞，為土星」，
頁 14。

16. 《楚辭・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羲和，日御也」，又〈九歌・大司命〉曰：
「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王逸注：「空桑，山名，司命所經」，均引自王逸，《楚辭章句》（臺

北：藝文印書館，1967），卷 1、卷 2，頁 47、95；《淮南子・原道訓》：「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
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高誘注：「八極，八方之極也，言其遠」，引自劉文典，《淮南鴻烈集

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卷 1，頁 1a。
17. 徐復觀於〈呂氏春秋及其對漢代學術與政治的影響〉文中，特別比較《夏小正・正月》、《周書・時訓・
立春之日》以及《呂氏春秋・孟春紀》紀首，發現節候與農事的關係，逐漸牽連到政治災異，這大概就
成為中國知識份子面對時物節候的一貫態度，黃遵憲也不例外，參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臺北：臺

灣學生書局，1976），頁 12–17。
18. 「春王月」的典故，出自《春秋》載魯隱公攝政之始，稱「元年春王正月」，是特別說明魯國仍奉行周天
子頒佈的朔政，有別於當時如鄀、鄧等小國諸侯似乎已經各行其是、不奉周曆的狀況。此處對「元年春

王正月」的解釋，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頁 5–6。
19. 關於「橫庚」之典事，是漢孝文帝為代王時，諸呂為亂以危劉氏，眾人擁立代王，並卜得龜兆大橫（龜
文正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亦即意謂代王將由諸侯而即位為帝也，黃遵憲以此來暗示除

非是日本皇族宗室遭遇威脅，否則如何能逕行改變與國統相存續的兩千多年的曆法。關於「竟占龜兆得

橫庚」一句之典事，詳見司馬遷，《史記》，卷 9、10之〈呂太后本紀〉及〈孝文本紀〉，尤其見頁 410–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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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既分類又連類」的看法，在早期類書如《藝文類聚》中，明顯可見。

比如關於「羲和」，分別出現在「天部」上的「天」與「日」二類：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有女子，名曰羲和，浴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 

（註 20）

第一則資料出自《尚書・堯典》，所引二句之後，接著是「厤象日月星辰，竟授

人時」，（註 21）指帝堯命羲氏、和氏兄弟順循天命，觀察天象以制定曆法。而圍

繞著這則資料，一方面有關於天體構造的「天如雞子，天大地小，天表裡有

水，……」（《渾天儀》），天的區位劃分，如「天有九野」（《呂氏春秋》），天的四

時樣態，如：「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爾雅》），一方面

有關於天的生成與運行理路，如「大哉乾元，物萬資始，乃統天，雲行雨

施……」、「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行健」（《周易》），天理或天道及其與人世

間的相對應，如：「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日月星辰繫焉，萬

物覆焉」（《禮記》）、「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

天人一也」（《春秋繁露》），另外還有關於「天」的傳說，如「杞人憂天」（《列子》），

或者是相關於「天」的策略性論說，如管仲要齊桓公「貴天」，卻非指莽蒼之天，

而是「君人者以百姓為天」，又如秦密引用《詩》語，巧言「天」之有頭、耳、

足等。（註 22）這複雜多面向的「天」說，如果連結上第二則關於「羲和」為十日

之母的資料，那就更牽連上許多關於「日」的神話傳說，比如引自《山海經》、《淮

南子》關於日之所居處有「暘谷」、「甘泉」、「咸池」，及其相關事件景物有「羿

射十日」、「若木」、「扶桑」、「曲阿」、「虞泉」、「蒙谷」、「踆鳥（三足烏）」等。

（註 23）單單從「天」、「日」這兩類的載錄看來，除了「羲和」的重疊，談「天」

不但不能不談「日」，同時也必須牽連起「月」、「星辰」、以及「地」、「四時」、「天

地之道」等等；換言之，不論「天」或「日」，都模糊了描述的界限，天體的生

20. 分別引自歐陽詢，《藝文類聚》（京都：中文出版社，1980），卷 1，「天部」上之「天」，頁 1；「天部」
上之「日」，頁 5。

21. 引自孔穎達等，《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十三經注疏本），卷 2，〈虞書・堯典〉，頁 21。
22. 以上所引關於「天」的資料，見於歐陽詢，《藝文類聚》，卷 1，「天部」上之「天」，頁 1–3。
23. 以上所引關於「日」的資料，見於歐陽詢，《藝文類聚》，卷 1，「天部」上之「日」，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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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與結構，抽象化成為天理、天道，乃至於對應政事、人情，而原本天象中的

「日」，更延伸出另一個瑰奇的異想世界。這固然可以說是類書編纂本就求其全備

的性質使然，但是正因為這樣的匯聚，讓排列出來的事物彷彿都具有了理所當然

的關連性，或者說是彼此之間有了相似性，而任一事物也就都無法獨立成就各自

的存在意義。

而這個關連性或相似性，不只在於將「頭頂的天象所暗示的道德、哲理、空

間、時間都變成象徵」，不只在於「暗示著各種政治性意義，象徵著人間秩序的

流轉與變遷」，（註 24）因為，除了我們由部類劃分的間架馬上就一目了然的「天

地—帝王—人—禮樂道德—生活知識以及自然界的知識」的排列，凸顯

了某種前後有別、上下有序的評價（如天地居上，草木蟲魚流於枝微末節）之外，

更進一步要注意到的是，埋藏在表面間架之後，那促動不同類別之間得以跨越與

聯繫的一種觀看態度或者說是連結模式。首先，我們發現這些載錄中，充滿了超

越時間階段的深遠記憶，最明顯的是神話傳說的不斷複製與傳播，比如關於日出

暘谷（湯谷）、拂於扶桑，從《山海經》、《楚辭》、《淮南子》到張載、傅玄或劉

孝綽詩中，（註 25）完全不因為書寫年代的差異，而阻礙了任何當下的理解或表

達。其次，正是這深遠的時間記憶，使得羅列並置的事物，有了交接的介面，曾

經出現的一切都相互親近，並且也向外無所不包地衍伸，而《藝文類聚》兼有

「事」、「文」，居前之「類事」，竟彷如為其後之「列文」，在無形中鋪設了一層記

憶中介，而附著其後的詩文竟也在無形中拓展了這個記憶資料庫。比如類事中關

於「日」的出入景物，為所選錄的梁李鏡遠的詩設置了風光明媚的初春早朝，而

李鏡遠透過「曾泉豈停舍，桑榆忽在斯」的反問與驚心的語氣，也將歎逝的心情

疊映到「日」所出入的「曾泉」、「桑榆」，而為日之「光影」（「愛景落」、「惜光馳」）

輻射出隱喻的意味。（註 26）

這種超越時、空的連結模式，很顯然傳達了一種觀看的態度：不問「物是什

24. 括號中的說法，出自葛兆光針對《藝文類聚》「天部」、「地部」所作的簡要分析，見葛兆光，《七世紀前
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頁 601。但是這裡提出的僅是表象的類目間架所呈現的天人相應的秩
序結構，本文想要探討的則是，究竟有怎樣的一種相似性的觀看模式，讓這些原本不相屬的事物都具有

了連結的可能。

25. 參見歐陽詢，《藝文類聚》，卷 1，「天部」上之「日」，頁 5–6。
26. 李鏡遠詩見歐陽詢，《藝文類聚》，卷 1，「天部」上之「日」，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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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而是問「物如何在」；重點不只是聚集了多少「物」，而在於是否串連了「類」

的展示。而其實，中國「物」字的意義發展脈絡中，有一個面向就與「類」義密

切相關。「物」字原本可能是「雜色牛」之名，後來引申為雜帛，乃至於天下紛

紜萬物，（註 27）其中關於毛色或顏色的元素很值得注意，比如：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註 28）

（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巡行犧牲，……瞻肥瘠，察物色。（註 29）

所謂「五雲之物」，鄭玄注曰：「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亦即由五色之雲

氣，來觀察水旱吉凶發生的所在。至於「察物色」，孔穎達疏曰：「（察）物色騂

黝之別也」，亦即察看祭祀用之犧牲的毛色（黑或黃）。而透過色澤的差異，因此

可以對於物加以分別，「物」於是也有了「類」的意思：

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

駑馬一物。（註 30）

（屠蒯向嬖叔說）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註 31）

第一則資料，孔疏曰：「六者皆有毛物不同」，亦即透過毛色差異來分類。第二則

資料則是屠蒯藉著責備嬖叔未能諷諫晉侯，而暗中批評晉侯在輔佐重臣荀盈死後

還奏樂喝酒，其中「事有其物，物有其容」的「物」，杜預注曰：「物，類也」，

即遭遇不同的情事，該有不同的容貌表現，才符合禮節。而「物」一方面與「類」

字在名詞上意思相通，一方面也出現用作動詞的「物」，而具有辨認之意，如《左

傳》記載晉國負責增修成周（東都）的圍牆，「計丈數，揣高卑，……物土方，

議遠邇」，（註 32）杜預就說：「物，相也」。

27. 參見王國維〈釋物〉：「古者謂雜帛為物，蓋由物本雜色牛之名，後推之以名雜帛。詩小雅曰三十維物，
爾牲則具。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實則三十維物，與三百維群、九十其犉，句法正同，謂雜色牛三十

也。由雜色牛之名，因之以名雜帛，更因以名萬有不齊之庶物，斯文字引申之通例矣。」見王國維，《觀

堂集林》（臺北：藝文印書館，1956），卷 6，頁 75。
28. 引自賈公彥，《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十三經注疏本），卷 26，〈春官・保章氏〉，頁

406–407。
29. 引自孔穎達等，《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十三經注疏本），卷 16，〈月令〉，頁 325。
30. 引自賈公彥，《周禮注疏》，卷 33，〈夏官・校人〉，頁 494。
31. 引自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下），「昭公九年」，頁 1311–1312。
32. 引自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下），「昭公三十二年」，頁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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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既然結合了分辨與類別的意思，與「物」字連結成詞的如「方物」、「名

物」，也明顯具有動詞與名詞的雙重功能，由指稱不同區域或土質所生產的

「物」，進而有辨明事理或物理的意思，（註 33）而葉舒憲先生更指出，不論是「名

（山川）」或「方（物）」的舉動都帶有神話的背景。由《尚書・呂刑》所謂「禹

平水土，主名山川」，（註 34）可見禹的功業除了治水，另外一項則是命名；而能

命名山川萬物，讓山川萬物顯現出來（或被看見）的人，通常必須具有不尋常的

知識或預知能力，就像祭司或巫師長。（註 35）裘錫圭先生則認為在古人心中，像

禹、稷等人都是上天（上帝）派到下土來的聖王賢佐，他們具有生而知之的能力，

所以可以命名萬物；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格物」，亦即能夠招致物的到來：

比如眾神、鳳凰、甘露甚至禾、黍或麥子等，這其實也就是古代流行的「瑞應」

說的來源。（註 36）而從知物、名物到格物，還有所謂「方物」，也在這個聖俗交

接處具有轉折意義。根據《國語・楚語下》，觀射父關於「絕地天通」（註 37）的

說法，葉舒憲指出其中「可／不可方物」不但成為盛、衰世局（如以少皞、九黎

劃分）的分別，也是從「聖俗有別」到「聖俗不分」的畫界依據。（註 38）觀射父

描述在可以「方物」的時代，民神不雜，因為有巫覡祝宗等「類物之官」可以知

道山川之名、先祖之號，以及各種祭祀、器物、服飾等儀節，因此，天地上下秩

序井然，不相紊亂。所謂「類物」明顯即是「（可）方物」之意，（註 39）亦即不

僅知物，而且能夠加以區辨（如吉凶利害）而形成秩序化架構，那麼，「不可方

33. 關於「名物」，《周禮・地官・大司徒》中敘述大司徒的執掌：「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

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辨其「名物」，是指分辨十等土地之

「形狀名號及所出之物」（孔疏），見賈公彥，《周禮注疏》，卷 10，〈地官・大司徒〉，頁 149–150；而當
作分辨的動詞用法如：「《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見凌曙注，《春秋繁露》（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 10，〈實性〉篇，頁 171。另外關於「方物」，《尚書・旅獒》：「無有遠邇，
畢獻方物」，見屈萬里，《尚書釋義》（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頁 244；至於動詞用法則如
韋昭注，《國語》（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卷 18，〈楚語〉，下：「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韋昭注
云：「方，猶別也」，頁 562。

34. 引自屈萬里，《尚書釋義》，頁 193。
35. 見葉舒憲，〈山海經與禹、益神話〉，《海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5.3 （海口：1997），頁 45–51。
36. 見裘錫圭，《文史叢稿》（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說格物—以先秦認識論的發展過程為背

景〉，頁 3–15。
37. 見韋昭注，《國語》，卷 18，〈楚語〉，下，頁 559–562。
38. 見葉舒憲，〈方物：山海經的分類編碼〉，《海南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1（海口：

2000），頁 20–30。
39. 葉舒憲舉出《廣雅・釋詁》：「方，類也」，《淮南子・精神訓》：「以萬物為一方」，高誘注：「方，類也」
等說明「方」具有「分類」的意涵。參見葉舒憲，〈方物：山海經的分類編碼〉，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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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即是失去天地秩序，也就是無法辨異分類，而無法讓山川眾神與各種儀節

器物所在合宜並顯現彼此關連。

由這一連串「知物」、「名物」、「格物」與「方物」等詞意討論中，可以發現，

在神話、宗教背景中，逐步形成了一個有意義的物類體系，並且認為正是這個物

類體系，讓天地神民器物可以在其中具有「關連性」地共同存在。而這個「關連

性」不但透過認知或命名、類分，更重要的是認知、命名、類分還必須建立在可

以招致瑞物（如鳳凰鸞鳥）、嘉種（如黍、麥）到來的作用上；換言之，這當中

必須有一種促使這些羅列物彼此應和的動力，正是這個能動性，讓神民萬物自自

然然地相互依存。《周易・乾・文言》針對「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的解釋，可

以讓我們對於這物類相關性的運作模式，有更清晰的了解：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

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註 40）

我們很快會想到與這段文字極為相似的，是《呂氏春秋》〈應同〉、〈召類〉篇中

一段雷同的文字，就列舉許多自然與人事現象及其間更複雜的交接引生：

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

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雨

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

必生荊棘。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安知其所。（註 41）

而其實早在先秦就有許多相關說法，如《莊子》「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

理也」、「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註 42）《荀子》有「君子絜其身，而

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

40. 引自孔穎達等，《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十三經注疏本），卷 1，頁 15。余寶琳教授也
曾引用這則資料，用來說明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意象，認為中國的「意象」根植於「類應」（categorical 
correspondences）作用，同類之間的相應和成為意義的來源；而本文在此希望進一步由「物」的家族
語詞談起，提供神話、宗教的源頭背景，同時也由先秦以來的諸子思想與辭賦作品來分析「類應」如何

成為所有感知、思考與表達的共享模式。見 Pauline Yu,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 1, “Setting the terms,” pp. 37–43.

41. 引自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臺北：華正出版社，1985），卷 13，〈應同〉篇，頁 678。
42. 分別引自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華正出版社，1980），〈漁父〉篇、〈徐無鬼〉篇，頁 1027、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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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埶（勢）然也」等。（註 43）換言之，先秦以來，從「類物」到「類應」的說法，

幾乎已經成為一個認知或經驗「物」世界的基本模式。

孔穎達針對〈乾・文言〉的疏解，正是總結這個共識，並且更為細緻地將「類

應」模式分出如下幾種：以「聲氣相感者」，如「彈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天

欲雨而礎柱潤」；以「形象相感者」，如「水流溼，火就燥」，是以水、火作用的

形象作為相應依據；另外，「雲從龍，風從虎」，孔穎達認為這是因為龍是「水

畜」，而雲是「水氣」，因此龍吟而錦雲出，而虎是「威猛之獸」，風是「震動之

氣」，因此也是同類相感，這大概可以說是透過物與物之間共有的質性（不論所

原生或所發動）來加以連結；至於「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更以「天（動）」、「地（靜）」來分別總領動物與植物，孔穎達並說到：

本受氣於天者，是動物含靈之屬，天體運動，含靈之物亦運動，是親附

於上也；本受氣於地者，是植物無識之屬，地體凝滯，植物亦不移動，

是親附於下也。（註 44）

很顯然，物類連結的方式，由聲氣、形象與質性上的相似性，更推向一個整合天

地萬物的根本模式，在這模式裡，由所含融的氣類差異（天氣或地氣），生成物

的靈識之有無，乃至於物體是否位移，最後聯繫至於天動地靜，與整個天地結構

的上下分流，所謂「各從其類」，正是「各從其氣類」，而「天地之間，共相感應」。

其中「親附」一詞，指出天地萬物彼此親近而相依附，尤其都屬於「氣類」，天

地之間的「物類」或「物體系」，因此不是孤立陳列，而是相與流轉；變異不是

為了分離，反而是為了跨越類別（「若磁石引針」）、跨越時空距離（「若周時獲麟

為漢高之應」）（註 45）而相互接合。

這樣一種以「類應」為最終目的的「類物」模式，它的作用明顯在於會聚而

不是排除，在於聯繫而不是分立，因此對於任一「物」的認知，都不可能是單獨

抽離出來，反而必須是在一個門類或體系的作用中才能清楚「看見」這個「物」

的存在。也正是基於這樣的「類物」或「類應」態度，西方天文學的傳入，才會

43. 引自梁啟雄，《荀子柬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不苟〉篇，頁 26。
44. 以上孔穎達疏，見《周易正義》，卷 1，頁 15。
45. 引號內文字出自孔穎達疏，見《周易正義》，卷 1，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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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中國士人彷如「天崩地裂」一般的巨大衝擊；（註 46）因為李善蘭等譯述的《談

天》，完全捨棄了這套「類物（或類應）」的關係模式，不論是在認知或描述世界

的方式上，都挑戰了這個根深蒂固的世界圖式。最簡便的對照，是以《爾雅》對

於「天」的說解為例：

穹蒼，蒼天也。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四時，春

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春為發

生，夏為長嬴，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甘雨

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祥。……南風謂之凱風，冬風謂之谷風，

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

天不應，曰霧，……雨霰為霄雪，暴雨謂之凍，小雨謂之霂，久雨謂之

淫，淫謂之霖，濟謂之霽。（註 47）

在這段資料裡，是以「天」拉連著四時、節候之氣、年歲（名）、十二月（名），

以及風、雨乃至於星辰、祭祀與田獵、旌旗等一起呈現，在稱名解說中，尤其富

含徵引自《尚書》、《詩》、《騷》或《莊子》等的種種傳述記憶，（註 48）正是這些

無所不包的關係會聚，讓排列成一串的這些事物都形成了關連性或相似性，比如

孔疏認為〈洪範〉所說的「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可見風雨乃相隨之物，於是「風

雨」可以「相比類，聚而釋之」，擴大來看，「四時」是因為「天」的不同形質的

變化而呈現，節候之氣則因應四時變化而各有不同，而時節之氣的和暢與否，又

影響了萬物的生長，至於天地之氣的上下應和狀況，則會影響風雨在四時之間的

變化；我們可以發現，《爾雅》名義解釋中，並不只是「名（字詞）—實（物）」

之間一對一的關係，字詞本身可以越過義界而自發地連續地引生，彷彿字詞也直

接具有「物」的類推應感的能動性。換言之，必須是原生於一套「類應」或是相

似性模式，才能生成這樣的語言描述模式；我們在這套模式中讓「物」能夠自己

46. 葛兆光先生曾經用「天崩地裂」來形容西方天學自明末傳入以來，對於中國人所熟悉的宇宙秩序所造成
的巨大衝擊，因為，天學不僅是「器」的學問，而且是「道」的基礎，從天象曆算歸納出玄妙的道理，

再依循這道理去規範政教人倫，這是一個相互牽連、彼此依存的整體的世界觀，「器」的變化自然牽動

「天」、「道」的變化，見葛兆光，《葛兆光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天崩地裂—
中國古代宇宙秩序的建立與坍塌〉，頁 107–116，此處說法尤其見於頁 111–113。

47. 引自邢昺，《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十三經注疏本），卷 6，〈釋天第八〉，頁 94–97。
48. 詳參邢昺，《爾雅注疏》，卷 6，〈釋天第八〉，孔疏，頁 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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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寫）」出來，字詞自行接合、類推，同時也召喚或重新安放不斷添加的記憶。

如此說來，傳統中國對於天地萬物的論述，不必然是為了印證個別「物」的真相，

而是為了開展更多論述「物」的可能性，讓「物」在四通八達的關係網中合宜的

置位，而這與李善蘭等譯述《談天》的目的顯然不同。《談天》一開始就以「論地」

居首，完全異於以「天」總括一切的傳統「天學」，而且為了提出「地動」說，

一一批駁僅由眼目所見的錯誤：如常人以地大、星小，地無光、行星俱有光，而

不願相信「地為球體，乃行星之一也」，「地係行星，故地亦動」。（註 49）在《爾雅》

裡，因為都是由「氣類」言天地萬物，所以不論「天氣下，地不應」或「地氣發，

天不應」，重點在於天、地都相與流轉在一氣之中，既無大小、遠近的方位或亮

（量）度問題，自然也沒有動、靜的差異。而《談天》裡固然也談到「氣」，但是

強調「去地漸遠，氣漸輕而薄，呼吸必漸苦」的大氣輕重與漸層，乃至光線斜入

氣中所形成的角度差異，與折射後的物象變化，（註 50）這個「氣」字，明顯是指

代一種可以明確分析、丈量的物，為了符合精準的丈量尺度，這個物必須有清楚

的向內圈圍出自己的界限，同樣地，指稱這個「物」的「氣（字）」也因此必須

切除纏繞於這個字詞的種種（被後人認為是錯誤）的記憶傳說，就如同忘卻「（氣）

類」或「類應」的傳統體系，將自己「純淨」化為一個可以精確定義的符號。

三、「感物」與「物色」：類應的召喚與設置

從「類物」與「類應」的角度看來，世界的組成並非以「物」或標誌「物」

的「字（詞）」為先，而是有一個根本的關連性或相似性平臺（或體系），讓人們

早就「預（先認）知」了「物」（「字」）的存在。當然，這個具有關連性或相似

性的體系，不只是「物」的處身之所，同時也是讓「物」可以展示或闡明自己的

發動者，也就是在彼此映發的關係網絡中，「物」才能獲得定名與意義。這也許

可以由「引譬援類」的說法，得到進一步闡釋。《淮南子》在總論全書各篇要旨

的〈要略〉中有句話說：「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這是針對〈覽

49. 見侯失勒著，偉烈亞力譯，李善蘭刪述，徐建寅續述，《談天》，頁 510。
50. 見侯失勒著，偉烈亞力譯，李善蘭刪述，徐建寅續述，《談天》，頁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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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訓〉而言，所以另一段更仔細的說明是：

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

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撟掇，浸想宵類，物之可以喻意

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

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註 51） 

這段話提示如何見識最精微純粹的道理，「攬物引類」就是入門之道，從廣泛收

羅到聯想其間的相似性（「宵類」即肖似之物類），進而藉助可以相互比擬或肖似

的中介點—「喻意象形」之物，才能通暢地導引人之心意至於無極之境；於是

這無極之境非他，簡單說來，就是明白「物類」的感通，「同氣」的相應，「陰陽」

的和合，以及「形埒」（界域）之跡理，這四者明顯都有趨向同一的渴望，從界

域與界域之間的繫聯，氣類間的彼此應和，到無形的一氣化合，這個趨同的平臺

成為無限交會的十字路口。那麼，「攬物引類」因此正是〈要略〉所謂知曉精微

之必要的「引譬援類」，尤其要注意的是，任何「引譬」都是「引（援）類」，任

何「物」若得以「喻意象形」，也必然都具有標明、闡釋並觸發這個類應體系的

功能。

如果我們注意到，這些屬於後代文學修辭論中的引喻、譬類的手法，在這部

代表漢初思想之大結集的《淮南子》（註 52）書中，原來是用以和合陰陽變化、貫

通天地萬物乃至於被視為得以掌握宇宙精微的方式；那麼，我們可能就必須考

慮，後來被認為用在文學書寫中的「引喻」、「譬類」或「應感」，其實原來涵括

於一個共識性的世界觀、宇宙觀，「時—事（物）」、「物—我」之間必然存在

於早經認可熟悉，同時更是時時處於「類應」（類固相召，氣同則合）以「穿通」

的互聯狀態中。（註 53）這不但提醒我們，任何「物類之感」，因此同時連帶著「引

（譬）」、「喻（意）」等近似文學創作的行動，更重要的是，任何「引（譬）」、「喻

（意）」，也同時就是文學創作與物類通感的交會點；正是從這個「類物（應）」的

51. 引自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卷 21，〈要略〉篇，頁 2b。
52. 徐復觀的看法，見《兩漢思想史》，〈淮南子與劉安的時代〉，頁 175。
53. 有關於「引譬援類」更深遠的背景，請參考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

田出版社，2005），〈身體時氣感與漢魏抒情詩〉，頁 297–310。



類與物—古典詩文的「物」背景 19

關連性或相似性的角度，我們也許可以清楚看到所謂文學書寫是如何在「觸引」

或說是「表徵」這個類應關係體上發揮作用。

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說到：「詩人感物，聯類不窮」，「聯類」概如上

文所言，是指類別間不斷地繫聯，那麼，「詩人感物」顯然就是發動這「聯類」

的關鍵，（註 54）在這句話之前的一大段，則是劉勰所認為的「感物」：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

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

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

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

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

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註 55）

首先從「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以及「一葉

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可以發現這一組組「動、搖」、「感、動」、「迎、

引」，都在說明詩人吟詠不只是出自個人心志，同時也是回應外在物色的召喚；

亦即這是交互感應，四時風物的變化擾動了人心，而人心也就如同節氣變化的表

徵，所以「悅豫之情暢」、「鬱陶之心凝」、「陰沈之志遠」、「矜肅之慮深」四者，

既是人情徵候，也就是四時節候。其次，所謂「物色相召，人誰獲安」的「物色」，

既然是指氣化宇宙觀下的時物變化—所謂「歲有其物，物有其容」，那麼，接

54. 宇文所安教授（Stephen Owen）也曾經引用〈物色〉篇的段落，而談到中國文學中的「連類」作用
（categorical association），並說明連類作用使每件事物都是整體的一部分，比如〈物色〉篇提及的四時
感物，讓人與自然都處在一個共感的循環中。宇文教授是藉助劉勰的看法，來處理中西比較文學的問

題，尤其透過對於杜甫與Wordsworth詩作的分析，說明東西雙方讀詩態度的差異。對西方讀者而言，
詩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封閉符號系統，是隱喻性的虛構；但是對於杜詩的讀者而言，詩不是虛構的，而

是如其所述的真實，是在一個歷史時刻的遭遇、經驗，以及對世界的回應，亦即中國詩歌的讀者，很自

動地將許多甚至是相反的事物，都視作在一個相互關聯的架構中彼此應和（they echo in correlative 
frames of referrence）。參見 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Madison: T he Uni-
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ch.1, “Omen of the world: Meaning in the Chinese Lyric,” pp. 12–27. 
而本文則重在探討劉勰作為一個文學批評者，如何分析《詩經》中重言疊字的運用，可以巧妙地點染這

種同頻共振的「連類狀態」；接著由整個複音詞自戰國晚期以來逐步增多的語詞使用現象，看出「類

『情』」在「類物」體系中的發展，其實是推出了「人」成為一個類推的中心，而可以與思想史上「由以

天為中心的天人關係，轉到以人為中心的天人關係」這現象相互呼應。

55. 引自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頁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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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的「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當然也必然是奠基於時物體系下的發詠，換言

之，這裡的「情辭」是為了回應春秋物色的召喚，甚至可以說是為了發顯整個四

序紛迴的物類之感。於是，我們因此看到劉勰所說「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

丹鳥羞」，是如何化用《夏小正》的「玄駒賁」（十二月）、「丹鳥羞白鳥」（八月），

（註 56）而利用描述蟲物的細微變化來引進或嵌入冷暖更易的月令圖式，至於開篇

的「春秋代序，陰陽慘舒」，更明顯化用張衡所言：「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

慘，此牽乎天者也」，（註 57）而孔穎達在疏解《詩經・豳風・七月》「春日遲遲」
句下引用張衡此句，並解釋得更清楚：

（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然則人遇春暄

則四體舒泰，春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

景，四體褊躁，不見日行急促，唯覺寒氣襲人，故以淒淒言之。（註 58）

在這裡，陰、陽氣感的不同，相應於人體之舒泰或褊躁，同時，也牽引了語文表

達上的「遲遲」或「淒淒」，而這一連串的反應都是與「天」相牽連的體系（張

衡所謂「牽乎天者」）；孔穎達的疏解，可以說是基於上古以來「類物（如類「天」）」

（或「類應」）的觀念，但是進一步在身體經驗與語文表達上加強，一方面人身四

體參與了四時的變化，就在「天」的類推體系之中，另一方面，當身體感應與四

時節氣同步起伏，這個同步狀態的描繪，也就成為表徵或喚引這個類物體系的標

誌，所以「遲遲」或「淒淒」的語詞運用，其實已經中介了一個「天—陰陽—

四體—晝景日行—語言」的感知體系。

如果「遲遲」或「淒淒」的運用，是為了中介一個類應體系，那麼如何切要

地點染這種同頻共振的「狀態」的確成為表達的重心。《文心雕龍・物色》在「詩

人感物，聯類不窮」這句話之後，因此舉出許多《詩經》的語詞為例：

（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擬雨

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並以少總多，情貌無

56. 分見顧鳳藻，《夏小正經傳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卷 4，頁 2a，及卷 3，頁 2a。
57. 見張衡，〈西京賦〉，引自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卷 2，頁 25。
58. 引自孔穎達等，《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十三經注疏本），卷 8–1，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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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矣。（註 59）

「灼灼」描寫桃花的美盛，卻又不止於桃花，而是聯繫到「少而色盛」之女子，

進一步再由這壯盛之「年」與婚嫁之「時」相連結，最後歸於「宜其室家」的夫

婦之理。（註 60）可以說「灼灼」的功能正在於探照出這一個關連性系列，並且巧

妙地體現「（女）年」、「（花、婚嫁）時」相互適合的狀態。「楊柳依依」，出現在

〈采薇〉最末一章，（註 61）與「雨雪霏霏」對舉，除了描摹物態，也映照春去冬

來的景象，同時將往返之時編織在其中，尤其末尾「行道遲遲，載渴載飢」，「遲

遲」的長遠狀態不但加重了「雨雪霏霏」的行道艱苦，也與「楊柳依依」的留戀

不去在距離（不論是時間或空間）上形成明顯對比，於是透過這三個連綿詞（或

稱複音詞），其實是一併呈現了時節流轉中相互對應與纏繞的事變人情。「其雨其

雨，杲杲出日」之「杲杲」，（註 62）以明亮之日光來反襯所願不得（求雨而出日），

並與所思不見的情狀相互比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註 63）則反過來是以雨

雪之壯盛，來反襯對於日出（見日則雪消）之渴求，並聯結振興王政以除奸佞的

想望；這裡的「杲杲」或「瀌瀌」明顯都不僅止於寫物，而是牽引向相思或渴望

的心態。至於「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註 64）「喈喈」不但是模擬鳥

鳴，而且是「和聲之遠聞也」，所以比擬女子有達于遠方之美稱；「喓喓草蟲，趯

趯阜螽」，（註 65）則是透過草蟲鳴、阜螽躍，比擬男女以禮相隨從，換言之，即

便是模擬蟲鳥鳴聲，也是為了喚引其他響應，來生發次第相應地情態（如聲問遠

傳或以禮相隨），因此劉勰最後會總說「情貌無遺矣」。

葉舒憲先生曾經討論《詩經》的重言（疊字）現象，分別出「摹聲」、「摹狀」

兩類；但摹聲（如劉勰所舉的喈喈、喓喓）如果是為了引生事物的貌態，也就如

摹狀一類（如依依、灼灼），都可以歸入形容詞。（註 66）只不過，重言發展而來

59. 引自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頁 845。
60. 關於〈桃夭〉的傳、箋，參見孔穎達等，《毛詩正義》，卷 1–2，頁 36–37。
61. 〈采薇〉一詩，見孔穎達等，《毛詩正義》，卷 9–3，頁 331–334。
62. 〈伯兮〉一詩，見孔穎達等，《毛詩正義》，卷 3–3，頁 139–140。
63. 〈角弓〉一詩，見孔穎達等，《毛詩正義》，卷 15–1，頁 503–505。
64. 〈葛覃〉一詩及其傳、注，見孔穎達等，《毛詩正義》，卷 1–2，頁 30–32。
65. 〈草蟲〉一詩及其傳、注，見孔穎達等，《毛詩正義》，卷 1–4，頁 51–52。
66. 詳見葉舒憲，《詩經的文化闡釋—中國詩歌的發生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第 5章，
〈摹聲、重言、嬰兒語—漢語的詩歌功能與中國詩的發生〉，頁 35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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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容詞，與一般如大、小、長、短等單字規約的形容詞有所不同，葉先生以疊

字為例，認為重言並不「直接說明事物的性質或狀態」，「而只是以重疊的音節來

朦朧地烘托出事物的態貌」。（註 67）如果以《爾雅》為例，會發現這本書收錄了

大量連綿詞，也許正反應了自戰國晚期以來，對於狀態描摹的要求是愈加迫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卷三〈釋訓〉（註 68）裡出現了許多描摹容儀、情態的連綿 

詞，比如：關於才性明智的「明明」、「斤斤」、「條條」、「秩秩」；關於容儀謹敬

的「穆穆」、「肅肅」、「翼翼」；而「晏晏」、「溫溫」是溫柔的，「桓桓」、「烈烈」

是威猛的；另外，還有美麗的（「委委」、「佗佗」）、徐緩的（「祁祁」、「遲遲」、 

「綽綽」、「爰爰」）、歡欣鼓舞的（「坎坎」、「蹲蹲」）、愁怨的（「悄悄」、「慘慘」），

尤其是關於憂心的連綿詞，以《詩》為例，舉出十種之多，這除了是因為釋義方

便，所以將情狀形容詞擺在一起，其實也已經反應出一種「類聚」或「類推」的

作用模式；就像名物體系將所有由「天」、「地」等所連結的事物加以會聚，〈釋 

訓〉當中這些情態連綿詞的會聚，毋寧也可以說是「類物」的現象之一，亦即將

「類『情』」—包括喜、慍、柔、怨、憂等各種變化，也增添進入原來的類應世

界中。

這個摹狀連綿詞的收錄現象，如果可以說是「類物」或「類應」體系的擴增，

其意義當不僅止於類項的數量多少而已，這說明了，情態連綿詞一方面原生於所

在的類物體系，一方面也不斷增生；而這增生的現象，又不僅止於表達上描摹的

需求，而在於隱約預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發展趨向，那就是「人」本身逐步成為

一個類推的中心。在《爾雅》的類目中並沒有「人」這一項，但是可以在〈釋詁〉、

〈釋訓〉中尋找到相關部份，除了前面引述的情態連綿詞之外，另外像是關於人

的身體姿態，如解釋「戚施」為「面柔」，「夸毗」為「體柔」，分別是指卑躬屈

膝或令色低首的模樣，「婆娑」為舞容，「擗」為撫心憂愁的樣子，「矜憐」為憐

惜貌；（註 69）又如羅列關於悅樂的字眼，「怡」、「懌」、「悅」指心之悅樂，「欣」

描述歡笑，「衎」為飲食之樂，「喜」指不言而樂等；（註 70）還有關於恐懼的一連

67. 見葉舒憲，《詩經的文化闡釋—中國詩歌的發生研究》，第 5章，〈摹聲、重言、嬰兒語—漢語的詩

歌功能與中國詩的發生〉，頁 356。
68. 以下關於《爾雅・釋訓》的資料，皆引自邢昺，《爾雅注疏》，卷 4，頁 55–61。
69. 見邢昺，《爾雅注疏》，卷 4，〈釋訓〉，頁 61。
70. 見邢昺，《爾雅注疏》，卷 1，〈釋詁〉，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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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字眼，如「戰」、「慄」、「震」、「驚」、「戁」、「竦」、「恐」、「慴」等。（註 71）由

這些關於人的形體、情感乃至於才智的種種面向的表述看來，幾乎已經浮現出

「類『情』」或「類『人』」的初步輪廓；而這逐步浮現的人身或人情體系與天地

宇宙的關係，則很容易讓人想起《淮南子・本經訓》所說的：「天地宇宙，一人

之身也；六和之內，一人之制也」，（註 72）這是從人氣與天地陰陽的通感來談，

認為人之氣可以影響萬物生殺、四時運行，因此說「一人之身」就是「天地宇宙」，

這背後的關鍵當然就是將天地與人都看成相與流轉、聯繫甚至彼此相似的一個整

體。比如，聚焦到人「情」來說，〈精神訓〉就說到：「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

與喜怒」，（註 73）而著書年代接近的《春秋繁露》在〈天辨人在〉中也說到：

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

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眾？人無秋氣，何以立

嚴而成功？……天無樂氣，亦何以疏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

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氣者，合

類之謂也。（註 74）

董仲舒認為天亦有喜怒哀樂，如同人之有春夏秋冬之氣，於是，人之有春氣，如

天之有樂氣，正是在這相似性上，天與人彼此相靠近、相連接，而所謂「合類」，

因此不但是類別間的相聚合，也是相適合、相符應的意思。

徐復觀先生認為以上所謂「天人相參」或「天人合類」，應該是漢代當時流

行的說法，而這說法所揭示的，「不僅是人可與天相通，並且天的作用，須通過

人而實現；……這實際是由以天為中心的天人關係，轉到以人為中心的天人關

係。」（註 75）徐復觀先生透過思想史資料所觀察到的現象，其實也可以由《文選》

所分的類目及其所收錄的作品來推敲，其中尤以《文選》「賦」下分出的「物色」

一類，特別值得注意。蕭統〈文選序〉特別講到關於「賦」的次類目是從「邑居」、

71. 見邢昺，《爾雅注疏》，卷 2，〈釋詁〉，下，頁 22。
72. 引自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卷 8，頁 4a。
73. 引自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卷 7，頁 2a–3a。
74. 引自凌曙注，《春秋繁露》，卷 11，〈天辨人在〉第 46，頁 187–188。
75. 參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淮南子與劉安的時代〉，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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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畋遊」開始，最後至於「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註 76）曹虹認為「物

色」類目之後既然接著是「鳥獸」，那麼「物色」就是總稱「風雲草木」，同時認

為「物色」還可以分解如「天象、歲時、草木」諸類。（註 77）但是，這樣的解釋

似乎忽略了蕭統在「風雲草木」之後特別加上的「（之）興」字，此處之「興」

若可以視如「詩，可以興」之「興」字，那麼，孔安國的解釋就是「引譬連類」， 

（註 78）而這正與「魚蟲禽獸之流」的「流」字所代表的流別、品類相照應。換言之，

《文選》所收錄的「物色」賦，並不單單著眼於題材的指涉範圍，其實也著重風

物描摹所能形成的連類應感；當蕭統以「風雲草木之興」為「物色」賦訂立收錄

主軸，也等於表示他認為這四篇賦必須放在類應體系下最能展現出特色。而在同

一時期，劉勰於〈物色〉篇同樣揭示「詩人感物，聯類不窮」，並進一步解釋這

聯類的作品必須是：「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註 79）因此，回過來針對《文選》的「物色」賦，這四篇賦如何在「隨物宛轉」

中能體現人情事態，同時在「與心徘徊」中又能召喚節氣流行，應是接下來要討

論的重點。

「物色」賦類所選錄的四篇作品，（註 80）分別關於風、秋、雪、月，這四者

屬於天象歲時，可以說是傳統類物體系中最基礎的部份，若由四篇賦的寫法看

來，可以發現，一方面是持續維持與這個類物體系的關係，可是，另一方面，卻

又在這持續中，測試著種種離合於原有類應體系的可能性。如前所述，中國傳統

類物體系是一個無所不包的關係體，重在開拓論述「物」的種種可能性，而並非

固定個別物的真相。因此，所謂暫時的離合，未嘗不是一種面對已有傳述記憶的

「增生」或「新編」。比如〈秋興賦〉先是透過徵引宋玉的〈九辯〉及其他相關於

歎逝的事例（如孔子、齊景公登山、臨川之歎逝等），來進一步開展對於秋的感

懷，但最後則從悲秋的輾轉反側，轉而以逍遙山川、放曠人世作結，這不但是書

76. 引自李善注，《昭明文選》，〈文選序〉，頁 1。
77. 見曹虹，《中國辭賦源流綜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文選賦立「物色」一目的意義〉，頁 191–

201。
78. 參見邢昺，《論語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十三經注疏本），卷 17，〈陽貨〉篇，「詩，可以興」
句下何晏集解引孔安國說法，頁 156。

79. 《文心雕龍・物色》在「詩人感物，聯類不窮」以下說到：「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
心而徘徊」，引自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頁 845。

80. 以下討論所涉及的這四篇賦，皆出自李善注，《昭明文選》，卷 13，頁 26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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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上跨越時間的相呼應，也是對於「秋」所在的物類體系的持續闡釋與改寫。至

於其他三篇，先是假託人物問答，直接在角色扮演中提供針對「風」、「雪」、「月」

各類相關的知識與記憶彙整，比如〈風賦〉藉楚襄王之口，先陳述「風者，天地

之氣」，本有吹拂萬物的普遍性；〈雪賦〉則先由梁王歌詠《詩》句「雨雪其滂」、

「雨雪雰雰」起始，加之以關於豐年、陰德的符應；〈月賦〉是假託曹植吟詠「月

出皦兮」、「東方之月兮」詩句開篇，更不用說其中還雜揉了出於《山海經》、《淮

南子》等關於玄兔、嫦娥以及夢月生子的神話傳說；（註 81）然而，〈月賦〉由月

之傳說，至於秋月夜的歎息長歌、歸期相許；〈雪賦〉中由「雪之時義」至於賞

雪所引發的年歲易暮、後會無因之感嘆，最後歸於「縱心浩然，何慮何營」；更

明顯的是〈風賦〉中，宋玉分辨風氣為「大王雄風」與「庶人雌風」，使普同的

天地之氣，轉而應和於所託形勢（宮苑、窮巷）而具有高下貴賤的差異性。

而從作品的前後對比所出現的轉折來看，似乎是為了構成短暫的「離—返」

效果，而並不是為了往而不返，〈秋興賦〉、〈雪賦〉、〈月賦〉都從歲暮悲愁出發，

最後說「優哉游哉，聊以足歲」（〈秋興賦〉），說明了悲秋的漣漪又回返於時序周

流中；尤其是〈秋興賦〉與〈雪賦〉，表面上看來是提出某種哲理領悟，但是這

領悟又安放在四序紛迴中，彷彿成為某種可以視為「不在場」的過程，讓「與心

徘徊」持續接連上甚至是疊映著「隨物宛轉」的軌道。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

這看似「不在場」的離合過程，卻成為氣化流行「作用」在人身上最具體的「在

場」。〈秋興賦〉中，潘岳由宋玉的「悲哉，秋之為氣也」，引申出送歸、羈旅之

憤，或是臨川歎逝、登山懷遠的「四感疚心」，後來在「耕東皋之沃壤」、「澡秋

水之涓涓」的春耕秋遊中獲得紓解，這不僅是潘岳的哲思領悟，更重要的意義，

應該是病（「疚」）態的 身體重新參與了時節流轉，而回復到本然存在的環境中。

同樣地，〈雪賦〉一開始「梁王不悅」，〈月賦〉開頭，曹植也是「悄焉疚懷，不怡

中夜」，顯然如何由歲暮悲愁中解脫，已經不只是個我抒懷或修辭（王侯要相如、

仲宣為賦）的問題，這時「抒懷」儼然成了「療救」的途徑，而一般視為寄心託

意的節氣時物，也成為療治「疚心」、「疚懷」、「不怡、不悅」最具體的支援體系。

「類物」或「類應」體系，如何可以成為療治病體的作用脈絡，〈風賦〉中宋

81. 以上成詞、典事的說明，請參考李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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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的說法最能引發聯想。宋玉提出所謂「大王雄風」與「庶人雌風」，一般最常

視為對比君王奢華與庶民困苦的諷諫之作，（註 82）而經常忽略這兩種風所具有的

治病或致病的相對效用；這可能也因為「大王／庶人」或比擬這高下差異的「雄

／雌」語詞，比「風」所代表的古老記憶或基本知識來得新奇。我們可以說這是

一個記憶與新詞共同編織出來的新類應作用，記憶所在的氣類體系是發揮作用的

原動力，而新詞語則如同分殊導引的新設置。宋玉雖題名為「風」，其實「風」

即「天地之氣」，因此文中也是「風」、「氣」連言—所謂「風氣殊焉」。以「氣」

或以「風」來談天地四時之氣與人體的關係，早就是先秦思想家與醫家所共同關

注的議題；原本只是用「正氣（即正風也）」或「邪氣（又稱虛風）」來分別四時

之氣的順逆景象，並以此對應人與萬物的常變狀態。所謂「四時正氣」或「天地

之正」，表現在天地萬物上，就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若是四時失序則會產生

「邪氣」或「賊氣」，如此不但使得「春肅秋榮、東雷夏霜」，人體也會相應而致

生疾病。於是進一步，在醫家論述中，因為人與自然相互交通，因此人體內氣息

運行的管道，也同時成為外在「邪氣」入侵的管道，因此人體內不免就有「正」

（原本內在於人體的真氣、經氣）、「邪」兩股氣彼此消長地運行，而形成自皮膚

至於經脈臟腑的種種病況。（註 83）如果先不論宋玉在「大王雄風」、「庶人雌風」

上的稱名差異，〈風賦〉中所說這兩種風氣侵入人體的反應，與醫家所言之「正

／邪氣」顯然是基於同一種觀點下的論述：

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

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註 84）

故其風中人，狀直慘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

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

邑，毆溫致溼，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唇為胗，得目為蔑，啗齰嗽

82. 參見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第 2節，〈戰國末期楚辭之生
成和賦的衍化〉，其中徵引諸評論認為〈風賦〉具諷諫意味，頁 79。

83. 此處關於「正氣」、「邪氣」在先秦諸子與醫家中的說法，綜合了蔡璧名先生的相關論著，請詳見蔡璧名，
《身體與自然—以《黃帝內經素問》為中心論古代思想傳統中的身體觀》，《文史叢刊 102》（臺北：臺
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7），第 4章，第 5節，〈「正氣」與「邪氣」〉，頁 247–263；〈莊子「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氣之辯」新詮〉，《大陸雜誌》，102.4、102.5（臺北：2001），分見頁 10–15、1–29。

84. 引自張登本、孫理軍主編，《全注全譯黃帝內經》（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靈樞經》，第 75，〈刺
節真邪〉，頁 38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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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註 85）

這兩則資料都以人體為中心，談論外來侵襲入於人身的影響，這顯然已經不全同

於由天地之氣出發來談的人與萬物的應和，換言之，這明顯如同前引徐復觀先生

所說，以人為中心的天人關係，則「天的作用」，是「通過人而實現」；那麼「中

人之深／淺」或是「愈病析酲／生病造熱」都是著重體內外氣息交感及其拉鋸結

果而言，這時人身不僅接收天地之氣息，同時也引發自身的迎拒反應，換言之，

人身已經不只是一個任憑氣息穿流的通道，反而充滿了能動性的收放，而可以反

過來重新改造或闡釋（如人身以「深」／「淺」去體現天地之氣）天地之氣的作用。

從個我的身體反應去看待這個類應體系，因此發現在天人相應之中，還存在

無數以身體為核心的內外相周旋，宋玉以「雄／雌」風比擬「大王／庶人」於內

外交感時的「體氣」上的相對表現，其實是藉助先秦醫家「正／邪氣」的觀點，

轉化而成為處身（居處各異）情境上的「癒／病」標記；（註 86）換言之，對於體

氣狀態的重新闡釋，可以讓原本屬於天地自然或療救意義下的體氣變化，也同時

成為個體情態糾結或舒放的表徵，而這無疑讓「體氣」直接成為即「類應」即「抒

情」的新設置。最明顯的是《楚辭》系列作品，比如屈原〈九章・悲回風〉：

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傷太息之愍歎兮，氣於邑而不可

止。糺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

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註 87）

此後這被視為自我抒情（所謂「賦詩明志」）的屈原，（註 88）在後代模擬的作品

85. 本文所引〈風賦〉出自李善注，《昭明文選》，卷 13，頁 265–267。
86. 《黃帝內經・素問》，第 75，〈著至教論〉曰：「此皆陰陽、表裡、上下、雌雄相呼應也」，見戴新民，《素
問今釋》（臺北：啟業書局，1988年），頁 983。

87. 屈原，〈九章・悲回風〉，引自王逸，《楚辭章句》，卷 4，頁 202–203。
88. 張淑香在〈詩可以怨〉一文中，談到面對人生悲劇，人雖然難免威脅、甚至屈服，但是「因為『怨』的
悲劇意識也促醒他轉頭返歸於人類的個體的自我意識，並由此激發出他對抗此一悲劇意識之壓迫的勇氣

與意志」，在所列舉的例證中也談到屈原之作〈離騷〉，以香草美人為喻，「無形中已使他個人的痛苦與

不幸趨於客觀化」，避免了內外人我激烈對立，與訴諸激揚之外發行動的西方悲劇不同。見張淑香，《抒

情傳統的省思》（臺北：大安出版社，1992），頁 3–39。這是一般由感嘆無常、哀憐恐懼進而逼顯出悲壯
的個體自覺的代表性說法，本文則希望探討這種悲劇個我的形成如何在人身體現出來，尤其是從「氣」

的角度呈現身體與環境的不和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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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總以違逆而不能紓解（所謂「氣於邑而不可止」）（註 89）的氣態個體出現，如：

身被疾而不閒兮，心沸熱其若湯。……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

淫。何青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蒙蒙。徐風至而徘徊兮，疾風過之湯

湯。（註 90）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時。往者不可扳援兮，來者不可

與期。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一作抒）中情而屬詩。……愁修夜而宛轉

兮，氣涫沸其若波。……邪氣襲余之形體兮，疾憯怛而萌生。願一見陽

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註 91）

〈哀時命〉中的「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屬詩」，就如同屈原在前引〈九章・
悲回風〉所說「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這裡表達的欲求，明顯與身

體某種不諧和、不安寧的如波沸動的訊息同步，如嚴（莊）忌「邪氣襲余之形體

兮，疾憯怛而萌生」，就像東方朔說「邪氣入而感內」，也即是屈原說的「氣於邑

而不可止」。換言之，是在這個不諧和而渴求諧和的體氣波動中，讓「病體」浮

現出了「抒情屬詩」的「個體」意義；（註 92）於是，「邪惡之氣」（註 93）侵襲身體，

在這裡明顯已經不只是關乎療救的體氣，而是過度到個我「抒（杼）情」義的體

氣狀態；違逆鬱結或波動沸騰，是內外氣息間的衝突壅塞，也直接就是心身（志

情、形體）愁慘的狀態；人身的氣息交通在這裡聯繫上氣類感應的體系，也在這

裡讓身體經驗成為牽連或增生宇宙間相似性或關連性的發動點。我們可以說，

「體氣」與「抒情」的相互連結，使「抒情」嵌鑲入（embedded within）整個氣

類應應背景中，而「體氣」離合也回過來讓「抒情」具有彼此共同參與的「物（或

「類物」）」性。

89. 王逸解「氣於邑而不可止」曰「氣逆憤懣，結不下也」。引自王逸，《楚辭章句》，卷 4，頁 203。
90. 東方朔，〈七諫・自悲〉，引自王逸，《楚辭章句》，卷 13，頁 353–356。
91. 嚴（莊）忌，〈哀時命〉，引自王逸，《楚辭章句》，卷 14，頁 371–385。
92. 關於如何由「病體」到抒情個體的浮現，參見鄭毓瑜，〈從病體到個體—「體氣」與早期抒情說〉，收

入楊儒賓、祝平次編，《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頁 417–459。該文由體氣
波動的角度提出「身體化悲愁」，來詮釋早期的「抒情」說，本文則進一步由相關資料提出個體「抒情」

如何透過體氣說法，獲得來自氣類應感體系下的「物（類物）」性。

93. 王逸注〈哀時命〉「邪氣襲余之形體兮，疾憯怛而萌生」曰：「言己常恐邪惡之氣及我形體，疾病憯痛橫
發而生，身僵仆也」，引自王逸，《楚辭章句》，卷 14，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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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記憶與遠鏡

當「抒情」具有傳統所說的「物」性或「類物」性，是說「抒情」或是主要

以「歎逝」、「悲秋」為主的情感表現，必須放在整個氣類感應或說是「類物之感」

的體系下，才能獲得最完整的解釋；我們無法只是從詩人因為一己境遇而有的悲

哀去解釋作品中出現的景物，因為景物不只是為了託寄詩人的主觀感受，任何景

物都因為整體存在背景才有意義，也因此，詩人的感受不可能全然主觀，而必須

是被一套早有共識的相似性或關連性所召喚，或者是透過這套相似性來重新闡釋

或增生連結。更進一步，我們甚至也很難單獨看待一篇作品，而必須是在形同排

列組合的關係中，才能為這個作品尋找出適當的定位。如果以《藝文類聚》「歲時」

部的「秋」為例，（註 94）先是在「類事」記錄中，出現一個牽動星宿、風、露、

蟬、雁、菊、蟋蟀等氣象與動植物的景況，以及與秋相應的方位（西方）、肅殺

的氣氛，加上推衍至於國政民生、相關禮儀的說解，還有如張季鷹歸情所寄的

「蓴菜羹、鱸魚鱠」，《楚辭》中各種對於秋節的「悲」情等；其間有關乎風土、

物候以及政治秩序、人情動盪，同時可以出乎月令知識、歷史傳說、禮儀規範或

抒情敘寫，尤其「類事」之後的「列文」，將兩晉南朝的詩、賦作品臚列在後，

如同將後世文人在「類事」基礎上的反覆徵引、擬設與編寫，也一併歸入這個「類

物」體系之中。如果認同葛兆光先生將《藝文類聚》視如一種關於知識、思想與

信仰的結構體，我們會發現中國傳統的知識思想乃至於情感信仰幾乎是一個不斷

進行會聚的資料庫，我們很難單單由各種「學（說）」（如天文、動植物或文學）

去分析，而不得不承認這是無所不包的博物記憶，所有曾經在「秋」上頭出現的

符號（口說或書寫）如此擁擠地、迫不及待地排列在這裡，充滿著味覺（蓴菜羹、

鱸魚鱠）、聽覺（蟬鳴、趣織鳴）、視覺（秋則衣白、秋月）與觸覺（白露、涼風）

的波動，甚至是輾轉難眠的時空感知，或者某些像是「雀入大水為蛤」這種莫名

所以的說法，而形成這個「秋」的類物。

對於其中任何一篇作品而言，某一個典故、成詞或者是摹狀連綿詞的出現，

94. 見於歐陽詢，《藝文類聚》，卷 3，「歲時部」上之「秋」，頁 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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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為了識別單一事物，反而是為了全盤托出，是為了更接近與回歸這個包容

了一切明確與不明確的類物環境，是為了復活那些彷如風化的史料，是為了持續

這些記憶裡的故事，更重要的，是為了透過這些可見的種種符號，去不斷揭露讓

事物存在的意義得以被認識、感知的那個隱伏的類應模式。所以，我們可以說在

中國古典詩文傳統中，如何將事物放進類物（類應）關係網中，比抽離出來更重

要，當然也就更不可能只是將「物」視作客觀在外的「對象」，或自然科學上的「物

質」，去作為思考、行動或描述的目標。這樣的感知或書寫背景，讓不同時代的

作者彷如都處在同一個記憶庫當中，作者的任務是在各種詞語記號中往來拉引，

在新舊語詞間織鏤出連接的線索與意義。如果從這個角度重新看待本文前言所提

及的晚清的兩種「談天」，可以明顯對比出來，李善蘭所譯述的《談天》與古典

詩或者說是傳統知識、思想所賴以維繫的類應體系，有著明顯區隔。傳統記憶背

景中，對著「天」可以說出羲和、后羿、扶桑、甘泉乃至於春秋氣感、人體躁舒

等等一連串的故事，在西方天文學傳入之後，則著重精密之測器所見，如《談天》

口譯者偉烈亞力在書前序文中提到望遠鏡的作用：

古人論天河，皆云是氣。近代遠鏡出，知為無數小星。遠境界內所以測

見之星，較普天空目所能見者多二萬倍。天河一帶設皆如遠鏡所測之一

界，其數當有二千零十九萬一千，設一星為一日，各有五十行星繞之，

則行星之數，當有十億零九百五十五萬。意必俱有動植諸物，如我地

球，偉哉造物，其力之神、能之鉅，真不可思議矣。而測以更精之遠

鏡，知天河亦有盡界，非佈滿虛空也。

而其界外別有無數星氣，意天河亦為一星氣，無數星氣，實即無數天

河。我所居之地球，在本天河中，近、故覺其大；在別星氣外，遠、故

覺其小耳。……初人疑星氣為未成星之質，至羅斯伯之大遠鏡成，始知

亦為無數小星聚而成，而更別見無數星氣，則亦但覺如氣，不能辨為星

之聚。設異日遠鏡更精，今所見者俱能辨，恐更見無數遠星氣仍不能遍

也。（註 95）

95. 引自侯失勒著，偉烈亞力譯，李善蘭刪述，徐建寅續述，《談天》，頁 4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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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資料的語氣既是分析的、又是假設的，就是不同於親近與環繞的口吻。比如

分析「天河」（銀河）並不是古人所說的「氣」，透過望遠鏡觀測，其實是無數小

星所構成，同時除了地球所在的天河，還有其他無數之天河，必須仰賴更精良的

望遠鏡，才能從所見「星氣」中辨明為星辰。在這裡符號的解釋顯然比圍繞或安

置這個符號指涉物的環境更為重要，換言之，配合符號說明的一致性，比呈現所

指涉物的關係網更重要；就像不再由「氣」解釋「天河」，這不只是兩個語詞在

關係上的解除而已，而是切割出整個「氣化宇宙論」的說法，更不用說是包覆於

氣類感應下的種種日常生活、政治秩序或抒情模式了。因此，如果說「氣」字是

氣類感應這天人相關連體系的整體表徵，那麼，「天河」則是專指無數小星，更

精確地說，一個天河可以用「二千零十九萬一千」個（恆）星說明，而每一恆星

假設有五十個行星，則一個天河中的行星之數，當有「十億零九百五十五萬」。

以數字貫串行星、恆星與天河的說明，這是由望遠鏡這個丈量器具所提供，換言

之，是丈量工具的一致性保障了可見性與可信度。這裡所指的天河、恆星、行星

等，不再屬於「類應」體系中「天象」的範圍，很難再用傳統的「物」說去定位，

而是向計量的方式（或是向計數工具，如遠鏡）靠近；透過多少數量的行星去定

位一個太陽（日）系，又多少數量的恆星可以定位出一個天河，這些當然不是為

了持續星辰與地域的對應（如以星土辨九州），乃至於可以觀風俗、辨吉凶的星

象說法。（註 96）

本文並不想處理對錯、真假等是非題，這兩種看待世界或論述天文物象的眼

光，也並非就絕對只能二選一。在「談天」一詞的使用上，我們可以看到舊語詞

如何同時承載了新舊多義，在這裡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星氣」一詞在使用上所具

有的巧妙性。偉烈亞力所使用的「星氣」很明顯是晚清西方天文學傳入之後，借

用以指稱夜空中諸星密聚的一種形態，而與諸如「星團」、「星林」、「星雲」等可

以合觀，（註 97）然而原本「星氣」，是占望的氣象之一，「占星氣」屬於古代占候

96. 參見歐陽詢，《藝文類聚》，卷 1，「天部」上之「星」，頁 10–13。
97. 《談天》，卷 17為〈星林〉，一開始就介紹：「澄明之夜，仰觀天星，往往有簇聚而密於他處者。用望遠
鏡窺天，見簇聚之處益多。有星團、星氣、星雲、雲星之別，總名星林焉」，見卷 17，頁 689。又可以
參看如譚嗣同《仁學》中關於「以太」（ether）說法，其中提到「以太」可以讓天地萬物相接近，如月
與地相互吸引，其餘小行星也是如此，而除了太陽系之外，還有許多恆星構成的天河，如「凡得恆河沙

數（「恆河沙數」形容數量多至不可計數）成天河之星團」，而天河外又有無數星系，即如「凡得恆河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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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術，如同「占日」、「占月」一樣，（註 98）「星氣」因此也可以提供吉凶成敗的

徵候。「星氣」一詞因此彷彿同時具有古老的記憶與遠鏡的視界，而正是因為這

個語詞負載的歷史建構，讓新舊用法凸顯了語詞及其所在的知識領域或處身情境

如何斷續編織的狀況，而天象、星氣、九州乃至於地球、行星都在這字詞的不斷

編織中「陳述」了出來。我們可以說，到了晚清，西方天文學或自然科學的確取

得了注目的眼光，但是就像黃遵憲依然使用充滿「類物（或類應）」記憶的舊詩

體來面對與描述新世界，在前瞻後顧之際，沒有人真正捨棄或遠離了什麼，沒有

人會一無所有—在這時間長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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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pretation of Wu 物 in the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radition

Cheng, Yu-y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Ever since Chen Shixiang 陳世驤 asserted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lyric tra-
dition, the concept and evalu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s such has become very 
important, and perhaps even the only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the discussions 
of many subsequent scholars, for the most part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hinese lyric 
tradition, as it developed in the Han, Wei, and Jin periods, tended to use tanshi歎
逝 (sighing over the temporariness of life) as the basis for the observation of na-
ture, accordingly endowing nature with a sense of change, sadness, and desolation. 
Taking this a step further, some have argued that the dolorous poet’s melancholic 
vision of nature is mainstream in the Chinese lyric tradition. If we take the sighs 
for the temporariness of life and “autumnal sentiment” (beiqiu悲秋 ) as the cor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Han, Wei, and Jin periods, then obviously the discussion 
of lyricism will focus more o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poet and the individual expres-
sion of emotion, within which the key concepts of creativity, ganwu感物 (reacting 
to external things or to phenomenon) or xinggan興感 (reacting to external things 
and inciting feeling), can also be used to  interpret  the author because they are 
stirred up in the face of the ever-changing seasons and the myriad things in the 
world.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idea of ganwu and its formation in the lyric tradi-
tion is a kind of subjective way to express emotion, where between external things 
and self, there is a clear subordinating relationship that wu exists for the sake of 
“feeling”; moreover, it is considered within the purview of the emotions to choose 
and give presence to thing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how the formulation of wu in classical po-
etry allows us to recognize and describe the empathetic functionality of associa-
tions and similitude. In short, how and by what means does wu participate in xing-
gan (inciting feeling) and lyricism. It is clear that we cannot focus only on wu,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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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go one step further and add the constructs of categories of wu or systems of 
wu, which, of course, must go beyond the limits of individual authors and works, 
and must be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at certain critical points, there was an inte-
gr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ual and extra-textual expression that shapes this 
typological system of things/objects. This article will  take  tanshi  that dominated 
early medieval literature as its main scope of discussion, at the same time selecting 
the most compelling materials, such as those collections that bring together a large 
number of pre-Sui and Tang works, simultaneously deploying leishi 類事 (types of 
objects) and leiwen類文 (types of works), as found in the Yiwen Leiju藝文類聚 as 
well as other materials that pre-date lieshu 類書 (commonplace books), such as dic-
tionaries and anthologies that structurally contain typological information, e.g., the 
Erya爾雅 and Zhaoming Wenxuan昭明文選 , or those cifu辭賦 that are full of an-
cient recitations and such. In response to these materials, I first discuss the classifi-
cation of wu and the effect of those interconnected leiying類應 (categorical corre-
spondence). Then, based on the perception of  leiying,  I  lay out what form these 
categories of things/objects and reactions take that are at the base of so-called lyri-
cism, i.e., what sort of  leiying structure would be considered effective in express-
ing lyricism.

Key words:  wu (external things or phenomena), categorical correspondence, 
classical literature, lyric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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