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結詩歌理論探蹟

邱韶登

﹝摘要﹞

唐代新樂府運動，是我國詩歌史上重要的改革運動，也是寫實

主義詩歌創作的一﹒個新高峰。而文學史上，往往視寫實主義詩人杜

甫（公元七一二一一七七 0）為新樂府運動的先趨者，但與杜甫同期的

詩人元結用詩歌反映現實，卻不見稱頌。雖然在文學史上，元結地

位遠不如杜甫，但是在元結詩歌理論中，所表現出的文學革新論調

與改革的自覺性，皆高於杜甫。他是繼王勃、陳子昂而起，與杜甫

並肩努力，為後白居易、元積等的新樂府運動開路，深其時代意義

的詩人 。 本文試由元結的詩歌中，探析其詩歌理論，以期了解元結
獨挺餘流俗之外，創新並實踐自我的文學主張在唐代詩歌史上之意

義，並希望對元結詩歌有另一番的認識。

﹝關鍵詞﹞：元結、風雅、純古、直朴現實、新樂府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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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元結（七一九一七七二），字次山，魯、縣（今河南魯山）人，歷任水部

員外郎、道州刺史、容管經略使等官職。元結頗有政治才能，任地方州

長時頗具政績。在文學方面，他一貫主張詩文應對政治、社會進行規諷，

有補於世，並且以自己的詩文創作積極地實現自我的文學主張，而他的

寫實詩歌理論影響了後代詩人的詩歌主張，由新樂府運動中可見其影響

痕跡，且受到後世文人所推崇。元結雖生當亂世，但著述頗多，所作之

詩文，多有附前序以記載寫作緣由，然大半亡俟散失，今存作品有〈元

次山集） I ，及元結編沈千運、趙徵明等七人之詩二十四首，命名為﹛使

中集） 2 。

本論文以近人孫望先生新編〈元次山集） 3為主要依據，試藉由元

結作品中探索元結的詩歌理論，以期了解元結對於詩歌的主張及對後世

詩人之影響。

、元結生平與時代背景簡述

元結，生於唐玄宗開元七年，卒于唐代宗大歷七年，年五十四歲4 。

早年會入長安應試不第，經歷過一段「耕藝山田」、「與丐者為友」的

生活，安史之亂爆發峙，曾率鄰里一同逃難。 5他先後用過許多的名號，

在 （ 自釋）中說：

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

1 李建崑：（次山著述考）：「次山生前雖有異錄、元子、文編、椅汗子、浪說、漫記諸

作，然大半亡候散失﹒今存者唯元次山集而已 。 元次山集恐非次山自訂，乃後

人僻、拾散快而編之」’〈元次山之生平及其文學﹜，頁 50 。

2 四部叢刊影印明本元次山集及全唐文所載（當中集序）云： 「詩二十二首」 。但陳振孫﹛直

齋書錄解題〉 卷十五則云：「塵中集一卷，唐元結次山錄沈千運、趙微明、 孟璽卿、張彪、

元季川、于匙 、王季友七人詩二十四首，盡塵中所有次之。」饋考﹛盤中集〉應為二十四

首 。

3 唐、元結：（元次山集〉’孫望新枝，河洛圖書出師士。

4 見孫望作（元次山事贖簡譜），﹛元次山集﹜附錄五 。

5 見游園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上冊，頁 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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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靠在家蝶，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篤，故以元子為稱。天下兵興，

逃亂入椅背洞，去台稱椅舟子。後家濃潰，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

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呼為﹔曼郎，既客糞土，漫道顯。其左右皆濤、

者，少長相戲，更曰聾吏。．．．．．．吾又安能慚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

議。當以 j曼吏為稱。．．．．．．」 6

而元結也是文學史上傑出的少數民族作家，為鮮卑族後裔，原姓拓

跋’北魏孝文帝時才改姓為元，是北魏王族常山玉遵的第十二世孫7 。根

據《新唐書元結傳γ的記載，元結少年時個備不羈，十七始折節向學，

師事其從兄元德秀，且深受元德秀志節之影響。

元結青年時期，正當唐玄宗闊元天寶之際，玄宗於閱元時期政績豐

降，文治武功，是有唐自太宗貞觀之治以來的另一個盛世。而至天寶時

期，政治逐漸衰敗，天寶十四年更爆發了唐朝開國以來最嚴重的禍事「安

史之亂」。他從青年進到中年的期間，就是在玄宗沉迷於酒色、朝政奸

臣弄權，方直之士遭遠斥，土地兼併日劇，社會、民生、經濟、種族等

各方面動亂不斷發生且越演越烈的情況下度過的。元結於二十九歲（天寶

六年）那年因玄宗廣求天下之士，與杜甫俱應試于長安，但因李林甫認為

「草野之士猿多，恐露洩當時之機，斥言其姦惡，乃令尚書省試，皆下

之」稟玄宗「賀野無遺賢 J 9 ，元結未受重視，乃憤然而歸，後因多病反

商餘山。天寶十二年時會登進士第，而他的政治官宜生涯的開展，則是

在安史之亂爆發後，肅宗代宗當朝之時，而當時李唐王朝已經走向衰敗

之路了。

肅宗乾元三年（公元七五九年），元結四十一歲，經由蘇源明推薦’

授召入長安，上〈時議〉三篤，陳述兵勢，遂權山南東道節度使參謀，

後拜道州、i刺史、容州刺史。元結在政治上是極俱才能的，在他各種不同

的職位中，都表現了他不凡的才幹與對社會、對百姓的關懷，深受百姓

之愛戴與信賴。大曆七年春（公元 772），元結朝京師，遇疾，卒於旅次。

贈禮部侍郎，十←‘月冬，葬於魯山，享年五十四歲。

元結是一個飽嚐時難，叉「嘗欲濟時難」 10的詩人。他出來參與政

6 見﹛元次山集〉卷第八。

7 同註卜

B 詳見﹛新唐書﹜卷一四三列傳六十八。

9 同註4 、

10 ＜漫酬賣河州、︱〉，〈元次山集〉卷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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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絕非為個人的富貴利禱，而是為了解救戰亂中無辜老百姓所受的冤

苦。他經歷了李唐王朝社會經濟發展繁榮達到頂點的「盛唐時代 J ’也

渡過由頂點走向衰落，爆發了安史之亂的階段，因此在元結的作品裡，

有屬於開元、天寶闊的太平景象，也有安史之亂所帶給人民的災難。他

曾多次上書朝廷，反映民間疾苦，指責官吏的貪污腐敗，提出救世勸俗

的政治改革主張。而他的政治思想反映到文學上，所講求的便是反對「拘

限聲病，喜尚形似 J 11的淫靡詩風，要求詩歌能達到「吾欲極帝王理亂之

道，系古人規諷之流」 12 ，而作到「上感於上，下化於下」 13的社會作用，

他對人民深切同情，對民生疾苦有所體驗，因此有代百姓立言的強烈願

望。而這正是之後白居易、元梅等人寫實詩歌理論「新樂府運動」的先

聲了。

安史之亂是唐朝社會危機的大爆發，也是李唐王朝由盛而衷的轉

點。其後安史之亂雖獲平定，但唐代社會的各種問題，卻治著歷史必然

的道路，繼續地向前發展。到了德宗憲宗統治的時代，昏君當朝，中央

與藩鎮的鬥爭不斷，橫徵暴斂，導致民窮財盡、民不聊生。這樣的社會

情勢下，為挽救社會危機，振興李唐王朝，便出現了復興儒學的思想潮

流。柳宗元、王叔文、劉禹錫於西元 805 年發動的「永貞革新」就是政

治上的突出表現。而此改革思想反映到文學創作及文學理論上，就產生

r 以自居易（772--846）、元積 (779--831）為主的「新樂府運動」及韓愈

(768--824）柳宗元（773--819）為代表的「古文運動」’將進行已久的詩歌革

新推向了高潮。元結的詩文分別影響了「新樂府運動」及「古文運動」，

而其詩歌理論正是「新樂府運動」的先驅者。

－、元結之詩歌主強

清、劉熙載《藝概〉曾曰：

孔門如用詩，則元道卅必有取焉。 14

可知元結的文學思想，是屬於儒家一派。他的詩歌理論與詩經大序是一

致的。元結的文學思想承儒家詩大序的傳統思想，在當時是可以見其歷

II （僅中集序〉’（元次山集﹜卷第七。

12 （二風詩論 ）， （元次山集〉卷第一。

13 ＜系樂府十二首〉’﹛元次山集〉卷第二。

14 見劉熙載：﹛藝概﹜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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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淵源的。儒家政教文學思想確立於漢代的「罷拙百家，獨尊儒術」

因此，漢儒說詩即以美刺諷論為著眼，魏晉以後，儒學逐漸衰退，受到

「 詩賦欲麗」思想的影響，詩諭逐漸傾向「緣情綺靡」的文學自身審美

體性方面，對文學思想內涵日漸忽視，詩歌創作終走入齊梁宮體詩之

路 。 唐開國來，隨著大一統政治社會的穩定，儒家政教文學在魏徵等人

的倡導下，成為「貞觀之治」的重要輔助力。到了中唐以後，政治在長

久安定下漸露頹t己，安史之亂興，造成社會政治秩序空前的動亂，儒家

道德規範亦遭嚴重創損。因此，當動亂稍平，社會秩序文化道德重整峙，

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儒家思想便重新興起。就文學而言，天寶至貞元年

間，儒家政教文學觀就在文壇上重新燃起，顏真卿、蕭穎士、柳冕等人

即強調「大雅作則王道盛」。而身為當時代詩人的元結，自然受此風氣

影響，並且將此儒家政教文學觀更真體的運用於詩歌理論中，強調直朴

現實、風雅諷諭、及淳古論，並在他自己的詩歌作品中實踐之。

（一）主張文章應直朴現實，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

〈詩經〉在數千年中，被視為「恆久之至道，不刊詩鴻教」時，

其影響至為廣大，而〈詩經〉的傳統是個多方面的綜合體，無論是

內容、形式、思想、藝術、創作目的或創作方法，對後世都有不同

的創發 。 而詩經傳統中，最為重要的即是在創作方式上具有濃厚的

寫實傾向，在創造思想上對現實社會的關注，以及寫作上比興藝術

手法的運用 1 6 。

他主張賦詩言志，是要系之於風雅，是要「極帝王理亂之道，

系古人規諷之流」，其作用在於「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他

認為詩歌是表達作者的思想情感、反映現實、反映政治與社會生

活 ， 是有其社會作用的。

元結晚年，把自己的詩文二百零三首編成一部〈文編） 17 ，分

為十卷，其序文中也說明了他作品的特色。〈文編序）

的見;tj揖﹛文心雕龍﹜﹒（宗經第三〉篇。

16 見徐公持： （ 詩經的傳統〉，﹛中國文學百題﹜﹒頁 21 • 

11 擴孫望： （ 元次山事蹟簡譜〉：「大曆二年（公元七六七年），次山四十九歲 。......冬。次

山仍在道州任，次第近作，合於舊騙，凡二百三首。命日文編，作文編序 。 」（元集附

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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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寶十二年， j曼史以進士獲篇，名在禮部，會有司考校舊文，

作文編納於有司。當時吏方年少，在顯名跡，切恥、時人諂邪以

取進，姦亂以致身，徑欲填陷阱於方正之路，推時人於禮壤

之庭，不能得之，故優游於林塾，快恨於當世。是以所為之文，

可戒可勵，可安可 J•I頁。．．．．．．史經喪亂，所望全 j舌，豈欲跡參戒

旅，苟在冠冕’觸踐危機，以為勢利。蓋辭謝不兔，未能逃命。

故所為之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喔恨者，多傷問者。其

意必勵之忠孝，誘以仁息，急於公直，守其節分。如此，非救

世勸俗之所須者數？．．．．．．」 18

他自稱早年未出仕時之作，「可戒可勸，可安可順」’貫穿了儒家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精神。中期時間，歷經戰亂，為

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睦恨者，多傷閔者」’表現出對社會

的關心、對百姓的哀憐。到了後期，元結歷任地方長吏，就更加關

心政治社會狀況，故所作多「其意必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於公

霞，守其節分。如此，非救世勸俗之所須者蠍？」在作品的思想內

容上注意宣揚忠孝仁惠等倫理道德觀念，以達到救世勸俗的作用。

湯擎民先生在（元結和他的作品）一文中曾指出：「道家思想

和儒家思想是元結思想的兩個方面，他以道家的淳朴無為來反對當

時不合理的社會政治，同時企圖以儒家的封建倫理來建立德化政治

的理想社會，雖然兩者都行不通，但儒家思想在他的思想行動中，

無疑是起了一定的積極有為的主導作用。」 19 而在他的詩歌中，我

們不難發現到此類作品的蹤跡 。 如：〈春陵行〉序：

癸卯歲，漫吏授道卅刺史。道卅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

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諾使徵求，符蝶二

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制，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卅

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庚，必不免也。

吾將守官，靜以安人，符罪而已。此卅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隨

行以這下情。」

（春陵行 〉形象的描寫了戰爭詩之後道州人民傷亡疲敞的情形：

18 （文編序〉﹒﹛元次山集〉卷第十。

19 見湯擎民：〈元結和他的作品〉，﹛唐詩研究論文集﹜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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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小組亂亡，遭人實困痕。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贏。朝

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乎尚不

忍，況乃鞭扑之...... 20 

詩及序中譴責了官吏的嚴刑苛斂，也表現了自己寧願違詔待罪也不

願逼迫勞苦人民的氣節。〈賊退示官吏〉一首，語意更為沉痛：

．．．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娥不暑，人貧傷可憐。是

以陷鄰境，此卅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後征飯

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

竿自刺恥。將家就魚亭，歸老江湖邊。 21

他不僅指責那些強迫地方官橫征暴斂的朝廷使臣比盜賊還不如，序

中也流露對百姓的同情與不忍，「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

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而且更明確表示自己寧顧棄宮，

也絕不肯「絕人命」以博取上位者的寵愛。〈春陵行〉詩末直書：

「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賊退示官吏〉序也言：「諸使何

為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篤，以示官吏。」更說明了他是有意為人民

請命，表達民生哀苦於朝廷的。而當他深深體會到自身雖任官職，

但依然不能為百姓謀福利，心中感到恭為民官，故作（吞官引〉真

實的呈現出社會現象與自己的心境：

天下昔無事，俾屠養愚鈍﹔山野性所安，熙然自全順。忽逢

暴兵起，聞巷見軍陣，將家瀛海潰，自棄同島糞。往在乾元初，

聖人眉立休運﹔公車站魏闕，天子垂清悶。敢誦王者裁，亦獻當

時論，朝廷愛方直，明主嘉忠信。屢授不次官，曾與專征印。

兵家未曾學，縈利非所街，偶得兇醜降，功勞愧分寸。商來將

四歲，.恥、言可畫，請取寬者辭，為吾泰官引。冤辭何者苦，

萬 色餘灰燼﹔冤辭何者悲，生人盡鋒刃﹔冤辭何者甚，力役遇

勞 困﹔冤辭何者深，孤弱亦哀恨。無謀救冤者， 祿位安可近，

而 可愛軒裳，其心又干進。此言非作戚，此言敢始訓，實欲辭

20 （ 春陵行），﹛元次山集〉卷第三 。

21 （ 賊退示官吏序 〉 ’﹛元次山集〉卷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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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能，歸耕守吾分。但

在詩中他直書自己所以為宮之因，在於「朝廷愛方直，明主嘉忠

信」’期望自己能有助於人民。但見民生疾苦卻無力回天，內心不

能自安，而感到本宮食祿，無以救民之冤↑晨，故自書胸臆，決定辭

宮。他將自身的現實經驗與遭遇，真實的呈現在詩中 z 並且了解到

當官對於人民的疾苦並無力幫助，故而「實欲辭無能，歸耕守吾

分 J 0 劉熙載《藝概﹜：「代匹夫匹婦語最難，蓋飢寒勞困之苦，

雖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無間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

香山不但如身入聞閻’目擊其事，直與疾病之在身者無異。」 23可知

元結不但深入民間，由自身經驗出發，對民生疾苦有所體悟，詩中

表達出為百姓立言的決心。

這裡可以充分的看出他的詩歌創作實踐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同時

是強烈的表達了文學的直朴現實的社會作用。而此精神正與白居易

所倡詩歌必須有「補察時政」「洩導民情」的政治使命相合，足見

元結對後世之影響。

（二）提倡風雅，反對聲律

有唐之論詩，初唐偏於作法，中唐則重「補察時政，洩導人情」

之社會功能，兩者之交替則在盛唐。故盛唐一面有王昌齡、咬然之

詩格、詩式﹔→面有陳子昂、李白、杜甫之提倡風雅詩與社會詩。

元結之詩論明顯是承繼後者而來的24 。由此種文學思想出發，必然

反對講究形式而忽視內容，徒其華麗辭藻無興寄的詩風。陳子昂〈與

東方左蚓修竹篇〉序云：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傅，然而文獻有可徵

者。僕嘗暇時觀齊槃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

思古人，常恐逼進頹靡，風雅不件，以耿耿也。 25

22 （本官亨仆 , 〈元次山集〉卷第二。

23 見〈藝概〉 卷二。

24 詳見李建崑：﹛元次山之生平及其文學﹜’頁 56 。

25 見（與東方左蚓修竹篇〉并序，（新校陳子昂集〉卷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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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昂之提倡風雅，乃是對唐初承繼南朝綺靡華麗的詩風的反動，

感慨「漢魏風骨，晉宋莫傳」、「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而思論

道匡君，「以義補國 J 26 。元結則深嘆：

於戲！文章進喪蓋九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

且相喜愛，象之風雅，誰道是耶？諸公嘗欲費時之淫靡，為

復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道速性情，成一時之美乎？（〈劉

侍御月夜議會序〉）計

由此，可見元結反對「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的繁雜、浮靡之詩

風，而主張文學應達性惰，垂典範，恢復「風雅」精神，使詩歌

有益於教化。在〈盤中集〉序中更其體的指出：

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

不顯，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

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

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

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

則未見其可矣。詣

由此可知，元結對於當時詩壇上作者「更相治掌聲」’形式上講求

「拘限聲病，喜尚形似」’內容上講究「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

歌兒舞女生污慧、之聲」的風氣，深感不滿。他較陳子昂更進一步

的指出並鄙棄了當時詩壇拘限聲病、治襲模擬之作，及喜尚形似

之風，積極提倡詩歌諷諭時事的作用與補益政治的功能。在〈系

樂府十二首序〉中云：

天寶辛未中，元子將前世嘗可稱嘆者為詩十二篤，為引其義

以名 之，總命曰~樂膺，古人歌詠不盡其情聲者， 化金石以

26 見（喜馬參軍向過最歌〉序：「吾無用久矣！進不能以羲補圈，退不能以道隱身 ，... J ’ 

﹛新校陳子昂集﹜ 卷二。

27 見〈劉侍御月夜講會〉序，﹛元次山集﹜卷第三。

28 見（僅中集〉序，﹛元次山集〉卷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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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之，其歡怨甚耶戲！盡歡怨之聲者，可以上成於上，下化

於下，故元子 1泉之。 J 29 

可見其系樂府，正是有計劃的美刺諷諭之作。（二風詩論〉中，

元結直接明指風雅詩的作用係用以規諷時君。

客有問元子曰：「子著二風詩何也？」曰：「吾欲極帝王理

亂之道，~古人規諷之流。」曰：「如何也？」「夫至理之

道，先之以仁明，故頌帝堯為仁帝﹔安之以慈 F頃，故頌帝舜

為慈帝﹔成之以勞績，故頌夏禹為勞王﹔修之以敬慎，故頌

殷宗為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頌周成為理王﹔此理風也。夫

至亂之道，先之以逸惑，故太康為荒王﹔壤之以苛縱，故閒

夏祭為亂王﹔覆以淫暴，故閔殷材為虐玉，危之以用亂，故

閔周幽為惑王﹔亡之以累積，故閔周報為傷王，此亂風

也。．．．．

吾敢言極，極其中道也。吾且不曰著斯詩也，將＊規諷乎？

如羲軒之道也久矣，誰能師遵﹔如湯武之德，吾不敢頌為規

法，過於是也，吾子審之。」到

「上感於上，下化於下」’是元結以寫實原則揭示社會黑暗面並諷

諭時事，譏刺弊政，這樣自覺創作的實踐與追求。他將自己所提倡

的文學理論實踐在他的詩歌創作中，如（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請君聽其詞，能不為酸嘶！

所憐抱中兒，不如山下魔。空念庭前地，化為人史蟻。

出門望山﹔辜，回顧心復迷﹔何時見府主？長跪向之啼。 31

詩中怨官吏苛擾人民，哀憐↑囊中小兒不如山下之賽，使得貧婦徬徨

於山澤之間，悲傷哀怨，心中難平，急欲見府主，長跪吐露心中之

怨。而對於戌守邊關將士之愁苦，元結在詩中也有提及，如：（去

鄉悲〉

29 見（系樂府十二首〉 序， 〈元次山集〉卷第二 。

”見（二風詩論），﹛元次山集〉卷第一。

31 見（系樂府十二首），〈元次山集〉卷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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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蹦古墓闕，悲歌為誰長？日行見孤老，嬴弱相提將。

聞其呼怨聲，聞聲問其方。乃言吾患苦，豈棄父母鄉？

非不見其心，仁惠識所望。念之何可說，獨立為悽傷。 m

詩中將士自問自答，表達自己因邊患而離家背鄉，而今年歲已老，

眼看便要孤老邊關，盼上位者賜恩惠，使他得以歸故鄉，句末「念

之何可說，獨立為悽傷」用悲嘆之詞寄其悲憫與感傷。

除了邊關將士外，唐代征戰時多，農民疾苦無處抒發，元結認為採

詩之官者，當記此事，為民請命 。 〈農臣怨〉便寫道：

農民何所怨？乃欲干人主﹔不識天地心，徒然怨風雨。

將諭草木怠，欲說昆蟲苦，巡迴宮閥旁，其意無由吐。

一朝哭都市，淚盡歸田敵。謠頌若採之，此言當可取。 n

毛晉的〈盤中集〉跋’論述了元結創作的特點：「漫士逢天寶之後，

置身仕隱間，自謂與世聲牙，不肯作綺靡章句。先輩害之古鐘聲，

不諧於僅耳，而可尋玩。」（《汲古閣本〈盤中集跋〉〉）元結的詩，

在當時是標新立異的，他長於古體詩，力求散文化，喜歡學習民歌

體，筆調純朴自然，尤其以安史之亂後，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思

想內容充實，藝術感染力強”。他認為詩歌是表達作者思想、反映

現實、政治及社會生活，有其認識作用與教育意義，後白居易所提

出「為歌生民病，但求天子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

而作」的文學主張，正是元結此一思想的繼承與發揚。

（三）主張淳古淡泊，絕去雕飾

在元結的詩作中，我們不難發現他簡古拙朴，反對綺靡雕球的

詩風，講求詩歌的革新。雖可見其受到陳子昂倡導「興寄」恢復「漢

魏風骨 」 的影響，但由此而出，他主張的「風雅」與陳子昂並不全

32 同上註 。

”同上註。

34 見碎、望、吳錦 、顧復生：（元結），﹛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第二卷 ，頁 319 。山東：

山東教育， 1986 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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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楊承祖先生認為元結的復古主張，是有別於陳子昂，以及他

的繼武者的35 。陳子昂提倡「漢魏風骨」乃針對晉、宋以來透進頹

靡之弊而發的，主張恢復「建安風骨」與「正始之音」’反對齊梁

以來的文風。而元結復古主張，是表明其向傳統純正的儒家「風雅」

觀念回歸的極端復古思想，並非似陳子昂追復漢魏。他所主張的是

淡泊樸直「淳古論」’是寄理想於三代之上。在〈繫樂府十二首〉

開篇第一章就是〈思太古〉，其中感慨：

．．．吾行過九卅’此風皆已無、四于哇聖賢教，不覺久蜘醋。指

思太古者，即是嚮往上古太平治世，而今日遊遍九州，不見其風，

則此聖賢之教，失之久矣。明確的表達了不滿現實社會狀況、推崇

太古純樸之風及聖賢之教的心理祈向。

在元結詩歌中也充分的表現了復古的思想，他惋惜上古帝王

的樂歌後世都失傳了，故作〈補樂歌〉十首，歌詞多數用四言體，

似擬楚辭體的寫作方式，十分的古樸典雅，而他在序文中也充分的

表現了嚮往古樂、古歌的精神。《補樂歌〉序云：

嗚呼，無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無古音。嗚呼，無聲自太

古始，百世之後 i是無古辭。今國家追復淳古，到祠往帝，歲

時薦享，則必作樂，而無雲門、成池、韶夏之聲，故探其名義

以補之。能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宮羽而或存之，由乙乙冥冥有

純古之聲，豈幾乎司樂君子道和焉崗。 37

他把上古時代的樂歌視為理想的音樂和詩歌，希冀追復這種純古之

35 見楊承祖：（元結淳古論與反主流）：「元結不作律詩，不作無興寄的詠物詩、寫

景詩、艷情或愛情詩，也不作敘事詩或長篇歌行。他的詩，完全是純素無色

的，．．．．．． 辭藻之純朴無藻 ， 色采之淡泊無色 ，一望而可見其 『 絕去雕飾』而元

結詩的句法 ，尤其直率，往往不但是『押韻之文耳』’甚至如同白話，也不避

造語重複之忌，又常以虛字足句，而不顧師法所講求的精密。凡此種種，都可

以看出他主張的『淳古』。而非『音情頓挫，光英朗硨』的『漢魏之古」」

〈唐代研究論集第四輯〉，頁 468 。

36 見（思太古），（系樂府十二首），﹛元次山集﹜卷第二。

”見（補樂歌十首〉序，《元次山集〉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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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在〈補樂歌〉十首38中，我們也不難看出他想要「追復淳古，

列祠往帝」’例如：

雲門，軒轅氏之樂歌也。其義蓋言雪之出，潤益萬物，如

帝之德，無所不施。

玄雲溶溶兮，重兩濛漾，類我聖澤兮， j函溝不窮。

玄雲漠漠兮，含映愈光，類我聖德兮，薄被無方。

右雲鬥二章，章四句。

九淵，少美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少美之穗，淵然深遠。

聖德、至深兮，蘊蘊如淵。生類娘娘兮，孰知其然。

右九淵一章，章四句。

大韶，有虞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舜能紹先聖之德。

森森群象兮，日見生成。欲聞朕初兮，玄封冥冥。

洋洋至化兮，日見深柔。欲閒涵護兮，大淵油油。

右大韶二章，章四句。讀

在其詩文中每每提及「羲軒之道」、「湯武之德」、「頌帝堯為仁

帝：安之以慈！頓，故頌帝舜為慈帝﹔成之以勞儉，故頌夏禹為勞王﹔

修之以敬慎」的、及「頌周公孔子之書，說陶唐虞夏之道 J 41更說明

了他的復古是直指「三代以上」而非侷限於漢魏時期的。

因此，他大力的提倡寫作古樸的五言古詩42 ，語言力求質樸古雅，不

但身體力行，而且編了《盤中集〉來宏揚這一宗旨，《僅中集〉所

選詩篇，在樣式上都是五言古詩，語言風格都較古雅質樸，誠如（四

庫提要〉所言：「淳古淡泊，絕去雕飾，與當時作者，門徑迴殊。」

元結欲藉此期使詩風歸於雅正。顏真卿稱元結「其心古，其行古，

3且同上註。

”同註 37 ° 

的同註 30 。

41 見（述時）， ﹛元次山集〉卷第五。

42 ﹛元次山集﹜ 中除了十首（補樂歌〉、三首（引極）、四首（演興〉等騷體詩與十篇有騷

體也有四言體的（二風詩）以及一首三七言的（石漁湖上醉歌〉外，五、七言詩共有六十

九首，其中五言五十八首，七言只有十一擒。可見五言詩佔其詩歌作品的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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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古」 43 ，用一「古」字明確且鮮明的點出元結的「淳古」思想、特

徵’實一語中的。

四、元結在醫歌史上的評價及地位

在唐代文學史上，元結應有什膺地位呢？清、洪亮吉〈北江詩話〉

一
五

有唐一代詩文兼撞者，為韓柳小杜三家，次則張燕公元道卅。“

說明了元結他在唐代詩壇的地位雖不如李白、杜甫、白居易但他反對綺

麗淫靡的詩風，並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廓清它。它在天寶年間所做的〈系

樂府十二首〉，多為指詠時事之作，並把這些因事立題、直歌其事的詩

歌創作命曰「樂府」。在他的詩歌理論中，反對因龔舊題，主張復古詩

風，學習上古民歌創作，這些種種，都可看出他承繼《詩經〉以下的優

秀傳統，而為後來自居易、元梅等人的「新樂府運動」開關道路。這些

詩篇，從內容到形式充分表現元結的首創精神及其革新詩風的主張，也

可看到他對中唐新樂府運動的先導作用。

唐、韓愈、（送孟東野序〉有云：「膚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

杜甫李觀，皆以其能鳴。」 45可知古文大家韓愈是非常稱讚元結的，他的

詩風格雖不同於元結，但他以文為詩，直敘其事的風格，極可能也是受

到元結的影響。在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上，從陳子昂、李白、杜甫到亢

結、自居易，發展演進中，我們不難看出a脈相承的線索。杜甫、元結、

白居易的詩歌創作路線是相近的，他們各自體現了詩歌的直抒現實的社

會作用，反映民惰的社會關懷。元詩在語言、藝術形式上的質樸通俗，

又為白居易等所繼承與發展。因此，湯擎民先生更點出：白居易以為「閉

塞蔽達人惰，先向詩歌求諷刺」’主張「建采詩之官 J ’「以補察時政 J ’

也正是元結的「何人採國風，吾欲獻此辭」的具體化。峙

清、沈德潛云：「次山詩自寫胸次，不欲規撫古人，而奇想逸趣，

的見顏真卿：（元君表墓碑銘），﹛元次山集﹜附錄三。

抖見清、洪亮吉 〈北江詩話）卷二。

的見韓愈〈韓昌黎文集﹜卷十九。

“同註 12 ，頁 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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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人中男闢門徑」 47 ，元結之詩歌，是不同於當時一般流俗的，他有他

自身獨特的文學理論，並且確實的將理論實踐於創作之中，無怪金人元

好問 （ 論詩絕句 〉 云：「切響浮聲發巧深，研磨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

無宮徵，自是雲山韶灌音。」 48對他有相當中允的評價。

元結詩歌理論表現於詩歌批評上，更真有其特色。他進一步把作品和作

者、詩品及人格聯繫起來考察。他對於「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己溺

之後」的沈于運推崇備至，稱其「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

稍見師效，能侶類者，有五六人。 J 於是，盡盤中之所有，收沈千運及

「而且述沈千運 」 抖的孟雲卿、王季友等七人之作，編為〈盤中集〉，「欲

傳之親故」，使之不致有「獨無知音，不見稱頌」之憾。這些作品內容

大體皆為人生貧困經歷之紀實、社會黑暗現象之揭露，表現出哀傷低沉

的情感，刊落文辭，絕去雕飾，語言純樸’風格高古，與元結詩極為相

類，在詩歌創作上確實獨樹一幟。因此，我們可以說元結編選《僅中集〉，

正是以自身文學思想與價值觀念為選擇範式與批評標準的。而他與〈盤

中集〉詩人所存詩作僅一百四十一篇”，但由於同樣的文學觀念、詩歌理

論相互吸引凝聚，表現出一致的創作傾向與風格理論，儼然已形成了一

個鮮明的文學流派。這一流派所呈現的社會寫實原則與風雅傳統，不僅

體現為元和時代以元積、白居易為代表的寫賓主張、諷時精神的先導，

而晚唐皮日休等人更是對元結推崇備至，且深受元結詩歌理論之影響，

此正揭示了元結在唐代詩歌史上的傳承地位的重要與傑出成就 。

五、結語

元結一生對國事民生非常的關心，他目睹唐玄宗後期政治腐敗，社

會潛藏危機，後又親歷安史之亂，因此迫切希望文學能發揮積極的社會

作用，他倡導寫作風雅、諷諭一類文章，求詩歌能對政治社會產生補救

時弊的作用，以期恢復三代以上的太古之風 。

47 見清、沈德潛 （唐詩別裁）卷，三。

“見元好問： （論詩三十首）之十七，﹛連山先生文集﹜卷十一。

”見高仲武：﹛中興悶氣集﹜卷下。

so 攝（全唐詩﹜ 卷二五九，元結存詩三卷九十五首，沈千運存詩五首，王季友存詩十一首、

于這生存詩二首，孟雲卿存詩十七首，張彪存詩四首，趙徵明存詩三首，元季川存詩四首，

共計一百四十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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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結一向是文學史上所不見稱述的文人，但綜觀元結的詩歌理論與

文學主張，不難發現元結在當時代詩人中，是極具進步思想的文人，他

的文學理論能夠緊緊的後世元、自等人的詩歌主張相聯繫，足見元結在

詩歌史上所應佔的重要地位。因此，我們實有必要重新探討他的文學成

就，繼而給予元結在中國文學史上一中肯的文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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