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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走以「﹔文學類型」的文學批評觀點，討論存在於〈詩經〉一書中

的敘事詩篇的藝術成呆，及其對後世同類型文學的發展與影響。

「文學類型」是趨向於形式主義的文學批評法。不同的文學類型，以

其其備不同的組織形式，因而產生其結構的理論。敘事詩在中國詩歌文學

中，作品份量較少﹔而其結構的理論更是付之缺如。因此，本篇對於西哲

亞里士多德、〈詩學〉一書中的敘事詩結構理論多有所借重。既然，從嚴密

的理論梭驗結呆來看，先秦時代所產生的敘事詩作品是令乎理論標準的，

雖然其作品的份量較少，則中國敘事詩在文學根源、時期的成果已屬豐項，

其誰說不宜？妒此可以論斷，胡適之先生將中國敘事詩產生的時代推定在

東漠之末，的確是有所疏忽之處﹔而對於〈詩經〉中敘事詩作品的藝術成

就，及其對後世同類型文體發展的影響，本篇尤其致于完全的肯定與歎

賞。

關鍵詞：詩經、敘事詩、文學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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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敘事詩的文學類型及〈詩經〉產生前

的敘事詩概觀

「文學類型」的產生，是將文學以文學上的特殊組織或結構分類，而

非以時代或地域分類﹔類型的觀念，是趨向形式主義的。 Rene & Wellek 

二人在合著的〈文學理論〉一書中，關於「文學類型」一術語，即傾向於

此種解釋。他們說：

「我們以為文學類型應該是對文學作品的一種劃分，且在理論

上，這種劃分是根據外在形式（特殊的格律和結構）和內在形式

（態度、語調、效用一或稍為粗略一點，題材和讀者觀眾）。」

（註一）

對於西方詩體的理論， E里士多德和賀瑞斯（ Horace ）是學者討論

文學類型原理的古典範本，尤其亞氏將詩基本區分為「抒情詩」、「史

詩」、「戲劇」三大類型，且根據「模做的方式」（ manner of imitation ) 

加以區別，認為：抒情詩是詩人自己的外射人格﹔在史詩襄，詩人則一面

現身說法，作為一個敘述者，一面又使得他的角色直接說話（即混合敘述

- mixed narrative ）﹔而在戲劇中，詩人則隱藏在他的角色陣容之後。

（註二）對於西方詩體的三大分類，王夢鷗先生認為：

「過去關於詩之一般的分類，大別為三：抒情詩、敘事詩、劇詩

（戲曲）。並且在這排列的順序上，還隱含有詩之歷史的演進情

形﹔也就是說：由抒情的歌謠演進為敘事的詩歌，敘事的詩歌與

舞蹈相合而有戲曲。」（註三）

倘若以詩體的創作，組織結構由簡單形式而趨向複雜，內容由個體的

單純抒情演為繁雜的敘事，說明抒情詩的出現遠早於敘事詩，理論上是說

得通的﹔但就中國最早的文學總集一〈詩經〉來觀察， 十五國風的作品內

容大抵是短章的抒情詩﹔而大雅儘多史詩性質的敘事詩 ，謂是國風的作品

早於大雅，論斷上多有所不合，這是中西文學發展史的差異，因此它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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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鐵則定律。（註四）

本篇的重點在討論〈詩經〉中的敘事詩。中國文學中的敘事詩的份

量，在整體詩歌的比率上極微少。因此，胡適之先生在著〈白話文學史〉

之際，認為故事詩（ Epic ）在中國起來得很遲，說：「所以我們很可以

說中國古代民族沒有故事詩，僅有簡單的記神歌與風謠而已。」（註五）

胡氏為了提倡臼話文學，因此對於列為典雅文學的〈詩經〉三百篇中的＜

生民＞、〈玄鳥＞等，﹛堇認為它們「很可以作故事詩的題目，然而終於沒

有故事詩出來。」，態度上是有意地予以忽略了。然而，事實上是否如此

呢？這是本篇首先關注的問題。

再則，中國敘事詩不發達，不似西方文學之以敘事詩取勝﹔其中的原

因，一般咸認為，由於中國史學的發達，詩的「敘事」功能早就被史書所

取代了。因此，從來討論詩的功能，都被界定在「抒情」的範圍內，如

〈尚書﹒堯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

相奪倫，神人以和。」最早即將詩界定在「詩言志」的範疇中﹔而最早的

詩論作品，＜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唾歎之﹔磋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將詩限定在「言志」的抒情傳

統！是歷來論詩的主力所在。故劉擺著〈文心雕龍﹒明詩篇〉總結前人的

詩論，說：「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讓所析，義已明矣。是以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惰性。」

云云，更是總結性的歸納了。即使是在詩的「六義」中，最有可能發展為

敘事詩的「賦」，劉載1卻說：「賦者，鋪也。鋪采搞文，體物寫志也。」

在漢代蔚為大國的賦體，也是表現在鋪張文采的功能上，偏重在「寫志」

的一面，並不展現賦的特性，由此可管窺中國詩學觀念之一斑。是以，詩

的功能既被限定在「言志」一端，貝lj 大篇幅的敘事詩難以出現，是可以理

解的。

然而，詩本身原來都涵括有敘事功能的，即使用作抒情的詩作品，也

都必須藉助於即事道志，否則豈不成為喃喃之語，他人必不解其所謂﹔嚴

格說來，所有的詩都必須是敘事的。（註六）因此後世的論詩之家都在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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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探求詩的「事義」’這是春秋時代士大夫們在折衝樽祖之際常常「賦詩

道志」的原理根據，設使一首詩除郤文辭之外若無眾所週悉的「事義」

則賦詩之際，另一方如何得悉賦詩者的「志」？其他如孔子教導弟子及弟

子問「引詩喻志」’孟子、苟子著作「以詩論學」﹔以至於漢代四家詩

（特別是「毛詩」一家）所成就的＜詩序〉，都為「即詩以求本義」，其

根據在這襄。

詩歌的產生，乃本於人們感情的自然流露﹔詩兼具著－ 「抒情」、「敘

事」功能，因之在未有文字記載之前，可能已有敘事詩的存在。何休〈公

羊傳注〉云：「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先民質朴，好耽幻想，而歌謠是表達情感和想像的工具，其時可能已有很

好的敘事詩，但可情未曾流傳下來。沈德潛著〈古詩源〉，曾錄有〈左

傳〉中魏莊子對晉侯所述昔羊甲之為太史，命百官竄王之闕，於虞人之議

曰： r 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悠

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塵牡﹔武不可

重，用不恢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讀之，算得上是一首敘事史詩

了！但依據文辭與內容，其不足採信，是很明白的。因此，論中國的敘事

詩，仍不得不回歸於〈詩經〉三百篇中去尋求，俾探究其中是否有合於

「敘事詩文學類型」的詩篇，這尤其是本篇寫作的目的。

二、敘事詩的形式及其一般性理論

如前所述，中國的敘事詩在整體詩作品中所佔比率極少，不似西方文

學之以敘事詩取勝。亞里士多德著〈詩學〉，其所討論的對象 「 詩」，特

指的是敘事詩與悲劇作品﹔而古西臘的盲詩人荷馬所創作的〈伊里亞德〉

與〈奧德賽〉兩篇史詩，是探討西方文學源頭必讀的鉅著，在世界文學史

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由於敘事詩佔居西方文學的主要題材，相應於此文

學題材的理論因之而滋起，所以亞氏所討論的對象一「 詩」的理論，即是

集中在對於敘事詩的設計，他所著的〈詩學〉第一章即在討論敘事詩，我

們在討論「敘事詩」一端，頗需借重。亞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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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之對象為詩。我所要提出說明者非僅屬一般的詩藝，而且

關於詩的類型以及詩的諸種機能﹔關於形成一首好詩的情節結

構﹔關於構成一首詩的數量與性質﹔以及以同樣的研究方式來處

理其他的問題。」（註七）

對於敘事詩與戲劇所從事的，亞氏認定都是「動作的模擬」。所以他

說：

「敘事詩與悲劇、以及喜劇、酒神頌、和大部的豎笛樂和監琴

祟，大體言之，均屬模擬之模式。但同時它們在三方面有所區

別：或為不同種類的媒介物，或為不同的對象，或為不同的模擬

的樣式。」同書第四章，云：

「大體言之，詩的產生基於兩個因素，每一因素皆出於人之天

性。模擬自孩提時代即為人之天性﹔人之優於動物，即因為人為

世界上最善模擬之生物﹔人類的最初之知識即自模擬中得來。再

者，自模擬中獲得快成亦屬人之天性。」

亞氏在藝術理論中首先提出「模擬」的重要概念。「模擬 J 的概念當

然是承襲其師柏拉圖之說﹔唯亞氏所不同於柏拉圓的是：柏拉圖的藝術的

形上基礎建立在「理念論」上，藝術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臻於「善的理念」。

在柏拉圖而言，真實的世界存在於「理念世界」中，現象世界則為理念世

界的幻影，亦即現象世界為理念世界的「模擬 J ﹔而藝術既屬於對現象世

界的模擬，故為「模擬之模擬」，其距離理念世界當更為遙遠，此所以柏

拉圖對於藝術並無所肯定，在其「理想國」第十卷即王張將藝術家驅逐出

其理想國之外。亞氏則不然，他認為模擬乃出於人類的天性，人類的知識

自模擬中得來﹔而藝術即建立在此模擬的天性上，他肯定從模擬中可獲得

快感，且是人類的天性，因此轉而對於藝術給予肯定，這是亞氏所首創。

（註八）

藝術既是藉由「動作的模擬」所產生，亞氏因之就模擬的媒介物以區

分藝術的類型。 在模擬活動中，媒介物是模擬者的工具， 使用在對象上，

而表現為不同的樣式。關於「媒介物」’亞氏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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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人或出於藝術’或出於經驗，以顏色與形狀作為媒介物

棋擬與描繪出多種事物，而有人則利用聲音。」（第一幸）

在此，亞氏所討論的，是涵括一切的藝術活動，例如以顏色作為媒介

物的，即繪畫﹔而以形狀為媒介物的，當然是雕刻與建築的藝術。亞氏在

〈詩學〉一書中所討論的對象是「詩」，它是與音樂相同的，屬於「聲音

的藝術」。因此亞氏說：

「大體言之，所用媒介物不外鐵律、語言與諧音，無論其為單獨

運用或作某種的結合。諧音與領律之結合是為豎琴樂與董琴樂之

媒介物。．．．僅有韻律而無諧音是為舞蹈之模擬媒介物。．．．

更有一種藝術僅以語言作為模擬媒介物，或以散文，或以韻文，

而無諧音。」

就媒介物的不同，亞氏於焉區分聲音的整術為不同的類型，它們分別

是「音樂 J 、「舞蹈」與「文學」。當然地，音樂、舞蹈、與文學，有時

是可以結合為另外一種不同的藝術型態。因此，亞氏又說：

「：最後有種藝術混用上列全部媒介物一韻律、旋律與韻文，是為

酒神頌與頌歌，以及悲劇與喜劇﹔其間的區別為：前者比三種媒

介物保併令使用，而後者係分別使用，更退出現。」

毋庸置疑地，敘事詩是屬於「聲音的」藝術類型，它使用的媒介物是

「語言」、「韻律」與「諧音」（此處特指音樂），三者是在「分別使

用」與「更送出現」的狀態。

再者，構成敘事詩的第二個條件，則為必須有模擬的對象。亞氏云：

「模擬的對象表現為動作中的人，這種人當然是或善或惡。蓋複

雜的人類的性格往往自此一基本的區別中派生，故善惡之界分足

以區分整個人類。從而這些人物所表現的：或較吾人為善，或較

吾人為惡，或與吾人相同。」（註九）而在戲劇中的棋擬對象則

是： 「喜劇較今日之一般人為惡﹔悲劇則較一般人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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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模擬對象一人物的善惡為區分悲善惡的區別，並非亞氏所自創，柏

拉圖在「理想、國」中即有就人物的倫理或道德的優劣，為手lj 別藝術優劣的

標準﹔此一劃分，可能為西臘人的普遍觀念，亦為亞氏藝術精神之所寄

託。（註十）

依亞氏之模擬理論，藝術的構成條件，則是「模擬的表現方式」。〈詩

學〉第三章云：

「藝術第三方面之區別為諸種對象被表現的樣式。當給與之模擬

碟介物與對象相同時，詩人可以採取：（一）有時以作者口吻敘

述，有時通過一個假托藝街第三方面之區別為諸種對象被表現的

樣式。當給與之模擬媒介物與對的人物言說出來，如荷馬所從事

的﹔或為（二）全篇以一貫之方式敘述，沒有變化﹔或為（三）

由模擬者將整個故事戲劇地照所描述的實際表演出來。」

此段是談到「敘述觀點」的問題。所謂「敘述觀點」’是作為故事情

節被觀察及被敘述的一種寫作設計，按其敘述的立足點，可分為「第一人

稱觀點」（或稱「有限觀點」）、「第三人稱觀點」（或稱「全能敘述觀

點」），以及「有限的第三人稱觀點」（有限的全能觀點）三種。據亞氏

的分法，第一種表現相當於「第一人稱觀點」﹔第二種表現方式相當於

「全能敘述觀點」：至於第三種則較不易歸納。姚一葦氏云：

「柏拉圖〈理想國〉三九二至三九四指出：詩之形式按理論之順

序劃分可別為三種，第一、純敘述的，如酒神頌﹔第二、戲劇

的，如悲劇與喜劇﹔第三、敘述與戲劇的混合形式，即時而敘述

的，時而戲劇的，如敘事詩。」（註十一）

據此可知，亞氏關於敘述觀點的意見， j酋然是承襲自柏拉圓的分法而

來的。

按照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之說，「敘事詩」是敘述與戲劇的混合形

式，因之有時論戲劇即是論敘事詩。藝術乃建立在人類模擬的天性上，由

於模擬者的「 性格」不同，因此其所創作藝術的類型有所差異﹔換言之，

藝術的類型是決定於模擬者的 「 性格 」 的 。 〈詩學〉第四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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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詩人本身性格的差別，不久詩分為兩大類型。比較起來，

嚴肅的一類表現為高貴的動作與高貴的人物﹔而瑣屑的一類表現

卑賤的人的行為。後者產主了調．刺詩，正如前者產主了吉贊歌與頌

詞。」這是作品產生的最初形態，但「一經悲劇與喜劇出現，使

寫諷刺詩者變成寫喜劇﹔同時使釷事詩者變成寫悲劇。」

接：以作者的性格決定藝j布的類型，並判定其（要劣高下，是源於亞氏肯定

從事模擬活動中可以獲取烘感，而，︱矢感是有不同的。姚一葦先生論之云：

「在末同之藝街＋，拱成亦是有區別的，共間有高低之分，一種

為消遣的怯戚使屬 1~下，蓋消遣之目的乃使忙碌之人恢復建勞，

使含有『快aJ 以外之目的。故他認﹒為悲劇之快成高於喜劇，滑

稽－位低於嚴肅（見＜倫理學＞－－空空 9. ）。」（註十二）

類此，以作家道德之高下決定作品之優劣，中國傳統詩論中也有相同

的觀點。如鄭玄〈詩譜序〉云：

「文、武之德，光熙前椅，以業大令於厥身， i羊為天7父母，使

氏有政有居，〈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嗚

〉、＜文五〉之屬﹔及成五，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

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

之正經。後王稍更陵夷，認王始受誨，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

後，亦不尊賢。．．．故孔子錄懿玉、夷王時詩，吃於陳靈公淫

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鄭玄「風雅正變」的理論，即是依著作者所處時代道德的高低為決定

的。而朱熹繼承此種詩論，則判分其為「詩之作」與「詩之教」兩端，以

為：「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

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用來說

明詩有風雅正變不同的類型，並判定其間之優劣，與亞氏之論有些類似

（註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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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倘若就「文學類型」的觀點討論「敘事詩」時，其與「抒情

詩」的最大區別，應在於：一般「抒情詩」並不具備「情節」，而「敘事

詩」卻必須有完整的「＇I宵節」結構。姚一葦先生以為：

。「亞氏指出藝街所模擬的對象有三，即人物、情緒與動作：所謂

藝術品的統一性或完整性係指：人物的統一，情緒的統一與動作

的統一。而亞氏尤強調『動作的統一 J 的重要。」（誰十四）

亞氏曾指出﹔「悲劇為對一個動作之模擬，此一動作其本身係屬完

整，完整中且具某種長度﹔蓋有種完整係缺乏長度者。所謂完整乃指有開

始、中間和結束。」（註一←主）關於「動作」， E民並無特別的說明，但

在〈詩學〉第六章中，他說：

「再者，悲劇為表現一個動作，動作必包含『動作之人 J ：高

『動作之人 j 當具有性格與思想之特殊品質，由此特殊品質乃造

成動作之各種特殊性。衡諸常理，人之動作有思想與性格兩因

素，此二因素為造成人們的成敗的緣由。舟、者戲劇中所完成之

『動作~ i急通過故事或情節來具現、吾人於此間所指之情節，筒

而言之，即事件之安排或故事中所發生之事件。」

在此，所謂的「戲劇中所完成之『動作』係通過故事或情節來具現。」一

語之中，可以見出「情節」在模擬動作中是為其核心。當然「動作之人」

所具有的「性格」與「思想」的特殊品質，也是完成「動作」的要素﹔

「情節」、「性格」、「思想」乃是敘事詩的核心部份。（註十六）

在亞氏論悲劇的六大要素中，尚有提到「場面」之一項。所謂「場

面」係指演員之舞臺表現，論敘事詩時是可以省略的。如前所言，敘事詩

為「聲音」的藝術類型，在完成此一模擬行動中，包含了五項要素，它們

分別為屬於「模擬媒介物」的「語法」、「旋律」與「模擬對象」的「情

節」、「性格 」、「思想」等。因中、西語言與音樂的不同，「語法」

「旋律」表現方式自然有所差異，但它們都是構成敘事詩的必要條件，白

不待言﹔而關於 「情節」、「性格」、「思想」等項， 由於中國的文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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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向來很少討論及敘事詩的寫作原理，在吾人考察〈詩經〉中的敘事詩

之際則實有藉資的必要。

三、〈詩經〉中之一般性敘事詩篇

根據前節所述，亞氏說明悲劇之故事或︱宵節之適當構造，以為，在討

論悲劇的諸般性質，如語法 、韻律、 情節、性格、思想等要求，在敘事詩

中亦需完全具備。〈詩學〉第二十三章云﹔

「關於詩，即僅以官員文為媒介物之，模擬，而不依表演者，有數點

與悲劇相同？當可確信。敘事詩的故事結構必須和戲劇一樣 i 它

們必須建立在一個單一的動作上，它必有其自身之完整，有開

始、中悶和結束，格如一個生物的有機的統一體，足以產生其自

身所獨有之，除裁。」

除此之外，敘事詩篇較抒情詩則須具有較長的「長度 J ’〈詩學〉第

七章云：「悲劇為對一個動作之模擬，此一動作其本身係屬完整，完整中

且具某種長度﹔蓋有某種完整係缺乏長度者。」對於敘事詩而言，為一體

通用之狀態。關於這點，我們可舉〈詩經﹒國風〉中被認為「棄婦詩」之

< ~tB 風﹒谷風〉、〈衛風﹒氓〉、〈王風﹒中谷有誰〉三篇為例，此三篇
具備「以韻文為媒介物之模擬」之完整藝術品，實無庸待言﹔其中＜谷風

＞、＜ 氓＞二篇乃「完整中且具有某種長度」，已真備敘事詩「有開始、

中間和結束」之完整統一性﹔而〈中谷有蒞＞ 一詩則不具備「長度」的條

件，故僅屬抒情詩的作品。此詩云：

中谷有誰，嘆其乾矣。有女他離，慨其嘆矣。慨其嘆矣，通人之

艱難矣。

中谷有雄，嘆其修矣。有女低離，條其嘯矣。條其嘯矣，遇人之

不淑矣。

中谷有誰，嘆其濕、矣。有女批離，喂其泣矣。 喂其泣矣，何哇及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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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計有三章，而此三章中，除了少數字旬之不同外，為三章之疊

詠，其內容皆相同，具備〈詩經〉 一般抒情詩「複會結構」之完整藝術形

態，然而它卻不符合敘事詩之要求。亞氏曾論及：關於抒情詩與敘事詩之

不同，在於抒情詩乃是「蓋有某種完整係缺乏長度者」。蓋抒情詩雖然具

備藝術品的完整性，但因其缺乏相當的長度，以致於無法鋪排完整的情

節。至於〈谷風〉 一詩，與〈中谷有蒞＞相同的，它們都是充份使用敘事

詩中常用的「倒敘方式」（註十七）﹔但〈谷風〉對於婦人受到無情的丈

夫的棄絕，其中的種種綠由，則具備「有開始、中間和結束」的有機、統

一結構。〈谷風〉詩云：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題勉同心，不宜有恕。采 :lf采菲，無以下

禮。連者莫遣，及商同見。

行道遲遲，中心有達。不遠伊遇，薄送我攏。誰謂荼苦？其甘如

聲。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涅以清濁， j是﹔是其泣。宴爾新昏，不我厲以。毋逝我梁，毋發我

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電勉求

之。凡民有喪，訶甸救之。

不我能惰，反以我為僻。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詢，及

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壽。

我有首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話我

肆。不念昔者，伊余來堅。

此詩是藉由棄婦的回憶慢慢道來的。在棄婦的回憶中，在當初婚時，

她即己體悟到夫妻同體，憂戚相﹒共的崇高意義，因而夫婦相愛自主勉問心，

貧病相扶持，彼此立下了「德音莫遠，及爾同死」的誓言，其中情景，猶

歷歷在前呢！而如今被棄，離家之時，正又是個陰雨連綿的日子，涼聽聞穹

的山風，灌進頸項，襲擊著全身，這悲淒的景象，是多麼令人難堪啊！棄

婦回想起，自己離家時，那無情寡恩的丈夫僅僅送到家門口，連多送一步

都嫌多餘：而自個兒呢，卻是依依難捨，步履艱難。詩人此時用了一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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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俞說：誰說荼菜是苦的呢？比起棄婦我心中的苦，那竟是如齊菜那般甘甜

哩！這點完全與婦人對於平日菜蔬的給﹔熟的生活經驗合而為一，更添增詩

作品的真實性與現實性，實令人對於詩人的巧思讚佩不已！不止於此，棄

婦此時除了，心中依戀不捨之外，心中也陡生出妒恨交加的感受，「宴爾新

昏，如兄如弟」二語，即自在地表現了詩中人物，心中真實的情境，形象鮮

明之外，又有幾分活潑的氣息。棄婦，心中的怨是非常深刻強烈的，她想

起，如同那涅水，是因與清水合流而變成混濁了一自己原本幸福美j繭的家

庭生活，豈不是因為第三者的加入而衝突、而破裂嗎？而自己那無惰的丈

夫，竟絲毫不顧念舊情，就此逼迫自己離家﹔此時懇價交加之餘，不禁就

要高聲呼喊：「不要走近我堆黨的石梁，打開魚筍取走我的魚啊！」但又

轉念一想一自身都已不容於丈夫，而被迫離家了，又那能顧及自己走後新

人要如何經營原本屬於自己的家呢？如此一想，悲憤之餘又且是萬分地感

到絕望了！回憶常常使人墮入無以自拔的深淵，詩人在寫作之間，即是順

著棄婦回憶的思緒不斷地流轉。她回想著自己一向對家道無盡的經營，對

周遭接觸的人際付出她無私的顧念一這一切都是為了圓成自身的愛情為核

心，而不為別的。但這也就是棄婦心中最深切的際痛吧？「不我能惜，反

以我為腫。既阻我德，賈用不售。」自身一切的努力，不能獲得自私無情

的丈夫的眷愛也就罷了﹔最難堪的，莫過於丈夫竟視自己為敵人，完全無

視於自己為愛情的努力、經營的用心，這就如同店商在貨品賣不出去時，

心情的鬱快一般。此處詩人用著非常生活化的語言，道出棄婦，心中的鬱

侶，也博取了千古以下相同遭遇的讀者的同情，這意象的經營，無疑是最

成功的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二句則道出人生的荒謬感，也頗有

反諷的效果。然而，這一切的回憶，幽幽的隱痛，在回到現實世界，所得

到的卻是一切的無助一完全的無力感，終於體悟到自身僅是丈夫的工具罷

了！「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是棄婦最後的了

悟，於是在面對丈夫無盡的暴力相向，無邊的語言激刺，終致陷落到心彈

力竭的地步﹔ 棄婦雖道出她心中最深摯的渴望，希望丈夫能回心轉意，回

想、初婚時種種的美好，但這將成為奢望，是必然的。詩人就在棄棄婦無助

的呼喚聲中， 驟然地結束這一篇作品，留給讀者無盡的i克思。這篇作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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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符合亞里斯多德對於敘事詩的品格要求，包括「須建立在單一的動作

上」、「有自身的完整性」、「有開始、中間和結束」、「具備一定的長

度 j 等，因此足以產生其自身所獨有的快感﹔然則，誰能說〈詩經〉中沒

有敘事詩呢？

讓我們再來讀讀〈氓＞這首相同主題的作品吧！它同樣具備著敘事詩

諸如語法、韻律、情節、性格、思想、長度等種種的性質。〈氓＞詩云：

氓之輩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領

丘。匡我忽期，子無良碟。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乘彼施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闕，﹔主涕漣漣。既見復闕，載笑載

言。爾卡爾萃，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禁﹔天若。于哇鳩兮！無食桑墓。于哇女兮！無與士

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祖繭，三歲食貧。淇水湯湯， j軒車推

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用極，二三其德。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

矣。兄弟不知，哇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商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照則有淨。總角之宴，言笑晏

晏。信誓旦旦，不忍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這篇棄婦詩語言優美，音韻和諧。內容是敘述一個熱情的少女，禁不

住男子的追求，動了真惰，最後不顧一切，隨著男子私奔了﹔結果在竭，心

盡力，幫助這男子復興家道之後，卻遭到無情的拋棄，因思往事，實有無

限的感慨，又是極端地無可奈何！在這首詩中，情節完整，敘述過程詳

盡，從首章男子展開追求，而女子的回應中，即表現出「匪我忽期，子無

良媒。」是他們在交往過程中最大的矛盾﹔縱使如此，但「將子無怒，秋

以為期。」’女子終究是妥協答應了！而且妥協得如此地溫婉。在第二章

中，一個純情少女的形象，貝lj鮮明地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此少女由等待男

子回應間的「 泣涕漣漣」，以至於既見之下的「載笑載言」，詩人藉著主

角的情緒動作表現，十足地牽動著讀者的心情。在私奔的有限條件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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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結合也就逃避繁瑣的「婚姻六禮」，因此就顯得有些因陋就簡了。他

們的婚配是不是經過←益的過程呢？或僅僅是男子粉飾的言辭下推託過去

了呢？在此時就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女子這時迫不及待地就提出要求，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J ，既配合男子的意願，同時稱呼也由比較生疏

的「子」，而改變為較親暱的「爾」，完全透露著主角內在的心理變化。

然而，這同時也就為主角人物往後生涯裹的悲劇埋下王要原因一「私奔」

終究是在女主角生活中不能言說的遺憾與隱痛吧！最奇特的是，這首詩與

＜谷風＞一樣，是以第一人稱的「有限觀點」敘述的，但在第三章，詩篇

的作者見到女子即將陷落的危機，卻不禁情切地跳了出來，說出了：「桑

之未落，其葉j夭若。日于曬鳩兮，無食桑蓄： H于蹉女兮，無與士耽。」一類

勸誠的話語，不僅增加此一事件的緊迫性，而且強化了詩本身的張力（註

十八），比諸〈谷風〉一詩棄婦在離開夫家之前那份不甘、不捨的哀婉，

此詩更是憑添竟是分活潑的氣息。關於詩人跳脫作品中人物有限觀點，而以

全能觀點的敘述方式，姚一葦先生在簧註〈詩學〉時說：

「就以語言為媒介之藝術言，亞氏分為敘述的與表演的兩大類﹔

而敘述的類復因敘述者的口吻的改變，有以作者口吻敘述到底

者，亦有時而作者、時而第三者口吻出之者，故又別為不同的

類，合為三種模擬之樣式。」

以此觀之，〈詩經〉作者是已經能應用此三種不同的敘述觀點，而做

到不露痕跡的境界了。

終於，透過詩人對於作品的細心經營，＜氓＞詩中的女主角是再也無

法逃避自身所織就的網苦，而陷落在悲傷自憐的命運襄。在此詩第四章

中，敘述了其間三年的婚姻生活，竟致使得一個青春活潑的熱情少女，經

歷一切的滄桑，無形中變老了一那是心靈無止的陷落！「淇水湯湯，漸車

椎裳」兩旬，是用象徵的語言，描述主角人物在婚姻生涯中不可為人道的

艱辛﹔而這份苦痛，則完全來自男子的用情不專，「 女也不爽，士貳其

行。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女子在德行方面是無偏差的，錯的是男方的

三心二意，而這一點在雙方開始交往時，女方在熱情之餘並無法去識透，

～ 10是～



〈詩經〉中的教事詩文學類型及其發展 15 

那又是極為自然的。終於，女子是有著深深的怨了，而這份幽怨又伴隨著

現實生活的勞頓而來，以致於雙方的衝突 iJi﹔此而展開，「言既遂矣，至於

暴矣。」二語即道盡女子處在婚姻暴力之下，心靈的苦楚：而「兄弟不

知，唾其笑矣。」二語尤其說明這種痛楚是不足為旁人道的，即使親如兄

弟亦然。其中主要的因素，大概就是當初結合的方式一私奔行為，不盡為

他人所諒解之故吧。在此一無奈的情勢之下，主角僅能靠回憶來忘卻現實

的苦楚一而這苦楚卻是無邊無涯的，「淇則有岸，照則有沖」，浩大的淇

水尚有岸邊，沼澤也有它的崖畔，無奈的是自身的痛楚終無休止之時。在

詩篇結束的第六章，主角人物乃藉著初婚時的歡愉來撫慰自身受傷的心

靈﹔在感慨之餘，與〈谷風＞一詩同樣的，都是陷在無可奈何的心緒裹，

絲毫無超脫的餘地，令讀者讀著讀著，不禁為她起了同情﹔而社會人心的

澆漓，可又是歷歷如繪，此詩篇中實煥發著現實主義的色彩 D

〈詩經〉中的一般性敘事詩篇當然不止於上述之兩篇，顯著的如〈國

風﹒七月〉、＜東山＞，〈小雅﹒采薇〉、＜出車＞、＜節南山＞等等，

但就敘事事件的單一性，情節的連貫完整性，諸篇皆不如以上所舉兩篇，

可以作為〈詩經》中敘事詩文學類型的代表作品。例如〈采薇）一詩，作

者是透過「薇亦作止」、「薇亦柔止」、「薇亦剛止」等文字，由薇菜的

初生，以至於柔嫩而剛勁，表明時光的遞遣，亦具備著一般敘事詩敘述的

程序：但它卻缺乏敘事詩文學事術所須具有的「統一︱生」。亞里士多德曾

指出，藝術所模擬的對象有三，即：人物、情緒、與動作。因此，所謂藝

術的完整性，即包含著：「人物的統一」、「情緒的統一」與「動作的統

一」三者而言﹔而亞氏尤其強調「動作統一」的必要性。他說：

「悲劇（或指敘事詩）為對一個動作的模擬。此一動作其本身棒、

屬完整，完整中且具某種長度﹔蓋有種完整條缺乏長度者。所謂

完整，乃指有開始、中間和結束。」

因此，在敘事詩中所謂的「動作」，即不能是枝節的、片斷的，或不

相連貫的﹔而係指一個有組織的，不可分割的動作。 由此而言之，〈采

薇）一詩即不能切合於敘事詩的標準，而是較傾向於抒情詩的作品。〈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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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出車〉、〈節南山〉等篇的情形與此相同。其如〈七月〉一詩，

其內容敘述一年農作的次第，在全篇八章之中，對於十二月間農作流程的

敘述則是「交錯的」、「反覆的」，而非呈現「開始」、「中間」和「結

束 J 的敘事詩結構。因此這些詩篇是「敘事的」，但卻不是「敘事詩的」

詩篇，因其缺乏「情節連貫的完整性」之故。敘事詩與非敘事詩之問的分

辨，在技術上應是不難的。

四、詩經中之敘事史詩

然而，若以西方敘事詩擔負敘述歷史事件功能的標準觀之，最合乎

「敘事詩」標準的，當數存在〈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綿

瓜且是＞、＜皇矣＞、＜大明＞五篇，這五篇敘事詩分別敘述著周民族英雄

的事跡，從寫后復的＜生民〉、公劉的〈公劉〉、古公重父的＜綿綿瓜腿

＞、文王的＜皇矣＞、以至於寫武王＜大明＞等諸先公先王開國的偉大事

跡，是可以代替周史來講述的，是為「敘事史詩」的文學類型：它們是有

別於前述兩篇敘述社會民生人情故實的一般性敘事詩文學型態。

在這五篇「敘事史詩」中，＜公劉＞以下四篇都就諸英雄的事跡作平

實的敘述，足可為歷史家撰寫歷史的依據：唯＜生民＞這首詩敘述及后擾

的始生，以「無父感生」為開始，則充滿著神話傳說的意味。＜生民＞詩

r.. 

厥初生氏，時維姜嫌。生民如何？克控克耗，以弗無子。是帝武

敏款，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程。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辨不副，無當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

寧，不康控紀，居然生子。

誕冥之隘巷，牛羊耕字之。誕寞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冥之寒

﹔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稜呱矣。實章實汗，厥聲載路。

誕實詞旬，克吱克晨，以就口食。主丸之蓓歧， 接拉綿綿。禾役種

種， 麻麥檬檬，瓜正這嘻嘻。

誕后稜之箱，有相之道。革厥豐草，種之黃茂 。實方實芭，實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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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衷，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部家室。

誕降嘉種，維拉維柱，維履維芭。恆之手巨芭’是穫是故﹔恆之康

芭’是任是負，以歸肇紀。

誕我非巳如何？或毒或翰，或最或鏢﹔釋之史史，柔之浮浮。載謀

載惟’取蕭祭脂，取為以較，栽培載烈，以興荊歲。

印盛于丘，于豆于瑩，其香始升。上帝居散，胡臭豆時。后稜肇

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這首敘事詩是周人為祭把其始祖后覆而作。詩篇由后櫻始生的靈異說

起，從第一章至第三章，敘述姜螺由於無夫生子故棄之，而有天結之以顯

其靈異，后櫻終得以成長﹔第四、五章寫后櫻善於種植作物﹔第六章則寫

天為助之，賜以嘉種，后傻得以收穫而歸祭紀﹔第七、八章寫後人祭品巴析

福的情景。全詩是以作者「：我」的口氣敘述到底，並不雜有其他敘述的觀

點，得到統一諧和的境界，已是成熟的敘事詩手法。

然而，作為一首敘事史詩，倘若吾人對於＜生民＞一詩猶存有疑義，

則除了詩篇中存在著后櫻始生的靈異之外，應是「無父感生」的神話含有

怪誕的色彩吧。＜生民＞詩有此神話內容，乃是先民素樸之口傳文學之特

徵。關於此點，德國史學家伯倫漢（ Ernst Bernheim ）曾說：

「在口傳方面，吾人尤須分別其間之作偽與錯誤。真正的口傅，

像關於歷史上某種事故之傳說﹔唯傳之既久，則其間自可發生以

誤傳誤之處，但無所謂作偽也。故如吾人不加考證’而將此項口

傳用作為史料，則其咎在於吾人自己，謂為吾人之錯誤，但不得

謂之作偽。又如吾人將古來之神話，視為史料而徵引之，貝1J 其錯

誤亦類是。然真正之口傳與造作之口傳間，自不難加以區別﹔蓋

後者全無歷史事實為其根據，而前者則不然也。」（註十九）

＜生民＞一詩為真正的口傳 ， 且為歷史家所承認， 司馬遷著〈史記﹒

周本紀〉即據此以敘述周民族之起源。關於后櫻之始生 ，自來說〈詩經〉

的學者，即分為 「感生說」與「人倫說」二大派別﹔前者為今文家說，而

後者則為古文家之說。許慎〈五經異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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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魯、齊、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成夭而

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 = r 以親九旗。 j

﹔即堯母慶都是民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識〉云：

『唐五廟。 J ，如不成天而生。」（註二十）

而〈史記﹒三代世表〉則載云：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稜皆無父。今素諸傳記

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 j 褚先生曰：

『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稜人跡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識之

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

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 j

今案﹔漢代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史記﹒三代世表〉所錄

張夫子與褚少孫的對話，即魯詩之說。據許慎〈五經異義〉所錄，貝lj 凡令

文家都主張「無父感生」之說﹔主張「聖人皆有父」之說者，為古文學

家﹔就人類生殖的事實而言，古文學家之說似乎是較合乎實際。但據社會

學家或文化人類學者之論，人類社會的演進過程，在父系社會出現之前，

曾經是實施母系社會的制度，此時人們僅能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由此而言

之，＜生民＞一詩中的「無父感生」神話，正反映當時社會的真實情態，

證明此詩的可靠性，其間並無怪誕的色彩。相較於古文學家以契、櫻分別

為帝之元妃、次妃所產之子，其說雖近於人類生殖之事實，但卻謬於歷

史﹔「無父感生」之說反倒是容易讓人接受了。

因此，就〈詩經》中的敘事詩而言，不管是一般性的，或史詩性質的

敘事詩，都可謂都已經完全臻於成熟的地步，這是無可置疑的。

四、〈詩經〉之後敘事詩之發展

繼〈詩經〉之後，敘事詩的文學更有進一步之發展。相較於〈詩經〉

的寫實性格， 〈楚辭〉貝lj顯露著特殊的浪漫氣質，而表現為一種自傳式的

敘事詩型態 。 〈楚辭〉作品中普遍籠罩著濃厚的宗教氣氛，作者馳騁其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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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鋪張華麗的辭采，大量地引用了神話傳說﹔若說〈詩經〉的敘述是質

樸直率的表達方式，頁。〈楚辭〉乃提供了一種既是真實而又華美的敘事形

態。如＜離騷＞這篇作品，即是作者屈原的自傳：（註二十一）在這篇自

傳式的敘事詩中，作者不僅明確地交代他的身世，而且在作品中包含了他

全部的思想、情感、人格、想像與願望。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說：

「＜離搔＞是屈原在流放中的作品，也是他一生中最偉大的詩

篇。全詩三百七十三句，共二干四百九十個字，成為中國古代最

雄偉的長詩。在＜離騷＞里，屈原將他的思想、成情、想像、人

格融今為一，通過綺麗絢爛的文采和高度的藝術’傾吐出自己的

屋史、理想，表達出對於昏庸王室和腐敗貴族的憤恨，而流露出

愛國家、愛人民的深厚的情戚。在這一篇詩衷，使我們體會到一

個苦悶的靈魂追求真理光明而是拉到幻滅的悲劇。」

就敘事詩的文學類型來說，＜離騷＞抒情式的敘述手法 a 讓我們認識

到敘事詩的另一種形式一原來，敘事詩可以是抒情的，敘述事件說明真象

並非是敘事詩的唯一功能。設若敘事詩僅能使用於敘述事件，則散文可能

是更有效的工具，而不須以詩的形式來表現。

我們試看＜離騷＞的第一段落：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負于孟陳兮，惟庚寅吾

以降。皇覽挨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

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倩能。是江離與辟芷兮，

初秋蘭以為佩。泊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萃F~c之~

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 0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

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接壯而素穢兮，何不改乎比度

也。．．．」

在＜離騷＞首段中，作者交待其出身與父母命名之用意後，即傾力用

華美的文辭來敘述其思想，而這些華辭麗句都是以象徵的手法表現。如以

「江離」、「辟芷」、「秋蘭」等來象徵他的「內美」、 「倘能」﹔ 又以

「朝夕」、「春秋 」 等時光的道遞，來表達他對時光終致蹉跎的感慨。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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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閱讀之際，倘非以其自身的心靈與作者相契悟，否則不免嫌此象徵表

述為晦澀呢！亞里士多德在論悲劇（或敘事詩）的六項要素，關於「語

法」方面，說：

「在文學的要素中，第四為人物的語法﹔如前所述，乃用言詞以

表露他們的意向，用韻文或用散文實際相同。」（註二十二）

是則，〈離騷〉的「語法」雖為特殊，但這僅是區域文學的表現，

（註二十三）在屈騷中，最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他在「情節」的鷺奇布

排、作者強烈的「性格」、與其「思想」之能引發讀者共鳴：而這些，正

都是完成一首敘事詩的諸端要素。＜離騷＞與屈原其他作品，諸如＜橘頌

＞、＜涉江＞、＜哀部＞、＜懷沙＞等篇，都表現其為既為抒情而又敘事

的自傳式的敘事詩文學類型。這種敘述的方式被後代的文學家大量模做，

乃成就漢代的代表性文體，那就是「賦體」的文學。

五、結 全五
口口

敘事詩的文學類型完成於〈詩經〉、〈楚辭〉的時代，已成為中國詩

歌文學的一大傳統，後世作家在此方面的繼承，成績是相當可觀的。而胡

適之先生認為中國的故事詩起來的很遲：（註二十四）由前述對於敘事詩

的文學類型所進行的理論說明，與實際對〈詩經〉與繼承而起的〈楚辭〉

作品作分析考察，貝lj 我們可以說：胡先生對於中國古代敘事詩的刻意忽

略，其所作成的結論難免稍嫌武斷。

又漢代的敘事詩是胡先生所賞重的，但他卻從蔡攻的＜悲憤詩＞說

起。根據〈漢書﹒禮樂志〉，謂武帝時「乃立樂府，採詩夜誦，有趙、

代、秦、楚之嘔。 J 如＜孤兒行〉、＜上山採藤蕪〉、〈日出東南隅行＞

等諸篇，其作品十足保留民間創作質樸的色彩，依「敘事詩的文學類型」

考察，關於「語法」、「情節」、「性格」、「思想」 、「長度」諸方面

都已然符合敘事詩必須具備的條件，作品產生的時代又早於東漢﹔則如蔡

玫〈悲憤詩〉， 實已進入文人做作的階段了，而胡先生以之為中國敘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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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端，的確是有所不宜。至於〈孔雀東南飛＞之被推許為中國敘事詩中

最偉大的作品，敘事詩已不再有如前的篇幅短小、事件疏略的缺點，敘事

詩的發展乃臻於極致的成就，一般相信這首詩是敘事詩體自然成熟之所

致。

由此時代愈後，敘事詩受佛經變文的影響，轉變為「唱」、「唸」交

替的形式，成為劇曲的先聲，可稱之為「變文形式的敘事詩 J ，或「劇曲

式的敘事詩」的文學型態，其繁美富麗較諸純以語言表現的敘事詩，則有

進一步的發展。誠如亞氏所言：

「一經悲劇與喜劇出現，使寫諷刺詩者變成寫喜劇﹔同時使寫敘

事詩者變成寫悲劇。由於這兩種新形式之藝術較敘事詩與諷刺詩

更偉大與更有價值。」（註二十五）

雖然中西文學的內容與形式有所不同，不宜作同類的比附﹔但以文體

發展過程的類似性，我們可以說，一切的彈詞（如董解元〈弦索西廂〉）

戲劇（如宋元南戲、元代雜劇、明清傳奇）等，是較敘事詩有著更高的藝

術表現，它們是敘事詩文學類型完整化、深廣化的另一種藝術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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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見（ THEORY OF LITERATURE ) by Rene & WELLEK 梁伯傑

譯，大林學術叢刊 13 ，的71 。

註二﹔同見註一， P365 。

註 三：見王夢鷗著〈文學概論） • Pl63 ，「敘事」

註 四：〈詩經〉中大量作品的年代都無法稽考，一般認為三百篇中，時

代最早的作品是＜周頌〉，屬西周初年的作品：＜大雅＞也有多

篇周初之作，而＜ 小雅＞多產生在西周中葉以後﹔至於十五國風

最早則產生在西周末年，最晚的作品如＜陳風﹒株林〉、＜曹

風﹒下泉＞等篇，產生在春秋中葉以後。此即是以現存作品的產

生時代，與詩歌創作理論的演進相互矛盾的情形。

註 五：見胡適〈白話文學史〉第六章，〈中國古代民族沒有故事詩＞一

鳥＿，，＿

gp 。

註 六：王夢鷗先生以為：「凡屬文學作品一無論是近代的或古代的，必

然帶有抒情詩的血統。捨此之外的，它們是否可冒充為文學作

品，都值得檢討。」此說與本篇此處的主張實為相互表襄，即是

抒情詩必然帶有敘事的成份﹔而同樣的，敘事詩也必帶有抒情的

性質，事義與情感是交互呈現的狀態，而無法孤立存在。王氏之

說，同見註三。

註 七：本篇所採用的〈詩學〉，為姚一葦先生譯注本。姚氏之譯注較諸

陳中梅氏譯注通暢雅遠，觀念的分析亦較清楚。

註 八：詳見楊深坑〈柏拉圖美育思想研究〉一書 ，及姚一葦〈詩學筆

註〉 ，第四章， P54-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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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九：見〈詩學〉第二章。亞氏舉例如：波里格羅達斯所描畫的人物較

吾人為善：保遜所描畫的人物較吾人為惡﹔戴盎尼西亞斯則正與

吾人相同。

註 十：詳見姚一葦著〈詩學簧註〉第二章，頁的，及〈藝術的奧秘〉

第四章「論模擬」、第八章「論完整」

註十一：見〈詩學簧註〉頁的。本篇關於「敘述觀點」的歸類，參考幼

獅公司出版，徐進夫譯〈文學欣賞與批評｝ ( { 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頁 258 。

註十二：姚一葦〈詩學畫畫註〉頁 55 。

註十三：見朱熹＜詩經傳序＞。

註十四：見〈藝術的奧秘〉，頁 223 。

註十五：見〈詩學畫畫註〉第七章。

註十六：巴氏譯本，「戲劇中所完成之動作係通過故事或情節來具現。」

一語為「情節為對於動作之模擬。」（ Plot is the imitation of 

action. ）姚一葦先生以為如此意義將更為明顯。見〈詩學這註〉

頁 75 。

註十七：＜中谷有蒞＞一詩的確非敘事詩的藝術形態，但如前所論，抒情

詩也必然具備「敘事」的功能﹔而此詩的「敘事方式」是在敘事

詩中經常使用的「倒敘」方式（ to narrate an incident in inverted 

order chronologically ），詩中藉著蒞草（益母草）受到水的浸

潰，由潤濕、而修長，以致終於乾膺，來形容棄婦由初時被棄時

由號陶大哭，而嘯如長縷不絕，終於歎息而己，完全符合一般人

驟然遭遇災難，所表現的心路歷程，這點是很值得注意的。

註十八：張力 （ Tension ），在作品中，是相反勢力的牽引。 「以文學批

評的意義而言，係結合諸種不同的要素，使詩歌、戲劇或小說產

生一種內在生命的相反特質。如此，我們可以指出某一作品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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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形式之間的張力。」見徐進夫譯〈文學欣賞與批評〉一書附錄

四，「術語略釋」’頁 261 ° 

註十九：德國史學家伯倫漢（ Ernest Berheim ），史學方法論之鼻祖。此

引自其所著〈史學方法論〉，陳韜譯，商務印書館。

註二十：見〈漢魏遺書鈔〉引〈詩經正義〉〈生民〉疏。

註二一：劉知幾〈史通﹒序傳〉第三十二，云：「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

中古乎？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

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

註二二：見〈詩學〉第六章。

註二三：宋黃伯思＜翼騷序＞云：「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

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辭〉。若些、只、先、評、賽、紛、倍

（禁者，楚語也。悲壯頓挫者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況、湘、禮、

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藍、奎、藥、若、芷、葡者，楚物

也。」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引，此轉引自劉大芳、〈中國文

學發展史〉第四章。

註二四：見本篇第一節所述，及註五。

註二五：見〈詩學〉第四章。

附：本篇參考書目

毛詩鄭室主 鄭玄室主 臺灣中華書局

詩經集註 朱熹著 群玉堂出版公司

詩經語言藝術 要傳才著 雲龍出版社

詩經勝境及其文化品格 許志剛著 文津出版社

楚辭章旬 王逸注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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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賦校註 姜亮夫校註 華正書局

. 古詩源 ﹔尤德 j嘗著 臺灣時代書局

史通通釋 劉素日幾 著

浦起龍釋 里仁書局

史學方法論 伯倫漢著

陳韜譯 商務印書館

尚書釋義 屈萬里著 華岡出版部

春秋公羊傳注疏 ！可休解詰

徐彥疏 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中國文學發展史 劉大杰著 華正書局

白話文學史 胡適著 東海出版社

文學理論 Rene & Wellek 著

梁伯傑譯 大林出版社

文學概論 王夢鷗著 藝文印書館

詩學吾吾註 亞里士多德著

~jt一葦著 臺灣中華書局

藝術的奧秘 姚一葦著 臺灣開明書局

詩學 亞里士多德著

陳中梅譯注 北京商務書館

柏拉圖美育思想研究 楊深坑著 水牛出版社

中國詩學 劉若愚原著

杜國清 中譯 幼獅期刊叢書

文學手冊 傅東華主編 三福書報社

文學欣賞與批評 徐進夫譯 幼獅譯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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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 P~try in the Book of Songs: A Study of Its 

Genr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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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is a genre study of narrative poetry in The Book of Songs, 

exploring its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its influence on the 

later works of the same genre. 

Genre study is derived from formalistic criticism. Due to their different 

ways of organizing literary works, genres produce different structures and 

hence different theories about structure. Since the quantity of narrative 

poems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that of the theories about their structure is still 

small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draws heavily on Aris

to tie’s Poetics, especially on those sections dealing with the structure of 

narrative poetry. It argues that, though small in number, the narrative 

poems produced before the Chien dynasty shows the genre characteristics 

analyzed by Aristotle. Bedides, by demonstrating its great achievement in 

the genesis period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also advances a critique 

of Hu Shu's thesis that it is only after the Tong Han dynasty that narrative 

poetry comes into being. Also studied and appraised in this article are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tremendous influence it 

has exerted on the narrative poems of the later periods.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 narrative poetry, literary genr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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