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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論體系之價值及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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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明末清初嶺南三大家之一梁佩蘭詩論最突出之處乃在於擺脱當時宗唐與

宗宋之二元對立，提出“自成面目”之論。此詩論自成體系，經歷多年醖釀而

成，是佩蘭詩學思想之核心。其論與創作實踐相結合，並體現在其一生創作之

各個階段，在清初詩壇甚爲少見。此論以“自成面目”説爲總綱，下分“天地真

聲”説、“殖學務本”説、“大筆大墨”説三主軸。其主張寫詩以自成面目爲終極；

首先須自道其真情；還須有先天後天之才，而先天不可强，故須殖學；才情兼備

後，乃極其思以求化，寫出變化莫測之境界；最後以大筆大墨之題材範圍之。此

詩論乃針對明代以來復古摹擬、幽深僻冷、淺率俚俗等詩風及流弊而發，其論

首重性情之真，强調殖學，從學問中化出性情，先天後天之才並舉；客觀上正可

去除公安派俚俗、過於率真之失，以及竟陵派幽僻之弊，同時有挽救復古派摹

古而乏真情之病。佩蘭欲超脱宗唐宗宋之對立、調和各家之用意彰彰甚明。而

此理論承繼唐順之“真精神”、公安派“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之説以及錢謙益

“學殖以深其根”的見解；並較好地吸取公安派重真之説，以殖學、温厚去其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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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俚俗。其同時又接續嶺南禪宗、心學、《易》學、文學等自成面目之學術文化

傳統，尤其是上接嶺南文學傳統中多重革新之一面。其論儘管受前人論見及

嶺南傳統影響，但在嶺南以至清初詩壇，正式將“自成面目”楬櫫成詩論，並形

成完備體系，在多篇文章中發表，有“自成面目”之思維覺醒，且視之爲嶺南獨

異於中原之詩歌特色，則當以梁佩蘭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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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藥亭之詩，可以爲唐之初盛，可以爲中晚，可以爲宋元，隨時遷改；而名

理旨趣筋力之所在，要自有所爲六瑩堂之詩。卓然成一家言者，藥亭之

才也。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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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亭敏性潛心，鎔異才於正矩之中。其詩凡數變：少年才思奇特，闢語

驚人；一變而渾含包舉，意概恢宏；再變而骨浄神融，體舒氣静；今則洗滌

烹鍊，廣博澄涵，神骨聲色皆備之矣。先君向與陳卧子先生主壇坫，論詩

之新緊刻動。比讀藥亭詩，於真實處見其新，於寬綽處見其緊，於平淡處

見其刻，於安静處見其動。真九轉之丹，可以療纖薄膚腐之疾。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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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自成面目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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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黨二三子，才高者莫若梁子藥亭。其詩雄奇光怪，能開鑿自成一川嶽，

下筆風馳電激，倏忽千萬里，不見其起滅之跡。……今天下詩，皆有委而

無源，才雖具而無道以爲之本。無本，故其詩不能縱横自得，蹈空獨行，

稍擬議即成變化，以合於《風》、《雅》。其僅善者，吾所知秦有二人，魯一

人，齊一人，吴、越三四人，吾粤則藥亭、元孝其傑出者矣。瑏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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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各具有胸中，其從事風雅，浸淫歲月，亦必有以自信而後發，而爲詩

確然可傳。此豈屑爲雷同之習耶？蓋嘗與獨漉、翁山論詩，謂吾粤人人

自成面目，不在天下風氣之内。誠以詩之高在標格，遠在神韻，精在骨

髓。其或造徑之創，特辟鴻濛；煉句之巧，幾經淘汰。譬之黄金入火，白

玉錯刀，雖則光怪百出，要皆有大筆大墨行於其間。非同捃摭幽僻，纂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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稗乘，便自以爲排奡妥貼、新奇可喜也。瑐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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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獨漉詩羅籠萬態，而細入毫芒。每一涉筆，山嶽不移，招摇四照。然以

沖和涵澹寫其磊落不平之氣，時或有之。士皆則如崇蘭在谷，令人聞而

知其香。更流連景物，善攄雅懷，皓月冰池，玄雲朱閣。説者謂其託體義

山，而不知其得力徐、庾。至於排律，動輒千言，變化無垠，藍朱成采。自

有唐杜少陵而外，所僅見也。昔梁武帝評王右軍書爲龍跳天門，虎卧鳳

閣；而於子敬，則以河朔少年，充悦舉體擬之。夫士皆視其尊人之詩，自

成面目，亦如是而已矣。瑐瑤

�$d3ÉLP<X，÷ì»|�ò，�ÈNÁÉA，üù«§ü_´¿，á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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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s¿QW¥，eÆ$¡)c�¢��Ï�£î¤。XRbbwuÝz�、Ð

@Æød«wû|Â�WzdÁ。spd�，£ÁÉ»ûvÁp¥B，Æ¸6

Td¾Ê，{ss�"ù，v;sO$�õJÊ¥、¦àY6dã~É。QÛ[

��»ùÚ54，k化�H，¥B�x，$G~ÿg<Â。wÊ³Å]+v�o

;Ø《�S》T�l§dSP$“8¶²N，K9�Ñ”、|LlédSP$“̈

 AÉ，n<ô~”（hô(½í�v）d�]，瑐瑥wÁõ£d3�£ÁÝLd

É�Ðf�C。

À]�4¦í¨，《IÍÉ5X》{YüZ¨¿��owÊ“�5�C”I

É"d#�#^。|I�5~�，w“�5�C”$É"t©，w°�-!、.

û¸±、«µ（ÔuÖë）ùB *$oU，êíwIYtª�[ùor

P。Q=wÊ�5�C、°�-!、.û¸±、«µvI¾Û[|Û#^T

sf�c�1üç"o，Ýüü¦"Æ�：

]#�ðz，wÊÈÍ¾æ|ìíÉ（１６８１）U£、Pì®$ÛÉ�ûXõ

§jì®}"å“�5�C”d"Â，³jÛÞüò�$øOù®ÉYøO

É6T“�5�C”d¬Ä。QwÊøßÂ化$#V，» zæ|ùíìÉ

（１６９３）瑐瑦$¸%ß#«（１６３７—１６９６）（Váò）《A¬áÏ�》ûXõ，|Tf

{：“ÇK~dÉ，s±·Î。�,ÒT©��，6Ð�ã，.|[±，)á、�

lQÿ，áò|üR。õ《A¬áÏÉ》,5，fIs$Ä，�yX|HÆß。

ß�øOáòdÉR，w$K~ÇådÉ，íR。”瑐瑧Wr廣IwÒsT©d&

Ý，y,É�WÎÈõK~õL·Îd��，Q“6Ð�ã”，�5�C。³�

Å、d3�ß#«sY,É�5�Cd¬Ä，=hß¥dÉÆYK~Èõc

fdÉ。n�dAYiNBL�dHõ，w$ê<t~U6�C。ê{\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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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

瑐瑦

瑐瑧

]+;Ø《�S》{：“l§dSVøCi，Æ8¶²N，K9��，y�¬kd，́ w$
`。……lédS#¦?�，́ 6íõ，Æ¨ AÉ，8ån<，ô~®QWí(。”9
£rD�，Ý2zÆ,：《S�©華Æ,》（]K：]K?Sr+N，２０１３ É），( ２６。《�
S》üçû《LÇS6?Æ�》，Â]KS¶r+N、華Ië¹�LM�ö/0øD：
《�¬SP"#(》（]K：]KS¶r+N，１９７９É），( ８１。
£´�：《vwÊn#}Cð 》{：“ß#ûsæ|ùíìÉ。”9《廣IZ\》１９８９ É)
３J（t) ２１J），( ５０。
vwÊ：《A¬áÏ�X》，9¥4，«�Æ,：《vwÊ�Æ,》，Ó ６，( ２０６４。



Ê《IÍÉ5X》T“¤½jj�、)á"É，hÛ,66�5�C，W¾²��

Ád~”"ôd)é��c，íÂÛ��5�CIfÁ{[à¡。wÊ¾æ|

ùíùÉ（１６９４）û[《ÊÉ(X》Rw�i�5ü®（�C）$¿¶Éê�

z¸�dÒv：

公爲人孤介絶俗……詩精鋭入冥，天骨自張，姿態呈露，殆山林詩之雄

傑也。昔有唐高僧詩推杼山、禪月、白蓮。予閲其全集，惟杼山詩清澈宕

遠，類有道者所爲，能自成一家言耳。禪月自選家所録而外，俱粗俗不

堪；白蓮咄咄能新，而間以用意太過，以傷氣骨，俱不能與公比量。假使

□在今日，瑐瑨正不知殊（疑作珠）槃玉敦，誰當拱手而讓也。瑐瑩

《ÊÉ(》Y廣�P[Ý�l��（Vyn，EyN）[É�。wÊ�|ÉY

áÜmÉTdC�，³w�¬ùwÉ�¯h《Þá�》、pB《2n�》�ËH

《Õ�》ûÁ，�$�f¯hÉ��5ü®；pB�ËHÉW�j��Áp。

Ènd，Û�$��ÉR��5�C，³w¾;°Á¸ÖÎ¤，��>ô、�X

ÒîümdC±É�$|�CdÛù。í¨“�5�C”dÂº，wÊc7Í

¾æ|ìíÉõ§j£、P¯¸}"，|X¾《A¬áÏ�》、《ÊÉ(X》Y

W¸#^T*�£ô，Wæ¾《IÍÉ5X》Tû$|“�5�C”É"~�d

tªðr。

　 　 （二）殖學務本説

]#"�，wÊ《IÍÉ5X》YNÂáEðr°�-!dÂ，td$“�

5�C”[~µoU。°�êUª¡，¾wÊÉ"T�bw“Ú�”¦“�Ú”Ò

°，ÛÍ¾æ|íìÉ（１６７３）¿X，瑑瑠§¾《²ÏÄ�X》ü#ð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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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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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崇飾虚名，人鮮殖學。甫就捃摭，便爾揚詡。毋論其於三百五篇比、

興、賦之義未識源流，即漢、魏、六朝、三唐以迄有明，亦未能望其牆仞。

而乃立壁分門，各自排詆。此如五尺童子，誇其勇健，徒手而入疆圉，非

有妢胡之笴、桃弧之矢，可恃以應人之敵也。不過一農夫，操隴畝耒耜之

器，臝行而隨其後，已魄喪仆地矣。如此而言詩，詩安得不亡？瑑瑡

¹#£AY：WÚ��sÈs��ïN£±，Q�f£�、ö³���.üÖ

&Ý殺À[0Ý´L；Mëç��ÀÆ¸�º·µ�Qôºî~f�´Ld

X[uÌ；Ú�ÀsÈs`JfÞ[±ø@]£�ö³；�h¸�ãÂ。wÊ

���$É¼sWÚ�，ç$êYs]o�fAÎ`J=´��[´L�u

Ì，üò<，�hqW´7。

wÊ《%á#�X》_{：

若夫文人學士，以著述爲事，則必其平時學殖，搜羅百家，牢籠萬有，縱觀

古今之大，細察品物之盛。見夫山川之流峙，草木之動植，鳥獸蟲魚之飛

走吱喙，更通乎天人消息之微，陰陽動静之機，造化往來之數，鬼神屈伸

之狀。悠然暢然於中，而有以得其所爲文也者。瑑瑢

ßXûsæ|ùíüÉ（１６９２），瑑瑣%áE%�å，廣I¶K6，æ|ùÉ1

s，í�É¡ý{�:。wÊ¾XTðrzõ½�Ú（EÚ�），�~(PYþ

P5®d�，23<I<ùÛ!，«mLÇ�æd、¦ãùmd�。�çáº

*L�·¸©wvVád=，ïã²6�ôk化[¾¸dM、«»ùsd~

%、�h¾cdö、²÷®¾Á[·Dk化d{。iß  ，Ä�âõQWg

，¦hï·syPdTdX，ÀíwûrÁ#^。ê5Y$#Q.，_ïs

É；Q=j《IÍÉ5X》gnd“�æ�p，]�LÇ”d°�-!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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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瑡
瑑瑢
瑑瑣

vwÊ：《²ÏÄ�X》，9¥4，«�Æ,：《vwÊ�Æ,》，Ó ６，( ２０５５。
vwÊ：《%á#�X》，9¥4，«�Æ,：《vwÊ�Æ,》，Ó ６，( ２０５９。
�ÉÂ¸],，( ２０５９—２０６０。



üò。

Æ《IÍÉ5X》TgÄÄdA，°�（EÚ�）Y�5�Cd~µoU，w

Ê¾$Ñ¹《OºáÝÉy》û[X{：“sÌ��å»d©，�¢LÇdS，}

v¼華，.$#^，qrfw�Â。”瑑瑤“�¢LÇdS，}v½華”W[ÀYÚ

�，“.$#^，qrfw�Â”ÀY�5�C，ì�³És@。

　 　 （三）天地真聲説

.û¸±YwÊ“�5�C”Id)ìrP。Û�$Ú�-!dÿ，q½

@^¸±，óÆ±ß^，Æ�ûr�5�Cdû。|ûsæ|ùíìÉ

（１６９３）瑑瑥d《A¬áÏ�X》E�T"o±¸：“¦h：É"õ¬，�《ù5Z》，

¾«、�、�、�、�、m，w�Çå，Á_(|，~"çd；W�p，́ w$É。|

"YR。Wv|¸QîI>�，:d¹¿|ÿ，Q�À|~Ä。”瑑瑦Û¸A�

É½t>pï�¬ÉdI，êsÈswÊÉ"tÁ#^《IÍÉ5X》T“�æ

�p，]�LÇ”[Ú�-!dÂ，ywÊI“|"YR”。Û1üçðr“̧ ”

[ *，w$~/¸±Qwg°�æ>�#?[À，Ys¹¿¼Â¾ÿ，�À

|T。

ßXY�!ÀYãmUMr“²÷¸C”dI：

詩以自道其情而已矣。情之所至，一倡三嘆而已矣。物莫不因乎其所

觸。觸之於目，接之於耳，貫之於心，而其人其地其事當乎吾前。吾從而

往復週環，密視精審，而有以得其所以然之故。性情勃然而興，躍焉而

出，激發焉而不能自禁。故夫天地、日月、風雨、露雷、山川、草木、動植，

鳥獸飛走、魚龍變化，無一而非吾性情之物。而吾之喜怒哀樂，或則言

笑，或則歌舞，或則感慨，或則幽咽，一一見於諷詠之間，而詩成焉。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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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Ê：《OºáÝÉyX》，9¸],，( ２０８５。
£´�《vwÊn#}Cð 》�《A¬áÏ�X》ü#�É{：“ß#ûsæ|ùíì
É。”9《廣IZ\》，( ５０。
vwÊ：《A¬áÏ�X》，9¥4，«�Æ,：《vwÊ�Æ,》，Ó ６，( ２０６４。



地之真聲也。瑑瑧

ßúfùU)!：|ü，É6ûÉY�MU6±g；|W¸ÝËí86üLù

Ä。|ì，±g[í�c�6�Iù[AÇ，È6By、Ä、yAÇIù；A4Ã

�rß|T©E，E"fggä，v ±gE"ü.Wí�J；gw�hË²

÷<ùsYÉ6«�ÄÄ[±dù。|ù，²�®²m[6、÷、IùY86�

.v ±g，É6øêë±g¾S¾ÉTEY�M|±，Y“²÷d¸C”。w

ÊA�I：

團土而爲人，飾玄黄朱緑於其衣裳巾舄，以求其似，非不偉然人也；然撃

之則碎，濡之則化。刻木爲偶，撫其頤則歌應節，拊其手則舞合度，此技

之神也；然亦膠漆繚紹固結，稍戾其機而散。故夫情之不真，非詩也，團

土刻木而已矣。瑑瑨

¾ÛS�，Äß5"6，�fdw6[�¾；5h6Å，u�dEÆ，ÇdE化。

Q,L~�，w~ÈºÕd，5��êC起J，XRYÀåÉ�}Ê^Q5，¡

$Ë×|%�Ls¾(LE"DÀ。ßYÉ6dù，«v|É，æWå"6L

�，#bfÌfTd6。®6ûÉWÀ¸±，ÀÆßY"6L�´ã。

wÊ¾《A¬áÏ�X》e{：

又謂：詩有新故，某者爲新，某者爲故。夫自有天地而成古今，古今遞

嬗，而天地常存，其故者也。乃人物醖釀其中，受其鴻蒙之氣以爲圜轉，

日新而不窮者何也？忠孝節烈，生人應有之事，世所罕見，則皆以爲奇。

男女、日用、飲食、布帛、菽粟，則庸視之，而竟不能自離於庸之内。夫性

情，無所謂庸與奇也。詩亦如是而已矣。瑑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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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瑧
瑑瑨
瑑瑩

¸],，( ２０６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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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ð�Éfµ]，wÊ¾�ßI，Wr²÷4¬X�，Y]；X6ù¨'

s|T，u�åµQWO，©çÀY6mf±。ml��!Y6�cfdI，�

gÜÂ， t$Ý；Ín、åÅYI，6g9X， t$W。X|{êsr�[±

d¸，́ ghWjÝ，yûÉ� Y±¸EôU,，W�wW¦Ý"[±。wÊ

êZY£ôÇLÎAWk�Y6[¸±，r>±g´µ]、́ WÝ，�f¸¦

W¸。Ènd，Û�$LÇÁÉ[W) ¯ï!ÀY“±¸”。

É6dû�±¸Q$，»û,�hÂs$õ±±dZ，ê|{á�6,[

R�。ywÊ¾ßh#]，ðrÉÆ|6dÂº，þ*6,jÉ,[=ü，|

《OºáÝÉyX》{：

……又不如即現前之景物，寫逸士之幽懷。蟲魚草木，静觀焉而得其消

息之機；世故物情，冷覷焉而窮其變幻之態。任意揮斥，只自怡悦，不求

人知。與乎於耕、於釣、於酒、於狂者，同一用意。若是者，謂之詩隱。南

塘漁父，其隱於詩者乎。蓋漁父之爲人，望之若癡、即之若愚；徐而察之，

而後知其精神所寄，志慮所縈，非詩莫屬。方其瘁心與力，以爲之鈎深索

隱，鑿險錘幽，矻矻孳孳，常若不及；又安知塵世裏有所謂榮辱，有所謂顯

晦，復有所謂壯老生死者哉！是故讀漁父詩，謂其能作如是人，乃能作如

是詩，是未足以深知漁父者也；謂其能作如是詩，乃能作如是人，則知漁

父，並知漁父之詩矣。瑒瑠

w$Ñ¹（OºáÝ）d$6üÆ|É：|$6ÆlÉQ，$b¾¿¥ÚsÉ，

�É��¯Í，¹ºwOÉ÷zû，��IHüÒ�、_8�WÏW¾A。Às

ê $6U[，y|É_W"jHüÒ�、_8�Ws�，QY�@�¢，û|

Í¶�/T[is¸)、�h"ùk化[gä，w�Ð、Ñ�/Y。|6|É，

Äz¸p=ü，íwIYwÊgh[“²÷d¸C”。wÊe¾ûèî�Ò（V

vR，EoÓ，廣I¶K6）[《jîoÓ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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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文，大率如先生之人。先生自言其文三變，其人亦三變，是

已。……詩原於《離騷》、《九章》、《天問》等篇；而盧仝之怪，長吉之鬼，

孟郊之瘦，賈島之寒，元次山之樸，爐錘而出之；故又獨成其爲先生之詩。

執先生所爲近文、古文、歌詩以壽世，真是與白日同不落也。瑒瑡

wÊ��î�■|6Æ|#，eh|Écs《�?》，ò�qÔ dÕð、4Öd

÷ð、�?d×Ø、̄ Ùd{Ú、�ßdL¨dR，Qj5ü®dÉ。¾wÊS

�，î¥dûíwI¸z#,、É,j6,[=ü；³�5�C。íÂ， *û

É�j6,=ü，RY±¸[ü ¾S；Q� �±¸，¾�·�¥Úv®d

ÉX，À�w¸±ûr�5�CdÉ。ê_YwÊ《IÍÉ5X》T“Ì6Ð�

fPT，|áI�¢，Ú�1n，_qfw�àQX.，Q$É³hí+”ü'

[,脚。

¸±¾ÉêT ÄÄvÁ，]~ »|rwðm±r，;I化Ý，wÊ¾

《²ÏÄ�X》T{：

且夫詩者，思也。人情有所感於中，而不能散，則結而爲思，而詩名焉。

仲尼删《詩》，列之於經，而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以此故，思之之力

可以無所不至：灝博之而天地，杳渺之而鬼神，窈窕之而山川，虧蔽之而

草木，跂喙之而鳥獸，蠕沫之而蟲魚，黮黯之而荒隧幽宫，光怪之而貝闕

鮫室，緯繣之而羽翟黼黻，奇險之而蠶叢金牛，熬燥之而火井，腷膊之而

冰車，劖刻之而石鼓；嚏而濕，笑而啞，驚而咢，逆而争，悲而齎，咨涕夷樂

而飲食歌舞。嗚呼！神已而未已也！以水照水，猶以爲擬淡也；以月配

月，猶以爲喻明也；以雪覆雪，猶以爲比潔也；以竅接竅，猶以爲存聽也。

無色之色，無味之味，無聲之聲，此之謂化。王子蒲衣所著詩，神明造姿，

孤雋表骨，學問醖釀，能極其思，左右變化以出之。瑒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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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ÊWr6d±gí�sPT，Eß$“r”，“rdd;”sÈs±r[Eâ

;，íwEâz廣�[²÷、̧ Û[¾°、��[áº、Ë+[*L、�·[Ü�

j�Ý、̧ ©[�ùjíÞ、mß¸ã[&Ù、8ã�;[�ð、áà�Çg~

J��J±]Dá[B¡â@、/MOãA=ä[ÝÕ、�'[ûå、8�ú

0õ[起RC�、ªk##V[Ú拔YÝù。±r[Eâ;í�sæçÇè、

éh�"、�ÝËê、ûes*、�\9ÅQ��、ç$DÄ¦&OQw³Óê

Jû..Y±{。Q±rEâ;dW¸ÝË，íóû,Ä�“́ ùdù”“́ H

dH”“́ CdC”，sÈs8L“«�C；â´÷”瑒瑣[�h化Ý；êY.G

±rEâ;z»òQÖs化Ý[Ä/。

áwÊ�1l�“lL��g4É，¿mµ�，ûëÄ�，�æìí，�»

|r，*êk化wrd”d'í¨，Ä�]o化Ý[¿ðoUY“�æìí”，E

Ú�-!；hX“»|r”，.GW¸[±rEâ;，ø¸±ðmz»ò[ÝË，

�*Ð(�k化Q$É。çß，ûr�Y�CdÉ�~ f�æÃ°，w�æ

¯ö±r，1Q»±rEâd�，Ä�化Ý；êíwIYÆ±ß^dWUÄ/。

¿#《IÍÉ5X》T“6Ð�fPT，|áI�¢，Ú�1n”ä'goÆ±ß

^dm!，mjêZ《²ÏÄ�X》g"~Ós^，íÂwÊÉ"düò[。

　 　 （四）大筆大墨説

¿#��，wÊ¾《IÍÉ5X》ðr“«µ”dI，Y“�5�C”I

d)ùrP：“ 8f«µ�s|®。b¸îï¸ ，'fð{，§�w$

�ñF�、µÝííR。”瑒瑤“«µ”{3YWLÔuÖëd~ì�#Vç

*，ßá“îï¸ ”（̧  ）、“'fð{”（y$）ì�j“«µ”�ôí¨；

êYwÊ�5�CÉ"T�Éê~ìðr[üB) oU。wÊ¾《²Ï

Ä�X》"»rÖ化dIõ，§wÔuÖë$¿ð：“=ÌÉ�，rR。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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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瑣

瑒瑤

r�《8L》)îíü^，©#{：“y{nfd：mM®»；1M®ï；ÇM®ò；]D®
6；Õ®ü；廣D®WÎ；{DÀ®ó；\¸®ô；(´K；Qq5；«�C；â´
÷；MÍ´Ã。Ì�M，b°=5。”9lÎ0rD，£kc,w：《8LÇ,Çw��°》
（#$：#§,-&S'®�f¡N>，２０００É），( ２０４—２０５。
vwÊ：《IÍÉ5X》，9¥4，«�Æ,：《vwÊ�Æ,》，Ó ６，( ２０７９。



ggsT，QW�D，»ßQ$r，QÉÃV。;÷�《É》，Ðds`，Qwü

n+dä：‘r´~。’wßy，rdd;íw´gW�……”瑒瑥|Ah´"ÆÑ

.GEâ;，³¸z»rÖ化[÷ç，É6d±r�~ Ó^“r´~”d}。

“r´~”íIY“ÔuÖë”[W¸©»，� �“r´~”，»´"m�m¢

¦k�k¢dû，sÓ^ÔuÖëd}。ywÊ�"l�É{：

……然則蒲衣遇非其時，不得以忠厚和平之音，列清廟明堂、正風正雅

三頌之什；猶庶幾於《匪風》、《下泉》、《繁霜》、《楚茨》、《板》、《蕩》，變

風變雅之遺也。古天子以詩教化天下之意，仲尼删《詩》、無邪之旨，不

賴蒲衣而存哉？桓譚知其必傳，而不學者訾爲覆瓿，且聽之矣。瑒瑦

�$l�)ÆW\，W�wmë�zd«Q$m�m¢dÉ，X|û,_ôs

k�k¢dÉ，yL²LwÉ¢化²�dA、KL�《É》w�“r´~”d$É

ã}，s�賴l�Q¬。wÊ³wI«/õ�"~C《·¢`》q+sX�，Q

³ö�$wdc÷ø$q，�l�dÉq+X�´7。

�sÔuÖëd�~~Ó，wÊ¾《S?�ÍÉ�X》½fF"：

凡詩人之性情在温柔，詩人立言之旨在敦厚。世徒見夫《三百篇》所載

《株林》、《桑中》、《候人》、《蜉蝣》、《苕華》、《大東》、《小旻》、《板》、

《蕩》諸詩，以爲詩人明刺淫奔、明刺小人、明刺饑饉與喪亂，有不必全用

乎厚之之意；而不知當日詩人所見，始於千百中而後發嘆一、二焉，其立

意固已厚矣。瑒瑧

r>É6d[±（rEg±）þ*Ô�，ãnd}（Éê[ãA）þ*Lë。

Û³w《É`》k�k¢、mÒ�©dÉZ$V，Wr�6�$êëû,f¼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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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瑥
瑒瑦
瑒瑧

vwÊ：《²ÏÄ�X》，9¸],，( ２０５５—２０５６。
¸],。
vwÊ：《S?�ÍÉ�X》，9¸],，( ２１３１。



$^ÓÖë[÷(YSvWï ，|{ÈõÉ6gÂ�ó、Ô6$B、éù、%

�d�â»�，É6s>5 �âT�(ý|TüìûÉû�q，|ãA��

$Lë。Ènd，k�k¢dÉ_Ó^ÔuÖëd}。wÊ1Qw《?�ÍÉ

�》[û�8tJdû,$V�|IûÊè{：“8LtJ……¯%ùµ，TW

eúQ5，ûüãý。�«�x�dÁ，[Ëvüýd^，�î�¾²d�，©

QW:，�QWå，ê¼QW_。sKLg{ÔuÖëd}，âf^V。”瑒瑨w$

8¥dûv«�dx�、́ Ëvdc·、v�É"�d¾²；³�¸z�©Q

W:、��QWåÈ、¼êQWås_g，y^ÓKLÔuÖëdÉ¢。

¾wÊS�，ÔuÖëYÉ6[±ÄÄ[æ» *，|$£L(（１６１４—

１６９２，V÷�，ETO，OK6）Dû�õgûd《TO*Ïû�X》{：

風雅之道，至今日發明無遺藴矣。返觀明代前輩，優孟漢唐之衣冠，而性

情不屬。闢吾粤之蠶叢者，人皆知功在羅季作、鄺湛若、陳中洲、王説作

諸公。……雖然，才不可不奇，調不可不高也。有時空諸所有，有時實諸

所無；有時高唱入雲，有時舟迴蕩漾；有時天然頹放，有時簇錦攢花；間或

嗜險驅奇，畢竟雅人深致。總於温厚和平，意旨不爽毫芒。是之謂中洲

先生之詩云爾。瑒瑩

ßXûsæ|ùíüÉ（１６９２）¦¡X。Y���m¬¿XcLBL�dHõ

�Á，�$ÛÞ[±W¸。³�P¯l（V�û，Ãù6）、鄺î（１６０４—１６５０，

V�®，OK6）、£L(、lp/（１６１８—１６６８，VIû，Ãù6）v6Y“�Û

,dþ¾�”，ü(�YWÛÞ�Y,É�Á，̧ õ_�}ÛÞdÉ��5�

CdA。wÊew$£L(fÝÆ、|É"ô¸。e�ó{Ý$、$Ý{，|É

ê�â、 f、ïB、çÕ|Ýd"；XæusÔë�z，A}ÿWd´。ßðP

mj《IÍÉ5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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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瑨
瑒瑩

¸],，( ２１３１—２１３２。
vwÊ：《TO*Ïû�X》，9¸],，( ２０６０—２０６１。



蓋嘗與獨漉、翁山論詩，謂吾粤人人自成面目，不在天下風氣之内……

譬之黄金入火，白玉錯刀，雖則光怪百出，要皆有大筆大墨行於其間。非

同捃摭幽僻，纂雜稗乘，便自以爲排奡妥貼、新奇可喜也。瑓瑠

�s&è。´"ûÉÆÑ�ðèX、zÕçÝ，Wæ ½f“«µ”�s|

®，QWYw¸ 、y$$Æ�F�、µÝíí。íÂê“«µ”ÀWÔu

Öë，wd¹hÉ6d¸[±，ÀW"�s¸ y$，1Qíw�Y�C；wÊ

³tß$,6ÉdÛ2，w�,6Éjã²�d©ç。

�]g"，wÊd�5�CÉ"í�4$îI，w�5�CI$t©，�

wÚ�-!、²÷¸C、«µùI$rP，qqse。Q《IÍÉ5X》Y

wÊÒôßÉ"dW) #^，t©�ùorPd"oÉ¾|T，³w£d3

�|L£Á$�5�CdÑU�¹。

¸õ，wÊ¾�Z#^Ts�]o《IÍÉ5X》g"z[îI&w�o，

=�s�c，³&w�化。VÆ《A¬áÏ�X》�,É“6Ð�ã”，《ÊÉ

(X》�1!hÉ“��5ü®”Y，sY�“�5�C”Iêt©[�c。

°�（Ú�）-!Y“�5�C”[� oU，ê¾wÊ|Û#^Tsf"

�，VÆ《²ÏÄ�X》ðr“Ú�”dI，er>Ú�dPY“�æ�p，]�

LÇ”；《%á#�X》R£ô“®Ì#6�s，w4o$I，»q|zõ�

Ú”；《OºáÝÉyX》TWr“�¢LÇdS，}v"華”dX，“.$#^”，

§�“fw�Â”。êsj《IÍÉ5X》ü<，WrÚ�d) [�|j�5

�Cd³É��。

Ú�dÿ，wÊr>@^¸±，óÆ±ß^，(íûr�5�Cdû。ê¾

《IÍÉ5X》Tðr，³w|Û#^&w�化：Æ《A¬áÏ�X》Wr~/

¸±Qwg°�æîI>�[À，·Æ"6L�。e�É6AÇ²�®[6、

÷、IùY，�h�.v ±g，ûÉõ，×ßY[±dù�M|±，E�ûr

“²÷d¸C”；Ûe£ôÇL#AWk�Y6[¸±，LÇÁÉ[¯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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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瑠 vwÊ：《IÍÉ5X》，9¸],，( ２０７８—２０７９。



“±¸”。¾±¸[h#]，wÊs《OºáÝÉyX》ðrÉÆ|6、6,jÉ

,=üd *；《jîoÓS》eh#,、É,j6,�=ü，Eí�5�C。

Û[《²ÏÄ�X》ew$，̧ ± ¾ÉêTÄÄvÁ，] »|r，ðm±

r，;I“́ ùdù”“́ HdH”“́ CdC”[�h化Ý。Ýnd， Éû�

5�C，�~ Ã°�æ，w�æ¯ö±r，ZQ»±rEâd�，Ös化Ý，Ä

�Æ±ß^[WUÝ÷。iß，sY�《IÍÉ5X》̧ ±I�Æ±ß^Id

�Ö�1。

《IÍÉ5X》“«µ”IYwÊ�Éê~ì�#V]ðr[ÔuÖë

 *。Û¾|Û#^T�ßf�Ö�"：Æ¾《S?�ÍÉ�X》øÔuÖë

[~Ó4$Ñ34：É6[±（rEg±）)Ô�，ãnd}（Éê[ãA）)

Lë。¸õ，¾《²ÏÄ�X》T，ÛwKL“r´~”dI$“ÔuÖë”[

W¸©»，¾ß©»�，́ "m�m¢¦k�k¢dû，s^ÔuÖëd}。

《S?�ÍÉ�X》ew$《É`》k�k¢dûgwí�ÔuÖë，YÀsÈ

õÉ6gÂ�â»�，¾>5 �âT(ýüìû�q，|ãA�sÈLë。

ÔuÖë_YwÊ²÷¸CITÉ6ðm±r[¿ð，|《TO*Ïû�X》

WrÉ6[±ÄÄ[æ» *ÀYßîV，,6É��5�C[|TüU©

ç_¾sß。´"ûÉõÆÑ${³Å，É�ÆÑ�k，æuª½«µ，Ô

ë�z。

®áõX~X[y�S，»wÊ“�5�C”É"[.y`åÍA$¢R

[��：ßÉ"5h¾|æ|ùí�Égû[《IÍÉ5X》Æ#�ðr，y/

rÊ³[ö"~�。X|.y��uÍ¾æ|íìÉ[《²ÏÄ�X》Y

n，7#ðr“Ú�”I，³r>»|rwI¸±d化Ý，eWr“r´~”$“Ô

uÖë”dW¸v»；yß#{\]�L>“�5�C”É"[ÑorP。Þw

Ê《IÍÉ5X》ru，eí�¨，�æ|ìíÉU£、Pì®$wÊÉ�ûX

õ¦d¿，Û§jì®}"å“�5�C”d"。zæ|ùíüÉgû《%á

#�X》，wÊ*�)é|Ú� *；̧ Égû《TO*Ïû�X》�ð�ûÉ

*¸，eWP¯l、鄺î、£L(Y,6É�Yü¬�Ád~，³hÔuÖëY

É6[±ÄÄdæ»v»，ß#�Ó¤²÷¸C、�5�C、«µ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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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Xæ|ùíìÉ，wÊ¾《A¬áÏ�X》WrÈõK~dÉssÎ

õL，j,É“6Ð�ã”，mfðr�5�CdI；e;r�p�¬，(�$

É，)ðÚ�dI；=��MAÇ<I<ùQ�d±，E�ûr“²÷d¸C”。

»ß#{�Mm“�5�C”É"dt©�Ú�、*¸ÑorP。zÍæ|ù

íùÉ)，wÊ《ÊÉ(X》�~!hÉ“��5ü®”，³wßû$¿NÉê

¸�dÒv，mÒ¾)o“�5�C”d"。|�æ|ùí�ÉÀ¾《IÍÉ5

X》Tmfðrw“�5�C”$t©，w°�-!、.û¸±、«µùrP

$oUd#�É"~�。

td，�É"~ìmd，wÊ“�5�C”É";rûÉcÚ�w-!。1

Q�M[±，û²÷¸C，6,jÉ,½üò。Æ±ò�X，J»|rw*�h

化Ý，óÚ�j±¸#�^ü。WXw“«µ”（ÔuÖëd}）�sV'

d®，óÉê~ì¼s¸ y$。Ú�-!、²÷¸C、«µùIY“�5

�C”É"d) j+，÷5wÊf³�edzAÉm；Û³tß$,6Éd

Û2，w�,6Éjã²�d©ç。Q�É".y��md，»wÊ“�5�

C”É"~�Àæ|íìÉd《²ÏÄ�X》n，̀ �ìícÉdìí.y，

Æ¾《IÍÉ5X》T#�ðr。X®´"“�5�C”dt©，»Í¾æ|ì

íÉ（õwÊ0íù1）�jP、£ì®¯¸|"，Q�æ|ùíìÉmfð

r，³¾ìícÉ®WÀ)é。“�5�C”É"íwIYwÊü�W) dÉ

"~�，�A¬ÄÛÀ0íù1�qÉdÉ"r>。

三、 自成面目詩論之價值

　 　 （一）針對擬古之弊

wÊ《IÍÉ5X》]fw�êú#V：“u�d$É，ÛfV：�ü6d

"，·5�Á，QW:|d。Æ«\¬É，»�sjÄd，äYwOR；«\6

É，e�sjd，bYVýR。”瑓瑡êYwÊðr]�g�“Ú�-!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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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瑡 ¸],，( ２０７８。



1Q�m¬¿XcLBLr>ûr[��。“�ü6d"，·5�Á”ì'Yt

�BL�T6�7�.e"Âdç±，ôVQn，XcL¬Ä4T8Àt�4

=»�$�Õ。Þ《mZ·#�+》：“……T8ü$d$，|·"h#�^Â、

É�²kQ�，É´Îm，s!�j�4=»。”瑓瑢4T8j)4=»，¾wÊS

�Àôsådüm。

wÊ“Æ«\¬É、»�sjÄd，äYwOR”ù'J��¿XcL “#

qo«，Éq��，bY�wM”瑓瑣[ö"±L。|{wÊÍ¾《TO*Ïû�

X》ÀIå“�¢dM，�Çå.m´û�N。+mm¬¿û，?�«�d�

¾，Q[±Wô”[À，瑓瑤|“m¬¿û”“?�«�d�¾”d]ÀY�BL�

“#qo«，Éq��”d��，y《IÍÉ5X》êù'�YwÊ�ß "![

)é。

“«\6É，e�sjd，bYVýR”ü'»t�¿XcL��«�\

®dr>，VÆÑ"mÀtIå：“¤É5��s�，|ÁL�，�£L%X，T

®4、Gì®……y"m�ê�、u~，fýsì®，��Ä、��v6，QL

ûqá«�*d。”瑓瑥Òm�Hd�~ëP�â，RÀYwÊgnd“«\

6É”。

@^wÊþ*Ú�、)¸[Ém，Ûdgw��BL�“�ü6d"”Y

“d”、“«�\¬É”Y“äYwO”、“«�\6É”Y“bYVý”，Jç$¾Û

S�，êsY¼�OÉMdc，W��p]�LÇ�æ，¼�¸z°�w-!，

�YÎü6d"、ü¬¦ü6dÉ[��，áyW廣。Q=õLYHõL¬ü

6¦ü¬dû,Q¼q¸f|±，yeft~¸±d|，E《TO*Ïû�X》

gW“?�«�d�¾，Q[±Wô”[æç，êsôs“äYwO”（VÆWO

�ûÉ½�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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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瑣
瑓瑤
瑓瑥

>r�Y�，X&^Oã：《mZ·#�+·4T8》，� ２８５，Ó ４，( ３１６１。sÖ《ìí0
Z（À'!）·mZ》（#$：µ#ÿr+®�f¡N>，１９７５É），t) ４６—５０Ó。
>r�Y�，X&^Oã：《mZ·#�+·4=»》，̧ ],，( ３１２９。
vwÊ：《TO*Ïû�X》，9¥4，«�Æ,：《vwÊ�Æ,》，Ó ６，( ２０６０—２０６１。
Ñ"m�：《Kü�X》，Â¥4《B�》� ３４，《"&#ÐÑîÒ$S》（#$：#§,-
&S'，１９８６É），Ó １２６７，( ３０２。



　 　 （二）力避淺率俚俗

wÊ《IÍÉ5X》"z“«µ”dIõ，t{：“……'d黄AÖÀ，Õ

�Ë$，5»�ð5r， 8f«µ�s|®。b¸îï¸ ，'fð{，

§�w$�ñF�、µÝííR。”瑓瑦|T“'fð{”Yt�ÈõV$[É�。

ôVQn，ÈõN&��)ÔI，e“{cÀ”，瑓瑧ó|Éüò($-�d�，̧

ôN&�[)TM（１５７０—１６２４）_��H�d|，|《*�dÉX》：“�|X

R，�d�¡Ö(Â，Ý´Ws，±´Wû，¼¼ûBQ.，WB+>，QÉMe

øZN。”瑓瑨“¡Ö(Â”“Ý´Ws，±´Wû”“ûBQ.”Y，í9ß�å)j

.[°，Wo($dß6，|TÈL}ÎzÔIYï$#V[��。F®�

《Ð�É�Ô+》T�ß�����：“l、4dÎäü[，²�d#6Æsn¨

",y°，þ-.[，w@/HõXëdZ，|ý6N。%ÿ�r，±¼åm，s

Y01ô2，Ì(N�，¢y÷3，�華[÷。”瑓瑩F¥5h�¸w)LM

（１５６８—１６１０）$�[N&�fÓmBL�Hõd|[ý4，XN&�uR±

¼åm，ó“01ô2，Ì(N�，¢y÷3，�華[÷”，�]sÈ��。wÊ

ðr“«µ”，r>ÔuÖë，mYt�ÈõÉ;V-dZQ.。¾ÛS

�，W�Ú�，�æW�，�hìÂ±L“'fð{”，=�w$“µÝíí”Í。

Àßí¨，wÊd«µ、Ú�-!dI²m]míbÚ“V-($”d|。

　 　 （三）抨擊幽深僻冷

]#�n�，wÊ《IÍÉ5X》T“îï¸ ”Y�Èõ¸� 5ü0É

�d��。¾ÈõÉ�T，½¥�grd“�¸ûÚ”，�*“û)”“û6”“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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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瑧

瑓瑨

瑓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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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其創獲之初，亦嘗覃思苦心，尋味古人之微言奥旨，少有一知半見，掠

影希光，以求絶出於時俗。久之，見日益僻，膽日益粗，舉古人之高文大

篇鋪陳排比者，以爲繁蕪熟爛，胥欲掃而刊之，而惟其僻見之是師。其所

謂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

之鬼國，浸淫三十餘年，風移俗易，滔滔不返。瑔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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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嘗試調和明末清初各派而超脱唐宋之争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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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順之論文，與前後七子雖同屬復古，但一主秦、漢，一主唐、宋。他反對

前七子祧唐、宋而直入秦、漢，而主張由唐、宋而窺西漢，再由西漢而上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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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門文學之科，以建立“千古一脈”之文統。……在“法”的問題上，他雖

也主張“守繩墨，謹而不肆”，但極力反對前後七子獨守尺寸，而强調“時

出新意於繩墨之餘”。瑔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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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錢謙益抨擊格調派的擬古主張，而鼓吹宋元詩以後，打亂了獨尊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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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的統治，有於盛唐之外取中晚唐者，有取宋元者，又有折衷唐宋者，一

時詩壇陷於混亂。在這種混亂之中産生了一種傾向，這就是自成一家

的思潮。就是説，希望發揮各自個性的思想蓬勃興起；遡本追源，這可以

從明萬曆年間公安三袁反抗王、李擬古派而提倡性靈説求得其端緒。

至康熙中葉……主張不將目標特别拘泥於唐或宋或元，一切按照個人

所好，形成各自風格，以吟詠個人性情爲宜的人逐漸出現。首先發出這

一呼聲的，是蘇州的葉燮。瑖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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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ÔuÖëv»¹hÉê~ì，qq�e；|æ»CÒY“�5�C”。íw

I，wÊ¾¿û£L8、̧ ûlsfðrºæBLHõ、N&V$、½¥¸ d

3R;5ðr�Hd(È。Û;r�p�¬，�^m¬jÊÄv®v�dR，

ÞWd�，_W«�，>5�u“ã�ã�”d->，Y��eR�zµ[dd

;½>。wÊ³w“�5�C”$,6Éê5ÀdÛ2，w�,6Éjã²�

dö"FÞ。ißÉY|É"dzµ�]Ög¾。

四、 佩蘭自成面目詩論與嶺南地理位置及
文化傳統之關係

　 　 （一）嶺南位處中原甌脱之地理位置

øO#化Þfzµ�ç*�5�C[+=，êjøOd÷ö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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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¹x、(\¦d《�m廣IZ》{：

廣東位於中國的最南部，北依逶迤的南嶺，南臨浩瀚的南海，南嶺（又稱

五嶺）是廣東最主要的山脈，横亘在粤北和湖南，江西兩省之間以及廣

西的東北部。位於粤、湘交界的石坑崆山，海拔 １ ９０２米，成爲廣東的最

高峰。由於五嶺萬山重疊，在地面上把廣東、廣西和中原分隔開來，所以

在中國歷史上，兩廣又稱爲嶺南、嶺表、嶺外。古代的陸路交通很不發

達，崇山峻嶺是一重天然的屏障和界限，影響了廣東社會經濟的發展，

直到唐代，嶺南還被看作化外之地，或者叫做瘴癘之鄉。瑘瑡

í¨øO[÷öw+Ùá�K，|$�[0ø（E¦ø、�?ø、eóø、f

gø、sEø）YøOWr [áw，<á)3，Îw¾÷�]âøOjT©d

ôïÅhY。Ç、(ì¥�$，_ÀsßÅh，øO�Lw���¬，__ t

$化ÿd÷。|{W(�¬，·�ÊTqJw¿，øO]YjT©»$Åh，黄

§�《øOaõjøO#化》ÀI：

百年以前，廣東尚屬一幅邊徼之地，很微弱地接觸到一些中原的文化，

雖然文化落後，然人民生活簡樸，古風尚存，同時因其沾染中原人士之

氣習不深，故嶺南士夫，得免於中原人士浮靡之氣（袁子才來廣東，黎二

樵聲其罪而攻之）。近百年來，海禁大開，因海運與通商關係，廣東驟然

臻於繁榮。瑘瑢

黄§�ßSr+süÈîüÉ，ÛgI[“5Éw¿”sÈsM�ìíüÉ

（１８４１）*ê，QM�ìíÉ（１８４０）�ìíìÉ（１８４２）J®À.�Í)ü�i

I7*，KJ_ÀßY。黄¥�$，¾ßw¿，øOªYjT©�$Å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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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瑡
瑘瑢

Ç¹x、(\¦rD：《�m廣IZ》（廣�：廣I6ar+N，１９９３É），( ６。
黄§�：《øOaõjøO#化》（�V：aõ#化r+N，１９４１É），( ５５。



hQ，_çßóøO6jwT©d·Á¼�，�/�¨，L�Î¬。øOù®

dü[£d3_·øO6ç÷öw+��，["�ÎjT©W¸[m!，|

《〈øO0�É(〉X》{：

五嶺之南，山川盤鬱，别爲結構，廣州其都會也。西江發源滇桂，道牂牁

數千里，與東、北二江彙而南入於海，於地理家爲南龍之外支，不與中土

山川同其流峙，故其人大抵尚閒逸而薄聲利，每於天下所趨者，必居人

後，而所自守者，亦往往執而不移，地氣使然也。瑘瑣

d3Wr¾÷ö]，øOáºWjT©áº¯�Ì，gwøO6�²�d±Î

__¶sT©6dX；QøO6g�9d]Öm，e�3QWH。d3�$ê

YøOß÷áºg*[°Áµ5。

À]S�，ÀsøO[Ùá�K，jT©Åh[÷öw+，óøO6÷5

jT©6sãd�/·2�#化�$。Qßsã~/¾ÉêT，_óøOÉ

6÷5ãsT©[É�：

lsf《k$�W·,É》{：“I,6ÆW�，mw ¾øK，W$T©V

*·Álw，yÎ¬L�Ä。”瑘瑤êYE�“ü¬mã”[ÊÄÉ;mn[�"，

í4�f¬Ä[。《,IÉK》[D�Ô,�（１７４８—１８１１）_{：

粤東居嶺海之間，會日月之交，陽氣之所極，陽則剛而極必發，故民生其

間者，類皆忠貞而文明，不肯屈辱以阿世，習而成風，故其發於詩歌，往往

瓌奇雄偉，輘轢今古，以開闢成一家言。其次者亦温厚和平，兢兢先正典

型，不爲淫邪佻蕩之音，以與世推移。是則廣東之風也。瑘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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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瑣

瑘瑤
瑘瑥

£d3：《〈øO0�É(〉X》，sÖ¥4，�émÆ!：《j�Ï�》，《.û》，( ８９１—
８９２。
lsf�，[Ç¥!Æ：《k$�W》（$Â：T華S>，１９８２É），Ó]，� １１，( ２５１。
Ô,�：《〈,IÉK〉X》，9¥'}，£´�Y�ö，4�_、£´mYN：《,IÉK》
（廣�：Tá�r+N，１９９９É），Ó]，( １５。



Ô¥·AWrøO6¶øK，Îånd®°Á�»]dÁ[|*，çßsm�

Q#m，W>PHwo�，³·5�Î。ß �Î.$Éê，§÷5pÝC6，

{ãÇLdÉ�，Éû��5ü®。ÛehøOÉT，Eó� üY�_Ôë

�z，wøO~�$Î，W$È��~q@dÉ，³�w]ì�sYøOÉ�。

Ô¥]�“,I¶øKd®……wY�5ü®n”dIP|{Y¯Zvw

Ê《A¬áÏ�X》dIP，7X{：“ÇK~dÉ，s±·Î。�,ÒT©�

�，6Ð�ã，.|[±，)á、�lQÿ，áò|üR。”瑘瑦ÎÂ¾wÊyCT，

øO÷öw+Y��øOÉ��5�C[�ÑçÞ，MÏwÊ�ðr“�5�

C”É"，RÈjêU÷öçÞs�。1üçnd，øO÷öw+ÞjT©s

ã，yÉ"r>_ÈjÌü�，êRíwºlwÊ《IÍÉ5X》Tgn“Û,

66�5�C，W¾²��Ád~”[ðP。瑘瑧

　 　 （二）嶺南自成面目之文化傳統

ÚÍøOÛÜ÷öd��ÿ，wÊ�{ã�5�C[É"~�，]jøO

gfd#化+=f�。øO#化T，j�`rE³És��，�A¾w�î(

�Ä/r�5�C[Ûù：

　 　 １． 禪宗

2ãÀ�¹F�（６３８—７１３）zã，5$Ta1¢) �¶。F�Y�¬µ

�（Ç廣IÌµ�ö）6，|¤L}|]h$《�¹;`》。�sF�zã2ãd

5À�|��廣�dçÀ，r&Ê《廣;#化c�》"ovA$� ，áTí¦r

F�gz2ã��ãü®、�5�C[©ç，w�jwÊö"dsïÒ。r¥

{：“F�[2�ö"r>�ä，³b´éí�，��c�，|{Y�AM���

0，QÎs|ë0¹}�[。Û[ö"îÞYÏ®�.ã，Û¶Y《A]`》、《Ï

®`》、《'�`》Y。”瑘瑨íÂF�d�äö"J�AIp、O��õd¸�M�

（３５５—４３４），Ipd¸��0（３８４—４１４），0¹}�（６０１—６７５）；³î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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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瑦
瑘瑧
瑘瑨

vwÊ：《A¬áÏ�X》，9¥4，«�Æ,：《vwÊ�Æ,》，Ó ６，( ２０６４。
vwÊ：《IÍÉ5X》，9¸],，( ２０７９。
r&Ê：《廣;#化c�》（廣�：廣I¸Y¢'r+N，１９９９É），( １６４。



`》、《Ï®`》、《'�`》d UQ÷5ö"。《廣;#化c�》e{：

惠能的禪宗吸納了自在解脱的道家思想；又接受了儒學主觀内省的心

性學的影響；也不拋棄天竺佛教的輪回説；强調孝是成佛的根本，勸人

改惡從善、多行善事、濟世益人。……惠能開創的一代新禪風，成爲影響

中國世道人心的一股不可忽視的思潮，還影響到日本和東南亞各國。瑘瑩

»¨F�d2ãW´ÝÒM�、�0、}�Yv¸�，w�《A]`》Yv1`

�I，]�»M®、��、²s1¢Yv®rE，�5ü®；êjwÊ�5�CI

T“ácè�，~¨XK”w�“�æ�p，]�LÇ”瑝瑠[°�-!ö"mÁ

sï。

v�?《"Ta�`rEkHdø》{：“2ãwW4]n、Wã#V、·

W!y、Â[51$¢U，ük1¢d;�。Xß�m®，�、1Ù^，8�ß

n。”瑝瑡&p©n1¢þ*²³t}，F���|��，zãuµd!ß1¢2

ã，Y�X��m®�1Ù^d��，��廣�。|��s廣I，��$a�I

jY÷；³5$øO#化�5�C+=[)  534。W´Æß，2ã��

��£é^dVNy�。

　 　 ２． 心學

£é^（１４２８—１５００），VN~，E{_，廣Iµ"6。ç¶廣IVNÕS

P，6�ÕS~�，zã“ÕS��”（e�“VN��”），Yzm¬“y�”d~

¨。ÕS;r“:ä”“*vÛy”，|I{��F�2ãrE[��。jÕS

¸õdq�ÐÎv（１４６６—１５３８）ÀWr“ÕSd�u2”，瑝瑢7um《£ÕS|

6|�》üSTÐrÕS�I[í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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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瑩
瑝瑠
瑝瑡
瑝瑢

¸],，( １６５。
vwÊ：《IÍÉ5X》，9¥4，«�Æ,：《vwÊ�Æ,》，Ó ６，( ２０７８。
v�?：《"Ta�`rEkHdø》（]K：]KLMr+N，２００６É），( ７３。
ÐÎv：《ÐIÜ#�》，9黄ã§4，Íá�!Æ：《m��È》（$Â：T華S>，２００８É
R-!），� ４，( ６６。



１． 顔回、曾點所表達的“自然”；２． 孟子的“勿忘勿助”；３． 老子的“自

然”；４． 莊子心靈的解脱與“道”的觀念；５． 陶淵明的田園生活和對自然

和詩的愛好；６． 惠能的“無心”之説與禪學方法；７． 邵雍的“觀物”學説；

８． 程顥的“自然觀”與“天人合一”思想；９． 陸象山對心與宇宙關係的理

解；１０． 《中庸》的“誠”與“和諧”觀。白沙綜合各家學説，開出“心”的創

造觀。瑝瑣

|T)� �cÀY“F�[‘́ y’dIj2�(P”，�$ÕSY“�^Ð®

�I”，÷5VNy�。Fßwß，ÕS�Ð®dRQ5�®dI，_muF�

zã2ãõ�pLÇ¦I*÷5HId10，RYwÊ�5�CIT“�æ�

p，]�LÇ”[°�-!�Á。

ÕS�Id!\Y��，j2ã{ã，X|efýP2ãdÒ，³÷5�

5�C[ã�。P8Ü¾《T©#化[O�j廣I�`rE[.y》ü#�]

£ÕS{：“Taö�，zÍÕS，hXÄzÍ¾[ÝË，Q|JscÅWû，j

ãÃ�$M[¯?，d$ø�w¢SRº.G�æ$~Å[¾¿g¾。”瑝瑤�

$ÕS�I¾Taö�Z]Y¾¸ÝËd¬Ä，÷w?h；³�|�IT)t

cÅ，³wÃ)��ºû$MU�XYç*，YøO�`¾¿d Ug¾。/

¬µ�®¬Ädü[�í;�·AMrÕS�I��ü jã¾¿：

獨立者，無所依賴之謂也。明儒陳白沙先生曰：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

自信吾，唯自信者，能虚懷以求真理。一切皆順真理而行，發揮自家力

量，大雄，太無畏，絶無依傍，絶無瞻徇，絶無退墜，堂堂巍巍，壁立萬仞，

是謂大丈夫，是謂獨立。瑝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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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瑣
瑝瑤

瑝瑥

7um：《£ÕS|6|�》（#$：Ê<#化IÖf¡N>，２００３É），( １７９。
P8Ü：《T©#化[O�j廣I�`rE[.y》，《Ta#化"¾：ìÏ#ÿ》（89：
Ta�N，１９６７É），( ５８。
�í;：《í;] 》，9;xÝrD，�ËïbrD，�Ëï、"K�、l9bY�ö：《�
í;$�》（�«：$¢'r+N，２００１É），� ４，( ３６６—３６７。



ê “.G�®;ß”“#´F_”[“jã”¾¿，íwIYÕS�I“�v”d

�[W¸¾¿，RíwI�æ��5�C[�Ñ。®�ÞøwÊ《A¬áÏ�

X》g{ “ÇK~dÉ，s±·Î。�,ÒT©��，6Ð�ã，.|[

±……”dI，瑝瑦jds��，À"./wÊgr>“6Ð�ã”[“�5�C”

dI，mjÕ�d“jã”¾¿sï，_íwIYß ¾¿d¯Z。

£ÕSeÁwy�"É，¾Èõ���，|《�¸LÉ�X》ä：

……自唐以下，幾千年於兹，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黄、陳，其餘作者固多，

率不是過。烏乎！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

之不以贊毁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辯得

失，不爲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瑝瑧

ÕS�$4Õ、G~、黄SÁ、£ëMghYÉ;®，|û�{7，XRfWÎ

dÒ，WûÓ《É`》[ûA。ÛWr， ÄßûA，½¾.±õ.û�h±g

QWÁ&��，À²hd\QWJj$�s^；¾çþ~ì]，g$É½Ó

^ù©0b、¦¶¬¼v�[�®¾¿，RÀYÉê ¯9�M。wÊd“

«µ”I，)tÉê~ì½Ó^Ôë�z，|ÂºmjÕSs^。ÕSä：

“Éd{，ÉdôR，-Û±yhrd。”瑝瑨êY;r.û�hQrd¸±。w

Ê�M|±[“²÷¸C”I，_mjÕSß4)..¸±dIs^。wÊÉ

ûÀf“�YÕS�¢�”d'，瑝瑩»wÊz{ÕSdIíwEÂ，Î|��R

í�h。Ñ@]oÔuÖë、²÷¸CìImYwÊ“�5�C”I|TÑo

rP，wÊÎÕS�I�5�C¾¿��R¾±öd~。

　 　 ３． 《易》學

øOd《Â》�/0，�m¬n��：£ÕS[¤L�®�（１４６６—１５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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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瑨
瑝瑩

vwÊ：《A¬áÏ�X》，9¥4，«�Æ,：《vwÊ�Æ,》，Ó ６，( ２０６４。
£é^：《�¸LÉ�X》，Â¥©4，!ïK!Æ：《£é^�》（$Â：T華S>，１９８７
É），Ó]，(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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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Â》�ë，�¥Y廣I§?wxs（Ç廣�È§?�µº）6，m}Pí

�É（１５０５）1s，[�OÂd3ÎS、,3ÎS、�3ÎS。Û¸õYö�Ã

®，��“wx~�”，《Â》�4ûf《RBLÂ`+`é》í�，Ç�W+，�

+Xn。l|°（１４９８—１５５９），廣IÃù6，tëá�®�，mmDíìÉ

（１５１７）1s，[�|3rI。4f《¢ÂÊ》ù�。âü&（１６０２—１６４６），廣I

Ãù6，m²�cÉ（１６２７）ô6。Ê2O�，¡Om�3Ù(>rI，9-�。

?R �，k¿�3ÎS。4f《MÂ}ùÈÃ》ì��《ÂZ》（ÇW+）。

|T��p[Y£pt（１６０３—１６４７），廣IõD6，$£d3Ýþ，O

me��Éô6，廣Iùmdü，́ xos|WX»¿�3ÎS。4f《Â"》

íì�，X¾£d3�ö|ûQõ��¬ü�，��Ô,�（１７４８—１８１１）),

ptÉ#�õ�$3�+。???

pt《Â"》5h/¾��+，XÛ+£èí�¤L，¾Èõ�X����

。|N6~nÏ《¿�3ÎS£Ü$~�+》�pt“P《Â》、《É》，¢£½

ä56，X~r|N�ä>6”，???ÎÂpt《Â》�+£��d。~¥_�

{：“�½áÎ《MÂ》、《ÇÉ》，�Ha´ìÊ，8�NR。”???Ha（１６３９）�ì

Ê（１６４５）̄ �cÉ，RÀY~¥ápt�《Â》ÄcÉdA。pt_YøOù

®düPÅ[Öë，Åtn：“;í�áNÎ《MÂ》、《ÇÉ》，Nä�;

#，h$í¢。”???í¨ÅÎ|Öë����，Å4f《)áÂÿ》cíü

�， �$“¾�d�”，???ÑZ�《PÅ〈)áÂÿ〉/0》üSWr|]

Ö{：

屈氏在前人《易》學的基礎上，運用了象數、義理兩種不同的解經途徑，

形成其兼説象、數、理的治《易》特點。而其篤信圖書，不合於清初辨僞

７６１試論梁佩蘭“自成面目”詩論體系之價值及其與嶺南文化傳統之關係　

???

???
???
???

???

F±ÂÔ,�：《),〈£Ü$~��〉跋》，9£pt4，l+8Æ,：《£ptÉ#�Æ
,》（廣�：廣I6ar+N，２０１８É），( ４８１—４８２。
~nÏ：《¿�3ÎS£Ü$~�+》，9¸],，( ４２６。
¸],，( ４２９。
PÅ：《õDèIÜ$£N+》，�Ä、lÌ±rD：《PÅ$�》，Ó ３，《)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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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又偏重象數，顯示漢學漸興之趨向，凡此均可結合當時《易》學觀

之。故吾人不妨視《翁山易外》爲屈氏一家之學，而備清初《易》學史之

一説，亦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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