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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詩壇風氣

具 宏 一一*

明代中葉以後，前後七子的擬古運動和企安，竟陸的反擬古運動，相績而

起，各領風騷數十百年，晚闊的詩l宜，更隨著當時時代思潮的繁值多樣，而

顯得生氣勃勃.不但在當時爭奇們膀，而且也引起後世熱烈的討論，為中國

文學批評史寫下嘴爛的一直.

筆者在拙著「清代詩學初操」中曾說:

當後七子風靡天下之時，文思主「刻，切成風，高口一響人 i臣和臨摹古人之餒， r見

人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會見者，則極話之為野路詩J，這種偏;1):股風氣連後

七子的繼承者也覺察到了，像李維棋就說過「做古人調格，摘古人字句‘豆豆 Ji~f餘 i';J;-，

誠可取厭」的話，而歸有光蛇年罵王世貞是妄庸巨子，楊顯祖探出李夢悶， 李空在i摳，

王世貞艾賦用事出處及l曾被漢史唐詩字面，故意使主世貞知道， 都可有一If文風遞變

的消息.大約在萬曆年祠，反對提古者到處都是，如山東的于1其行 (p[~而，公安的

袁氏兄弟，竟瘦的鍾惶，譚元春一皆各據→隅，先後異口同聾的攻懼而後七子.

此所謂「天下亡秦j 者也. 而卒能摧陷七子j疑古派之陣壘者，則不恕不推公安派與

竟[安派 1)

這是說明|阻明丈壇的大概情形跟一般討論明代文學的人，並無差異.一般人

對七子，去安，竟陸這三個流派的論詩主張，也大致有相間的看法:尺尺寸

寸位古是向， 主張「丈必秦漢， 詩必盛唐J; 而公安， 竟|凌則標舉世靈，

反對模擬?主張幅所欲言，不拘格套.犬致說來，這種說法並不錯， 但是，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1)參閱拙著「清代詩學初探」第一章第四節，頁五囚，學生書局再版本.



C 6 8 J 東亞文化 2，1軒

f度使我們稍為用心去比對這三個流派各家的論詩主張和交往情形，就會發

現，他們各派之間，並不一定勢同水火，敵如泳炭.或者可以這樣說:岡一

派別的作家，主張不見得一致，而不同派別的作家，右時朕反而有相同的見

解 3)

筆者試以公安ì)ic袁氏兄弟為例，來說明這種情況.生說公安派和七子擬古

派的關係.袁氏兄弟是去安派的中堅，攘袁宗道「自蘇1，~集」卷十的 i)去來

l且母舅之往太原序」一‘文說:

宗道兄弟三人游于者Il門， 得與海內士大夫往遷， 二三名流俱不J;J、超越庸挖見棄，

{往前附之大哥拉之林，其友之相習者，戲謂店平一斤黃亦白萃，何得出繭三人?蓋謬

w商l閉幕蕉，自我兄弟，而不知點化鍾鑄，皆房氏惟學先生力也.

可見袁氏兄弟的文學根抵，得之龔惟學的點化，而去安縣志卷六云:

(豈是)仲敏字惟學 少有俊才， 博覽群書‘ 萬曆癸商學于;那. 所為文規泰藻

漢1 昱人風氣為之一變， 目後旦中始有文章起家者，皆公發其端

「規秦背漢J，正是七于一派的主張.袁氏兄弟得之於聾'11~學的?無撓的，

正是七手緒論.

歷來研究卒夢防詩論的人，都知道前七子的李夢陽雖然以復古自命，眼文

學創作猶如目前摹古的旦是他晚年在「詩集白序 J中，去p引用王校武的話說:

去詩者，天地討然立音也.今途身手T打巷摳，勞神而康吟，一H品市室和者，其真位，

翔之謂風也子L于曰，-禮失而求之里去. J 今J真詩乃在民間. 而文人亭子，顧往往為

在自言， 調主持.

文中女 r~;3 三三的計I frF 有自行主之意:

卒于開之 11:~ ，ld_!~1 冊"3于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 止1之情主事而

:r:之詞多者也..

2) 前者如前七子中之李夢陽與何景明，後者如支宏道與王世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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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和後來接謙益「王元昭集序」中所說的:

( 69) 

背有學文於熊南沙者，南沙、教以讀「水滸傳J; 有學詩於李空同者， 空間教以唱

「瑣南枝J.

如出一轍，足可證朋李夢陽阻年重視民歌的一斑.蓋明代中葉以後，民歌非

常發連，引起文人的注意.馮夢龍即偏有「掛枝兒J I山歌」等書. 李間先

「詞諱」中也說:

有學詩文於李腔啊者，自旁郡而之作省. 院桐教以:若似得傳唱鎖南技，則詩文

無以1J!l矣. ...... fJ1J大復繼至1下省 w;酷愛之，曰: í時調中狀元也. J 

看了這些資料，我們再回頭來看看袁古道為他弟弟袁中道詩集寫的序文「紋

小修詩J : 

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71日， 且在欲廢焉而不能， 雷同則可以不有;

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悶悶

婦人孺子所11昌「擊破玉J í打草竿」之類，猶是無闊無識真人所作，放多民主主.

和他於「答李子需」中所說的:

管代無文字，闊巷有具詩.如沾一壺酒，偕君聽竹枝.

哥拉們就可以發現:袁宏道的說法，和l李EEt陽契若針芥.另外，我們也可以在

袁中道「游商葉山記」等丈l扣，看到l真詩乃在民間的說法. iJljl使認為這僅僅

是個偶合的話，筆者還可以舉出其他的證據.譬如說，萬曆三卡年，鄧雲霄

重刻李夢陽的「空同于集J，卷首有序， 除了引用「真詩在民間」的說法之

外，還特別提到參與投刻工作者插景升:

是役也，講君景升校做半載策研作者心苦. 景升雅著詩，名傲江左，其欲皈依

正覺，則j街余志也夫.

站景于l 本名潛之桓，就是袁氏兄弟的摯友，也是公安派的成員之一.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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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袁氏兄弟有些見解‘和李夢陽相(以‘絕非偶然 31

袁EE道兄弟的論詩主張， 和前七子的李夢間有相1rJ處， 和後七子的王世

貞，也一樣有相叫處.

日本松下忠在「袁豈逅的性靈?扎， 41 I袁宏造性靈說溯源J5) 等論文中，以

為袁宏道對七子派的「復古」之說，曾經給于部分的肯定， 而且認為袁宏道

和王世貞二人的論見，並非針鋒相對. 他說: I在主張詩丈須有性靈;詩文

的演變與發展;對白居易與蘇軾的私淑;對詩文的具體評論等方面，兩派之

間， 尚有許多類似的主張. J6) 他官臨歹u了袁， 王二人的許多論點5 加以說

筆者以為怯下忠的說法，大體上可以信從.譬如說:王世貞「余德甫先生

詩集序」有云:

(德甫)歸，因 J)、梭，于它念無所彼之， 金益搜關心酌，冥迫于愷喔JiNI詣孤注之

旬，為于院所嘉賞，然于階遂不得I而有.先生其叉稍段， 運斤弄丸之勢，往往與自

1it.丸之斗 7) 
于 k、、仁，.

「李!l/ft何次公墓表J中，也說何次公雖然「不接究經休汀，但是「發為聲詩，

真寫性晨，不關為藻J，還不口袁宏道所標學的性靈之說， 是相合的;王世貞

「藝苑巨言」卷四說七言絕旬 I盛唐主氣 I中i站唐主意J， í然各有至者，

未可以時代論優若J，這和袁安道「釵小修詩」的「代有丹降而法不相沿，各

極其贅，各自古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若論也」諸語，也是相合的;王

世貞晚年推崇白居易， 11在1間 B) 和袁宏道兄弟的一的主張，更是柱合的.昕

3) 李夢|湯 IrI息表fibF」云: I詩者， 感物造端者也. "'J 詩話， 祖「梅月先生序J

所說的「情者、 助于連者也|一段話， 不口袁氏兄弟的老師季瓷、所寫的「雜說」

一文， 也f真有足相發問之處，

4) 松下忠「三三去;三fI GS 佳謊話J，見日本「中國文學報」第九期，

5) 松下忠 r:z走去泄。性~JTIl殼的萌芽 1，見日本「東方學J 第十九明 李漢)G:!中譯，

易題為「玄宏道t~'j)，~說bO!1書(j，今從之;見 「古代文學理論研究首要干lij 第六Îl~.
6) 同注五

7) 兒王世貞「安門、H~U人積稿」岔五十二.余德甫，名田德‘ 與張佳l乳等人為「後

五子J.
8) 王世貞著「藍色苑尼言」時，認為元輕自俗， 對白居易有不屑之意， 1昆主戶五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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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筆者以為松下忠的說法，大致可以信，從.

c7 1 J 

但是，松下忠也有一些意見，筆者以為仍然大可商權.例如他在「袁宏道

性靈說MJli原」一文中m 這樣說:

政們不能把這個現象，簡單地解釋成是由于王， 袁生活的時代的接近，或當時的

風尚使之如此.至少應當看到在當時的文爐上，對李攀龍要比對王世貞更為推崇 9)

李攀撞死於陸慶四年(一五七0)，當時袁去道三歲;此後二十年，亦即萬曆

十八年(一五九0) 王世貞去世時，袁宏道二十三歲.這陸期間， 正是王世

貞頓:rffl丈i宜的時期，他的聲望，在當時應已凌駕李攀龍之上 10) 所以，在高

l替年間，李攀單是否比王世員更受時人推祟，是大成提間的.而袁宏道，王

世貞論見之相似，事質上，正是當時時代風氣的影響.或許，松下忠、太過於

重視作家個人之間的一些特性了.

以上諭列公安振興七子擬古派的關係，接著，我們來看看袁氏兄弟和竟陵

派鈕，哥等人的交往情形.

袁5Ej董兄弟是公安人~巫惶 f哥元春都是竟腹人，籍貫同樣屬於當時的湖

廣布政司，今日的湖北省.不i旦地緣接近，而且，鍾惺是袁安道摯友雷思需

的學生，同時是袁中遁的同年. 鈕惺曾經為袁宏道的全集的過增定的工作，

而譚元春也會應袁宏道後人之請，為袁宏道的韻集寫過序文.至於袁中道與

竟隨派的1日係，更為密切.他在「花雪賦早 IJ 中有云:

子與中郎意見相同，而未免修飾i;(避世醬. 豈獨才力不如，膽亦不如也.友人竟

陸鍾伯鏡(教〕意與予台，其為詩清綺還逸，每推中郎， 人多喝脅之. 自伯鏡之立于

向白，而推中郎者愈來.湘中周伯孔意叉與伯鏡及予合. 伯孔與伯鏡為向調，皆有

絕人之才，出塵之韻，故:其)jí<J中無一酬應俗語. 于三人誓相與宗中郎之所長，而去

其主巨.意詩道其張于楚乎!

顯然是引揖惺為同道了.另外，袁中道的兒于袁祈年也曾經去開稱許﹒譚元春

以後，則力求元白風格，於蘇軾則備致推崇，輯右「蘇長公外紀」十卷， 立論

與公安派相似.

9) 同注五.

10) 參閱任訪秋「袁中郎研究」下編「年譜J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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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詩. r小袁幼稿」中有兩首五律，題曰: r謝過明寓中讀譚友夏詩偶成J. 其

一: r非因破萬卷，下筆自然研. ......J 其二， 全首抄錄於下:

愛女文章好，詢之乃少年.

丰神都覺贅，錦繡巴盈篇.

不學慚元丸， m宣言敵鄭玄.

誰知三戶楚，偏有才如懼.

可以看出對譚元春詩才的賞愛之情.

從上面的論述宴，我們可以看出來，七子，公安，竟蹺三派之間，在交游

情形和論詩主張等方面，立不一定勢岡水火，有時候反而有類社;、前地方.這

些地方，祖寫作家個人之間才1生學識的偶和契合，固然可以，但筆者絕以為

細究起來，不能不承認有時代風氣寫乎其間.

朱弄尊「靜志居詩話J 有云:

嘉靖七子之i哎，徐文長欲以李長古體草草之，不能也. 湯義仍欲以尤，楞，詣，陸

體變之，亦木能也.王伯穀.王承父，居長卿駐送有這言，然寡不敵眾. 自袁(日修

出，服習香山，眉山之結撰，首以白，蘇名齋，既善事其源， 中郎，小修繼之盆揚其

夜，由是公安派盛行.

這段話說明公安振興起的經過情形，筆者以為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丈

中說公安派先導徐惰，湯顯祖以至屠隆等人?提出與袁氏兄弟相間的反擬古

的主張，想要改變丈壇風氣，都於事無擠，而袁氏兄弟卸能侈順利成功，主

要的原因是徐， 揚之時， r算不敵眾J. 所謂「寡不敵眾J， 正是說明彼暐時

機未到，正是說明時代風氣對丈學思潮的影響.

試想:當公安阻起之時，正是王世貞晚年自惜，歸有光，湯顯祖交相指斥

之際;而竟段代典之日， 也正是袁宏道悔其少作， 袁中道痛斥公安末流之

時.這筒中原因，細究起來， 實在說， 也不能不說是有時代風氣寓乎其間，

因此，本文擬就時代風氣，對晚明詩壇的流派之分，門戶之爭，提出 4些粗

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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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J古道「致江進立」云:

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

「世道自覺」一語， 正可說明的5月的時代環境， 比起以往， 已經有所不間.

蓋明代中葉以後，政治問暗，黨爭激烈，越到後來，越是百病叢生，積重難

返.但是，相對於政壇的[項吼，國勢的陸夷，貧富的不均，晚明的城市經濟

卸極為繁榮. 臨近學者大多以為當時很多城市， 已具資本社會雛型. 像北

京﹒南京﹒蘇﹒怯﹒常﹒揚等地，不但是人文著萃之地，政治文化中心，間

時也是商業經濟的重鎮.謝肇制「五雜姐」就說嘉晴，萬居以來是江南蘇

怯等地;最繁榮的時期，而葉德jhli 「書林清話j 更指出，明代f-~刷業非常發達，

不但書「可私刻J，而且「刻工極廉-，江南和福建等地，已經流行銅活字印

刷.可見當時手，輕工業發達的一斑.

我們知道明代讀書人，喜歡自命為女人，文仔以刻書相酬贈，所以在印刷

業發達之後，刻印故購置，都要方便很多，加上當時交通便利，促使女人的

東笠，更為症的，所以，崇前去年間， 徨社在蘇州開會， 即有兩三千人赴會;

復社中人反對阮大鎖， 在南京大貼「防商L公揭J ， 列j名的即有好聽省人士，

這些都非經濟繁榮3 交通便利，不能辦否1].

在這種政治黑暗，經濟繁榮的環境要3 思想界和文學界自然就容易產生的

歧多樣的面貌.像玉學左派當時說應運而起.他們排擊程朱理學，不以孔于

之是非為是非，對儒家傳統抱著懷提態度，主張率i生而行，從而肯定了市民

階層的欲望.這種思想上的改變，促使晚明文人更易於肯定自我，更易於捨

藍而過新， 更易於接受小說， 戲曲和民歌等等通俗文學 111 而一些才大氣

11)見任訪秋「關于袁中郎和他所倡導的文學草新運動」一文， 任氏「中國古典文學

論 7毛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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鈍，有膽力霸氣的人，也不免要紛的各立門戶， 自張張‘旗鼓了. 七于的抽

公安，竟腔的興起，莫不與此大有闌係.

關於晚明思想界對當時文壇的影響， 歷來討論的文章， 已經很多，所以，

它雖然原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之一，阻，為了避免冷飯化粥立議，法不贊諭.以

下只提出結社風氣和地域觀念二項目寺代風向3 來說明晚明詩擅何以黨同伐異，

識見分歧的原因.

論晚明詩堪，不能不談結社風氣.筆者在「清初詩學初探 中，官連這樣

說過:

原來明朝時， 不管是政治舞臺上的官吏， 或是社會上的知識分子， 者þ好給黨社.

仕富者結黨來互相;吸引，排除異己，而社會上的議書青年，也把結社當成文人雅事.

認為J方面可以學習制藝，來揣摩風氣， 一方面可以以文會友，來揮交知己.前後

七子，公安，寬度之關起詩壇，皆兵社盟有牢不可分的關係 12)

試看明史文苑傳李攀龍海:

諸人多少年，才高氣銳，互相標榜，視當世無人.七才子之名指天下， 學龍持論

謂文自西京，詩白天寶lF下，俱無足觀，於本軟獨推李夢陽. 諸于為然和立，非是
則認為宋學.

「五相標輯u r諸于翁然和之」講話，可以說明他們何以結社的目'[~他們的

結合，固然有的是由於見解一致p 志趣相投，但木可否認的p 也是古於他們

需要使北標謗，五相鼓吹.叉團為他們幾乎都是「才高氣銳」的少年3 血氣

方閱日，看法容易改變，所以結合容易，分道揚嘴也容易.像使七子之於謝擦

即是.明史文苑博謝據傳云:

李攀寵，王世貞至在結詩J吐，捧為長，攀龍次之. 及攀龍名大;哦，樣輿論生平，頗

12) 同在一，第一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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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翁責，擎龍遂胎書絕交.世貞輩右攀罷，力相排擠，削其名於七子之列.

可見他們固然易於互相標榜，但是也同樣易於彼此話說.我們比較他們的論

詩主張，與他們的分合，事質上，並無多大關係.像謝樣的論詩主張，和其

他後七于中人，雖有小異，大體上部是一致的，可是他就被「有Ij其名於七子

之列J.

謝國禎「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j 中說;明末「大江南北，結社的風氣，猶

如春潮起上，應運勃興. J 1文有文社，詩有詩社J，幾乎無地無之. 這種風

氣，結合了當時思想界的開放3 城市經濟的繁榮，印刷業的發達等等，使

些才高氣銳的青年p 更甜甜結社會友， 欲以角逐文壇. 明史文苑(專袁宏道

傳云:

宏道年十六歲，為諸生. f!jJ結社城南，為之長.間篤詩歌古文，右聲旦中 13)

可見袁古道年僅十六3 旦時口結社，而且自任社長了.萬曆二十年，他二十五

歲時，又於故里結「南平社等到高曆二十六年，他三十一歲時， 又在京

問:城南崇國寺，和友人江itt科，黃知耳 謝肇制等人， 成立「浦挑社J. 山;這

還是就可考者，略舉一二而己.由此可見，當時社盟之盛!

袁r:þ道曾說F 袁宏道像李蟄一樣r 是有1官方識力的人 15) 這種有膽力識方

的人，在社盟中，自然容易居於領導地位.袁宏道如是，李攀撞﹒鍾惺等人

亦莫不如此，他們隨時隨地可以結社，號召同道，聲氣相求，不但可以互相

標膀，按此鼓吹，萬一起到立場不同的人，還可以同心合力鳴鼓攻之，他們

的門戶之爭，話常「起於識見之歧J ， 而「成於意氣之激J，明明詩壇的一

些爭論，大致都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

袁宏道在「與張幼于J 的信中， 就說自己為了反對擬古的風氣， 一不肯惡

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矯枉之過J. 袁宏道是公安派的中堅，值的說法如此，

13) r公安縣志」袁宏道傅，則謂宏道十五六歲結祉，白為社長.

14) 同注十.

15) 見袁中道「河雪齋近集」下珊， r花雪賦予 IJ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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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派的論詩主張，容易掏於門戶之見，也就不言而I做了

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蝙J 說得很清楚:

一解穿者，以誨人率為游資，後遇一高于與對誨， 至十數子，朝lf耶倫之日，此教

師棋耳!詩文立門庭，使人學己，人一學即似者，自詞為大家，為才于，亦藝苑教

師而已.高建禮﹒李獻吉﹒何大復﹒李于鱗﹒王元美﹒鍾{自敬﹒語支夏所尚具抖，

其歸一也.緯立一門庭，則(旦有其間格，更無性情， 更無興會，更無思致， 自縛縛

人，誰為之解者 16)

吳偉業「太倉十于詩序」說得更明確:

I挽近詩家好推一二人以為職芯，聽天下以從之，而不探惟誠流之得失‘布識慨然，

思主盡其弊，乃告警排華，書以加往昔之作者， 而豎儒小生，一言偶合，得J故而~Wf於

其上，則又何以清焉? .ê[J以那那王公之集觀之，其盛年用意之i'p，讓吉司司也響，前斐

抹之殆盡，而〔兔歲陷然自放之論~表而出立，以為有合於道﹒制申頓側，取快異

間，斯可以謂之駕論乎?

是正是對手之安?竟使跟前發的.其實，那一個流派也都不可避免此一弊端.

蓋結社立派，鮮有木黨同伐異者.

四.

明代文人頭為注意文學興地域之間的關係.唐順之「東川子詩集序'J 有云:

區北之音慷慨， 東南之音柔婉， 蓋背人所謂繫水土之風氣.....若其音之出於風

士之固然，則未有能相易者也.

還是誰明地域和文風的關係.王瞋德「曲律」中亦云:

小曲掛枝兒，即打豪竿，是北人長技，南人每不能及.

還是說明南北文學，各有擅長.徐學說「明丈授讀J卷三十六「二盧先生詩

16) 此雖是論模擬之非，但亦可移之以論現代結社風氣. 王夫之大加排擊，七子，竟

傻，而不提公安，此清初風氣如此.毛先舒『詩辯垃J ， 錢謙益「初學集J r有

學集J，朱葬尊「明詩綜」等等，類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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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序」也說:

夫大江南北， 其諂俗之不相為用， 豈不稱較然哉!其發立為星空詩， 大都北主迅

爽，而南人則論其粗，南主婉麗而北人則超其弱…-﹒南北人亦何相笑之有?

可見明代女人論文談葛，每每有地域觀念貫乎其中.這種風氣和當時社盟

的成立，關係密缸公安，竟鹿二派都是以地名派的，其也如 11草山詩派」

「太倉十子」等等，也多以地名仗，可以窺見當時的時代風氣.去安﹒竟陸間

屬湖北， 這兩大討 IR同時並起在湖北一地， 宜在令人注目，也宜在令人訝

具.筆者以為這可能是受到李貴航城龍湖講學的影響，以及和袁氏兄弟，錯

譚宜遊交友切區的結果，此不具論.這甚要談的是公安，竟l安二派他們本身

對此的看法.

袁宏道「按小修詩」云:

而或者站以太霞病之，會不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 {且恕不遂，何露之有?

且

袁中道「談成集序」也說:

楚人之文，發拇有餘，蘊籍不足，然直讀胸臆處，奇奇怪怪， 錢與晶[h相九派同其

吞吐.… e 近日楚人之詩，不卒，字是生盛唐， 楚，人之文，不宣言法秦漢，而頗能言其

意之所欲言

他們兄弟二人的意見，都是說公安派的直搪胸臆3 質直踐露，正是他們「楚

人」的本色.楚人本色是否確貴如此，暫時不論，但由此正可看出他們的地

域觀念來.鈕，惺一樣是「茫人J，他也一樣強調地域. 他在「向山享詩序」

中說:

今稱詩不排再生李于鱗，則人爭與之，猶之嘉隆間不步趨于鱗者， 人句子，具之也.或

以為著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也，

叉在「與金陸友人信」中，標韓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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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郎友夏，楚之才子也 比於不依十倍，而風流又倍之

從這些地方，者1\可以看出公安，竟使二位.殷殷以「楚人J 白居.

另外，袁中道「答王天根」云:

來街云，義仍(即湯恩頁祖)推服楚才，以為不可當，然耶?楚中後笠，復有EE人，

詩文清遠絕邁，義仍或未及司也.

前文也引過他的「花雪賦予 IJ ， 說他為了斥責公安末流， 而引噩惺為阿道，

並下結語說: r意詩道其張于楚乎 j 在在都可以看出， 他們地域觀念的濃

厚.

上文說過，後七子李攀龍，王世貞，謝擦等人，始則互相標榜，後則分道

揚鏢，王世貞五十歲以後p 自悔少f芋，立論大異從前，反而接近公安.同樣

的， 公安派在袁宗道， 袁宏道相繼去世之後， 袁中道也頻頻修正自家的主

張， 對所謂去安末流大力口批評 17) 反而引鍾惺為同道， 袁中道在「花雪，賦

引」又說:

子兄中郎憬肌即不喜近代人詩，由淺易而沈深，每歲輒一變.往年自棄中主試歸，

語于曰:我近日始生日作詩. tzll前所作，譯家謂之語忌十成， 不足貴也.故今華嵩游

草諸詩，深厚:1進藉，有一I唱三款之趣 18)

這樣立論，真是「自打嘴巴J，於去安跟大犬不利. 所謂「由淺易而沈深-，

「深厚蘊草缸，豈不就是為寬廣派的幽深柔厚之說，下一注腳l嗎?至三安之衰，

竟使之興，於此可以窺見消息.

17)例如袁中道在「中郎先生全集序 中就說: r﹒‘先生之功於:Jlfrj為夫矣至

;於一二學語者流，粗知趨向，文.!!li:先生少時偶爾率易之話， 教w學步.其究為

僅俗，為織巧，為莽蕩堂先生之木旨哉 1 J 
另外. r答須 E華J 中一也說..' í昔李且書法， 謂學我者拙，似我者死.不曾於

中郎之詩亦然.至於未有中郎之才之學之趣，而輕效其空軍，似尤不可.

鍾惺「與玉梅恭兄弟」亦云: í國朝詩無真初盛， 而有與中晚， 員中目兌質勝

假初瘓，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學江令(按，即江盈科進之，哀宏道好友)一派

詩，便是假中r跤，假宋元- 九」皆可參考.

18) 萬曆三十七年，袁宏道四十二歲， 這一年因主試秦中， 袁宏道脅到長安數月，

並遊奏中名勝，所作後來輯為「華嵩遊草J. 莖竿，袁宏道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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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後來等到竟陸風靡天下之後，袁中道又引鎮謙益為同道，希望

一起去排擊鍾譚等人.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中，有這樣一段話:

小修文革:告余﹒杜之秋興，白之長恨歌皆千古絕調， 文章之元氣也，楚人

何知，妄加l評竄，吾與子當昌言擊排，點出手限，無令後生墮彼雲霧.

所謂「楚人J ， .自然指鈕，譚而言， 不包括自己在內. 這種分分合合，自悔

前作，黨同伐異的現象，和當時的結黨立社好立鬥戶等等時代風氣，正好是

一體的兩面，五相關係，五相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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