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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的詞本事考證與 

宋代詞學生成之關係* 

宋學達 

〔摘 要〕 

判斷詞學的生成，應有兩方面標準：論述態度的嚴謹性與詞之文體的獨立性。

探討詞學在宋代的生成問題，僅將目光鎖定在理論批評上是不足的，還需要將古

典學術中的考據學傳統納入考察範圍。宋人對詞本事的考證，即考據學傳統在詞

學生成問題中的表現，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對具體本事事實的考辨；

其二，對詞調本事的彙集整理。通過梳理本事考證的發展，並與理論批評的發展

相參照，可以看出宋代文人的詞學意識從朦朧到清晰的過程，以及詞學從一般雜

學中分離出來，成為「專門之學」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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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詞學是關於詞體文學的專門學問，其生成並非與詞體的成熟同步，而是遠遠

晚於詞體的定型。探討宋代詞學的生成問題，必須還原到真實的宋代學術語境中

去，由此，我們必須首先回答一個問題：詞學對於宋人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 

誠然，「詞學」二字在宋代並非一個具有確定性意義的學術概念。絕大部分

宋人僅有模糊的詞學意識，並無明確的詞學觀念。因此，在概念層面探討宋代的

詞學，必須將詞學二字的內涵還原為最簡單的狀態，即「有關詞體文學的學問」，

否則若以清代乃至近代的詞學觀念去衡量宋人，只能得到「宋無詞學」的結論。

在此最簡單的意義上去判定宋代詞學的生成問題，也就是探討作為古代學術研究

主體的文人，是何時以及如何將與詞體文學相關的問題，作為一種專門的學問來

看待的。而根據「有關詞體文學的學問」這一內涵去判定詞學的生成，應該有兩

方面的標準：第一，學術態度的嚴謹性；第二，詞之文體的獨立性。 

夏承燾（1900-1986）〈唐宋詞字聲之演變〉云：「詞之初起，若劉、白之竹

枝、望江南，王建之三臺、調笑，本蛻自唐絕，與詩同科。至飛卿以側豔之體，

逐管弦之音，始多為拗句，嚴於依聲。往往有同調數首者，字字從同；凡在詩句

中可不拘平仄者，溫詞皆一律謹守不渝。」1此論即可視為對詞之文體獨立的論證，

唐代「詞之初起」時，詞體文學尚「與詩同科」，而到了溫庭筠「以側豔之體，

逐管弦之音」，詞體作為一種文體便已然具有了獨立地位。詞體在唐末五代時期

便具備了獨立的文體意義，因此我們對宋代涉詞文獻進行第二重標準的判斷便比

較容易，只需要判斷具體涉詞文獻是否以詞體或詞作為討論中心，而不是依附於

詩文、經學等話題。而以第一重標準去衡量，則需要回答一個問題：宋人視何物

為學問？中國古典學術的內容，依照現在的標準大體可劃分為理論思辨與考據校

讎兩個方面，先秦百家爭鳴、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等等，都表現出極強的理論與

思辨意味，而以考據學和校讎學為代表的所謂「實學」，更是中國古代源遠流長

的學術傳統。回到對宋代詞學的探討，藝術批評等理論性話題固然佔據重要地位，

但宋人對詞本事的考據和辨析同樣不應被忽視。 

在宋人詞話中，本事類文獻佔有絕對比重，以《詞話叢編》所收錄宋人詞話

                                                 
1 夏承燾：《唐宋詞論叢》，《夏承燾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2 冊，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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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為例，《詞源》之外的十一種詞話著作2總計三百五十三則詞話中，本事類的

數量在二百二十則左右。詞本事，即對詞作或詞調的創作、創製背景及傳播接受

相關的事件進行記錄的文字，屬於詞學文獻的重要內容。而由於古代傳播條件的

限制或本事書寫者本人的問題，宋人詞本事所述事實多有舛誤，甚至存在完全捏

造的現象。與此相伴相生，對舛誤與捏造本事的考證與辨析，也就逐漸興起。宋

人對詞本事的書寫態度從不嚴謹走向嚴謹，書寫方式從隨意走向系統，這一進程

中正暗含著詞學的生成過程。 

二、詞本事考證的發展 

宋人對詞本事的書寫，最初是抱持著與軼聞掌故相同的心態，即所謂「有聞

即錄」。這導致書寫者對本事的可靠性並不十分在意，即使是對詞本事的書寫具

有一定刻意性的詞話專書，所記錄的本事事實依然難免異說甚至舛誤。如楊繪

（1027-1088）《時賢本事曲子集》，其編撰與成書和蘇軾（1037-1101）有著密切

的關係，3然而其中對蘇軾詞本事的記載也出現差錯。如「孟蜀後主」一條載蘇軾

〈洞仙歌〉「冰肌玉骨」一詞，敘其本事云： 

 

錢塘有一老尼，能誦後主詩首章兩句，後人為足其意以填此詞。余嘗見一

士人誦其全篇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來暗香暖(《類編草堂詩餘》作

「滿」)。簾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亂。 起來瓊戶啟無聲，時見疏

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來，只恐流年暗中換。4 

 

對於這一則本事記載，南宋胡仔（1110-1170）辨曰：「本事曲與東坡洞仙歌序全然

不同，當以序為正也」。5《時賢本事曲子集》是有意鼓吹蘇軾詞的，6然其述蘇軾

                                                 
2 計數含《魏慶之詞話》所附《中興詞話》。 
3 參朱崇才：〈《時賢本事曲子集》新考訂〉，《文獻》2000 年第 3 期，頁 110-123。 
4 〔宋〕楊繪：《時賢本事曲子集》，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5。 
5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卷 60，頁 413。 
6 吳熊和認為：「元豐初，蘇軾作詞尚不多，詞名未大著，《本事曲》可以說是蘇詞的最早鼓吹

者。」見吳熊和：《唐宋詞通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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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名篇的本事，不僅失實，更迴避了蘇軾的著作權，僅言「後人為足其意」。由

此可見，就算是刻意書寫的詞本事，也難以保證事實的可靠。同樣可以證明這一

點的還有同書中「南唐中主」一則，謂「吹皺一池春水」句乃「趙公所撰〈謁金

門〉辭有此一句」，而趙萬里（1905-1980）案語云： 

 

「吹皺一池春水」一詞，《苕溪漁隱叢話》引《古今詩話》以為成幼文作。

南唐書十一、花庵唐宋諸賢絕妙詞選一、草堂詩餘前集下（類編本一）引

《雪浪齋日記》並以為馮延巳作。宋嘉祐間陳世修輯《陽春集》收之，與

《本事曲》以為趙作者不合，未知孰是。7 

 

《時賢本事曲子集》之外的例子也有很多，如楊湜（生卒不詳）《古今詞話》載張

先（990-1078）〈碧牡丹〉詞本事： 

 

晏元獻之子小晏，善詞章，頗有父風。有寵人善歌舞，晏每作新詞，先使

寵人歌之。張子野與小晏厚善，每稱賞寵人善歌。偶一日，寵人觸小晏細

君之怒，遂出之。子野作碧牡丹一曲以戲小晏曰：（詞略）小晏見之，淒

然與子野曰：「人生以適意為貴，吾何咎之有。」乃多以金帛贖姬，及歸，

使歌子野之詞。8 

 

依此則本事所述，〈碧牡丹〉詞乃張先為晏幾道（1038-1110）所作，而《道山清話》

載此本事則為晏殊（991-1055）作。9夏承燾《張子野年譜》云：「綠窗新話引古今

詞話，以此詞為子野為晏幾道出姬作，當誤。」10故知張先〈碧牡丹〉之本事，當

以《道山清話》為正。《古今詞話》又載〈如夢令〉詞調本事，謂「後唐莊宗修內

苑，掘得斷碑，中有字三十二曰：……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11而蘇軾〈如

夢令〉（水垢何曾相受）詞序則云：「此曲本唐莊宗製，名〈憶仙姿〉，嫌其名不雅，

                                                 
7 〔宋〕楊繪：《時賢本事曲子集》，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 5。 
8 〔宋〕楊湜：《古今詞話》，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 23。 
9 〔宋〕佚名：《道山清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冊

1037，頁 656。按：四庫全書本《道山清話》此則「晏元獻」誤作「晏文獻」。 
10 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頁 181。 
11 〔宋〕楊湜：《古今詞話》，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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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改為〈如夢令〉。蓋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因取以

為名」，12胡仔認為「當以坡言為正」。13本事書寫的舛誤現象至南宋仍有一定程度

的延續，如曾敏行（1118-1175）《獨醒雜誌》載「當年曾到王陵鋪」一詞本事，14

屬之賀鑄（1052-1125），而稍早的王得臣（1036-1116）《麈史》則屬之李清臣

（1032-1102）。15 

雖然本事記載中出現的舛誤可能與古代傳播條件的限制有關，但通過上文的

梳理，可以明確其根本原因在於宋人最初對待詞本事的散漫與隨意，視之為無關

緊要的軼聞掌故。而這種不嚴謹的書寫態度正與詞為「小道末技」的「卑體」觀

念相合，體現出詞體雖已興盛，「詞學」卻尚未確立的事實。而種種舛誤與失實

本事的存在，也召喚著宋代文人對其進行考證與辨析，促使宋人對詞本事的書寫

態度由隨意走向嚴謹，萌發「學術化」的傾向。 

詞本事書寫的「學術化」，即書寫者待之以嚴肅認真的學術態度，或明其源

流，或辨其是非，或兼具二者。如張唐英（1029-1071）《蜀檮杌》載：「（廣政）

十四年春，周高祖即位，改元廣順。三月，宴後苑，放士庶入觀。時俳優有唱〈康

老子〉者，昶問李昊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故製此

曲。』」16其後張唐英作按語云： 

 

老子即長安富家子，開元中，落拓不事生業，好與梨園樂工遊。一旦家資

蕩盡，窮悴而卒。樂工歎之，因為此曲，又一名曰〈得至寶〉。光溥不知

而妄對也。17 

 

按語既對史料本身提出了辨正，又明確了〈康老子〉詞調的來源，是典型的「學

術化」書寫。類似的例證還可舉出釋惠洪（1071-1128）《冷齋夜話》通過敘述本事

                                                 
12 鄒同慶、王宗堂校注：《蘇軾詞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546。 
13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卷 39，頁 326。 
14 事見〔宋〕曾敏行：《獨醒雜誌》，《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卷 3，頁 3221。 
15 事見〔宋〕王得臣：《麈史》卷中「神授」門，詞首句作「去年今日王陵舍」，他句皆同。《宋

元筆記小說大觀》，頁 1339。 
16 〔宋〕張唐英：《蜀檮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4 冊，頁 240。 
17 同前註。 



 

188  文與哲．第三十六期 

 
 

排除關於〈虞美人〉（波聲拍枕長淮曉）一詞作者為賀鑄的異說、18吳曾（生卒不

詳）在《能改齋漫錄》卷 16 中對蘇軾〈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本事的考證19（雖

然考證結果並不準確）等等，不贅述。 

對內容不實的詞本事進行考證辨僞，或釐清本事流傳過程中產生的種種異

說，對於以認真嚴肅的學術態度對待詞本事的宋代學者來說，可謂一項重要課題。

然而，這種態度嚴謹的本事考證，並不能視為詞學已然生成的結果，因為這些書

寫並不符合本文開頭處所提出的第二條標準——詞體的獨立性。這些本事考證文

字都是散亂不成規模的，夾雜於其他記述之中，前文所舉例的《蜀檮杌》乃史部

著作，《冷齋夜話》、《能改齋漫錄》皆雜記式的詩話著作，詞作為一種獨立文

體的地位並沒有被體現出來。故其雖為學術，卻並非詞學。直到南宋胡仔的《苕

溪漁隱叢話》將前集卷 59 與後集卷 39 皆獨立為「長短句」，詞本事的考證才真

正體現出了詞體作為一種文體的獨立性。 

胡仔以學者身份書寫的《苕溪漁隱叢話》，本身便極具學術嚴謹性。王熙元

《歷代詞話敘錄》稱其詞話部分：「所錄多屬詞壇之瑣聞軼事、詞家之名章雋句，

間有辨證之語。其采摭舊文，凡引自他書者，皆揭其書名於首，如『《西清詩話》

云』等；其有出自己說者，則書『苕溪漁隱曰』，以資區別，體例甚為明晰」，

又云：「所錄詞家之軼聞名章，凡有誤傳之處，皆辨正之。……其有前人互異之

說而一時未能考定者，則錄以存疑，態度可謂嚴謹矣！」20王熙元對該書的提要，

一方面肯定了其學術嚴謹性，另一方面則指出其學術性主要表現為對「誤傳」與

「異說」的考辨。 

詞本事是《苕溪漁隱叢話》中涉詞文獻的最主要內容，其前後兩卷「長短句」

共四十九則詞話，其中本事占三十五則，多有考證性文字，且詳實有據。如「元

宗浣溪沙二闋」在引述《南唐書》所載本事後，辨「《古今詞話》以為後主作」21

之誤；又如「謁金門異說」，22與「馮延巳樂章」23引用《南唐書》所載「風乍起，

                                                 
18 此則本事陳新點校本《冷齋夜話》（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失收，文見《苕溪漁隱叢話．

前集》，卷 50，頁 340。 
19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 年），頁 479。 
20 王熙元：《歷代詞話敘錄》（臺北：中華書局，1973 年），頁 9。 
21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 39，頁 317。 
22 同前註，頁 318。 
23 同前註，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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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皺一池春水」之本事相配合，列舉《古今詞話》與《時賢本事曲子集》之異說，

雖結論「未詳孰是」，但列舉異說也是一種考證的方式。而其質疑可能出於僞託

的本事則更見功力，多以詞作本身之文本內證為依據。如駁斥楊湜《古今詞話》

所載蘇軾作〈賀新郎〉（乳燕飛華屋）詞為官妓秀蘭解圍之本事云： 

 

野哉，楊湜之言，真可入《笑林》。東坡此詞，冠絕古今，托意高遠，寧

為一娼而發邪？「簾外誰來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

竹」，用古詩「捲簾風動竹，疑是故人來」之意；今乃云「忽有人叩門聲，

急起而問之，乃樂營將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

花浪蕊都盡，伴君幽獨，濃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蓋初夏之

時，千花事退，榴花獨芳，因以中寫幽閨之情；今乃云「是時榴花盛開，

秀蘭以一枝藉手告倅，其怒愈甚」，此可笑者二也。此詞腔調寄〈賀新郎〉，

乃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後人不知之，誤

為〈賀新郎〉」，此可笑者三也。詞話中可笑者甚眾，姑舉其尤者。24 

 

胡仔以對詞作文本的分析為依據，指出其荒唐之處，進而證明《古今詞話》所載

本事為杜撰。再如「後主圍城中作詞」一則： 

 

《西清詩話》云：「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櫻桃落

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欄金箔，悵惆卷金泥。門

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余嘗見殘稿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

書耳。藝祖云：『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為吾虜也。』」苕溪漁隱

曰：「余觀《太祖實錄》及《三朝正史》云：『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

潘美等率師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乃詠春景，決非十

一月城破時作。《西清詩話》云後主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言非也。

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後主於圍城中春間作此詩，則不可知，是時其心豈

不危窘，於此言之乃可也。」25 

 

                                                 
24 同前註，頁 328。 
25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 59，頁 40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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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仔在此處對《西清詩話》所述詞本事的考證，結合史料依據與文本內證提出質

疑，並進一步申訴自己的觀點，可謂首開以史證詞之先河。而《苕溪漁隱叢話》

中最見學術功力的本事考證，莫過於有關蘇軾〈八聲甘州．寄參寥子〉的一則： 

 

東坡別參寥長短句云：（詞略）《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

始末不渝，每形於顏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略粗

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尋薨。羊曇為安所愛重，安

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

西州門。曇悲感，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因慟哭而去。」東坡用此故事，若世俗之論，必以為讖矣；然其詞石刻後，

東坡自題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東坡先生年譜》考之，元祐

四年知杭州，六年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則長短句蓋此時作也。自後復守潁，

徙揚，入長禮曹，出帥定武，至紹聖元年，方南遷嶺表，建中靖國元年北

歸，至常乃薨，凡十一載，則世俗成讖之論，安可信邪？26 

 

「詞讖」是宋代詞本事中極常見的內容，如王君玉（生卒不詳）《國老談苑》卷 2

載寇準（961-1023）「方年少得意」時作詞卻「意皆淒慘」，預示他「末年果南遷」，
27又如曾敏行《獨醒雜誌》卷 3 以「醉臥古藤下，了不知南北」為秦觀「卒於滕州」

的預言28等等。蘇軾這首〈八聲甘州〉雖無「詞讖」本事流傳至今，但胡仔在這段

文字中所駁斥的「世俗成讖之論」，在詞讖大行其道的宋代未必不存在。文中胡仔

首先說明詞作所用《晉書》之典故，以明確「詞讖」之說的立論依據，再以石刻

資料和《東坡先生年譜》考得詞作繫年，以蘇軾逝世距離此詞創作「凡十一載」

的事實有力地證明了「詞讖」的僞妄。 

胡仔寫入《苕溪漁隱叢話》中的大多數本事考證文字，即使用今天的學術標

準衡量，都可謂精審謹嚴、有理有據，集中體現了宋人的詞本事書寫態度由隨意

到嚴謹的轉向。而為「長短句」獨立分卷的體例做法，也表現出胡仔已然具備了

相對獨立的詞體觀。由此，《苕溪漁隱叢話》的前後兩卷「長短句」在態度的嚴

                                                 
26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 39，頁 322-323。 
27 〔宋〕王君玉：《國老談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37 冊，頁 643。 
28 〔宋〕曾敏行：《獨醒雜誌》，《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卷 3，頁 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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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性與詞體的獨立性兩個方面均已達標，可以視為已生成狀態的詞學。 

三、詞調本事的彙集整理 

考察詞本事考證與詞學生成的關係，還有一條更加明晰的線索，即宋人對詞

調本事的彙集整理式書寫。詞調本事，即填詞所用詞調的創製與傳播接受本事。

對此類本事的記載，唐代既有《教坊記》、《樂府雜錄》等文獻，但彼時尚處於

「樂府與聲詩並著」29的時代，詞調本事是作為音樂類文獻被載錄於史料，並沒有

突出其作為「詞」所依之「調」的特殊文體性質。至宋代，聲詩雖時有文人染指，

但終究不敵詞體，逐漸淡出流行歌曲領域。於是，詞牌作為當時詞體所依之律的

屬性得到了突出，其創製本事也成了文人的話題，逐漸進入了學術視野。 

詞調本事進入宋人的學術視野，最初的表現形式也是對具體事實的考證，如

沈括（1031-1095）《夢溪筆談》卷 5 云： 

 

〈霓裳羽衣曲〉。劉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羽衣曲〉。」

又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樂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

府節度使楊敬述造。」鄭嵎〈津陽門詩〉注云：「葉法善嘗引上入月宮，

聞仙樂。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都督楊敬述進〈婆

羅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進為其腔，而

名〈霓裳羽衣曲〉。」諸說各不同。今蒲中逍遙樓楣上有唐人橫書，類梵

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不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

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

孰是。30 

 

從內容及形式看，對詞調本事的考證與對具體詞作本事的考證並沒有本質的不

同，因此詞調本事在詞學生成過程中的獨特作用並不在此。其真正作用，乃在於

被集中書寫時，逐漸體現出詞體的獨立文體意義，也就是詞學從一般雜學中分離

出來，成為「專門之學」的過程。 

                                                 
29 〔宋〕李清照：〈詞論〉，見〔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 33，頁 254。 
30 〔宋〕沈括撰，胡道靜校注：《新校正夢溪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頁 63。 



 

192  文與哲．第三十六期 

 
 

對詞調本事進行集中書寫，必須首先具有一定的數量。存世宋人著作中，書

寫詞調本事較多的，有李上交（生卒不詳）《近事會元》、葉廷珪（生卒不詳）

《海錄碎事》、朱勝非（1082-1144）《紺珠集》、曾慥（？-1155）《類說》與王

灼（1081？-1160？）《碧雞漫志》。 

此五種著作中，李上交《近事會元》成書遠早於其餘四種，自序謂之「閒談

之引據」，且所敘多直接抄錄自「近史及諸小說雜記之類」，31可見其整體書寫態

度並不嚴謹。該書卷 4 載詞調本事十七則，書寫基本連續，與教坊、諸舞等音樂

相關掌故同卷，其中僅〈傾杯樂〉一則略有考證性質。同時，該卷並非純為音樂

類文獻專屬，其後有州郡府道設置等內容，其間並無明顯分界。由此可以斷定，

李上交並沒有將詞本事作為獨立的詞學文獻進行專門書寫的想法，更可進一步判

定，其對詞調本事的書寫意圖依然停留在對掌故事實的記錄上，與其他筆記雜書

類著作沒有區別。因而，《近事會元》雖有對詞調本事的集中書寫，但並不具備

獨立的詞學意義。 

其次為葉廷珪《海錄碎事》，32成書時間應當早於《紺珠集》與《類說》。該

書對詞調本事的書寫初步具有了彙集整理的意義，所書寫的十三則本事皆入其卷

16「音樂部」之「歌曲名門」。但是，《海錄碎事》同樣不具有獨立的詞學意義。

之所以這樣講，一方面是因為「歌曲名門」與「樂器門」、「琴瑟門」、「笙簫

門」等一同被歸入「音樂部」，詞調本事是被視為音樂類文獻書寫，與唐代《教

坊記》、《樂府雜錄》無異，都沒有體現出詞作為一種文體的獨立地位；另一方

面，該書在體例上接近兼收各類掌故的類書，「歌曲名」僅僅是其眾多類目中的

一個而已，並沒有被視為一種專門的學問，因而也就不能被視為具有獨立意義的

詞學。 

稍晚於《海錄碎事》的朱勝非《紺珠集》與曾慥《類說》，對詞調本事的書

寫則更為散漫，具體見如下梳理。 

朱勝非《紺珠集》33載詞調本事十二則： 

 

卷一，〈淩波曲〉，引《開元天寶遺事》； 

                                                 
31 〔宋〕李上交：《近事會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0 冊，頁 254。 
32 〔宋〕葉廷珪撰，李之亮校點：《海錄碎事》（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33 〔宋〕朱勝非：《紺珠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72 冊，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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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雨霖鈴〉，引《明皇雜錄》； 

卷二，〈霓裳〉，引《明皇雜錄》； 

卷四，〈菩薩蠻〉，引《杜陽編》； 

卷五，〈春光好〉，引《羯鼓錄》； 

卷八，〈烏夜啼〉，引《樂府解題》； 

卷十，〈水調〉，引《隋唐嘉話》； 

卷十，〈槲林歎〉等十曲，引《異聞集》； 

卷十，〈播皇猷〉，引《大中遺事》； 

卷十一，〈一撚紅〉，引《青瑣高議》； 

卷十一，〈憶秦郎〉，引《麗情集》； 

卷十三，〈霓裳羽衣曲〉，諸集拾遺。 

 

曾慥《類說》34載詞調本事十五則： 

 

卷一，〈霓裳羽衣曲〉，引《楊妃外傳》； 

卷一，〈紫雲回〉，引《楊妃外傳》； 

卷一，〈淩波曲〉，引《楊妃外傳》； 

卷一，〈雨霖鈴〉，引《楊妃外傳》； 

卷六，〈涼州新曲〉，引《開天傳信記》； 

卷六，〈紫雲回〉，引《開天傳信記》； 

卷九，〈如夢令〉，引《仇池筆記》； 

卷十二，〈霓裳羽衣曲〉，引《異人錄》； 

卷十五，〈謫仙怨〉，引《劇談錄》； 

卷二七，〈霓裳羽衣曲〉，引《逸史》； 

卷二七，〈水貂銀漢曲〉，引《外史檮杌》； 

卷四一，〈菩薩蠻〉，引《南部新書》； 

卷四三，〈浣溪沙〉，引《北夢瑣言》； 

卷五四，〈水調歌〉，引《隋唐嘉話》； 

                                                 
34 〔宋〕曾慥：《類說》，《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2000 年），第

62 冊，頁 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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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七，〈霓裳〉，引《西清詩話》。 

 

可以看出，《紺珠集》與《類說》中的詞調本事，不僅沒有在同卷中被集中書寫，

且引書十分龐雜，既有《開元天寶遺事》、《楊妃外傳》等小說家言，也有《羯鼓

錄》、《樂府解題》等專門的音樂類著作，還有相對較嚴肅的《西清詩話》。同時，

二書中皆有並錄同一詞調在諸書中的不同本事記載、且被分載於不同卷中的現

象，如〈霓裳羽衣曲〉。凡此種種，皆表明朱勝非與曾慥沒有將詞調本事單獨視為

一類特殊文獻的意識，其書寫明顯屬於「有聞即錄」式的漫筆雜錄。 

《近事會元》與《海錄碎事》對詞調本事的書寫，雖形式較為集中，但因其

書並非專以詞為話題，因而也就不能視為詞學。《紺珠集》與《類說》則雜收漫

錄，本身的書寫態度是否嚴謹都要受到質疑，更不能被視為詞學。 

在大量書寫詞調本事的宋人著作中，滿足詞體獨立性標準的，僅有被謝桃坊

稱為「最有學術價值」35的王灼《碧雞漫志》。其書五卷，王熙元敘錄云： 

 

卷首十二則為總論，論述古初至唐、宋聲歌遞變之由。卷二凡二十二則，

於北宋詞家，多有評隲，亦有記述詞壇掌故之文。卷三至卷末列〈霓裳羽

衣曲〉、〈涼州〉……凡二十九調，一一溯其得名之所自，及其漸變宋詞

之沿革。但據其傳授分明者，至晚出雜曲，則未遑悉舉。然其間正變之際，

猶賴以存其梗概，實考古者之所必資也。36 

 

既指出其學術意義，又點明其內容上最大的獨特之處，即將〈霓裳羽衣曲〉、〈涼

州〉等大曲或詞調的本事及考證集中書寫於卷 3 至卷 5。 

《碧雞漫志》本身即是一部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寫成的著作，如針對異說頗多

的〈霓裳羽衣曲〉本事，提出「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為易美名。其他飾以神

怪者，皆不足信也」37的論斷，列舉正史等資料為據，並分析《異人錄》、《逸史》、

《鹿革事類》、《開天傳信記》、38《楊妃外傳》、《明皇雜錄》、《仙傳拾遺》、

                                                 
35 謝桃坊：《中國詞學史》（成都：巴蜀書社，2002 年），頁 55。 
36 王熙元：《歷代詞話敘錄》，頁 1。 
37 〔宋〕王灼撰，岳珍校正：《碧雞漫志校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年），頁 45。 
38 《碧雞漫志》原作《開元傳信記》參於《碧雞漫志校正》，頁 46，當為《開天傳信記》。按：

《崇文總目》、《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此書均作「開天」，《郡齋讀書志》瞿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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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怪錄》諸稗史小說以及部分文人詩作典故中所謂「明皇遊月宮」故事的荒誕，

《四庫全書總目》譽之「一掃月宮妖妄之說」。39雖然王灼對諸詞調本事的考證並

非完全沒有問題，但「一一溯其得名之所自」的文獻意識，正是抱持以嚴謹學術

態度的書寫。同時，二十九則關於大曲或詞調的本事被集中書寫並獨立分卷，且

大多有考證，很明顯是一種彙集整理式的書寫。其性質與《近事會元》、《海錄

碎事》、《紺珠集》、《類說》有著根本的不同，詞調本事已經被視為具有獨立

文體意義的詞學文獻。由此，《碧雞漫志》同樣滿足了本文開篇處所提出的兩重

標準，與《苕溪漁隱叢話》「長短句」兩卷一樣，是已生成狀態的詞學。 

四、本事考證之於詞學生成的意義 

以往我們探討宋代詞學生成的問題，往往僅把目光鎖定在詞學理論的發展，

如龍榆生（1902-1966）在〈研究詞學之商榷〉中將「詞乃成為專門之學」的時間

點繫於實際成書於元代的《詞源》，40似乎過晚，同時此論斷源於龍氏對詞學「推

求各曲調表情之緩急悲歡，與詞體之淵源流變，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41的

定義，而宋代詞學的實際內容絕非此定義之外延可涵蓋。又如周聖偉在《中國詞

學批評史》中認為：「詞學批評在北宋已逐漸興起」，42又似乎過早，雖然北宋已

有大量的論詞文獻，但細究其文字及形態，則大多難以兼具詞體的獨立性與態度

的嚴謹性。要具體回答宋代詞學究竟如何生成這一問題，需要對史料進行詳細梳

理。 

宋人所書寫的理論性詞學文獻，從形式上講，無外乎序跋、涉詞書信、廣義

                                                                                                                             
本、袁本原作「開元」，〔清〕李富孫校訂「據唐宋藝文志、書錄解題、盧氏拾補改正」為「開

天」，見《藝雲書舍本郡齋讀書志》，《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第 2 冊，卷 6，頁 294。又趙士煒輯《中興館閣書目輯考》據《玉海》著錄此書，亦作「開

元」，然有按語云：「崇文目、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並作『開天』，『元』恐誤也。」，

見《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第 1 冊，頁 394。 
39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 1965 年），頁 1826。 
40 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94-95。 
41 同前註，頁 94。 
42 方智範、鄧喬彬、周聖偉、高建中著，施蟄存參訂：《中國詞學批評史》（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4 年），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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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話三種。43詞學史上最早具有一定理論性的文獻乃是出自五代歐陽炯（896-971）

之手的〈花間集序〉，然而其理論觀點多是我們站在後來者的角度總結出來的，

雖然我們可以就「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

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妖嬈之態」44等語句探討五代詞的文體功能，

但這些語句本身在文中只是對詞體創作環境的描述，並非理論表述。總體看〈花

間集序〉，可以說幾乎沒有直接的理論表述，通篇以描述為主。其後陳世修（生

卒不詳）〈陽春集序〉則多是對馮延巳（903-960）形象的樹立，對詞作的評論，

不過「思深辭麗，韻律調新」八個字，還是對馮延巳「清奇飄逸之才」45的注腳。

序跋中另有一類是針對具體詞作而書寫，有作者本人所作，也有他人書寫。這些

詞作的序跋大多為記錄本事，如李之儀（1038-1117）〈跋〈戚氏〉〉記錄蘇軾創

作〈戚氏〉詞的「一時盛事」，46也有少量對詞作進行評論的，如陸游（1125-1210）

〈跋東坡〈七夕詞〉後〉論其詞「天風海雨逼人」。47其中後者雖然包含可視為理

論的詞作評論內容，但這類詞學文獻與書信中的涉詞文獻一樣，數量較少，且呈

現為一種東鱗西爪的狀態。如此缺乏系統性的論詞文獻，自然無法在整體上表現

出詞體的獨立性。 

廣義詞話包括詞話專書，也包括筆記、叢談、詩話等著作中出現的話詞之語，

其中大部分為本事，具有文學批評性質的詞論也佔據一定份額。北宋的詞論，大

多數依附於「摘句批評」等傳統詩學批評範式，且很多並非純粹文學意義上的批

評。據筆者所見，最早涉及詞體的理論性文字，當為龔鼎臣（1009-1086）《東原

錄》中論劉潛（生卒不詳）〈水調歌頭〉詞，其文曰： 

 

劉仲芳（按：應作仲方）上曹瑋〈水調歌頭〉，第三句云「六郡酒泉」。

蘇子美亦有此曲，則云「魚龍隠處」。尹師魯和之，亦云「吳王去後」，

                                                 
43 周聖偉將宋代詞學文獻劃分為四類，其一詞話，其二序跋，其三論詞專文，其四「信簡、筆

記、叢談」中的涉詞文獻，見《中國詞學批評史》，頁 37-38。本文認為，如李清照〈詞論〉

等論詞專文、筆記叢談等文獻中的涉詞文獻，總體上都可歸入廣義詞話一類。 
44 〔後蜀〕趙崇祚編，楊景龍校注：《花間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頁 1。 
45 〔明〕吳訥編：《百家詞》（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92 年），頁 149。 
46 〔宋〕李之儀：《姑溪居士前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0 冊，頁 574。 
47 〔宋〕陸游撰，錢仲聯、馬亞中主編：《陸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年），

第 10 冊，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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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平仄與蘇同而音與劉異。嘗問曉音者，乃曰：「以平仄言之，其文稍異，

然不脫律，皆可用也。」律說，本詞之指法。余聞之師，悟治易者，各將

所見苟不離道之方，則不可論是非，餘經皆然。48 

 

此則詞話討論詞之平仄律度問題，指出「律說，本詞之指法」，即填詞須守樂律這

一詞體創作的原則問題，可以說是比較早涉及到純粹詞學命題的詞論。但是，這

樣的詞論在其同時代屬極少數。而就該則詞話本身說，其文末曲終奏雅，回歸經

學問題的討論，亦可見書寫者本身也並沒有比較明確的詞學意識。蘇軾之後，文

人評詞論詞言論開始增多，且在楊繪《時賢本事曲子集》之後不久便出現了第一

部「論詞及辭」型詞話——晁補之（1053-1110）《骫骳說》，然「其書似未刊行，

宋末陳振孫亦未見原書」，49其文字於現存宋人文獻亦罕見稱引，僅吳曾《能改齋

漫錄》卷 16「黃魯直詞謂之著腔詩」一則疑似出自該書，其文曰： 

 

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不具諸集，今載於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

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真唐人語，不

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

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蘇

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

「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是著腔子唱好詩。」「晏

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

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

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

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50 

 

寫作「論詞及辭」型詞話，在詞學的生成過程中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如果

這些文字真是出自《骫骳說》，從中亦可看出晁補之並沒有明確的詞學意識：首先

是立論的不嚴謹，「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乃晏幾道詞，文中卻錯屬

                                                 
48 〔宋〕龔鼎臣：《東原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2 冊，頁 566。 
49 王兆鵬：《詞學史料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428。 
50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頁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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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晁補之與晏幾道乃同時人，而將其詞作張冠李戴，足見散漫之病；其次是

論詞方式上，主要集中於詞作風格與字句優劣，未脫傳統詩學的「摘句批評」模

式。這兩點反映出晁補之論詞於態度嚴謹性與詞體獨立性兩方面皆未達標。此外

從傳播角度看，與軼文散見於多種文獻且「至南宋尚有傳本」51的《時賢本事曲子

集》相比，《骫骳說》亡佚之迅速，也說明時人對其不甚重視。雖然晁補之具備了

一些朦朧的詞學意識，但在同時代幾乎沒有回應者，說明在這一時代，文人士大

夫總體上並沒有將與詞體相關的問題視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這與本事考證的發展

情況是一致的，通過前文的梳理已知，北宋時期的本事考證，雖然具備了嚴謹的

書寫態度，卻並不具備詞體的獨立性。綜合理論與考證兩個方面來看，北宋時期

的文人，總體上只是略有詞學意識，詞學已經萌生，但尚未成立。 

雖然總體情況如此，但並不意味著不存在成熟詞學意識的個案。在詞集序跋

類文獻中，有李之儀的一篇〈跋吳思道小詞〉，當為第一篇具備較完整理論形態

的詞學文獻。其文首先標舉詞之本色論，認為詞「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

覺齟齬」；其後敘述詞史，對花間詞人、柳永（984？-1053？）、張先、晏殊、歐

陽修（1007-1072）、宋祁（998-1061）皆有點評；最終落在對吳思道（生卒不詳）

詞「殫思精詣，專以《花間》所集為準，其自得處，未易咫尺可論。苟輔之以晏、

歐陽、宋，而取捨於張、柳，其進也，將不可得而禦矣」52的褒揚上。李之儀這篇

跋文具有明確的觀點，論述思路也非常清晰，有前輩學者甚至認為「要比（李清

照）〈詞論〉立論高」，53因而其論述態度的嚴謹性是不可否認的，而作為「小詞」

的跋文，亦完全具備詞體的獨立性。 

但是，李之儀的這篇跋文僅為個案，距離下一篇宋代詞學理論著作李清照

（1084-1155）〈詞論〉的出現54也至少有幾十年的距離，如果單將目光鎖定在理

論性詞學文獻的發展，這篇跋文頗有橫空出世的感覺。但是，如果我們把以往在

詞學生成問題的研討中被忽略的本事考證考慮進來，則李之儀〈跋吳思道小詞〉

的出現，便具有了歷史邏輯。通過本文第一部分的梳理可知，在李之儀之前，本

                                                 
51 梁啟超：〈記時賢本事曲子集〉，見《詞話叢編》本《時賢本事曲子集》附錄。唐圭璋編：《詞

話叢編》，頁 11。 
52 〔宋〕李之儀：《姑溪居士前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0 冊，頁 580。 
53 彭國忠：〈李清照〈詞論〉價值重衡〉，《文學遺產》2008 年第 3 期，頁 69-76。 
54 關於李清照〈詞論〉的寫作時間，本文認同朱崇才「作於南渡以後」的觀點，參朱崇才：〈李

清照〈詞論〉寫作年代辨〉，《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6 期，頁 13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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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考證已然興起，《蜀檮杌》的作者張唐英生活在仁宗天聖（1023-1032）至神宗

熙寧（1068-1077）之間，《冷齋夜話》的作者惠洪則與李之儀同時，此外歐陽修、

沈括也都曾對〈霓裳羽衣曲〉進行過本事考證。雖然這些人與晁補之一樣，其詞

學意識並不完整，但是本事考證確實使得與詞體相關的問題進入了嚴謹學術的範

疇。由此，李之儀在詞學意識上偶然的先覺，便不再突兀而孤立。 

個案的先覺與總體的模糊，是一種辯證關係。我們可以將詞學之始繫於李之

儀的〈跋吳思道小詞〉，但也不能否認在其同時代，詞學尚未完全獨立為「專門

之學」，稍具雛形與完全成立還是有區別的。直到南宋初，《碧雞漫志》先於紹

興十九年（1149）成書，55隨後二十年間，胡仔先後編撰完成《苕溪漁隱叢話》前

後二集。56至此，才可以說詞學作為「專門之學」已正式宣告成立。而大體同時代

間，詞學理論著作出現李清照〈詞論〉，隨後又出現了姜夔（1154-1221）用以表

述詞學觀點的詞序，57也正與本事考證所體現出的詞學已成「專門之學」的背景相

合。 

綜上所述，如果我們僅就宋代詞學批評理論的發展看待詞學的生成問題，只

能見到孤立的點，仿佛重要詞學理論著作的出現，都是某幾位詞人或詞論家天才

的創造，其背後並沒有整體性學術思潮的推動。而當我們將傳統學術中的考據學

這半壁江山納入考察，則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在天才詞人和詞論家的背後，確實

有著整體性學術思潮的演進，而這種學術思潮正是通過宋人的詞本事考證被體現

出來的。同時，由於詞體在宋代較長歷史時期內皆處於文體「卑下」的地位，使

得與之相關的問題很難得到文人的認真對待，或偶有染指，但與詞的創作一樣被

視為「謔浪遊戲」，58不會被抱以認真嚴謹的學術態度。與詞體相關的問題要在真

                                                 
55 參〔宋〕王灼撰，岳珍校正：〈碧雞漫志序〉，《碧雞漫志校正》，頁 1。 
56 郭紹虞據胡仔自序認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成於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見郭紹虞：《宋

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81。然經考證，《苕溪漁隱叢話》當為先作序後成

書，實際成書時間當為孝宗初年，參周本淳：〈《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成於孝宗初年說〉，《文

學遺產》1987 年第 2 期，頁 113-114。及殷海衛：〈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成書考論〉，《濟南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1 期，頁 36-39。 
57 如〈滿江紅〉（仙姥來時）詞序論協律、〈長亭怨慢〉（漸吹盡）詞序論自度曲、〈徵招〉（潮回

卻過西陵浦）詞序論徵調、〈淒涼犯〉（綠楊巷陌）詞序論犯聲等等。參見〔宋〕姜夔撰，陳

書良箋注：《姜白石詞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87-88、97、210-211、108-109。 
58 〔宋〕胡寅撰，容肇祖點校：〈酒邊集序〉，《斐然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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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進入學術範疇的同時又不失去其獨立的文體意義，可能只有通過考據學這一古

典學術中的固有傳統才能實現：由失實詞本事引發文人學者的考據興趣，使得詞

體相關的問題真正進入了嚴肅學術語境，進而推動話詞、論詞活動整體走向學術

化，最終生成為「專門之學」。由此可見，本事考證在宋代詞學生成的過程中所

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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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ual 
Research on Original Narrative 
Materials Found in Ci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i-poetry Studies as a 
Discrete Field of Learning 

Song, Xue-da 

[Abstract] 

There should be two criteria for judg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i-poetry studies as a 

specialized field of learning: the critic's rigorous attitude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textual form of Ci-poetry itself. To discuss the establishment of Ci-poetry studies in the 

Song Dynasty, it is not enough to only focus on theoretical criticism; rather one must 

also include the tradition of textual research in classical scholarship into the scope of 

the investigation. There are two aspects to Song dynasty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original 

narrative source materials of Ci-poetry (that is to say, two aspects to the textual 

evidence-based tradition in Ci-poetry studies): one i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facts 

regarding specific histories of Ci narrative materials, while the other is the compilation 

of original stories out of the lyrics of Ci-poetry. By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xtual 

research on Ci-poetry source materials and comparing i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criticism, one can see the process by which understandings regarding 

Ci-studies moved from being relatively ill-defined to being more clearly drawn. As such, 

one can chart the path through which Ci-poetry studies separated from general 

miscellaneous studies to become a “specialized learning” on its own.  

 

Key words: Ci-poetry in the Song Dynasty, narrative source materials of the Ci-poetry, 

textual research, Ci-poetr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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