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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襲與新創：論晚清敘事詩長歌 
當哭現象及其敘事模式∗ 

林香伶∗∗ 

【提要】 

  晚清是「中國三千年未有之變」的特殊時代，也是傳統抒情文學中心逐

漸轉化，詩歌從古典向現代形態過渡的關鍵時期。而晚清敘事詩全面反映當

時社會實景，生發時代深沉的哀嘆，頗具詩史特徵，使詩歌呈現新的創作形

態與藝術追求，實有深入探究之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敘事詩作者偏好大敘述的取景（特別指時代災變和

重大歷史戰事），長詩作品為數甚夥，歷來少見。是以本文追溯樂府詩的長

歌傳統，說明晚清詩「非長不行」、「非哀不可」的必然性，其次就詩體與

類型的運用概況，以擬出晚清敘事詩的研讀重點。文末則運用西方敘事學觀

點，集中探討五首晚清敘事詩名篇，以見其敘事模式。因此，本文除提供閱

讀中國古典詩的新法外，也希望給予中國敘事詩與西方敘事學對話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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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執行 98 學年度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時代的悲吟與創憶－晚清敘事詩研究」研究計畫（NSC 

98-2410-H-029-049）部分成果。 
∗∗  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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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言：敘事詩研究的範式與意義 

  中國是一個以抒情見長的詩學國度。自《詩經》的〈東山〉、〈生民〉、

〈公劉〉、〈采薇〉、〈出車〉到〈孔雀東南飛〉、杜甫、白居易等作品中，

吾人不難發現，敘事與詩早已結合，而詩歌抒情傳統也因應不同時代需求，逐

漸轉化，尤其在「詩史」概念形成後，詩歌則「指向題材的重大性與風格的深

沉濃鬱」  。據此，即使古代中國無敘事詩之名，學者亦有中國敘事詩不甚

發達之說，但無礙敘事詩早已存在於中國的事實。  

  敘事詩之名在中國出現時間甚晚，多數學者認為是五四時期借鑑西方文學

理論而來，對應西方與中國敘事觀點的說法，西方是「敘述故事的發展過程」，

中國則是紀一代、一事、一人之始終者，即或敘述角度、寫作意旨、篇幅長短

有別，但內容都展示該朝代、事件或人物的事蹟與故事，進而「表現出事件發

展的動態過程」。有關中國敘事詩的概念在學界雖未取得共識，仍可歸納出：

「敘事與抒情融合的寫作手法」、「寫實、誇飾、傳奇皆是敘事手法，故事情

節體現精煉化、概括性特質」、「詩中敘述事件，體現時間的長度和空間的變

化」、「說唱敘事詩應納入敘事詩範疇」等四種定義  。直言之，「敘事詩」

在中國詩學的地位、呈現的形態，或是嘗試以「定義」來確認其內涵的前輩學

者論述雖多，但含混之處亦有不少。若從跳脫傳統路徑，改以語言特質展現，

並援引西方敘事學觀點，重新釐清中國敘事詩有別於抒情詩特徵的研究者，程

相占的觀點應能給予學界一些啟發。  

  程氏認為中國詩歌無敘事之名，卻有敘事之實，若以「文學是以語言為媒

介的藝術樣式」為準則，參酌《易經》「君子以言有物」、「言有序」說法，

敘事詩可作出如下規範，其言：  

「言有物」指語言必須指涉一定的對象，同時，語言必須構成一定的順序關

係……語言之「序」的根源又在於心靈對對象的感知，語言之序無非是心靈

                                                 
   詳參蔡英俊：〈詩歌與歷史：論詩史的歷史成分及其敘述的轉向〉，《清華中文學報》第三期（2009 年 12 月），

頁 239-272。 
   詳參王晴慧：《從賦的文體定位論中國敘事詩的形成與發展》（上）（永和市：花木蘭出版社，2009 年），頁

17、頁 48-60 等處。第二章〈中西詩歌關於敘事特質的表現方式〉對敘事界說、西方與中國敘事詩的定義介紹

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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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序的外化。可見，語言活動必然涉及「對象」、「心靈」、「語言」這三

項要素。如果我們將「對象」限定為事件，那麼以事件為對象的語言活動就

是敘事，敘事所依之「序」取決於敘事者的主觀用意，也就是他的心靈。……

「敘事詩」就是在一定用意的支配下，用押韻的語言將事件安排得具有一定

順序、頭緒的文學作品。   

過去學者在追究中國何時有敘事詩？敘事名篇有哪些？敘事詩未能成為中國

詩歌主流之因等問題上著力甚深，程氏則另闢蹊徑，以《易經》〈家人〉第三

十七〈象辭〉，以及〈艮〉第五十二〈六五〉為據，透過中國「敘事」與「序

事」幾近等同的概念，希望追溯敘事詩的胚胎（如：《詩經》中的〈七月〉、

〈氓〉等）或經典（如：〈孔雀東南飛〉、〈長恨歌〉等），或自詩史概念形

成過程歸納敘事詩「實質」  的研究傳統外，別開新路。因此，他以「主體

在一定的『義』的主導下對事件的組織和安排」的思路為立足點，循序展開以

意旨、視角與結構、人物、詩體四個結合敘事理論與中國敘事詩「寓歷史於藝

術」的框架設想，有別於過去敘事詩研究的路徑。  

  本文無意重新辯證長久以來的敘事詩問題，然在個人近年研究經歷中，經

常為晚清文人以詩寫史、存史、證史等方式－展演「三千年未有之大變局」

的苦難所震懾，而此，正是晚清詩歌敘事特徵較過去更為完備的主要原因。為

還原晚清敘事詩價值，突顯其敘事特質在文學史的意義，本文選擇以揭櫫晚清

史頁的重要關鍵－鴉片戰爭（1840）為起點，以清代結束（1911）為終點，

透過重要作家、作品的搜羅，以探查晚清敘事詩的共性特徵、文學價值，及其

在晚清詩壇的地位。為此，近代詩學研究大家錢仲聯語可做對應，其言：  

從錢謙益、吳梅村、顧炎武、錢秉鐙等人以易代之際政治歷史為主體的敘事

詩歌，到施閏章、趙執信、胡天游、蔣士銓等人抨擊敝政、留心民瘼為主體

的作品，到朱琦、魯一同、姚燮等人以鴉片戰爭為主題的作品，乃至黃遵憲、

丘逢甲、康有為、梁啟超等人以清末朝政和國際時事為主題的作品，以詩歌

                                                 
   程相占：《中國古代敘事詩研究》，（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6。 
   「詩史」概念的形成對詩歌展現敘事性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可參見：蔡英俊：〈「詩史」概念再界定－兼論

中國古典詩史「敘事」的問題〉，《臺灣學術新視野：中國文學之部（一）》，（臺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07 年），頁 2-21、Yim,Lawrence C.H（嚴志雄）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 pp25-33、孫之梅：〈明清人對「詩史」觀念的檢討〉，《文藝研究》第五期（2003 年），

頁 59-65、張暉：《詩史》（臺北：學生書局，2007 年）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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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說時政、反映現實成為有清詩壇總的風氣。十朝大事往往在詩中得到表

現，長篇大作動輒百韻以上。作品之多，題材之廣，篇幅之巨，都達到了前

所未有的水平。……可以說，敘事性是清詩的一大特色，也是所謂「超元越

明，上追唐宋」的關鍵所在。   

晚清詩與時代關係的密切性，向來是學者關注的焦點，但從晚清詩的敘事特徵

入手，並建構一部完整的晚清敘事詩史，仍然相當有限  。錢氏長年投入近

代詩歌研究，編纂《清詩紀事》時更大量收納敘事性強烈的作品，他指出清詩

發展主線，乃是從錢謙益（1582-1664）、吳梅村（1609-1672）等人開始，敘

事詩書寫時局（戰事、朝政、國際時事）、反映現實，特別是朱琦（1803-1861）、

魯一同（1805-1863）、黃遵憲（1848-1905）、梁啟超（1873-1929）等人的敘

事詩創作，呈現「題材之廣，篇幅之巨」現象，已然是清末詩壇的主要特徵。 

  其次，將晚清敘事詩熱潮上溯明清之際錢謙益、吳梅村等人對詩史的檢討

與 實 際 的 創 作 ， 有 助 於 認 識 晚 清 敘 事 詩 的 創 作 原 由 。 詩 史 是 宋 人 給 予 杜 甫

（ 712-770） 崇 高 的 詩 歌 評 價 ， 到 了 明 代 遭 受 楊 慎 （ 1488-1559） 、 何 景 明

（1483-1521）、王廷相（1474-1544）等人質疑，在企圖推翻詩史說，批評杜

詩議論與《詩經》「意在言外」的審美標準相悖時，認為杜詩「漫敷繁敘，填

委事實，言多趁貼，情出附輳」  。錢謙益、吳梅村等人則從理論上重新闡

釋詩史意涵，並以實際創作影響清代詩歌發展，錢謙益《投筆集》被陳寅恪稱

為「明清之詩史」  ，吳梅村自認〈臨江參軍〉「謂之詩史可無愧」，在清

代中葉掀起的「吳梅村熱」，更為晚清敘事詩提供模擬吳詩、舖敘史事的重要

參照。  

  晚清敘事詩研究有其必要性，不僅是從創作之興盛，諸多研究議題等待開

發著眼，更由於晚清敘事詩為因應中國未有之大變局，在藝術形式上突破以往

                                                 
   ［清］錢仲聯主編：《清詩紀事》（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年），頁 4-5。 
   目前所見如：李亞峰：《近代敘事長詩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博士論文，2008 年）、李亞峰：〈論近代古體

敘事詩的發展特徵〉，《甘肅社會科學》（2010 年 4 月），頁 147-150、沈從文：《近代敘事詩體研究》（上

海：復旦大學碩士論文，2006 年）、沈從文：《中國舊體敘事詩之新變（1840-1940）》（上海：復旦大學碩

士論文，2010 年）等文，在針對清末民初敘事詩主題、詩體、表現技法、敘事意識、藝術形式已有建樹，但在

敘事模式的研究仍未開拓。 
   此語出自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 28，相關論述分析可詳參孫之梅：〈明清人對「詩史」觀念的檢討〉，《文

藝研究》第五期（2003 年），頁 59-65。 
   陳寅恪：《柳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年），頁 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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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感事的敘事方式，顯示出不同於古典敘事詩的諷喻目的；再者，受到詩

界革命與西方文學影響，晚清敘事詩在審美意識、語言表達、文體形式等，都

展現獨特的近代詩學精神。敘事詩之名既是受西方影響而來，或可援用敘事理

論方法，重新檢視晚清詩的敘事模式，以提供閱讀與研究晚清詩的新視野，亦

可呼應黃遵憲〈人境廬詩草自序〉所提：「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

異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  之說。透過本文以「長歌當哭」視角，

從「非長不行」、「非哀不可」的詩創傳統探究，再就「晚清敘事詩的詩體與

類型」，繼而運用西方敘事學觀看角度，集中探討晚清詩作名篇的「敘事模式」，

以見晚清詩人構建集體記憶之法，期能提供中國古典敘事詩與西方敘事學對話

的空間。  

二、長歌當哭傳統的形成 

（一）短歌／長歌／悲歌、長歌當哭 
  樂府詩調類有短歌、長歌之分，均屬樂府舊題，二者之別，非在篇幅長短，

乃指歌聲長短不一。短歌多以高亢急促方式演唱，用以表達詩人慷慨激昂的感

情，適用於宴會，郭茂倩《樂府詩集》列「相和歌辭․平調曲」，而曹操〈短

歌行〉共計兩首，無論是「對酒當歌」，抑或是「周西伯昌」，均仿《詩經》

四言體創作，藉此抒發曹操個人對時代亂離之慨，以及依循古詩傳統的人生苦

短主題，展現求賢若渴的企盼與誠意。除此，郭氏把三首漢代古辭〈長歌行〉

都列入「相和歌辭․平調曲」，置於《樂府詩集》第三十卷。在詩題命義上，

郭氏根據《文選》李善注，說明二者判準為： 

若陸機「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則復言人運短促，當乘間長歌，與古

文合也。崔豹《古今注》曰：「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各有定分，不

可妄求。」按古詩云「長歌正激烈。」魏（武）［文］帝〈燕歌行〉云：「短

歌微吟不能長」晉傅玄〈艷歌行〉云：「咄來長歌續短歌」然則歌聲有長短，

非言壽命也。唐李賀有〈長歌續短歌〉，蓋出於此。   

                                                 
   ［清］黃遵憲著、錢仲聯箋注：《人境廬詩草箋註》（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年），頁 3。 
   ［宋］郭茂倩：《樂府詩集》（一）（臺北：里仁書局，1980 年），卷 30，頁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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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來，「長」、「短」乃就歌聲與曲調情況而定，與內容並無關連。崔豹

「壽命長短」應屬臆說，不足採信，而「長歌正激烈」之說，似乎又與〈短歌

行〉展現慷慨激昂的情緒相當接近，所謂「短歌微吟不能長」與「咄來長歌續

短歌」等例，則是以音樂特點作區分，傾向長歌表現慷慨激昂之情，短歌展現

低迴哀傷之思的概念。 

  然而，若就歌聲長短來看，長歌採長緩方式進行演唱，適用演繹深沉情思，

不一定有清楚的「激烈」。以《樂府詩集》卷三十〈長歌行〉為例，詩云：  

青青園中葵，朝露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

葉衰。百川東到海，何時復西歸？少壯不努力，老大徒傷悲。   

此詩作者不明，以詠嘆萬物盛衰有時、時光易逝為主題，尾聯「少壯不努力，

老大徒傷悲」乃勉人向上的名句。詩以興起筆，藉園中向日葵引發青春易逝之

感，再以青葵至秋枯萎、百川東流入海為喻帶出詩旨。但因此詩曲譜未見，後

人難以想像其歌聲「激烈」的原貌，也不屬敘事詩，然尾聯具「卒章顯其志」

之意，與敘事詩常用的收筆模式類似，不可忽略之。  

  所謂「長歌當哭」乃結合「長歌」與「悲歌」之意。《樂府詩集》另有雜

曲歌辭一類，卷六十二首先收錄〈古辭〉「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一

詩為「悲歌」定調，其中包含游子思鄉、怨婦思君等尋常的人生悲情。其次收

錄李白晚年遺響〈悲歌行〉，召喚「悲来乎！悲来乎！」，訴求「天下無人知

我心」、「富貴百年能幾何」  的感慨與悲苦，和前列〈長歌行〉相較，更

接近《古詩十九首》及時行樂、知音難尋一脈。又如：「善舉事者若乘舟而悲

歌，一人唱而千人和」（《淮南子․說林訓》）、「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

（陶潛〈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行觴奏悲歌，永夜繫白日」（謝靈

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厄宋圍陳，奏悲歌於下蔡」（王勃〈益州

夫子廟碑〉）、「後生多名士，欲薦空悲歌」（蘇軾〈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

等傳之久遠者，可見悲歌直指悲傷曲調，哀聲歌唱，哀情自然抒發，顯見「悲

歌」系統歷時已久。於此，抒解悲痛採用悲歌無疑，然在取捨歌聲或長或短時，

則展現作者不同風格，其中透過長聲歌詠緩解悲憤之情，長歌與悲歌巧妙結

                                                 
   同前註。 
   ［宋］郭茂倩：《樂府詩集》（二），卷 62，頁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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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漸次演變後，晚清詩「長歌當哭」的範式於是出現。 

  再者，若不從短歌、長歌、悲歌遇合的可能性去追蹤，「長歌當哭」也不

乏代表人物，諸如：卞和為了向楚王獻上和氏壁，慘遭酷刑，最後只得於楚山

長哭；屈原（BC340-BC278）良言不被採用，遂以〈離騷〉、〈天問〉流露失

意悲苦，最後一躍汨羅江；而司馬遷（BC145 或 135-BC87？）、柳宗元（773-819）

乃至蘇東坡（1037-1101）等人，均遭受冤屈、貶謫之苦，當屬「長歌當哭」

之列。此外，當男兒受制於有淚不輕彈，可藉「長歌當哭」放聲（即長聲）歌

詠的寫作模式，化為傷心者不滿與悲憤的載體。明清之際，黄宗羲（1610-1695）

「兒卒於乙未之除夕，長歌當哭，遂以哭兒者爲之銘」，其〈亡兒阿壽壙志〉

 道盡人倫隔絕痛楚；林黛玉接獲寶釵「感懷觸緒，聊賦四章，匪曰無故呻

吟，亦長歌當哭之意耳」來書，自然反應「不勝傷感」  。事實上，鍾嶸〈詩

品序〉早已為「長歌」定調，其言：  

若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祈寒，斯四候之感諸詩者也。嘉

會寄詩以親，離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

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殺氣雄邊；塞客衣單，孀閨淚盡；或士有解佩出朝，

一去忘返；女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靈，非陳詩何以展

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   

據鍾嶸所言，詩歌可以盡展「楚臣去境、漢妾辭宮」、「骨橫朔野」、「魂逐

飛蓬」之義，使用「長歌」則能「騁其情」。因此，若感蕩心靈之情是因應時

局巨變所生，短歌則無法暢放情之至哀、至苦、至痛、至悲，選擇長歌，始可

盡情抒解。 

  至此可言，詩歌「長歌當哭」的「長」，長期以放聲／長聲方式傳達人們

遭受苦痛的情感，當悲歌傳統與實際遭遇的感發愈顯困頓、無助時，過去以短

歌、長歌、悲歌、長歌當哭表現其情的傳統也漸次發生質變、轉化。晚清詩敘

事性之所以成為特徵，主要在於頻繁運用「長歌」，其目的更在於「哭」－

為了渲洩哀情。因此，原本對應於短歌的長歌，結合悲歌的長歌當哭，在晚清

                                                 
   ［清］黃宗羲：〈亡兒阿壽壙誌〉，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年），頁 508。 
   ［清］曹雪芹：《紅樓夢․第八十七回》（臺北：桂冠圖書公司，1987 年），頁 1461、1462。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 年），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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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為長篇巨制，逐漸從一個相對性的概念，實際反應在字數／篇幅的長，已非

「紙短情長」的抽象概念。  

（二）非哀不可，無事不悲？ 
  延續長歌當哭的基本特徵，若以「哀」、「痛心」、「哭」等字為線索，

晚清詩題顯出的哀吟現象，不僅普遍，更令人觸目驚心。哀字所繫，有詩人所

哀之對象、地點、事件，幾乎到達非哀不可，無事不悲的地步  ，諸如：朱

琦〈朱副將戰殁他鎮兵遂潰詩以哀之〉、〈定海紀哀〉、〈定海知縣殉難詩以

哀之〉；江湜〈哀流民甯化道中作〉、〈後哀六首〉；吳魯〈百哀詩〉、姚燮

〈哀鴻篇〉、〈客有述三總兵定海殉難事哀之以詩〉；張際亮〈定海哀〉、鄭

珍〈九哀詩〉；孫衣言〈哀虎門〉、〈哀廈門〉、〈哀舟山〉、〈哀明州〉；

趙函〈十哀詩〉；戴熙〈粵中吟四首〉；孔繼鑅〈哀舟山三總戎殉節詩〉；尹

耕雲〈哀獨流〉；馬恂〈哀趙觀察〉；羅志讓〈哀戴澧〉；吳汝綸〈北行七哀〉；

李葆恂〈哀旅順〉；袁昶〈哀陳提督〉、〈哀旅順〉、〈哀威海衛〉、〈哀山

人〉；黃遵憲〈悲平壤〉、〈哀旅順〉、〈哭威海〉；柯劭忞〈哀城南〉；（愛

新覺羅）盛昱〈杜鵑行哀楊生也〉；陳三立〈崝盧述哀詩五首錄二首〉；沈汝

瑾〈哀伊藤〉；康有為〈北難日急江南軍來歸聯合五省義士興師勤王將用日本

挾籓之策先行之武昌事敗七月十八日門人唐才常殉難漢口烈士林圭等死者三

十人祭之哀愴心肺〉、〈六哀詩〉；俞明震〈哀自治〉；曾廣鈞〈哀江南〉；

丁傳靖〈哀朝鮮二首〉；梁啟超〈朝鮮哀詞五律二十四首〉；李葆恂〈哀旅順〉；

曹潤堂〈感事痛心〉；陳去病〈江上哀〉；楊圻〈哀南溟〉、〈哀大刀王五〉；

杜德輿〈哀遼東賦〉；東亞傷心人〈哀星軺譏辱國也〉；張謇〈哀雙鳳〉；陳

鐵香〈哀臺灣〉；李宣龔〈哀定慧〉等詩，不勝枚舉。  

  其次，從晚清詩題、篇幅傾向長題、長篇現象，也可預示晚清詩在敘事功

能的需求。如戊戌政變失敗後，康有為遠走他鄉，人在異地觸景傷情，痛心疾

首之感直接在題目上顯露，如：〈觀拿破崙紀功坊巍峨參天萬馬欲躍旋視其陵

文石為襯旌旗繞之巳觀蠟人院見拿破崙臥帳殗殜為之惻惻痛心也〉、〈瑞典北

海申堪聞常熟兇聞于海上大盤陀石哭之時海風怒號助人悲痛不意黨禍遂成永

訣後之覽者豈止西州之痛耶〉等詩可為明證。 

                                                 
   以下所列晚清詩人、詩名大致依其生年先後排列，因為數甚多，不一一注明生卒年及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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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亞林認為，近代詩學特徵在於詩學家從不同程度「關注近代歷史要求詩

學思考的人學問題」，亦即用詩歌建構「新的人格精神以應對時艱」和重構「民

族人格精神來適應歷史發展的問題」，尤其在「詩情的解放」、「生命哀情的

體悟」、「詩格的建構」、「詩美的闡釋」、「詩域的拓展」五方面有所建樹

 。晚清詩走向長歌當哭的現象，就是在詩學家鼓勵以自由抒情，脫去傳統

教條束縛，直接面對生命現實困頓的背景產生，尤其在感發「愁思之聲」與實

際事件（時事／人事／天災／人禍）融合後，長歌當哭與敘事性結合就更為鮮

明。至於「詩美的闡釋」，則由近代趨向「悲憤」與「雷霆之聲」的寫作現象

而來，對詩歌內容、風格影響極大。郭延禮則認為，「悲，是近代文學的美學

特徵之一，但其風格是悲憤，而不是悲涼。這自然與時代氛圍和社會心理因素

有關」  。故此，本文所謂的「當哭」，並非消極的歌哭無端、無病呻吟，

當詩人呈現哭（或以悲、泣、哀等方式呈現）的反應時，通常夾雜對時代苦難

的悲憫之情，並以「憂憤」、「冤憤」、「悲憤」、「孤憤」等特徵出現。  

  再以孔廣德《普天忠憤集》為例，其成書時間雖短，然以即時、廣納之法

收集中日甲午戰爭相關詩文、奏章，其自序顯明晚清文學「悲」意傾向，可補

充晚清詩「非哀不可，無事不悲」的特徵：  

乃自倭人作難，大才不出，忠憤銷沈，馴至潰敗而不可收拾。於是，或則憂

憤而上封章，或者感憤而抒議論，又或則蓄其孤憤而形之於詠歌，無非憤也。

  

  郭延禮將「變」視是近代文學主要特徵之一，直接反映於文學觀念與文學

創作上，前者呈現文學鮮明的革新意識和時代意識，以及對小說、戲劇的重視；

後者則反映在題材擴大、藝術形式，以及審美趨向的變化上  。晚清敘事詩

處在「近代」（即晚清民初）風雨飄搖、乾坤巨變的低靡氛圍，漸次影響至民

初文學不言自明，故此，時人將時代感懷、憤懣反映於作品中，亦是不得不然。

郭氏認為「文學創作的變化」與文學觀念相較，是「比較明顯的」。他從空間

                                                 
   詳參程亞林：《近代詩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年），頁 3、頁 6-10。 
   見郭延禮：《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卷一）（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5 年），頁 44。 
   孔廣德編：《普天忠憤集》（章奏․議論門），收入沈雲龍主編：《近代中國史料叢刊續編第二十三輯》（臺

北：文海出版社，1975 年），頁 7。 
   見郭延禮：《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卷一），頁 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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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解釋「題材的擴大」，認為「近代文學的取材不僅局限於本國，而且涉及

到世界各國的歷史、現實、異國風光、民俗人情」，此說證明晚清詩歌取材來

源擴張，雖與「敘事詩」形成不一定有直接關係，但因「歷史、現實、異國風

光、民俗人情」不免與「事」相涉，自然提供晚清敘事詩的豐厚來源；此外，

詩歌描寫社會生活題材，與取材來源有直接關係，取事寛廣，也助長各種「人

事」進入詩歌。其次，在「藝術形式的變化」上，他認為近代詩具備「向著長

篇化、通俗化、自由化過渡」的特徵  ，相較於〈孔雀東南飛〉、〈長恨歌〉、

〈圓圓曲〉等「敘事長篇」或〈離騷〉、〈北征〉、〈南山〉、〈行次西郊作

一百韻〉等在中國「均不多見」的「抒情長篇」，近代詩長篇化有其時代意涵，

「並非詩人缺乏剪裁，而是繁富的社會現實生活向作家提出來的時代要求」

 ，認同此說的學者也不在少數，吾人實際檢視晚清為數甚多的千字長詩（或

千字以上），更知其言不假。換言之，近代「長篇巨制」是一個詩歌發展的全

面性現象，對於提升詩歌敘述事件（史事、人事）的能力（或說可能）有其研

究價值。  

  再者，以程亞林、郭延禮之說印證於晚清詩家擇選「哀」的題材上，可分

大敘述（宏大敘事，grand narrarive）與小敘述（私人敘事，private narrative）

兩種類型，而晚清詩更傾向於大敘述的取景。此象無非是大敘述集中於時代災

變和重大歷史戰事的敘述，其事之大、之繁，人之多、之雜，遂使晚清敘事詩

明顯反映出「長歌」、「哀哭」的現象。大敘述類型書寫的人物，以其身份觀

之，計有：千總、少尉、將軍、總戎、總兵、總把、殉難諸賢、守備、知縣、

兵將、統領、縣丞、督撫、觀察、王室、外國使節、侍衛、副都護、華工、提

督、飢荒、災民、流民、難民等；所敘之事則有：對外戰事（含：鴉片戰爭、

甲午戰爭、中法戰爭等）、對內戰事（含：太平天國、庚子拳亂等）、天災（含：

水災、地震、旱災、蟲災、雪災等）、社會大事、鴉片種植與販售等。相形之

下，取材小敘述者，書寫的人物類型則有：烈婦、俠客、孝女、孝子、孝婦、

烈女、貞婦、飢婦、病婦、一般婦女、採桑女、妾、典史、和尚、奇人、胥吏、

官吏、商人、營妓、節孝者、乞丐、男伶、善人、僕人、鹽民（販）、糧船工、

賣被翁等；敘述之事則有：虐囚、考場、復仇、市價波動、借貸、催租、催科、

                                                 
   同前註，頁 4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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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丁、軍中事、賑災、賊禍、賣官、工程、兵糧不足、吏弊、記地、墾荒、婚

變、愛情等。由此可見，晚清詩以展現時代哀情為主軸的內容（尤指其事），

雖然令人不忍卒睹，但哀情得以自然綿延，遂成晚清詩的鮮明特徵。 

  另外，長篇化情形在近體詩、樂府詩上也有所反映，晚清以降出現大型組

詩的寫作，尤以七絕為尚，諸如：龔自珍（1792-1841）〈己亥雜詩〉315 首、

貝青喬（1810-1863）〈咄咄吟〉120 首、楊圻（1875-1941）〈癸丑北游詩〉

50 首等，組詩雖非晚清首創，但也不是以科舉詩賦取士為標榜的詩家所擅長，

尤其近體組詩巨制的頻頻出現，造成近體詩形製變革，絕非偶然。以貝青喬〈咄

咄吟〉為例，該組詩長達 120 首，組織之「壯」引人注目，其採「依詩作注，

以注解詩」形式，「注」的字數遠遠超過詩歌本身。寧夏江、魏中林即言：  

這是對詩、文功能一種深層次的融合和延伸，也是以文為詩的一種表現，詩

靠注詮釋和補充，注以詩為主題和統帥。注具有散文表達的隨意與自由，長

於論述分析，又適宜敘事狀物，有利於發揮「信史」的品格，能詳細記錄歷

史和社會事件發生的始末，特別是詩歌中無法概述的細節。青喬詩中大量採

用注……為詩與史的結合在內容和形式上找到了一個很好的結合點。   

貝青喬為詩作注的現象雖非新創，但從詩歌描述現實苦難，近體詩字數必然產

生的局限而言，寧、魏二人所謂「以文為詩」、「詩與史的結合」之說，則為

近體詩在晚清的新變提供註腳。故此，因應時代變局，晚清無論古體、近體，

都出現「非長不行」、「非哀不可」的創作傾向，實為中國古典敘事詩史的特

殊現象，其形式結構的取法，更關係、主宰著晚清敘事詩敘事模式的發展  。 

三、在沿襲與新創之際：晚清敘事詩詩體與類型 

  晚清敘事詩建構在近代詩學系統之下，長歌當哭有其背景的考量，自然也

提供長歌範式的發揮空間。李亞峰認為近代敘事詩呈現篇幅擴大的原因是多方

                                                 
   寧夏江、魏中林：〈論貝青喬的詩歌〉，《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二期（2008 年 3 月），頁

69。 
   陳平原曾言：「不管是借用典、詩題、小序，還是聯章合詠，都有利於詩人騰出手來抒情，而不利於精細地敘

事」，似乎與本文意旨衝突，但本文著重是詩歌敘事的顯示方式，並非否定詩人以情寫詩的背景因素，相較於

一般以情為主的中國詩歌，用典、詩題、小序、聯章合詠，陳氏也不否認具有明確的敘事意識。詳陳平原著：

《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3 年），頁 3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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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其言：  

客觀方面而言，是適應表現日趨紛繁複雜社會生活的需要，並受到清代文化

總結學風的影響；主觀方面而言，和詩人學識才力及其力圖創新、改革傳統

靡弱詩風都有關係。   

「長篇化」無疑是晚清敘事詩與過去敘事詩差異甚大的特徵之一，進一步探求

晚清敘事詩經常採取的詩體與類型，從樂府、長慶體、梅村體的沿襲到新學詩、

長慶體變體的新創，除了可解讀長歌當哭的意涵，亦可進一步推知晚清敘事詩

敘事模式的背景因素。 

（一）晚清敘事詩詩體數端 
  學界為晚清敘事詩體裁所作的區分，可以徐志平  、李亞峰  、沈從文  

為代表，為說明三人之別，製簡表如下：  

 表一：晚清敘事詩體裁分類表  

     姓名 
體裁類別 徐志平 李亞峰 沈從文 

長慶體／梅村體 梅村體式  長慶體詩 

樂府體 樂府體 
樂府敘事詩（包含樂

府組詩） 

樂 府 歌 行 與 樂 府 風

格詩作 

五言敘事長詩 
古詩體  

七言敘事長詩 
 

近體組詩 大型組詩式  近體組詩 

竹枝詞與「竹枝體」   
竹枝詞與「竹枝體」

詩作 

為說明三人對近代敘事詩的分類情況，上表所列，並非原始次第，筆者依著重

側面之不同，再細分為：「長慶體／梅村體」、「樂府體」、「古詩體」、「近

                                                 
   李亞峰：〈論近代古體敘事詩的發展特徵〉，《甘肅社會科學》第四期（2010 年 4 月），頁 150。 
   徐志平：〈論清代敘事詩的新發展〉，《語文學刊（高教版）》第七期（2005 年），頁 63-65。 
   詳參李亞峰：《近代敘事長詩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博士論文，2008 年），頁 60-90。 
   詳參沈從文：《中國舊體敘事詩之新變（1840-1940）》（上海：復旦大學博士論文，2010 年），頁 117-146；

沈氏所分四詩體，乃其碩士論文《近代敘事詩體研究》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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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組詩」、「竹枝詞與『竹枝體』」五類。依據上表，推斷三人為清代／晚清

／近代敘事詩體裁分類時，必然要面對的問題有：  

  其一，長慶體、梅村體之名的採用。晚清金兆蕃（1867-1938）〈宮井篇〉、

王闓運（1833-1916）〈圓明園詞〉等詩與吳梅村〈永和宮詞〉、〈圓圓曲〉

多用典故、用詞的七言歌行體十分接近，徐、沈二人各取「梅村體式」、「長

慶體詩」為名，其實是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格律本乎四傑，而情

韻為深；敘述類乎香山，而風華為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豔，一時尤稱絕調」

 之說為本。徐氏認為「梅村體式」乃六朝形成的七言歌行體，「在內容上，

結合現實為緊密、更為直接、反映時事更為迅速，常以一人一事反映國家興亡

的大主題」，在吳梅村〈圓圓曲〉、〈鴛湖曲〉、〈楚兩生行〉、〈松山哀〉、

〈永和宮詞〉、〈聽卞玉京彈琴〉等作「其詞甚豔，其旨甚哀」引航下，後繼

有人，清末出現王闓運、王國維（1877-1927）仿此體式寫成〈圓明園詞〉，

具「以詩傳史」意涵。沈氏則認為近代敘事詩「長慶體」一類，並不等同元、

白的長慶體或吳梅村的梅村體。王闓運〈圓明園詞〉、楊圻〈檀青引〉等詩「多

以用典使事為工，論整體風格更近於梅村，與元、白之多用白描迥然有別」，

「哀感」傾向是沿襲〈連昌宮詞〉、〈長恨歌〉、〈琵琶行〉等長慶體的基調，

吳梅村、王闓運等人都屬於「長慶體的復興」，故捨梅村體之名，統一使用長

慶體之名。 

  事實上，梅村體或可視為元、白長慶體的變體，但晚清敘事詩究竟是近於

白居易的長慶體，抑或是吳梅村的梅村體，甚難一言以蔽之，吳梅村最擅長以

七古詩體抒情、敘事，名篇〈圓圓曲〉、〈鴛湖曲〉、〈琵琶行〉、〈永和宮

詞〉等作模倣者即有不少，但與其偏執長慶體或梅村體之名的合宜性，不如以

長慶體或梅村體兩種基本敘述－「以人繫事」、「以地繫事」進行爬梳，更

能看出晚清七言歌行體的敘述特色。此外，李亞峰雖未採用長慶體或梅村體之

名，其實是將七言歌行、長慶體、梅村體都置入「七言敘事長詩」之列，他認

為歌行「多採用客觀全知視角，便於敘述」，其「主觀性抒情了其歌頌性表現

功能，而其客觀化敘述、誇張鋪飾表現手法決定了其傳奇性表現功能」  ，

                                                 
   據［清］永瑢、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景印文淵閣本）（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頁

4581。 
   李亞峰：《近代敘事長詩研究》，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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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長慶體、梅村體之別，其看法是：  

「梅村體」和「長慶體」同中有異，實際上是「長慶體」的進一步律化。就

體格而言，「長慶體」和「梅村體」都善於轉韻，且頗有規律，大多四句一

轉，但「梅村體」的對偶句、律句要多於「長慶體」。就修辭手法而言，兩

者皆用頂真蟬聯句法，但「長慶體」很少用典，「梅村體」卻多用典故。所

以說，「梅村體」實際是「長慶體」一種變格。……   

由此可見，無論是否採用長慶體或梅村體之名為晚清敘事詩體裁進行分類，二

者（長慶體／梅村體）與樂府詩、古詩、歌行體的離合關係，也牽繫其體裁能

否歸入樂府詩之列的辯證。  

  其二，樂府與古詩、歌行體的合併或區隔。徐、李、沈三人都有「樂府體」

一類，但三人取意不盡相同，長期以來，樂府、古詩、歌行體之分與長慶體、

梅村體情況雷同，在詩體分析議題上存在不少含混難解的問題，因此，三人都

採取混合概說的方式進行畫分。大體說來，三人採用「樂府體」之名，是將此

類敘事詩推至漢代樂府「感於哀樂，緣於敘事」的傳統，同時以廣義樂府體的

規範方式，一併納入杜甫、白居易等人發展「即事命篇，無復依傍」的新樂府。

漢代設樂府為采詩機構，尤以富敘事性的五言民歌樂府最有特色，魏晉以降，

再衍成以文人模擬創作的古題樂府（或稱舊題樂府），以及新樂府兩種主要形

式。前者有五、七言之分，但主打抒情、雅化的寫作手法，曹丕〈燕歌行〉、

鮑照〈擬行路難〉等以七言句式為主，其間有雜言，因篇幅較長，韻腳轉換自

由，吟誦時自然順暢，又稱為歌行體，頗適合文人抒其情、言其志；後者則以

直陳時事、淺易用語為特色，敘事性較強，形式與五言古體詩差異不大，後世

以杜甫〈兵車行〉、〈三吏〉、〈三別〉為「詩史」，清人顧炎武（1613-1682）、

朱彝尊（1629-1709）、王士 （1634-1711）等人，其實也不乏「干預時政、

美刺現實」一類之作。晚清敘事詩發展，在內容廣度、風格展現有其新創，無

論其真實歷史的比例為何，詩評家「堪稱史詩」、「可謂詩史」之語時有所見，

並非虛妄。  

  除此，三人不約而同地認為近代樂府在沿襲過去取材時事、反映現實的傳

                                                 
   同前註，頁 83。另可詳參李亞峰：〈近代「長慶體」敘事歌行的發展與解構〉，《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第六期（2007 年 11 月），頁 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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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外，其實也有所新創，尤其是「引入新題材、開闢新意境的努力」，不僅是

「新派詩人自覺追求詩界新境的結果」，同時「也是樂府體式本身『為時而著』、

反映現實的要求使然」  ，在「表現功能和領域也絕不是對前代的簡單重複」

 ，除了在場景描寫更為提煉外，對新樂府以來確立的「諷諌」精神也有進

一步的深化和演進  。然而，若對應前列長慶體與梅村體的取名現象，長慶

體與新樂府有時也出現異同難辨的情況，單以樂府常用的「歌」、「吟」、「行」、

「曲」來區分二者，也是徐、李、沈三人列舉作品產生歧見的原因。 

  其三，組詩可否列入敘事詩。承前所言，晚清詩長篇化的現象也擴及組詩

創作，組詩（無論近體、樂府體）絕非敘事詩的形式要件，假以單首觀看，敘

事性強度也不如前二者。然徐、沈二人都將組詩列入敘事詩詩體，有其依據。

徐氏以貝青喬 120 首〈咄咄吟〉及魏源〈寰海〉（含前後計 21 首）等作品為

例，其言： 

這樣的組詩分散看，似不像敘事詩，但連貫來看，敘事性很強，反映的現實

也較為全面，比之樂府詩，講究格律，講究用典，藝術性也更強。   

徐氏強調組詩應「連貫來看」，其敘事性、現實性、藝術性均不輸其他詩體；

他進一步提出組詩多數有序，將序、詩結合，「既是抒情的『詩』，又是敘事

的『史』，可為史書的補充」的觀念－此法透過組詩整體性閱讀，結合序言

與詩歌內容，更證明清詩敘事性的無所不在。沈氏與徐氏觀念相近，但強調「紀

事詩」在近代頻繁出現，是源於唐代王建（767-830）、張祜（792-853）等人

「以近史時事為題材的七絕組詩」，高樹（1848-1931）、王照、吳士鑒、劉

成禺等人「以某一歷史事件為題材的『紀事詩』作品」，幾乎都集中敘寫當代

史實及詩人親見親聞之事，「遠於詩而近於史」的傾向，難以成為主流，因此，

真正敘事組詩的代表，是以結合「敘事與抒情的『感事』之作為主」，諸如：

楊圻〈癸丑北游詩〉50 首、〈榆關紀痛詩〉10 首、〈哭孚威上將軍〉40 首、

〈蜀國弦〉，以及汪榮〈歐洲戰事雜感〉、〈尼哥剌二世哀詞〉、〈重有感〉

等作屬之。他以汪榮〈重有感〉10 首為例，說明這類組詩「敘事相對較為簡

                                                 
   沈從文：《中國舊體敘事詩之新變（1840-1940）》，頁 118。 
   李亞峰：《近代敘事長詩研究》，頁 70。 
   同前註，頁 72。 
   徐志平：〈論清代敘事詩的新發展〉，《語文學刊（高教版）》第七期（2005 年），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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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有意識「通過選擇若干重要『節點』來全面展示事件的發展過程」。再

者，為求突破近體詩語彙系統的限制，孫景賢（1880-1919）〈客有道秋舫故

妓事者感嘆賦成四律〉等作，則運用「傳統典故和意象，融古語今事於一爐」

之法，是以「使事用典」、「頻用比興」的技巧，達成「典雅近古」的目的，

卻也造成「俗語新詞」的現象  。  

  據此，若採徐、沈二人端看其有無敘事性、透過「節點」來「全面」展示

事件，即將組詩列入敘事詩的標準，似乎過於寬鬆；相較之下，以「感事」為

題者，其特徵為：先敘事後抒感，敘事比例多於抒情，敘事性實比組詩更為具

體。至於唯一被沈氏納進敘事詩典型詩體的竹枝詞與「竹枝體」詩作，可說是

沈氏個人創見，但因標準與其鑑定敘事組詩的思路相近，仍待辯證，在此暫不

評斷。  

（二）晚清敘事詩敘事模式典型的嘗試定位 
  晚清敘事詩除探求詩人個別文集外，考量重要文本梳理之便，筆者曾嘗試

採《清詩紀事》晚清之部的編列方式，建立該書道光、咸豐、同治、光宣四個

時期創作敘事詩的名單，依次找出道光時期 173 人 653 首（以張際亮 37 首、

朱琦 36 首、姚燮 36 首、金和 29 首、王伯心 26 首、黃燮清 26 首為代表）；

咸豐時期 40 人 89 首（以王闓運、褚維塏各 8 首為代表）；同治時期 34 人 112

首（以延清 35 首、張景祁  9 首、陳寅  7 首、王先謙 5 首為代表）；光宣時期

284 人 803 首，有 30 人未具名，（以黃遵憲 36 首、樊增祥 32 首、沈汝瑾 28

首、康有為 27 首、袁昶 25 首、丘逢甲 25 首為代表），共計 531 人，1657 首

作品。之後，為使敘事模式分析不因詩體區分有所局限，在收集詩人個別詩集

敘事詩時，再參照王榮以敘事結構為判準的方式，透過實際閱讀，註記紀事型、

感事型與情節型三類，以為分析依據。就王榮所言，紀事型為主的敘事詩乃以

事件發展的時空順序展開敘述，「以韻語紀時事」，強調「徵實」，追求「詩

史」，對觀察晚清詩人如何透過敘事詩紀實，以詩結集歷史記憶的理解十分重

要；感事型為主的敘事詩乃「抒情與敘事結合」而成，作者主體情感反應與價

值評斷凌駕於敘事之上，是多數樂府歌行體敘事詩的基本模式，通常以全景式

敘述視角，通過場面的描寫，造成一種情境，最後「卒章顯其志」，此理解對

                                                 
   詳參沈從文：《中國舊體敘事詩之新變（1840-1940）》，頁 13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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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詩人如何看待時代亂象，寄寓心情為何？均可獲得較為深入的依據；而情

節型為主的敘事詩則因不易找到對應的史實、實景、實人，頻繁使用對話體、

自言體、代言體等不同的敘事角度和方式，造成敘事詩表現手法與體裁的多元

發展，在史實誇張的虛構性上，形成新的美學標準，民間雜歌謠和劇詩作品，

都是以這種結構形式發展起來的  。 

  王氏之論以敘事結構為研擬方向，可超脫上述徐、李、沈三人糾結在詩體

的分類困境。然而，王氏也承認，規範敘事詩時，面對因事感懷，產生感多於

事的「感事型」作品，究竟要歸入傳統的抒情詩系統，還是羅列進敘事詩的討

論，有其實際的困難。至於紀事型一類，若以「詩史」追求為主要標記，其實

是所有晚清敘事詩的共相，恐非紀事型的單一特色，此界說似可再做商榷；而

情節型一類因涉及虛構的可能性，事件真實度不易確認，加上其結構變化多

元，具體範式也較難梳理。因此，在參酌前列學者看法後，本文擬分：「感事」、

「以地繫事」、「以人繫事」、「其他」四組，嘗試擬出晚清敘事詩常用的幾

種敘事模式。先說明四類定義及作品舉隅，下節再作實例分析。  

  第一類「感事」。此類敘事詩將「悲」、「哀」、「感」等字嵌入詩題，

多數可顯示出作者的感知概念，內容則以戰事、天災歷程及其所感為主，如：

朱琦〈感事〉、俞樾〈感事四首〉、蘇廷魁〈丙丁感事四首〉、左宗棠〈感事

四首〉、褚維塏〈感事〉、嚴鈖〈感事〉、張景祁〈感事〉、陳寅〈感事〉、

孫衣言〈哀虎門〉、〈哀廈門〉、〈哀舟山〉、〈哀明州〉、袁昶〈哀旅順〉

等詩。  

  第二類「以地繫事」。此類敘事詩在詩題上顯見明確地點，多數經由視覺

展開今非昔比、今衰昔榮的對照，借景運事，主要以宮廷興衰為題材，藉一地

之興廢考察世代的盛衰，如：金兆蕃〈宮井篇〉、王闓運〈圓明園詞〉、王國

維〈頤和圓詞〉等詩。 

  第三類「以人繫事」。此類敘事詩以人物為中心，或牽繫重要史事發展歷

程、或帶入個人遭遇，藉以寄寓對清廷得失的看法，可再區分：以事寫人（或

說以人寫事），使用全知觀點組成英雄頌歌等題材（非英雄／降將的〈度遼將

軍歌〉、〈降將軍歌〉敘事模式亦屬此類），以及用限制觀點，轉換敘述視角，

                                                 
   詳參王榮：《詩性敘事與敘事的詩－中國現代敘事詩史簡編》（臺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

年），頁 7-9；王榮：〈發現與重估：中國古典敘事詩藝術論析〉，《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三十卷第二期（2001 年 6 月），頁 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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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敘事的「個人命運式」  兩類。前者有：朱琦〈吳淞陳老將歌〉、張維

屏〈三將軍歌〉、黃遵憲〈馮將軍歌〉、王闓運〈馬將軍歌〉等詩；後者有：

朱琦〈老兵嘆〉，金和〈鄰婦悲〉，黃燮清〈災民嘆〉，蘇廷魁〈老農嘆〉，

許瑤光〈田父嘆〉、楊圻〈檀青引〉等詩。  

  第四類「其他」。此類未在詩題上顯明其敘事性，或以組詩形態擴深其「長

歌」餘韻，或以非知名人物入手，不明指時代悲情者，然其內容仍屬敘事詩行

列者，故以「其他」類屬之。包含近體／古體組詩，如：貝青喬〈咄咄吟〉；

對話體，如：金和〈蘭陵女兒行〉等類型。  

四、分析與建構：晚清敘事詩名篇之敘事模式 

  洪順隆曾以六朝敘事詩作為研究主體，就敘史詩群與敘事詩群之共性，作

出以下定義：  

敘事詩的本質，就是以詩體去敘事。事就是敘事詩的根本因素。……含蘊人、

事、物的連繫脈絡關係，所以「事」，具時間性、空間性，是有情節發展的。

因此，敘事詩中的要素「事」：就思維形式言，它是敘事的；就題材性質說，

它是具時間性的交構組織的；就文學體裁說，它是詩歌的。   

洪氏雖未使用敘事學相關術語進行定義，但上述論及與「事」所繫之時間、空

間、情節等要素，均為敘事學基本分析條件。在以下晚清敘事詩名篇的分析中，

將 針 對 詩 歌 採 取 之 敘 述 視 角（含蓋非聚焦型 nonfocalization ／內聚焦型

internal focalization／外聚焦型 external focalization）、敘述者類型、時序（逆

時序／非時序）的運用情形，以及主導「事」的情節構成、類型、人物，環境

呈現等要素探討之  。承前所言，敘事詩具備「言有序」的特徵，考量時間

（故事時間 story time 與敘事時間 discourse time）與情節序列的安排是造成上

列四種類型敘事模式不盡相同的重要因素，希望藉此看出作者（無論是敘述者

narrator、真實作者 actual author 或隱含作者 implied author）的寫作用意。  

                                                 
   借用李亞峰：《近代敘事長詩研究》，頁 83，以「表現方式」將長慶歌行體分為「個人命運式」、「宮苑興衰

式」用詞。 
   洪順隆：〈論六朝敘事詩〉，《抒情與敘事》（臺北：黎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年），頁 170。 
   為減省篇幅，本文使用敘事學理論相關術語將採簡略說明方式，以不妨礙文本分析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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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為使「敘事模式」分析更為「聚焦」，除參酌相關敘事學理論外，

陳平原《中國小說事模式的轉變》以「敘事時間」、「敘事角度」、「敘事結

構」為敘事模式分析的三個層次  可為要件，但考量詩作類型的個別差異，

在以陳氏三層次為核心外，也將融合部分感官認知的觀察，以顯出晚清敘事詩

之敘述特色。以下分別探討朱琦〈感事〉、王闓運〈圓明園詞〉、黃遵憲〈馮

將軍歌〉、楊圻〈壇青引〉、金和〈蘭陵女兒行〉五首敘事詩，並依該詩敘述

之時序列一簡圖，再就敘事相關要件說明及論述之。  

（一）朱琦〈感事〉   
  朱琦（1803-1861）〈感事〉長達七百字，以全景式反映完整的鴉片戰爭歷

史，主要採第一人稱方式敘說，敘述者幾乎等同作者本人，時序圖繪製如圖一。 

  本詩時間軸從「鴉片入中國，爾來百餘載」為開端時間，說明鴉片毒害已

綿延百年之久，時間跨度約從 1839 年至 1842 年（即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

選出鴉片戰爭事件作整體敘述，重要事件有：林則徐禁銷鴉片、英人入侵中國

（攻陷定海、虎門、鹿步司等地），詩末則以虎門今昔之衰的感嘆作結。由於

本詩是以鴉片戰爭前後為敘述中心，在「粵人競啖吸，流毒被遠邇」句後，指

明廣東一帶是近代中國遭受鴉片毒害的起點，此乃整個事件發展的背景空間。

全詩主要以非聚焦（nonfocalization）視野，採宏觀方式進行，整體問題在選

擇倒敘事件時，配合內部與整體閃回的方式羅列事件。收筆時，敘述者的記憶

近於內部閃回，所謂「我朝況全盛，幅員二萬里」，強調中國土地的原始盛況，

將時間拉至句首開端時間之前，由於時間跨度甚大，為方便句末抒感，最後是

以局部閃回方式處理。 

                                                 
   陳平原融合熱奈特與托多羅夫理論，經考量中國小說實際發展進程後，始有三層次的形成。其言：「『敘事時

間』參考俄國形式主義派對『故事』與『情節』的區分，而不取熱奈特和托多羅夫對『情節時間』與『演述時

間』的更為精緻的分析；『敘事角度』約略等於托多羅夫的『敘事語態』與熱奈特的『焦點調節』；『敘事結

構』則是我根據中國中說發展路向而設計的，著眼於作家創作時的結構意識……」詳參陳平原：〈導言〉，《中

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3 年），頁 3-4。 
   ［清］朱琦：〈感事〉，《怡志堂詩初編》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年，《續修四庫全書》1530

冊），頁 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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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朱琦〈感事〉時序圖 

  在時序圖呈現上，鴉片戰爭的倒敘可稱為「整體閃回」，主要內容分兩部

份：其一自「粵東地瀕海，番商萃奸宄」至「遂割香港地，要盟受欺紿」句，

將事件經過大略敘述（此為整體閃回的前半部，總述事件整體），其二自「況

聞浙以西，醜虜陷定海」至「先是春二月，番舶據沙觜」等句，則補充鴉片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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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經過，特別對關天培在虎門戰役的犧牲、琦善與奕山之流開門揖盜、殘害人

民的惡行，以及義律勾結英人，致使中國戰敗等因素詳加說明（此為整體閃回

的後半部，為事件整體作補充，可稱填充閃回  ）。換言之，自「先是春二

月」至「流離迫凍餒」三十二句中，透過昔盛「麗侈」與今衰「鋒燹」的強烈

對比，以舊樂之追憶寫今哀之慘烈，沈痛之情自然流出。其中滲雜敘述者憤慨

之語，諸如「上言海氛惡，下言抱積痞，箴砭輙乖謬，沴戾入肌髓。艱虞正須

才，孤憤亦徒爾」，由此可見敘述者為人臣子的焦急與悲憤。而在整體事件閃

回結束後，面對戰後虎門殘破之象，則補述一段文字，將時間跨度重返至鴉片

戰爭之前，可視為與戰後景象的「對比閃回」  ，尤其如「巨舶通重洋，珍

貨聚寶賄。珊瑚鬥七尺，明珠炫百琲」句，強調虎門昔日榮景，造成今昔對照

的閱讀效果。最後，敘述者返回現況，「微臣憤所切，陳義愧青史。蒼茫望嶺

嶠，撫劍獨流涕」，以「微臣」自居，反映詩人初期仍保持對清廷的期待，但

因個人無力挽回，僅可「撫劍獨流涕」，最後發表自身議論與感慨結束。  

  在感官運用上，本詩以視覺為主要方式，透過鮮明、誇大的用辭，具體進

行實物描繪，致使整件戰事過程、場景都歷歷在目，如：「舉火縱葭葦，矢礮

橫相攻，孤城危卵絫。萬眾方瞠目」具體描寫戰亂過程的景象與經歷；「巨舶

通重洋，珍貨聚寶賄。珊瑚鬥七尺，明珠炫百琲。宴客紫駝羹，金盤膾雙鯉」

的奢華舖張描繪，則產生放大視覺效果。聽覺運用上，可由「哀」、「聞」、

「嗟」、「唏噓」等字，作為聽覺判準，使讀者產生確切感，如：「五管嗟繹

騷」、「傳聞日詼詭，哀哀老尚書」、「笙歌徹夜喧」等。  

  此外，在「認知」模式上，前段以感官（視覺／聽覺）運用為主，整體事

件的閃回相當具體。「認知」乃本詩感知與議論，乃後段闡釋主調，由「盛衰

有循環，天道詎終否」、「忠義乃在民，苟祿亦可恥。古人重召募，鄉團良足

倚，剿撫協機宜，猖獗胡至此」、「微臣憤所切，陳義愧青史」等處可見。作

者對戰事的憤怒與感慨呈現於詩末，藉此流露對國家盛衰的憂慮、朝廷官員處

事態度的不滿，表達杞人憂天的情懷。錢仲聯對朱琦詩評價甚高，不僅推為「巨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年），頁 67 言：「填充閃回指在事件之後追敘事件

發生的過程，填補故事的空白。填充閃回是對敘述中省略、遺漏的事件的補充，具有交代、解釋、修正等功能。」

閃回（flashback）包含倒敘（analepsis）、回溯（retrospection）、回切（cutback）、回轉（switchback）等內

涵，為求語詞一致，本文統一採胡氏之譯詞。 
   同前註，頁 68 言：「對比閃回指通過對往事的回顧、追憶而與現實中敘述的情景產生反差，由此加深作品的

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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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並以「感時念亂之作，無愧一代詩史」  稱之，本詩可為代表。 

  總的來看，本詩大致採取「非聚焦型」方式寫作，描寫鴉片戰事經過相當

全面，鉅細靡遺描寫人民之悲慘、戰爭之劇烈，以及朝廷上下愁雲慘霧的景象。

在敘述（整體／重要事件敘述）間參雜感懷，最後「卒章顯其志」，抒發敘述

者對事件的感觸及憤慨之情，已由「非聚焦型」轉為侷限於詩人角度的「內聚

焦型」（ internal focalization），可視為多數感事型晚清敘事詩的基本敘述模

式。  

（二）王闓運〈圓明園詞〉   
  清同治十年（1871），王闓運（1832-1916）與友人張祖同、徐樹鈞同遊

圓明園廢址，目睹殘垣斷壁，油然生發對歷史滄桑之感的傷懷，遂寫下長篇歌

行〈圓明園詞〉，時序圖繪製如圖二。  

 
圖二：〈圓明園詞〉時序圖 

  本詩以昔盛今衰的對比方式呈現，開端時間約在清康熙四十八年（1709）

                                                 
   錢仲聯：《夢苕盦詩話》，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第六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年），

頁 397。 
   詩見［清］王闓運著：《湘綺樓詩文集‧詩集卷八》（全四冊）（長沙：岳麓書社，1996 年），頁 1399-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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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明園興建之初，寫盡皇室的奢靡無度，導致內憂外患不斷、清廷招架無

力的慘烈景況，最後則在敘述者自我感嘆中結束敘事時間，即「相如徒有上林

頌，不遇良時空自嗟」。全詩以「順時序」（chronological order）書寫清朝由

盛至衰的歷程，主要以線性發展呈現，敘述者對建園初期的追憶則以頻繁的「閃

回」穿插，是此類型敘事詩特徵。 

 
圖三：〈圓明園詞〉閃回示意圖   

  由上圖可見，本詩閃回段落計有八次，在敘述人物部分，閃回前後（即閃

回一、二、七、八）都由王闓運充當敘述者，集中於康熙、雍正時的勤儉自持，

                                                 
   圓明園興建時間另有康熙四十六年（1707）年一說，詳參張恩蔭：〈略論圓明園的早期形象〉，《圓明園研究》

（http://www.yuanmingyuanpark.com/zy/yj16.htm，2011 年 10 月 30 日）。 
   本圖參酌本系博士生吳賢妃於筆者「近代文學家專題」課程學期報告〈王闓運〈圓明園詞〉的敘事學分析－

以敘事時間、情節為主〉所繪，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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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至乾隆時，則轉為奢侈舖張，道光、咸豐時國勢轉弱；閃回中間敘述者，則

改由老人董監擔任，接續前段道光、咸豐的敘述，將追憶時間密集聚焦在同治

十年，特別加強昔榮今破的對照效果，是以此年「重修清輝堂」、「守園神辭

官」、「大平三聖同訪園」、「咸豐出奔」、「圓明園遭焚」等重要事件，在

老人董監的敘述中，更生發隱含作者對圓明園今不復昔的慨嘆。而本詩敘述圓

明園的興衰歷程，幾乎與清朝國勢發展吻合，自康、雍、乾走向盛景後，國力

逐步下滑，待英軍入侵、焚毀園明圓後，清廷早已無力回天，透過老人董監的

敘述，更補足王闓運返回歷史現場，重建歷史事件的真實性，也使敘述者轉換

更為靈動。 

  整體而言，本詩屬於梅村體的繼承  ，多數採以「非聚焦」型態，此種以

地繫事的模式，必須由原始敘述者先深入其地，觀察地點的今衰後，產生對過

去歷史的懷想，之後再經由第二個出場的敘述者補充今昔對照中「昔盛」的描

寫。表面看來，詩中所敘集中於圓明園、皇族歷史變化的全景式描寫，敘事甚

詳，取材也頗具關鍵性，自「玉泉悲咽昆明塞」句後，重新返回故事主敘者身

上，從所見、所感，自然闡發所思。是以最後「百年成毀何匆促，四海荒殘如

在目」、「相如徒有上林頌，不遇良時空自嗟」等句，主訴清朝的百年盛世消

毀太快；再就眼前殘景順勢帶出「艱危始識中興難」之嘆，立意上如同司馬相

如〈上林賦〉自我比況，頗有諷刺之意。再者，由於本詩對圓明園今昔之別的

敘述著重視覺感官的運用，乃透過敘述者所見，貫穿圓明園的富麗與寂寥。前

段描寫圓明園及其週邊尚未殘敗時的景象，如「宜春苑中螢火飛，建章長樂柳

十圍」、「暢春風光秀南苑，霓旌鳳蓋長游宴」等句，強調皇帝與太后居所

－暢春園，以及圓明園和周遭風光的雄偉；中段則因宮中盛景不再，影響敘

述者心情，進而透露敘述者對此事的認知及感嘆，如「昔日喧闐厭朝貴，於今

寂寞喜游人」、「百年成毀何匆促，四海荒殘如在目」等句，幾乎都以今昔對

比來強調圓明園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聽覺使用雖少，但點綴以負面聲音，

諸如「玉路旋悲車轂鳴」、「玉泉悲咽昆明塞」等句，點染國家劇變的感官色

彩。 

  與朱琦〈感事〉詩感事型相較，本詩更密集於一地興衰的今昔對照，在敘

                                                 
   詳參陳少松：〈清代敘事詩及其理論初探〉，《南京師大學報》第三期（1991 年），頁 81。陳氏亦認為王詩

乃繼元稹〈連昌宮詞〉、韋莊〈秦婦吟〉與吳偉業〈圓圓曲〉等系列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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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者運用上也有所變化，對於時政略表不滿，末句亦有卒章顯其志的抒感之

語，但選擇以七言歌行為詩體創作，屬「以地繫事」一類，其基本敘事模式與

「感事型」敘事詩應有區別。  

（三）黃遵憲〈馮將軍歌〉   
  與上述兩首詩相較，晚清敘事詩另有「以人繫事」一類，此類詩主以人事

牽繫時事的敘述，但多以敗戰將領之事為主，本節選擇黃遵憲（1848-1905）

〈馮將軍歌〉為例說明，此詩所記，以中法戰役主將馮子材的英姿煥發為主線，

建立其戰功謳歌的範式，乃晚清極少數的勝仗，時序圖繪製如下：  

 
圖四：〈馮將軍歌〉時序圖 

  本詩採「以人繫事」之法，時序開端為光緒十年英法聯軍時期，馮將軍受

張之洞徵召前往鎮南關鎮守（今廣西友誼關），敘述時間大致以一年為期。全

詩敘述馮將軍、隨侍死士的篇幅甚長，用以反映其人「英名天下聞」、「江南

十載戰功高」的功業彪炳與英雄氣概，自「手執蛇矛長丈八」至「一日橫馳三

百里」的二十一句乃以英法戰事為敘述主軸。其中插入士兵願「同拚一死隨將

                                                 
   詩見［清］黃遵憲著、錢仲聯箋注：《人境廬詩草箋註》（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年），頁 37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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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我輩忍孤將軍恩」、「將軍有令敢不遵」等句，則以側面烘托之法，

塑造將軍深得人心的形象。整首詩結束時間為光緒十一年，自馬尾之戰大敗、

龍州失地，道咸以來嚐盡敗戰之苦，至此才一吐怨氣。詩末呈現敘述者的認知

觀點，僅以一句哀嘆「吁嗟乎」作為轉折／總結，亦以卒章顯其志之法收尾，

因此，自「吁嗟乎」至「得如將軍十數人，制梃能撻虎狼秦，能興滅國柔強鄰，

嗚呼安得如將軍」句，達成確切表達詩人內在期盼。  

  本詩採全知觀點方式敘述，可歸入「外聚焦」型。在敘述者方面，除了旁

白（即全知觀點的敘述者）外，亦穿插以馮將軍、其下死士的部分敘述，諸如：

「看我長驅出玉關」、「將軍報國期死君，我輩忍孤將軍恩？」、「將軍有令

敢不遵，負將軍者誅及身」等句。就其序列而言，本詩採「順時序」敘述，屬

單一的「線性」結構；再者，以馮將軍事蹟及其為人態度作為敘述主線，可突

顯「道咸以來無此捷」的興嘆，當屬「以人繫事」敘事詩典型。  

  在感官運用上，本類型的敘事詩，仍以視覺為敘述事件的主要方式，諸如

以「一出旌旗雲變色」、「黃袿色映花翎飄」等句為前言，敘述馮將軍基本資

料，而「一出旌旗雲變色」的誇飾效果，都屬此類。在馮將軍個人細節的描寫

上，諸如：「每日摩挲腰下刀」、「將軍劍光方出匣，將軍謗書忽盈篋」、「手

執蛇矛長丈八」、「左右橫排斷後刀，有進無退退則殺」等句，著重以動作、

配件表現其性格和驍勇善戰的氣慨。在短兵相接的戰場敘述上，諸如：「既戟

交胸刀在頸」顯露交戰時的危急；「五千人馬排牆進，綿綿延延相擊應」、「萬

頭竄竄紛如蟻」刻意舖張戰爭排場；「十盪十決無當前，一日橫馳三百里」以

強化其勇武形象。聽覺使用則如：「談笑欲吸匈奴血」、「奮梃大呼從如雲」、

「將軍一叱人馬驚」等句，寫馮將軍言談與作戰時的怒吼；又如：「轟雷巨炮

欲發聲」、「敵軍披靡鼓聲死」等句，則寫戰爭砲火與鳴鼓之聲。其餘如：「手

執蛇矛長丈八，談笑欲吸匈奴血」、「轟雷巨礮欲發聲，既戟交胸刀在頸」等

句，則是將聽、視二覺相替互用，使敘述更為生動。  

  整體而言，本詩以記人為主，惟因篇幅較為短小，雖透過馮將軍領導的死

士側寫馮將軍為人，但在歷史事件的敘述上較難完整。就其依循順時序的敘述

法，夾以敘述者心聲，可謂「抒情與敘事結合」的範式，同屬「以人繫事」一

類，近於傳記史書寫模式，亦採卒章顯其志的喟嘆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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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楊圻〈檀青引〉 51
  

  〈檀青引〉亦屬「以人繫事」類，與〈馮將軍傳〉全知觀點敘述方式不同，

採用限制觀點，以楊圻（1875-1941）在揚州巧遇咸豐時期紅極一時的崑曲藝

人－蔣檀青，再經由兩人對話勾起蔣氏的回憶起筆，由於蔣氏曾具有宮中樂

工的特殊身分，實際歷經咸豐盛世、同治中興等朝，得以目睹太平天國動亂與

英法聯軍攻克實景，做為主要敘述者極為適切，也頗具說服力，時序圖繪製如

下：  

 
圖五：〈檀青引〉時序圖 

  本詩時序架構採「今－昔－今」的方式呈現。開端時間為乙未前後（1895

                                                 
 51   詩見［清］楊圻著；馬衞中、潘虹校點：《江山萬里樓詩詞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年），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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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三月某日，首句「江都三月看瓊花，寶馬香輪十萬家」寫揚州各式景色，

點出王、蔣二人相遇的時間與地點，同時兼以「天寶曲」、「玉鉤斜」、「迷

樓」等詞渲染揚州城的富庶，順勢將清咸豐與隋煬帝之事自然比附。在聽者「不

忍聽」、彈者「無恨恨」的心靈相通後，繼而遇見白髮蒼蒼的蔣檀青。從「雕

欄風暖凝絲竹」至「金徽彈罷愁難絕」句，融合遠、近景緻，句尾連續使用「怨

滄桑」、「暗斷腸」、「先墜淚」、「總心傷」、「共嗚咽」、「愁難絕」等

愁緒強烈的用詞，致使情與境相互映襯，近似白居易〈琵琶行〉手法。自「同

時傷春事不同」至「咸豐舊恨今猶記」句，乃藉蔣氏彈唱四十年前過往的主要

敘述段，包含咸豐朝重要史事與蔣氏經歷，「初聞哀詔在沙丘」至「咸豐舊恨

今猶記」，則以同治登基後的國事變化為另一個敘述主體；結尾僅以最後四句

「憐爾依稀事兩朝，千秋萬歲恨迢迢。至今煙月千門鎖，天上人間兩寂寥」，

維持多數敘事詩卒章顯其志的傳統。  

  本詩為王氏巧遇老伶人蔣檀青，聞其樂聲之哀而有所感，並藉蔣氏轉述其

身世與大時代的歷史變化，詩以回憶過往為主軸，穿插對時局動蕩的感慨與哀

愁，及自身飄零的過程，諸如「明年重過德功坊，梨花落盡柳如夢」、「獨有

開元伶人老，飄泊秦淮鬢霜早」等句可見；由於蔣氏具伶人身分，在作者未見

其人先聞琴聲的設計下，聽覺感官描寫較其他敘事詩豐富，諸如：「雕欄風暖

凝絲竹，筵上驚聞朝元曲」、「朱絃斷續怨滄桑」等，都與蔣氏職業相互環扣。

相形之下，視覺感官使用較為次之，主要透過蔣氏的回憶之眼，書寫宫中舊景，

諸如：「年年豹尾幸離宫，百官扈從六宫徙」、「三山清月照瑤臺，夾道珠燈

擁夜來」等句；其餘如：「山蝶亂飛芳樹外，野鶯啼滿殿西頭」、「獨有漁翁

斜月裏，隔牆吹笛到天明」等句，則兼採聽覺與視覺，使蔣氏敘述更形具象化，

深化本詩的真實感。  

  事實上，由「君問飄零感君意，含情彈出宮中事」句來看，本詩實際的敘

述時間從開始到結束約僅有一首歌長度，透過王遇蔣、蔣敘述、王聽罷有感的

敘述模式進行。程相占將此類主體結構視為「A 遇 B，聽 B 訴說」的公式 52  ，

認為敘事者 A（即作者楊圻）並沒有「咸豐舊事的經歷」，也無四十年的飄零

遭遇，王、蔣二人心靈共感的情感世界不盡相同，由於敘述者 B（蔣檀青）個

                                                 
 52   詳參程相占：《中國古代敘事詩研究》，頁 17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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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經歷著墨不多，充實量只能視作「功能性的『見證人』，而不是個行動性的

個體生命，以致他的形象不夠完整」 53  。然而，本詩以倒述方式敘講超過四

十年的歷史，時序以「逆時序」為主，從上表中可看出透過蔣氏之口，呈現以

「整體閃回」的主要架構，其間有一次的「填充閃回」，使用兩次的「閃前」

預敘，可見其敘事技巧。  

  第一次閃回為「整體閃回」，此為本詩最重要的敘述段落，當蔣檀青娓娓

道出身世「家在京師海岱門，少年往事不堪論」、「萬方鐘鼓與民同，九重樂

事怡天聽」時，可想見蔣氏隨侍君王側，以及咸豐帝的極樂生活，然奢華生活

急轉直下，則源自於太平軍的節節逼近，緊接一連串的戰役、君王狼狽出逃、

駕崩於外。第二次的閃回為「填充閃回」，自「明年重過德功坊，梨花落盡柳

如夢」至「十年血戰動天地，金陵再見真王氣」句。英法聯軍攻入北京後，城

內凋零殘敗、同治帝新君上任，蔣氏自述他曾於隔年重返宮門，但見殘敗場景

後掩面不忍卒睹，繼而再回溯綿延十年的太平天國之亂，並與同治即位後的中

興景況相互交錯，此段除夾雜外患與內憂的混亂血戰，亦與咸豐衰敗、同治重

振的狀況敘述重疊，應屬「填充閃回」。  

  在「閃前」法使用共計兩次，第一次為「內部閃前」，由「一代興亡天寶

曲」句引發，藉唐代興衰現象比喻晚清的衰頹，諷諭意旨，順勢帶出蔣檀青的

回憶敘述，藉由咸豐奢華富麗的生活，與戰亂倉皇出京、身死異地的敘寫，形

成今昔對比，此為對過去事件的預述句。第二次閃前為「填充閃前」，以「糊

口江淮四十年，清明寒食飛花天」句起筆，蔣氏自敘離開京師後，流落到南方

煙花巷中賣藝糊口，此段補充楊圻何以和蔣檀青相遇，甚至推測蔣氏流落南方

約在太平天國起義之時（約 1856 年）。  

  總的來看，本詩的主要敘述者幾乎隱身於後，透過意識集點／敘述觀點的

轉移（shift of point of view），化為靜默的聽述者（narrate），而傾聽蔣檀青

這個戲劇化的敘述者（dramatized narrator）敘述自身慘事時，看似是個人聲音

（personal voice）的傳達，其實也是傳達時代的集體聲音（collective voice），

展現晚清由上至下共有的歷練與命運，進而使敘述者與接受者有相通的心靈

（common mentailty）。王闓運寫作此詩還不到二十三歲，遂成「江東獨步」

家喻互曉之作，藉老人之口為主要敘述方式，巧妙提供詩人感事的重要依據，

                                                 
 53   同前註，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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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視為另一類「以人繫事」的敘事詩，此詩採內聚焦型態的限制視角，蔣檀青

乃講論故事的內敘述者，其敘事模式亦為晚清敘事詩典型之一。  

（五）金和〈蘭陵女兒行〉 54   
  金和（1818-1885）〈蘭陵女兒行〉長達 1522 字，相較於上述詩作，其詩

展現女性反抗強權，不向命運低頭的堅靭形象，為晚清新女性建立典範，在敘

事模式上也頗具特色，時序圖製作如圖六。  

  此詩以對話體方式呈現，蘭陵女既為主角，也是主要敘述者，由於對話頻

繁使用，致使情節性鮮明，頗近於小說敘事方式。再者，對話人物數度轉換，

也成為情節推進的主要方式，時序與情節展現基本上採同步進行。推估本詩故

事時間應在太平天國期間，主要人物蘭陵女，真實身分較難確定，據詩中所言

「我是蘭陵宦家女」，可見出身仕宦之家；逼婚的將軍，則應屬湘軍或淮軍。 

  本詩時序開端，乃自將軍解除宣州之圍後，即「將軍既解宣州圍，鐃歌一

路行如飛」句，為的是快馬直奔水獺邊，築屋設宴，舉行與蘭陵女的婚事；故

事結尾則在「乃是材官當日將去之聘禮，封還不失分釐毫」之後，以將軍因蘭

陵女退聘之事，夜夜驚嚇不敢安眠作結。推估故事開始於婚宴之時，蘭陵女挾

持將軍後，曾言「三日五日間，我既遷所居，秣陵蔣尉祠，歸馬其何如」，對

照故事結尾，蘭陵女果然將馬匹與嫁妝一併歸還，可知故事時間在三至五日之

內。由圖中可見，本詩以「順時序」為主，依照線性發展情節向前推進。詩中

分別各有兩次「閃回」及「閃前」，屬短暫的「逆時序」現象，但在短暫回溯

與預敘之後，故事均會回到原本進行的時間軸繼續向前。 

  第一次閃回為「外部閃回」，從蘭陵女首次發話開始，「來此堂者皆高軒。

我亦非化外，從頭聽我分明言。我是蘭陵宦家女」、「一呼遽坌集，戶外駭行

旅」、「要問將軍此何語」，此段交代蘭陵女嫁給將軍的經過，同時也揭露在

喜氣洋洋婚宴背後的黑暗。這段經過發生在本詩開端時間之前，故為「外部閃

回」，之後再補充以下蘭陵女為何挾持將軍的原因，具有「填充閃回」的特色。

第二次閃回為「內部閃回」，從「我之發蘭陵，辭家計已四日餘。老母痛哭常

倚閭，兩兄中庭握手空唏噓」句展開，將時間接續到第一次閃回的時間點，描

述蘭陵女被迫嫁人，家人唏噓不已的景象。此段雖是蘭陵女的推測，亦可列為

                                                 
 54   詩見［清］金和著；胡露校點：《秋蟪吟館詩鈔》，卷 7《奇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年），頁

31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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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回，乃因時間點與第一次閃回事件相同，屬於「內部閃回」，此處使用回溯

之法，更加強蘭陵女返家意念，遂向將軍提出借白馬乘歸的條件，可視為「填

充閃回」的運用。  

 
圖六：金和〈蘭陵女兒行〉時序圖 

  第一次閃前則為「外部閃前」，主要自「若乘此馬歸到家，可及今日日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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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至「三五日間，我既遷所居」，蘭陵女先行預告返家後的打算，也說明隱

居之念，由於此處預言蘭陵女最後決定，可視為「外部閃前」，同時也是「填

充閃前」，交代蘭陵女去向。第二次閃前為「內部閃前」，此處運用閃前的功

能性，反應在蘭陵女重諾守約的性格上，「諸君前說姑置之，我與諸君借一物。

我聞彼有善馬名白魚，日行千里猶徐徐」、「秣陵蔣尉祠，歸馬其何如」等蘭

陵女自敘之句，說明未來將如期歸還馬匹。因此，對照詩末「雲中匹碼塵甚囂，

清光無恙來滔滔。千金一諾券果操，將軍迎縶歸其曹」之句，可見預敘事件在

現實敘述中逐漸展開，可謂「重複閃前」。  

  整體來說，本詩可歸入「內聚焦」型，依照蘭陵女與眾賓客一來一往的對

話，可獲知人物內心變化；再者，藉由蘭陵女痛陳將軍逼婚一事，以及眾賓客

對此事的勸言，形成同一事件不同的角度與看法，進一步細分，可列為「多重

內聚焦型」。而本詩首段描繪宴客情景、將軍被挾持時的臉色發青，以及末段

交代故事尾聲等處，則接近「外聚焦」，但因詩歌情節推進乃以對話為主，故

仍歸入內聚焦型的視角運用。  

  本詩結構依其時序和故事進展，仍為「線性」結構，全詩以主人公蘭陵女

為核心，屬「以人繫事」，並以蘭陵女遭遇，說明強權掠奪和社會秩序的腐敗。

作者為這名不凡女子的出場作了神秘且隆重的鋪排效果，全詩手法仿若以文為

詩，以對話體展開蘭陵女與賓客的交涉和談判，符合「情節型」模式，與前列

敘事詩作的敘述模式顯然不同。  

五、結語 

  歷來學界一直存在中國有無敘事詩的辯證現象，或因抒情本為中國詩的特

徵、主流，因而以為詩歌出現敘事，充其量只能算作抒情詩的附庸。至於西方

敘事理論的運用，多數學者也認為應以敘事結構為本的小說、戲劇較為恰當，

西方史詩傳統或可藉此法來做分析，但中國詩歌絕不適用（即使是已有不少學

者默許，或歸入敘事詩之列的作品）。  

  本文以晚清敘事詩「長哭當歌」現象及其敘事模式加以論析，實反映在三

個概念上：其一，從題目來認知，即可顯示「非長不可」、「非哀不行」的必

然與自然，來自樂府短歌、長歌、悲歌類型的結合與擴充等意義；其二，就晚

清敘事詩體與類型的沿襲與新創上，可見徐志平、李亞峰、沈從文等人已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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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詩相當清楚的詩體類型；其三，就內容來做探討，分別以感事、以地繫事、

以人繫事、對話體為基準，選出五首晚清敘事詩名篇，嘗試就其時序運用、敘

述視角、感官認知進行分析，以提供閱讀詩歌的新法。於此可見，「卒章顯其

志」在晚清敘事詩廣泛出現，但因晚清特殊的時代悲歌與苦難的無盡綿長，使

用今昔對照之法進行敘事也時有所見。此外，敘述者自然轉換，敘述角度多元

運用，為晚清敘事詩敘事模式建立一定的範式。  

  陳平原以中國小說為例，曾言：「中國古代小說在敘事時間上基本採用連

貫敘述，在敘事角度上基本採用全知視角，在敘事結構上基本以情節為結構中

心」，在受「外來小說形式的積極移植與傳統文學形式的創造性轉化，共同促

成了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現代中國小說（自晚清小說始）則在敘事時

間（有連貫、倒裝、交錯等）、敘事角度（有全知敘事、第一及第三人稱限制

敘事、純客觀敘事等），以及敘事結構（有以情節、性格、背景為中心等）上，

都朝向多元發展 55  。在本文探討後，可見無論是以敘事性來觀看晚清詩，抑

或是直接將晚清敘事詩視為一個主體來看，陳氏從小說中得出敘事模式的轉變

結論，亦可在詩歌上找到部分印證。  

  再者，與敘事詩對應的，是行之久遠的抒情傳統，在順應複雜的時代因素，

詩家不同的生命經歷後，晚清敘事詩與過去古典敘事詩相較，更有其特殊的文

學地位、歷史價值。吾人可言，事件之所以在詩歌被敘述，仍是出自於傳情達

意的考量，但因情之真、意之切，晚清敘事詩雖然以承繼中國古典詩體為載體，

也時而採取詩歌獨有的意象、比興手法。然實際看來，當「長歌當哭」成為一

種趨勢後，早已超脫傳統溫柔敦厚的詩教概念，詩人雖然不忘抒情，但為了使

情得以聚合，在事的傳達成為詩歌主軸（時事、戰事、人事）時，集體記憶也

在此時得以形成，或為同仇敵愾，或為批評諷刺，或為怨天不公，或為作傳記

事。敘事詩寫作者的目的也許不同，但透過這些敘事詩的閱讀，無論其類型是

感事、以地繫事、以人繫事、甚或是組詩、對話體詩，在以敘事模式觀看時，

就會發現詩歌與敘事的連合模式，或與一般敘事文學（尤指小說、戲劇）不盡

相同。但無可否認，晚清詩是進行時代省思的載體，而敘事性的增強，除了使

他們在中國詩歌史上別具特色，更應進一步給予敘事詩之名。此無關敘事詩之

                                                 
 55   詳參陳平原：〈導言〉，《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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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是否由中國人自定，而是提供其（指晚清詩）與世界接合對話之名。陳平原

曾言：  

把敘事與抒情截然分開，固然突出了詩歌的抒情特性，卻抹煞了詩歌可能存

在的敘事功能。引史入詩，自覺「以韻語記時事」，勢必形成對中國詩歌抒

情傳統的衝擊。 56   

或許晚清敘事詩受制於中國抒情傳統太深，借助「史傳」傳統與「詩騷」傳統

後，中國敘事詩始終「艱難地發展，形成傾向於以記事、感事方法來發揮詩歌

敘事功能的特性」 57  ，甚至「『場面』成了中國敘事詩的基本單位，長篇敘

事詩不過是眾多場面的『剪輯』」 58  ，也不無道理。  

  基本上，晚清敘事詩中呈現往事已逝，結局已定，截取記憶的方式在「閃

回」的過程中，構成敘事詩敘事模式的特殊現象。而在詩中歌頌的將士英雄多

數已死，遭遇苦難的百姓也不具書寫能力，他們沒有能力發聲（giving voice），

敘事詩的形成若不考量詩體的變調、時代苦難的土壤，至少也具有形塑記憶的

意 義 。 或 許 存 在 於 創 作 者 ／ 或 廣 大 百 姓 的 記 憶 是 片 斷 、 模 糊 ， 甚 至 是 失 序

（disorderly）的，但經由敘事詩有機的觀看，敘事模式的建立應可提供歷史記

憶／次序的重整範式。 

  總之，晚清詩朝向敘事性的時代特徵，實為過去從未有過的榮景，其質、

量在中國敘事詩發展史中不應被忽視。借用敘事學敘說分析之法，可見晚清敘

事詩的豐富內容，在經由不同敘事模式的解析後，每個文本都是「多重聲音」

（plurivocal），可以開放給不同的讀者／分析者，進行多元的閱讀模組和建構

取樣。尤其詩中敘述者提供的訴說經驗（telling about experience），在敘述者

由 A 遇到 B，再由 B 成為新的敘述者，可見出隱含作者／真實作者的關注經

驗 （ attending to experience ） ， 以 及 在 文 本 呈 現 的 轉 錄 經 驗 （ transcribing 

experience），而此，正是敘事模式運用於敘事詩分析的耐人尋味之處。  

 

                                                 
 56   陳平原：〈說「詩史」－兼論中國詩歌的敘事功能〉，《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287-288。 
 57   同前註，頁 288-289。 
 58   同前註，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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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s of the Long Song” and the 
Narrative Mode: A Study of the 

Narrative Poem’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n,Hsiang-Ling∗∗ 

【Abstract】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an era that sees a tremendous change as never before 
in the history of 3000 years in China, and not the least of it is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classical to the modern in the area of poetry. The narrative po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uttering the deepest lamentation for the suffering of its time, fully 
reflects its social situation, and is thus in every bit worthy of the title of epic. The 
new way of writing in this genre and its artistry compel serious study. 
  Noticeably, writers of these narrative poems favor grand background (great 
wars and calamities of pivotal consequence). The length of the poem is also 
unprecedent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This study traces the tradition of 
the long song of the Music Bureau to explain why the length and the pathetic 
quality are necessary elements to the new epic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leads to 
stylistic and genre analysis. The study also includes detailed scrutiny of five 
exemplary poems in terms of Western narratology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a new 
method of read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s well as a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narrative poetry and theory of western narratology. 
 
Key words: Late Qing, epic the mode of narration history memory shishi  

long verses 

                                                 
∗  The article comes as part of the outcome of a research project “A Sad Cry and a Creation from Memory—The Narrative 

Poem in the Late Qing Period,”（NSC 98-2410-H-029-049）sponsored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Associate Professor,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Tungha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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