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中文學報》 
第 27 期 頁 49－84 
東海大學中文系 2014 年 6 月 

近體與抒情 
－論毛本《三國》的主要贊體 

形式及其修辭性 
陳福智∗ 

【提要】 

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編撰史上，毛宗崗絕對擔任關鍵性角色，其卓

越的改編讓毛本成為清初已降的流行讀本。但毛氏究竟改編哪些部分？改編

是否受到古典文學體裁的影響？均是毛氏小說理論外仍須進一步追問的課

題。本文認為，其中贊體的變化是值得注意的對象。 
不論是受到傳統史學，或有詩為證的說書傳統的影響，多數明版《三國》

內存在各種贊體。對此，毛氏不但刪除廟贊與論贊，選擇以「近體」為詩贊

的主要表現形式，更為重要的是，其編撰具強烈體裁修辭性的近體詩贊，使

其獲得統一的表述。體裁修辭性是巴赫金研究言語體裁提出的概念，概念核

心是：任何言語的意圖旨在表述，具有辨識性的表述通常帶有穩定的結構和

形式，由此產生體裁的情態與評價。確實相較於其它明版《三國》，毛本《三

國》詩贊正呈現出幾乎統一的表述形式，故應有其相應的修辭性。 
基此，本文試從「抒情的主題與意識」與「抒情的對象與評價」兩方面

進行相關探討，發現毛氏所選的近體詩贊，乃是繼承詠史詩的抒情傳統，並

翻轉說書系統中「有詩為證」的弊病，呈現毛氏獨特的近體詩贊之文人抒情

修辭性，經此彰顯小說的主題。某種程度對毛氏來說，近體詩贊的表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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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充分傳達其意圖和修辭，是最適合作為小說贊體的體裁。從體裁的角度，

毛氏和其他明版《三國》的差別不在版本系統，而是不同編撰者的小說詩學，

是小說編撰者的詩學和表述決定其最後樣貌，毛氏的近體詩贊充分證明這

點。本文相信從體裁修辭性出發，可以深入明白小說編撰者及各種言語體裁

的真正差異，這是研究小說編撰時極為有效的觀點和起點。 
 

 

關鍵詞：毛宗崗、三國志演義、近體詩贊、修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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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三國》贊體的多種形式與毛宗崗的小說美學  
明清之際是中國古典小說史上最為璀璨的年代，一方面小說家編寫各種類

型體裁與題材的小說，一方面在序跋與評點中，小說評論者蓬勃的闡述小說詩

學，毛宗崗是（後稱毛氏）橫跨兩界的佼佼者。毛氏在中國古典小說史絕對占

有一席之地，除了小說評點成就外，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後稱《三國》）

的編撰史上，毛氏也擔任關鍵角色，卓越改編更令毛本取代嘉靖本與之前各

版，成為清初已降的流行通俗讀本。然而毛氏究竟改編了哪些部分？有何小說

或文學創作的意義？更為重要的是，改編是否受到古典文學體裁的影響？這些

都是中國古典小說研究值得觀察或提出的問題。毛氏是自覺的進行小說改編，

其在凡例列舉十項改編的原則與項目，近人劉大杰將十項歸為四點：一、改正

內容，辨正史事；二、整理回目，改為對偶；三、增刪詩文，削除論贊；四、

注重辭藻，修改文詞  。劉的摘要頗為粗略，卻清楚指出毛本《三國》改編

的四大方向，每個方向都足以專門研究，第三點的「削除論贊」是本文即將探

討的對象。 

就現存明版《三國》而論，各版的贊體形式並非統一樣貌，下列暫以明嘉

靖壬午版《三國》（文後簡稱嘉版《三國》）與毛本《三國》為對照：  

吏官有四句言語，歎何進曰：漢室傾危天數終，天謀何進作三公。幾番不聽

忠臣諫，難免宮中受劍鋒。（嘉版《三國》，頁 17   

論曰：竇武、何進借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臨朝之威，外迎群英

乘風之勢，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頹，為世所悲，豈智不足而權有餘乎《傳》

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楚伐宋，宋公

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公將興之？不可。」公不從，與楚戰，

大敗於泓。（嘉版《三國》，頁 17） 

                                                 
  參劉大杰：〈三國演義提要〉，《三國演義》（台北：桂冠出版社，1983），頁 4。而魯迅認為毛本除情節外，

「其餘小節，則一者整頓回目，二者修正文辭，三者刪除論贊，四者增刪瑣事，五者改換詩文而已。」參氏著：

《中國小說史略》（上海：上海古籍，1998），頁 90。 
  本文的嘉靖版《三國志演義》統一引用人民出版社版《三國演義》（北京：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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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曰：武生蛇祥，進自屠羊。惟女惟弟，來儀紫房。上湣下嬖，人靈動怨。

將糾邪慝，以合人願。道之屈矣，代離凶困。（嘉版《三國》，頁 17） 

後人有詩歎曰：董賊潛懷廢立圖，漢家宗社委丘墟。滿朝臣宰皆囊括，惟有

丁公是丈夫。  （毛本《三國》，頁 19） 

大抵而論，不同的明代《三國》編撰者對「贊體」的使用，明顯存在差異。嘉

版《三國》有廟贊、歌行和歌、近體詩；周曰校版本延續嘉版，並增加周靜軒

詩；夷白堂版刪除所有插入詩和詩贊；毛本《三國》以近體詩贊為主要形式。

面對各種《三國》版本的多種贊體，自然可從說唱文學的傳統加以解釋，是「有

詩為證」的承襲與擴張；也可從小說的情節與人物之塑造，分析探究。然而，

文學家進行創作時，絕非處在單純環境，或多或少從他人的話語出發，甚受到

傳統文學體裁的規範與侷限，影響最終的表述形式。換言之，從文學體裁角度，

文學家在表述過程中，須從原有的體裁出發，可能是模仿或反抗、創新，跨體

裁書寫更是存在。不論如何，文學家創作時，面對的是充滿各種體裁世界，從

中發展自認最為適合的表現形式。身為傳統文人一份子的毛氏自然也是如此。 

面對毛本《三國》的近體詩贊，本文採用的是巴赫金的言語體裁修辭性角

度。確實我們可從創作論或表現論乃至於風格論，進行體裁的研究與闡述  。

此外還有個可思考的方向：體裁的修辭性課題。因若某個體裁具有辨體意義，

是源自於體裁的表述功能。換言之，人們是從表述功能的角度，運用與創作體

裁，並使其逐漸成為固定的文學話語或言語體裁，表述的首要意義在修辭性。

當作家自覺地遵守體裁的寫作規範，制約作家非體裁規範性，而是規範下的修

辭性，是修辭性影響表述的形式與結構。就此而言，形式即內容，體裁形式代

表的並非文學規律而已，也是創作群體共同產生的修辭傾向。是故，以往的體

裁研究協助我們明白文學內在規律與發展，卻無法解決體裁類型的形成與用

途，包括創作以及閱讀中產生的影響作用，因此我們需要其他更有效的方式。

巴赫金的言語體裁理論是個選項，其認為： 

                                                 
 羅貫中著，毛宗崗編撰評點：《三國志演義》（北京：中華書局，2009）。 
 正如楊成鑒所言：「它的論述方式是根據體裁劃分的，除了對每種文體說明其命名由來、作用以外，著重敘述

了它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從而分清它們的文學派別。」參照氏著：《中國詩詞風格研究》（台北：洪葉文化，

1995），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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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體裁不是語言的形式，而是典型的表述形式；體裁正是作為典型的表述

形式，才包容著一定的典型的為該體裁所固有的情態。……這一典型的（體

裁的）情態可以視為詞語的『修辭韻味』，但這一韻味不是屬於語言之詞本

身，而是屬於常用該詞語的體裁，這是在詞語中聽到的體裁整體的回聲。   

巴氏認為言語體裁（表述）帶有情態、評價的修辭功能，文學家選擇某體裁並

非單純考慮形式，是表述的修辭性指導他們選擇體裁形式。換言之，文學家對

體裁修辭性的認識，決定他們以何種體裁表述自身的情態和評價。選定後的體

裁也會提醒文學家在書寫過程中，該使用何種結構或佈局。不論文學家主動選

擇或被動決定，在在說明體裁修辭性的存在，若某個作品的體裁表現違背所屬

群體的基本認知，也會惹來各種譴責與批判，正因其表述觸犯某個體裁的常規

修辭性。  

毛氏選擇刪除其他的贊體、僅保留近體詩贊的行為，顯然正是種表述，表

述隱含毛氏對贊體的修辭性認知，因說者選擇特定的表述（體裁），本身就是

修辭行為。是此，本文問題如下：毛氏是否統一地以近體詩為贊？若是，近體

詩贊的形式具備何種修辭性？對小說的閱讀與詮釋有何影響？本文希冀藉「近

體詩贊」的修辭性探討，對毛宗崗的小說編撰詩學有更進一步的認識  。 

二、以「近體」為「贊」的詩贊： 

兼論「廟贊」與「論贊」及其修辭性 

「贊」是古早的言語體裁，南朝劉勰認為「贊」是：「辭托褒貶，論是非，

異乎『頌』之一以『褒德』。  」若根據張立兵的研究，贊本是讚詞，起源

儀式，廣泛用於各種禮儀活動，和命、誥、誓、賦、祭、銘、誄等同屬交際場

合中約定俗成的文辭話語，漢代完成口頭到書面的轉換過程，派生詩贊、史贊

                                                 
 巴赫金著，白春仁等譯：〈言語體裁問題〉，《文本、對話與人文》（石家莊：河北教育出版社，1998），頁

173。 
 中國古典小說的史學源流和特質，向來是研究者的共識，但小說並非史書，如何走出史學視野，建立小說的文

學特質，是須思考的課題；再者，小說的文學特質除了借重西方文學理論外，傳統文學觀也必須納入，說到底，

中國古典小說家仍屬傳統文人，其文學觀也應包含詩文領域。如何在傳統文學的基礎，結合西方的小說美學，

建構中國式的小說美學，是中國古典小說研究者必須認真思考的課題，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更貼近時人小說

觀，更加懂得欣賞中國古典小說的藝術與美感。 
 劉勰著，吳林伯注疏：《文心雕龍義疏》（武昌市：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頁 1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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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贊等  。「贊」可否獨立為文學類型有討論空間，從古今學者的研究，

不可否認，它確實是重要言語（文學）體裁。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甚有以「贊」

為名的作品，詩贊、廟贊和論贊便是，前者是毛本《三國》的主要贊體形式。

大抵而言，毛本《三國》的贊體形式偏向「近體」而非「廟贊」與「論贊」，

後兩者自嘉版《三國》以降，成為多數明版《三國》中的一部分。要之，本小

節企圖證明毛本以「近體」為「贊」的編撰現象，並兼論「廟贊」與「論贊」

及其修辭性，藉此推測毛氏刪除「廟贊」、「論贊」的可能性原因，析論如下： 

（一）贊體與近體：毛本《三國》以「近體」為「贊」的編撰傾向 
宋人趙彥衛在《雲麓漫鈔》寫道：「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

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數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錄、傳奇等皆是也。

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見史才、詩筆、議論。  」此話常被視為唐傳奇的寫

作背景，雖已遭到部分現代學者的反駁和修正  ，卻點出中國古典小說同時

書寫多種體裁的重要特質。不論文言小說或白話小說，中國古典小說家有意的

在敘事過程加入其他非敘事性體裁，「有詩為證」是其中代表。從名稱和用法，

顯然地，「為證」本來有驗證或舉證的目的，而小說家企圖以「詩」證「事」

或「史」，證明所言不假，有趣的是，舉證又常以文學作品為主，形成小說與

詩文互證的弔詭情形。嚴格來說，中國古典小說舉證的體裁不限「詩」，另有

「賦」與「文」，體裁隨其活用，然「詩」（廣義的）是舉證大宗。如〈三國

志平話〉卷上的文通奏曰：  

有詩為證。詩曰：可惜淮陰侯，能分高祖憂。三秦如席捲，燕趙一齊休。夜

偃沙囊水，晝斬盜臣頭。高祖無正定，呂后斬諸侯  。 

〈三國志平話〉中並非所有詩均以「有詩為證」開頭，有的「詩歌」僅敘「詩

曰」，但大致上是舉證為主。值得留意的，嘉版《三國》將部分這類作品，改

為「有詩贊曰」或「有詩贊之曰」，於是贊與詩彼此產生交流，其中最明顯的

                                                 
 張立兵：〈贊的源流初探〉，《文學遺產》第 5 期（2008），頁 139-141。郭英德說法近張氏，認為書，論、

贊等：「大多是從這些文體所相對應的行為方式及其社會功能著眼的。」參照氏著：《中國古代文體學論稿》

（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33。 
 參趙彥衛：《雲麓漫鈔》（北京：中華書局，1996），頁 135。 
 參見俞鋼：《唐代文言小說與科舉制度》（上海：上海古籍，2004），第六章。 
 無名氏，〈三國志平話〉，《古本小說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年不詳），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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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說中的廟贊與詩贊。姑且不論〈三國志平話〉編撰者是否將「廟贊」與「詩

贊」等視作相同贊體，至少未混淆兩者。嘉版《三國》中，「廟贊」與「詩贊」

兩者的界線產生嚴重模糊跡象。首先，編撰者稱「詩贊」為「廟贊」：  

史官有廟贊曰：天生郭奉孝，豪傑冠群英。腹內藏經史，胸中隱甲兵。運謀

如範蠡，決策似陳平。可惜身先喪，中原梁棟傾。（嘉版《三國》，頁 237） 

史官有廟贊詩曰：老將說黃忠，收川立大功。重披金鎖甲，雙挽鐵胎弓。馘

斬驚曹操，流芳鎮蜀中。臨亡頭似雪，猶自顯威風。（嘉版《三國》，頁 573） 

傳統文類體裁中，「廟贊」和「詩贊」屬相異的言語體裁，兩者最明顯的差異

在四言與五言的形式。明顯地，上述兩首五言詩絕非傳統四言廟贊，編撰者卻

犯了誤稱的情形。晚明文人仍知「四言贊」的傳統，馮夢龍《情史類略．情通》

有條「鴛鴦草」載：「贊曰：翠花對生，甚似匹鳥，逼而視之，勢若偕矯。  」

因此早於馮夢龍的嘉版《三國》編撰者，犯了名稱的失誤絕非因受到「贊體」

流變觀的影響，而是小說編撰者的模糊體裁意識。其次，嘉版《三國》除以「詩

贊」為「廟贊」外，同時將「廟贊」稱「詩贊」，譬如對徐母的「贊詞」便以

「詩贊」稱之  。須承認嘉版《三國》的贊與廟贊多數合乎四言形式，但將

歸於「廟贊」的體裁以「詩讚」稱之，顯示著嘉版《三國》編撰者並非清楚意

識兩者的差異；此混淆觀念造成嘉版《三國》的「廟贊」與「詩贊」共享四言

與五言形式的體裁現象，這種體裁意識顯然是有問題，即無法達到辨體或異體

之效。就言語體裁的修辭性課題，嘉版《三國》編撰者未能充分掌握廟贊和詩

贊之別，自然無法活用體裁修辭性的評價與情態。為此，毛氏的解決之道便是

刪除多數廟贊，調整部分近體詩贊之名，最突破的是發展以「近體」為「詩贊」

的穩定形式  。  

                                                 
 馮夢龍：《情史類略》卷二十三（台北：天一，1985），頁 17。 
 史官有詩贊曰：「賢哉徐母，德被中土。守節無虧，於家有補。教子多方，處身自苦。氣若丘山，義刻肺腑。

讚美豫州，毀陵魏武。不畏鼎鑊，不懼刀斧。惟恐後嗣，玷辱先祖。伏劍同流，斷機作伍。生得其名，死得其

所。抑賢哉賢哉，流芳萬古！」（嘉版，頁 256）關於廟贊以詩贊的稱呼，另一種可能性的解釋，廣義的詩贊

可容納詩歌體的廟贊，若此仍有辨體上的問題，因為廟贊的修辭性與其他詩贊的修辭性並不一致，這並非以詩

贊一詞便能全面涵蓋。 
 「詩贊」在毛本《三國》尚未成為固定專詞，如「有詩嘆之」，「贊」有可能僅表稱許。然而不論稱「詩」或

「詩贊」，毛氏選擇「近體形式」的傾向是清晰地。此外，毛氏也應曉得「贊體」，除了毛本尚存一首四言贊

（後人有贊曰：清河崔琰，天性堅剛；虯髯虎目，鐵石心腸；奸邪辟易，聲節顯昂；忠於漢主，千古名揚！）

外，另「有徐庶母贊曰」。未固定使用「詩贊」有可能受「詩」的慣稱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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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本《三國》受贊體的影響，翻轉中國古典白話小說的「為證」傳統，選

擇靠向「贊」的體裁，我們將此現象稱作：以「近體」為「贊」。換言之，近

體詩的功能不在「驗證」而在「贊」，不論作品是否全以「詩贊」稱之，均無

法否定此現象。近體詩如何為贊？毛氏並未直接說明，但幾近統一的採用近體

詩為贊，並非無意識的巧合。首先，毛氏在「凡例」中提及近體詩流變：「七

言律詩起於唐人，若漢則未聞七言律也。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詩句，如鐘繇、王

朗頌銅雀台，蔡瑁題館驛屋壁，皆偽作七言律體，殊為識者所笑。今悉依古本

削去，以存其真。  」由此可見毛氏有強烈的七律體裁意識，對歷代詩歌的

編撰特別地考究體裁的流變史。其次，支持我們將這些詩歌統稱近體詩贊的主

要依據，是毛氏留頭存尾的合併工作。因明人對絕句的說法之一：絕句乃是截

取律詩，如吳訥認為： 

絕句者，截句也。後兩句對者是截律詩前四句，前兩句對者是截後四句，皆

對者是截中四句，皆不對者是截前後四句。故唐人稱絕句為律詩，觀李漢編

昌黎集凡絕句皆收入律詩內是也。   

此說源自元人的《詩法源流》，是明代的詩學常識，徐師曾也引用此說  。

明人的近體詩觀是否合乎唐詩的格律，此處暫時無法深究  。對我們至關要

緊的是，毛氏顯然地同意上述明人的絕句觀，以近體詩的原則進行合併與增

刪，並延續「贊」之名和體裁意識。下列先試舉嘉版《三國》與毛本《三國》

的各兩事例，進行「近體」為「贊」的討論： 

例 1，嘉版：當時手足以瓜分，信斷音稀杳不聞。今日君臣重聚義，正如龍

虎會風雲。玄德、關、張離散後，古城天遣再相逢。從來良將隨明主，惟有

常山趙子龍。（嘉版《三國》，頁 199） 

毛本：當時手足以瓜分，信斷音稀杳不聞。今日君臣重聚義，正如龍虎會風

雲。（毛本《三國》，頁 168） 

                                                 
 參朱一玄編《三國演義資料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頁 215。 
 參吳訥：《文章辨體序說》（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頁 57。 
 參徐師曾：《文體明辨序說》（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頁 108。 
 羅根澤面對「絕句為截句」說，有明確反駁與批判，參氏著：〈絕句三源〉，收入《羅根澤古典文學論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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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 2，嘉版：博望燒屯用火攻，綸巾羽扇笑談中。濃煙撲面山川黑，烈焰飛

來宇宙紅。不致夏侯誇勇力，故教諸葛顯威風。直須驚碎曹瞞膽，初出茅廬

第一功！（嘉版《三國》，頁 278） 

毛本：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揮如意笑談中。直須驚破曹公膽，初出茅廬第一

功。（毛本《三國》，頁 236） 

第一例中，毛本詩贊選自嘉版的前四句，第二例中，毛本詩贊選自嘉版的前兩

句與後兩句，不論哪種編撰詩句的方式，都合乎明吳訥所言，前四、後四、中

間或前後的「截律為絕」原則。在毛本《三國》中，我們隨處可見這種「截律

為絕」的裁剪詩作。面對裁剪現象，自然可由小說的內容有所解釋，甚可認為

是小說家的恣意作為。但毛氏縱使企圖大刀闊斧地編撰，實踐詩學理念，過程

中若是碰到其他體裁，也不得不面對傳統體裁的規範力量，不論接受與否，畢

竟毛氏在身為小說編撰家與評論家的同時，也是傳統文人，更別說近體詩自唐

以後，成為文人身分的象徵性體裁，深入文人的體裁意識之中。換言之，僅以

現代的角度，認定毛氏裁剪詩歌目的僅在完成小說的詩學，顯然是極大的誤

解。除非小說編撰者是二流的文人，否則都不該踰越體裁的規範，畢竟這種大

膽的突破行徑將引來專業讀者的批判與指責。毛氏在評點上的專業表現，顯示

其非一般「庸生」，故隨意裁剪詩歌的表現也理應不當發生在其身上，而上述

「截律為絕」為「贊」也支持我們這樣的觀點  。  

若毛氏僅是上述單純的剪裁，實際上並無太大問題，但最令我們困擾的

是，毛氏更動原詩字詞  ，因改字後的「詩贊」是否合乎「近體格律」，將

影響我們對「詩贊」體裁歸屬的判斷。詳盡考察毛本《三國》的「詩贊」是否

合「近體詩」格律，是個專門課題，有待專家學者進一步探討。然而縱使這項

文學研究的最後結果，顯示毛氏改字換詞後的近體詩有違格律，也無礙此處對

於毛氏以「近體」為「詩贊」的觀察。基於謹慎與區別起見，或許可稱毛氏編

                                                 
 「絕句為截句」並非定論，（明）胡應麟認為：「絕句之義，迄無定說。」接著論絕句、律詩有別：「『野曠

天低樹，江清月近人』，神韻無倫；『天勢圍平野，河流入斷山』，雄渾杰出，然皆未成律詩，非絕體也。」

參氏著：《詩藪》（台北：唐文書局，1973），頁 322、339。（明）楊慎也認為：「少陵雖號大家，不能兼善，

一則拘於對偶，二則溺於典故。拘則未成之律詩，而非絕體；溺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參氏著：《絕句

衍義箋注‧唐絕增奇序》（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頁 7。 
 如嘉版：「濃濃霧露滿長江，天地難分水渺茫。二十舟船能擺列，萬餘弓弩盡施張。飛蝗透草搖天影，驟雨催

花射日光。沙塞昔年迷李廣，孔明今日伏周郎」。毛本改為：「一天濃霧滿長江，遠近難分水渺茫。驟雨飛蝗

來戰艦，孔明今日伏周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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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後的詩歌為「類近體詩」，即似於「近體」的詩歌之作。  

這種以「近體」或「類近體」為「贊」的表現，除了「截律為絕」外，毛

氏刪除「論贊」與「廟贊」甚至原「詩歌」後，若有必要，替換、增設也以「近

體」為主，如「有詩贊之曰：戰將全憑馬力多，步行怎把幼君扶？拚將一死存

劉嗣，勇決還虧女丈夫。」（頁 249）取代「史官有詩贊糜夫人曰：賢哉糜氏，

內助劉君。言詞無失，進退有倫。心如金石，志似松筠。身雖歸土，名不沾塵。

千載之後，配湘夫人。」又，如劉備駕崩的詩贊「蜀主窺吳向三峽，崩年亦在

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外，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臘走村

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出自杜甫七言律詩的〈詠懷古蹟五

首〉（頁 508）  。新增的其中一首，毛氏更暴露其體裁選向：「又有一絕云：

山高月小水茫茫，追嘆前朝割據忙。南士吳心迎魏武，東風有意便周郎」（頁

300）。值得注意的是，毛氏雖然大量使用「近體詩歌」，卻少直接使用「近

體」或「絕句」與「律詩」等專詞，而是以「詩」稱之，上述所舉的「一絕」

是偶例。這個偶例卻支持我們將詩歌視為「近體」的觀察，因一方面這首偶例

說明贊詩的體裁是絕句，「絕句」又是「近體」的大類；另一方面，唐後，詩

人習慣以「詩」稱呼「近體」，提及其它詩體才須標明體裁術語，換言之「詩」

有狹義定義，專指「近體詩」，毛氏稱「近體」為「詩」正承襲唐後文人的用

法。  

將近體作為詩贊的話語形式，並非起源於毛本，《全相平話》的胡曾詩便

以詩贊形式現身  。在「三國小說」的系統中，除〈三國志平話〉的〈蜀相〉

詩作，與嘉版《三國》的近體詩，還包括葉逢春本首見，後周曰校本沿用的周

靜軒詩  ，同樣採近體詩形式，但僅有毛氏幾近統一的使用「近體詩贊」，

排除「四言贊」與「論贊」。其中周靜軒的近體詩特別值得注意，毛氏在「凡

例」強烈批評周詩：「敘事之中夾帶詩詞，本是文章極妙處，而俗本每至後人

有詩歎曰，便處處是周靜軒先生，而其詩又甚俚鄙可笑，今此編悉取唐宋名人

                                                 
 （明）沈德潛將此詩歸為「七言律詩」，參氏著：《唐詩別裁》（北京：中華書局，1975），頁 193。 
 關於元代平話的詩詞，可參盧世華：《元代平話研究》（北京：中華書局，2009），頁 83-93。特別說明。雖

然小說中慣用近體為古典小說中常有的現象，然而若詳盡的考察個別小說家和所有小說家使用體裁的情形，極

有可能會發現某些小說家特用某個體裁。再者，即便近體成為慣例，卻不代表所有作家是統一且有意識的形塑

近體的修辭性。 
  劉世德：《三國志演義作者與版本考論》（北京：中華書局，2010）中，有章專門考究葉逢春本中的周靜軒詩

歌，頁 9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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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實之，與俗本大不相同。」這個說法和實際內容有所出入，毛本《三國》

仍存周靜軒詩，差別在抹去周靜軒之名，統一改為後人  。由此可知，若詩

歌的形式與內容有益作品，毛本仍採周靜軒詩。這種言行不一的表現，一方面

顯示毛氏刻意譴責其它劣質《三國》版本的意圖，一方面卻也證明近體詩對毛

氏來說有特殊意義。  

近體詩的發展與成熟，歷經魏晉南北朝與隋唐，成為文人詩歌創作的主

流，學者許總對此流變有精闢的摘要：「如果說，唐代之前的中國古典詩歌創

作主體經歷了以民間歌謠為主體到樂府與文人詩並峙的階段性轉型，那麼自唐

代開始，詩歌創作顯然進入以文人詩為主體的新階段。  」唐以後，近體詩

的成熟對傳統文人來說，有其劃時代的意義，自此後，近體詩幾乎成為傳統文

人詩歌中的典範形式。《明史．文苑傳》以「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概括明朝

的文學發展，不但說明近體詩在中國文人創作的特殊地位，更替明人唐詩學、

近體詩學之傾向作了最佳註解  。換句話說，唐以後，近體詩的書寫顯然是

文人身分的象徵和代表，毛氏的「近體詩贊」書寫正是向讀者（他人）宣示自

身文人身分與意識的表現。學者裴雲龍面對《三國》論贊詩文，認為毛氏主要

刪除散文，保留通俗韻文  。但從韻散分別思考贊體變化，忽略毛氏同時刪

除多數歌賦、樂府、歌行體乃至於四言贊體，保留近體詩才是毛本實情。另一

證明毛氏對「近體」接近熱衷的追求，是〈詠懷古蹟五首〉後毛氏刻意書寫大

篇幅的夾批  。夾批主要是針對詩歌進行賞析和解說。單就小說詩學的角度，

這種無關乎小說內容的評點，顯然不太合適出現在小說中，因無法幫助讀者理

解小說與詩歌的關係，它的現身卻能充分解釋毛氏對近體的偏好，尤其是近體

詩贊背後的文人傾向。 

小說編撰者對文本的任何修改與添加均無可厚非，但幾乎一律以「近體」

                                                 
 例如：「後人有詩歎之曰： 董賊潛懷廢立圖，漢家宗社委丘墟。滿朝臣宰皆囊括，惟有丁公是丈夫」、「後

人有詩曰：曹操奸雄世所誇，曾將呂氏殺全家。如今闔戶逢人殺，天理迴圈報不差」。 
 許總：《唐宋詩宏觀結構論》（北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7。 
 高棅《唐詩品彙》（上海古籍：上海，1982）的詩歌分類為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絕句、七言絕句、五言

律詩及七言律詩，可見古近體的區別對明代詩學家是重要的議題。陳文新認為：「在辨析詩、文體制之異的基

礎上，明人還對詩歌內部的諸種體制之異進行考察，如古詩和律詩之異，律詩與絕句之異等，其中不乏真知灼

見。」《明代詩學》（長沙：湖南人民，2000），頁 110。 
 參裴雲龍著：〈新論《三國志演義》中論贊詩文的演化〉，《明清小說研究》第 99 期（2011），47-48 頁。 
 夾批部分原文如下：首句如疾雷破山，何等聲勢；次句如落日掩照，何等蒼涼；三虛寫當年；四實歎今日也。

山外安覓翠華，意中卻有；寺中舊為玉殿，目下卻無。是無是有，是有是無，二語閃爍不定。翠華、玉殿，又

極聲勢；空山、野寺，又極蒼涼。只一句中，上下忽變，真是異樣筆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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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贊」，顯然「近體」對毛氏有特殊意義。毛氏將紛紜的「贊體」統一為相

同的「近體」風貌，或許與小說的案頭化特質有關。從閱讀的立場，藝術化與

整齊化「作品」的形式與內容，正是案頭文學與口頭文學的差異，故毛本《三

國》近體詩贊的標準化，說明相較於嘉版《三國》，毛本受說書的影響較小。

但在創作或編撰過程中，我們選擇一定的句型或體裁，不僅為了這個句子或體

裁而已，同時也是從整體表述的角度出發。換句話說，體裁的意義已存在我們

的語言想像，並左右我們的選擇。巴赫金認為：「說者的言語意圖，首先表現

在選擇一定的言語體裁。這種選擇決定於該言語交際領域的特殊性，指物意義

（題材）的因素，言語交際的具體情景，參與者個人等等。  」是故，縱使

毛氏極可能從案頭文學的閱讀性角度，藝術化與整齊化贊體的形式，與此同

時，選擇「近體」為主要詩贊形式，充分說明毛氏心中，「近體詩」是相對穩

定的表述且合適的「贊體」體裁，不然「四言贊」等其他體裁同樣可達整齊化

與藝術化的案頭效果，沒有非得刪除的必要性。  

是此，我們證明毛氏的「贊體」編撰，乃是繼承唐代以來的文人身分與詩

人書寫的體裁意識，幾乎完成單以「近體」為「贊」形式的創舉  。但毛氏

的「近體詩贊」具備何種修辭性，對小說的閱讀帶來何種影響，才是研究「近

體詩贊」的核心目標，我們將在後文進行深入分析。  

（二）古典贊體的兩種變體：廟贊、論贊及其修辭性 
《三國》常見的「贊」有三：廟贊、論贊和詩贊。為凸顯「贊」在小說中

的各種型態，也為說明毛氏刪除何種「贊」，尤其是「贊體」的形式意義，有

必要簡述廟贊與論贊的修辭性，作為「詩贊」的對照組。因毛本《三國》已無

論贊且僅存少數四言廟贊，故探討上述兩種贊體，將以〈三國志平話〉與嘉版

《三國》為主要文本  。 

1. 以頌為贊的廟贊：神聖性與莊嚴性的修辭 
南朝劉勰認為「贊」乃是以「辭托褒貶，論是非」，異乎「頌」的「褒德」

                                                 
 巴赫金著，白春仁等譯：〈言語體裁問題〉，《文本、對話與人文》（石家莊：河北教育出版社，1998），頁

159。 
 毛本究竟繼承哪些傳統文學意識與美學需要專門的探討，此處僅論證近體詩對毛氏的影響面。 
 理由如下：〈三國志平話〉是目前三國故事影響《三國》最早與完整的版本，故須納入探討；再者，毛本縱使

與嘉靖版無直系關係，至少是同系統的異版，因此須納入參照系統。版本問題，參中川諭的《〈三國志演義〉

版本研究》（上海：上海古籍，2010）和劉世德《三國志演義作者與版本考論》（北京：中華書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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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志平話〉的廟贊有別於劉勰的定義，其內容及修辭為褒揚廟主，

而非論斷是非，從體裁修辭性的角度，「廟贊」較偏向頌體而非贊體，試以兩

首為例：  

勇氣凌雲，實日虎臣；勇如一國，敵號萬人。蜀吳其翼，吳折麒麟。惜乎英

勇，前後絕倫！   

先生圖王，三分鼎沸。拒橋退卒，威聲斷水。諸侯恐懼，兵行九地。凜凜如

神，霸者之氣。   

兩首廟贊在形式上都以四言為主，內容主要是歌頌和讚揚廟主，選擇的字詞充

滿驚嘆和雄偉的氣勢，歌詠歷史人物的神威，可說是極盡褒揚。即便對周瑜的

贊體也以「烏林破敵，赤壁鏖兵。似比雄勇，更有誰同？」形容他的神勇非凡，

威武姿態，超凡入聖。這種體裁的修辭猶如《詩經》的頌體。  

現代學者多數繼承〈毛詩序〉的觀點：「《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

洛邑，朝諸侯，率以祀文王也。」視頌體為祭祀詩起源  。不論頌體起初是

否真為祭祀用途，歷代宗教詩在形式上確實受其影響，形成以褒揚為主的神聖

性與莊嚴性的四言修辭傳統，如「晉天地郊明堂歌」的〈夕牲歌〉： 

皇矣有晉，時邁其德。受終於天，光濟萬國。萬國既光，神定厥祥。虔於郊

祀，祗事上皇。祗事上皇，百福是臻。巍巍祖考，克配彼天。嘉牲匪歆，德

馨惟饗。受天之祐，神化四方。   

敘述者一方面使用德、光、神、祥、福、嘉或祐等讚美字詞，一方面採用四言

詩的形式，兩者結合下的修辭效果，則是莊嚴性和神聖性。莊嚴性意指其凝重

濃厚的莊重嚴肅，不可侵犯的敬畏心；神聖性指的是崇高偉大的神威聖明。  

起初贊體和頌體並不相同，本屬不同社會生活領域中的言語體裁，有功

                                                 
 參見劉勰著，吳林伯注疏：《文心雕龍義疏》（武昌市：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頁 121-129。 
 無名氏，〈三國志平話〉，《古本小說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年不詳），頁 55。 
 無名氏，〈三國志平話〉，頁 73。 
 姚小鷗在《詩經三頌與先秦禮樂文化》（北京：北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中認為〈商頌〉即是「殷商祭祖

的頌歌」、〈周頌〉中的〈三象〉是歌頌太王、文王、五王等先王業績為主的詩篇。許志剛認為：「這些詩歌

主要是歌頌祖先輝煌業績與赫赫功德，表達主祭者以及族人對祖先神的崇拜。」《詩經論略》（瀋陽：遼寧大

學出版社，1999）。 
  丁仲祜編：《全漢三國晉南北朝詩》（台北：藝文印書館，1983），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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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場合和對象的差異，形式結構和用字遣詞具有不同的修辭表現。《詩經》

的周魯商三頌，主要為宗廟祭歌，對象是神明，是人們宗廟祭祀活動的莊嚴歌

詠，多用褒揚之詞，這是人對神明的崇敬表現。依據張立冰的研究，贊體雖然

同具歌詠的性質，對象卻是一般常人，在遣字用字上，須別於神明的極盡弘揚： 

上古文體本無嚴格意義上的文體特徵的不同，我們認為贊與頌之所以得以區

分，主要在於其不同的功能和實用性，以及使用場合和對象的不同，贊與頌

的起源相似，俱起源於儀式活動。但頌最初專用於宗廟祭祀等儀式，而贊廣

泛用於各種儀禮場合，尤其婚禮中的贊沿用至今；頌的對象最初為神靈或先

王，而贊的對象一般為儀式中的行禮者或受禮者。   

言語體裁在發展過程，有時產生某種變形，因應新的修辭需求，變形過程有機

會向其他言語體裁加以借鏡，由此來看，贊體變形便極有可能是受到其他言語

體裁的排擠或吸收。從相似表述形式可知，頌體的神聖與崇高之修辭性，影響

廟贊的風貌和風格，發展成類似的言語形式。廟贊與頌體的表述對象均是宗教

（特別是祀神）領域，廟贊自然極有可能會採用「頌體」，以達相似的修辭效

果。  

必須明白，當我們選擇某種言語體裁來作為修辭時，正是在多種的言語體

裁中挑選，挑選的結果正和言語體裁的形式密不可分。巴赫金如此說道：  

風格不可分隔地與一定的題材統一體相聯繫，尤為重要的是與一定的布局結

構的統一體相聯繫，即與整體建構的一定類型、完成整體的一定類型，說者

與其他言語交際者（聽眾或讀者、伙伴、他人言語等等）的一定關係類型相

聯繫。   

言語者在進行某個言語體裁的表述，不可能只考慮遣詞或用字，連結構布局乃

至題材和形式都須包含在內。就周朝頌體到魏晉南北朝郊廟歌辭的表述發展來

看，四言詩在形式與內容皆有其穩定結構，其主要的修辭性為莊嚴性和神聖

性。由此觀之，廟贊的內容與主題都是褒揚贊主神勇，形式為四言八句韻文，

顯然地如同多數其他傳統四言話語的表述，是編撰者意欲賦予莊嚴性和神聖性

                                                 
 張立兵：〈贊的源流初探〉，《文學遺產》（2008，第 5 期），頁 141。 
 巴赫金著，白春仁等譯：〈言語體裁問題〉，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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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辭策略。簡要之，廟贊是以頌為贊的贊體。  

廟宇和神像對信徒來說有其必要性，尤其進入祭祀空間和場所，需要與世

俗有別的氛圍，它們正扮演這樣的功能和意義  。〈三國志平話〉的廟贊如

果來自實際廟宇的贊體，理當具有這樣的性質：對廟主的歌功頌德或褒揚。廟

贊的贊詞所展現的四言祭祀詩的結構與字詞，相近於頌體，將平凡歷史人物賦

予強烈的神聖性與莊嚴性。廟贊的頌化正是欲圖神聖化、莊嚴化廟主，也就是

將其英雄化與偉人化。從風格論，若《三國》具民間色彩，廟贊的莊嚴性與神

聖性應是關鍵，正因這些廟贊的修辭風格和其他民間內容，構成小說的民間

性。民間信仰者深信成為廟主者都是改變世界的神人，歷史推動有賴神人的行

動，民間甚至建寺蓋廟以表崇敬和便於祭祀。至此，我們可說《三國》編撰者

的頌化廟贊，是將民間對歷史人物的情態和評價，移植為小說的一種情感語調。 

2. 以史為贊的論贊：道德性、官方性、公共性的修辭 
論贊何時成為固定的贊體形式？根據逯耀東的研究，論贊源自上古：「這

種論贊原來就存在中國古代史學寫作之中，後來《左傳》作者將其歸納成『君

子曰』的形式……司馬遷肇創紀傳體時，更以『太史公曰』的形式發論。」  

《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均繼承「太史公曰」，形成論贊書寫的

傳統。南朝蕭統《文選》甚將史書的經典論贊，如班固〈公孫弘傳贊〉、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論〉，收錄在「史論」類，足以證明文人圈逐漸感受到論

贊的言語體裁意義，唐劉知幾《史通》以「論贊」統稱，則是論贊意識成熟發

展的結果  。劉知幾的「論贊」之名也說明即便「論」與「贊」本為各自獨

立的言語體裁，最晚至唐，文人已有以論為贊的體裁意識。中國古典小說中運

用史書論贊的成因與發展需要專門探討，本節關切的是《三國》引用的論贊具

有何種修辭性  ？  

                                                 
  西方學者認為所有和廟宇、城市和住房相關的象徵和儀式都是源於對神聖空間的基本體驗，聖殿更有其神聖性

和崇高性。參伊利亞德，王建光譯：《神聖與世俗》（北京：華夏出版社，2002），頁 26-27。 
  逯耀東：〈史傳論贊與「史記」「太史公曰」〉，《新史學》，第三卷第二期（1993 年 6 月），頁 134。 
  其曰：「《春秋左氏傳》每有發論，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谷梁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

贊，荀悅曰論，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

必取便於時者，則總歸論贊焉。」《史通通釋．論贊》卷四（台北：中華書局，1981），頁 1-2。 
  唐劉知幾以個人風格分析史書贊語：「史之有論也，蓋欲事無重出，文省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良貌如美婦

人；項羽重瞳，豈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石建之浣衣，君子

非之；楊王孫裸葬，賢于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文省可知者也。」《史通．論贊》卷

四（台北：中華書局，1981），頁 2-3。本文有別於此，主要是以贊體體裁的修辭性出發，非個人的贊體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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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版《三國》的論贊修辭性之一是道德性，譬如評價王允的歷史地位，引

用後漢書的論贊：  

士雖以正立，以謀濟。若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

時，天下懸解矣。而終不以猜忤為畔者，知其本于忠義之誠也。故推卓不為

失正，分權不為苟冒，伺間不為徂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嘉

版《三國》，頁 16。）   

新舊政權交替之際，舊臣該不該臣服新朝，向來是忠不忠的道德問題，更不用

說協助篡位者。故王允推舉董卓的行為令人不解，因觸犯道德倫理的缺失。論

贊者華嶠對此提出辯駁，認為王允乍看之下違背忠臣不事二君之理，但究其本

義乃是忠義之誠，故不失其正，即符合君臣之倫。評價是否過高或公允，有待

史學專家的討論，我們強調的是華嶠的論述，證明「道德性」是論贊的修辭性

所在。大抵而論嘉版《三國》的論贊表現，比較契合唐宋以來的史家，主要彰

顯人物的道德倫理  ，如引陳壽史評：  

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氣焉。及其舉國讬孤於

諸葛亮，而心神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略，不逮魏武，

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不撓，終不為下者，抑揆彼之量必不容己，非唯競利，

且以避害云爾。（嘉版《三國》，頁 590。）   

評語雖然約略提及傳主的才幹缺失，然透過「弘毅寬厚」、「君臣之至公」、

「折而不撓」、「非唯競利」等道德性話語，仍將劉備塑造成明君賢主，強調

劉備道德面之意義。這些近哀悼詞的論贊肯定傳主道德，主要是站在維繫社會

倫常的意義，此歷史借鏡是以倫理為目標  。事實上縱使中國古代史官企圖

表現對歷史事件的客觀紀錄和轉載，歷史事件的選擇和順序乃至於論贊仍然反

                                                                                                                                      
研究。 

 引自范曄《後漢書．王允傳》（北京：中華書局，1997），頁 568。 
 張麗珠研究傳統史家論贊云：「是以唐繼六朝紛亂之後；宋承五代大亂之餘，史家之當身要務皆在建立社會新

秩序，針對社會敗壞之禮俗觀念，重新加以湔洗、塑造。史學家普遍都重視倫理之教化史觀，重視書法、史學

之褒貶大義。」參氏著：〈從史家論贊看我國之史學精神〉，《中國國學》第 21 期，1993 年 11 月，頁 217。 
 引自陳壽：《三國志》（台北：鼎文，1976），頁 892。 
 錢穆據《左傳》，認為重視歷史人物的道德精神，是春秋普遍的觀念，氏著：〈論春秋時代人之道德精神上〉，

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論叢一》（台北：東大圖書，1990），頁 191。後來部分論贊繼承此道德性，如《宋史》

對太祖的評價，以「昔者堯、舜以禪代，湯、武以征伐，皆南面而有天下」起，以「考論聲明文物之治，道德

仁義之風，宋于漢、唐，蓋無讓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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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史家相信人類的道德關係是以某種方是根植於這種極為透明的歷史話語

之中的。  」 

嘉版《三國》中，諸如前述道德性論贊為數不少，如評關公、益德的論贊：

「關公、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

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暴而無恩，以短取敗，理數之常也。」（嘉版《三國》，

頁 564。）  或評孫權的論贊：「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句踐之奇英，

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殺戮，暨臻末年，

彌以滋甚。至於讒說殄行，胤嗣廢斃，豈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業

陵遲，遂致覆國，未必不由此也。」（嘉版《三國》，頁 761。）  連引自陳

壽的魏文帝評論：「魏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識，才藝兼修。若加

之曠大之度，勵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嘉版《三國》，頁 632。）  這些無一自創的論贊均充分地展現道德性的修

辭 51  。  

若從觀念史的角度，以「論」為「贊」是可以理解的發展。劉勰認為「辭

托褒貶，論是非」是贊的本質，上述所舉的「論贊」正是從道德層面評論歷史

人物的褒貶和是非，兩者自然容易匯流。但從形式層面，散文形式的「論」又

非「贊」的四言正統，南朝劉勰《文心雕龍》每篇文末的贊體仍採用「四言體」，

也因此我們將「論贊」視為「贊」的變體。  

《三國志演義》的論贊除了道德性的修辭話語外，另兩個修辭的特點是繼

承「史書」的特質，即官方性與公共性，典範事例是諸葛亮的論贊： 

諸葛亮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

盡忠益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

飾者雖輕必戮；善無微而不賞，惡無纖而不貶；庶事精練，物理其本，循名

責實，虛偽不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

                                                 
 魯曉鵬著，王瑋譯：《從史實性到虛構性：中國敘事詩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6。 
 引自陳壽：《三國志》，頁 951。 
 引自陳壽：《三國志》，頁 951。 
 引自陳壽：《三國志》，頁 89。 

51  嘉版《三國》中可辨的史贊或論贊共二十四則，主要出自《後漢書》、《三國志》、《三國志注》以及《資治

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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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識治之良才，管、蕭之亞匹矣。 52   

劉備能鼎立三國，仰賴的不僅是個人良好品德，從務實面，諸葛亮對蜀國興起

與盛衰，更是不可或缺，陳壽正是從此角度，標其功績，即肯定諸葛亮對蜀國

公共事業的貢獻。由此可見論贊除重視個體的道德性外，也強調個人應該發揮

力量，對社會有實際作為。話語站在群體的高度和格局，表現出強烈的公共性。

又中國史家慣於將歷史人物視為社會的一份子，由此評價存在價值的優劣或上

下，此即官方性。公共性同時具有官方性，這不是專指史家的背景，即史書的

官修或私修之別，而是中國史家普遍地站在統治者（官方）的立場，替帝王與

帝國意識型態發聲。如魯曉鵬云：「在中國，歷史話語向來是高度政治化的行

為，它必須同時是客觀的又是規範性的。理想的歷史客觀性，歷史學家對實用

性的關注和說教的目的，以及合乎標準的歷史作品的社會效果統一在一個單一

的過程中。 53  」在此意識形態底下，我們看不到個人的生命史而是政治史、

社會史。《三國》編撰者正是以公共性與官方性的角度，選擇曹操的論贊：  

漢末，天下大亂，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彊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

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

任算，不念舊惡，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略最優也。抑可謂非

常之人，超世之傑矣。（嘉版《三國》，頁 543。） 54   

對陳壽來說，無法在道德面給予曹操正面的評價，然而其肯定曹操的公共事

業，將漢末大亂的局面，收歸穩定，通過各種政策和律法，經營國家，著實是

個超世之傑。如此高度評價曹操功業，是從公共性與官方性的情態與評價出

發，不涉及道德問題。《史記》後，中國形成紀傳體傳統，以人物為中心，但

敘述重心卻非標舉傳主個體的獨立價值，而是由社會群體層面將其納入社會系

統。這樣的特點讓中國史學，具有公共性與官方性的色彩。顯然地，嘉版《三

國》的編撰者認同司馬遷與陳壽，故利用史贊作為論贊，作為公共性與官方性

的修辭。  

                                                 
52  引自陳壽：《三國志》，頁 934。 
53  參魯曉鵬著，王瑋譯：《從史實性到虛構性：中國敘事詩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79。 
54  引自陳壽：《三國志》，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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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人的抒情性：近體詩贊的修辭性 

八零年代後，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是近代學者關心的課題之一，是由陳世

驤在比較文學的視野下，所提出的一種命題 55  。抒情命題主要重新思考中國

文學的特點。姑且不論中國文學是否可用抒情傳統涵蓋，至少抒情命題的框

架，提供一個辯證形式與內容關係的方式。因命題試圖論證的核心目標之一，

正是從哪些地方能看出中國文學的抒情，命題甚可進一步追問，抒情傳統是否

具備中國古典的意識型態，呈現獨特的世界觀，表現中國民族或文化或階層的

特殊性。  

不論從文本或理論研究，至少漢後抒情傳統已成中國古典詩歌國度的共

識，正如劉勰所言：「詩者，持也，持人性情。 56  」文言小說與白話小說也

受到詩歌的影響，鑲嵌不少詩歌韻文。詩歌進入小說後自然服務小說，對小說

產生積極作用，隨小說家的意念左右而改變，成為其構築整體的材料。問題是

小說家引用詩歌，絕不可能不帶有任何體裁意識，畢竟當小說家願將某詩鑲入

小說，便是在眾文學體裁（言語體裁）挑選後的結果。就巴赫金的角度，小說

家是在表述環境選擇其表述形式，考慮的是表述而非體裁形式，此一表述帶有

修辭意味。目前不少學者認為抒情傳統是中國詩歌的主調，表現在特定詩歌體

裁，如「近體詩」 57  。承此，本文認為毛氏在贊體中側重「近體」，原因正

是體裁（表述）的修辭性。小說中的近體詩贊修辭性，主要延續中國詠史近體

詩的抒情傳統 58  。毛本《三國》近體詩贊的抒情修辭性，文後從「抒情的主

題與意識」與「抒情的對象與評價」兩面，進行闡釋與舉證。  

                                                 
55  參陳世驤：〈中國的抒情傳統〉，《陳世驤文存》（台北：志文出版社，1975），頁 31-37。之後，高友工、

呂正惠、孫康宜、蕭馳、柯慶明、鄭毓瑜、張淑香等陸續從各方面進行深究。如高友工：〈文學研究的美學問

題下〉，《中外文學》，第 7 卷第 11 期（1979 年）；〈中國文化中的抒情傳統〉，《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論

集》（台北：台大出版中心，2004）。 
56  參見劉勰著，吳林伯注疏：《文心雕龍義疏》（武昌市：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頁 76。 
57  陳世驤，以近體詩作為分析中國詩歌的主要角度，〈中國詩之分析與鑑賞示例〉，《陳世驤文存》（台北巿：

志文出版社，1975），頁 127-148。高友工以「律詩」為中國的美典，〈律詩的美典〉，《中國美典與文學研

究論集》（台北：台灣大學出版社，2011）。呂正惠雖認為中國文學的抒情性不限一種，論述起點仍是唐代近

體詩，參氏著：〈中國文學形式與抒情傳統〉，《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台北：大安出版社，1989 年），頁

170-182。 
58  鄭鐵生曾以詠史詩的方向詮釋毛本論贊詩的審美形式。參氏著：〈毛本論贊詩是《三國志演義》敘事批評的審

美形式〉，羅宗濤編著《明代文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天津：南開大學，2006），頁 601-610。可

惜論文並未進一步指出不同贊詩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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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抒情的主題與意識 
嘉版《三國》中諸葛孔明離開茅廬前的幾句言語後，本有五首近體詩，毛

本《三國》僅剩下列一首：  

身未升騰思退步，功成不忘去時言，只因先生叮嚀後，星落秋風五丈原。（毛

本《三國》，頁 227） 

相較於其他六首，詩歌簡要敘述諸葛亮初出茅廬與功成身退後，乃至生命結束

的心路歷程，最後「巨星」的殞落在五丈原的場景中，在秋風的陪襯中，呈現

悲涼與感慨的情境與詩人心境。這是抒情主題為中心的寫法。所謂抒情主題為

中心，意指詩人在詩句中所表現的宗旨，並非冷靜的描述或辨論式的議論世界

與他人，而是藏著濃厚的抒情意味；換句話說，抒情是詩人的主題，所有的材

料都是為了表現這個目標。毛氏淘汰的四首中，不乏名家近體詩作，如杜甫有

詩曰：「遺廟丹青落，隆中草木長。受命輔後主，不復落南陽。」與引文的詩

歌相比，杜詩的前兩句雖然寫景抒情，整體而言，抒情的力道上卻較薄弱，尤

其「不復若南陽」的輕嘆感慨敵不過「星落秋風五丈原」的蒼涼悲壯。  

上述的編撰事例說明，雖然近體是毛氏的最佳贊體形式，但絕不是所有近

體都符合此標準，本文認為決定性的關鍵在詩歌的抒情主題。確實，近體詩的

形式即修辭性的依據所在，然而完整且精確的表述（體裁）應包括字詞內容。

換言之，唯有結合形式與內容，才能構成正確表述（體裁）。是故，在近體形

式的條件下，詩人仍須使用最為恰當的字詞，包覆抒情的主題，以達抒情性修

辭。暫不論抒情的主題是否為所有近體詩的特點與原則，至少毛氏近體詠史

詩，幾乎符合此修辭原則：抒情的主題。另一例，嘉版〈李催郭汜寇長安〉原

有五首，毛本〈除暴凶呂布助司徒，犯長安李傕聽賈詡〉僅存「王允運機籌，

奸臣董卓休。心懷家國恨，眉鎖廟堂憂。英氣連霄漢，忠誠貫鬥牛。至今魂與

魄，猶繞鳳凰樓。」詩從歷史人物寫起，接著敘述王允對國家社稷的擔憂，堅

貞的忠誠，然後以精神永在鳳凰樓為結束。此首與上述近體詩贊有相同的抒情

主題，而最能指出詩歌抒情主題的表現，正是兩首詩末都以「景物」投射歷史

感傷。  

中國古典詠史詩作為一個次要文類，有其文化淵源與底蘊。其中，文人身

為基本詩人和預備史官的雙重身分，促使他們關懷的不僅是個人生命發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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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回顧和建構群體走向的歷史脈絡，兩者交會，藉由詩歌詠唱的除歷史興

衰，社會悲涼，個人惆悵也在其中。當左思以「詠史」為題，並建立以史抒懷

的典範後，詠史詩正式成為中國古典詩人接受且常用的詩類 59  。濃厚的抒情

成分使得中國的詠史詩有別於客觀、理性的敘事史詩，而是偏向詩人主體的情

感宣洩。換言之，歷史的客觀性與精準性、正確性並非詩人關懷所在。詩人以

詩寫史，目地在自我的抒情表現，而非追求歷史真相，歷史事件或人物（歷史

素材）僅是感懷的題材與工具，管道則是詩歌，抒發自我的感傷與惆悵，才是

寫詩的動機 60  。換言之，歷史是被詩人書寫的客體，詩人才是書寫的主體，

抒情是寫詩的目的，歷史人物是否如實，無關緊要。柯慶明認為古詩十九首代

表意義是「現實反應與抒情表現之兼具」，此後多數詩人逐漸從現實反應，偏

向抒情表現 61  。沿著柯慶明的論點，我們可說漢後詩人，重視抒情表現大於

現實反映。這並非是指詩人的創作可脫離世界，無須與現實對話，但相較之前

的詩歌，詩句主要是以景寫情，即情為主，景為輔。換成歷史題材，詩人以史

寫情，情為主，史為輔。這是中國古典詠史詩、懷古詩的基調。詠史詩人對史

事總輕描淡寫，除了用事用典因素外，決定詩句的核心關鍵在抒情目的。因為

詠史詩人的寫作目的通常在抒己之情，故歷史的來龍去脈等背景，無須多言陳

述。於是，詩人憑藉有形的歷史素材，抒發無形的人生感慨，有形之史與無形

之情在詠史詩中，獲得高度融合。詩句經由歷時性的敘述找到共時性的情感，

形成蕭馳所稱的「中國抒情傳統中的原型當下」 62  。  

若宋詩的議論性是散文與哲學話語的跨界書寫，卻引起明人反彈，正因明

人的詩學修辭認知，是抒情為正統，說理性與議論性非詩歌本質，推崇唐代近

體詩也是基於此立場 63  。就本文的立場，明人的反彈並非來自體裁寫作的問

                                                 
59  蔡瑜云：「左思的〈詠史〉詩充滿了個人與歷史得對話，而總以尋找個人定位、掌握出處大節為主要的思考點，

是『以史為鑑』與『典型在夙昔』的相互推衍，濃郁的詠懷質素使歷史增添了個人的色彩，又同是有著超越時

空的真切感。」參照氏著：《中國抒情詩的世界》（台北：台灣書店，1999），頁 156。 
60  寫史與寫詩在中國古典文人的意識中如此也才能有所區別。寫史旨在追求他人的歷史真相，寫詩旨在追求自我

的生命真相。 
61  參照氏著：〈從「現實反應」到「抒情表現」－略論〈古詩十九首〉與中國詩歌的發展〉，《中國文學的美

感》（台北：麥田出版社，2006），頁 153-180。 
62  參氏著：《中國抒情傳統》（台北：允晨文化，1999），頁 115-148。 
63  如明人陸時雍：「敘事議論，絕非詩家所需，以敘事則傷體，議論則費詞也。」《詩境總論》，收入丁福保輯

《歷代詩話續編》（北京：中華書局，1983）頁 1419。明人屠隆曰：「夫以詩議論，即奚不為文而為詩哉？……

唐人詩雖非三百篇之音，其為主吟咏抒性情，則均焉而已。」〈文論〉，《明代文學批評資料彙編》（台北：

成文，1979），頁 491。此外，毛氏的近體抒情性的傾向是否為明代詩人的共性與小說家的編撰美學，須另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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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而已，是正統詩歌的抒情修辭性，決定明人的批評聲浪。因為違反寫作規範

不是寫作的問題，而是表述問題，錯誤表述才是明人批判的核心。異於傳統體

裁的修辭寫法勢必引來守舊或保守人士的譴責。並非這些人士不夠開明，是他

們深信體裁有其特殊的表述規範，即是表述（體裁）所帶來的修辭性。顯然的，

毛氏對近體詩的編選是接近部分明人的詩歌理念。  

我們無法證明毛本《三國》新增的近體詩贊為毛氏所創，然而若將這些詩

作，視為其認同的近體詠史詩，這些詩作正是銜接中國古典詠史詩的抒情主

題。大抵而言，相較毛本《三國》的散文以敘述為重，近體詩負載的便是抒情

主題的修辭，譬如「書名尺素矢忠謀，慷慨思將君父酬。赤青可憐捐百口，丹

青自是足千秋。」（頁 139）、「累世公卿立大名，少年意氣自縱橫。空招俊

傑三千客，漫有英雄百萬兵。羊質虎皮功不就，鳳毛雞膽事難成。更憐一種傷

心處，家難徒延兩弟兄。」（頁 189）、「昔聞袁氏居河朔，又見劉君霸漢陽。

總為牝晨致家累，可憐不久盡銷亡。」（頁 239）……等，不論以慷慨、激昂、

悲壯或淒涼、緬懷等字詞稱呼與形容，皆可驗證詩作的抒情主題傾向。為加強

近體詩的抒情主題，毛氏甚更動部分或整句的字詞：  

嘉版《三國》：安喜曾聞鞭督郵，黃巾掃盡動諸侯。虎牢關下人欽敬，長阪

坡中水逆流。義釋嚴顏安蜀境，武欺張郃震中州。將軍更緩須臾死，吳魏山

河總屬劉。（嘉版《三國》，頁 563） 

毛本《三國》：安喜曾聞鞭督郵，黃巾掃盡佐炎劉。虎牢關上聲先震，長阪

橋邊水逆流。義釋嚴顏安蜀境，智欺張合定中州。伐吳未克身先死，秋草長

遺閬地愁。（毛本《三國》，頁 483） 

嘉版詩末是冷靜的評述，帶有些許的樂觀期望，毛本詩贊呈現濃重的遺憾，壯

志未酬身先死的惆悵和悲涼。除更動部分原詩，毛氏新增的近體詩贊也以抒情

主題為主，如「人傑惟追古解良，士民爭拜漢雲長。桃園一日兄和弟，俎豆千

秋帝與王。氣挾風雷無匹敵，志垂日月有光芒。至今廟貌盈天下，古木寒鴉幾

夕陽。」（毛本《三國》，頁 460）  

承上述，毛本《三國》的近體詩以抒情為主，少言志或議論說理，抒情主

                                                                                                                                      
文章專論，此處受限篇幅無法深究。再者，明清已降毛本《三國》獨行的情形，本文僅是提供一個詮釋，無法

提供所有可能性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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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彰顯的是，詩人以文人的意識表達對歷史的體會與感受，兩首周瑜近體詩是

之中的經典：「赤壁遺雄烈，青年有俊聲。弦歌知雅意，杯酒謝良朋。曾謁三

千斛，常驅十萬兵。巴丘終命處，憑弔欲傷情。」（頁 340）以及「臥龍南陽

睡未醒，又添列曜下舒城。蒼天既已生公瑾，塵世何須出孔明？」（頁 341）

兩首詩清楚道出周瑜的悲劇性所在，永遠低於諸葛孔明。此抒情所反應的是文

人「懷才不遇」與「時不我予」的母題，因周瑜碰上了諸葛孔明，空有一身才

智，卻低人一等，此乃不遇、時不也，也是詩人自我投射，抒己之遭遇和心境

64  。若我們承認書寫的動作是為詮釋作品與自我，選擇體裁意在使用體裁運

載的表述修辭性，從這個角度，表述修辭性的背後有著強烈的意識形態。單就

本文而言，近體詩贊的抒情主題與文人的意識型態不可二分。抒情不限文人，

文人的抒情卻通常是與家國、社會和道德犧牲息息相關，這也是中國文人身為

傳統知識份子的意識。許鋼認為詠史詩具有精英的意識形態：「只有詠史詩，

作為一種專屬於文化菁英們的嚴肅的詩歌體裁，既不關注於完整記載歷史事件

與人物，也不以向士大夫以外的市民等階層提供『淺俗』的娛樂為自己的使命，

而不妥協地集中於在豐富的人類歷史經驗中探求其道德意義。 65  」實際上文

人受到傳統文學影響，包括形式和內容及背後的意識，毛氏的編撰說明其深刻

體驗近體詩贊的抒情主題，另一個關鍵性的力量是毛本對近體詩贊中的文人意

識之深度體認。  

以近體詩贊表現文人意識的傾向，在小說後半部更加明顯。第一百四回〈殞

大星漢丞相歸天，見木像魏都督喪膽〉的諸葛孔明詩贊，文人意識（也包括抒

情主題）達到最高峰，毛氏連用幾首唐人詩作：  

長星昨夜墜前營，訃報先生此日傾。虎帳不聞施號令，麟台唯顯著勳名。空

余門下三千客，辜負胸中十萬兵。好看綠陰清晝裡，於今無複雅歌聲！（毛

本《三國》，頁 628，杜甫） 

先生晦跡臥山林，三顧那逢聖主尋。魚到南陽方得水，龍飛天漢便為霖。托

                                                 
 64  相同的主題也出現在對諸葛孔明的杜甫詩贊〈蜀相〉：「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葉黃鸝空好音。三頤頻煩天下計，兩朝開濟老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淚滿襟！」抒情主題在唐代

詠史詩中頗為常見，譬如劉禹錫〈蜀先主廟〉：「天下英雄氣，千秋尚凜然。勢分三足鼎；業復五銖錢。得相

能開國，生兒不象賢。淒涼蜀故妓，來舞魏宮前。」詩末的亡國圖景令人深感悲愴。 
 65  許鋼：《詠史詩與中國泛歷史主義》（台北：水牛出版社，1997），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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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既盡殷勤禮，報國還傾忠義心。前後出師遺表在，令人一覽淚沾襟。（毛

本《三國》，頁 628，白樂天） 

撥亂扶危主，殷勤受託孤。英才過管樂，妙策勝孫吳。凜凜出師表，堂堂八

陣圖。如公全盛德，應歎古今無！（毛本《三國》，頁 628，元微之） 

長星半夜落天樞，奔走還疑亮未殂。關外至今人冷笑，頭顱猶問有和無！（毛

本《三國》，頁 630） 

浦安迪在面對這些近體詩贊是這樣認為：「插進這些署名為『史官』或有名無

名的宋代學者們詩詞的最後結果除了延緩和分段的結構功能之外，其實效似乎

是為了求助於古典經籍的權威。……毛宗崗本人在處理小說這方面的修辭結構

時渴望保持一種不朽的權威感。」 66  與其說毛氏企圖借助古典經籍權威，倒

不如說借助近體詩的抒情主題與文人意識，讓小說的主題更加深刻。因一方面

上列詩歌都是唐代名詩人（杜甫、白樂天和元稹）詩作，自然具有文人意識；

另一方面，詩贊對象「諸葛孔明」正是《三國》少數的純文人，因此詩作可視

為歷史文人對歷史文人的抒情。更不用說，詩句流露的哀嘆意味濃厚，感慨諸

葛孔明的奉獻與犧牲。在毛本前，「三國」小說的編撰者便運用近體詩贊的抒

情修辭，〈三國志平話〉的杜詩〈蜀相〉「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葉黃鸝空好音。三頤頻煩天下計，兩朝開濟老臣心；出師

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淚滿襟！」即是。詩從「何處尋」、「柏森森」、「頻

煩」寫到「身先死」和「淚滿襟」，不但道出杜甫對諸葛孔明的惆悵，也反映

傳統文人的無奈 67  。可惜這些編撰者未統一運用近體詩的抒情特點，仍有不

少議論、詠物和說理的修辭性。有別於此，毛氏加強近體詩贊的抒情主題與文

人意識的修辭性。鄭毓瑜認為：「個別的生活遭遇透過文體的模塑，因此參與

了一個累積的公共傳統。一旦選擇某種文體，就彷如進入歷史文化的迴廊，在

一種熟悉的語句格式、典事氛圍中，完成發現當下自我同時也是再現共享傳統

的書寫活動。  68」由此觀之，毛本近體詩贊的編撰活動，正是共享傳統的書

                                                 
66  浦安迪著，沈亨壽譯：《明代小說四大奇書》（北京：三聯，2006），頁 392。 
67  杜甫〈八陣圖〉的分析，可參陳世驤：〈中國詩之分析和鑑賞示例〉，《陳世驤文存》（台北巿：志文出版社，

1975），頁 135。 
 68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台北：麥田出版社，2005 年），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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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活動，所憑藉與傳達的是近體詩中的抒情主題和文人意識，以作為小說的抒

情修辭性 69  。 

在小說中，毛氏引介的詠史詩具有追憶性，一方面並非單純再現客觀事

實，而是帶著詩人的口吻，抒發詩人、小說家對歷史的評價與感受。詠史詩由

此連繫了三個主體：小說家、詩人與讀者。歷史（事件與人物）僅是抒情的客

體。換句話說小說編撰者利用詩人的詠史詩作，招喚歷史、詩人與自身，同時

呈現在讀者面前，形成濃烈的歷史氛圍，藉此進行抒情活動，而非認識性的歷

史閱讀。詩人是在追憶中創造了詠史詩，追憶他人的生命經驗，以投射自我的

情懷，並且反映了文人的意識，詠史詩的抒情性正是在此。小說中的詠史詩，

是追憶中的追憶，抒情中的抒情，小說家（並偕同讀者）追憶詩人（文人）的

歷史情懷，藉此產生交流與共鳴。因此毛氏對詠史詩的引用，是意欲透過詩人

（文人）的眼光隔一層的觀看歷史，其中並非冷靜與理性的陳述歷史事實，而

是蘊藏詩人（文人）對於歷史的情感評價，讀者由此獲得詩歌與小說兩種閱讀

的美感和體會，具有濃厚的抒情主題及文人意識，此乃近體詩贊的抒情性修

辭。在近體詩贊中，詩人（文人）與小說家、讀者經由史事之變遷，時間之流

動，將體驗擴大到歷史之中，又超過歷史，由此激盪深厚的生命悲歌與情境，

完成「通古今之情，繫於生命之體」的閱讀體驗。這是散文敘述無法達到的抒

情性修辭效果。  

（二）抒情的對象和評價 
任何表述都非處在個人的語言環境，故表述者在言語的同時，必須考慮聽

者或理解者，選擇對方能夠理解的表述，否則將失去表述的目的或造成錯語。

然而基於聽者和理解者不見得能夠針對表述進行回應，故多數研究者僅能單向

地研究表述的結構，較少深究地交叉比對雙方的話語，自然會落入普通語言學

僅將表述視為單向語言的缺失。若我們回到表述的最初目地，即是表述者企圖

向聽者分享其所見、所聞、所思，分享的內容必定涉及某對象，如此才有對話

和交流的場域。一般而言，表述能否正確形容對話的場域，通常決定表述者與

聽者是否產生共識或者歧見。順之，若毛氏近體詩贊是具體表述，僅研究「主

                                                 
69  呂正惠認為近體詩是最能代表抒情傳統的詩歌：「這種情之本質化、本體化的傾向，就是中國抒情傳統的重大

特色之所在。而這個重大特色，就在律詩這一形式中找到最完美的表現。」參照氏著：《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

（台北：大安出版社，1989 年），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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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意識」仍然不夠，探討這些詩贊用於哪些贊主？詩贊對贊主的評價為何？

都是該進一步釐清。唯有明白毛氏（表述者）向讀者（聽者、理解者）表述的

詩贊用於何處？給予贊主的評價有何特點？我們才能更全面理解毛氏「近體詩

贊」的抒情修辭性。  

暫不論是否為正統，「尊劉抑曹」是多數三國小說的基本立場 70  。此立

場在毛本《三國》中容易令人誤會，近體詩贊之贊主僅有蜀國或親蜀的人物

71  。確實我們可從「三國鼎立」的人物國籍，發現毛氏的贊主選擇，甚至將

人物國籍擴及性別與階級等範疇。但人物的外在條件並非毛本選擇贊主的標

準，「道德」兩字才是最高原則；若就巴赫金的話語，毛本《三國》近體詩贊

的指物對象為「道德」，詩贊贊主即是「道德者」。小說前十回中，毛氏選擇

何進、丁管、浮比、李儒、王允等人為贊主。這些非蜀國的次要人物，幾乎上

場不久，立即下場，若就情節而言，實在輕如鴻毛。毛氏卻不吝嗇給予詩贊，

正因和其它膽小如鼠的大臣相比，人物展現崇高的道德，如無畏董卓的勇氣與

正直。同樣的情形也在末十回，于詮、桓懿、王經、姜維、傅僉、劉湛、鄧艾、

鍾會等人陸續成為詩贊贊主。他們共同的特質是，忠貞的守護搖搖欲墜的蜀

國，道德品性的具體實踐。故我們以「道德實踐者」稱之。吉平則是小說道德

贊主的典範。曹操設席宴請漢臣，以便招降，唯有直率的吉平大罵，惹禍上身，

對此毛氏特地新增「漢朝無起色，醫國有稱平。立誓除奸黨，捐軀報聖明。極

刑詞越烈，慘死氣如生。十指淋漓處，千秋仰異名」表揚其精神。毛氏替吉平

賦詩的目地之一，是藉此將其納入詩贊贊主行列，由此塑造贊主乃是「道德實

踐者」的整體印象。  

毛氏雖然抱持「道德」為贊主的原則，這個原則超越國界或階級的單純界

線，但贊主並非必定是正面的道德實踐者，具體來說，部分反面人物也加入詩

贊贊主行列，譬如曹操。大抵而論，自嘉版《三國》後，小說編撰者塑造曹操，

                                                 
70  參齊裕焜：《中國歷史小說通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頁 92-97。亦可參楊義：《中國古典小

說史論》（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 247-248。宋克夫認為「擁劉反曹」與程朱理學有關，參

氏著：《宋明理學與明代文學》（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頁 128-132。 
71  毛氏〈讀三國志法〉率先便言正統：「讀《三國志》者，當知有正統，閏運，僭國之別。正統者何？蜀漢是也。

僭國者何？吳、魏是也。閏運者何？晉是也。魏之不得為正統者，何也？論地則以中原為主，論理則以劉氏為

主，論地不若論理。故以正統予魏者，司馬光《通鑒》之誤也。」參朱一玄編《三國演義資料匯編》（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頁 254。毛氏為傳統文人，關懷正統實屬常理，只是正統與道德雖然息息相關卻分

屬不同概念，毛氏究竟以何者為主？何者為從？仍須進一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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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了奸惡陰險的性格形象，使其偏向奸雄而非梟雄，然而反面人物的曹操擁

有的詩贊數量卻超過關羽、劉備，僅次於諸葛孔明，實在令人匪夷所思，與上

述所論贊主為正面人物的觀點，也產生矛盾。實際上，曹操是經典負面教材；

簡要之，就是「非道德實踐者」，故在曹操詩贊中，我們讀到的並非歌詠或稱

讚類詞語，而是批判與譴責，譬如「十萬貔貅十萬心，一人號令眾難禁。拔刀

割發權為首，方見曹瞞詐術深」（毛本頁 98）。值得留意的是，毛氏選擇「道

德實踐者」的贊主有越加嚴格的跡象。嘉版《三國》中，曹操過世時本有七首

詩文贊體，其中四首為近體詩贊，然而毛本未取任一首，反倒新增明人鍾惺的

「鄴中歌」 72  。這個抉擇絕對不僅是因四首近體詩贊與小說的內容不符，而

是縱使詩贊的詞語能辨別人物的品行優劣，越加強烈的道德實踐者集體形象，

迫使毛氏不願最終給予曹操帶有抒情修辭性的近體詩贊。 

「道德實踐者」的角度，也顯現在毛氏刪除舊版的近體詩贊，如嘉版《三

國》的曹丕詩贊：「天數相關豈遠圖，聖明原有百靈扶。曹丕當日聽劉曄，安

得江南地屬吳？」（頁 569）這首詩贊被刪減的理由除贊主非道德實踐者外，

詩贊詞語無關乎道德範疇也是。與此相反，接續陸遜、傅彤的程畿與張南、馮

習、孫夫人等次要人物本無詩贊，毛氏特新增三首，正因這些贊主在道德範疇

的實踐表現，令人讚賞 73  。  

裴雲龍認為毛本贊詩的增刪，是為了「凸顯正統觀念在道德教育化中的核

心地位」，且「只有不和尊劉反曹這一政治立場產生牴觸的忠孝節義才能得到

認可。」 74  然而道德非以正統為核心信仰，況且裴先生自言，毛氏對部分劉

備陣營的人品持保留的態度，不也說明道德並非僅服務正統 75  。本文認為，

與其說是為了維護正統，倒不如說凸顯道德的崇高價值，因占據核心的地位並

                                                 
72  歌云：「鄴則鄴城水漳水，定有異人從此起。雄謀韻事與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沒豈隨

人眼底？功首罪魁非兩人，遺臭流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氣，豈能苟爾化為群？橫流築臺距太行，氣與理勢

相低昂。安有斯人不作逆，小不為霸大不王？霸王降作兒女鳴，無可奈何中不平。向帳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

謂無情。嗚呼！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豪華皆有意。書生輕議塚中人，塚中笑爾書生氣！」明人鍾惺《隱秀軒

詩集》卷五（台北：偉人，1976），頁 173-174。 
73  新增的詩歌分別為：「慷慨蜀中程祭酒，身留一劍答君王。臨危不改平生志，博得聲名萬古香」、「馮習忠無

二，張南義少雙。沙場甘戰死，史冊共流芳」、「先主兵歸白帝城，夫人聞難獨捐生。至今江畔遺碑在，猶著

千秋烈女名」。（毛本《三國》，頁 503） 
74  參裴雲龍：〈新論《三國志演義》中論贊詩文的演化〉，《明清小說研究》第 99 期（2011），48 頁。 
75  李志宏便認為正統和忠義是兩個課題：「其中奇書敘事創造所存之『義』，主要通過『正統觀』和『忠君思想』

的政治命題進行陳述。」參氏著：《『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台北：大安出版社，2011），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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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統價值而是道德價值。實際上，近體詩贊的內容並非片面稱許贊主，故抒

情對象的選擇不該僅從身分或階級或國籍出發，也應從更為深入的文人意識思

考。總的來說，毛氏選擇詩贊是以道德為指物核心，不論或正或反。換言之，

人物形象若涉及道德，極有可能成為贊主，而這是毛氏贊詩的抒情方向。毛氏

著重近體詩贊的「道德」面，成為毛本《三國》專屬的詩贊特點，並超越一般

近體詠史詩－包括其他《三國》版本中近體詩贊－對歷史人物與事件的廣

泛抒情。  

既然毛氏以「道德」為指物和對象，該如何理解詩贊中的各種道德性內容，

這便涉及到近體詩贊的主觀評價和情態問題，下列我們以幾首詩贊為起點：  

密詔傳衣帶，天言出禁門。當年曾救駕，此日更承恩，憂國成心疾，除奸入

夢魂。忠貞千古在，成敗復誰論！（毛本《三國》，頁 139） 

河北多名士，忠貞推沮君：凝眸知陣法，仰面識天文。至死心如鐵，臨危氣

似雲。曹公欽義烈，特與建孤墳。（毛本《三國》，頁 181） 

常山有虎將，智勇匹關張。漢水功勳在，當陽姓字彰。兩番扶幼主，一念答

先皇。青史書忠烈，應流百世芳。（毛本《三國》，頁 581） 

顯而易見上述詩贊圍繞的共同評價，就是「忠義」兩字。這種對人物忠義精神

的歌詠在〈陸遜營燒七百里，孔明巧布八陣圖〉一回達到高潮，毛氏以近體詩

贊，連詠五位人物。確實〈三國志平話〉早有「桃園結義」情節，然而平話主

要講述歷史的變遷，對忠義議題並未特別彰顯 76  。到嘉版《三國》時，忠義

思想已成為不可或缺的核心，多處情節和人物形象都重複這個議題 77  。毛本

的貢獻是用詩贊凸顯「忠義」的主題精神，這也正是其詩贊的主觀評價與情態。

主觀評價與情態在靜態的文學中，缺乏口頭語調作為判斷依據，依靠的僅是內

部各種詞彙、語法或結構，「忠」與「義」則是毛本《三國》近體詩贊中出現

最多次的核心字詞。須明白，我們選詞一方面是因詞語本身的意思，另一方面

也是從眾詞語中，選擇適合我們表述的字詞，此詞不但需要符合表述的意圖，

                                                 
76   〈三國志平話〉的詩贊對忠義的關注遠不如毛氏，譬如：「夜夢龐統獻策方，沙石助戰定遭傷；升仙橋上川軍

敗，濯錦江頭水勢張。跳樓墜水風吹木，鐵斷門開劍斷梁；當時不用神師計，焉能成都坐漢王」，頁 90。 
 77  參見沈伯俊：〈嚮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論《三國演義》的主題〉，收入《三國演義新探》（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頁 87-102。 



．近體與抒情－論毛本《三國》的主要贊體形式及其修辭性． 

 ．77．

同時也帶來情態與評價。基此，毛氏的忠義之詞，顯然是近體詩贊中首要的評

價與情態。 

毛氏對「忠」、「義」的高度評價有其歷史源淵。對傳統文人而言，忠義

問題較正統問題更為重要，因正統的定義可隨個人見解而有差異 78  ，忠義的

精神卻是不容許質疑和動搖。換言之，執行忠義的對象究竟是君王或百姓，仍

有討論空間，但不忠不義絕對觸犯儒家大病。由此可見，毛氏熱衷忠、義的話

題正延續此傳統思想。毛本詩贊不斷詠唱「忠義」的主題歌外，對忠義（忠孝）

的評價甚至高於生死： 

生死人常理，蜉蝣一樣空。但存忠孝節，何必壽喬松。（毛本《三國》，頁

612-613） 

一日抒忠憤，千秋仰義名。寧為傅僉死，不作蔣舒生。（毛本《三國》，頁

694） 

從觀念史的角度，詩贊的忠義思想可以上通孟子的「捨身取義」，充分說明毛

氏繼承傳統儒家的文人思想。從表述邊界在不同主體交替處的角度，顯然毛氏

交替儒家的道德話語，積極應答「忠義」的評價。如李時人所言：「義在《三

國演義》中成為最高的指導倫理概念，儘管其內涵相當複雜，若概而言之，則

強調的主要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準則：君主之『義』重在愛民，臣下之『義』

重在忠君，兄弟之『義』重在生死與共，朋友之『義』重在一諾千金、知恩必

報，等等。 79  」這種「演義精神」在小說詩贊中的強調，毛氏進行得非常透

徹，超越之前的各版，這也可能是毛本《三國》自清初後取代多數明刊本的原

因之一。  

除了近體詩贊中的忠義之歌，在每回前的總評，毛氏不時地提到忠義課

題，呼應了小說中的內容，如比較易牙、管仲和劉安的異同，主要是利義之辨，

其曰：「牙為利也，安為義也。……雖然，呂布之戀妻也太愚，劉安之殺妻也

太忍，唯玄德為得其中。不得不棄而棄之，何必如兄弟之誓同生死，固不當學

                                                 
 78  如歐陽修以情勢的現況，分析正統的合理和合法，參〈原正統論〉、〈正統論〉，《歐陽修全集》（安新：中

國書店，1986）。王夫之重論政權歸屬，正回到公私範疇，責備臣子的愚忠，參氏著：〈讀通鑑論卷末敘論‧

不言正統〉，《船山全書》第十冊（長沙：嶽麓，1998）。 
79  李時人：《三國演義源流研究‧序言》，收入關四平《三國演義源流研究》（哈爾濱：黑龍江教育出版社，2009），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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呂布；得保則保之，又誰云衣服之不及手足，亦不當學劉安。」（第十九回）

劉安觸目驚心的割妻肉之舉，在毛氏看來，乃是為了成全義行，所以值得一提，

避免讀者不察，遂有所誤。從忠義的角度高度評價人物，張飛絕對是代表，毛

氏翻轉了其魯莽的形象，云之：「惡呂布以正父子之倫，惡曹操以正君臣之禮，

如翼德者，斯可謂之真孝子，斯可謂之真忠臣。」（第二十八回）另外，對於

曹操的義行，在忠奸的對立下，毛氏仍以小人視之，所謂：「吾讀此回而歎曹

操之義，又未嘗不歎曹操之奸也。其于關公之去，贈金、贈袍，親自送行，而

獨吝一紙文憑，不即給與。使關公而死于卞喜之伏兵，或死于王植之縱火，則

操必曰：『非我也，守關將吏也。』己則居愛賢之名，而但責將吏以誤殺之罪，

斯其奸不已甚歟！以小人而行君子之事，則雖似君子，而終懷小人之心。」（第

二十七回）顯然地，毛氏屢屢提及義不義，可見辨別義的形式與內容，是閱讀

的核心目標。總評的摘要語言和近體詩贊的評價，正是兩軌並行最終合而為一

的闡述路線。  

「道德」的話語絕非僅限「詩歌」或「詩贊」的範疇，前節所敘的「論贊」

同樣便是其一。因此我們一方面可從論贊的道德性是基於維護社會秩序的角

度，肯定道德對國家和社會的幫助，並且論述過程會結合事功成就，這和其公

共性與官方性是分不開，而詩贊的文人性道德評價，主要在維護傳統重要思想

或價值，即身為一個文人應遵循基本信仰，區別兩種論贊與詩贊的差異。但從

另一方面，表述必須借助典型且穩定的言語形式，毛氏選擇強烈規範的近體詩

贊，作為承載道德的體裁，評價贊主具有的忠義精神，是替近體詩贊注入加強

的語調，也就是表情與情態。換言之，忠義是說話者（毛氏）在表述過程中，

附加詞語內的情態評價，此時忠義之詞不僅屬於詞語的情態，更是近體詩贊的

表情語調，形成毛本《三國》近體詩贊的忠義之歌。  

當然，忠義是道德範疇中最顯性的評價與情態，其他如孝、仁等道德雖然

也有一定的比例，但遠不如忠義兩字。經過毛氏有意識的加工後，本來幾近程

式化的近體詩，頓時成為個人言語風格，濃厚的道德意味。是此我們可明白，

毛氏捨棄官方性與公共性的「論贊」，正是意圖借助「近體詩贊」較主觀的特

點，經此與讀者分享，文人（小說家）對歷史人物的情感與評價。何滿子認為：

「（《三國演義》）凝聚著晉唐以來社會廣大群眾的歷史觀、倫理觀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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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著社會各階層意識的折衷。 80  」此話有調整的必要，因不同的小說編撰

者對小說的內容均有其偏重，絕對不可以一概全，就本文的觀察，毛本《三國》

詩贊的表述風格乃屬於毛氏的特點，是毛氏高度評價道德範疇之忠義精神，展

現文人對歷史人物的濃厚情感意味。此一評價與情態縱使有其歷史源淵，卻是

在毛氏手中獲得淋漓盡致的表現。 

詞語一方面絕對並非中立的，一方面卻是在某個體裁才能發揮最大的效

益。因此「忠義」等道德性話語，在論贊或其他體裁仍可見之，然而這種接近

說教式的話題，在毛本近體詩贊中卻試圖讓讀者不產生排斥，並強烈認同詩句

的字詞，不論同情或贊同或批判贊主的道德實踐層面，這是強烈的抒情修辭

性。換言之，這種頗為主觀的「近體詩贊」的抒情修辭性，有強烈的主導性意

味，希望或試圖引導讀者贊同毛氏對小說人物的觀點。期望讀者是積極的贊同

「認同」他的意見，而非消極的接受他的寫實敘述。是此，若在閱讀過程忽略

近體詩贊的典型體裁及其評價、情態，是無法深度理解毛本《三國》專屬的言

語特徵與表述義涵。  

四、結論 

任何表述者在選擇話語的形式時，不僅思考話語的內容，表述的形式也應

該是考慮的部分，因為這個形式具有一定的內容和修辭性，這也是巴赫金認為

研究言語體裁的基點，本文正是根據此論點進行小說贊體的研究。經由上述的

討論，確實發現毛氏對近體詩贊的獨有情鍾，以及身為表述的近體詩贊具有強

烈的抒情修辭性。當然某方面來說，毛氏的近體詩贊仍受到傳統近體詩歌的限

制與影響，但從另一方面，相較其它《三國》編撰者，毛氏將這個侷限變成毛

本的獨特風格，有其創造性的價值和意義。  

必須坦承，毛本《三國》仍存有其他贊體，顯示毛氏縱使已自覺的以「近

體」為主要贊體形式，此標準有時仍會動搖，尤其這些贊體來自更早版本 81  。

                                                 
 80  何滿子：《毛宗崗評改本〈三國演義〉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81  譬如有詞贊之曰：「原是昭陽宮裡人，驚鴻宛轉掌中身，只疑飛過洞庭春。按徹梁州蓮步穩，好花風嫋一枝新。

畫堂香暖不勝春。」或「後來有蘇學士有古風一篇，單詠躍馬檀溪事。詩曰：老去花殘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

路；停驂遙望獨徘徊，眼前零落飄紅絮。……三分鼎足渾如夢，蹤跡空留在世間。」……等。羅貫中著，毛宗

崗編撰評點：《三國志演義》（北京：中華書局，2009），頁 4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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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否反駁本文的立論和發現呢？其實可以這麼回應，創作過程中，文學家縱

使有強烈自我意識，卻不見得能夠貫徹始終，故有時僅能以大體而論，若是求

完美無缺的細部表現，研究恐怕會綁手綁腳，況且文學研究者的存在價值與應

努力的方向，並非在稱讚或否定作品，而是提供更有效的詮釋角度。因此，從

巴赫金的言語體裁，我們深刻明白毛氏深化近體詩贊的修辭性，這不僅繼承詠

史詩的抒情傳統，更將說書系統中的「有詩為證」的近體詩贊賦予強烈的抒情

性，達到彰顯小說的忠義主題。對毛氏來說，近體詩尤是抒情中的抒情，最能

貼近其對歷史的詠懷和悲嘆之類的情感抒發，這是其他體裁難以達成，也是小

說的必要條件。從詩贊的角度，毛氏和其他明版《三國》的差異不在於版本，

而是編撰者的小說美學決定其最後樣貌，也唯有從體裁表述的修辭性出發，我

們才能明白它們真正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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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yric and The Poetic Style of 
Jin-ti : On the Main Form of the Hymn 

of Praise (Zan) and Its Rhetorical 
Power in Mao Zong-gang's Popula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en, Fu-Chih* 

【Abstract】  

Mao Zong-gang's edition of Popula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has 

become widely popular since the early days of the Qing Dynasty.  Questions 

remain as to what exactly is adapted in his version of the story, and under what 

influence, if ever, of classical ideas of gen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Mao's 

adaptation of the zan (hymn of praise) in this classic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formal 

innovation, and that it thus provides a key to his concept of the novel.   

Following the convention of standard historical writing as well as 

story-telling, most versions of the “Three Kingdom” in the Ming Dynasty contain 

the zan part.  Mao differs from other compilers by retaining the poetic form of 

the Jin-ti as the main form of the zan, removing others such as miao-zan (temple 

hymn) and lun-zan ( deliberative praise), both of which appear in other versions of 

the novel.  This undertaking highlights the rhetorical effect of genre maneuver, 

brings forth unity to the entire novel and thus enhances thematic coherence. The 

rhetorical function of the genre, as Mikhail Bakhtin says, is central to discourse. 

Language intends discourse, and a recognizable discourse, with a steady form and 

structure, coveys emotional attitudes and evaluation. Indeed, Mao's use of the 

                                                 
*  Part-time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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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ic zan achieves a high level of unity of discourse, as other editions do not.  

The rhetorical features in Mao's edition deserve serious investigation. 

Mao's use of the poetic zan, as this article finds out, steps away from the 

story-telling tradition to intone with the poetic sub-genre of “chanting history.”  

It bears a strong lyrical quality that ultimately fuses into the novel's total thematic 

vision.  This study reveals Mao's unique way of genre-rhetoric handling from two 

perspectives: “lyr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me” and “lyrical object ad evaluation.” 

Mao's innovative maneuver evinces the poetic zan's effectiveness in novel writing. 

It also proves that Mao stands out from other compilers not because he follows a 

story line of different origin but because of his poetics of novel implied by his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We therefore believe that the study of genre and its 

rhetorical effect is the best way to approach the compilation of the novel. 
 
Keywords : Mao  Zong-gang Popula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Hymn 

of Praise (Zan) of the Jin-ti, Rheto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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