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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漢學界對中國前現代文學的研究幾乎與華語學界的興趣熱點齊

頭並進，惟有在兩宋文學領域與大中華學術圈層出不窮的研究成果差距甚

大，尤其是這一時期「一代之文學」宋詞研究，不斷湧現出吳梅、夏承燾、

唐圭璋、龍榆生、任中敏、鄭騫、胡云翼、詹安泰、鄧廣銘、饒宗頤、葉

嘉瑩、徐培均、吳熊和、王水照、施議對、楊海明、劉揚忠、鍾振振、王

兆鵬、劉尊明、林玫儀、黃文吉等研究大家，在詞樂、詞律、詞體、詞派、

詞史、詞論、詞籍、詞風等領域多有貢獻，而海外學界相對寂寥，僅見 James 

J. Y. Liu（劉若愚，1974）、Shuen-fu Lin（林順夫，1978）、Kang-i Sun Chang 

（孫康宜，1980）、Grace S. Fong（方秀潔，1987）、Michael A. Fuller（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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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勱，1990）、Pauline Yu（余寶琳，1994）、Florence Chia-ying Yeh and James 

Robert Hightower（葉嘉瑩與海陶瑋，1998）、Ronald Egan（艾朗諾，2006、

2014）等所撰專著∕論文集，在五代詞研究上除前序諸賢成果以外也不過

多了 Daniel Bryant（白潤德，1982）、Robin D. S. Yates（葉山，1988）、

Anna M. Shields（田安，2006）的專書而已。 

中國古典「詞」既在英語文學中找不到對應文類，也很難恰如其分地

進行功能性翻譯和風格性分析，這大概是其較被冷落的內因之一，而目前

的北美宋詞研究亦多限於社會文化史視野下具體作家∕群體的文學表

現，一直缺少對宋詞史整體而精深的把握。儘管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學史重

寫的熱情方興未艾，但還未有專於文學史意識上的宋詞發展脈絡總結的探

索。相對於上世紀上半葉如劉毓盤《詞史》（1931）、吳梅《詞學通論》 

（1932）、胡雲翼《中國詞史大綱》（1933）、薛礪若《宋詞通論》（1937）

等研究多作粗線條勾勒，1980 年代以來如吳熊和《唐宋詞通論》（1985）、

楊海明《唐宋詞史》（1987）、謝桃坊《中國詞學史》（1993）、劉揚忠《唐

宋詞流派史》（1998）、王兆鵬《唐宋詞史論》（2000）等，對詞的研究拓

展了上下時限而不是專注於北宋這一時期，陶爾夫、諸葛憶兵《北宋詞史》 

（2005）雖云專論，稍嫌瑣碎。 

Stephen Owen（宇文所安）的 Just a Song: Chinese Lyrics from th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以下簡稱 Just a Song）的問世恰逢其

時地填補了北宋詞史深度研究的空白。身為《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主編之一，他試圖以具有

濃厚的耶魯大學研究風格的「史中有史」的解構方式重新形塑文學史，以

此文學史觀來審視和重構北宋詞史，這也是宇文所安近年來的研究傾向。

編完「劍史」之後，他將精力較多地投入到了翻譯之業，近三年先後獨力

全譯杜甫詩（The Poetry of Du Fu, 2016）、與 Wendy Swartz（田菱）合作

全譯阮籍、嵇康詩（The Poetry of Ruan Ji and Xi Kang, 2017）。在 2018 年

4 月舉行榮休慶典後，他雖並不會就此封筆收山，但 Just a Song 這本專著

確是他的學術研究職場謝幕之作，並榮獲 2020 年度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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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題目似可譯為《小詞而已》，亦可以李清照《詞論》「作一小歌詞」

原文為題；宋偉杰暫譯成「惟歌一首」，副標題「中國十一世紀至十二世

紀早期的詞」，時段大幅覆蓋北宋一朝。全書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

Setting the Stage 探究詞的早期傳播與起源問題；第二部分 The Early and 

Mid-Eleventh Century 聚焦十一世紀早中期的詞人與詞集，重點放在柳永

和晏幾道身上；第三部分 The Age of Su Shi 檢討蘇軾時代的詞人詞作，包

括他本人及蘇門學士、周邦彥等；第四部分 Into the Twelfth Century 餘論

北宋最後一批詞人及詞史建構問題。全書細緻勾勒出北宋詞的流變歷程，

對詞史上諸多問題進行了再審視，僅從目錄上恐難呈現學術創新價值，細

讀文本方見其細膩文心，其主要創新表現約略有三： 

（一）北宋詞的表演性起源和流動性本質。宇文所安認為，熙寧、

元豐年之前，詞是以表演文類而非文學文類行於世，故而早期流傳過程中

收入詞集的情況較為罕見，更可能的情況是，新填成的詞由詞人交由歌女

讀之、默之、唱之、演之，再以歌本方式回傳文人圈子中（像陳振孫提到

的《家宴集》就是歌本集）。秦樓楚館成為詞早期傳播的主要場合，這在

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詞作者身分歸屬成疑的原因，編纂者可能基於相似詞風

而把某作品收入∕誤入某位詞人的個人集中，歌女們善賈待沽把作者名號

跟作品綑綁在一起（甚至掛名自己創作）的自抬身價的做法也存在可能

性。詞在口頭和書面傳播中不斷被形塑，「唱是本色，吟是左道」，社交性

決定了早期詞的文本流動的本質屬性。早期歌本收錄的作品以小令為主，

這與小令便於詞人舊曲新填和歌女記誦演繹的特點密切相關，表演者並不

在意到底是誰寫的這些歌詞，而帶有強烈私人性與隨意性的歌本集卻是宋

詞鑑賞家和愛好者們整理匯編文人詞集最易獲取也最複雜多變的來源。例

如《陽春集》收錄了橫跨兩世紀的晚唐詞、西蜀詞、南唐詞、北宋詞諸作，

馮延巳作品就不時被誤歸入歐陽修、晏殊等人名下的現象正是基於歌本集

的文本流動性，而越是往後、文本越複雜（從小令到慢詞），署名權歸屬

爭議越小，也與詞的表演性淡化、文學地位提升有關。即使時至北宋中後

期，詞與音樂表演仍然頻繁互動，周邦彥在南宋被追捧的原因之一就可能

是身為杭州人的他所撰歌詞更適合本地歌女演唱。宇文進一步指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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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所看到的宋詞只是在表演性文本之外留存下來的殘餘，早期詞更多是

以類似於「迷你專輯（EP）」（small groups）或「單曲」（isolated texts）的

形式傳世，以審慎的解構主義立場重新考證詞從唐到宋的流變史，將詞的

早期源頭文本（如敦煌詞、《花間集》、《尊前集》、《南唐二主集》等）視

為宋詞的傳承對象而非歷史背景，這是值得稱道的（同時也是容易引發爭

議的）。一以貫之，宇文所安仍然對作者署名權問題保持相當謹慎的態度，

他提出，既然詞作可能只是出於娛樂目的（for fun），又何必關涉詞人的

公眾形象和私人行為呢？ 

（二）北宋詞的性別化聲音和去政治化取向。詞作為「詩餘」的標

籤是士大夫秉持獨善主義（escapism）從官僚生活和嚴肅文類中撤離的選

擇之一，朝政、官場、家族，這些政治話語式主題幾乎在這一文類中絕跡，

作品改而關注當下世俗生活，沈浸於虛構或失卻所愛的體驗記憶之中。這

一去政治化的取向在宇文此書中被格外強調，詞的文學史邊緣性地位被突

顯，正如書名所暗示的那樣，小詞（little lyrics）終究是不登檯面之作，

但從公眾的社交性（public sociality）到個人的感官性（individual sensuality）

的轉換邏輯是本書關注的中心，“[s]ongs constructed a space figuratively 

‘outside the empire’, or a space for the self in which the empire was irrelevant 

and unmentioned.”（頁106）伴隨著明顯的性別化聲音，「別是一家」的北

宋詞傾向於偏女性化的主題、對象、風格，在表演性場合的演繹中，男性

詞人與女性藝人在早期詞的異文傳播中，讓這一邊緣文類逐漸主流化，依

靠的正是遠離政治中心、反映個人情感的私人性的文體特質。歌妓在角色

扮演、文本留存、口頭傳唱方面的意義被放在備受矚目的高度，例如宇文

解讀為晏殊所不喜的「針線閒拈伴伊坐」，心理上歸咎為男性對女性權力

的恐懼感，把秦觀詞的疏離感，歸結於男性文人排除「女性」獨立聲音以

避免權力爭奪的擔憂，這樣的性別心理分析往往別具慧眼。再如蘇軾倡導

去女性化的豪放曠達之音、不利於音樂表演而突顯個人風格，多被時人目

為「非本色」，他的所有弟子都不以他為榜樣，而他的詞作亦不免對柳永 

（常因此而被時人所貶斥）的詞學遺產變相接受（對比〈念奴嬌〉（赤壁懷

古）與柳永〈雙聲子〉（想當年），而娛樂之作不易招致嚴肅的政治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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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江城子》表達諸多軍事政見，不過只是「老夫」、「酒酣」的玩笑話

罷了。相反，秦觀詞充滿感性話語的文本恰恰反照出柳永慢詞寫作遺產的

藝術性轉換，以此保持詞本色與政治道德倫理之間的間離，這些洞見也頗

令人服膺。此外，如黃庭堅詞的口語化取向與他的詩學主張的背道而馳；

賀鑄以「另起爐灶」的方式更依賴於唐樂府題材的化用與檃栝；周邦彥遠

離蘇軾中心場域而獨樹一幟，在藝術性（artfulness）與疏離感（distancing）

上更進一步，辭藻華麗推於極致，主題上仍縈繞著「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的陰柔聲音，樹立起自己的聲譽，這些也是宇文論證詞作去政治化的依

據。全書結尾李之儀、李清照、王灼的三篇詞論的總結性對比討論均指

向了「婉約」正宗的確立（回歸），“the intensely politicized discourse ‘outside’ 

was precisely what was to be avoided”（頁 296），這種獨特的美學價值在北

宋一朝疏離公共政治生活的桃源中如何妥協、變異與倖存是研究的亮點

之一。 

（三）北宋詞的物質文化唯物論與解構主義懷疑論。由於北宋詞幾乎

沒有任何刊本存世，從物質文化史的角度來推斷其原初形態顯得證據不

足，同名作品集未必一如後世∕今日之所見，要試圖復原北宋詞的傳播情

況，則需要更多其他證據。隨著印刷術的興起，詞在文本化進程中面對一

些在後世也未必妥善解決的問題，如《花間集》雖是早期為詞辯護的純文

學集，但至南宋付梓廣為大眾接受之前，很難説跟今日所見樣貌相同；詞

人別集的序跋勾勒詞集成形經過和傳播狀況，也顯示出刊本與鈔本在規模

和內容上千差萬別。宇文注意到柳永和周邦彥二人幾乎從未被同時代的文

人∕文獻所提及，既然所有的生平細節都由後起軼事傳説所建構，那麼歸

於他們名下的《樂章集》、《清真集》的作品出處和真偽都值得懷疑，柳永

纏綿青樓的聲名與慢詞大師的名銜，周邦彥的南方出身與大晟府提舉的任

職，都會「召喚」後世更多類似他們風格的作品誤入集中（前文已敘）。是

書多依靠現有但未必通行的多種版本詳加考證，例如通過兩個不同刊本考

證編纂者，在維繫歐陽修的儒家形象上不同的思路和方向，以晏幾道自序

來推斷現存《小山集》與歷史面貌的差異，細讀周邦彥詞集的晚出箋註本

中，那些從早期匯編本裡被剔除的作品，判定被剔除是否基於「不類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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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格所致，推論北宋後期詞在進入正統文學畛域過程中，編纂者是否有

意使詞作繫年、署名更加貼近詞人生平經歷，都很有啟發意義。尤其值得

關注的是，宇文還把視野投向了與「政治正確集團」政見敵對、道德上多

被批判的文人（如徽宗朝變法鐵腕舒亶），或當時頗具聲名而為後世所遺

忘或錯置的文人（如真正入職大晟府的晁端禮）的作品，來全面衡量彼時

的詞學風尚，有意識地填補現有文學史的盲點。他也坦然承認詞論家不免

門戶之見，但仍主張在文本保存的歷史條件下重讀文本，以照見那一時

代的流行取向。以王灼對李清照的批評為例，他説，這些缺點未必見存

於今日李清照詞作之中，是因為王灼本人可能讀到更多李清照的失傳∕

失選之作，以此強調後世過濾與篩選文本的因素不可小覷，這是借助德里

達（Jacques Derrida）的延異概念來解構文學上經典的固有存在的文學史

觀典型。 

此書亦有一些力所未逮之處。因高度警惕署名權爭議歸屬，宇文所

安對以詞人為中心的文學史書寫提出質疑和批判，然而整本書的結構卻

陷入到以詞人為綱的窠臼中。第二章的大膽假設（hypothesis）以「陽關

三疊」為例演繹推測詩與詞二種文類的交互流變，假定敦煌詞與花間詞

在音樂轉成文字的過程中，文人能動作用造成的差異問題，但似乎邏輯

並不嚴密。唐代聲詩的口頭表演和書寫譽錄幾無差異，因現有存世材料

不充分，很難從齊言體或長短句、韻腳平聲或仄聲、風格精雅或俚俗等

方面，來得出歌詞文本之於敦煌抄者是「（被動）實錄」而花間詞人是「（主

動）創作」的結論（頁 52-59）；文本分析有時候也略顯粗糙，如《秦觀》

一章對漁父詞和七夕詞的討論未見出新，前者在羅列敦煌詞〈浣溪沙〉、

張志和〈漁歌子〉及蘇軾〈浣溪沙〉的漁夫詞傳統之後，對秦詞〈滿庭芳〉

僅用 200 字加以評論（頁281），後者關注〈鵲橋仙〉對早期同主題詞作

的繼承與發揚，但也只有寥寥數句且語焉不詳（頁284）。此外，對 meta-lyric

這一概念闡釋不夠明晰，小題為 “Songs about Songs”，所引為例的晏幾道

詞作更偏向於「唱」詞（而非唱「詞」，如〈清平樂〉「書得鳳箋無限事」

並不確指「歌詞」）的後設性，故稱為 meta-song 更恰當（頁 186-192）；

解讀《詞論》出現邏輯錯誤：“Then she restates her point with two authors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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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ous for their song lyrics than Yan Shu—Ouyang Xiu and Su Shi”，破折號

所指歐陽修和蘇軾在詞作方面的成就並不遜於他們的其他文類，創作聲

譽上也不低於在《詞論》中與之相提並論的晏殊，這裡的歐、蘇二人似應

為（後文出現的）王安石和曾鞏（頁349）。從大處來説，宇文所安一貫嘗

試顛倒原有的主要文人∕次要文人、傳世文集∕佚失選本、經典文本∕手

抄異文之間的二元對立，雖不免流於臆測之嫌，然而瑕不掩瑜，該書全

面地梳理了北宋詞的流變歷程，關注在這一過程中，文本被干預和控制

的因素作用，因此本書既是一部北宋詞史的再書寫，也是對北宋詞史若

干問題詳加檢討的研究專書，很多論點，諸如晏幾道耽於小令的詞史創

新價值、詞境在公眾領域之外的多義探索努力、李清照不提周邦彥的原

因等，都頗具隻眼。該書既是北美學術哈佛派宋詞研究脈絡體系中的一

環，上承田安的花間詞研究、下接艾朗諾的李清照研究；也是不斷呼應

作者本人前期研究成果—如《追憶》（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迷樓》（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劍橋中國文學史》等—相關問題的互文性

研究的必然。從題目 Just a Song 確立論點，到 “they were ‘just songs’” 

（頁 153）的論辯，再到 “[t]he genre had become literature, and was no 

longer just a good song”（頁 384）的螺旋式演進，宇文所安在文學史現

有的單向時間線索下，搭建文學與表演「共時性」的平臺，讓北宋詞呈

現前所未見的多聲歧義的可能性，完成了北宋詞史的再建構∕解構。如

他自己承認的那樣，「喜歡探索文學史上的一些蛛絲馬跡，它們提醒我們

過去的人做出的價值判斷和現在如何不同」（〈史中有史（下）〉，《讀書》，

2008 年第 6 期），這正是宇文所安強調基本文獻與細節細讀的社會文化

史研究方法論的實踐。 

本書的中文譯本已經由宇文所安的弟子劉晨、杜斐然、麥慧君共同完

成，不久將在大中華地區出版。此書甫一完成即能被譯介，堪稱海外中國

文學研究引進中譯本最快之範例，亦可見宇文所安身為唐宋文學研究巨擘

的地位，學界也相當期待這一新著帶來的新見與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