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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昀詩論的時代背景與特色 

王鵬凱 ∗ 黃瓊誼 ∗∗ 

摘要 ∗∗∗ 

詼諧、機智是一般人對紀昀的印象，而由他所負責編纂的《四庫

全書》使他以傑出的目錄校勘學家聞名，他所撰寫的《閱微草堂

筆記》也使他在中國小說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本文在紀氏幽默風

趣的形象、小說家和目錄學家的身份之外，擬就紀氏所處時代之

背景加以說明，進而探討紀氏詩論的幾項特色。 

關鍵詞：紀昀 詩論 詩論時代背景 詩論特色 

 

紀昀 (1724-1805)的詩論，主要散見於他所評點的詩文集：《紀評蘇文

忠公詩集》、《紀評文心雕龍》、《瀛奎律髓刊誤》、《玉臺新詠》、《王子安集》、

《韓致堯集》、《玉谿生詩說》、《黃山谷詩集》、《鏡煙堂十種》(內含《唐人

試律說》、《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刪正方虛谷瀛奎律髓》、《李義山詩

集》、《後山集鈔》、《庚辰集》⋯⋯等書 )，以及所寫的序跋、硯銘。在這些

所評選的詩文集、序跋、硯銘中，紀氏詩論即蘊含於其中，雖然這些片言

隻語的批評頗為零亂支離，不易整理，但卻是研究紀氏詩論極具價值的素

材，也是他詩論具體的成果。  

然而他的詩論深深地受到當時時代環境的影響，從而形成他詩論的特

色。本文以《紀文達公遺集》和他所評選的詩文集為範圍，先從時代背景

來加以說明，進而彰顯出紀氏詩論的特色。本文之所以暫不將《四庫全書

總目》列入取材範圍，是為了待日後將全面整理所得到的紀氏文論與《四

庫全書總目》中所見的詩論相互比較，看看其中的異同，當能解決近年來

有些學者認為不能將《四庫全書總目》視為紀氏意見的爭議。 

一、紀昀詩論的時代背景 

(一)唐宋詩之爭 

自北宋中期以後，蘇東坡、黃山谷詩的影響日益擴大，「宋調」有別

                                                 
∗ 本文作者任教於南開技術學院通識中心 
∗∗本文作者任教於南開技術學院通識中心 
∗∗∗感謝審查教授提供的寶貴意見，使本文得以修正一些錯誤及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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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唐音」而自成面目，唐宋詩之爭的問題逐漸產生，由明至清，歷數百

年而不休。紀昀所處的時代也正是祖唐祧宋爭論非常激烈的時期，有沈德

潛主張「格調說」，透過評選《唐詩別裁集》，反對清初的宋詩派，推崇唐

詩；有袁枚主張「性靈說」，透過《隨園詩話》，反對沈德潛的觀點；有以

姚鼐為代表的桐城派，透過評選《五七言今體詩抄》來宣揚唐宋詩並舉的

主張。紀昀學詩並不偏頗祖唐或祧宋，他自稱：  

余初學詩從《玉谿集》入，後頗涉獵于蘇、黃，於江西宗派亦略窺

涯浚。嘗有場屋為余駁放看，謂余詆諆江西派，意在煽構，聞者或

惑焉。及余所編《四庫書總目》出，始知所傳為蜚語，群疑乃釋。1 

紀昀並且用了很多的精力，要去矯正祖唐祧宋兩派詩論的偏頗，希望

能於兩派之中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我們看他評點整理過的書，便可以知

道為何他喜歡對一些有爭議的詩集加以評點和圈閱。如方回的《瀛奎律

髓》、李商隱的《玉谿生詩集》，馮舒、馮班批閱的《才調集》等，又有評

點校正《玉臺新詠》，這些詩集，前人都有爭議和不同評價，於是他也通

過評點來提出自己的看法。主要評點著作有《瀛奎律髓刊誤》、《玉谿生詩

說》、《刪正二馮先生評閱才調集》、《唐人試律說》、《紀曉嵐墨評唐詩鼓吹》

等。此外，他對杜甫、蘇軾、陳師道、黃庭堅等人的詩作也曾作過評點。

《才調集》、《玉臺新詠》是主張西崑者最重視的兩部書，而李商隱正是西

崑派的宗主。方回的《瀛奎律髓》主張「一祖三宗」，被認為典型的江西

派的提倡者。陳師道即是「三宗」之一，除黃庭堅外江西派最重要的詩人。

可見紀昀對這些書的評點，正是有意圍繞對此兩派的評價而開展的。這些

大規模的評點，雖然在評點中沒有明確、集中地提出自己的論詩主張，但

通過他對這幾種詩集評本的選擇和再評點，是可以看出他的論詩態度的，

這就是：不要像方回那樣以江西詩派爲尊，也不要像錢謙益、二馮那樣以

晚唐詩歌爲尊，而應該相容並蓄，博采各家之長，以發展當時的詩歌和詩

歌批評。而紀昀以他淵博的學識、深厚的詩學根柢和相對公允、不帶偏見

的詩歌觀點，通過自己一系列的評點，是對自清初以來至乾隆中期一百多

年間主張祖唐祧宋論詩的爭議，進行了一次清算和糾偏。紀昀對西崑與江

                                                 
1 <二樟詩鈔序>，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嵐文集》，河北教育出版社，1991
年，第一冊，2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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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都未嘗厚非，只是批評那種固執一端的見解，其《玉谿生詩說下．鈔詩

或問》 2「問上黨馮氏評此詩如何」條中說：  

二馮評《才調集》意在闢江西而崇崑體，於義山尤力為表揚。然所

取多屑屑雕鏤之作而欲持之以攻江西，恐江西之生硬正亦如齊、楚

之得失也。夫義山、魯直本源少陵，才分所至，面貌各別而俱足千

古。學者不求其精神意旨所在而規規於字句之間，分門別戶，此詆

粗莽，彼詆塗澤。不問曲直，哄然佐鬥，不知粗莽者江西之流派，

江西本不以粗莽為長；塗澤者西崑之流派，西崑亦不以塗澤為長也。 

因此紀昀對兩派各持門戶之見、互相詆毀的言論都致不滿，用了這麼大的

精力去矯正這兩派論詩的偏頗，主要還是要求於兩派之中取其所長而棄其

所短。  

(二)漢宋學之爭 

清乾隆、嘉慶年間，是漢學極盛，宋學起而抗之的時期。紀昀雖身處

於「漢學家的大本營」3的四庫館中，從往交遊也多是漢學家朋友王鳴盛、

錢大昕、朱筠、盧文弨、王昶、戴震之輩 4。他本身的治學也傾向「崇漢抑

宋」5，但他並不願偏廢一方，對待漢學和宋學，他持著一種理性的態度 6，

                                                 
2 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北）藝文印書館，1971 年。 
3《清代學術概論》，梁啟超，復旦大學出版社，1985年。 
4 紀昀居於北京虎坊橋給孤寺旁，與王鳴盛寓齋僅隔一垣，兩人往還甚歡，以詩相

酬，傳看紀昀所編的《張為主客圖》(王鳴盛有<虎坊新居與紀吉士昀隔一垣旁有

給孤寺>一詩)；又結識戴震成為莫逆之交。戴震凡赴京師，總要居於紀昀家與他

切磋商討學問，互訴別情(<與余存吾太史書>，《冷廬雜識》卷一，上海古籍出版

社出版，1983 年)。 
5 姚鼐曾任四庫館纂修官，至今仍可見所寫的提要 86 篇，收在《惜抱軒書錄》，道

光十二年他的弟子毛岳生為是書作序，描述了姚鼐在四庫館的處境： 

乾隆間考證之學尤盛，凡自天文、輿地、書數、訓詁之學皆備。先生邃識綜

貫，諸儒多服，而終不與附和駁難，惟從容以道自守而已。時紀文達為四庫

全書館總纂官，先生與分纂。文達天資高，記誦博，尤不喜宋儒。始，大興

朱學士筠以翰林院貯有《永樂大典》，內多古書，皆世闕佚，表請官校理，

且言所以搜輯者。及是遺書畢出，纂修者益事繁雜，詆訕宋元來諸儒講述極

庳隘謬戾，可盡廢。先生頗與辯白，世雖異同，亦終無以屈先生。文達特時

損益其所上序論，令與他篇體例類焉。 

顯然姚鼐的意見，被紀昀更改，很難貫徹到提要中去，而且和其他館臣發生了爭

辯，所以乾隆 38 年四庫開館，隔年姚鼐就乞養南歸。從本質上來看則是「惜抱(姚
鼎)學術與文達(紀昀)不同，宜其柄鑿也。」（清葉昌熾《緣督廬日記》，江蘇古籍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70期 

 32

和一般人認為紀昀是漢學家的觀念有些出入，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

對漢學之弊，一如對宋學之弊，同樣都給予辛辣地譏諷： 

(戴)東原因言有兩生燭下對談，爭春秋周正夏正，往復甚苦，

窗外忽太息言曰「左氏周人，不容不知周正朔，二先生何必費詞

也？」出視窗外，惟一小僮方酣睡。觀此二事，儒者日談考證，講

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安知冥冥之中，無在旁揶揄者乎？7 

先姚安公曰﹕「子弟讀書之餘，亦當使略知家事，略知世事，

而後可以治家，可以涉世。明之季年，道學彌尊，科甲彌重，於是

黠者坐講心學，以攀援聲氣，樸者株守課冊以求取功名，致讀書之

人，十無二三能解事。崇禎壬午，厚齋公攜家居河間，避孟村土寇，

厚齋公卒後聞大兵將至河間，又擬鄉居，瀕行時，比鄰一叟，顧門

神嘆曰﹕『使今日有一人如尉遲敬德、秦瓊當不至此。』汝兩曾伯

祖，一諱景星，一諱景辰，皆名諸生也。方在門外束襆被，聞之，

與辯曰﹕『此神荼鬱壘像，非尉遲敬德、秦瓊也。』叟不服，檢邱

處機《西遊記》為證。二公謂委巷小說不足據，又入室取東方朔《神

異經》與爭。時已薄暮，檢尋既移時，反覆講論又移時，城門已闔，

遂不能出。次日將行，而大兵已合圍矣。城破，遂全家遇難，惟汝

曾祖光祿公，曾伯祖鎮香公，及叔祖雲臺公存耳。死生呼吸，間不容

髮之時，尚考證古書之真偽，豈非惟知讀書，不預外事之故哉？」8 

在〈丙辰會試錄序〉一文中，他很清楚地表達出對漢宋學不偏廢的態度： 

良以制藝主於明義理，固當以宋學為宗，而以漢學補苴其所遺，糾

繩其太過耳。如竟以訂正字畫，研尋音義，務旁徵遠引以眩博，而

義理不求其盡合，毋乃於聖朝造士之法稍未深思乎。 9 

但漢學昌盛的時代烙印，仍不可避免地影響到紀昀的詩論。他在對詩

歌進行評點的同時，有時也會進行一些校勘和考訂的工作，所以他將評點

的書名叫《瀛奎律髓刊誤》、《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玉臺新詠校正》就

                                                                                                                         
出版社，2002 年)。 

6 <閱微草堂筆記的理性主義>，侯健，《中外文學》，第 8卷第 1期。 
7 《灤陽消夏錄》卷五，《閱微草堂筆記》，漢風出版社，1997年，117 頁。 
8 《灤陽續錄》三，《閱微草堂筆記》，漢風出版社，1997年，593 頁。。 
9 《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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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露了這種治學傾向，而且也獲得極高的成就： 

紀昀識見廣博，他在批語中，對《文心雕龍》版本、文字、所

引事類、前人評批，都多有討論，對後人的研究頗多啟發。 10 

紀昀於蘇詩用力頗勤，故所獲亦多。不惟評騭，即如文字之是

正，真偽之辨訂，也是蘇詩之功臣。 11 

紀昀的眼光並不侷限於考訂、校勘，他還能透過歧義，發現一

些關乎成書背景及原書編輯旨趣的隱秘問題，在案語中作出闡釋。

因此紀昀的《玉臺新詠校正》其實是考與論的結合，這使它有別於

其他校注性質的著作，而能夠「高浥群言」，體現出紀昀作為學問

家兼批評家的寬廣視野。 12 

(三)古典文化穴結時代---四庫全書的編纂 

越千載時空奔騰不息的中國古典文化在十八世紀終於臨近了它的「穴

結」。所有的形式與內容都已趨於成熟、豐盈、完備。規模宏大，為「非

常之製作」的《四庫全書》本身就是古典文化熟落的一個重要標誌。 13在

這文化熟落的時代，紀昀面對著四庫浩瀚的典籍，不禁有著如此的喟嘆： 

自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作，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盡其

心思才力，不出古人之範圍。 14 

余嘗謂古人為詩似難尚易，今之人為詩似易實難。余自早歲受

書，即學歌詠，中間奮其意氣，與天下勝流相倡和，頗不欲後人；

今年將八十，轉瑟縮不敢著一語，平生吟稿亦不敢自存，蓋閱歷漸

深，檢點得意之作，大抵古人所已道；其馳騁自喜，又往往皆古人

所撝呵，撚鬚擁被，徒自苦耳。 15 

和紀昀同時期的大學者趙翼也有著類似的感嘆： 

古來佳句本無多，苦恨前人已說過。今日或猶殘瀋在，不知千

                                                 
10 <略論文心雕龍評本批語的學術價值--以清紀昀評語為個案>，林其錟，「第四屆

文心雕龍國際學術研討會」(江蘇鎮江)，2000年。 
11 <讀《紀評蘇詩》>，項楚，《蘇軾研究論文集》第二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年，15 頁。 
12《玉臺新詠論稿》，張蕾，河北大學文學博士論文，2004，124-125 頁。。 
13《紀昀評傳導論》，周積明，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 年，3頁。。 
14 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嵐文集》第三冊，729 頁。 
15 <鶴街詩稿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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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更如何。 16 

詩家徑路都開盡，只有求工稍動人。 17 

兩人的話中，都透露著一種文化熟落時代的特定文化心理。 

紀昀在這古典文化大成熟、大總結的文化氣氛中，有幸參與《四庫全

書》的編纂，對他學問的增長絕對是有莫大的幫助。現代人透過電腦資料

庫，彈指之間億萬言唾手可得，比較難體會書籍的得之不易。我們看到紀

昀向座師錢茶山(錢維城)借閱《後山集》，然後才能刪定《後山集》，就可

以知道參與《四庫全書》的編纂，能夠大量閱讀到私人無法聚集到的各種

秘籍罕本，對學問的增長、視野的開拓，是多麼有幫助啊！所以紀昀自稱

「自校理秘書，縱觀古今著作」18、「詩日變而日新，余校定《四庫》所見

不下數千家」 19，他也在〈自題校勘《四庫全書》硯〉一詩中吟哦道： 

檢校牙籤十萬餘，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頭白休相笑，曾讀人間未

見書。 20 

有此因緣際會，讓紀昀學問更上層樓，贏得博學的美譽。紀氏的學問，

屢屢出現在當時和後人的論談中，如清高宗於在閱讀《四庫全書總目》後

就曾說：  

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觀，則成於紀昀、陸錫熊之手。二人學問本優，

校書亦極勤勉，甚屬可嘉。紀昀曾任學士，陸錫熊現任郎中，著加

恩均授為翰林院侍讀，遇缺即補，以示獎勵。 21 

他雖也曾批評紀昀「昀讀書多而不明理」 (《清史稿》列傳一百二十七 )，

但「學問本優」、「讀書多」說明了乾隆皇心目中認為紀昀學問的廣博。又

如嘉慶朝的禮親王昭槤在《嘯亭雜錄》記載著劉統勳對他的評語：  

劉文正公復薦於朝，曰：「北直之士多椎魯少文，而珪、筠兄弟與

紀昀、翁方綱等皆學問淵博，實應昌期而生者。」 22 

                                                 
16《甌北詩集．佳句》，(台北)廣文書局，1991 年。 
17《甌北詩集．詩家》，(台北)廣文書局，1991 年。 
18 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嵐文集》第三冊，729 頁。 
19 <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07 頁。 
20 《紀曉嵐文集》，第一冊 509 頁。 
21 《清會典》卷一千四十六「改授館職」條，(北京)中華書局，1991 年。 
22《嘯亭雜錄》卷四，(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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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貫徹儒籍，旁通百家」 23、「我師河間紀文達以學問文章著聲公卿

間四十餘年，國家大著作非公莫屬」24、「紀文達公昀學問浩博⋯⋯為昭代

大儒，學問淵雅」 25，這些讚語都說明紀昀的學問受到推崇。紀昀學問淵

博但卻著述不多，不是他不善於撰述，相反地，紀氏一向以能文聞名，不

僅高宗皇帝知之甚深： 

乾隆朝開四庫全書館，惟紀文達公昀始終其事，其後恭進全書表，

相傳公振筆疾書，文不加點，同館莫不歎服。時總其事者，復令陸

耳山副憲錫熊、吳稷堂學士省欽，合撰一表，終不愜意，乃以公所

撰表書二人銜名以進。純皇帝閱未終卷，顧謂諸臣曰：此表必紀某

所撰，遂特命加賞一分。文達碩學鴻才，固為本朝有數人物。(《郎

潛紀聞》卷八) 

就連外邦使臣也有風聞，乾隆五十九年朝鮮使臣鄭東觀對紀昀等的評價

是：「中朝人物，文學則禮部尚書紀昀、翰林學土彭元瑞，博雅贍敏，最

於廷臣」26；乾隆六十年冬至朝鮮書狀官沈興永報告在出使北京時的見聞：

「尚書紀昀，文藝超倫，清白節儉」（《聞見別單》）。博學、能文正是身為

一位文學批評理論家所應有的條件，淹貫古今的博學通才，使他立足於古

典文化的「穴結」點，對中國正統文學的發展過程，分合流變、優劣長短

等都瞭然於胸，進而作出涵蓋經學、文學、史學等各領域規模宏偉的理論

總結，使他的文學批評能講明文學流變，帶著史的觀念。  

三、紀昀詩論的特色 

紀昀詩論特色形成的原因，就外緣而論，就是上述的漢宋學之爭、唐

宋詩之爭、文化結穴的時代這三項因素。在這樣的氛圍下，加上紀昀本身

條件的配合，建立起帶著自己特色的詩論。這些內因有：1.總纂《四庫》

的際遇，讓他的眼界擴大、學問增長，所以他詩論有著能講明文學流變，

帶著史的觀念的特色。2.理性思考的態度 27，讓他的詩論能破除門戶之見，

                                                 
23 阮元<《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嵐文集》第三冊，727 頁。。 
24 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嵐文集》第三冊，729 頁。  
25 《萇楚齋隨筆》卷三<論紀昀撰述>，劉聲木，(台北)世界書局，1981 年。 
26《朝鮮李朝實錄．正宗 18 年》，(北京)中華書局，1980 年。 
27 說見：<閱微草堂筆記的理性主義>，侯健，《中外文學》，第 8卷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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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求公允。3.身兼文人、學者兩種身分 28，他努力地在儒家學者的立場(理 )

和詩家文人的慧心(情)中取得平衡，所以紀昀的詩論帶著濃厚調和折衷的

色彩，既調和各家優劣長短，又折衷抒情說理的偏頗。今分述如下： 

(一)強調調和折衷 

要做為一個傑出的文論家，必須要能認清各個時代、流派、作家他們

的特色，之後才能深知各類文學的長短優劣，進而提出中肯公允的評論。

而紀昀因身為四庫全書館總纂官，通覽歷代詩歌，深知各代詩歌的好壞優

劣，所以並不輕易專門推崇或偏廢一個時代或一個詩人的詩，對於各種文

論的衝突對立，他強調要「酌其中」。紀昀的詩歌評點，清人朱庭珍在《筱

園詩話》卷一中曾有過這樣的評價： 

紀文達公最精於論詩，所批評如杜詩、蘇詩、李義山、陳後山、黃

山谷五家詩集，及《才調集》、《瀛奎律髓》諸選本，剖晰毫芒，洞

鑒古人得失，精語名論，觸筆紛披，大有功於詩教。尤大有益於初

學。有志學詩者，案頭日置一編，反復玩味，可啟發聰明，銷除客

氣，自無迷途之患。蓋公論詩最細，自古大才槃槃，未有不由細入

而能得力者。但須看公批點全本，觀其圈點之佳作以爲法，觀其抹

勒之不佳作以為戒，方易獲益。 29 

除了評點詩集外，紀昀在一些序文中也多有評論，往往在寥寥數語中，就

能將各家各派的長短優劣剖析詳明，如他指出明代臺閣體、公安、竟陵的

弊病：  

其初金華一派，蔚為大宗，由三楊以逮茶陵，未失古格，然日久相

沿，群以庸濫膚廓為臺閣之體；於是乎北地、信陽出焉，太倉、歷

下又出焉，是皆一代之雄才也，及其弊也，以詰屈聱牙為高古，以

抄撮餖飣為博奧，餘波四溢，滄海橫流，歸太僕齗齗爭之弗勝也。公

安、竟陵，乘間突起，麼絃側調，偽體日增，而汎濫不可收拾矣。30 

                                                 
28 紀昀在<姑妄聽之序>中一段話可以看出來：「余性耽孤寂，而不能自閑。卷軸筆

硯，自束髮至今，無數十日相離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

繞如獺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五十以後，

領修秘籍，復折而講考證。」  《紀曉嵐文集》第二冊，375 頁。 
29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年。 
30 <愛鼎堂遺集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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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詳言文學中抒情、說理二派創作上的偏頗： 

余謂西河蔔子傳詩於尼山者也，大序一篇，確有授受，不比諸

篇小序，為經師遞有加增，其中發乎情，止乎禮義二語，實探風雅

之大原，後人各明一義，漸失其宗。一則知止乎禮義，而不必其發

乎情，流而為金仁山濂洛風雅一派，使嚴滄浪輩激而為不涉理路、

不落言詮之論，一則知發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禮義，自陸平原緣情

一語，引入歧途，其究乃至於繪畫橫陳，不誠已甚與！夫陶淵明詩，

時有莊論，然不至如明人道學詩之迂拙也；李杜韓蘇諸集，豈無艷

體。然不至如晚唐人詩之纖且褻也。酌乎其中，知必有道焉。 31 

唐以前文，論事者多，論理者少，固已。宋以後講學之家，發

明聖道，其理不為不精，而置諸詞苑，究如王氏中說、太公家訓，

為李習之所不滿，其故不可深長思乎！ 32 

其中對江西詩派陳後山的評價分析尤其深入精闢，把陳後山各種詩體風

格、優劣，都做了一番分析評價： 

考江西詩派，以山谷、後山、簡齋配享工部，謂之一祖三宗。而左

袒西昆者則掊擊抉摘，身無完膚，至今呶呶相詬厲。平心而論，其

五言古饞削堅苦，出入於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其生

硬杈枒，則不免江西惡習。七言古多效昌黎，而間雜以涪翁之格，

語健而不免粗，氣勁而不免直，喜以拗折為長，而不免少開合變動

之妙，篇什特少，亦自知非所長耶？五言律，蒼堅瘦勁，實逼少陵，

其間意僻語澀者亦往往自露本質，然胎息古人，得其神髓，而不自

掩其性情，此後山所以善學杜也。七言律嶔崎磊落，矯矯獨行，惟

語太率而意太竭者是其短。五七言絕則純為少陵《遣興》之體，合

格者十不一二矣。大抵絕不如古，古不如律，律又七言不如五言，

棄短取長，要不失為北宋巨手。向來循聲附和，譽者務掩其所短，

毀者並沒其所長，不亦傎耶！ 33 

而於詩家能救短取長，酌中之制，才是他心目中的理想：  

論詩者不逆挽其弊，則不足以止其衰；不節取其長，則不足以盡其

                                                 
31 <雲林詩鈔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98-199 頁。  
32 <明皋文集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15 頁。  
33 <後山集抄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84-1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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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詩至五代，駸駸乎入詞曲矣，然必一切繩以開、寶之格，則由

是以上，將執漢、魏以繩開、寶，執詩騷以繩漢、魏，而三百以下，

且無詩矣，豈通論哉？就短取長，而纖靡鄙野之習則去太甚焉，庶

幾乎酌中之制耳。 34 

這樣的見解也出現在他會試的命題中，他歷數諸家所長所短，要考生說明

如何從中救其弊、酌其中： 

又必深知古人之得失而後可以工諸體詩。齊、梁綺靡，去李、杜遠

甚，而杜甫以陰鏗比李白，又自稱頗學陰、何，其故何也？蘇、黃

為元祐大宗，元好問《論詩絕句》指爲「滄海橫流」，其故又何也?

王、孟清音，惟求妙悟，於美刺無關，而論者謂之上乘；元、白諷

諭，源出變雅，有益勸懲，而論者謂之落言詮涉理路。然歟？否歟？

《擊壤》流為《廉洛風雅》，是不入詩格者也，然據理而談亦無以

難之；《昌穀集》流為《鐵厓樂府》，是破壞詩律者也，然嗜奇者眾，

亦不廢之。何以救其弊歟？北地、信陽以摹擬漢、唐流為膚濫，然

因此禁學漢、唐，是盡偭古人之規矩也；公安、竟陵以莩甲新意，

流為纖佻，然因此惡生新意，是錮天下之性靈也。又何以酌其中歟?35 

因此，紀昀用了極大的精力去評點一些有爭議的詩集，如方回的《瀛

奎律髓》、李商隱的《玉谿生詩集》，馮舒、馮班批閱的《才調集》等江西、

西崑兩派所推重的詩集，主要還是要在兩派主張之中，取其所長而棄其所

短，矯正這兩派論詩的偏頗，這是對自清初以來至乾隆中期一百多年間主

張「祖唐祧宋」論詩的爭議，進行了一次清算和糾偏，於是他的文學批評

中，自然也有充滿著調和折衷的特色。  

(二)態度公正，批評能除門戶之見 

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杜甫〈偶題〉 )，批評家不僅要將

這個得失講出來，還要說得合理公允。然而詞場恩怨，任何時代都有，難

免會有偏見的產生，紀昀深深地瞭解到這種情形，鑑於以往文林間那種門

戶之爭的弊端，紀氏在批評時本著客觀的態度，「若懷挾恩怨，顛倒是非，

如魏泰、陳善之所為，則自信無是矣」 36。而且由於紀氏能深知各類文學

                                                 
34 <書韓致堯翰林集後>，《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51 頁。 
35 <嘉慶丙辰會試策問五道>，《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71 頁。 
36 <《姑妄聽之》序>，《紀曉嵐文集》第二冊，3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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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短優劣，還能在批評之餘，提出中肯的理論。  

顧虛谷左袒江西，二馮又左袒晚唐，冰炭相激，負氣詬爭，遂

併其精確之論，無不深文以詆之，矯枉過直，亦未免轉惑後人。因

於暇日細為點勘，別白是非，各於句下箋之，命曰瀛奎律髓刊誤。

雖一知半解，未必遽窺作者之本源，且卷帙浩繁，牴牾亦難自保。

而平心以論，無所愛憎於其間，方氏之僻、馮氏之激，或庶乎其免

耳。 37 

漁洋拈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旨，以妙悟醫鈍根，而飴山老人

顧執詩中有人之說，以抵瑕而蹈隙，左右佩劍，彼此互譏。論者謂

合二家相濟，乃適相成，是亦掃除門戶之見也。 38 

飴山老人作《談龍錄》，力主詩中有人之說，固不為無見，要

其冥心妙悟，興象玲瓏，情景交融，有餘不盡之致，超然於畦封之

外者，滄浪所論與風人之旨，固未嘗相背馳也。 39 

清代詩壇除了祖唐祧宋之爭外，王漁洋和趙執信論詩的意見也針鋒相對，

勢同水火，紀昀「無所愛憎於其間」，認為二家所言「與風人之旨，固未

嘗相背馳也」，若能「合二家相濟，乃適相成，是亦掃除門戶之見也」。但

是要消彌門戶之爭，並非易事，紀昀就曾被人誤解過，幸好他持平的評論

化解了誤會：  

余初學詩人從《玉溪集》入，後頗涉獵於蘇、黃，於江西宗派亦略

闚涯涘。嘗有場屋為餘駁放者，謂餘詆諆江西派，意在煽構，聞者或

惑焉；及餘所編《四庫書總目》出，始知所傳為斐語，群疑乃釋。40 

由於文林中種種流派門戶之爭，所產生的文論，往往有相互牴牾的現象，

也難怪他會以此命題取士，希望能透過考試，引起學子的深思，只可惜四

千多名考生中只有一人能回答：  

屈宋以前，無以文章名世者。枚、馬以後，詞賦始多；《典論》以

後，論文始盛;至唐、宋而門戶分、異同競矣。齊、梁、陳、隋，

韓愈以爲眾作等蟬噪；杜甫則云「頗學陰、何苦用心」。李白觸忤

                                                 
37 <瀛奎律髓刊誤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82-183 頁。  
38 <袁清愨公詩集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98 頁。  
39 <挹綠軒詩集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04 頁。  
40 <二樟詩鈔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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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幸，杜甫憂國忠君，而朱子謂李、杜祇是酒人。韓愈《平淮西碑》，

李商隱推之甚力，而姚鉉撰《唐文粹》乃黜韓而仍錄段文昌作。元

稹多繡羅脂粉之詞，固矣;白居易詩如十首《秦吟》，近正聲者原自

不乏，杜牧乃一例詆之。蘇、黃為宋代巨擘，而魏泰《東軒筆錄》

詆黃爲「當其拾璣羽，往往失鵬鯨」。元好問《論詩絕句》亦曰，「只

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凡此作者、論者皆非淺學，

其抵牾必有故焉。 41 

正因為紀氏主張批評家需有公正的態度，不可有門戶之爭，所以他實際的

批評也是秉持持平的態度。他對公安、竟陵一派的評論：  

公安、竟陵，乘間突起，麼絃側調，偽體日增，而汎濫不可收

拾矣。 42 

公安變以纖巧，竟陵變以冷峭。 43 

明之末年，士風佻，偽體作，竟陵公安以詭俊纖巧之詞，遞相

唱導。 44 

言下之意，顯然對公安竟陵派的不屑，但紀氏畢竟也能指出二者之長，給

予公平的評論： 

蓋竟陵公安之文, 雖無當於古作者，而小品點綴，則其所宜，寸有

所長，不容沒也。 45 

正因為紀氏能實踐他身為批評家所必需具有的公正態度，所以他對各個派

別不至有黨同伐異的評論，他思索的是如何對各派別，酌其中而救其弊。

這一點在前面提到的<嘉慶丙辰會試策問五道命題>中，已經清楚地顯示出

來，這也是他文學批評的另一項特色。 

(三)批評能講明文學流變，帶著史的觀念  

博學、能文是身為一位文學批評理論家所應有的條件，淹貫古今的博

學通才，使紀昀對中國正統文學的發展過程、分合流變、優劣長短等都了

然於心，因此他發表過許多很好的見解，如同《四庫全書總目》中的類序

                                                 
41 嘉慶壬戌會試策問五道，《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74 頁。  
42 愛鼎堂遺集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89 頁。  
43 冶亭詩介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90 頁 
44 刪正帝京景物略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64 頁 
45 同上注 41。 



文稿 

 41

一般，能條分縷析、提綱契領地交待個清楚明白，這類的例子相當多，見

解也十分精闢，例如：  

明二百餘年，文體亦數變矣。其初金華一派，蔚為大宗，由三

楊以逮茶陵，未失古格，然日久相沿，群以庸濫膚廓為臺閣之體；

於是乎北地、信陽出焉，太倉、歷下又出焉，是皆一代之雄才也，

及其弊也，以詰屈聱牙為高古，以抄撮餖飣為博奧，餘波四溢，滄

海橫流，歸太僕齗齗爭之弗勝也。公安、竟陵，乘間突起，麼絃側

調，偽體日增，而汎濫不可收拾矣。 46 

唐以前毋論矣。唐末詩猥瑣，宋楊、劉變而典麗，其弊也靡。

歐、梅再變而平暢，其弊也率。蘇、黃三變而恣逸，其弊也肆。範、

陸四變而工穩，其弊也襲。四靈五變，理賈島、姚合之緒餘，刻畫

纖微；至江湖末派流為鄙野，而弊極焉。元人變為幽艷，昌穀、飛

卿遂為一代之圭臬。詩如詞矣。鐵崖矯枉過直，變為奇詭，無復中

聲。明林子羽輩，倡唐音；高青邱輩，講古調，彬彬然始歸於正。

三楊以後，臺閣體興。沿及正嘉，善學者為李茶陵，不善學者遂千

篇一律，塵飯土羹。北地、信陽挺然崛起倡為復古之說，文必宗秦

漢，詩必宗漢魏盛唐，踔厲縱橫，鏗鏘震耀，風氣為之一變，未始

非一代文章之盛也。久而至於後七子，勦襲摹擬，漸成窠臼，其間

橫軼而出者，公安變以纖巧，竟陵變以冷峭，雲間變以繁縟，如塗

塗附，無以相勝也。國初變而學北宋。漸趨板實，故漁洋以清空縹

渺之音，變易天下之耳目，其實亦仍從七子舊派神明運化而出之。

趙秋穀掊擊百端，漁洋不怒；吳修齡目以清秀李於鱗，則銜之終身，

以一言中其隱微也。故七子之詩，雖不免浮聲，而終為正軌，吐其

糟粕，咀其精英，可由是而盛唐，而漢魏。惟襲其面貌，學步邯鄲，

乃至如馬首之絡，篇篇可移，如土偶之衣冠，雖繪畫而無生氣耳。47 

自前明正德、嘉靖間，李空同諸人始以摹擬秦、漢為倡，於是

人人皆秦漢，而人人之秦漢實同一音；茅鹿門諸人以摹擬八家為

倡，於是人人皆八家，而人人之八家又同一音；模造面具，其斯之

                                                 
46 <愛鼎堂遺集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88-189 頁。  
47 <冶亭詩介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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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歟？久而自厭，漸闢別途，於是鍾伯敬諸人，以冷峭幽渺求神致

於一字一句之間，陳臥子諸人，更沿溯六朝。變為富麗，左右佩劍，

相笑不休，數百年來，變態百出，實則惟此四派迭為盛衰而已。 48  

分支於三百篇者為兩漢遺音，沿波於屈宋者為六朝綺語，上下

二千餘年，刻骨鏤心，千彙萬狀，大約皆此兩派之變相耳。末流所

至，一則標新領異，盡態於江西；一則抽祕騁妍，弊極於《玉臺》、

《香奩諸集》，左右齗齗，更相笑也。 49  

兩漢之詩，緣事抒情而已，至魏而宴遊之篇作，至晉、宋而遊

覽之什盛，故劉彥和謂莊老告退、山水方滋也。然其時門戶未分，

但一時自為一風氣，一人自出一機軸耳。鍾嶸《詩品》陰分三等，

各溯根源，是為詩派之濫觴。張為創立主客圖，乃明分畦畛。司空

圖分為二十四品，乃辨別蹊徑，判若鴻溝，雖無美不收，而大旨所

歸，則在清微妙遠之一派；自陶、謝以下，逮乎王、孟、韋、柳者

是也。至嚴羽《滄浪詩話》，始獨標妙悟為正宗。所謂如空中音，

如相中色，如鏡中花，如水中月，如羚角無跡可尋，即司空圖所謂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也。沿及有明，惟徐昌穀、高叔嗣傳其衣缽，

王敬美謂數百年後，李、何或有廢興，高、徐必無絕響，斯言當矣。

虞山二馮顧詆滄浪為囈語，雖防微杜漸，欲戒浮聲，未免排之過當，

執肴蒸折俎為古禮，而欲廢蓴羹；取朱絃疏越為雅樂，而盡除清笛，

不能謂其說無理，然實則究不可行。 50 

古稱「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然所謂賦者，仍詩耳。荀卿

諸賦，其體始變。屈原、宋玉之楚詞，《漢書‧藝文志》並題曰賦，

體乃與後世近矣。故班固《兩都賦序》稱，「賦者，古詩之流也。」

建安以前，無詠物之詩;凡詠物者，多用賦。如《西京雜記》載枚

乘諸人賦，於都京大篇以外，別為一格。沿及魏、晉，作者益繁，

詞亦漸趨於排偶。陸機《文賦》稱「賦體物而瀏亮」，蓋就一時之

體言之，不足以盡賦之長也。至唐調露中，始以賦試進士，而律體

成焉。沿及宋、元，彌趨工巧，而得失亦遂互呈。至堆職故實、排

                                                 
48 <香亭文稿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93 頁。  
49 <雲林詩鈔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98 頁。  
50 <田侯松巖詩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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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奇字之賦，則明人作俑知文章之體裁者，斷不為矣。 51 

 陳、隋雕華，漸成餖飣，其極也反而雄渾。盛唐雄渾，漸成

膚廓，其極也一變而新美，再變而平易，三變而恢奇幽僻，四變而

綺靡。皆不得不然之勢，而亦各有其佳處，故皆能自傳。元人但逐

晚唐，是為不識其本，故降而愈靡。明人高語盛唐，是為不知其變，

故襲而為套。學者知雄渾為正宗，而復知專尚雄渾之流弊，則庶幾

矣。 52 

無論是詩、文、賦等文體，或是於歷朝、歷代文學的源委流變，這樣清楚

明白的條分縷析，靠的是學問淵博，才能從大量文學現象中歸納出來。因

而，紀昀不僅是一個文學批評理論家而且是一個文學史家，也贏得後世的

讚譽 53。而紀昀因身為四庫全書館總纂官，得以通覽歷代詩歌文章，以其

廣博的學識，通曉歷代文學淵源流變，發展出幾項他對文學流變的看法： 

1.指出文學變的特性  

紀昀首先指出文學具有流變的特性：「三古以來，文章日變」、「明二

百餘年，文體亦數變矣」54，而且又因為變而生出弊來：「夫文章格律，與

世俱變者也，有一變必有一弊，弊極而變又生焉，互相激、互相救也」55，

於是乎有復古的現象產生：「齊梁間風氣綺靡，轉相神聖，文士所作，如

出一手。故彥和以通變立論。然求新于俗尚中，則小智師心，轉成纖仄。

明之竟陵、公安是其明證。故挽其返而求之古，蓋當代之新聲，既無非濫

調，則古人之舊式轉屬新聲，復古而名以通變，蓋以此爾。」56這種流變

的現象，紀氏將它歸納成縱向的流變 --氣運，和橫向的流變 (同時代 )--風尚： 

其間有氣運焉，有風尚焉。史莫善於班馬，而班馬不能為《尚

書》、《春秋》；詩莫善於李、杜，而李、杜不能為三百篇，此關乎

                                                 
51 <清艷堂詩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03 頁。  
52 紀批《瀛奎律髓刊誤》卷二十四陳子昂〈送魏大從軍〉批語，(台北)佩文書局，

1960年。 
53 朱東潤稱讚他為「自古論者對於批評用力之勤，蓋無過於紀氏者。曉嵐對於文學

批評之貢獻最大者，在其對於此科，獨具史的概念，故上下千古，纍纍如貫珠」，

台灣開明書局，1979年，354 頁。 
54 <愛鼎堂遺集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88 頁。  
55 <冶亭詩介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90 頁。  
56《文心雕龍．通變篇》紀氏評語，江蘇廣陵古籍刻印社，1998 年，2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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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運者也。至風尚所趨，則人心為之矣，其間異同得失，縷數難窮。

大抵趨風尚者三途：其一，厭故喜新；其一，巧投時好；其一，循

聲附和，隨波而浮沈。變風尚者二途：其一，乘將變之勢，鬥巧爭

長；其一，則於積壞之餘，挽狂瀾而反之正。若夫不沿頹敝之習，

亦不欲黨同伐異、啟門戶之爭，孑然獨立，自為一家以待後人之論

定，則又於風尚之外，自為一途焉。 57 

然風會所趨質文遞變，如食本療飢，而陸海窮究其滋味；衣

本禦寒，而纂組漸鬥其工巧，於是乎詠物之作。起於建安；遊覽

之篇，沿於典午，至陶謝而標其宗，至王孟韋柳而參其妙，至蘇

黃而極其變，自唐至今，遂傳為詩學之正脈，不復能全宗三百篇

矣。 58 

齊梁之言大抵以塗澤為高，而七言諸作乃長篇頗見風骨，短

詠亦多情韻。蓋五言承積衰之後，尚極而未反，七言為初變之時，

正發而將盛。亦如唐末五代詩格靡靡而詩餘小令乃為填詞家不祧

之祖。風會所趨，雖作者不知所以然也。 59 

由於氣運和風尚所形成的文學流變，影響到創作上，歸納出有擬議和變化

的不同：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古之風人特自寫其悲愉，旁抒其美刺而已。

心靈百變，物色萬端，逢所感觸，遂生寄託;寄託既遠，興象彌深，

於是緣情之什，漸化為文章。如食本以養生，而八珍五鼎緣以講

滋味；衣本以禦寒，而纂組錦繡緣以講工巧。相沿而至，莫知其

然，而亦遂相沿不可廢。故體格日新，宗派日別，作者各以其才

力學問智角賢爭，詩之變態遂至於隸首不能算。然自漢、魏以至

今日，其源流正變、勝負得失，雖相競者非一日，而撮其大概，

不過擬議、變化之兩途。從擬議之說最著者無過青丘。仿漢魏似

漢魏，仿六朝似六朝，仿唐似唐，仿宋似宋。而問青丘之體裁如

何？則莫能舉也。從變化之說最著者無過鐵崖。怪怪奇奇，不能

                                                 
57 <愛鼎堂遺集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88 頁。  
58 <挹綠軒詩集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04 頁。  
59 《紀校玉臺新詠》卷九梁簡文帝〈雜句從軍行〉評語，烏絲闌舊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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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物，而卒不能解文妖之目，其亦勞而鮮功乎？ 60 

深厚的學識使紀昀清楚這兩種創作的方法都有偏頗： 

故至嘉隆七子，變無可變，於是轉而言復古，古體必漢、魏，近體

必盛唐，非如是不得入宗派。然摹擬形似，可以駭俗目，而不可以

炫真識，於是公安、競陵乘機別出，麼絃側調纖詭相矜，風雅遺音

迨明季而掃地焉。論者謂王李之派，有擬議而無變化，故塵飯土羹；

三袁、鍾、譚之派，有變化而無擬議，故偭規破矩。 61 

要糾正這種弊病，紀昀主張「又必深知古人之得失而後可以工諸體詩」62，

強調在「寢食古人」基礎上能「神明變化」63，他認為一味摹古，不過是

「雙鉤填廓」64、「異乎嘉隆七子規規摹杜之形，似宏音亮節，實為塵飯土

羹也」 65，又如〈南康望湖亭〉一詩紀評：「但存唐人聲貌，而無味可咀；

此種最害事。而轉相神聖，自命曰高。或訾謷，則曰俗」、「蓋盛唐之說行，

而盛唐之真愈失矣」，又如〈塵外〉一詩紀評：「若泛寫山光樹色．則一首

詩可題遍天下名勝矣。盛談王孟之高渾者，往往似馬首之絡，偶見之似可

喜，數見之則有多少不滿人意處」66。他並不排除新變，他稱許朱鶴齡評

李商隱的詩「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一語說：「『變出之』三字為千古揭出

正法眼藏」 67；評李商隱〈送王十二校書分司〉云：「神奇臭腐轉易何常，

故知『變出之』一語乃學古之金鍼也」，可見紀昀充分肯定了變的重要，

但不能只求摹古而不變化，只求變化而不摹倣學習。  

大抵始於有法，而終於以無法為法；始於用巧，而終於以不巧

為巧。此當寢食古人，培養其根柢，陶熔其意境，而後得其神明變

化、自在流行之妙。 68 

                                                 
60 <鶴街詩稿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06 頁。  
61 <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07 頁。  
62 <嘉慶丙辰會試策問五道>，《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71 頁。 
63 <唐人試律說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82 頁。  
64 《紀評蘇詩》卷三十五〈和陶飲酒〉，紀評《蘇文忠公詩集》序，北京圖書館出

版社，2001年。 
65 <二樟詩鈔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00 頁。  
66 二詩具見於《紀評蘇詩》，同註 61 前揭書。  
67 《王谿生詩說》卷首紀評，叢書集成續編，(臺北)藝文印書館，1971 年。 
68 <唐人試律說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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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必心靈自運，而後能不立一法，不離一法，所謂神而明之，

存乎人也。⋯⋯如花釀蜜，如黍作酒，得其神不襲其貌，卓然自為

一家。 69 

夫為文不根柢古人，是偭規矩也；為文而刻畫古人，是手執規

矩，不能自為方圓也。孟子有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

人巧。是雖非為論文設，而千古論文之奧，具是言矣。 70 

在寢食古人的基礎上「總須熔經鑄史，以《騷》《選》及八代、三唐為根

柢。根柢既深，識力既確，」 (《筱園詩話》卷一引<《瀛奎律髓刊誤》序

>)，得其神而不襲其貌，然後神明變化，自成一家：  

爲詩之道，非惟語不可偷，即偷勢、偷意，亦歸窠臼。夫悟生於相

引，有觸則通；力迫於相持，勢窮則奮。善為詩者，當先取古人佳

處涵詠之，使意境活潑如在目前。擬議之中，自生變化。如「蕭蕭

馬鳴，悠悠旗旌」，王籍化爲「蟬噪林俞靜」；「光風轉蕙，泛祟蘭

歟」，荊公化爲「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皆得其句外意也。水

部《詠悔》有「憊枝卻月觀」句，和靖化爲「水邊籬落忽橫枝」；「疏

影橫斜水清淺」，東坡化爲「竹外一枝斜更好」，皆得其句中味也。

「春水滿四澤」，變為「野水多於地，夏雲多奇峰」變為「山雜夏

雲多」，就一句點化也。「千峰共夕陽」，變爲「夕陽山外山」；「日

華州上動」，變為「夕陽明滅亂流中」，就一字引申也。「到江吳地

盡，隔岸越山多」，變爲「吳越到江分」，縮之而妙也。「曲徑通幽

處，禪房花木深」，變爲「微雨晴復滴，小窗幽且妍。盆山不見日，

草木自蒼然」，衍之而妙也。如是有得，乃立古人于前，竭吾之力

而與之角。如雙鵠並翔，各極所至;如兩鼠鬥穴，不勝不止。思路

斷絕之處，必有精神坌湧，忽然遇之者，正不必撏撦玉溪，隨人作

計也。 71 

紀氏不厭其煩地舉了許多詩句，來說明他這種從擬議中生出變化的看法，

甚至還以此觀點，在會試中命題：  

                                                 
69 <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07 頁。  
70 <香亭文稿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182 頁。  
71 《唐人試律說》海上生明月紀評，《紀曉嵐文集》第二冊，2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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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信陽以摹擬漢、唐流爲膚濫，然因此禁學漢、唐，是盡偭古

人之規矩也；公安、竟陵以莩甲新意，流為纖佻，然因此惡生新意，

是錮天下之性靈也。又何以酌其中歟？ 72  

摹擬之後生出變化，變化要能自成一家，就是要達到渾成自然最高的境界，

不露出雕琢的痕跡，紀昀在許多地方，不斷地提出「妙造自然」、「自然而

然」、「自然以為宗」、「純任自然」、「自然成文」、「自然成響」這樣的看法，

指出他對創作的途徑，由摹擬之後生出變化→變化要達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細意刻畫，妙造自然，凡摹形寫照之題，固以工巧為尚，然巧

而纖，巧而不穩，巧而有雕琢之痕，皆非其至者也。 73 

龍無定形，雲無定態。形態萬變，雲龍不改。文無定法，是即

法在。無騁爾才，橫流滄海。 74 

荷盤承露，滴滴皆圓。可譬文心，妙造自然。 75 

蟲之蛀葉，非方非圓。古之至文，自然而然。 76 

譬彼文章，渾成者勝於湊合。 77 

文章詞掩意，徒侈腹多書。譬作新漁具，還施舊釣車。⋯⋯珍

重操觚士，無勞獺祭魚。 78 

齊梁文藻，日競雕華，標自然以為宗，是彥和吃緊為人處。 79 

純任自然，彥和之宗旨，即千古之定論。 80 

故善為詩者，其思濬發於性靈，其意陶鎔於學問，凡物色之感

於外，與喜怒哀樂之動於中者，兩相薄而發為歌詠，如風水相遭，

自然成文；如泉石相舂，自然成響。劉勰所謂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蓋即此意。豈步步趨趨、摹擬刻畫、寄人籬下者所可擬哉？ 81 

                                                 
72 嘉慶丙辰會試策問五道，《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71 頁。  
73 庚辰集．清露點荷珠紀評，《紀曉嵐文集》第二冊，194 頁。 
74 雲龍硯銘，《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83 頁。 
75 荷葉硯銘，《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86 頁。 
76 破葉硯銘，《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89 頁。  
77 筆鬥銘，《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98 頁。。 
78 我法集，賦得翠綸桂餌，《紀曉嵐文集》第一冊，641 頁。  
79 《文心雕龍．原道篇》紀評，江蘇廣陵古籍刻印社，1998。 
80 《文心雕龍．隱秀篇》紀評，江蘇廣陵古籍刻印社，1998。 
81 清艷堂詩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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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視個別的特色 

紀昀的學識涵養，讓他能認清各個時代、流派、作家他們的特色，使

他能全面地分析研究一個作家的全部詩文作品，而不是依選家戴上有色眼

鏡所選的部分作品來研究。所以能給不同派別、不同藝術風格的作家作品

以正確評價，而不是偏執一見。只有具備了廣博精深的文學素養後，才能

「平理若衡，照辭如鏡」(《文心雕龍．知音篇》)，他之所以能有較為正

確的文學批評觀點和客觀態度，顯然和他的博學有關。  

詩至五代，駸駸乎入詞曲矣， 然必一切繩以開、寶之格，則

由是以上，將執漢、魏以繩開、寶，執《詩》《騷》以繩漢、魏，

而三百以下，且無詩矣，豈通論哉？ 82 

謂清歌妙舞不如勝水名山，謂珠玉錦繡不如彝鼎書畫，謂肥馬

輕裘不如蒔花養竹，此所謂不解事人矣。然彼一是非，此一是非，

士各有志，究亦莫能相強也。 83 

飴山老人《談龍錄》引吳修齡之言曰：意喻之米，文則炊而為

飯，詩則釀而為酒；飯不變米形，酒則變盡。其意謂文易而詩難也。

余則謂詩文各有體裁，亦各有難易。杜子美之詩才，而散文多詰屈；

皇甫湜、李翔之文筆，而詩皆拙鈍，才有偏長，殆不可強。 84 

同一書也，而晉法與唐法分；同一畫也，而南宋與北宋分，其

源一而其流別也。流別既分，則一派之中，自有一派之詣極，不相

攝，亦不相勝也。惟詩亦然。 85 

蘇李之詩天成，曹劉之詩閎博，嵇阮之詩妙遠，陶謝之前高逸，

沈範之詩工麗，陳張之詩高秀，沈宋之詩宏整，李杜之詩高深，王

孟之詩淡靜，高岑之詩悲壯，錢郎之詩婉秀，元白之詩樸實，溫李

之詩綺縟；千變萬化，不名一體。 86 

四、結語  

在探索紀氏的文集及其評點諸書之後，深感他的詩論體現了高度的藝

                                                 
82 書韓致堯翰林集後，《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51 頁。  
83 積靜逸先生經義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10 頁。 
84 耳溪文集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14 頁。 
85 田侯松巖詩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01 頁。 
86 清艷堂詩序，《紀曉嵐文集》第一冊，2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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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鑒賞力。無怪乎阮元在<《紀文達公遺集》序>中，曾用「辨漢宋儒術之

是非，析詩文流派之正僞」 87這兩句話來概括紀昀一生的學術成就，其中

「析詩文流派之正僞」就是指出紀氏在文論上的成就。周積明在他所著的

《紀昀評傳》中稱紀昀為「一個古典文化穴結時代的代表型人物」，作為

這樣的人物，他必須對傳統文化有睿智、深徹的眼力作出涵蓋經、史、子、

集各領域規模恢宏的理論總結。如果單從文學批評理論家的角度來看，紀

昀博覽古今、深厚的學識使他能詳明整個文學流變，因而深具史的觀念！

正因為紀氏具有史的觀念，所以於文體正變源委知之甚詳，也才能對各類

文學作品、各家派別的利弊得失瞭然於心。加上他有公正的態度，批評能

除門戶之見，所以每能立論公允。雖然他許多的主張見解，都是前有所承，

是他「穴結」的表現，但在進行總結當中，也能後出轉精，歸納得到相濟

相成的圓融之說，因此稱他為詩論大家當不為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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