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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玉台体因5 玉台新咏6 而得名, 但并不能涵盖所有 入选此集 的作品风格。从 后世拟玉 台体诗的 情

况可以看出, 拟作者几乎约定俗成的感受是, 玉台体即宫体。尊重概念的主观性, 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试图
严密界定所要面对的尴尬, 从而更客观地认识文 学史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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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台体作为一种诗体, 因集立名, 正如选体、

一

香奁体、
花间体等立名方式一样。此种立名方式
一般因选集特色突出、所选作品呈现出共同的风

现存资料显示, 最早概括并运用/ 玉台体0一

格倾向或体貌特征而成立。然而任何一般都不能

词的并非诗论家, 而是诗人, 他们的用意也不在于

概括特殊, 就玉台体的情况而言, 由于5玉台新咏6

科学地界定概念, 而是以模拟的方式自觉尝试一

选诗成分并不单纯, 有齐梁艳体之作, 亦有汉魏古
朴之什, 且并非/ 但辑闺房一体0 ¹ , 这使得玉台体

种诗体的写作。/ 玉台体0 最早出现 在唐诗诗题

的概念难以周延。因而早在南宋时期, 严羽5沧浪

戎昱5玉台体题湖上亭6、权德舆5玉台体6十二首、

诗话#诗体6就已经指出了时人所谓/ 玉台体0的不
严密处: / 5玉台集6乃徐陵所序, 汉魏六朝之诗皆

罗隐5效玉台体6等, 有的标示仿效之意, 有的点明

有之, 或者但谓纤艳者为玉台体, 其实不然。
0但严

诗人对于这一诗体由偶一尝试发展到大肆仿效的

羽也只是道其/ 不然0而未道其然, 可见为一个概

趋势。此后以组诗的规模拟玉台体的现象时有出

念作严谨周密的界定是困难的。然而这并不影响
/ 玉台体0一词的使用。长期以来, 我们对于玉台

现, 如徐铉有5观灯玉台体6十首, 欧阳修、
梅尧臣

体的印象仅限于严沧浪之说, 甚至作出了/ 其名始
[ 1] ( P 1293)

中, 检索5全唐诗6计有皇甫冉5见诸姬学玉台体6、

题材范围。其中组诗的形式更值得注意, 它表明

各有5拟玉台体6七首, 杨慎有5玉台体6四首( 5升 庵
集6 卷三十 三) , 而宋代诗人利登除了有5玉台体6四

见于宋#严羽5沧 浪诗话60
的错误 判断。
如果我们的眼界不再囿于诗论的范围, 就会发现

/ 尝有所属意者, 中更睽阻0, 曾/ 赋玉台体数十篇

玉台体在诗歌园地构筑了缤纷绚烂的世界, 拟玉

以寄兴0。除上述几位诗人外, 有玉台体诗见于集

台体诗又为之锦上添花, 诗人们对玉台体的感受

中的还有贺 铸5 和王文 举玉台体6 ( 5 庆湖 遗 老集6 卷
三) 、
范成大5玉台体6 ( 5石湖诗 集6 卷四) 、张良臣5玉台

远比文论家的论断形象而鲜活。本文试检讨玉台
体一词的运用情况, 倚重对拟玉台体诗的分析来
把握玉台体的内涵。

首入5骨皮稿6外, 据元刘埙所撰5隐居通议6, 利登

体6二首( 5雪窗小集6 ) 、萧氵解5戏效玉台体6 ( 5江湖后集6
卷十五) 、
李孝光5效玉台体6( 5五峰集6 卷二) 等。

拟诗与辨体是汉魏以来文学自觉的表现, 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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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着眼于玩味前人作品的特色, 通过模拟或提高
自身的写作技巧, 或借助于拟诗浇胸中块垒; 后者

铅华不可弃, 莫是藁砧归。
俞陛云5诗境浅说#续编6谓: / 此诗写闺中望远之

则更 为理性地对特色作品加以区分, 归派立名。

思。观第三句, 当其未占吉兆, 当有-岂无膏沐, 谁

拟玉台体诗即是通过拟诗来辨体, 诗人运用一种
区别 于 诗论 家的 方 式表 达 他们 对 这一 诗 体的

适为容. 之感。忽喜罗裙夜解, 虫喜 子朝飞, 倘谚语
之有征, 必佳期之可 待。遂尔亲 研螺黛, 预贮兰

理解。

膏。一时愁喜, 并上眉间。有盘龙玉镜, 留待郎归

统观现存拟玉台体诗, 在把握玉台体的精神
实质方面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 着意言情。

之望。作者曲体闺情, 金荃之隽咏也0 [ 3] ( P31) 。这
首诗所以被传诵在于它对情感的适度控制, 将哀
愁消融在/ 裙带解0、
/ 虫喜子 飞0的喜悦 之中, 期盼

/ 诗缘情而绮靡0, 5玉台新咏6以范本形态对

之情溢于言表。诗中虽未出现/ 泪尽0、
/ 肠断0等

陆机此说做出了贴切的解释。以/ 言情0 概括5玉
台新咏6的性质是后人的共识。胡应麟5诗薮6外

直接表现相思之痛的描 写, 却可 通过/ 铅华不可
弃0一句联想。此诗之妙正在含蓄不尽。

编卷二谓5玉台6/ 凡言情则录之0; 章必功先生更

自觉地借助玉台体这一特色诗体抒发诗人真

明确地 断 言: 玉台 体 是/ 一种 专 门- 言情. 的 诗

实的情感, 是拟玉台体诗的又一种情形。前引5隐

[ 2]

体0 。广义的/ 情0 似应与/ 志0 兼容, 5玉台6 之
情则是 狭 义之 / 情0, 是淡 化、消 解 礼义 规 范的

居通议6记载, 南宋江湖诗人利履道与相爱的人离
别后, 选择玉台体作为寄托情感的诗体, 表明他悟

/ 情0, 将表现男女之情从寓教化寓比兴的陈套中

得此体特质之三昧, 且一气写得洋洋洒洒数十篇,

解放出来, 从而也更便捷地宣泄诗人的一己之情
( 包括闲情、
艳情) 。拟玉台体诗写男女相思、闺阁

可谓酣畅淋漓, 惜这组最具规模的玉台体诗仅流
传下被刘埙5隐居通议6称为/ 好句0的两首:

情怨者最多, 当是对玉台体言情性质的准确把握。

羸马前山东复东, 沉沉窗户锁春红。

具体而言, 拟玉台体诗抒情有三种情形, 一是模拟

春风一把相思骨, 又落江南烟雨中。

女性口吻, 揣摩女性心理作代言体言情诗; 二是以
第三人称写女性之情, 摹女性之态; 三是运用玉台

浓绿千竿氵
胥 欲流, 春风疑只在池头。

体这一体式抒诗人真挚的一己之情。

相思一夕天相似, 望断西南四百州。

第一、二种情形的 拟玉台体 诗占绝大 多数。

这两首诗将羁愁锁定为诗人对情人的思念, 身在

以权德舆5玉台体6十二首为例, 这组诗有半数以
上写思妇情怀, 而能够各尽其妙, 将十二首诗连缀

山东, 心 留江南, 纯是 一往情深, 并无艳冶 词语。
这种写法是对玉台体 言情精神及婉 约格调的因

起来, 又可发现诗意的连贯性。其一写女子情窦

袭, 与第一、二种情形之思妇闺怨的模式相比, 情

初开, / 情来不自觉, 暗驻五花骢0; 其二写待嫁的
娇羞; 其三写相聚时的神态; 其四写离别前的淡淡

感从代言转向自言, 诗人以真实的身份与情感充
当了诗的抒情主人公。5玉台新咏6中不乏抒发一

愁绪; 其五写别后以吹箫、
刺绣打发无聊; 其六、
其

己真情( 指诗人即诗中的抒情主人公) 的诗篇, 如

七写触景伤 怀; 其八诉独眠的凄苦; 其九用宋玉

秦嘉夫妇及徐悱夫妇的赠答诗、潘岳内顾及悼亡

5登徒子好色赋6的典故, / 莫作经别时, 西邻是宋
家0是借/ 东家之子0的口吻 诉说闺怨; 其十再诉

之作、左思5娇女诗6、鲍照5梦还家6等, 都是抒情
个人化的表征。

/ 肠欲断0, 将思念之痛推向 高潮; 其 十一峰回路

其次, 工于描绘。

转, 写两见喜兆; 其十二写重逢的现实, 温馨而甜
蜜: / 万里行人至, 深闺夜未眠。双眉灯下扫, 不待

古代诗歌对于描绘功能的开发最初并非出于
自觉, 而是处于/ 感物吟 志, 莫非 自然0 的自发状

镜台前。
0十二首诗将女子细腻隐微的情感一一点

态。/ 物0只是触动/ 志0之所发的媒介。此后受辞

染, 从情窦初开写到娇羞待嫁, 由离别之痛写到重

赋体的影响, 诗歌开始自觉地状物。5四库全书总

逢之 喜, 可谓 风情 万种。尤其 是第 十 一首 广为
传诵:

目6卷一六八元代谢宗可5咏物诗6提要扼要概括
了咏物 诗的 发展历 程: / 昔 屈原 颂5橘6, 荀 况赋

昨夜裙带解, 今朝虫喜子飞。

5蚕6, 咏物之作, 萌芽于是, 然特赋家流耳。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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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5天马6、
班固之5白雉6、
5宝鼎6, 亦皆因事抒文,
非主于刻画一物。其托物寄怀, 见于诗篇者, 蔡邕

动作, 与沈约5领边绣68 句全力铺陈绣领的制作、
图案的精美及绣工之精巧的写法相比, 空灵轻巧,

5咏庭前石榴6, 其始见也。沿及六朝, 此风渐盛,

引人联想。利登5 玉台体6 其一勾勒 出女子的发

王融、
谢月兆至以唱和相高。
0可知咏物诗的发展由
/ 因事抒文, 非主于刻画一物0到/ 托物寄怀0, 至六

式、
眉形、娇羞神情, 笔法也颇细腻:
两弯弓月眉端照, 一朵松云鬓畔归。

朝以咏物为题形成唱和之风。这一轨迹表明诗人

欲默不能言不可, 娇心无着凭青衣。

长期以来对于诗歌描绘功能的认识与开发, 而齐

这类描摹美人美饰或美态的诗歌, 本不以抒

梁诗人在这方面的探索尤其值得关注。如果说元
嘉诗人发掘了诗歌对于自然山水的描绘功能, 那

情为主, 而是发挥诗歌的描绘功能, 只因其描绘的
对象为美人, 审美态度上又有将美人等同于山水、

么齐梁 诗人 则以 咏 物的 技巧 咏吟 女 性[ 4] ( P279) 。

器具的物化倾向, 历来被视为齐梁诗歌最为重大

5玉台新咏6从第六卷始对美人美貌、
美饰、
美态的
描绘逐渐增多, 后世诗人对此显然有着敏锐的体

的缺陷之一; 这种审美态度同时又带来了诗缘于
何种情的问题。如果男女之情可以有不同层面的

悟, 故有些拟诗在某种程度上复现了5玉台新咏6

理解与划分的话, 那么代言体的思妇闺怨之作表

对美人的描摹, 包括某些并未明确冠以/ 玉台体0

现了文人对女性生存状态的体味与同情, 自言体

之名的 诗作。宋代 张邦 基5墨 庄漫录6 卷五 载:
/ 5玉台新咏6梁沈约休文有5六忆诗6, 盖艳词也。

的相思之作诉说着文人内心的真挚情感, 而这种
描绘性诗歌, 表现的则是文人的闲情乃至轻薄浅

其后少有效其体者。王全玉乃作宫体5十忆诗6,

俗之情。尤其是当/ 情0的成分被世俗之/ 欲0所侵

李元膺重见之, 爱其词义宛转, 且曰: -读之动人,
老狂不能已。
. 聊复效尤亦作十绝, 曰5忆行6、
5忆

蚀的时候, 文学便会受到/ 堕落0 的谴责。闻一多
先生5宫体诗的自赎6一文谓/ 宫体诗人的眼里都

坐6、
5忆饮6、
5忆歌6、
5忆书6、
5忆博6、
5忆颦6、
5忆

是淫荡0, / 人人心中怀着鬼胎0, 虽更多价值、
道德

笑6、
5忆眠6、
5忆妆6 也0。所谓/ 其后少有效其体

评判, 且过于绝对, 但的确指出了某些诗作一味沉

者0, 恐与事实不符, 韩亻
屋5香奁集6中即有5三忆6、
5忍笑6等诗显系承沈约衣钵。不过王、李之十绝

浸于描绘, 关注人生的文学精神正在失落的倾向。
除了描摹美人美貌、美饰、美态, 拟玉台体诗

规模确乎前所未有, 而标明效玉台体的诗歌更不

也将描绘功能运用于场景、物色的描写。如戎昱

乏此类描摹。如权德舆5玉台体6 之三, 集女子的

5玉台体题湖上亭6, 诗人的笔触始终围绕湖上, 从

服饰、
体态、
神情于一首小诗, 洗炼轻盈:
隐映罗衫薄, 轻盈玉腕圆。

入坐亭中的视角写放眼所见的景致, 尾联/ 清风长
入坐, 夏月似秋天0, 直抒身处亭中的惬意, 整首诗

相逢不肯语, 微笑画屏前。
又如欧阳修、梅尧臣各作有一组( 7 首) 拟玉台体
诗, 且 7 首诗都有诗题。其中5欲眠6、
5领边绣6明
高、
显袭用了5 玉台新咏6 中戴 日
沈约等人 的旧题。

亦给人清新爽利之感。又如徐铉有5观灯玉台体6
十首, 将元宵灯会描绘得五彩斑斓, 如:
吴歌楚舞玉诗新, 花灯兰焰动鱼鳞。
台前共道明如昼, 醉里唯愁夜向晨。

梅尧臣5欲眠6 云女子就寝前的娇羞, 写得并不露
骨, 却充斥一种艳情的暗示:
鸳鸯罗荐开, 翡翠香帷寂。

( 其一)
火树灯山高入云, 红筵翠幄自成春。
游女有时还解佩, 青楼何处不留人。

解带竟羞明, 移灯向东壁。
欧阳修5拟玉台体6七首之5领边绣6:
双鸳刺绣领, 灿烂五文章。

( 其四)
帝京风景不曾秋, 万户千门夜更游。
银鞍连绣毂, 晶莹珠网挂琼钩。

王勺王乐

暂近已复远, 犹持歌扇障。

( 其五)

诗人的目光始终不离绣领, 起初绣领上的图案、
色

灯之美丽璀璨, 观灯人之如醉如痴, 吴歌楚舞, 金

彩宛然可见, 而后绣领由近而远, 最后被歌扇所障
消失在诗人的视线之外。原来这是诗人对歌女服

车宝马, 共同渲染出一个声色世界。十首一气贯
注, 诗情淹没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

饰的观赏, 近复远、
/ 歌扇障0暗示着歌女的神态、

再次, 讲究形式。

张

蕾, 张秀琴

从拟玉台体诗看玉台体

91

形式包括体制、
遣词造句、对偶、
声韵等多方
面。六朝文学对形式美的追求在5玉台新咏6中得

这一特色, 即以隶事用典为例, 拟玉台体诗多能做
到灵活自如, 不留痕迹。例如罗隐5效玉台体6/ 试

到了集中的展现, 例如文人对乐府的改造、
创新;

问年多少, 邻姬亦姓胡0, 用辛延年5羽林郎6胡姬

偶句、
律句的增多; 音韵的日趋和谐; 七言体式由
产生到广泛运用等等。因此玉台体的内涵理应包

当垆卖酒之事, 借指女子美貌。又如杨慎5玉台
体6之一/ 绿珠吹笛夜, 碧玉破瓜年0, 绿珠、
碧玉亦

括这几方面内容。从诗的体制上来 看, 5玉台新

见于庾肩吾5石崇金谷妓6、
孙绰5情人碧玉歌6, 此

咏6收诗以五言为主, 而卷九则侧重 收录七言体

处借指与妙龄女子共享良宵。其二/ 留欢夜未足,

( 包含少量杂言体) , 卷十则为五言四句小诗即绝
句体, 都是六朝时期新发展起来的诗体形式。黄

恨杀汝南鸡0显系从南朝乐府5读曲歌6/ 打杀长鸣
鸡, 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 一年都一晓0

芸楣先生5玉台新咏引言6 谓徐陵编5玉台6 并非

及徐陵5乌栖曲6/ 绣帐罗帷隐灯烛, 一夜千年犹不

/ 苟焉掇拾0, 而是旨在/ 标的方来0, 当即指此而
言。的确, 经过初盛唐诗人的理论探讨与不懈实

足。惟憎无赖汝南 鸡, 天河未 落犹争啼0 句中衍
出, 借以突出良宵的短暂。

践, 诗的律化已经由发展趋势变为客观现实, 故拟

拟玉台体诗从着意言情、工于描绘、
讲究形式

玉台体诗在体制形式 方面必然表现 出近体化的

等几个方面, 复现了玉台体的几个特点, 无疑能够

姿态。
现存拟玉台体诗从体制来讲, 以五、
七言近体

说明玉台体对后世所产生的广泛影响。现存拟玉
台体诗分布于唐、
宋、
元、明各代, 呈现出玉台体流

为主, 除了徐铉5观灯玉台体6十首中有 5 首杂言

风余韵不绝如缕的态势。各家模拟玉台体虽出于

( 每首前两句为三言, 后两句为五言) 、权德舆5玉
台体6十二首其一、
杨慎5玉台体6四首为五言六句

不同背景, 但共同的一点是对于六朝文学的重视。
中唐诗人拟玉台体欲借助于复兴齐梁诗风寻求超

外, 其他诗人均选择五、
七言近体的常格即绝句与

越盛唐之路, 所以屏弃了韩愈/ 齐梁等蝉噪0的虚

律诗的形式, 比较而言又以绝句为多。即使是用

无主义态 度, 借复 古以创新 [ 5] 。就此而言, 玉台

乐府旧题, 也以考究的面目出现, 如梅尧臣、
欧阳
修各作的一组七首5拟玉台体6诗 中, 5携手曲6、

体之名首创于中唐并非偶然。5拟玉台体6七首在
5欧阳修全集6中归在/ 乐府0类, 并有小注/ 明道元

5夜夜曲6采用乐府旧题, 但其押韵、
平仄大都已绝

年0, 点名创作时间, 梅尧臣 之诗亦应作于此时。

句化。如欧诗5夜夜曲6:

这对于宋诗一般不谈女人, 男女之情的表现由词

浮云吐明月, 疏影玉阶阴。
千里虽共照, 安知夜夜心。

来承担等先入之见来讲也算是意外, 这至少表明
玉台体在北宋很有市场, 欧、
梅这样的大家起而仿

除一处失对, 基本合律。而梅诗5夜夜曲6、
5携手

效, 苏轼对5玉台新咏6 及玉台体亦表示了赞誉态

曲6则完全合律, 如5夜夜曲6:
情来不自理, 明月生南楼。

度, 其5金门寺中见李留台与二钱唱和四绝句戏用
韵跋之6 之四云: / 故知前 辈宗徐庾, 数首风流似

坐感昔时乐, 翻成此夜愁。

5玉台6。
0王十朋5东坡诗集注6 注曰: / 盖言钱、李

徐铉杂言体5观灯玉台体6、杨慎五 言六句5玉台

文辞绮艳, 学江左之体也。
0至于南宋时期多位江

体6虽不属近体体制, 却不乏律句。如: / 艳舞回罗
袜, 香风闪步摇0 ( 5观灯玉台 体6 之九 ) ; / 明月千门雪,

湖诗人仿效5玉台6, 也是找到了与他们纤弱的情
思 / 性 相 近 0 的 诗 体 所 致 º。/ 元 诗 绮 靡 者

银灯万树花0 ( 5观灯玉台体6 之八) ; / 妆罢金星出, 歌残

多0 [ 6] ( 卷一六七5 五峰集6提要) , 杨维桢5 冶春口号6 其五

璧月低0 ( 杨慎5玉台体6 之二) ; / 珠佩双皋冷, 罗裙十里
香0 ( 杨慎5玉台体6 之四) 等诗句都是标准的对句, 平仄

云: / 南朝宫体袁才子, 更说西昆郭孝廉。自是5玉
台6新句好, 风流无复数5香奁6。
0 ( 5铁 崖古乐府6 卷十 )

完全合律。

概括了元诗/ 绮靡0 的渊源所自。李孝光诗虽/ 独

至于遣词造句方面, 5玉台新咏6 不乏华艳词

风骨遒上0[ 6] , 但5五峰集6 中仍有5效玉台体6之

藻剪红刻翠, 但更多的作品则文辞清丽, 尤其是与
5文选6录诗的典丽相比, 5 玉台新咏6 所收诗语言

类绮靡之作, 顺随整个时代诗歌潮流 » 。杨慎生
当复古思潮盛行的明代中期, 虽对李、
何等人独尊

的轻巧可读就更加突出。拟玉台体诗同样把握了

盛唐的偏颇言论有所修正, 但同样有依古情结,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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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诗应由盛唐上溯汉魏六朝, 尤其对选体推崇
备至, 认为作诗不可不熟5 文选6, 谓/ 李太白终是

没有任何意义; 二是关于录诗范围, 严羽之说也存
在纰漏, 5玉台新咏6录诗止于梁代, 并非六朝皆有

学选诗, 杜子美好者亦多效选诗0。5升庵诗话6中

( 似暗指陈代诗歌即未录) 。冯班这两条反驳, 第

虽未见作者对5玉台新咏6的具体评价, 却用创作
实践中多所效法的方式, 表明了态度。并且5升庵

二条的确有事实依据, 而第一条却未说到点上, 将
徐陵5序6 中的/ 艳 歌0理解为艳 情之歌或纤艳之

集6中所见杨慎对5玉台6所收诗的模拟远不限于

歌, 未能兼顾5玉台6录诗的实际情况, 这一片面结

¼

前述5玉台体6四首 , 其5 五言律祖6采庾信诗多

论的得出才是尽信其序而/ 于此 书殆未读也0 之

达二十余首, 徐陵、
萧纲、
萧绎诗也各有十几首入
选。王世 贞5艺苑 卮言6谓 杨慎 诗/ 禾农 丽 婉至0,

故。冯班并没有解决 如何准确界定 玉台体的问
题, 但冯班的反驳也给我们一点启示, 即/ 纤艳0的

/ 凡所取材, 六朝为冠, 固一代之雄哉0。/ 禾农丽婉

确可以概括5玉台新咏6 所收/ 艳歌0的特点, 或者

至0正是学六朝新变文风所至, 故其拟玉台体就显
得顺理成章。

说齐梁以来入选作品绝大部分可以以/ 纤艳0概括
其共同风格倾向, 其数量毕竟远远多于前代诗歌

二

入选数量。
玉台体难以准确界说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其实

从拟玉台体诗对玉台体特色的把握与仿效来
看, 诗人们的感受互相补充, 呈现出某种一致性。

并不是一个可以进行周延性定义的概念, 正如/ 选
体0这一概念的拈出受到的质疑一样。刘埙5隐居

这说明玉台体本身有一些显著的特色易于被捕捉

通议6曰: / 5文选6 诸诗, 乃昭明太子 一时偶取入

与接受进而仿效。
同时也就有两个问题必须面对, 即诗人对玉

集, 初非立体, 而后世作传者, 乃创立一名, 曰-此
即为选体. , 尤非确论。
0 吴乔5围炉诗话6卷二云:

台体的感受是否准确? 是否可以以诗人的感受来

/ 选体之名, 最为无识, 西汉至宋、
齐诗皆在5文选6

概括玉台体的内涵? 这其实也是一直使文论家感

中, 以何为选体?0玉台体的界定也面临着同样的

到困惑的问题。诗人虽然使用了/ 玉台体0这一词
语, 但作为概念对其予以界定的任务却有待诗论

尴尬。
拟玉台体诗的情况表明, 玉台体存在于人们

家完成。严羽的评说是关于玉台体的最早最权威

对5玉台新咏6 约定俗成的感受中, 这种感受的趋

的解释, 为多家诗论著作及其他著作所转引。但

同性使得这一概念得以承传并被运用, 这种概念

严羽的评说并不是对玉台体的准确界定, 只是指
出了时人对其理解的误区, 即不能仅以/ 纤艳0来

方式或许可以归属到康德所谓/ 经验概念0一类,
或者说这一概念表现出很强的主观性。从对拟玉

认识玉台体, 因为5玉 台新咏6 所收诗成 分复杂,

台体诗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诗人们对5玉台新咏6

/ 汉魏六朝诗皆有之0, 故远非/ 纤艳0 二字所能概
指。严羽主张对玉台体的概括应当建立在把5玉

的接受表现出明确的选择性或指向性, 就言情方
式而言, 张衡、曹植、鲍照等借男女之情寓身世感

台新咏6视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基础上, 认为不应

慨的路数未被仿效; 傅玄诗对女性不幸命运的深

仅以此集大量收录宫体诗之类纤艳的诗歌就以偏

入思考未受青睐; 5古诗为焦仲卿妻作6、
5陌上桑6

概全。严羽的认识应该说颇为允当, 只是由于表
述不够严谨而受到了指责, 如冯班5钝吟杂录6专

之类叙事性较强的作品也未进入仿效范围。诗人
们普遍接受的是齐梁以来以宫体模样入5玉台6的

立5严氏纠谬6一题, 驳5沧浪诗话6的错误之处, 严

诗歌以及与之相应的写作手法、
风格取向( 除了利

羽对于玉台体的概括也被纠谬, 冯班在按语中说:
/ 梁简文在东宫命徐孝穆撰5玉台集6, 其序云-撰

登所写一组玉台体诗侧重表现一己真情之外) , 或
者说/ 玉台体即宫体0, 几乎是拟作者约定俗成的

录艳歌, 凡为十卷. , 则专取艳诗明矣。又其文止

感受。有的论者认为/ 玉台就是宫廷的别称, 所以

于梁朝。今云-六朝皆有. , 谬矣, 此则于此书殆未

在后 人 那 里, 玉 台 体 同 宫 体 实 际 上 是 一 个 意

读也。
0 冯班从两方面反驳严羽, 一是关于录诗的
内容, 据徐陵序/ 撰录艳歌0之说, 则5玉台新咏6专

思0 。事实 上玉台体与宫体 含义重合, 乃至成
为宫体诗的代称, 并非基于/ 玉台0是宫廷的别称,

取艳诗, 玉台体自然可谓之/ 纤艳0, 故严羽的辨析

而是基于宫体诗在5玉台新咏6一书 中所占的比

[ 7]

张

蕾, 张秀琴

从拟玉台体诗看玉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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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们的印象及趋于一致的感
受。因而从 严格 意义 上讲, 玉 台体 并 不等 同于

物色逼肖0的优点自相矛盾。从5玉台新咏6所收
诗可以看出, 咏物与歌咏女性是宫体诗的两大题

/ 5玉台 新咏6 体0, 它们的 外延 宽窄 有别。所谓

材, 咏物表现出浓郁的女性化色彩, 而歌咏女性除

/ -玉台体. 也就是指汉魏六朝时期关涉男女闺情
的诗 歌 以 及 由 此 形 成 的 一 种 诗 风0 的 解

了承袭传统写法代女性抒写闺阁情怨之外, 还以
观赏的眼光描摹女性之色, 将女性的容貌、
体态、

释[ 1] ( P1293) , 就有定义过宽之嫌。所谓/ 汉魏六朝

服饰予以物化的描绘, 有时就不免情陷轻薄, 如在

言情 诗见 于5 玉台6 者, 皆 可 称- 玉台 体. 0 的 说

后世颇受指责的萧纲5咏内人昼眠6即是突出的例

½

法 , 亦不曾顾及/ 玉台体0 一词的使用习惯。从
对拟玉台体诗的分析可见, 玉台体所满足的几个

子。虽然此诗据考为明刻本阑入5玉台新咏6, 徐
陵原编并未收录此诗, 但类似的 写法在5玉台新

规定性包括: 言情、
刻画、纤艳、婉约、追求形式美

咏6中极易找到, 如卷八刘缓5敬酬刘长史咏名士

¾

等等。正如5香奁集6中并非只有香艳一体 , 然
而对于5香奁集6以及香奁体, 人们仍习惯于以/ 香

悦倾城6对于女子容貌、体态、妆束极尽雕刻: / 粉
光犹似面, 朱色不胜 唇。遥见疑 花发, 闻 香知异

艳0视之 ¿ 、
因/ 香艳0 仿之一样, 5 玉台新咏6也未

皮 , 袜小称腰身。夜夜言娇 尽, 日
春。钗长逐鬟 髟

能因其收有宫体诗之外甚至不关闺闼的诗作而改

日态还新。工倾荀奉倩, 能迷石季伦。上客徒留

变人们的固有印象。本着全面认识其思想价值及
编辑思路的态度, 我们应当对5玉台新咏6的内容

目, 不见正横陈。
0又如刘孝威5若阝 县遇见人织率
尔寄妇6前半极写织妇的容貌、
服饰、
妆束、
动作,

加以辨析, 但对于/ 玉台体0一词还是应该尊重概

美仑美奂, 令人对其身份产生了舞女抑或歌妓的

念的主观性, 即尊重一代又一代拟玉台体作者逐
渐建立起来的约定俗成的感受。因为感受总是来

错觉, 后半由织妇想到妻子, 倍觉独处的孤单凄
苦, 寄言妻子/ 新妆莫点黛, 余还自画眉0, 见出夫

源于对对象最突出的特色的体认。

妻情笃。但/ 愈忆凝脂暖, 弥想横陈欢0 等句大胆
À

今人对玉台体的探讨尚不多见 。各种文学

而直露, 令道学先生大跌眼镜, 这类诗无疑应归入

词典将其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解释, 限于体例难
以展开论证, 含糊、
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二十世纪

表现艳情的行列。因此谓/ 5 玉台新咏6 虽标榜艳
歌, 一时间也未能主持局面0, 与事实不符。宫体

八十年代章必功先生撰文系统地梳理其起源、流

诗的鼎盛时期无疑在梁代, 标志着这一流派形成

变、
影响, 指出, 玉台体是/ 一种 专门- 言情. 的诗

的诸多因素如理论主张、
领袖人物、创作群体、
创

体0, / 一般笔力纤柔, 情调委婉, 文辞清丽, 形成了
所谓-哀以思. , -香而软. 的特色0, 并认为这种诗

作实绩都在萧纲入主东宫之后成熟起来, 显示出
来[ 8] , 5玉台新咏6的编纂无疑起着壮大宫体诗派

体产生于梁, 发达于陈, 香奁体、
花间体为其流变。

声势, 为推广宫体这种新变诗风提供范本的作用。

它/ 具有宫体诗的一般优点, 诸如描 摹物色的逼
肖, 遣词造句的新颖, 对仗的逐渐工整, 音韵的日

宫体诗的鼎盛时期既然是在5玉台新咏6成书的时
代, 玉台体的发达必然与之同步, 只不过当时尚无

趋和谐等0, / 对于古典诗歌的发展0, / 自有它不可

名称罢了。陈代宫体诗承梁代之余烈, 但言情、
咏

忽视的积极意义0

[ 2]

。章先生对玉台体的概括系

物都了无新意, 关键问题是宫体诗的创作群体已

统而完备, 且有开创之功, 但谓/ 玉台体的真正发
达是在陈代0 似有值得商榷之处。章先生这一判

经失去了梁代宫体诗派追求新变文风的动力与活
力。陈代早期集结在大将侯安都府第的一班文士

断的前提是: 梁代宫体作品多数是/ 咏物遣兴诗0,

如马枢、阴铿、张正见、
徐伯扬、刘删、祖孙登等人

/ 好尚艳情, 但风气不太严重。
0/ 由梁入陈后, 宫廷
生活浮华糜烂, 宫体诗风的重心这时已由咏物遣

充任了侯安都附庸风雅的点缀, 据5陈书#侯安都
传6 载, 安都/ 命以 诗赋, 第其 高下, 以差 次赏赐

兴转移到-言情. 自娱了0, 所以得出结论: / 这一阶

之0, 宫体诗成了/ 遵命0文学。陈代中后期/ 文会

段, 玉台体是宫体的主流。
0章先生将宫体诗的内

之友0以及陈后主与其身边的/ 狎客0, 除了拟乐府

容归为/ 咏物遣兴0与/ 言情0( 文中意为表现艳情)
两类, 大致不差, 但将咏物遣兴诗排除在玉台体之

便是以赋得某句为题, 表达真情实感的文学精神
失落殆尽, 因此陈诗在诗史上一直口碑不佳。陆

外却不够准确, 与下文所表述的玉台体具有/ 描摹

时雍5诗镜总论6云: / 陈人意气恹恹, 将归于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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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说: / 诗至陈馀, 非华之盛, 乃实之衰尔。
0王世贞
5艺苑卮言6卷四云: / 六朝之末, 衰飒甚矣。然其

的积极作用。所 谓/ 回 光返照0 之说
眼于此。

[ 9] ( P 285)

亦着

偶丽颇切, 音响稍谐, 一变而雄, 遂为唐始, 再加整

因此玉台体/ 真正发达是 在陈代0 的说法不

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 不知其权舆于
三谢, 橐钥于陈隋也。
0陆说于陈诗的华盛表象见

妥, 与文学史的真实发展状况不相吻合。至于/ 玉

出了衰飒的实质, 王说则直言其/ 衰飒0, 同时又辩

台体是宫体的主流0的说法也不够严谨, 因为玉台
体与宫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二而一的概念, 而不是

证地看到其形式上的变化对唐代律诗的成型所起

从属关系。

注
¹

释:
详见胡应麟5诗 薮6 外编卷 二。关于5玉 台新咏6 收诗的复 杂
性, 笔者另有辨析, 待刊。

杨方5合欢诗6 , 入5玉台新咏6 卷三) , 聊继声焉0云云。
½

º 关于江湖诗人的纤 弱情思及 其表现, 参 见张宏生5江湖诗 派
研究6 , 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

页。
¾

参见陈祖美撰5韩亻屋评传6 之/ 5香奁6 未必 尽香艳0 一节, 载 吕

李孝光除以5夜夜曲6 、
5 携手曲6 为题效 玉台体外, 5五峰集6

慧鹃等编5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6 续编一, 山东教育出 版

卷二另有5妾薄命6 、
5采莲曲6 、
5莲叶何田田6 等乐府诗与5玉

社 1997 年版。
¿ 如5沧浪诗话#诗体6 即云5香奁集6/ 裙裾脂粉之语0 。又如 明

台新咏6 所收诗格调类似。
¼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之韩雪5宫体 诗三论6 第 85

例如卷十三5涉江采芙蓉6、5乌栖 曲6 四首、5宛转 歌6 、
5梁 白

#宋公传所编5元诗体要6 卷八/ 香奁 体0 序 云/ 唐人用此体 言

纟宀
舞歌6 二首、
5大堤曲6, 卷十四5邯郸才人嫁为厮卒妇6 、5楚
一

闺阁之情, 乃艳词也, 与玉台体相似0 。

妃引6 、
5合欢咏6 等。5合欢咏6 序有/ 览晋人杨芳之诗( 按, 指

À

本文完成后, 读到 雷磊博士5论玉台 体6 一文, 载5求索6 2004
年第 3 期。视角、结论可与本文相互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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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Yutai style from the Yutai imitation poems
1

2

ZHANG L ei , ZHANG Xiu- qin

( 1.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bei N ormal U niversit 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91,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 ies, Shijiazhu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Shijiazhuang, H ebei 050031, China)

Abstract: T hough it is w idely accepted t hat Y utai style w as named aft er a collection of poems, N ew
Odes to Y ut ai , it may not be used f or all t he st yles of t he poems select ed in the collect ion. How ever, t he
w riters of the paper arg ue t hat the diachronic st udy of Yutai im it at ion pomes of t he lat er generations show s
the Yutai st yle is t he royal style. Based upon t his, the w rit ers claim that the def inition of a literary term
mig ht as well stand secondary to readers. objective underst anding of t he work should the definition of t he
term be much too hard.
Key words: N ew Odes t o Yutai ; Yutai st yle; Yutai imitat ion po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