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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元代雅文學研究相較於戲曲，總是備受冷落。然而元朝詩詞並非一無可

取，本文主旨即在探討張翥此一元朝大家之生平梗概，與環繞其詩詞創

作派衍之諸般論題。 第二章討論張翥之生平、師承交遊與傳世之作品。

首節以仲舉於「山村圖」與「夜山圖」所做題詠與〈輯山村先生詩卷〉

詩，判定其應是自幼向南宋遺民仇遠學詩習詞，並非歷來論者所謂先師

從江東儒者李存，深究道德性命之說，長成後始得山村詩法。此說亦可

澄清自宋濂等編修之《元史》本傳以降，諸多史籍關於仲舉師從、徙家

先後輾轉相沿之誤解。而師承與交遊部份，突出仇遠與李存之詩歌主

張、書畫素養等於仲舉詩詞觀念、風格、內容的影響。最後，蒐羅、比



對仲舉流傳至今之詩詞文章，得知本集未載之散逸詩文甚多。 第參章嘗

試探索張翥之詩論，以及《蛻菴詩》從不同角度所折射之時代晶面。仲

舉論詩兼受仇遠與李存之影響而兼容並蓄，既重視博取《選》、唐、中

州，亦強調自抒其情。而歷來論者受詩教傳統與由之形成的詩學德本精

神影響，多將目光集中在《蛻菴詩》與政治局勢或社會景況相關之作，

稱美仲舉有杜甫風範；然除此之外，尚有其他作品從不同角度所折射之

時代晶面。處身漸趨失序崩解之「日常生活空間」，詩人必然透過心態

轉化或另覓合宜的「非日常生活空間」，以自我調適安頓，仲舉寤寐難

忘之玉山雅集即為一處可供漂泊心靈暫歇之知音相契的場域；而坐困京

華之仲舉驚怵於朝不保夕時，亦僅能藉對江南之憶念，尋覓可供此心棲

止的所在。只是，空間距離同時也是時間遙隔，無力可挽之似水華年與

風煙遮斷之前路，正標定幽憂困頓的「現在」。 第肆章著眼於張翥製詞

之特色以及《蛻巖詞》內容與其詞史意義。由於仲舉並無任何論詞文字

流傳，僅能在肯定南宋典雅派詞人傳詞法如家法的前提下，探求其尚

雅、協律之特色。張翥製詞一則表現雅正醇厚之情思；再者更重視「詞

別是一家」，理應合律入樂，以保有其特具之體貌。其次，在《蛻巖

詞》之特色方面，山林之想、田園之思流淌在仲舉不同題材、不同時期

的詞作中。論者認為隱逸是元代雅俗文學的「通用主題」，「實質上反

映的是一種時代情緒，一種普遍性的文人精神狀態」。此外，南宋以來

的典雅派詞家以情志統率意象，「令詞中的自我幾乎完全融入外物之

中」，「乍看下獨立的意象，事實上已變成詞客個人情感的象徵性延

伸」，《蛻巖詞》裏時見頻現之春晚花殘、薄暮迷濛，甚至蒿萊荊棘等

景象，均透顯濃重的衰颯之感、「末世之悲」，反映了時代的某個晶

面。復次，如同 Hans Robert Jauss 所言，「文學的歷史性在歷時性和共

時性的交叉點顯示出來，因而它也就能使某一特定時刻的文學是也得以

理解」。張翥《蛻巖詞》自清初朱彝尊之〈黑蝶齋詩餘序〉與汪森

「《詞綜》序」為浙西詞派建立譜系，以仲舉為具姜夔之一體者後，始

獲重視。自此以至民國初年，論詞者均視其為詞體衰落期之南宋餘韻、

「得兩宋氣味」；邇來，大陸學者則一反早期以元詞為南宋典雅詞風餘

緒之觀點，強調金、蒙與南北宋長期對峙，遂形成主導風格剛柔有別之

南北詞壇，其後隨南北混一而交流融合，故元代詞家所作多豪婉兼具，

甚至有曲化、俗化之現象出現，故喜強調《蛻巖詞》中的豪健之作。 概

略言之，辨體意識濃厚的張翥於「蛻菴詩」中所表現的是對大廈將傾、

卻無力回天之「憂世」愁憾、哀吟歌哭；而《蛻嚴詞》裏涓滴流洩者則

是萍梗孤蹤、幻身在世有以致之的衰颯蕭瑟、「憂生」嗟歎，兩者共同

形構飄流、蓬轉於有元一朝起落的仲舉。 

摘要

(英) 

Compared with drama, the elegancy literature in Yuan Dynasty is cold-

shouldered. However, the poetry in Yuan Dynasty is really something to discuss 

abou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discuss the context and life of Zhang Zhu, 

as well as the other issues around his creations in poetry. The second chapter 

focuses on life, masters and works of Zhang Zhu. The first paragraph infers that 

he learned poetry from Ciou Yuan, the descendent of South Song (Nan Song), 

based on his inscription and poem, but not from another master, Li Cun. The 

research clarifies the errors of hearsay about his life, masters, and education, since 



from the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edited by Song Lien. As to the educational 

and social part, the content stresses on the influence of Cho Yuan and Li Cun. 

Their viewpoints and disposition about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place an 

emphasis on his concept and style of creations. The third chapter tries to explore 

his theory of poetry and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times from various angles in 

Tui An Shi. His ideas on poetry, inspired by Cho Yuan and Li Cun, include to 

massively obtain and to express one’s emotion. The critics all through the ages 

appreciated that he inherited the masterly caliber of Du Fu, which reflected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ituations. Nevertheless, he also adjusted himself to the 

difficulties and comforted himself by yearning for the past. Pitifully, the distance 

of space and time is inaccessible and irretrievable nowadays. The fourth chapter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oetry as well as the content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his Tui Yan Ci . To begin with, His poetry is thought to be pure 

and honest; further, it fits in with the rhythm. More, the images of landscape and 

hometown linger around his poetry. The critics consider that retreat is the general 

theme in Yuan literature. It actually reflects the emotion of the epoch, the general 

physical states of literati. Every individual image in the poetry is actually the 

symbolic extension of personal emotion of poets. In Qing Dynasty, his Tui Yan 

Ci was viewed as the heritance of South Song by Zhu Yi-zun and Wang Sen. 

Recently, other critics from mainland China objected to this idea but stated that 

the heroic spirit was presented in his poetry, due to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south and north. To sum up, Tui An Shi interprets his sorrow and regret about 

the last reign of the dynasty; Tui Yan Ci reveals the mourning and lament of his 

loneliness and isolation. These creations constitute the rise and fall of his life in 

Yu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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