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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潤華教授古典文論研究述論

蔡佩琪

論 文 摘 要

在中華國學與西方漢學的相遇與撞激之歷程中，學貫中西的研究
者往往能夠瀚泳其間，游刃有餘，王潤華教授的古典文論研究正是可
作參考借鑒之範例。王潤華古典文論研究的兩個亮點，即是司空圖詩
學與王維詩學，其具體的標誌性成果乃 1989 年臺灣東大版《司空圖
新論》與 2009 年香港大學版《王維詩學》。雖然兩部著作相隔廿年，
但皆引起中西學界極大的關注與迴響。本文擬就王潤華的學術背景與
師承淵源，探討其於古典文論研究中所扮演的先鋒者角色，尤於比較
文學研究與跨學科方法領域中所建構的理論體系，及其所萌發的新觀
點與新成果，以期展現相關論題中的學術意義，更藉以彰顯區域（馬
來西亞、新加坡）漢學研究者綻放的學術光芒。

關鍵詞：  王潤華    古典文論   司空圖   王維詩學

蔡佩琪（Chua Pei Qi），拉曼大學榮譽中文學士，新山寬柔中學中文教師，研究興趣
為馬華文學。Email: peggy.chua@hotmai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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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潤華教授乃馬新學界著名的學者，其研究領域較廣，然皆取得引人注目的

成果，而貫通中西古今則是其中一個必備的基礎條件。王潤華讀博時期，便廣泛

閱讀古代文獻、詩文作品與詩學論著，兼用比較文學與跨學科研究方法，拓展獨

具特色的中國古典文論研究領域。其具體的代表性成果即是 1989 年臺灣東大圖

書公司出版的《司空圖新論》與 2009 年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王維詩學》。兩

書相隔廿年，先後皆在國際學界引起較大的關注與迴響。王潤華善於結合與發揮

自身的學術優勢，斟酌古今，著眼於獨特的研究視野，勇於嘗試、創新與突破，

故能在中西學界的相關領域中佔有一席之地。本文擬就“司空圖新論”與“王維

詩學”兩個個案進行具體而專門的視察與探析，深入展示王潤華在中國古典文論

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始終堅持的學術信念與人生目標。

一、王潤華的學術歷程與師承淵源

 王潤華於 1941 年出生在馬來亞霹靂州地摩（Temoh）小山村，先後就讀地

摩華民小學與金寶培元中學；父親乃受英文教育出身，親自教導英文，使得王潤

華在同輩之中頗具英華雙語的優勢。1962 年，王潤華獲得臺灣僑委會優秀僑生獎

學金，入讀臺灣國立政治大學西洋語言文學系。一九六零年代是臺灣知識份子移

民或留學美國的高潮期，王潤華受此風氣影響頗深，較後便萌生領取獎學金到美

國繼續深造的念頭。王潤華在大學時期便已確立自己的學術方向，曾私下翻譯存

在主義文學名著——卡繆《異鄉人》（Albert Camus, L'étranger）並自費出版，獲

得師長與學界的好評。四年的臺灣生活閱歷，以及西方文學思潮對當時臺灣學界

的普遍影響，皆為王潤華日後的比較文學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礎訓練。1

 大學畢業後，王潤華回到母校金寶培元國中執教。當時因受 1961 年教育法

令的約束，華文中學被迫一分為二，2 金寶培元中學也分作培元獨立中學、培元國

民型中學，前者延續原制，後者改制為主要以英語、國語授課。王潤華的英語能

力較強，故被聘於培元國中執教。培元國中的雙語教學政策，對王潤華的教育理

1 王潤華在臺灣唸書時，除了修讀美國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科目，仍有一半是修讀中國歷史、中
國詩史、中國文學科目，此為比較文學訓練奠下較紮實的基礎。（蔡佩琪：《學術界的拓荒者：王潤華
學術訪談錄（2014）》，待刊稿）

2 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四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2003，頁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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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與學術認知多有影響，讓他意識到掌握雙語在多元教育環境與國際舞台的重要

性。1967 年 5 月，王潤華如願以償到美國繼續深造。

 王潤華先於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留學。同年與女詩人淡瑩結婚。王潤華在加州大學認識了白先勇，聽其勸告後放

棄英文系而轉讀中文系，繼而與恩師——周策縱教授結緣。王潤華經過多方考量

後，轉到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師從周策縱，先後修讀碩士、

博士學位。周策縱，湖南祁陽人，著名的歷史學家、漢學家、紅學家及詩人，也

是國際學界認可的中西學術權威，主要著作有《五四運動史》、《紅樓夢案》等。3

王潤華《周策縱之漢學研究新典範》一書稱：

 周策縱教授（1916-2007）博學深思、治學嚴謹。他有百科全書式的記
憶與學問、分析與批評驚人的機敏睿智，為人又好俠行義，是學者的學者，
教授的教授。即使國際學術界不同行的人，對其學問淵博，橫溢的詩才、
教學研究的成就，沒有不深感欽佩與敬仰。4

周策縱的治學態度與研究方法頗具個人特色。他是學行修明的學者，也是才華洋

溢的詩人，他認為從事學術研究不一定要放棄創作，反之，豐富的創作經驗能使

研究者深入作者與作品的內部世界。這也是跨學科研究方法的一項長處。

 在周策縱的督促與指導下，王潤華結合自己對新加坡、馬來亞歷史與文化背

景的知識與優勢，撰寫碩士論文，題曰《郁達夫在新馬和印尼》，深入探討作為

流亡知識份子的郁達夫在新馬與印尼時期的心態與思考。過後，王潤華決定以中

國古典文學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範圍。王潤華大量閱讀古代文獻、詩歌作品與詩

學論著，采用比較文學與跨領域研究方法，集中探討司空圖詩論與唐宋學發展，

博士論文題曰 Ssu-Kung Tu: The Man and His Theory of Poetry，並以資料翔實、論

點新穎的優秀表現，獲得論文導師與校內外考委的最佳評價。1972 年春天，王潤

華考獲博士學位後，赴往愛荷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Iowa）擔任聶華苓的研

究員，繼續開拓學術視野與長征路程。

 1973 年，王潤華決定從美國回歸東方赤道。這是一個經歷猶豫、躊躇的慎重

決定，雖非始於毅然，但卻至為關鍵，其中周策縱扮演著“指明燈”的作用。曰：

3 Tse-tsung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周策縱：《紅樓夢案》，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4 王潤華：《周策縱之漢學研究新典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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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受聘於南洋大學，我有點猶豫是否留在美國還是回歸東方，我
的導師周策縱認為，像我受過中西治學的方法，認識中西的文學及其理論，
可以給亞洲的中文系帶來革新、突破性的學術貢獻，比留在美國有意義。5

王潤華的“回歸”，讓自己在新加坡度過廿九年的學術生涯。王潤華先到南洋大

學中文系執教，在近乎都是臺灣學界出身的講師陣容中，具有西方學術背景的

王氏略顯格格不入。王潤華適應新的學術環境後，嘗試發揮所長，諸如西方漢

學、比較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等，都是傳統中文系較不重視的科目，王氏的學術

優勢則為南洋大學中文系注入一股新的治學風氣。1980 年，南洋大學與新加坡大

學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王潤華受聘為中文系講師； 1981 年擢升高級講師，

1990 年擢升副教授，2000 年擢升教授兼系主任，並於 2002 年榮休。

 在新加坡廿九年的學術生涯是王潤華的豐收時期，他完成了許多研深覃精的

學術論著，在比較文學、東南亞華文文學、中國現代文學領域創獲尤多，而其雙

語優勢更能跨越研究課題中的語言限制，兼具中、英文的學術論著。王潤華指導

了許多學士、碩博研究生撰寫學位論文，6 其中也運用跨學科、跨語言、跨國界的

研究方法，鼓勵新馬學生善用本地資源，從本土視角解讀中國現代作品，以比較

文學方式解讀中西作家作品。王潤華獨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並不止於其身，而是致

力傳之後學，傳承之中又能激發新的思考，使之日新又新。

 自新加坡國立大學榮休後，王潤華的學術生涯邁入另一個新的階段。2003 至

2012 年，王潤華受邀擔任臺灣元智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暨中文系主任； 2012 年至

今，擔任南方大學學院資深副校長。在近二十年期間，王潤華結合學術專業與行

政工作，運用宏觀的視野發揮在更寬廣的平台，觀照中西文化，思考大學教育理

念的方向與定位。王潤華在學術道路上勤懇不苟，清楚掌握優勢，揚長避短，毫

不怠惰；其治學方法不因學科領域而自我設限，強調多元與跨越，故能左右采獲，

鑽堅研微，既嚴謹又深遠。

5 王潤華：《周策縱之漢學研究新典範》，頁 232。
6 例如：博士生南治國《中國現代小說中的南洋之旅》（2005）、朱崇科《論故事新編小說中的主體介
入》（2005）等；碩士生潘群《從政治詮釋到文學評析〈駱駝祥子〉新探》（1994）、何華《一個作家
的形成：中外文學對白先勇小說的影響》（2000）、梁春芳《戰後二十年新加坡華文新詩研究 1945-
1965》（2002）等；榮譽學士賴品光《王維詩中的色彩硏究》（1978）、黃美連《西洋文學對魯迅小說的
影響》（1985）、林啟懿《王維佛理詩硏究》（1993）、李永樂《魯迅在新馬的神話與現實》（20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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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空圖新論》的學術意義

 王潤華於 1972 年以英文撰成的博士論文 Ssu-Kung T’u: The Man and His 
Theory of Poetry，1976 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改題曰 Ssu-Kung T’u: 
A Poet-Critic of the Tang。此為第一部司空圖研究的專書，而中文學界尚未有司

空圖研究專著。1977 年，臺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的王潤華《中西文學關係研究》

一書，收錄三篇司空圖研究的論文，即《“觀花匪禁”之文字及其意象之根源》、

《司空圖〈詩品〉風格說之理論基礎》及《從司空圖論詩的基點看他的詩論》。此

後，王潤華陸續發表多篇相關論文，即《司空圖的家世與早年生活考證》、《司空

圖在中條山王官谷的隱居生活考》、《司空圖隱居華山生活考》、《晚唐象徵主義

與司空圖的詩歌》、《從歷代詩論看司空圖〈詩品〉的風格論》等，直至 1989 年

《司空圖新論》出版，則標誌著王潤華較完整的研究成果。本文將以《司空圖新

論》作為基礎資料，辨析其於相關課題的學術意義。

 司空圖（837-908），字表聖，自號知非子，晚號耐辱居士，晚唐詩人、詩論

家，有《司空表聖文集》十卷傳世。7 兩《唐書》有傳。8 王潤華《司空圖新論》乃

由系列相關論文匯整而成，是一部結構嚴謹、前後呼應的專書。此書分為上下兩

卷，上卷為司空圖生平和思想研究，下卷為司空圖詩歌和詩學研究。

 在《司空圖新論》上卷，王潤華臚列比照傳世文獻，試圖拼湊司空圖較完整

的生平事迹，以助剖析詩文作品、詩學理論與人生思想。據《司空圖的家世與早

年生活考證》、《在晚唐政治動蕩中司空圖的官場風波考》二文，可知司空圖出身

宦官之家，深受道家思想影響，咸通十年（869）一舉高第，但因捲入省試風波，

仕途不順，奔走幕府之間；乾符五年（878）受詔入朝，又因“不忍去凝府”遲覆

命被貶洛陽。9 司空圖在洛陽認識了盧攜，得其賞識與提拔，升為禮部郎中，卻

因戰亂而回鄉，遂萌退隱之意。次復受詔，亦因政治動亂而未成。三度受詔而除

官，開始他的隱居生活直至逝世。

 王潤華《在晚唐政治動蕩中司空圖的官場風波考》稱：

7 目前較可信的《司空表聖文集》十卷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舊鈔本影印，
1965。

8 [後晉 ]劉昫等撰 :《舊唐書》第 1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5082-5085；[宋 ]歐陽修、宋祁
等撰：《新唐書》第 1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5573-5574。

9 陶禮天《司空圖年譜匯考》稱，司空圖或曾於咸通七年（866）應舉落第，十年（869）再次應試，得
知貢舉王凝賞識而一舉高第，惟遭時人質疑偏袒；王凝召集全榜門生宴集，為司空圖辯護，以證其真
才實學。晚唐科制乃“及第後三年，即任奏請”，故司空圖及第後暫無官職。十二年（871），王凝因
事遭貶，出為商州刺史，司空圖感遇追隨而去。（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頁 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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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空圖得了進士，過了七八年後落魄江湖、頹喪失望的日子。至今研
究司空圖的學者，似乎還沒有注意到他被韋保衡派系的人告發，考中進士
是因王凝之徇私袒護才中第，因而鬧出進士考試糾紛，這是造成司空圖日
後歸隱山林的一大原因。可是傳統的司空圖傳，都沒有將這事實指出，像

《舊唐書》和《新唐書》只是避重就輕，以比較好看的字眼，說他跟從王凝
去了商州和宣歙。10

王潤華的上述觀點，在《司空圖新論》之後的相關論著，如祖保泉《司空圖詩

文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陶禮天《司空圖年譜匯考》、傅璇琮《唐才

子傳校箋》（中華書局，2002）、王步高《司空圖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等都未有提及其中關鍵，更是凸顯王氏考證入微之處。王潤華《司空圖在中條山

王官谷的隱居生活考》、《司空圖隱居華山生活考》依據司空圖的詩文書信，緊扣

歷史事例與時代背景，鈎勒司空圖在中條山、華山隱居的生活面貌，又撰《論司

空圖的退隱哲學》一文，呼應前述“生活考”，探析司空圖“遇則以身行道，窮

則見志於言”的隱退哲學，實是對當時腐敗政治的深沉抗議。王潤華主要依據兩

《唐書》、《資治通鑒》、《文獻通考》、唐宋筆記雜著、《唐才子傳》、《唐詩紀事》、

地方志與司空圖的詩文書信進行考證，11 從歷史背景、地理環境與司空圖的思想、

心態等多元視角切入辨析，確見王氏重視“細讀文獻”與“嚴謹詮釋”的治學方

法，往往能夠獨具慧眼，別出新見。

 在《司空圖新論》下卷，王潤華以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對司空圖《詩品》與

詩文進行考察，論述其對唐前與唐代詩歌美學的總結，且對宋代文學審美觀念與

詩歌技巧都有重要的啟迪作用。如《司空圖〈詩品〉風格說之理論基礎》一文認

為，詩歌風格是建立在詩人的個性與表現技巧，故可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演繹自詩人獨特個性、氣質和生活。屬於這類的有雄渾、沖淡、
沉著、高古、典雅、綺麗、豪放、精神、悲慨、疏野、超詣、飄逸和曠達。
第二類語言結構特色構成的風格有洗煉、勁健、纖秾、清奇、自然、慎密、
委曲、實境、形容、流動和含蓄。由於語意的難於把握，其中有些風格難
於歸類，所以上面有些劃分是很勉強，譬如綺麗、飄逸、典雅、和超詣這
每種風格似乎把作者個性和語言特色都包含在內。12

10 王潤華：《司空圖新論》，頁 32。
11 王潤華：《司空圖新論》，頁 32。
12 王潤華：《司空圖新論》，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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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潤華認為，司空圖“二十四品”詩學當是源自劉勰《文心雕龍 • 體性》“八

體”13、皎然“辯體一十九字”14 之說，相互對照三者異同，以此論證司空圖

“二十四品”詩學風格，即其歸納出唐人普遍推崇的詩歌風格，具有專門的詩歌

創作與理論基礎。

 王潤華《從歷代詩論看司空圖〈詩品〉的風格論》一文，則與上文的論點相

互發明。王潤華將司空圖《詩品》置於劉勰《文心雕龍》“八體”、唐人詩學理論

（如皎然《詩式》“十九體”、齊己《風騷旨格》“十體、二十式、四十門、十勢”、

王夢簡《詩要格律》“二十六門”、徐寅《雅道機要》“四十門、二十式、十勢及

十體”和虛中《流類手鑒》“五十五類物象”等 15）中進行前後審視，通過比照異

同可知，司空圖“二十四品”詩學風格，乃唐人普遍認為優秀詩歌所應具備的條

件。王氏文章對劉勰、皎然和齊己的論述較詳，對王夢簡、徐寅與虛中的討論較

少，或待日後再作增補。

 王潤華《“觀花匪禁”之文字及其意象之根源》一文，乃因其他研究者關於

“觀花匪禁”詩句的英文翻譯與詞語含義而提出的辨析。王氏認為，“觀花匪禁”

是取自劉禹錫《戲贈看花諸君子》、《再遊玄都觀》詩句，“觀”即指長安玄都觀，

並非作為動詞“看”；“花”即指玄都觀的仙桃花；“匪”乃“非也”，“禁”乃禁止

之意。全句意即：詩人寫玄都觀的花的詩作，不可被禁止，主要表達“敢怒敢言”

的性情，心志不被拘束，才符合“豪放”之意。

 1994 年，陳尚君、汪湧豪在第七屆中國唐代文學研討會上發表《司空圖

〈二十四詩品〉辨偽（節要）》，提出《二十四詩品》的作者乃明代懷悅，而非司

空圖，16 由此引發學界激烈的討論。而王潤華堅信司空圖是《二十四詩品》的作

者，最明顯的證據是《二十四詩品》中的詩歌都以華山作為想象的基礎，詩中的

描繪與華山實際風景並無出入，如果能夠通過具體的實地考察，或可對作者、作

品及其文學思想進行更深層的發微詮釋。王潤華是早期司空圖研究的學者，回顧

二十年歷程，他自覺地感受到這個研究課題的轉變，包括：一、從世界性的詩學

透視司空圖的詩論；二、從英文到中文的司空圖研究；三、從考證註釋到比較文

13 [南朝梁 ]劉勰著、詹鍈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1014。
14 [唐 ]皎然著、李壯鷹校注：《詩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頁 69-71。
15 關於齊己《風騷旨格》、王夢簡《詩要格律》、徐寅《雅道機要》、虛中《流類手鑒》的詩學內容，詳
見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第三編第三章第三節《晚唐五代的詩格》（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4，頁 748-779）之論述。

16 陳尚君、汪湧豪此文刊於《中國古籍研究》創刊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陳尚君又撰《〈二十四
詩品〉辨偽追記答疑》、《〈二十四詩品〉真偽之爭評述》（收入《陳尚君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2000）、《〈二十四詩品〉真偽之爭與唐代文獻考據方法》（收入《漢唐文學與文獻論考》，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三文，可備參考。

139

王潤華教授古典文論研究述論



學；四、從冷僻到熱門的司空圖研究。17 自一九九零年代以來，這個研究課題方興

未艾，無論是文獻考證或方法創新，王潤華《司空圖新論》仍是研究者們不可迴

避的重要論著，處在各種新出成果的觀照中，此書仍然歷久彌新，其承先啟後的

學術意義更加深遠。

三、《王維詩學》的學術嘗試

 王潤華曾經發表多篇關於王維詩學研究論文，如《王維桃源行詩學》（1992

年中國唐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王維密碼詩學》（2002 年中國文哲當代詮釋

國際學術研討會）、《王維日想觀詩學》（2004 年文學、佛學與人生國際研討會）、

《王維經變詩學》（2006 年宗教、文學與人生國際研討會）等。這些論文經過修訂

後，送交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為《王維詩學》一書。據王潤華自序，此書以九種

方法詮釋王維詩學，章章相應，是為讀者、研究者提供系統解讀王維詩歌作品的

學術嘗試。

 王維（701？-761），字摩詰，祖籍太原祁縣，盛唐著名詩人畫家。九歲能文，

開元九年進士，歷任右拾遺、左補闕、吏部郎中、給事中。安史亂軍陷長安，王

維被俘，迫受偽職。叛軍平後，責授太子中允。復拜給事中、尚書右丞。王維居

輞川別業，虔誠信佛，晚年常齋，退朝之餘，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兩《唐

書》有傳。18

 王潤華《王維桃源行詩學》一文，以《桃源行》為主體，列舉《藍天山石

門精舍》、《酬比部楊員外暮宿琴臺朝躋書閣率爾見贈之作》、《送錢少府還藍田》、

《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和宋中丞夏日遊福賢觀天長寺之作》、

《口號又示裴迪》、《田園樂》其三，19 將這八首具有桃源境界的詩歌結合解讀，建

構王維桃源世界與山水田園詩學，而此前從未有任何學者做過這樣的嘗試。20 王

潤華從八首詩中發掘作品之間的“母子關係”與王維桃源行詩學的精神世界，並

將八首詩分作“無心之旅”與“有意之旅”。其曰：

17 王潤華：《司空圖新論 • 自序》，頁 1-6。
18 [後晉 ]劉昫等 :《舊唐書》第 15 冊，頁 5051-5053；[宋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第 18 冊，頁

5764-5766。
19 [唐 ]王維：《王維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29、11、34、41、55、60、76、78。
20 王潤華：《王維詩學》，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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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心之旅中，意外中發現的桃源，往往是神仙樂土（《桃源行》）與佛
門聖地（《藍天山石門精舍》、《過香積寺》），居民是神仙或高僧；有意之旅
一半描寫隱居與田園生活情趣。因為桃源行的另一結構是寫讀書人追求的
桃源世界，王維詩作中才出現很多具有現實性的詩。21

王潤華認為王維《桃源行》是以陶淵明《桃花源記》為本事而作，兩者雖皆描寫

桃花源，但前者是屬於宗教、哲學的烏托邦，一般學者較不重視。王潤華提出王

維尋找的桃花源是“無心之旅”22，是王維早期追求的烏托邦；王維後期則將“桃

花源”具體化，如香積寺、藍田等，而成“有意之旅”，一般描寫隱居與田園生

活的情趣。王維的“無心之旅”與“有意之旅”追尋著不同的境界。

 《王維無我詩學》一文是進一步闡述“無心之旅”即是無我之境。王潤華將

王國維（1877-1927）“無我之境”的詩學與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

1965）的“無我詩學”分析比較，以兩者觀點驗證王維“無我”的詩學世界。王

國維的“無我之境”是以客觀角度描寫景物，不將自己的個人情緒與主觀想法帶

入詩中。艾略特的“無我詩學”主張創作時詩人要犧牲自己，逃避自己的個性，

而偉大的詩人是以純粹的情感創作，不帶入任何詩人的情感。王潤華凸顯兩者

“去個性化、去感情化”的“無我”共同點，同時指出從王維詩歌中最能感受到

這種純粹的本質。其曰：

 王維在呈現風景時，可以不必依照特定的時間觀點。他所書寫的春夜，
並不是一個特定的春夜，或特定的人在某一特定的時間所見到的。王維只
要我們去感受純粹春夜的本質，而不是某某人所經驗的春夜。23

王維的“無心之旅”是無心無意，繼而無知無我，與山水融為一體，更能塑造一

個虛幻美好的神仙境界的桃花源。王潤華擅長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再結合中西理

論解讀王維作品，此於王維詩學研究仍屬較新穎的學術嘗試。

 王潤華《王維漢字語法詩學》一文，嘗試說明王維如何塑造無時間、無局限

的“無我之境”。王維的詩句經常省略動詞的主語，不指定事物，這也是他的詩的

特點之一。如《鹿柴》“空山不見人”句，省略主語“我”，也不說明是什麼“山”，

21 王潤華：《王維詩學》，頁 8。
22 王潤華認為，無心之旅的詩：《和宋中丞夏日遊福賢觀天長寺之作》、《桃源行》、《藍天山石門精舍》三
首；有意之旅的詩：《送錢少府還藍田》、《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口號又示裴迪》、《田
園樂》其三、《酬比部楊員外暮宿琴臺朝躋書閣率爾見贈之作》五首。（《王維詩學》，頁 1-12）

23 王潤華：《王維詩學》，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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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主語是為“去個性化”，更能讓讀者感受大自然的存在。又如《鳥鳴澗》“月出

驚山鳥，時鳴春澗中”句，若是具體指明哪種鳥類，反而造成讀者不認識這種鳥類

而無法想象其鳴叫聲，也就無法體會詩中心境，更無法達到“無我之境”。王維擅

長詩句倒裝，將主語置於動詞之後，如《山居秋暝》“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

句，使得詩句更為濃縮簡要；或將動詞置於最後一字，如《山居秋暝》“明月松間

照，清泉石上流”句，簡單的語法技巧使其塑造“無我之境”，還可朗朗上口。

 王潤華《王維青綠山水詩學》一文，闡明王維“詩中有畫”的詩學概念。王

潤華認為，王維山水詩是以文字建構山水畫，而其繪畫理論與敦煌經變畫的構

圖十分相似。王維倡導“山水連一線”的遠景法，如《出塞作》“白草連天野火

燒”，強調山水空間的擴展，將遠近景物都收納其中，連為一體，這樣的畫面同

樣出現在敦煌經變畫。敦煌經變畫的色彩濃麗，以金碧青綠為基色，王潤華也注

意到王維詩中的金碧青綠山水，如《輞川別業》“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

欲然”、《送嚴秀才還蜀》“山臨青塞斷，江向白雲平”，以青綠色為主色調，加入

一些紅（桃花、夕陽）、白（白雲、石頭、水）色等。24 王潤華將顏色藝術與詩

學相互聯繫，王維詩中所用色調、景物都與敦煌經變畫相似，推斷王維肯定受到

敦煌壁畫的影響。王潤華曾經遊覽敦煌石窟壁畫，發現敦煌經變畫所用色彩、風

景、人物動作都與王維詩歌相似，因此衍生撰寫此篇論文的動機。25

 王維虔信佛教，其詩富有禪意，其畫論與敦煌經變畫頗有淵源，王潤華推

論王維極有可能受到淨土宗《觀無量壽經》的十六觀之“日想觀”的影響，即

在日想中尋找極樂淨土。王潤華《王維日想觀詩學》指出，王維《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新晴野望》“新晴原

野曠，極目無氛垢”、《使至上塞》“長河落日圓”、《齊州送祖三》“天寒遠山淨、

日暮長河急”，都是典型的日想觀詩歌，詩中的極樂仙境總是少不了夕陽西照，

落日映暉，寧靜美好。王維詩中也經常出現瀑布流水的畫面，如《送方尊師歸

嵩山》“瀑布杉松常帶雨”、《韋侍郎山居》“閑花滿岩穀，瀑布映杉松”、《留別

山中溫古上人兄並示舍弟縉》“好依盤石飯，屢對瀑泉渴”等，詩中的瀑布成為

一種安寧和祝福的象徵。一些學者試將王維的詩歌與佛教思想相互聯繫，如陳

允吉《王維“雪中芭蕉”寓意蠡測》、《王維與華嚴宗詩僧道光》、26《王維〈輞川

24 王潤華：《王維詩學》，頁 13-24。
25 蔡佩琪：《學術界的拓荒者：王潤華學術訪談錄（2014）》，待刊稿。
26 陳允吉：《古典文學佛教溯緣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 67-80、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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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之〈孟城坳〉佛理發微》，27 王輝武列舉王維“佛教詩”，28 陳鐵民《論王維佛

學信仰》29 等；但是，上述學者所舉王維佛教詩例，與王潤華以新視角“日想觀”

舉證的詩例多有不同，除了禪意詩句，王潤華更從詩中景物與佛經的關聯發掘材

料，開拓了王維詩學與佛學研究的視野。

 王潤華《王維密碼詩學》一文，探討深藏王維詩歌底下的密碼詩學。除了夕

陽斜照、日想觀的詩學理論，王維詩歌中也有通過意象、意境來抒情言志的密碼

詩學。試以《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30 為例，王潤華認為：

 “寒山”和“秋水”比喻衰敗的國家，“風”比喻兵，“暮蟬”比喻年老
的怨士，“落日”比喻亂國。……詩人以“蒼翠”為山著色，以“潺湲”為
水添響，寫寒秋山色變得碧綠，而秋水潺潺，終日淌流不停。根據密碼解
釋，此聯是詩人看到衰敗的國家在安史戰亂後漸漸的復甦。……頷聯的內
在含義是詩人晚年歸隱藍田輞川，年老的怨士聞知國家有戰爭，從佛理來
達到精神寄托。……頸聯內在含義指國家動亂，賢人只能在“渡頭”和“墟
裏”這兩個地方過著隱居生活。31

王潤華以敏銳細緻的逐層剖析，將王維詩中對國家敗壞、朝綱不振的深沉心緒展

露無遺。王潤華以厚實的詩學理論作為基礎，嘗試將王維詩中所蘊涵的隱喻、象

徵手法漸次解構，形成探析王維詩歌的密碼詩學。

 王潤華《王維遠近法詩學》、《王維立體詩學》二文，論述王維詩學中的畫

論。王潤華將王維詩學中的“遠近法”分為五類：一、把遠近的景物平面化後，

將存在空間的次序重組，如《送梓州李使君》“山中一半雨，樹抄百重泉”，表示

山中下雨形成瀑布，瀑布看似從樹枝流下，取消了樹枝與瀑布的距離。二、景物

距離越遠，其形越小，如《桃源行》“遠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三、

視線上，景物越遠，在畫面的位置越低，如《隴上行》“雲黃知塞近”，雲在視線

27 陳允吉：《王維〈輞川集〉之〈孟城坳〉佛理發微》，收入《王維研究》第二輯，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6，頁 48-58。

28 王輝武列舉的王維佛教詩例：《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與胡居士皆病寄此
詩示學人二首》、《謁璿上人》、《登辨覺寺》、《遊感化寺》、《遊悟真寺》、《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
《燕子龕禪師》、《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邱蘭若》、《鹿柴》、《辛夷塢》等。（《王維新考論》，合肥：黃山
書社，2008，頁 235-244）

29 刪其重複者，陳鐵民列舉的王維佛教詩例：《薦福寺光師房花藥詩序》、《西方變畫贊》、《能禪師碑》、
《大唐大安國寺故大德淨覺禪師碑銘》、《飯覆釜山僧》等。（《王維論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6，頁 192-211）

30 王維《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
墟裏上孤煙。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王維全集》，頁 35）

31 王潤華：《王維詩學》，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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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越遠越低，低得連塞外沙漠都把雲染黃了。四、視線下，景物越遠，在畫面

的位置越高，如《漢江臨泛》“江流天地外”，江在視線下，越遠越高，高得像在

天上流。五、視線上下，出現連接，如《出塞作》“白草連天野火燒”，視線上下

都有遠景，自然會連成一線。王潤華以西方立體繪畫理論詮釋王維“詩中有畫”

詩學，運用遠近法將使詩歌畫面具有空間感、立體感，並指出王維利用“同時性

視像”，將物體的多個角度的不同視像，結合在詩中。32 王潤華以畫論、技巧為著

力點，進行跨學科的審視觀照，使得這兩篇論文並不局限於王維詩學研究，也能

視為古代繪畫理論應用研究。

 王潤華《王維詩學》是王維詩學研究的新嘗試與新突破，是他從 1992 年始

近十八年的研究心得，是經歷長時間的反復思考與論證的辛勞成果。在兩個世紀

之交，王維專題研究的成果不勝枚舉，欲求創見頗有難度，而王潤華《王維詩

學》卻能獨樹新幟，屹立不倒，顯然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結語

 馬來西亞、新加坡是一個文化多元、語種豐富、身份特殊的國度。王潤華

是馬新學界的翹楚，他的學術成就與其生活環境、學習經歷息息相關。王潤華留

學臺灣、美國，為其中西文學理論奠下紮實的基礎，又接受西方漢學研究方法的

訓練，提升了王氏系統化的治學方法與思考方式。王潤華的學術興趣廣泛，其於

中國古典詩學、中國現代文學、世界華文文學、馬新文學領域皆有涉獵，論著豐

富，其研究成果多有突破性的發現。王潤華掌握中英雙語的優勢，擅長比較文

學與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從早期對司空圖詩學的綜合研究，到王維詩學的學術

嘗試，他都強調“多元與跨越”，從文化、藝術、語言等領域解讀古典文學作品，

始終保持嚴謹求實、精益求精的態度，往往都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突圍而

出，繼而開拓新的研究路線，成為學術園地的拓荒者。經過新時代的洗禮，中西

撞碰，幾番更新，王潤華古典文論研究的成果及其方法，無論在馬新學界、東方

學界乃至國際學界，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其於區域漢學中的評價與定位，

確然亦有先鋒者的標誌性意義。

32 王潤華：《王維詩學》，頁 5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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