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前華已謝，後秀未開1 的中繼站－
隋代樂府詩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隋代2（五八九~六一八）雖然結束了中國分裂三百年的局面，促成南北
統一。但在文學史上不是被稱為齊梁餘響，3 便是唐代先聲，4 似乎沒有自我
獨立的風格與價值。其原因大抵有二：
（一）國祚短促：隋代享國三十年。大凡一個文學潮流或文學現象，往往是
經由文人不斷的提倡與創作，初期可能粗糙拙劣，經過常時間的累積
才塑造出時代風格及優秀作品。隋代享國時間太短，缺乏蘊釀時期，
且隋代皇帝為胡族出身，北朝漢化的時間較短，以至文學風格繼承大
多仍是南朝餘緒，尚未有自我的風格出現。
（二）隋代尚處於融合階段：嚴格來講，真正生於隋朝的文人幾未曾見，隋
代的文人不是由北入隋，便是由南入隋，不論是由北入隋或是由南入
隋，他們自身在入隋前，都各自經歷了不同朝代。由北入隋的詩人學
習南朝文學未久；由南入隋的詩人又浸淫在早已僵化的詩中，缺乏自
我的主張，又沒有較特出的作品，是隋代文學的困境。

1

明陸時雍《詩鏡總論》云：
「初唐人承隋之餘，前華已謝，後秀未開，聲欲啟而尚留，意方涵而
不露，故其詩多稀微玄澹之音。」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 》
（臺北：木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出版），頁一四一 0。此句用在隋代樂府詩的文學定位也頗為適用，故引之。
2
本文從《資治通鑑》，以開皇九年（西元五八九年 ）隋文帝平陳，全國統一，為隋代的開始；以
恭帝義寧二年（西元六一八年）為隋代結束。
3
如游國恩《中國文學史上 》
：
「在文學上，
（隋代）直承南北朝輕豔文風（頁三九五）… … 在整個
隋代，齊梁的影響是比較根深蒂固的。」
（臺北：五南圖書公司，一九九 0 年十一月初版 。），頁
三九八
4
如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從軍、出塞題材）詩的風格，已超越南朝，成為唐代邊塞詩的
先聲。」
（臺北：莊嚴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一月初版 ）
，頁三五四。
1

但隋代畢竟留下了文學作品，包括數百首的詩及少量的賦、文，而這些
文學作品歷代評價不高，但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尤其是詩。比起其它文體，
詩的創作不論質與量都有可觀之處。徐國能在八十七年時曾針對隋詩加以研
究，頗有建樹。5 文中即曾論及隋代樂府詩，但隋代近百首樂府作品，承上
啟後，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實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故有寫作此論文的概念
產生。
歷來研究樂府詩者，多集中範圍於漢魏六朝及唐代，對於兩者之間的隋
代有不論者，6或附於南北朝後泛述；7或是併論於初唐，8然亦有分章專論者，
如早期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9及近期大陸學者蕭滌非著《漢魏六朝樂
府文學史》中即將隋代樂府詩另列專章討論。10楊生枝著《樂府詩史》雖是
隋唐樂府共列一章，但也分節處理。11隋代雖然國祚甚短，但其扮演著文學
史上過渡、中介的角色，仍是有時代與文化意義。楊氏《樂府詩史》以文學
史的角度討論隋文帝整理漢魏南朝新聲及外國樂舞的傳入與整合；而蕭滌非
之研究則偏重隋代樂府在擬古調填新詞及自創新聲的現象出現。是以隋代結
束南北分裂的局面，為大唐帝國詩歌的盛世奠基，享國雖短，但畢竟也在文
學史上留下足跡。本文之作，即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希望能釐清：在這樣
一個時代，隋代樂府詩如何在南北文學交流下，呈現自身的時代特色，並為
唐代詩人所承續與轉變？隋代樂府詩的思想、內容為何？隋代樂府詩作者又

5

參見徐國能著《隋詩研究》，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七六月。
如陸侃如、馮沅君所著《中國詩史》
（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三月初版）
。只論及
南北朝樂府，並未提及隋代詩歌。葉慶柄著《中國文學史》
（臺北：學生書局，一九九一年出版）
。
也未提及。
7
如劉大杰著《中國文學發展史》
（臺北：莊嚴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一月初版）、譚正璧著《中國
文學史》
（臺北：莊嚴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
、曹道衡、沈玉成主編《南北朝文學史》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
。
8
如袁行霈編《中國文學史綱要》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游國恩等著《中
國文學史大綱》
（臺北：生活讀書新知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
。羅宗強、郝世峰編《隋唐五代
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 0 年出版）。
9
謝無量著《中國大文學史》
（臺灣：中華書局，一九六七年三月出版 ）
。頁五十五~六十一。
10
參見蕭滌非著《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三月初版 ）
，頁三
0 八~三二一。
11
參見楊生枝著《樂府詩史》（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
，頁四二六~四三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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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藉著不同的擬作方式與寫作技巧來抒情寫志？另外幾個值得注意的現
象，如中原音聲和西域音樂及佛道雜曲交融紛呈，使得隋代新曲盛於南朝的
音樂現象，以及隋代尚有大量之擬作樂府12的文學現象等。關於擬作，根據
梅家玲研究道：
自與『文本』相交接的剎那間開始，現時經驗便無時無刻不受到『文
本』的啟動與左右，也無時無刻不影響到對『文本』的解讀與詮釋……
以擬代方式從事寫作，既是生命之體驗歷程的一部份，也是體驗創造
力的另一種形式。更何況，再就文學的傳承與創變而言，每一傳統文
本的『近似的再演』正所以構成薪火相繼的『創新』」。13
如薛道衡的＜豫章行＞不僅承續前代樂府，展現時代意義，在形式上和
內容上都呈現他自身風格的特色所在。因此，想要了解隋代樂府詩的時代特
色與精神，本文尚從詩人「擬作」這種創造性轉化的過程中進行考察，以見
隋代樂府詩的多元風貌。

第二節

學界目前研究成果之探討

在臺灣學界，以樂府詩研究為學位論文者共有三十三篇，14 其中唐代樂
府不僅有總論，15 初唐、16 盛唐、17 中唐18 都有專著問世，新樂府更是討論的
焦點。19 漢－六朝樂府也不惶多讓，今以漢－六朝樂府為例，20 前人研究方
向可分為五大類：
12

在九十首作品中，擬作樂府有六十首，佔三分之二。
13參見梅家玲著《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
（台北：里仁書局，一九九七年出版）
，頁
八十九。
14
筆者選擇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十七篇作成表格，參見表一。
15
張國相著《唐代樂府詩之研究》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八 0 年。
16
金凱著《初唐文人樂府詩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一九九七年。
17
金銀雅著《 盛唐樂府詩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 論文，一九八九年。
18
張修蓉著《中唐樂府詩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 論文，一九八一年。
19
如廖美雲著《元白新樂府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八七年。
20
參見表一。
3

（一）樂府的時代：以研究漢代樂府最多，南北朝僅有一篇。21 也有橫
跨漢魏六朝樂府詩研究的，如陳義成《漢魏六朝樂府詩研究》
。22
（二）樂府的性質：有討論樂府的制度、曲調、樂人、樂器及律制，23
或探討樂府的內容、表現技巧及藝術結構等。24 也有從作者入
手，討論民間樂府與文人樂府的特色。25
（三）個別作家討論：有學者研究鮑照的樂府詩，討論其淵源、修辭技
巧及對後代的影響。26
（四）樂府的題材：就六朝樂府詩的題材類型下手，以了解六朝至隋樂
府詩的音樂性質、形式及各朝題材主流。27
（五）後人擬作情形：也有學者以兩漢民間樂府為主，轉而研究魏至唐
的詩人擬作。李鮮熙從標題、形式、內容三方面來比較漢代古辭
與擬作的分別，28 王淳美則偏重於擬作，不但探討環境與作者身
份對擬作的影響及擬作特色，另包括標題採擇、擬作方式、主題
意識的連想與轉變、藝術特色、精神風貌的比較與分析等。29 劉
德玲則是探討樂府古辭在歷代擬作中的流變情形。30
由上述分析可看出，由漢至六朝，樂府詩的分析與衍變經過多位學者的
努力已有不錯的成果，唐代樂府也在多位學者努力下，時代特色逐漸顯現，
但介於六朝與唐代中間的隋代樂府詩呢？它如何承繼漢魏六朝樂府的內
容、表現技巧及藝術結構，又如何影響唐代？

21

金銀雅著《南北朝民間樂府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八五年。
陳義成著《 漢魏六朝樂府詩研究》
， 私立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七六年。
23
許芳萍著《漢代樂府研究》，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八七年。
24
黃羨惠著《兩漢樂府古辭研究》
，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 0 年。及林宏安
著《漢代樂府歌辭新探：從娛樂與表演角度出發的研究 》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二 00 二年。
25
田寶玉著《兩漢民間樂府研究》
，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八五年；沈志方著
《漢魏文人樂府研究》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七六年。
26
陳慶和著《鮑照樂府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八九年。
27
林育翠著《六朝樂府詩之題材類型研究 》
，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二 00 一年。
28
李鮮熙著《兩漢民間樂府及後人擬作研究 》
，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八二年。
29
王淳美著《兩漢民間樂府及後人擬作研究 》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八五年。
30
劉德玲著《樂府古辭之原型與流變--以漢至唐》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二 00 二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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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學界尚未將隋代樂府詩列為專書討論，且在一些專門的文學史根本
未曾提及，如李曰剛的《中國詩歌流變史》
、31胡國治《魏晉南北朝文學史》，
32

或幾少提及，如管雄《隋唐詩歌史》33且所能見到的討論大概有以下幾種情

形：
（一）專章討論，但附於唐之前或北朝樂府之後：前者如羅根澤《樂府
文學史》34楊生枝《樂府詩史》35；後者如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36

、葛曉音的《八代詩史》。37

（二）專章討論，但附於隋詩或隋代文學的章節內：前者如徐國能《隋
詩研究》38、吳先寧《北朝文學研究》39、霍然《隋唐五代詩歌史論》40 ；
後者如曹道衡《南北朝文學史》41 、周建江《北朝文學史》。42
（三）單篇討論，收錄於專書中，且附於隋詩內：如曹道衡＜論隋代詩
歌＞收錄於《漢魏六朝文學論集》。43
（四）單篇討論，收錄於學報雜誌內，但篇名多為討論隋代詩歌，隋代
樂府多順帶一提，用來舉例之用。今羅列如下：
1. 倪其心 ＜隋代詩歌＞44
2 . 王步高＜略論隋代詩體格律化的進程＞45、＜略論隋詩對唐宋詩詞
的影響＞46

31

李曰剛著《中國詩歌流變史上、下》
（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
胡國治著《魏晉南北朝文學史》
（台北：金園出版社，一八八三年三月出版）。
33
管雄著《隋唐詩歌史》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 0 年三月初版）
。雖名為《隋唐詩歌史》
，
但隋代詩歌僅佔一節，且隋代樂府詩只是舉詩例時才略略提及。
34
羅根澤著《樂府文學史》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三月初版 ）
。
35
同註 11。
36
同註 10。
37
參見葛曉音著《八代詩史》（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初版）
。
38
同註 5。
39
吳先寧著《北朝文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
。
40
霍然著《隋唐五代詩歌史論》
（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初版）
。
41
曹道衡著《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初版）
。
42
周建江著《北朝文學史》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七月初版 ）
。
43
曹道衡著《漢魏六朝文學論集》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初版）
。
44
倪其心著 ＜隋代詩歌＞，《文史知識》
，一九八三年一月。
45
王步高著＜略論隋代詩體格律化的進程＞，《遼寧大學學報 》
，一九九四年四月。
46
王步高著＜略論隋詩對唐宋詩詞的影響＞，《吉林大學社科學報 》
，一九九四年五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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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李星＜隋代的文學地位及楊素、薛道衡的詩作＞47
4. 林祖亮＜南北朝與隋代民歌＞48
5. 沈冬＜隋唐音樂與詞的關係試探＞49
6 . 劉尊明＜隋唐燕樂的繁榮與宮庭文化的關係＞50
7. 馬悅寧＜隋代文學觀摭談＞51
8. 康震＜隋代詩歌的文化淵源＞52
9 . 霍然＜論隋代詩歌及其在詩歌史上的地位＞53
10. 張采民＜論隋詩在詩歌發展史上的價值＞54
11. 馬悅寧＜論隋代詩歌的成就及其文學史的地位＞55
整合上述資料，我們對隋代樂府詩得到了下列了解：
（一）在文化上：經由北魏孝文帝極力漢化，南北兩方使節、圖書交流
頻繁，北方文人極力學習南方文人作詩的表達方式與藝術技巧，甚至於
相互酬唱的方式。到了北齊、隋朝年間，北方文人比起南方文人已不見
遜色。56
（二）在音樂上：隋文帝會集各民族的樂舞，透過音樂文化的融合來
促進各民族的融合，此時清樂雖包括漢魏舊曲，但其實到了隋代已多
為江南新聲，甚至於雜揉邊疆民族音樂與外國音樂而成，造就了隋代
樂府新曲的產生與句式的改變，57 甚至有類似填詞之作產生。58

47

李星著＜隋代的文學地位及楊素、薛道衡的詩作＞，
《漢中師院學報》，一九八九年九月。
林祖亮著＜南北朝與隋代民歌＞，《自由談》，三十卷七期，一九七九年七月。
49
沈冬著＜隋唐音樂與詞的關係試探＞，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四卷三期，一九九四年九月。
50
劉尊明著＜隋唐燕樂的繁榮與宮庭文化的關係＞，
《中國文化月刊》
，第二 0 三期，一九九七年
二月。
51
馬悅寧著＜隋代文學觀摭談＞，
《青海師專學報（社會科學）》， 第一期，二 00 二年。
52
康震著＜隋代詩歌的文化淵源＞，《求是學刊》
，第五期，一九九六年。
53
霍然著＜論隋代詩歌及其在詩歌史上的地位＞，《江漢論壇》
，一九九七年二月。
54
張采民著＜論隋詩在詩歌發展史上的價值＞，
《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四期，
二 000 年七月。
55
馬悅寧著＜論隋代詩歌的成就及其文學史的地位＞，
《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二 00 二年一月。
56
參見曹道衡著＜論隋代詩歌＞，《漢魏六朝文學論集》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
年九月初版）。頁三五七~三六 0。
57
參見楊生枝著＜隋唐－樂府完成期＞，
《樂府詩史》（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
，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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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文學上：隋代樂府詩的文學特色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1.體裁：七言歌行體至鮑照以後，在隋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從鮑
照的句句用韻到隔句用韻，且加入了南朝甚少使用虛字。偶句的對
仗既使聲調流暢連貫，又有規律的節奏感。59
2.曲調：主要仍以舊題樂府的創作為主，清商曲辭的數量大幅減少。
60

3.風格：不論是樂府古題或自創新聲，有相當比例描寫時事，融合
北朝詩之清壯與西晉詩的雅正，61 不但有北方放曠俊爽之氣，也有
南方的細膩婉轉之致。62
4.句式：舊題樂府的擬作有以四句朝向八句發展的傾向，篇幅趨向
長篇；新聲樂府喜以七言的形式創作，且篇幅短小。63
5.修辭技巧：受到南朝詩歌駢賦化的影響，對偶與用典較之北朝更
為鋪張揚厲。64
6.格律化：在聲韻上，隋代樂府詩有同部相押、鄰韻相押的詩作，
且有多首合律的詩作出現，五言部份如盧思道＜蜀國弦＞、＜採蓮
曲＞，明餘慶＜從軍行＞等，七言則如隋煬帝＜江都宮樂歌＞。類
五絕的詩作也在發展當中，如辛德源＜浮遊花＞、王冑＜棗下何纂
纂＞。65

四二六~四三四。
58
參見蕭滌非著＜北朝樂府－附隋＞，《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
四年三月初版）
，頁三一五~ 三一六。另吳梅在《詞話叢編序》中曾提出：「倚聲之學源于隋之燕
樂」的主張。
59
參見葛曉音著＜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發展＞《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五月初版）
，頁三八九~ 三九 0。
60
參見徐國能著《隋詩研究》，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八年六月，頁二
二六。
61
參見葛曉音著＜隋詩的過渡狀態＞，《八代詩史》
，頁三一八~三一九。
62
參見杜曉勤著＜地域文化之整合及盛唐之音的形成＞，《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
，頁三十八~
四十。
63
參見註 5。
64
參見註 5。
65
參見王步高著＜略論隋代詩體格律化的進程＞，
《遼寧大學學報》，一九九四年四月。頁一百－
一 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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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對唐代的影響：隋代許多樂府詩句被唐詩化用，創造新的藝術境
界。如岑參名句：
「風掣紅旗凍不翻。」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即化用隋˙虞世基：「霜旗凍不翻」（＜出塞˙二＞）。66
從上述的整理可了解，經由學者的努力，我們對隋代樂府詩有了一個大
概的輪廓。但對於它是如何承繼漢魏六朝的樂府傳統而發展到上述的局面，
甚至影響到唐代樂府詩，我們仍無法清楚的爬梳脈絡。但這並不代表沒有學
者注意在這方面努力，最近大陸學者在這方面頗有建樹，如葛曉音所著＜初
盛唐絕句的發展＞、＜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發展＞67提到隋代詩歌在絕句和七
言歌行發展的貢獻，杜曉勤對隋代地域文化的交匯與詩風之變68及永明聲律
後的隋代聲律變化69都作了詳盡的闡釋。王昆吾對隋代新興的燕樂及其到唐
代的發展作了鉅細靡遺的研究。70國內學者除徐國能對隋代樂府詩在曲調、
修辭、內容上的研究外，劉德玲、林育翠也均在其論文中分章或分節討論隋
代樂府詩。71但在上述的研究中，隋代樂府詩並非主體，而且這些研究多是
片段的、零碎的，我們很難從上述的研究中，對隋代樂府詩有一個全盤的了
解，因此筆者希望能藉由這些資料，進行專題之研究，對隋代樂府詩有一個
完整的認識，進而確定其文學地位。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文主要以《樂府詩集》72中收錄之漢魏六朝及隋代樂府詩歌為主，另

66

參見王步高著＜略論隋詩對唐宋詩詞的影響＞，
《吉林大學社科學報》
，一九九四年五月。頁六
十六－七十。
67
出自葛曉音著《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初版）
。
68
參見杜曉勤著《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北京：東方圖書公司，一九九七年初版）。
69
參見杜曉勤著《齊梁詩歌嚮盛唐詩歌的嬗變》
（臺北：商鼎文化，一九九六年八月初版）
。
70
參見王昆吾著《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初版）。
71
如劉德玲在其論文第二章第六節討論隋代擬樂府，參見註 30；林育翠在第七章中討論隋代樂府
詩，參見註 27。
72
本文參考的版本有二：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樂府詩集》
（簡體）
，一九九八年版；二是
8

以《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73十卷、《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隋詩》
74

四卷為輔，擇選的標準如下：
（一）由於隋代處於南北統合的狀態，作家多由南（梁、陳）入隋或由

北（北齊、北周）入隋，甚至於由隋入唐，要強將其明確而截然畫分實有相
當的困難，故以《樂府詩集》中列為隋代作家為準，計有作家三十位，75其
中可考證由北入隋者為楊廣、楊素（北周）、薛道衡、盧思道、李德林、辛
德源、李孝貞、蕭愨（北齊）；由南入隋者為柳莊、明餘慶、蕭岑、何妥、
柳顧言、諸葛潁（梁）
、王冑、岑德潤、虞世基（陳）；由隋入唐者為孔紹安、
陳子良等十九人，無可考證者十一人。76
（二）郊廟歌辭、燕射歌辭、用作凱樂的鼓吹曲辭及象帝王文成武德的
舞曲歌辭，其使用對象為宮庭祭祀宴射，曲調多從前代，只更易字詞，內容
大同小異，本文不列入討論；77另有一些在《樂府詩集》中未明朝代，或介
於隋之後、唐之前的作品，78內容多有脫漏，詞句俗豔，或出自於稗官野史79
本文也不予論列。相對的，對於《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
、
《全漢三國
晉南北朝詩˙全隋詩》可考為樂府的作品，80或《樂府詩集》誤入的作品，81
本文也予以改正、列入，如此共得樂府詩歌九十首。82由於隋代樂府詩研究
牽涉到其文學史地位及反映當時社會情形，故有關南北朝的文學思想、樂府
作品，隋代的社會文化背景都會納入討論。
里仁書局出版之《樂府詩集》
（繁體），一九九九年版。
73
逯欽立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臺北：木鐸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出版）。
74
（清）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台北：世界書局，一九七八年出版）
。
75
參見表二。
76
王通、弘執恭、王由禮、魯范、殷英童、陳叔達、陳良、李巨仁、蕭詮、僧法宣、丁六娘。
77
隋代樂府此類作品，根據《樂府詩集》
、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考訂，
共有郊廟歌辭三十八首、燕射歌辭十四首、鼓吹三首、舞曲二首。
78
如《樂府詩集》、《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隋詩˙卷四》所列＜陌上桑＞、＜王昭君＞、＜陽
春曲＞、＜項王歌＞、＜于闐採花＞、＜ 沐浴子＞、＜澤雉＞、＜ 舍利佛＞、＜摩多樓子＞、＜
雞鳴歌＞、＜黃門倡歌＞、＜歎疆場＞、＜塞姑＞、＜回紇曲 ＞。
79
如＜鳳艒歌＞（《廣五行志》）
、＜迷樓宮人歌＞（
《迷樓記》）被認為是隋煬帝所作。
80
如李孝貞＜巫山高＞、岑德潤＜雞鳴篇＞、李巨仁＜登名山行＞。
81
如隋煬帝的＜楊叛兒＞被認為是陳後主作、＜白馬篇＞被認為是齊˙孔稚珪所作，李孝貞的＜
空城雀＞被認為是＜雁鳴行＞。
82
參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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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文擬從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對現存近百首隋代樂府進行探究：
首先第二章是隋代文學與文化環境之關係考察，本章主要探討文學的外
緣環境，第一節討論的是隋代社會文化背景。本文擬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
探討隋代社會文化與文學創作間的關係，探索詩歌與社會現實生活的關係，
社會生活對文學的制約作用，希冀從中尋求隋代詩歌發展的內在規律。第二
節討論的是隋代文學環境，由於隋代在政治上統一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但
在此之前，南北朝文學早已有了交流的現象，隨著大一統的局面之開展，許
多文人紛紛由南朝83或北朝84入隋，南北朝文學碰撞與交融的現象更形明顯，
使隋代樂府詩呈現出多樣風格的過渡狀態。85加上隋文帝對南朝輕侈浮豔的
文風深惡痛絕，形成雅俗文學的對立現象。第三節所要討論的是隋代樂府詩
的音樂環境及其對樂府詩製作的影響。由於隋煬帝喜好聲色，曾多次扶助民
間遊藝活動的進行，加上大量西域音樂的傳入、融合，造成雅樂的式微與俗
樂的興盛。本文將引據史書及參考資料，分析此一時代的文化藝術與文學創
作的環境，並進一步從樂府的沿革、雅、俗音樂的消長視角來探討民間流行
音樂文化對隋代樂府詩的影響。第三章~第五章則是討論隋代文學的內在發
展。
第三章是隋代樂府詩的題材內容分析，以了解隋代詩人在邊塞軍旅、豔
情閨怨、宴遊寫景、豪客遊俠等題材間的承續與發展。經和六朝相同題名的
樂府比較之後，已明隋代樂府詩的內容特色。漢魏六朝擬作樂府的風氣延伸
到隋代，除了隋煬帝自度新曲外，絕大多數文人或是歌辭內容與曲名相吻
83

如岑德潤、虞世基、王冑等人，見表二。
如李德林、辛德源、薛道衡、李孝貞、明餘慶、蕭岑、何妥、柳莊等人，見表二。
85
根據筆者的整理，發現隋代樂府中邊塞、遊俠等題材擬作較多 ，這與隋代由北齊入隋的詩人頗
多有關。南朝輕豔風格詩作雖然也不少，但大體而言隋代擬作樂府風格傾向平易樸實。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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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但思想內容則有不同的發展與變化，86 此外套語的運用也頗為盛行，87 這
些都是討論的重點。
第四章討論隋代樂府詩的音樂類型與語言特色，主要分為三節：第一節
討論隋代樂府詩的音樂類型，第二節討論隋代樂府詩的詞語運用，第三節討
論隋代樂府詩的句式結構。
第五章對隋代樂府詩的擬作藝術作分析，本章強調的是隋代處於一個文
化交融與文學過渡的地位，因此它一定有承繼、有創新。由於隋代樂府詩中
擬作樂府佔大多數，所以筆者以擬作樂府為主角，探討隋代樂府詩人在擬作
時，如何運用意象、章法結構來呈現美學的境界？本章將討論擬作方式的沿
革、篇章結構的布局及意象的經營與改造。
本文將以文學史為經；文化史為緯，兼採文學社會學與史傳批評的方法
來分析隋代樂府詩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及其對後代文學的影響，其內容包括
文化意涵、內容演變、形式特色與擬作藝術。在文化意涵上，主要討論三點：
1.文學過渡的中介角色 2.音樂與文學的結合 3.漢魏六朝樂府的承繼與創新；
在形式特色上，主要討論 1.格律漸趨固定，奠定律、絕近體詩的發展基礎。
2.以新體詩寫作樂府與歌行體的興盛。在內容演變上，邊塞軍旅題材與豔情
閨怨題材的盛行，開啟初唐輕靡的詩風及盛唐邊塞詩的發展契機，而宴遊寫
景題材的開拓，更是隋代樂府詩的特色所在。在擬作藝術上，擬作方式的發
展至隋大致底定。字、詞、章法的化用，可看出向南朝學習藝術技巧的結果，
第三部份提到繼隋之後，唐代樂府在音樂、命題、內容、體式、化用詞句上
的發展，這些都和隋代樂府息息相關。第四部份則對隋代樂府詩在文學史上
的定位與評價作一番論析。
86

如＜相逢行＞古辭強調兄弟功名赫赫 ；妯娌勤謹勞苦。李德林之擬作則言兄弟情義及女子貞
德。或是歌辭內容與曲名不相吻合，但思想和內容保有一定程度的連繫，如＜棗下何纂纂＞本辭
言榮謝各有時，王冑之擬作除言植物榮枯外，尚寫此情景下的宮中事物與樂曲。或是歌辭內容與
曲名不相吻合，思想和內容也沒有關聯，如＜楊叛兒曲＞本童謠，隋煬帝之擬作用以寫春日結伴
遊於京華之樂。
87
如何妥＜門有車馬客行＞、楊廣的＜白馬篇＞、辛德源的＜東飛伯勞歌＞或首或尾襲用前人擬
作，來歌詠相同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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