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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笔”作家视域下的唐文演进论
胡晓明主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 34 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 100-113 页

曲景毅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637332）

一、绪论
“文章”一词，宽泛一点理解可以代指所有古代文字，但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文章限定在与诗对应
的文章（prose）范畴。古代文章的分类有许多种，区分古文（散文）与时文（骈文），纯文学观念下
的文章与杂文学观念下的文章，在具体讨论唐代文章的演进时十分重要。
1、从文、笔之分到骈、散之争。魏晋以降，骈体文逐渐成为新兴文体并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
文学重抒情与文采的特质被认识，反映到文学观念上来说，就是“文、笔之分”。刘勰《文心雕龙·总
术》云：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萧绎《金楼子·立言》云：
“古之学
者有二，今之学者有四。”盖汉代有“文学”与“文章”之分，即所谓的“古之学者有二”，后由“文
学”中分出“儒”与“学”、由“文章”中分出“文”与“笔”，即所谓“今之学者有四”。“文”、“笔”
是“文章”的再区分。
《金楼子·立言》又云：“至如不便为诗如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
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惠巧，笔端而
1

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萧绎将有无抒情与辞采当作文笔
2

之分的标准，一般的应用文为笔，有辞采、重抒情、富于声韵之美者则为文 ，并表现出明显的“重文
轻笔”倾向。由文笔之分引逗出所谓骈散之争，最初“文”多数为骈文作成，
“笔”多为散文写就，前
述萧绎的“重文轻笔”思想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其结果是造成整个社会的尚骈轻散，从而使得笔类文
章也纷纷采用骈体形式，骈体文由此大行其道，至南北朝发展至极致，尤其是以任昉、沈约、徐陵、
3

庾信为代表的南朝应用文，几乎全用骈体撰写，讲究对偶、辞采、声律、用典 。西魏尚书苏绰曾感叹

1

《金楼子》
，卷四，知不足斋丛书本。
按：清人宋翔凤认为“无韵者为笔，发明学业，敷陈政事”
，“有韵者为文，道达情性，隐约讽谕”
（
《阮矦亭诗序》
，
《朴学斋文录》卷二，清浮溪精舍丛书本），这种观点似更为准确，强调了“笔”的明确实用性与“文”的抒情隐谕性。
又，《文心雕龙》对“文笔”有分类。文类：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笔类：史传、
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文笔杂类：杂文、谐隐。但其实文类中的颂赞、祝盟、铭箴、诔
碑、哀吊等文体具有很强的应用性。
3
似乎北朝前期的应用文保持了较为纯朴实用的风格，
《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称“竞奏符檄，则粲然可观”
（卷四一，第
2

1

“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 。这种文章的全面骈俪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负
面作用，体式形制的限制与僵化束缚了文学自身的发展，其结果是自盛唐以后不断有散体文复兴的呼
声、运动以对抗主流骈体文风。
2、纯文学、杂文学视野下的文学文章与应用文章。区分“文笔”是六朝自觉与纯文学观念下的
产物，由于骈体文渐成主流，使得“文”类骈体为文学正宗，
“笔”类散体势力渐小，甚至不被认为是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是，这种区分文笔的发展趋势到唐代中断了，唐人恢复为一种杂文学观念。
自陈子昂以降把一切文体，无论“文”
“笔”均统称为“文章”
，这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复归，将文
2

学回归到与经、史不分的阶段，把一切非文学的文章都包括到文的范围中来 。唐人心目中的文章范围
比我们现代人要宽泛得多，诏诰制敕、章表疏奏、碑志颂赞等文体唐人均视作文章范畴，这可从现存
唐人文集和《文苑英华》中所收文体类别一目了然。以《文苑英华》为例，它是宋初太平兴国年间修
成的一部大型的文学总集，选录唐代作家作品最多，约占十分之九，分类编纂，共分三十八体，除诗、
赋外，绝大部分均是应用性文体，如中书制诰、翰林制诏、策问、策、判、表、牋、状、檄、露布、
弹文、移文、启 、书、疏、序、论、议、颂、赞、铭、箴、传、记、谥哀册文、谥议、诔、碑、志、
墓表、行状、祭文等，固然编纂此书的“主要的意图在于为读书人和官僚提供考试作文和办公应酬的
3

方便，使应用者有所依傍，得以模仿拼凑” ，但在客观上说明唐人是将应用性文体纳入到文学作品的
范畴中，而且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曾用“文”
“笔”来区分纯文
学与杂文学的概念：
“
‘文’指诗赋，兼及箴铭、碑诔、哀吊诸体属于纯文学一类的作品；
‘笔’指章奏、
4

论议、史传诸体，属于杂文学一类的作品。” 笔者认为郭氏依据《文心雕龙》的这种分类划分稍嫌简
单，被划入纯文学的箴铭、碑诔、哀吊诸体及应制类的诗赋其应用性质亦非常明显。因而，我们研究
唐代文章的发展演变应对应用文字予以充分重视，才能更接近唐人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
5

有学者认为，
“称文书笺启之作曰应用文，此语始于唐。” 确实，唐代将应用文的写作能力作为衡
量文人文学水平的标准之一。但事实上，据笔者考察，
“应用文”一词要到宋代才出现，欧阳修、苏轼、
司马光等将其撰写的行政公文称为应用文，如苏轼在《答刘巨济书》中谦虚地说：
“向在科场时，不得

3 册，北京：中华书局，1971，第 743 页）
，从北魏以后受南朝影响渐深。
1
《周书·柳庆传》载，卷二二，第 2 册，第 370 页。
2
参见罗宗强、郝世峰：
《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关于文笔之分与“文章”观念的复归的论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第 356-357 页。清人侯康《文笔考》更认为：“至唐，则多以诗、笔对举。”
3
《文苑英华·出版社说明》
，北京：中华书局，1966。
4
《中国文学批评史·从文体的辨析到文笔的区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 72 页。又，刘大杰《中国文学发
展史》认为“从性质而言，则文者为纯文学，笔者为杂文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9 月第 2 版，第 319
页）
5
许同莘著，王毓、孔德兴校点：
《公牍学史》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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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作应用文。不幸为人写，以此得虚名满天下。” 这以后应用文作为一种文章术语进入到文章学范畴
2

中 。应用文包括行政公文和碑志册颂等应用性文字，其中主体是行政公文。“公文”一词出现于东汉
3

末，司徒掾刘陶给汉灵帝上疏时云：“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 当时张角黄巾军已危及汉朝统治，地
方官员有所忌讳，只以口头相告，而不愿以公文的形式通报情况。公文不仅是用文字处理国家事务的
工具，也是国家使用文字处理公务的产物。无论是下情的上达，还是上情的下传，公文都是重要的手
段和方式。公文不同于纯粹的抒情文学，它是一种典型的庙堂文学，广泛地应用于行政领域，具有极
强的现实功用性，它能够反映重大历史进程和社会矛盾，与社会生活、王朝政治息息相关，有着重要
的思想价值和文献价值。公文具有政治权威性，
“皇帝御宇，其言也神”
，“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
赦命，策封王侯”（《文心雕龙·诏策》），它是政权和法律的体现，反映强力意志，用以达到控制整
个社会的进程。公文撰写具有专任性，古有“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两汉诏诰，职在尚书”，
“魏晋诏策，职在中书”，公文乃“有司之实务”，非一般文人所能制作。撰写公文者，必受正统儒
家思想的熏陶与教育，所以体现在创作中忠君思想，仁孝观念浓重。虽然公文不可能如其他文章那样
恣意流露个人情感（它有许多形式与内容限定，要中规中矩，谨慎用语）
，但公文也并非今天许多人误
解的那样毫无情感，刘勰《文心雕龙·章表》云：“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章、奏、表都
在文体上具备抒情功能与审美教育的基因。实用性与艺术性本是对应关系，往往实用效果好，艺术价
值高，正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从六朝至今，“大手笔”这一称呼由来已久，最初是指有学识、有文采、为皇帝赏识的文章家代
表国家或皇帝本人草拟的“哀册谥议”、
“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诏诰”类的朝廷公文，鲜明表现出
为王者代言的特征。由于撰写这类公文的文章家多数是以文章著称，即他们不但擅长公文写作，也长
于创作墓志、碑文、行状、赋等较有文学色彩的文章，所以“大手笔”逐渐地扩展指称善属文的文章
家，并进而由专写文章延伸到各种文学样式兼擅且成就卓荦的文学大家。在唐代，
“大手笔”含义仍然
不出“荷明天子旨”的范围，被史书或时人称作“大手笔”作家的有陈叔达、颜师古、岑文本、崔行
功、李怀俨、苏瓌、李峤、崔融、张说、苏颋、常衮、李吉甫、李德裕、令狐楚、韩愈、皇甫湜（以
4

上三人为特例）等 16 人 ，不同时期皆有以“大手笔”而著称者，陈、颜、岑与高祖、太宗，崔、李
1

《苏文忠公全集·东坡续集》
，卷十一，明成化本。
宋人张侃云：
“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前辈直曰，世间一种苛礼，过为谨细。
”
（《张氏拙轩集》卷五《跋陈后山再任
校官谢启》
，
《四库全书》
（文渊阁）本）元代有人云：
“今来既纯用经术取士，其应用文词，如诏诰、章表、箴铭、赋颂、
赦敕、檄书、露布、戒谕之类，在先朝亦尝留意。
”
（《宋史全文》卷十三下，
《四库全书》
（文渊阁）本）清人刘熙载
《艺概》卷一云：
“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 44
页）
3
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刘陶传》
，卷五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 7 册，第 1849 页。
《资治通鉴》卷五八亦载。
4
关于唐代“大手笔”作家的相关情况，笔者有《唐代“大手笔”作家考论》
（台湾《辅仁国文学报》
，第 32 期（2011
年 4 月）
，页 75-103）
。关于这些作家的文学论述与文本分析及“大手笔”作家之综合讨论，笔者已发表：
《
“大手笔”
2

与武后，燕许与玄宗，常衮与代宗，吉甫与宪宗，德裕与武宗，脉络清晰可见。本文即以这些作家为
视角和线索考察唐代文章发展的演变过程。

二、从“大手笔”作家看唐代骈体文的演进
骈文萌芽于两汉，兴起于魏晋，至六朝广为流行。但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至唐代以后才有，柳
宗元《乞巧文》里有“骈四俪六，锦心绣口”之语，后人简称骈文。清人李兆洛《骈体文钞序》曰：
“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如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其为学者，
1

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
” 骈文与古文体式殊异，《文心雕龙·章句》云：“笔句无常，而字有常数，四
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一般以四字、六字句为主体，间
或也用三字句或五字句，但只是为了调和一下音节。骈文到中晚唐特别是宋代，一般又称为“四六
文”。谢无量《骈文指南》：“综考有唐一代骈文：初唐犹袭陈隋余响。燕许微有气骨。陆宣公善论事，
质直而不尚藻饰。温李诸人，所谓三十六体者，稍为秀发。唐骈文之变迁，其荦荦大者，如是而已。”
再扩展而言，从六朝时的徐庾，到初唐的四杰、盛唐的“燕许”、中唐的陆贽、晚唐的温李，发展至
宋四六，最后到清八股，骈体文的发展脉络线索大体可循。
骈文从六朝开始一直是文坛的主流文体，及至唐代最通行之文体仍是骈文而不是后代为人津津乐
道的古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从隋到唐初，复古主张一直绵延不断，复古思潮与当时流行
的六朝骈体文风之间的对抗或隐或显。隋文帝立国之初，
“每仿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
2

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 。他为了革正文体，于开皇四年下诏，要求“公私文翰，
并宜实录”
，泗州刺史司马幼因文词华艳被治罪，但仅用行政命令来寻求改革成功收效甚微。唐初，太
宗李世民、魏徵君臣也曾做过一定的努力，同样没有彻底改变华靡文风，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初盛唐
之交。然而，诚如清代钱振伦《唐文节钞序》所云唐代骈文“体虽沿乎旧制，才已引其新机，大抵丘
壑易寻，而持论较正；枝条稍简，而□骨独遒”
，各个时期的骈体文作家均为这种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其中当然有作为王朝代言的“大手笔”作家的作用。
我们尝试通过唐代“大手笔”作家的应用文写作管窥唐代骈体文发展的脉络，从总体而言，由骈

作家与唐代儒学的三次复振》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 31 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 171-187 页）
、
《论李德裕的公文写作》
（
《国学研究》
，第 27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 47-74 页）
、
《
“文章四友”新论：
以李峤、崔融之应用文书写为探讨中心》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师大学报：语言与文学类》
，第 57 卷第 2 期，2012，
第 29-58 页）
、
《试论中唐常衮制书之文章价值》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第五十六期，2013，第 165186 页）
；呈送审核者：
《唐代“大手笔”作家的研究路径与学术空间》
（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
《论“燕许大手笔”张
说苏颋之应用文写作》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大语言文化学报》
）
。
1
《中国历代文论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 3 册，第 405 页。
2
唐·魏徵等：
《隋书》
，卷七六《文学传论》
，北京：中华书局，1973，第 6 册，第 1730 页。

1

俪绮靡到崇雅黜浮再到功利实用，文风凡三变 。具体来说，整个初唐近百年仍是陈隋遗响的因袭。大
难夷始，沿江左余风，在理论上极力反对骈体和浮艳文风，但在实际写作中依然是徐庾体式的文字，
欧阳修曾云：“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
2

习。” 唐代立国之初，高祖于武德六年（618）即发布《诫表疏不实诏》，严厉批评“表疏因循，尚多
虚诞”的弊端，唐太宗魏徵君臣虽然向往合南北两长的文质彬彬，事实上并没有达到这一点。当时有
才气有名望的文士多出于南方士族，开国“大手笔”陈叔达、颜师古、岑文本等东南儒士、江左名士
绮靡骈俪文风，
“絺句绘章”，至白居易时仍以“勉继颜、陈”
（《冯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诰制》）之语称赞
这种华丽词章，至武后时的李峤、崔融更是变本加厉，走向了极至。物极必反，初而渐盛的张说和苏
颋开始有所变化，前人称其“崇雅黜浮，气益雄浑”，浮华之文风得到一定的革新，虽然他们的文章
“骈俪犹存”，但毕竟“波澜渐畅”，体现出文风转换的消息、骈散结合的趋势，二人为文讲求气势，
实用性有所加强。至于他们的文章所体现出的盛世气象，不能单纯说他们粉饰太平而加以否定，因为
3

他们文章中反映的盛世太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唐之中叶，文章特盛” ，安史之乱
后，由盛世骤然走向衰败，文人特别是“大手笔”作家如常衮、李吉甫黜华从实，本着中兴的愿望，
大力提倡儒学，重视经世致用，充满务实精神。与此相适应，中唐以后长篇巨制大为减少，
“矫入省净
一途”，以应时世之需。中而渐晚的李德裕更是如此，他熟读“左氏春秋”，尊王攘夷，深全国体，使
王朝一度中兴，公文的现实功用性大大增强，在他笔下的奏议制诏，彻底改变了骈体华丽辞藻堆积的
倾向，体式上也逐渐走向散体化。文学反映时代，随着王朝的走向衰亡，宫廷文学也完全衰落，晚唐
宣宗以后，由于唐王朝再也无法有效的控制地方藩镇，朝廷中也没有再出现擅长撰写应用文的大家。
唐代前期与后期的应用文，一方面由骈俪趋向实用，逐步摆脱六朝的骈俪，走向经世致用，另一方面，
中唐以后的“大手笔”作家虽代王言，却借以运其己见（比如常衮、李德裕）
，与初盛唐之王言有所不
同，作家的个性、意识与情感体现在创作之中，这是我们需要留心观察的。

三、从“大手笔”作家的应用文写作看唐代骈散之争
古代文章可分为散文与骈文，这似乎是从形式上着眼，孔子云“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
彬彬，然后君子”
，端庄的外表礼仪和崇高的内心修养配合协调，才能达到表里一致，成为君子。文章
创作亦复如此，只有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内容与形式均达到极致，才算是好文章。文质兼美的骈文
和散文固然有很多，但在事实上，这是很难达到的境界。一般来说，散体更易于表达内容，人的想法、
1

按：晚唐后期没有再出现“大手笔”作家，此时骈体文再次复归唯美主义，从而开始新一轮的复变。
《居士集》
，卷四一《苏氏文集序》
，
《四部丛刊》影元本。
3
宋·司马光：
《温公续诗话》
，
《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 278 页。
2

感情易于通过散体的方式传达（这也是后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散体取代骈体的原因），而骈体更给人
以美感，声韵和谐、典雅庄重的骈体文总是给人以美的感受。
秦汉时期，应用文基本用散体写作，汉赋出现以后，排比对偶的修辞手法得到广泛应用，一直发
展到齐梁，骈文成为文坛主导，应用文亦用骈体，明代徐师曾云：
“六朝而下，文尚偶俪，而诏亦用之，
1

然非独用于诏也。后代渐复古文，而专以四六施诸诏、诰、制、勅、表、笺、简、启等类。” 以往传
统的观点轻骈文而重散文，给人的印象是骈俪的就是不好的，其实在中国古代曾出现许多形式很好而
又有内容的骈体文，用骈体结撰的文体代不乏佳作。六朝优秀的骈文作品中有许多是应用文，诸如制
诏、颂赞、碑铭、册文一般均以骈句、丽藻、用典、声韵为特征。骈文讲究对仗、声韵、典事、辞藻
2

的修辞艺术，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指出中国文章有一种装饰性特征 ，特别是四六骈文将这种装饰性发
展至极致（民国初年的所谓“文学革命”其发生的主要契机就是对中国文章里过度装饰的反省）
。
骈文最初是一种功利性实用性很强的文体，文人与达官贵人的交往，需要一种高雅而得体的文学
样式，帝王制诏本身就需要一定程度的空泛，而空泛从这层意义上讲就意味着实用。宋代洪迈《容斋
三笔》云：“四六骈丽，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进行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
3

用，则属辞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昂，讽味不厌，乃为得体。” 朱自清《经典常谈》也说：
4

“骈体声调铿锵，便于宣读，又可铺张词藻，不着边便于醉酢，作应用文是很相宜的。” 今天的我们
自然认为骈文难读，难于理解意思，但在当时来说骈文比古文更加实用，便于宣读，比起不易断句的
古文要实用得多。与古文相比，骈文易于写作，因为骈文多用典故，具备基本的行文范式，
“但记数十
篇通套文字，便可取用不穷”
（程杲《四六丛话·序》），应用时只需将这已有“通套文字”进行重新的
排列组合就可以了。“大凡庙廷之上，敷陈圣德，典丽博大，有厚德载物之致，则此（骈）体为宜。”

5

则天时的“大手笔”作家崔融《进洛图颂表》即提出“言大道者，莫先于典诰，序以之生焉，美盛德
6

者，莫近于诗什，颂以成焉。其辞婉而微，其事简而要” 的主张。我们今天感觉古文似乎好写一些，
骈文难写，而对于古人恰好相反。
唐代应用文从总体上来说多以骈文写成，但逐渐地表现出亦骈亦散的倾向。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值得思考。制诏奏议、碑志颂赞一方面在文体形式要求骈俪工整、对仗用典、声韵，而另一方面它的
实用性又很强，所谓文以明道，要想兼顾二者，就必然要在合其两长的同时，舍弃绝对的散或骈，所
1

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
《文体明辨序说》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 112 页。
[日本] 吉川幸次郎，吴鸿春译：
《中国文章论》
，载王水照、吴鸿春编选：
《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
，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4，第 274－295 页。
3
宋·洪迈：
《容斋随笔》之《容斋三笔》
，卷第八，清修明崇祯马元调刻本。
4
朱自清：
《经典常谈》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 106 页。
5
宋·吴育《骈体文钞·序》
，
《四部备要·集部》
，上海中华书局据康刻谭校本校刊。
6
清·董诰等编：
《全唐文》
，卷二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 3 册，第 2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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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用文的发展趋势是亦骈亦散，骈散结合。
“大手笔”作家均是文章圣手，所写的应用文则是应用文
中的极品，自然在辞采方面是个中高手，具备在形式上追求唯美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大多身
居高位，代王者立言，所以往往能够站在王朝前途与命运的高度撰写文章，文章内容与时代需求紧密
相连，尤为强调文章的政治功用性，这是文学社会教化功能的本质所在。
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从总体趋势来看是自身不断否定的相对独立过程，是文与质、
骈与散的否定与统一。由简到繁，由骈趋散，由质而无文，到文质彬彬，再到以质朴为主。这一点从
整个古代应用文写作的发展和唐代应用文写作的发展都可以得到证明。西汉以前的应用文质朴无华，
汉武帝时开始讲究铺采摛文，追求辞采，魏晋六朝骈文盛行，形式主义发展到极至，隋唐五代骈文逐
渐散体化，讲求内容与形容并重，到宋代达到应用文写作的最高水平。明清应用文则逐渐复归质朴，
注重实用性。而唐代应用文亦复如此。初唐百年，骈俪化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总体上文而无质，盛
唐“燕许”典重的同时语言开始注意骈散结合，文与质两相结合，中唐以后经世致用渐成，对王朝的
颂赞转为对时弊的反映，渴望改革，以图中兴。我们看到，文学的变化带有规律性，它是内外因素共
同作用下而发生变化的，循自我规律演进的同时，其他外部条件在一定限度与范围内对文学发展亦产
生影响。以唐代为例，政治的兴衰完整映现在“大手笔”作家的创作当中。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初唐
绮靡浮华文风只是就其整体而言，具体到每位作家并非篇篇皆如是，岑文本、李峤、崔融等均有切实
的谏议奏疏；我们说唐代应用文的创作从总体上由骈俪走向实用，但讲究辞采是“大手笔”作家的普
遍风格也不容置疑。另外，由骈趋散只是相对而言，
“大手笔”作家由于其职责所司，制诏、册文等文
体仍然主要以骈文为之。
纵观中国文章发展史，文章发生根本的变化是在唐朝，但是并非可以简单地认为古文运动才是变
化，我们要注意骈文与古文的消长对文章变化的影响以及文章功能的转换使得文风亦发生转化。中唐
梁肃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谈及文章的功用时云：
“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成典礼，
1

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
” 经邦济世是中唐以后文章创作的重要内容，骈散
皆如是。古文运动的文以贯道，反对的只是六朝骈文及时下俗文的追求声色之美、没有实际内容，就
句法而言，与骈散无涉。以往的文学史过分地夸大了古文运动在文体革新上的作用，而忽视了骈体应
用文无论对于文以载道的内容还是骈散结合的形式上的改造作用。实际上，骈文家亦有强烈的补救时
弊意识，如张说、常衮、李德裕在自我救赎的过程中，分别从不同程度上为骈体文注入了新的活力，
古文与时文并非截然对立，其互动关系应得到充分重视。

1

《全唐文》
，卷五一八，第 6 册，第 5261 页。

四、
“唐文三变”的再认识与唐代应用文的分期
从八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唐文三变”说绵延千余年，发端于梁肃、定型于宋祁的“唐文
三变”说，为后世许多文论家所接受。宋祁之后，魏了翁《唐文为一王法论》
、姚铉《唐文粹·序》、
金代元好问《闲闲公墓表》
、元代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明代陆深《山西策问》、清代李渔《论唐
兵三变·唐文三变》
、蒋湘南《唐十二家文选序》，近代以降，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钱基博《中
国文学史》等人都有着自己的说法，变自何时、凡有几变，所论不一。
有唐一代，文章在不断地进行变革，古文家们掀起古文运动，而骈文家们也在自觉地对骈体本身
1

进行改革。我们在检讨这一过程中对所谓“唐文三变”论产生一些疑惑。唐文三变观 首倡于梁肃、
李华等古文先驱，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云：“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
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公张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
2

肩而出，故其道益炽。
” 韩愈之前就有三变，一变为陈子昂，二变为张说，三变为李华、萧颖士、贾
至、独孤及，特别突出陈子昂的作用，但实际上陈子昂的文章创作和文学观点并没有十分影响到时文
发展。宋初姚铉的《唐文粹·序》亦有关于“唐文三变”的轮廓：“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
昂崛起庸蜀，始振风雅，由是沈、宋嗣兴，李、杜杰出，六义四始，一变至道。洎张燕公以辅相之才，
专撰述之任，雄辞逸气，耸动群听，苏许公继以宏丽，丕变习俗，而后萧、李以二雅辞本述作，常、
3

杨以三变之体演丝纶，郁郁之文，于是乎在。” 姚铉认为唐文一变指陈子昂，沈宋李杜继之；二变为
燕许；三变为萧李和常杨，也认为韩愈之前就有三变，姚氏选录诗文时并不取四六，但却在三变时提
出常、杨为三变，萧、李和常、杨文风自是不同。这些文论家谈“唐文三变”实际上只讲到中唐，不
是唐文发展的整个脉络。而且，
“唐文三变”说多偏重于古文家的作用，
《新唐书》的编撰者欧阳修、
宋祁皆尚韩柳古文，所以谈文章流变时亦偏重古文作家。清人赵翼对于《新唐书》尽删骈体的作法颇
有异议：“欧、宋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
“夫一代有一代之文体，
六朝以来，诏疏尚骈丽，皆载入纪传，本国史旧法，今以其骈体而尽删之，遂使有唐一代馆阁台省之
4

文不见于世，究未免偏见也。
”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欧、宋二公又比较全面的反映了唐文创作
的实际，宋祁《新唐书·文艺传序》开宗明义揭櫫了“唐文三变”
：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
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
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

1

按：唐代的“文章”观念包括诗文。
《全唐文》
，卷五一八，第 6 册，第 5261 页。
3
明·叶盛：
《水东日记》
，卷一二引，清康熙刻本。
4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
《廿二史札记校证》
，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 379-3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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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翰、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
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
沈佺期、王维，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
1

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 宋祁的三变论
贯穿整个唐代，认为一变为王杨；二变为燕许；三变为韩愈、柳宗元一派。更为可贵的是他突出了燕
许之后诸如侍从酬奉中李峤等人、制册中常衮、李德裕等人的文章贡献。
明乎此，我们再来看一下唐代应用文的分期问题。学术界通常将唐代文学分为初、盛、中、晚四
个阶段，这对于唐诗的发展面貌而言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甚至对于唐代骈文来说，也经历了由初唐四
杰、盛唐燕许、中唐陆贽、晚唐李商隐等三十六体的发展过程。然则，唐代应用文的发展不尽然，它
自有一发展线索。针对“大手笔”作家而言，我们将唐代应用文分为三段五期。第一段：初唐江左余
风甚炽，从太宗到武后，从颜师古、岑文本到李峤、崔融，绮靡文风经历了百年徘徊。第二段（过渡
期）：“燕、许大手笔”，虽然他们的文风仍然“骈俪犹存”，然而“波澜渐畅”
，表现出一派盛世景象，
张说、苏颋是整个唐文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阶段。第三段：安史之乱后，文风陡转，务实精神
猛然抬头，常衮、李吉甫、李德裕越来越重视儒术在王朝重振当中的作用，文章表现出鲜明的经世致
用倾向。而初唐百年与中唐以后分别可再分为两个时期。颜师古与岑文本、李峤与崔融、张说与苏颋、
常衮、李吉甫与李德裕父子代表了各个阶段各个时期的文学潮流，庙堂文章的变化很能反映时代文风
的转换。当然，任何一个时代的文风转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明人王世懋《艺圃撷余》云：“唐律由
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时代声调，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
何则，逗者，变之渐也，非逗，故无由变。”王世懋是针对律诗而言，而其实对于其他文学样式也同
样适用。张说属于初而逗盛者，常衮属于盛而渐中，李德裕属于中而入晚者。另外，唐代“大手笔”
作家彼此之间亦有一些相似点和连贯性，如崔融的“用思精苦”
、典丽宏赡与张说的“用思精密”
、为
文俊丽颇有相似之处；李峤、苏颋、常衮、李德裕分别代表唐代各个时期擅长制书的代言人，他们的
制文同中有异；初唐的墓志、张说的碑志、常衮的墓志，亦一脉相承，各有特色。长期以来，现代的
文学史家将本文所探讨的这些应用文作家排除在文学史的叙述视野之外，所以，在唐代文章演变的考
察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真实的历史轨迹。

总之，唐代文章之演进是研究中国文章发展史的关键问题，个中涉及到骈散文之争、纯杂文学观
念的转移变迁及后世接受过程中的文名消解与史学遮蔽等诸多复杂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细致的加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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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一，第 18 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 5725-5726 页。

梳理和研究的。这里不揣浅陋，粗略地论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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