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王學奇論曲》淺說

《王學奇論曲》這部書，是作者從他 100 多篇論文中精選 44 篇構成的。《論曲》，顧名思義，

就是治曲的理論。作者在《治曲一得》中指出：想著書立說者，必須首先選定項目，作為奮鬥

的目標。其次是積纍材料，作寫書或論文的準備。兩次就是動筆開寫。這個工作步驟，不能顛

倒。選項目的根據，或根據社會需要，或根據須補空白，或兩者兼面了之。積纍材料要兼收並

容，愈多愈好，以便動筆篩選材料時，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提高作品成分的含金量。作者選

定《元曲釋詞》這個項目時，就因當時查找元曲詞義時，只有幾本小型專著，收詞不多，滿足

不了廣大讀者的需要。還有明代臧晉叔編輯的《元曲選》，一直為高等學府教授、劇本改編者以

及元曲研究工作者所依賴。但此書出版 400 年來，迄無全收全注本。魯魚亥豕，到處可見。方

言行（háng）話，皆就土音而筆之於書，難以理解。語言的障礙，影響了國內外學者的交流和研

究，這實在是學術界不應有的大缺憾。進行彌補，實為當務之急。面對撰《元曲釋詞》，

校注《元曲選》這兩樁大工程，不能退縮，作者在《治曲一得》中指出，必須要依靠我們的膽

識和魄力，在戰略上藐視它，同時在戰術上重視它，運用我們掌握的基本功，結合信心、決心、

細心和耐心，一往無前，百折不撓，逐一解決好所有的問題。所謂基本功，即指本書中所列《因

聲求義，是探索元曲詞義的方向》、《解釋元曲詞語要注意三個方面的聯繫》、《論如何探索元曲

的詞義》等文。運用戰略戰術做武器，卒以二十年的工夫和十五年的工夫，先後取得了《釋詞》

和《元曲選校注》的勝利，贏得國內外學術界的喝彩。寫出一部高質量的作品，通過實踐，基

本功的方方面面，也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例如作者在修辭學上提出「以反語見義」，在校注

方面提出「校注結合」、「雅俗共賞」等新觀點，皆有益於提高和普及。還有，作者提出「兩條

腿走路」的寫作策略，其優點，詳《治曲一得》，此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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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還普遍認為：作者不僅業績突出，還有良好的社會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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