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越南自 939 年獲得獨立後，在政治上仍與中國保持密切的關係。為了鞏固與強化其政權，

在以中國儒學作為建國治民指導思想的同時，越南也採取中國科舉制度作為選拔人才的工具。

自李朝（1010 ～ 1225 年）仁宗皇帝 1075 年首次開科取士至陳朝（1225 ～ 1400 年）、胡（1400
～ 1407 年）、黎初（1428 ～ 1527 年）、莫朝（1527 ～ 1592）、黎中興（1533 ～ 1788 年）乃至

阮朝（1802 ～ 1945）凱定皇帝 1919 年的最後一次開科取士，越南的科舉制度為何選賦作為科

舉考試科目？試賦在科舉制度所佔的地位有什麼變化？越南的士子怎樣去學習、借鑒中國的各

體賦作，所受的影響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方式？凡此種種，是作者在本文中力圖解決的問題。

本文以中國賦與越南科舉試賦為研究對象，通過對中國賦與越南科舉試賦的比較，在文化

的影響與接受、文學觀念、科舉制度、賦的體格以及律賦的結構、聲律、用典等方面做深入的

比較分析。通過縱（史的角度）橫（賦體文學）兩方面的結合，著重分析中國文化、賦體文學、

科舉制度等對越南古代試賦的演變及其影響，探詢唐、清代律賦對越南科舉試賦的影響，以求

揭示越南士人在接受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借鑒、學習中國文學的規律與創作形式；同時也介紹

越南漢文試賦的來源，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以及越南賦在內容和藝術方面的價值。從中可以看到，

科舉試賦在越南文壇上，特別是在越南歷朝科舉制度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產生很重大的影

響。

本書共有四章，第一章《總論越南科舉制度與漢文試賦發展及其演變》。分為兩個部份，第

一部份主要闡述越南科舉制度的文化背景，亦即越南文化接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問題。第二部份

簡介越南科舉制度發展過程，及其模仿中國科舉的詩賦取士，並間接說明試賦在越南科舉中的

地位及其作用。

第二章《中國賦對黎朝以前的漢文賦之影響》。分為四個部份，前一部份介紹越南早期的詩

文面貌。後三個部份，就儒學在越南當時地位的變化、科舉制度的開始、試賦的由來、試賦體

制規定的變化、越南科舉制度所借鑒中國科舉制度以及中國詩賦對李、陳、胡三朝的影響等方

面進行說明與論證。在這方面的研究中，筆者新發現了關於越南科舉制度以賦作為考試科目的

具體時間。

第三章《中國賦對黎朝漢文賦之影響》。分為三個部份，分別敘述與說明越南黎朝初期、

莫朝、黎朝中興及後期的儒學地位、科舉制度的改善、考賦科目的特點、場屋文體的嬗變、漢

文試賦篇目的存亡情況以及中國科舉制度、詩賦等對此三個時期的影響。其中對黎朝《皇黎八

韻賦集》的賦題、押韻及其受中國律賦的影響等方面作了較詳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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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唐、清律賦對阮朝漢文賦之影響》。分為三個部份，就越南阮朝科舉制度對考賦科

目的規定、清代科舉制度與清代律賦對阮朝試賦的影響等問題展開論述並加以說明。其中新發

現了清夏思沺所撰《少岩賦草》傳播到越南，並對當時越南士子研習律賦的影響。

總之，試賦在越南科舉制度中，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地位，但總離不開接受中國賦體

文學的影響。這一特殊的情況，無論是從中越兩國的文化交往、越南的科舉制度、越南文學自

身的研究以及中越兩國的比較文學研究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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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麟的這部《中國賦對越南科舉試賦之影響研究》一書就要由臺灣花木

蘭文化出版社付梓出版了，非常高興！這部書稿係玉麟的博士論文，因我是

玉麟的博士導師，指導了論文的全過程，並熟悉之後的相關情況，所以當玉

麟囑我作序時，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玉麟是 2010 年博士畢業的，當年或是次年我就收到了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的邀約，該社擬出版這部博士論文。我收到信函後即告知玉麟，並鼓勵他將

論文再修訂一過，盡早交由該社出版。我鼓勵玉麟盡早出版該書的原因有三，

一是瞭解到花木蘭文化出版社有一個宏大的出版計劃，就是精選大陸博士論

文，分門別類，系列展示大陸地區近年學術新銳的研究成果。從當時已出版

的著作看，選擇精嚴，質量較高。數年以後，將會是一個體系龐大，影響深

遠的學術文庫，能忝列其中，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其次，該出版社效率高，

年內即可完成編輯程序，而且從已出書中，看到該社出版的書籍在裝幀設計

和印刷水平方面也具相當高的水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這篇博士論文

的選題涉及域外漢學，尤其是中國賦與越南科舉試賦的關係，這個選題在當

時實為罕見，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個原創性極強，創新性研究突出的成果。

能早日面世，嘉惠學林，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無奈玉麟畢業後到河內大學

中文系任教，教務繁重，家庭事情也多，再加上他後來承擔系行政工作，所

以只能間斷性地對論文進行修訂。恍惚之間，六年已經過去，完成了修訂，

玉麟才又提起出版一事。蒙出版社不棄，玉成此事，也可謂「好事多磨」了！ 

越南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研究，是近年大陸學術界的一個熱點，概論

性質的中越文學關係史研究及詩文、小說等各體文學間的相關研究都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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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面世，在國家社科基金的立項層面，也有對中國古代詩文影響於越南漢

詩文研究的課題資助，說明中國古代文學與越南漢文學的關係研究越來越受

到重視。近日聽聞大陸一研究機構正就此申報國家重大攻關項目資助，並邀

玉麟參與，更說明這一領域處在學術前沿，有較大的研究空間。值此時刻，

玉麟的書稿能夠面世，也是對相關研究的襄助。 

我近年著力於中日漢文學的影響研究，對越南漢文學並不熟悉。但玉麟

作為一個越南人，對越南漢文學有天然的瞭解，在資料的佔有方面也有天然

優勢。他在河內大學經過四年的中文系本科教育，自 2003 年起，又來中國專

門學習中國語言與古代文學，從 2004 年跟我讀碩士學位，到 2010 年博士畢

業，前後在中國學習古代文學有近 7 年的時間，所以他有多方面的優異條件

和資質去研究中越漢文學的影響關係，為中越文化交流做出獨特貢獻。我所

能做的，就是在研究路向、方法、框架及有關中國古代科舉制度、賦作及漢

語寫作等方面予以指導，其它大量的具體工作均由玉麟獨自完成。在論文寫

作期間，玉麟多次到河內漢喃研究院查找資料，許多越南的科舉試賦只有抄

本，雖然都是漢字書寫，但由於書寫習慣不同，異體字及書法字體繁多，所

以在文字識讀方面我們花費了大量時間。也正由於此，該論文在文獻資料的

搜集使用方面具有極高的原創性和開拓性，也提高了論文的學術水準和價值。 

在我看來，該著作在研究方面具有如下價值和特色： 

一、在對越南科舉試賦的研究中，對越南科舉制度有較深入的涉獵。 

二、對越南科舉課目選擇律賦的原因及律賦在越南科舉中的地位進行了

深入的探討。 

三、以史為線索，研究了中國賦如何影響越南科舉試賦的體制及越南試

賦的特色。 

四、展示了越南古代舉子學習中國賦作的原生狀態。 

五、首次全面挖掘整理了越南試賦的原始文獻。 

六、係首部專門研究中國賦與越南試賦關係的著作。 

這六個方面當然不能完整體現這部著作的內容和價值，但我以為這是這

部著作重點解決了的問題，也是該著最有價值的方面。 

我和玉麟是亦師亦友的關係，從 2004 年他到中山大學跟我讀書，至今已

有 12 年的時間，其間有許多值得懷念的事情和難忘的時刻。他從一個青澀的

本科畢業生，成長為一個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這 12 年間，他相繼戀愛、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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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成家，從一個毛頭小夥成長為一個有三個孩子的父親。這 12 年間，他也

從一個可以喝 2 斤中國高度白酒的「酒仙」，先後退化為 1 斤、半斤，也許現

在只能喝三兩白酒的普通「酒徒」。學問在長，酒量在降，對於人到中年的他，

也許是好事吧！ 

在玉麟的著作即將面世的時候，拉雜許多廢話，更多的是想記錄我們師

生間的情誼。謝謝玉麟給我這個機會！ 

 

孫立 

2016 年 8 月 15 日於廣州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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