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讖是對未來的吉凶有所徵兆及應驗的隱語或預言，是古代的方士、儒生編造出來的具有預

言性質的文字和圖記。讖文學是文學樣式與讖的結合，是假借文學的語言物質外殼來宣揚讖的

思想精神內核，並通過這種語言載體進行傳播，從而達到某種先兆的預測或某種目的。本文擬

整體研究讖文學在隋唐五代的具體表徵以及隱含其中的深層次社會文化心理。首先，對讖文學

的概念、範圍進行界定，簡單梳理先唐讖文學的發展演變史，指出讖文學作為獨立的文學樣式

在隋唐五代文學研究中的地位和意義；其次，考察隋唐五代讖文學發生、發展的制度背景，探

尋這一時期讖文學滋生和傳播的沃土。再次，探討讖與文學結合的基本內涵和文化意蘊，指出

讖文學在體裁上的分類和文本類型。接下來進入到整個論著的核心所在，論述讖文學的文本實質，

分別從陰陽學、心理學、民俗學、語言學、美學等角度切入，仍然以文學文本研究為核心。最後，

論述讖文學的文學價值和藝術成就，從技術層面上總結讖文學的生成與傳播機制，並通過以

「杜詩讖」為個案研究來管窺讖文學在中國傳統思維的印記，兼及「讖文化」對現代社會心態的

影響。本文將憑藉扎實的文獻資料論證，通過細讀和搜集散見於各種典籍中的與隋唐五代史料

相關的讖文學作品，對隋唐五代讖文學進行全面、深入、細緻的研究，力求客觀科學地評價讖

文學的文學成就和文學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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