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河東道之政治、軍事、經濟在唐王朝佔有重要之地位。作為三晉文化的主要傳承地域，其

深厚而獨特的文化因子與唐代文學發生了深度碰撞融合，對唐代文學產生了深遠之影響。三晉

文化對於唐代文學的影響大致通過三條途徑實現：文學家、文學作品、文學活動。河東道本土

文學家群體形成了家族化與文學政事兼能的地域文學傳統；外來文學家則受到地域風習之薰染，

使得河東道創作成為其文學生涯中的重要階段，李商隱、李賀、崔顥等皆是；太原作為唐王朝

的發跡之地，軍事重鎮，名列北都，由此衍生出以唐太宗、唐玄宗為核心的帝王文學，以河東

節度使幕府為創作空間的軍國應制文學；三晉軍事文化的濃厚氛圍，一方面促成了關隘詩歌的

密集呈現，一方面影響了創作主體的審美趣味，王之渙、王翰等河東道詩人促成了盛唐前期邊

塞詩創作的第一次高潮；并州游俠的縱橫馳騁之風，在被唐代開國元勳帶入長安的同時，還直

接導致了中晚唐豪俠傳奇的繁榮，產生了《虬髯客傳》、《紅線傳》、《無雙傳》等傑作；介子推

以降隱逸與節烈兼容的隱逸文化傳統，使得河東道誕生了王績與司空圖兩位標高一代的隱逸詩

人；河東道農業與手工業的繁榮為唐代文學增添了題材方面的內容，太原馬、河東鹽、葡萄、

并刀等進入了文學家視野，使唐代文學意象中展現出新異的元素；帶有地域獨特性的民間信仰，

如后土、妒神崇拜，成為文學創作的內容，產生了《后土夫人傳》和《妒神頌》這樣獨具特色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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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地域文化與文學發展，我一直在關注。劉師培的《南北文學不同論》

自不用說早就一邊讀一邊思考。近年相關的一些著作，李浩兄的《唐代三大

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戴偉華兄的《地域文化與唐代

詩歌》，都讓我讀後受益匪淺。還有一些個案的研究，如景遐東君的《江南文

化與唐代文學研究》，讓我感到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進展，同時又覺得還有不

小的發展空間。特別是個案研究。如果從一個一個的個案入手，細緻加以清

理，再綜合起來考察，一些問題會不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呢？這引起我的興

趣。但這個題目太大，太多。我自己在做別的題目，沒有精力做，於是讓我

的好幾個博士都從這方面選題。 
智宇暉君是山西人，博士選題時，我因此建議他寫《三晉文化與唐代文

學》。他寫三晉雖有其優越條件，但他原來並不做唐代，也不做詩文。他做此

題，原有的知識積纍和研究路數很多都用不上。他接受這個選題，開始做的

時候，說實在話，我多少有些擔心。但後來證明他是能夠充分勝任的。他對

材料的細緻清理，對一些問題的獨到分析，一步一步，做得很紮實，而且思

路很開闊，證明他雖幾乎白手起家，亦能開創一片天地。這得益於他的勤奮，

也要感謝他的碩士導師給他打下的紮實基礎。他的碩士導師、福建漳州師院

（現為閩南師範大學）王春庭教授，是我讀碩士時的大師兄。江西師範大學

讀碩士期間，重國學功力的導師胡守仁先生，在我們面前不止一次稱揚春庭

師兄的學術根底深厚。有春庭師兄前期培養打下的基礎，我就輕鬆了許多。

當然，智宇暉君走的是一條艱難之路。除將唐代文學及地域文化研究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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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耕耘一遍之外，還數次回山西查閱資料，實地考察。智宇暉君老家山西，

而小家在海南，既是孝子，又是慈父，讀博期間需兩頭跑，什麼都得顧。我

交給他這個題目，說實話，我對三晉文化並沒有多少研究。每次談論文，只

能從大思路上說一些話，並不能對他有多少具體的幫助。一切靠他自己。他

性格平和開朗，好交友，善處事，很能為人設身處地設想，對導師特別尊敬，

從未聽他說寫論文有多難。但我知道，為寫論文，他克服了很多困難。數百

個日夜的辛勤耕作之後，厚厚的一本書放到了我的桌前。一方面，為論文的

完成，並且寫得那麼厚實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作為導師，總是很挑剔的。

於是這樣那樣地說了一堆。現在看來，做一個東西，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

和創造性，一個題目深入下去之後，往往會有很多和預期不一樣的東西。兩

年之後，智宇暉君這部專著將出版，我得以重新讀過一遍，自覺對這部著作

有了進一步的理解。 
他把握了三晉文化與唐代文學的核心問題。他把握三點：北都文化，軍

事文化以及隱逸文化。龍興之地為三晉所特有，軍事文化以及隱逸文化其他

地域亦有，但三晉自有其特點。這三點，智宇暉君都有很好的分析。比如他

指出，河東道既是龍興之地，帝王們屢屢巡幸，留下了獨具特色的詩文，有

一系列唱和活動，其中豐沛情結和述德頌功是兩大主題，而后土祭祀對文學

也有很大影響。唐代於太原設北都，開幕府，北都既為龍興故地，又為軍事

重鎮，因此成為黃河以北文學創作最為繁榮的城市，北都亦成為唐詩中獨特

的都市形象，而「富吳體」亦與北都有著密切的文化淵源，北都幕府軍國應

制文亦得以繁榮。三晉作為邊塞之地，其尚武精神與俠烈之風，對唐代邊塞

詩及豪俠小說有著多方面的影響。他指出，先秦河東隱士具有隱逸和節烈雙

重特徵，這種重節氣的傳統延續下來，為後代士人所繼承，從而在唐代河東

形成一個有別於時代主潮的隱逸氛圍，從而影響著文學。研究一個問題，最

忌泛泛而談，最忌談一些看似放到哪裏都對，卻沒有抓住特點、抓住要害的

話。地域文化與文學的研究尤其如此。只有把握一個地域文化的最主要的特

點，才能真正把握其真切面貌，把握其深層次的東西。這一點上，這部著作

是把握得很好的，有很多精當的分析。這體現出智宇暉君從大局上把握問題

的能力。三晉文化可能還有其他方面的問題，但這三點，應該是主要的。把

握了這三點，三晉文化的獨特之點，它的基本面貌就出來了。 
他系統清理和考察了相關的大量材料和問題。比如，他統計河東道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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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家的分佈情況，外來文學家在河東道的地域分佈。比如考察唐玄宗開元

十一年由東都至北都，北都返長安旅途中君臣間六次唱和活動，對學界相關

研究進行辨誤。比如考察唐玄宗兩至河東祭祀后土及相關文學創作情況，指

出圍繞祭祀產生的文化活動和祭祀文學作品，標誌著唐玄宗黜吏崇文傾向的

正式形成，並對開元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比如，考察上黨祥瑞頌以及開

元時期諛頌文學的第一個高潮，考察圍繞北都的文學創作，指出北都實為具

有相當規模的文人活動中心，考察北都幕府應制文創作的作家群，河東道軍

事文化景觀的文學抒寫。作為地域文化與文學研究，和其他的研究一樣，第

一步的工作應該是相關材料和問題的全面清理。這一點，這部著作是下了很

大功夫的。 
他對很多問題作了深入思考和分析，還有不少考證。他提出一些新的問

題。比如，他分析三晉文化的基本內涵有兼容並蓄、尚功重利、尚儉重質、

飽含憂患、文武兼資。這些特點，有些並非三晉文化所獨有，但有些確屬三

晉文化更特出，比如重實尚武。比如，他指出河東道本土文學家的特徵，在

家族化和政事與文學兼能。一些問題，他盡可能地對學界提出的觀點作出自

己的思考和回應，有爭議的問題，各家觀點中取某家之說，總是能夠作出自

己的分析。或在正文長篇論述。比如分析初唐河東兩大文學家族，指出王通

游離於宮廷之外，其思想在唐初政權中傳播的可能性較小，貞觀君臣的文學

觀與王通的狹隘性有較大差別，不必與王通強硬發生聯繫，而薛元超既提拔

文學後進，又推動文風改革，這兩個家族綿延幾代，基本保持各自的創作空

間，從內外兩個方向推動了唐代文學的進程。他分析「富吳體」，指出，「富

吳體」應該視作駢文領域內由李嶠、崔融時代向蘇頲、張說時代發展過程中

一個先導性的轉折點，視其為古文運動的先聲則顯得疏闊不實，它與北都文

化傳統有著更為內在的淵源。或加注以作辨析，廖廖數語，甚至隻言片語，

而體現作者的思考。比如，辨析李淵起義的歷史，辨計有功將「谷倚」之名

作「魏谷倚」之誤，辨王昌齡居太原時遊邊之可能性，辨田承嗣文中「山東」

應為「山西」之誤，辨王績的生年等。對學界觀點的回應和不同看法，都有

根有據，立足史實。一些問題，凡學界有所論，均盡可能列出，以示所據。

第一章「三晉文化概說」尤為特出。這顯出作者的嚴謹。 
當然，這部著作也留下了繼續深入研究的空間。研究河東本土文學家，

人們不滿足於只分析文學家的特徵，同樣，人們不滿足於只考察外來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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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三晉文化的關係，而更希望進而分析其作品表現的特色，作品中所留下的

三晉文化的印蹟。作者考察河東道邊塞文學的地域文化特色，注意與隴右、

河北比較，這一思路若能更為擴展，既從三晉文化的角度考察整個唐代文學，

又從整個唐代文學的視角考察三晉文化的其他問題，論文的視野可能會更開

闊一些，也就能更準確地把握三晉文化在整個唐代文學中的地位。如前所說，

三晉文化是一個個案。若能從個案出發，思考整個地域文化研究，提出一些

理論性規律性的問題，作出分析，當然就更完滿了。 
這些問題，不可能期待一部著作去完成。有研究經歷的都會知道，凡解

決一個問題，會發現有更多更大的問題需要解決而沒有解決。學術往往是遺

憾的。學術也是艱難的。認真解決一個問題，需要花費多少精力，非親歷者

是難以感知的。但學術又是愉悅之事，當一個問題經歷艱難得以解決，心情

之輕鬆愉悅，同樣是非親歷者無法體會的。智宇暉君不論工作能力還是生活

能力都很強，從這部專著，也看出他的學術潛力。相信他能在學術上取得更

大的成績。 

 
2015 年 6 月 27 日於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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