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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放」是中國古代文論、美學的重要範疇，具有深厚久遠的社會歷史基礎和文化意蘊，富
有不斷創新的內在思想精神，是中國古代最具有主體性精神的文論、美學範疇。有關「豪放」
的研究一般局限在詞學的狹隘領域之內，而本書則是全面、系統、繼承性研究「豪放」的首部
學術專著，不但突破了詞學的狹隘範圍，而且貫穿了文化思想、文學（含所有文體）、藝術的廣
泛領域，並凸顯了「豪放」的思想精神品性。
本書係在作者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訂而成，並增寫了有關「豪放」審美意蘊的一章。
全書涉及的理論問題眾多，主要有：（1）「豪放」範疇的義界、生成和內涵的研究；（2）「豪放」
在文藝中的表現及其美學風格特點的探討和闡釋；（3）「豪放」與「中和」、「崇高」、「壯美」
和「浪漫」等範疇的同異之辨正；
（4）
「豪放」從先秦到當代的形成與嬗變的宏闊的歷史考察；
（5）
「豪放」的根本思想精神、哲學辯證法精神與詩學精神的研究和闡釋；
（6）「豪放」的審美意蘊
的分析和闡釋；
（7）「豪放」相關的重要理論問題辨正，主要涉及「豪放」和「婉約」、「豪放」
與「本色」及「豪放」對於詩詞曲體制演變的作用等六大理論問題的研究；（8）「豪放」在思
想精神層次和壯美風格層次對於中國未來民族審美意識和文藝發展的重要意義的闡釋；等等。
本書所論「豪放」範疇及其所具有的思想精神，乃作者所提出、建構、闡釋的意在突破、
超越中國傳統文藝舊審美理想「意境」的「神味」說新審美理想理論體系的核心思想精神，為
「神味」說理論體系建構的「三論」（《論豪放》、《論意境》、《論「神味」》）的重要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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