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中國古代文學歷史久遠，文化深厚。自從先秦至兩漢、魏晉時期，已經奠基了堅實的文學

基礎；時值隋唐兩宋時期，已發展到氣象萬千、登峰造極的繁榮發展地步。不過這種評價過去

都是針對中原漢文學範疇而言。只有到了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及其遼金元時期，中國少數

民族政權與文學藝術紛紛登場，並在原來較為單一文體形式如詩歌、散文、小說基礎之上，湧

現出一些較大規模的詞曲、諸宮調、雜劇、傳奇等；越明清時期，則出現長篇小說、連臺本戲

與各種世俗講唱文學樣式。從而顯示出中華各民族作家、詩人、劇作家、藝人相互交流、切磋、

促進與發展中國傳統文學藝術的動人局面。在「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氣勢恢宏、絢爛多彩的歷

史潮流之中，我們師生倆聯袂選擇了盛唐時期的大明宮演藝文化；遼金元時期的少數民族文學；

宋元明清時期的白兔記戲曲研究等三個富有代表性的學術專題。力所能及地進行以點帶面的系

統、科學的探索與研究。究其原因，因為唐代在我國歷史上，無論是政治、軍事、經濟、宗教，

還是文化、文學、藝術都是最為發達的黃金時期。而在此期間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大成者，

公認為盛唐的演藝文化與傳統文學、藝術。再則，中國少數民族建立政權時，最為集中體現，

延續時間最長，在國內外文藝界成就最高者，為遼、金、元時期的民族詩歌、諸宮調、院本、

散曲與雜劇；另外與其同時，所產生彙聚著胡漢戲劇文學藝術精華的是中國「四大南戲」之一

的傳奇《白兔記》，可謂是元明清歷史文化的「活化石」。此書本著高度的歷史責任感與使命感，

藉以全面發掘、整理與保護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與東方經典文學的理念，努力回復與綴連這

些歷史文明美麗的碎片，以求折射人類未來理想、燦爛的文化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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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陝西師範大學黎羌（李強）教授認識已久，若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中期通訊往來算起，已有三十餘年。那時他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學藝術界

聯合會工作，在一家學術雜誌任編輯，我曾在那裏發表過學術論文。 

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我再次見到黎羌教授時，他已調至山西

師範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並與中央民族大學學者合作編撰《中國少數民族

舞蹈史》《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史》《塔塔爾族風情錄》《民族戲劇學》等書，這

些著作出版後得到學界廣泛關注，有些還獲得了國內各種獎項。 

有一次見面時，他希望和我合作編寫《中國少數民族古代文學史》，但是

因為我的種種原因，沒有落實到實際行動中去。後來，聽說黎羌教授調到陝

西師範大學任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博士生導師，他立志要與自己的碩士

生、博士生們一起繼續完成此任務，實現此夙願。 

2009 年和 2013 年在我擔任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主任和

「985工程」文學中心主任期間，曾與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聯合在西安舉辦了

《東西方民族文學與比較文學學術研討會》《絲綢之路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兩個可謂「高大上」的國際學術會議。 

不久前，他與學生們合作的《民族戲劇學研究與田野考察》（全四冊）在

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後，黎羌先生又給我致函說已完成《中國古

代文化與戲曲文學研究》一書，仍在上述出版社出版發行，希望我實現昔日

的承諾。雖然我深知自己不能勝任此項工作，但是對學兄多年的請求又不能

駁回，只好以寫序形式表示熱烈祝賀。 

我通覽全書初稿，雖然與黎羌先生最初的設想和體例有所不同，但是依

然能形成一個自隋唐至明清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文學與藝術研究系列。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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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為史學文化藝術背景，以及少數民族政權下契丹、女真、蒙古族文學的

專題研究，本身就有它一定的社會意義和重要學術價值。 

人們清楚，當我們審視中國古典文學最為發達的唐王朝時，可發現其王

室成員混融著一些北方少數民族血統。據陳寅恪先生論證：唐太宗祖上為鮮

卑孤獨氏；王國維先生認為漢唐文學受東、西胡文化影響很大；魯迅先生亦

指出「唐室大有胡氣」；鄧喬彬先生則著文論述：「『夷狄』與『胡氣』確實與

唐代文學有關係，而這一切又實在是緣於西部。」談到在河西走廊黑水故城

出土的《劉知遠諸宮調》的主人公劉智遠，他是五代時期北方少數民族政權

後漢的開國皇帝，本為突厥沙陀人氏。在南戲或地方戲曲《白兔記》中也有

許多涉及北方少數民族宗教、風土人情的詩詞歌賦。 

大家知道，遼金元時期的民族文學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一直是不被重視

的冷門，對在世界文化史上引起國際頂尖學者極大興趣的契丹、女真、蒙古

族的文學遺產，我國學術研究也比較滯後。儘管近年來對此發掘、整理與研

究有所起色，但是仍然與歷史與現實存在很大的距離。 

黎羌教授多年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生活工作，又數十次帶學生們去全國

各地進行民族傳統文化、文學與藝術田野考察。力圖以文物、文獻與逆向研

究的方法來鈎沉逝去的「遼金元文學」的歷史，並探尋中華各民族之間，以

及與周邊國家與地區民族文學的關係。對此，我們應該報以崇高的敬意，予

以大力支持。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遺產豐富，但是關於古代少數民族文學的全面、系統

研究，還是一個薄弱環節。《中國古代文化與戲曲文學研究》以文物、文獻、

史料、方法、理論相結合的方式，在廣闊的文化背景之上，對自唐代至清代

一千多年的中國少數民族演藝文化、文學、藝術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動

態性考察和學術建構，展現了此階段的歷程特徵、價值形態、精神風貌和文

學史論意義。 

我校馬學良、梁庭望、張公瑾諸位先生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前

言」對此有所闡述：「少數民族文學在中國文學中佔據重要的地位，道理很明

顯，因為我們偉大的祖國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的；中國文化也是各民族人民共

同創造的。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漢族由於人口多，地處中原，文化

比較發達；其所創造的文學作品也由於數量大、質量高、影響深遠，而在中

華民族共同的文學寶庫中佔有突出的地位。但是，漢族之外的其他少數民族，

也都有悠久而光輝的歷史。他們創造的文學作品，同樣在數量、質量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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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與漢族文學並駕齊驅。尤其是少數民族文學，以其特殊的民族風格和民族

氣質所體現出來的民族特點，顯示了特有的藝術魅力，豐富了祖國文學的寶

庫。正因為有這樣的多樣性，才使中國的文學寶庫呈現出百花爭妍、豐富多

彩的絢麗風姿。」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的國家，儘管在歷史的長河中，有些民族消逝

了，有些民族改名了，有些民族合併了。但是這些族屬下的文學家、藝術家

所創作的豐富多樣的優秀文藝作品仍然遺存在世界上，無言地證實著他們存

在的學術價值。無論是歷史上的《白狼歌》《匈奴歌》《越人歌》等；還是民

間的《格薩爾王》《江格爾》《瑪納斯》等；無論是古代的《西遊記》戲曲，《紅

樓夢》小說，還是當代的話劇《茶館》等，都是人類社會堪稱一流的中華民

族文藝瑰寶。 

談及唐代繁盛的詩歌、音樂與舞蹈，還有遼金元獨有的諸宮調、散曲與

雜劇，若沒有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滋養，怎能綻開美麗芬芳的文藝花朵？在

祖國的民族文化大家族中，如果缺少了 55個少數民族的文學藝術作品，中華

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該從何談起？！ 

黎羌教授所供職的陝西師範大學是教育部直屬的「國家 211 工程」建設

與國家「雙一流」學科建設高等學校，所處的地理位置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發

源地西安，是我國周秦漢唐等十三朝之古都。在古代是「絲綢之路」的起點，

在現當代是中原地區連接中國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中樞地帶。現已定位要建

成「絲綢之路」經濟文化的新起點與國際「文化大都市」。黎羌教授與他的學

生們與學術團隊，從事中國古代民族文化、文學、藝術研究工作，有著得天

獨厚的優越條件。 

中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擁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學藝術豐厚

寶藏，對此方面的研究與探索大有可為。相信《中國古代文化與戲曲文學研

究》一書的出版與發行，在國內外將會產生深遠的學術影響。 

祝願黎羌教授與他的學生們在此領域做出更大、更富有成效的貢獻。 

此為序。 

2016年 11月 6日 

序文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院

長。文學博士，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博士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副會

長，中國多民族文學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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