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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以文质统一为基本取向的文质论是叶文心雕龙曳的理论出发点遥 刘勰最早对历代的文质论进行了总
结袁并在文学的意义上进行了提升遥 具体而言袁刘勰的文质论是由三个理论层次构成的院一是在总结前人
的基础上提出了野文不灭质冶的观点袁这是为适应时代需要而发展成的新兴文学理念曰二是对文质关系进
行了创造性转换袁提出了野情采冶尧野体性冶尧野风骨冶尧野隐秀冶等生动范畴曰三是提出了野质文代变冶的理论命
题袁文质统一不仅是文学评价的最高准则袁而且是文学史建构的合法依据遥
关键词院刘勰曰 叶文心雕龙曳曰 文质统一曰 野文不灭质冶曰 转化曰 野质文代变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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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对中国古典文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袁其中之一就是对文质论思想的发展遥 从南朝
到唐代前期袁当时学界讨论的野核心问题冶淤就是以文质统一为主导倾向的文质论袁而拉开此次讨论序幕
的正是刘勰遥 他最早对历代的文质论进行了总结袁并在文学的意义上进行了提升袁提出了一些极富创造
性的见解遥 这些思想都反映在他的那部被后世誉为野体大思精冶的叶文心雕龙曳之中遥 因此袁本文立足于
叶文心雕龙曳一书袁试图对刘勰的文质论思想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遥

一尧以野文不灭质冶为核心的文学理念
一定的文学理念的产生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尧文化环境相关联的遥 刘勰文质论思想的形成也是建立
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尧文化基础之上的遥 南北朝时期既是我国南北文化差异拉大袁又是相互交融尧杂烩的
时期遥 由于地理尧政治差别袁文化上出现了野江左宫商发越袁贵于清绮曰河朔词义贞刚袁重乎气质冶的分野遥
于
具体地说袁就是野南朝以老庄玄学思想为主导袁占有统治地位曰而北方则主要依赖两汉时期文化的老底
子袁所以儒家思想仍占主导地位袁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影响很深遥 由于这种分野袁故南方文学思想重在耶缘
情爷袁而北方文学思想则重在宗经遥 南方词采华艳的抒情诗很多袁而北方则是文辞质朴的说理文较多遥 南
朝文学发展倾向于耶新变爷袁而北方文学则倾向于崇古遥 冶盂因而袁尚质尧尚文的文化特性也必然使南尧北朝
各自以对方作为参照袁且将尚质尚文并重作为最高的文化追求遥 所以袁文质论成为当时的主流形态的文
论话语是不足为怪的遥
同前几代相比袁南北朝时期又是我国文学观念相对成熟的时期袁人们对野文冶已有着广泛而深刻的
认识遥 刘勰之前出现了大量的论野文冶之作袁如曹丕的叶典论窑论文曳尧曹植的叶与杨德祖书曳尧应的叶文质
论曳尧陆机的叶文赋曳尧挚虞的叶文章流别论曳尧李充的叶翰林论曳等等遥 但是它们的共同缺陷正如刘勰所说的
是野各照隅隙袁鲜观衢路冶袁或是野密而不周冶袁或是野辨而不当冶袁或是野华而疏略冶袁或是野巧而碎乱冶袁野精而
少功冶袁叶翰林曳野浅而寡要冶袁此外象桓谭尧刘桢尧应贞尧陆云诸人也时有论文之作袁但也都野不能振叶以寻
根袁观澜而索源冶渊叶序志曳冤遥 显然袁刘勰对此保持着一种深刻的洞察遥
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中袁刘勰所要做到的就是既要适应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要求袁又要立足于传统文
化资源的挖掘袁做到野借古适今冶遥 这就要求采取一种野标新立异冶式的学术立场院野同之与异袁不屑古今袁
擘肌分理袁唯务折衷冶渊叶序志曳冤遥 所谓野折衷冶就是要采取客观的批评态度袁而不是超越任何的道德标准

刘勰文质论再释

员源怨

和社会行为界限遥 在当时袁能实际满足人们学术需求的也许正是象文尧质这样的古典型批评范畴遥
是儒学的先哲最早提出了文质统一的思想遥 孔子用野文质彬彬冶四字来形容君子的风范遥 叶论语窑雍
也曳院野子曰院质胜文则野袁文胜质则史袁文质彬彬袁然后君子遥 冶所谓的野质冶即为人的内在品格袁野文冶则指
人的外在仪表遥 野文质彬彬冶就是要求人既要具备仁的品格袁又要有礼的文饰遥 当然袁孔子提出的野文质彬
彬冶的观点是针对如何野成人冶而言的遥 孔子曰院野文之以礼乐袁亦可以为成人矣遥 冶朱熹这样解释院野成人袁
犹言全人噎噎廉足以养心曰勇足以泛应袁而又节之以礼袁和之以乐袁使德成于内袁而文见乎外遥 噎噎而其
为人也亦成矣遥 冶渊叶四书集注曳冤这就说袁通过文即礼尧乐的薰陶来造就人袁使人成为真正的人遥 所以袁儒家
思想根本上就是将文质统一作为完人之典范袁即以人为核心袁将人的一切行为归于人本身的价值遥 这种
精神价值取向袁也成了中国文化得以不断传承的关键所在遥 虽然袁野文质彬彬冶的观点首先具有伦理学的
意义袁但它同时具有文学意义袁也就是说具有一种扩大和转换的巨大潜能遥
汉代袁刘向尧扬雄等人对孔子的文质观有所继承袁亦有所发展遥 刘向在叶说苑窑修文曳篇曰院野文质修
者袁谓之君子袁有质而无文袁谓之易野遥 子桑伯子易野袁欲同人道于牛马遥 冶这是对孔子思想的最为直接的
继续遥 孔子就曾说过院野可也简钥 简者袁易野也曰易野者袁无礼文也遥 冶渊叶论语窑雍也曳冤在这方面袁扬雄也提
出基本与孔子相一致的观点院野实无华则野袁华无实则贾袁华实副则礼遥 冶渊叶法言窑修身曳冤遥 他认为袁野礼冶作
为孔子君子的重要规范袁其基本要求就是野华实副冶袁也就是说华与实袁即质与文要相互符合遥 但扬雄很
重要的一方面是从自然现象出发的袁提出了野文质班班冶的观点遥 他说院野文袁阴敛其质袁阳散其文袁文质班
班袁万物粲然遥 冶渊叶太玄窑文首曳冤文质问题地这里首先被演化为一个自然现象问题袁这比孔子单纯从野纯
粹冶的野立人冶角度来说更有事实依据遥 孔子的说理开创的是说教的传统袁即从人出发而归于人袁而扬
雄则首先将文质统一关系转化为一种自然现象袁再将这种关系上升为一种文学理论的问题遥 当然袁扬雄
不仅承认了孔子的立人观袁而且将圣人作为文质统一的真正代表院野圣人袁文质者也遥 冶渊叶法言窑先知曳冤如
在叶玄莹曳篇中袁扬雄已明确将文质问题作为文论问题来对待院野文以见乎质袁辞以睹乎情遥 观其施辞袁则
其心之所欲者见矣遥 冶而这正是后世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文质论的滥觞遥 因而袁在扬雄稍后的王充则已非
常自觉地把文质统一的观点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标准院野外内表里袁自相副称遥 冶渊叶论衡窑超奇曳冤
所以说袁从孔子的野文质彬彬冶到扬雄的野文质班班冶这一过程袁文质论问题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遥
孔子的这种具有伦理色彩的文质论袁只是为后世提供了进行诗意言就的可能袁而扬雄则是野退而求其
次冶袁把文质问题进行了两度转换遥 他们分别是是从人事和天事的角度来解释文质统一观的遥 孔子立足
于人伦袁而扬雄则归依于自然袁因而褪去了传统儒家浓厚的伦理和教化色彩遥 刘勰在文质论问题上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总结了前人的思想袁尤其是对孔子尧扬雄两人观点的吸收和借鉴遥 他提出了以野天地人冶三
事为核心的野三才冶观袁这特别表现在野文原于道冶的野天道自然观冶上遥 这是一个直接关联着文学本体论
的从而确立文论体系的核心之问题遥 叶原道曳篇曰院野道沿圣而垂文袁圣因文而明道冶的野天道自然冶观遥 在
刘勰看来袁野道冶作为一种超越于物质现实的客观存在袁实际上是由野圣冶借助于野文冶得以表现的袁而
野文冶实际上又包括三个层次袁即野自然美冶尧野人工美冶尧野艺术美冶遥 所谓的野天道自然冶的文学观袁就是说
野文学是源于自然及其变化和律动袁它激发人的情志袁于是就用耶言爷来表现袁这样就有了作为艺术美的
文学冶遥 榆
因此袁刘勰是用野三才冶的观点解决了文学的本体论问题袁使文学的根基牢牢奠定于自然之上遥 以人
为中心袁天与地渊正如野文与质冶冤构成了自然万物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袁它们统一在一个以野人冶为中
心的宇宙之中袁野故两仪既生矣袁惟人参之袁性灵所钟袁是谓三才遥 冶渊叶原道曳冤
由此可知袁刘勰对文质关系的言说袁既揉和了孔孟及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袁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色遥 刘勰说院野使文不灭质袁博不溺心袁正采耀乎朱蓝袁间色屏于红紫袁乃可谓雕琢其章袁彬彬君子矣遥 冶
渊叶情采曳冤这说明文章要做得得体袁必须要突显出文尧质的本性袁既不要用文灭质袁又不要用质灭文袁而是
要保证质尧文两者各自的审美独立特性遥 应该说袁这一观点是唯物的尧积极的和进步的遥 野文不灭质冶就是
要强调文质两者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袁彼此都要恪守自己的美学规范袁它们之间不是相互取消袁而是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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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和共同存在的关系遥 所以袁野文不灭质冶的观点也成为了刘勰大力批判形式主义之风的强有力的武
器遥

二尧文质关系的创造性转换
实际上袁孔子的野文质彬彬冶观是一种经典性的范式袁是后世人们野做人冶尧野作文冶的最高准则遥 扬雄
的野文质班班冶观虽然是对孔子野文质彬彬冶观的创造性转换袁但其中所蕴藏着的思维逻辑依然是孔子式
的遥 自然袁刘勰也无法从根本上超越前人遥 他品评历代作家作品的基本准则也正是孔子式的要要
要野文质
相称冶遥 他说院野荀况学宗袁而象物名赋袁文质相称袁固巨儒之情也遥 冶渊叶才略曳冤无论是在野象物名赋冶的文学
创作过程中袁还是在已经物质化的文学作品中袁野文质相称冶都必然成为主导性的文学审美精神遥
当然袁刘勰要对当时形式主义文风进行强有力的批判袁必须要采用新型的话语策略袁如提出一些具
体的尧可操作性强的文论范畴遥 毕竟袁野文质统一冶的观点仅仅是作为一种被泛化了的理论形式袁还不能
被用于自觉的批评行为遥 它虽然具有永恒的真理性袁但仍存留着思维上的野惰性冶袁如缺乏对时代应有的
野敏感度冶遥 为此袁刘勰对文质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袁提出一系列生动的审美范畴遥
员尧野情采冶遥
情采问题是刘勰在叶情采曳篇中着重探讨的问题遥 那么袁情与采到底属于什么关系钥 两者是否有轻重
之别钥 必须注意到袁刘勰在本篇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院野情者文之经袁辞者理之纬遥 冶历来人们对此
句有着不同的解释遥 但要真正理解这一观点袁必须要联系本篇的写作主旨遥 其实袁刘勰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遥 他对野文胜质衰冶的风气已有察觉袁对文坛上出现的那股效法近代辞人的创作倾向多有批评袁即所谓
的野采滥忽真袁远弃风雅袁近师辞赋袁故体情之制日疏袁逐文之篇愈盛冶遥 刘勰认为袁近代辞人作赋的一个
根本缺陷是野为文而造情冶遥 所以袁他要从文学创作的基本过程出发袁提出了野为情而造文冶和野联辞结采冶
两个问题遥 这实际上就上文学创作的中两个阶段袁即主观化的情感体验和客观化的成文过程遥 这其实也
是文学创作的一个规律性特征遥 如果过度注重前者袁势必会出现野为文而造情冶曰如果只注重后者袁那就
是野淫丽而烦滥冶尧野采滥辞诡冶尧野繁采寡情冶遥 因此袁刘勰的立场很明确袁就是要保持情与采两者之间的自
然平衡遥
当然袁刘勰进行论证的出发点也很明显遥 他首先肯定了野圣贤书辞冶即所谓的野文章冶都是有野采冶的遥
野采冶是文章本身必备的条件之一遥 因为野立文之道冶有三理袁即形文尧声文尧情文遥 形尧声是属于野采冶的方
面的遥 所以袁野立文冶之野文冶实际上就是情采相结合的产物遥 黄侃先生说院野此篇旨归袁即在挽尔日之颓风袁
令循其本袁故其所讥独在采溢于情袁而于浅露朴陋之文未遑多责袁盖揉曲木者未有不过其直者出冶遥 接着
又说院野虽然袁彦和之言文质之宜袁亦甚明撩矣遥 冶虞这个看法应当说是很恰当的遥 可以说袁野情采论冶是对
野文质说冶的进一步的发展袁是对野文质说冶的野文学性的内涵更新和形式的创造冶遥 愚
圆尧野体性冶遥
叶体性曳篇探讨的情的外化问题袁即情要野沿隐以至显冶袁并且野因内而符外冶遥 显性和外在的层面就是
野体冶遥 刘勰将之概括为野八体冶袁即院典雅尧远奥尧精约尧显附尧繁缛尧壮丽尧新奇尧轻靡遥 而野八体冶的形成依据
主要是由于各人的情性不同所致袁野八体屡迁袁功以学成袁才力居中袁肇自血气曰气以实志袁志以定言袁吐
纳英华袁莫非情性冶遥 实际上袁刘勰所要说明的是野八体冶与野情性冶之间的直接的关系袁不同的情性生成不
同的体式渊风格冤遥 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是由作家个人内在因素所形成的遥 须知袁曹丕早以提出了
野文以气为主冶的观点遥 他认为文章写作是依靠个人的情性和才力的遥 曹丕主要是从作家论的立场来揭
示创作的秘密袁而刘勰则立足于作品论袁是从作品的外在审美品性追踪到作家个性的野异区冶袁从而揭开
了造成野文辞繁诡冶的真正原因遥
猿尧野风骨冶遥
野风骨冶的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袁这主要在于对野风骨冶的理解上存在着诸多的分歧遥 汪
涌豪先生将之概括有十二种解释遥 舆在这些解释中袁我们可以明显地分辨出两种倾向院一种是将野风骨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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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字理解成两个范畴袁分别是野风冶和野骨冶袁两者代表不同的内涵曰另一种是将野风骨冶理解成一个范
畴袁不分辨两者各自的意义袁如野风骨即风格冶尧野风骨即格调冶尧野风骨即力冶这些观点就是没有将野风骨冶
两字拆开来理解遥 后一种观点可能受到了流行于魏晋以来的人物品评风尚的影响袁而没能从刘勰叶风
骨曳篇的具体文本出发遥 刘勰说院野是以怊怅述情袁必始乎风曰沉吟铺辞袁莫先于骨遥 冶意思是说院要生动地
表达情感袁必定要从感化开始袁推敲和运用文辞袁没有比注意骨更重要的了遥 显然袁刘勰所谓的野风冶与
野骨冶分别是相对于情与辞而言的遥 情与辞作为作品的两个基本条件袁它们本身是一种内与外的构成关
系遥 对于野情冶而言袁它的内在要求就是野风冶曰对于野辞冶而言袁它的内在要求就是野骨冶遥 所以野风骨冶实际上
是文学作品的内在美的规定遥 风骨与情辞又构成了一个优秀作品的基本规定袁风尧骨尧情尧辞四者都是不
可或缺的遥 野故辞之待骨袁如体之树骸袁情之含风袁犹形之包气遥 冶
源尧野隐秀冶遥
刘勰较早地提出了关于文学作品的蕴味问题遥 文学作品要达到野玩之者无穷袁味之者不厌冶的审美
效果袁必须要言之有物且立意深远遥 刘勰提出了野有隐有秀冶的问题遥 所谓的隐就是要野文外有重旨冶袁所
谓的秀就是野篇中之独拔冶遥 或如黄侃先生所说的野言含杂意袁则谓之隐袁意资要言袁则谓之秀遥 隐者袁语具
于此袁而义存乎彼袁秀者袁理有所致袁而辞效其功冶遥 显然袁野隐秀冶的言说对象就是针对野意冶与野辞冶而的遥
所谓的野意冶就是心术之动即情之义袁而野辞冶是情的物化表现遥 刘勰运用叶易经曳中野互体变爻冶的观点来
解释文之野重旨冶产生的可能性非常玄忽袁但它能说明通过以一变多的方式袁能在有限中达到无限的可
能空间遥 所以袁显与隐尧有与无这些关系都能在意与辞的层面上达到极致遥
总之袁在刘勰看来袁情采尧体性尧风骨尧隐秀这些范畴隐含着与文质关系一样的内在逻辑袁它们正是
文质关系的转化和具体表述遥 如果仅仅把作品看作是一种简单的文与质的结合袁那么文学作品的存在
就失去了审美上的依据袁文学创作也就是变得是一种十分枯燥的行为遥 只有将情采尧体性尧风骨尧隐秀等
因素结合起来袁达到野情采并茂冶尧野表里必符冶尧野风清骨峻冶和野有隐有秀冶袁才能使文学作品的存在和文
学创作达到理想之境遥
当然袁除了以上这些对举性范畴之外袁叶文心雕龙曳一书中还有诸多的类似的范畴遥 如野华实冶袁在全
书中主要有下列表述院
野然则圣文之雅丽袁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冶渊叶征圣曳冤曰
野酌奇而不失其正袁玩华而不失实冶渊叶辨骚曳冤曰
野夫水性虚而沦漪结袁木体实而花萼振袁文附质也冶渊叶情采曳冤曰
野研味叶孝曳叶老曳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袁详览叶庄曳叶韩曳袁则见华实过乎淫侈冶渊叶情采曳冤曰
野必使繁约得正袁华实相胜袁唇吻不滞袁则中律矣冶渊叶章表曳冤曰
野马融鸿儒袁思洽识高袁吐纳经范袁华实相扶冶渊叶才略曳冤遥
这些只不过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遥 刘勰的目的是用自然界中植物的野花与果实冶的关系描述文质相
统一的关系袁力图说得更加形象和生动遥

三尧野质文代变冶的文学史视野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任何一个文论批评者都不得不面对的课题遥 不了解文学的传统袁更遑论文学
的发展遥 这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建构文学史的问题遥 文学史的建构不是对客观的历史时代的文学的历史
性的呈现袁而是以文学理念的发展和演变为脉络袁对文学发展进行历史性状态和文学时代的历时性展
示遥 野文学史既不能靠观念的直接表白袁也不能依赖史事的排比罗列相叠而成袁它必须在观念和史实之
间取得协调袁磨合它们直到不分彼此尧水乳交融袁使观念隐藏在史事的表述中袁史事的演示又能贴合观
念遥 冶余所以袁文学史的野书写冶必须得首先绘制一个野文学的空间冶袁并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遥 这个标准不
是象建构传统史学那样的以政治尧经济的描写为中心袁也不是用王朝之分来代表文学史袁而应是立足于
文学性因素的叙述判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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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袁在刘勰时代不可能有如此自觉的文学史意识遥 刘勰的独特贡献在于将文学置于广阔的社会
历史文化条件中来考察袁把对历代作家作品的评价与时代背景密切结合起来袁这种思想特别体现在叶时
序曳篇中遥 该篇专门探讨文学与时代之间的密切关系遥 其篇首曰院野时运交移袁质文代变袁古今情理袁亦可
说乎钥 冶意思是说袁在时代和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中可以总结出古今文学发展变化的规律遥 其实袁刘勰在
要野质文代变冶遥 这是他运用文质统一观进行
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如何建构文学史的理论命题要要
文学史批评的一次实践袁是用文质统一的标准来品评历代作家和作品袁并总结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及
其演化原因的实践遥
野质文代变冶这一理论命题可以从几个层面进行解读院
其一袁野质文冶遥 野质文冶既可作为一个特定的能指袁又可分别作为两个规定性范畴遥 就前者而言袁它是
指由质尧文两方面构成的文学作品或者就是文学本身遥 就后者而言袁它是指野重质冶尧野重文冶这样两种审
美特性或风尚遥 野质文代变冶的野情理冶是从一个宏观的视野考察文学发展的历时性变化袁它实际上指代
的就是野文学冶与时代之间的变化关系遥 但这种关系是通过评说每一时代的作家尧作品来建构的袁所以袁
文质关系的重心是会发生转移的袁每个时代尧每个作品尧每个作家都会有或野重质冶或野重文冶的偏向遥 这
样袁它们之间就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遥
其二袁野代冶遥 野代冶既可以是一个历史性时代袁又可以是一个文学性的时代遥 从文学史角度而言袁文学
时代与历史时代是可以重叠的袁如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就是这种结合的典范遥 同时袁它们又是
可以跨越的袁如玄学在魏晋时期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就不是一种简单的问题遥 总之袁野代冶所造就的是一个
文学言说的历史性空间遥
其三袁野变冶遥 野变冶具有时间性上的意指性袁又有对现实的认同感遥 它主要表现为作家所具有的强烈
的时代感遥 在叶时序曳篇中袁刘勰提出了野质文沿时冶袁即文学要与时代齐进步的观点遥 像叶序志曳尧叶情采曳尧
叶通变曳等篇也都寓有针砭时事而力挽文坛的强烈情感遥 这些都表明了刘勰拥有野以巨大的历史感作基
础冶渊黑格尔语冤的宏大历史情怀遥
其四袁野质文冶与野代变冶遥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野质文代变冶这一理论命题的核心所在遥
首先袁刘勰肯定了野时代是变化发展的袁文学也是变化发展的冶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遥 他认为袁唐尧
虞尧夏尧商尧周尧汉尧魏尧晋尧宋尧齐这十代袁每一代文章的辞采都有变化袁如野陶唐世质袁民谣朴野袁及虞迁赓
歌袁有雍容之美袁乃心乐声泰之文冶曰野西晋承流袁文家苦其清淡袁乃有耶结藻清英袁流韵绮丽爷之文冶遥 俞每
一代都呈现着不同的文学景象遥 所以袁从唐尧以来的文学发展过程是一个野蔚映十代袁辞采九变冶的文学
进程遥
其次袁刘勰从野十代九变冶的现象中看出了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性特征遥 刘勰注意到袁这一过程呈现
出从野重质冶到野重文冶的文学发展总趋向遥 比如袁楚辞这种文体相对于叶诗经曳而言就是十分野重文冶的遥 诚
如王国维所说院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冶袁文学是在变化当中生成的袁它是一种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遥 而就
具体一个时代而言袁它都会有一种较具代表性或特征性的文体袁像野三代冶之时的唱谣尧唐诗尧宋词尧元
曲尧明清小说等遥 产生于战国时代的楚辞却代表着与叶诗经曳迥然不同的风格遥 叶诗经曳是十分野重质冶的袁
而楚辞却发生了某种变化遥 叶辨骚曳篇写的是楚辞与叶诗经曳之间的同与异遥 刘勰写作此篇的核心就是强
调一种野不变冶中的野变冶的思想遥 他首先承认院楚辞作为叶诗经曳之后的野奇文郁起冶袁野与众不同冶袁主要归
于野楚人多才冶的原因遥 但刘勰又强调了野离骚之文袁依经立义冶的观点袁认为叶楚辞曳是继承了叶诗经曳的大
体的遥 然而袁楚辞的野诡异之辞冶尧谲怪之谈尧狷狭之志尧荒淫之意冶袁此四事是野异乎经典者也冶袁野虽取熔经
意袁亦自铸伟辞冶遥 刘勰对楚辞是高度称赞的袁且在文末提出了野酌奇而不失其正袁玩华而不坠其实冶的观
点袁认为楚辞无论是在内容的择取上袁还是对华美的辞采的使用上都上正确的遥
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古代文人对上古时代一直都有着一种追思慕想的情怀这一事实遥 以质文论史
就是古代文人的一大传统遥 大量的文献已表明院在孔子那个时代就有用野质冶尧野文冶观念来描述上古时代
的文化风貌袁即所谓的野虞尧夏尚质袁商尧周尚文冶遥 如叶论语窑为政曳院野殷因于夏礼袁所损益袁可知也冶曰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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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窑表记曳院野虞尧夏之质袁殷尧周之文袁至矣遥 虞尧夏之文袁不胜其质曰殷尧周之质袁不胜其文冶遥 叶春秋繁露窑三
代改制文曳院野王者以制袁一商一夏袁一质一文遥 冶并注云院野夏尚忠袁殷尚质袁周尚文遥 冶叶尚书窑杜周传曳院野殷
因于夏尚忠袁周因于殷尚文冶等等遥 刘勰也完全承习了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遥 如在叶通变曳篇袁他说院野黄唐
淳而质袁虞夏质而辨袁商周丽而雅遥 冶又云院野黄歌断竹袁质之至也遥 冶而在叶时序曳篇中袁他对上古时代这种
质尧文的文化形态特点的认识也丝毫没有改变袁且十分崇尚袁甚至不惜野以今适古冶袁对当时自己所处时
代的太平景象进行大肆吹捧袁认为是野跨周轹汉冶袁三代文之盛犹可谓历历在目遥
刘勰以质文统一的标准来评价历代文学的发展情况袁看似回到了春秋前后那种以质文野论史冶的古
老传统之中袁实际上却有着对时代的深刻忧思遥 试以叶通变曳篇为例遥 该篇虽然同样是阐述野变冶的思想袁
但却是重在强调野通冶之变遥 所谓的野通冶袁是承时间上的一种连续性袁是自古从今的野变冶袁而野通变冶则是
一种全方位的变化袁既是纵向的袁又是横向上的袁是立足于同一时代空间而言的遥 刘勰认为袁野变冶的前提
是野通冶袁要野会通适变冶袁文学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创新遥 就野文之体冶而言袁它是一个相对恒态的
不变体袁而野变文之数冶却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遥 野九代歌咏袁志合文则冶既是一个历代总结袁又在说明
作文要求之高遥 所以袁只有野还宗诰经袁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袁而 括乎雅俗之际冶袁才能野可与言通变矣冶遥
刘勰并且提出了野凭情以会通袁负气以适变冶作文主张袁深刻阐明了作文之难袁而这个难实际上就在于
野质文统一冶遥 所谓的野凭情冶尧野负气冶作为通变之要求实质上就是对作家的内在修养的要求袁也是作文所
达到的一种圆融会通的心境遥 显然袁刘勰的这些主张是针对当时的不良文风而言的遥 实际上袁在野宗经冶
的学术传统背景之下袁刘勰不可能全面挣脱儒家思想的束缚遥 正如野参伍因革袁通变之数也冶所说的一
样袁刘勰对文质关系的认识是既在继承传统观念基础之上袁又是参和了诸多的野变革冶因素的袁实际上已
远远超越了前人的那种以野尚质冶尧野尚文冶为时代风尚的狭隘理解了遥 野文质冶早已不是孔子说的那种纯
粹用于品人性质的代名词袁而野蜕变冶为以审美为主导内涵的文论范畴袁文质所包含的意义更多的是如
情采尧体性尧风骨尧隐秀等这样的一些美学内涵遥
中国古典文论中以质文论史的大概还有沈约袁如他认为建安文学是野以文被质冶渊叶宋书窑谢灵运传
论曳冤袁以及袁宏道的野时变说冶渊叶雪涛阁集序曳冤尧叶燮的野巨变冶说渊叶原诗曳冤等袁但他们的影响都不及刘勰
的野质文代变冶说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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