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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体有六义”说

□ 童庆炳

摘 要:《宗经》篇提出“体有六义”说，多数人都认为这里的“体”只是指文章，而不是指“文体”。这是一种误解。
“体有六义”的“体”是包含了体裁、体要、体貌三层面的文体。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中心点是讲“为文之用心”。圣

人把他们发现和把握的“道”体现于“为文”中，这就要研读他们所著的所编撰修订的“五经”———《易》、《书》、
《礼》、《诗》、《春秋》———了，因为“五经”是为文的榜样。“五经”内容如同鼎之三足，涵盖自然、社会和人的修养，学

习“五经”可以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体有六义”中的“体”包含体裁、体要和体貌。刘勰提出“体要”是针对词赋家

的“为情而造文”所导致的“文体解散”，解决之道，就是要学习“五经”的文体。“体有六义”中的“六义”，指涉“五

经”的“体要”和“体貌”。刘勰把“五经”中的体要和体貌及其关系作了具体的阐述，强调的是文体创造中情与辞、
华与实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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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宗经》篇是《原道》、《征圣》之后的第三篇，这三

篇的确在一个思想线索上面。但从“为文之用心”的角度

看，一篇比一篇论述得更具体。《宗经》篇提出了“体有六

义”说，这在《文心雕龙》，是最先提出“文体”问题一篇，但常

被人忽略;或者仅仅把这“六义”看成是“五经”的六个“优

点”，只是一般泛泛而论，没有看出刘勰的提出“体有六义”
是对“体”的特指，其中包含了刘勰为文之苦心和用心。拙

文尝试从“文体”这个角度切入，联系刘勰论文体的各篇的

说法联系起来，试图解释刘勰的“体有六义”说的意涵，以就

正于方家。

一、“宗经”是“为文之用心”的关键

刘勰《文心雕龙》把开始的五篇称为“文之枢纽”。实际

上，“文之枢纽”又可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文原”，

包括三篇，即《原道》、《征圣》和《宗经》，力图论述文章的源

头;第二个层面是“文变”，包括两篇，即《正纬》、《辨骚》，力

图说明文章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而第一个层面的逻辑是

“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刘勰写《文心雕龙》的根本目的

是追寻“为文之用心”，他指出“道”之所在，论证以圣人为

师，最后都要落实到“为文之用心”上面。最能具体地体认

“道”和学习圣人的路径就是宗法“五经”。所以《宗经》篇

的重要意义从“为文之用心”的角度看，超越了《原道》和“征

圣”两篇，它是“为文之用心”的关键所在。因此，《宗经》一

开篇，刘勰就把“五经”抬得很高，说:“三极彝训，其书曰经。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把“经”说成是“恒

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完全忽略知识、理论、文章随时而

“变”的性质，似乎说明文“道”与文“教”只有一个永恒不变

的源头，这肯定是绝对化的。幸亏有后面的《正纬》和《辨

骚》来说明文章的变化，对前文加以补充。开头八个字“三

极彝训，其书曰经”值得细细体味。所谓“三极”即“原道”篇

的“三才”，“三才”即天、地和人，进一步说“道”延伸出了天

文、地文和人文，是谁发现了这“道”，发现这“天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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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人文”呢? 是圣人。圣人如何把他们发现和把握的

“道”体现于“为文”中呢? 这就要看他们所著的所编撰的

“五经”———《易》、《书》、《礼》、《诗》、《春秋》了，因为“五

经”是为文的榜样。
《宗经》对于“为文之用心”之所以重要，除了它体认了

“道”、赞美了“圣”之外，重要的还在于“五经”的内容和形

式的完美统一，用《征圣》篇的话来说，是“精理为文，秀气成

采;鉴悬岁月，辞富山海”，是“衔华而配实”。
《宗经》篇在总体评价了“五经”的价值后，点明了各书

的性质、内容和特点。“《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辞》
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故哲人之骊渊也。”［1］

刘

勰认为，《易经》是专门谈论天地自然的规律，讲得精深微

妙，可以应用于实际生活。所以《周易·系辞下》中说:意旨

深远，文辞富有文采，事理讲得恰当和深奥。孔子读这部书

的时候，三次翻断了系竹编的皮绳，它不能不说是哲人哲理

深奥的宝藏。这是刘勰理解中的《易》。所谓“谈天”，就是

揭示自然的秘密，所谓“致用”就是运用自然的规律去解决

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所以刘勰对《易》以“旨远辞文，言

中事隐”加以评价，这是很恰当的。“《书》实记言，而训诂茫

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

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刘勰认为《尚书》是记录

言论的，只是它的字义的解释有难度，不易理解，但若能通习

《尔雅》，它的意义似可了解了。子夏赞叹《尚书》，它论事明

畅，就像日月那样明亮，内容清晰，就像星星那样有运行的轨

迹。刘勰认为《尚书》虽然言论深奥，但若真的理解了，就像

日月星辰那样明亮来照耀人们的生活。“《诗》主言志，诂训

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敢最附深衷矣。”这

意思是，《诗经》是用来表达人的情志的，也很深奥，它分为

‘风’、‘雅’不同类型的诗篇，并运用‘比’、‘兴’不同的表现

方法，文辞华美，比喻婉转曲折，诵读起来有温柔敦厚之感，

所以它最能沟通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刘勰对《诗经》的理

解，主要在《明诗》篇，这里只是刘勰对《诗经》大体的看法，

风雅颂，赋比兴，温柔敦厚，表现人的内心的情感等这几个要

点，都说到了。“《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

显，采缀片言，莫非宝也。”意思是说，《礼经》是用来树立体

统的，它根据事务来建立规范，章程条例非常周密，实行起

来，功效显著，随意选用其中的只言片语，没有不是瑰宝的。
春秋时期，以礼治国，礼是用来维系人的思想和社会秩序的，

礼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刘勰对《礼记》如此高度的评价，

也是可以理解的。“《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

略成文; 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 其婉章志晦，谅 以 邃 矣。
《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

义方隐。此圣文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意思是说，《春

秋》辨别是非，用一个字就显示出来了，这部书中记载，有五

块陨石落到宋国，有六只鹢鸟退着飞越宋国都城，是以详细

的文字构成文辞，又如雉门及两观发生火灾的记载，是以排

列的先后来显出旨意。它的那种婉转曲折、含蓄隐蔽的写

法，的确使它记载的事情包含着深刻的用意。《尚书》的行

文看起来奇异深奥，但只要寻找出它的理路，那么还是明白

晓畅的，《春秋》似乎反过来，文字表面好懂，但要探求它的

含义，则又深奥难懂。这说明圣人的文章的情致不同，文辞

与内容也是不同的。这是刘勰对《春秋》的看法。刘勰分别

五本经书，一一阐明了它们的内容和文辞特点，不仅如此，刘

勰又认为“五经”又有共同的特点:“至根柢盘深，枝叶峻茂，

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

取而非晚，前修久 用 而 未 先，可 谓 太 山 遍 雨，河 润 千 里 者

也。”意思是，“五经”就像那大树，根柢盘曲深厚，枝叶高大

繁茂，文辞简约，意义丰赡，所举的事例浅近而寓意深远，真

的是历久弥新，后辈的学者加以吸收不会晚，前辈的学者学

习运用，也难以超越。“五经”开启的路径，就像那泰山的云

气影响天下都下雨，河海的水让千里的土地都得到灌溉。刘

勰这里所说，不但概括了“五经”的共同特点，而且也说明了

它的体制影响到各类文体的产生，这就是最后“太山遍雨，

河运千里”指涉的“文源五经”的意思了。
为什么刘勰对于“五经”作了这样高的评价呢? 这可能

与他的儒家思想有关。在他看来，第一，“五经”几乎是中华

文明的开端，《易》主要关系到自然规律的揭示，而《礼经》
(和丧失的《乐经》)则是维系社会秩序的保障，《尚书》虽然

是断简残篇，但其社会理论是端正人的意识的宝藏，《春秋》
则是历史记载，历史是我们的根。刘勰可能认为，要是大家

都学习“五经”，就像鼎有了三足，一足是了解自然，一足是

认识社会，一足是增强人的修养。这样，人要是学习了“五

经”，就会像鼎有三足一样稳稳地站在地上，成为君子，成为

真正的人;第二，“五经”又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根据，其内涵

深入到人的心灵的深处，其文辞又深刻表达义理，是为文的

榜样。《宗经》开篇就说:“五经”“洞性灵的奥区，极文章之

骨髓”，“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乎情理”，有了这些合乎理想

的篇章，就可以以此为发端，开辟出新的文“体”( 这里指体

裁)，如下文所说的论、说、辞、序、诏、策、章、奏、赋、颂、歌、
赞、铭、诔、箴、祝、纪、传、铭、檄等等，不断地衍化下去，使中

华文明得以传承。刘勰的这种理解，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所

谓“为文之用心”，首先要找到它的源头，在刘勰看来，这就

是“五经”。就今天而言，许多人都在讲“国学”，其实“国

学”的精髓就是“五经”，离开“五经”来谈“国学”，可以说是

无根之论，尽管我们今天不必把“五经”看成一字不易的观

点绝对正确的著作，应有批判地吸收，有扬弃地接受。这段

话虽然高度评价了“五经”，这就为后文提出“文体”的问题

作了充分的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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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有六义”中的“体”

在中华古典文化语境中，“体”或“文体”是一个非常复

杂的问题。今人遇到“体”或“文体”，就把它理解成文章体

裁，即所谓的“文类”。这种说法是以今律古，把文体概念简

单化，因而是不恰当的。实际上，无论古今，在具体的历史语

境中，“文体”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千万不可与体裁混为

一谈。“五经”之重要，不但在于它讲了天、地、人及其关系，

揭示了世界存在的规律，同时也提出了“为文”中运用和创

造“体”的道理。
笔者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就开始研究文学文体，那

时候可依凭的资料较少，主要依凭的就是魏晋以来曹丕、陆
机、刘勰、挚虞等人的片段论述，此外还有几本《法语语体

学》、《英语语体学》等，研究不深入，但我经过数年的研究，

撰写并出版了《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一书，其中提出的对“文

体”的界说是这样的:“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

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

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上述文体定义实

际上可分为两层来理解，从表层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
语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
评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2］

我的意思是把文体放在“体”
的形成的过程中来把握。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只把“体裁”
和“风格”理解为文体，这种理解过于简单。体裁作为一种

客观的语言结构样态，如何一下子会“跳”到具体个性特征

的“风格”上面去呢? 我当时就提出在体裁与风格之间，还

要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语体”。所以我认为体裁→
语体→风格，这是文体由浅层次升华到深层次的过程。文体

是一个系统，写作需要体裁，一定的体裁需要使用一定的语

体，某种语体在一个作家的笔下到达成熟或极致，这就是文

体了。风格不是单纯的语言形式，它折射出人的个性、文化、
历史、时代境况。那时，我很看重《文心雕龙·体性》篇，特

别是对“体性”篇的“因内符外”的思想，认为文体与人的关

系非常密切。
1996 年我到韩国一所大学讲学，在那里读到了台湾徐

复观教授的《中国文学论集》，其中第一篇题目叫《文心雕龙

的文体论》(1959)，徐复观对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和范文

澜的《文心雕龙注》不满，对郭绍虞、刘大杰不满，如关于《原

道》篇的“道”的解释，黄侃、范文澜把“道”解释为“自然”，

徐复观认为这明显违背《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

经》所传达出来的思想信息，是错误的。关于对《文心雕龙》
文体的解释，郭绍虞、刘大杰仅仅把文体解释为风格问题，他

也认为是错误的。他认为《文心雕龙》研究中有两个“死

结”，一个是众多研究者在“道”的问题上跟着黄侃走，一个

是研究文体论的作者在《文心雕龙》的体系文体、文体问题

都跟郭绍虞、刘大杰走。其后，我给研究生开设“文心雕龙

研究”课程，也介绍过徐复观的观点。徐复观认为，整部《文

心雕龙》实际上都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文体。他和我一

样，不把文体简单地归为单一的“体裁”，他把文体问题放到

文章形成历史过程中去考察，认为文体的内涵很丰富，认为

中国古代的文体是指文章的“艺术性的形相”，它的要素包

括三项:体裁→体要→体貌(又说有的文章没有体要)，这是

一个由低元次到高元次的“升华过程”。他认为文体是六朝

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也是写作特别讲究的规则，但到了唐

代古文运动之后，文体的观念，日益趋向模糊，到了明代的

《文章辩体序说》(吴纳)、《文体明辨序说》( 徐师曾) 等就又

误把体裁当作文体了。［3］
这次拿起笔要写这篇文章，才从有

关的资料中，发现在徐复观的上述文章发表不久，就有台湾

学者龚鹏程发表同名文章，龚先生的文章只强调文体就是

语言结构，是客观的规定，根本没有那些“体裁”、“体要”、
“体貌”及其关系，严厉批评徐复观的观点全部错误，文章甚

至说:“徐氏的论点根本错误”，“文字理解错了，观念理解错

了，对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结构和体系都理解错了，对六朝

文论的整体掌握更是触处多谬。这样的研究，还不改弦更张

吗?”(见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十二月十一、十二、十三日) 龚

鹏程的意思是把现代学者把刘勰的“文体”理解为体裁，是

完全正确的;而徐复观把刘勰的“文体”理解为“三次元”的

文体是错误的。徐氏说文体非文类，龚氏说文体即文类。后

又有台湾学者颜崑阳发表《论文心雕龙“辩证性的文体观念

构架———兼辨徐复观、龚鹏程“文心雕龙文体论”》的长文，

把《文心雕龙》文体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目前，大陆学者

也加入了这场讨论，我所看到的有姚爱斌的《论徐复观〈文

心雕龙〉文体 论 研 究 的 学 理 缺 失》、李 建 中 的《龙 学 的 困

境———由“文心雕龙文体论”论争引发的方法论的思考》。
徐复观的文章的确有错误。如说“文体的最基本的内容，即

“艺术的形相性”，如说文体分成三方面的意义“三次元”的

升华系列:体裁→体要→体貌;如又说因中国文学分成诗经

和楚辞两个系统，所以有的(诗经系列) 要求体要，而楚辞系

列就不一定要体要，等等。这些说法的确无法从《文心雕

龙》文本中寻找到根据，是徐复观自己编撰出来的说法，经

不起推敲。看来，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问题的确是一个

复杂的问题。拙文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开始撰写的，可以说，

此文是我研究《文心雕龙》文体观念的一个端绪而已。
那么，《宗经》篇的“体有六义”中的“体”是指什么呢?

我们首先听听刘勰本人是怎样说的。刘勰在对“五经”的内

容作了概括和评价之后，继续说: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
发其源;赋、颂、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
总其端;纪、传、铭、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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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论、说、辞、序四种体裁从都从《周易》

开始;诏、策、章、奏四种体裁，都发端于《尚书》，赋、颂、歌、
赞四种体裁则由《诗经》那里开始的;铭、诔、箴、祝这四种体

裁，都以《礼记》为发端，纪、传、铭、檄四种体裁都以《春秋》
为根基;这些经书的内容都极为崇高，为文章树立了榜样，其

涉及的范围也极为广阔，为文章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的疆域。
这就是那个时期虽百家争鸣，写了各种文章，不管如何飞腾

活跃，始终都不能超出经书的范围的原因。刘勰在这里，列

举了 20 种体裁，认为都是以“五经”为根基、为基础、为发

端。我们为什么肯定刘勰这里所说的 20 种文章体式，就指

文体中的体裁呢? 这是因为他在这里只是把体裁的名称指

出来，即刘勰《序志》篇“释名以章义”的“释名”，未涉及体

之义、体之要、体之性、体之貌等。如下文讲到“体有六义”，

这才关系到“体要”和“体貌”问题。又如《体性》篇说到“体

性”，写道“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

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这“体性”
也不是单纯的体裁问题了。

刘勰在写完上面所引的那章之后，紧接着就提出了我

们的关切的论题，说: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

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

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

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迈德树声，莫不师

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
这段文章的意思是:如果能效法五经来写文章，那么学

习文体的体要、体貌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五经”文体中的

体要、体貌有哪些呢? 有六个含义:第一是要情感真实而不

虚假，第二是风趣纯正而不杂乱，第三是事实可信而不荒诞，

第四是义理正确而不歪曲，第五是体例精约而不繁杂;第六

是文辞表现而不过分。扬雄用雕琢玉器作比喻，说明“五

经”含有文采。文章依靠德行来确立，德行依靠文章来流

传。孔子用“文、行、忠、信”来教育学生，而把文放在第一

位，正像德行与文采相互衬托，前后两者互相促进。后世的

人学习德行，树立名声，没有不以圣人为师，但在利用文辞写

作，就很少学习“五经”的写法。
这里 的“体 有 六 义”，一 些 研 究 者 把“体”理 解 成 文

章
［4］，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文心雕龙》里面指称文章

的词一般都用“文”而不用“体”，如引文中“文以行立，行以

文传”，这里就直接把文章指称为“文”，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刘勰行文中一旦用“体”这个词，就可能指与文体有关的原

则或用作动词，如“体裁”、“体性”、“体貌”、“体势”、“体

用”、“体要”、“体统”、“体义”、“体例”、“文体”等，或用作动

词，如体情、体貌、体物、体国等。刘勰的《宗经》篇，先说体

裁 20 种，然后再说体要、体貌六个含义。我们怎么判定“体

有六义”说的“体”就是“体要”和“体貌”呢? 首先，从“文之

枢纽”五篇看，《原道》、《徵圣》、《宗经》三篇所讲的“文原”，

即是说文章从何而来的问题。《原道》篇有一句很重要:“道

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意思是，道依靠圣人的文

章展示出来，而圣人展示文章则为了明道。在这里，从“道”
到“文”有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这就是圣人撰写的文章，所

以刘勰在“原道”篇之后，安排了《征圣》篇，《征圣》篇鼓吹

了圣人的伟大，也大体上概括了圣人写文章的原则:“夫鉴

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

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

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达旨也。”这句话的意思

是，用最概括的词语来说明圣人文章所达到的效果:圣人能

全面观察日月天地自然，探究万物自然的生成和变化的玄

机;所以文章能成为典范，思想与事实完全符合。他们的文

章有时用简要的语言来表达意旨，有时又用繁复博大的言

辞来表现感情，有时用直接的言辞来确立文章的体式，用含

蓄的意义来蕴藏功用。所以《春秋》一书用一个字来蕴含褒

贬，《礼记》中用轻的丧服来象征重的丧服。总的说，刘勰的

这段话只是大体上概括了圣人文章的好处，至于圣人如何

写文章? 或圣人如何根据文体的哪些要义来写文章? 则未

能详述，他把这个任务留到《宗经》篇去论述。其次，“体要”
一词是在《征圣》篇提出来的，刘勰说:“《易》称‘辨物正言，

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

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

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词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词

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这意思是:《易·系辞下》讲，辨明

各种事物，给出正确而适当的说明，使文辞有决断，词意也就

完备充实。《尚书·毕命》篇讲，文辞应崇尚体要，不要一味

追求奇异。所以。我们知道正确的言辞是为了明辨意义，体

要则自然成为文辞。这样安排文辞，文辞也就不会有喜好奇

异的不当之处，明辨意义也就会果断的文辞来表现。文章的

意义虽然曲折深隐，也不会伤害它的表现;文辞委婉隐约，也

不会伤害文章的体要。这样，文章的体要与委婉的文辞可以

统一，严肃的文辞与文章的精义也可以并行不悖。刘勰在这

里四次提出了“体要”这个词，可见他对文章文体中的体要

的重视程度，但他在这里只是论述了文辞与体要的关系，对

于体要本身没有更多的说明，那么这重要的说明也就留到

《宗经》篇的“体有六义”去解释了。《原道》、《征圣》、《宗

经》三篇都在说明“文原”，因此说明问题有分工，《原道》篇

说明“文原于道”，《征圣》篇说明“道沿圣以垂文”，《宗经》
篇则最后落实到宗法经文、说明包括三个层面的文体，并且

这三篇文章在展现“文之枢纽”上，一篇比一篇更具体，这是

一个合符逻辑的序列，也说明了“体有六义”中的“体”，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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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指文章，也不单是指体裁，还指体要和体貌，差不多是指

整个的“文体”。

三、“体有六义”中的“六义”

在我看来，联系刘勰《文心雕龙》全书，刘勰主要把文体

分为四个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这就是:体裁、体要、体性、体
貌，这四个要素既包含客观的，也包含主观的，既包含内容

的，也包含形式的，既包含隐的，也包含显的。对于这四者界

说和它们的关系，我将另有文章加以说明，现在我们先来解

释刘勰的“体有六义”说。《宗经》篇的“体有六义”的“体”，

如前所述，是指“体要”和“体貌”而言的。那么，刘勰为何要

如此重视“体要”这个概念呢? 文体中的“体要”是指什么

呢?

一般的文学史都承认，中国古代文学从发展的角度看，

衍化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以《诗经》为源头的写实主义的系

统，一个是以后来词赋为源头的浪漫主义的系统，这是中国

古代文学的两条大河，滔滔滚滚，历经 2000 多年，一直流到

现代。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当时也看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在

发展中的两大系统，他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指出:“昔

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

然? 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

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

此为文而造情也。”这段话中，刘勰清楚地把中国古代文学

分为“诗人”之作和“词人”之作两个系统，他认为这两者的

区别一个是“为情而造文”，一个是“为文而造情”，并对于后

者提出了批评。他的这个批评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他没有

看到词赋作为一种新的体裁，有它自身的艺术追求。但他对

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的批评，指出这些赋体一味歌功颂

德、铺排词句、内容空虚，而现今的创作一味学习这类词赋的

写法，以至于绮靡不堪，这也大体符合实际。《序志》篇又进

一步揭示这种两个系统差别的根源，说:“……而去圣久远，

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

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

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溺笔和墨，乃始为文。”刘勰

认为词赋家的“失误”，在于他们的作品，离开圣人很久远

了，走向绮靡细巧的方面，这样“文体解散”，创作也就产生

了病态;而“文体解散”中最重要的又是不能做到“宜体于

要”。“宜体于要”，这里的“体”是动词，大概是说，作者作文

要体会那思想、感情和其他内容中的重要之点，不可丧失

“体要”。对于汉代以来的词赋体创作，从“文体解散”和看

轻“体要”的话语来加以批评，这在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足

见刘勰对于“文体”中“体要”的重视。
针对汉代以来创作中丧失“体要”和其时文多绮靡的状

况，刘勰在《征圣》篇提出原则性的批评外，在《宗经》篇就从

文体的角度，提出了学习“五经”的“体要”的含义。前面所

引刘勰在《宗经》篇“体有六义”，上文已经论述了这里的

“体”主要是指“体要”和“体貌”。“六义”说为《文心雕龙》
研究者所关注，但对“六义”所指，各有不同的理解，有理解

为“五经”文章的六种“美”的，有理解为学习“五经”的六种

创作和批评“标准”的，有理解为“五经”文章的六种“特点”
的，等等。这是各个研究者根据对《文心雕龙》的总体性质

的理解所提出的不同看法，自有其根据和用意，哪种说法更

符合刘勰的原意，可以存而不论，不必以排它的态度定于一

尊。我这里把“六义”理解为学习“五经”的“体要”和“体

貌”的要求或含义，如前所述是从文体论切入，提出的一种

新的理解:

一则情深而不诡，

二则风清而不杂

三则事信而不诞，

四则义贞而不回

五则体约而不芜

六则文丽而不淫。
“情深”、“风清”(客观材料)、“事信、”“义贞”( 主观材

料)这四者是题材方面的，“体约”、“文丽”是形式方面的。
刘勰的意思为文如能像五经那样做到以形式去雕琢题材，

达到题材与形式完美相合而“符采相济”，那就是“正体”，否

则就是“讹体”了。
“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这是刘勰指出

“体要”的头两条，可以联系起来理解。“情深”即情感深厚，

“风情”则似可理解为“风趣”、“情趣”。“不诡”即不怪异，

“不杂”即不繁杂。刘勰对于经过圣人修订后的“五经”的

“情深”是印象深刻的，他在《征圣》篇就说:“夫子文章，可得

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刘勰从这里出发，在全书

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情深”、“风趣”的见解。如《诠赋》篇

说:“序以建言，首引情本( 本，根据;情本，这里指作赋的情

事的根据)乱以理篇，迭致文契。”这里是说写文章要讲究文

体中的“体要”，即要以根据情感来立意措词。《指暇》篇说:

“……夫‘赏’训锡赉，岂关心解，‘抚’训执握，何预情理? 雅

颂未闻，汉魏莫用;悬领似何可辩。课文了不成义:斯实情讹

之所变，文浇之致弊。”这是刘勰根据时人写文章完全失去

体要而发的言论。意思是，晋代末年以来的文章，立意模糊，

开始有什么“赏际奇致”的话，最后则有“抚扣酬酢”的话。
这种写法，《诗经》从未有过，汉魏文章也不用。“赏赐”与写

文章有何关系? “抚”的字义是握，这又与写文章有何关系?

这样的意思，凭空的话可以理解，但考察文义就完全不可理

解:这都是写文章不注意体要，情感变得讹滥(“情讹”) 所导

致的文章的弊病啊! 刘勰的书多次批判文章“情讹”和“情

伪”，认为情感作为体要一般关系到文章的立意和内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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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情感或雅正的情感是体要，是作者经营文体时特别

要注意的。所以《附会》篇中，刘勰强调说:“必以情志为神

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情志”被放在

第一位。但是，仅仅有情感的真实和雅正够不够呢? 刘勰认

为不够，这样他又提出“风”的问题，“风”可以理解为“风

趣”或“情趣”，又风趣或情趣，体要才不会死板，才会鲜活起

来，也才能动人。这样刘勰在《体性》篇就又写下了这样的

话:“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风

骨》篇则有“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

光华”这样的文辞。“诡”和“杂”就是怪异和杂乱，是文章体

要混乱不统一的表现，当然是刘勰所反对的。
“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这两点讲的是

体要中事义。刘勰的意思是写事义的文章，在体要上要学习

“五经”文章，作到事实真实而不虚妄，义理正确而不邪曲。
刘勰的《文心雕龙》，如前所述，其论述包括了很多体裁。其

中像史传一类的书，刘勰反复提到《尚书》和《春秋》，对于它

们的“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极力加以赞扬。如说到

《尚书》就鼓吹它的“辞尚体要”，说到《春秋》，总是强调它

的“一字以褒贬”。刘勰在《史传》篇提出了写作史传三原

则:“依经”、“附圣”和“按实”。特别对“按实而书”的原则

大加提倡，说:“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

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尽

管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按实而书”的原则要想办法贯

彻到底。对于《春秋》“一字以褒贬”，刘勰评价很高，《史

传》篇中说:“褒见一字，贵踰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意

思是，如果被《春秋》表扬了一个字，那就等同于升高官;要

是被《春秋》贬抑片言只语，那就等同于被诛杀。刘勰想说

的是，《春秋》的义理和评价是十分正确的，不容怀疑的 ，即

所谓“义贞而不回”。可见在刘勰看来，事实的真实和义理

的正确是文章体要之本，是十分重要的。
“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如果前四则主要

关联到内容，对体要提出要求的话，那么这两则主要关联到

形式，是对文体的体貌提出要求。刘勰接着前面的话说:

“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

文传。”意思是扬雄把写文章比喻雕刻玉器，仅仅有质料好

是不够的，还必须对质料精雕细刻，“五经”的形成也是这个

道理，不但思想感情好，文辞也要雅丽，含有文采，这是精细

加工的结果。刘勰在不同的篇章都反复强调“五经”在文辞

上的特点，说其“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征圣》)，说

《诗经》:“《诗》主言志，训诂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譎喻，

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宗经》)，又说《春秋》:“至根柢

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刘勰的意思

是，“五经”体要雅正，又能配之以文采，做到体貌也美好。
刘勰多次用“符采相济”来评价“五经”，《五经》篇说:“夫文

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迈德树声，莫不师

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四教”是文、行、忠、信，“符采”
是玉的横纹，即文采，前后两者结合，也就是文美质善或文质

彬彬，体要与体貌都达到极致。
以上六则，前四则关系到体要，后两则关系到体貌，所以

说“六义”主要是指明体要的含义，但也涉及到了体貌。不

能完全把“体貌”理解为文章的文体之外给人留下的美学印

象。这里有品鉴文章留下的美学印象，也还有为达到某种美

学印象的结构性的、技巧性的因素。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

《文心雕龙》的下篇，又建立了《章句》、《丽辞》、《比兴》、《夸

饰》、《事类》、《练字》等多篇讲文章结构、修辞、技巧一类的

内容，详加讲解。要是“情深”、“风清”主要指文章中的思

想、感情和其他内容，是写什么的问题。体貌则是配合体要

的，关涉到“怎么写”的问题。有的写法能引起人的美感，有

的写法则不能引起人的美感。而文章则不但要让人了解内

容，又要引起人的美感兴趣，所以体要与体貌不能分割的观

点。这与古人把文章比喻成美女有关。一个美女不但要有

美的外貌，也要有美好的心灵。汉代学者扬雄在《法言·吾

子》篇说:“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 曰:有。”这里所说的

“书”，而不是指书法，是指整体文章而言。所以刘勰的《文

心雕龙》一书反复讲“衔华而配实”，讲“情信而辞巧”，强调

“文质彬彬”。具体到《宗经》篇，提出“体有六义”，其要义

也就是强调文体创造中华与实、情与辞的有机结合。
注释: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 21 页。本文下面所引《文心雕龙》文字都来自范

本，不再一一注释。
［2］参见拙著《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 页。
［3］以上参见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中《文心雕龙的文

体论》一文，台湾学生书店 1976 年版《文心雕龙的文体论》
一文。

［4］如日本学者斯波六郎《文心雕龙札记》中说:“体之

六义”之“体”，“当指文章的形式和内容混一之姿”。见王元

化选编《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 1983 年

版，第 89 页。更多的注释本则认为“体有六义”是指“文章

的特点”。这样就把刘勰的“体有六义”说中“体”这个重要

的词用意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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