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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元范畴，“體”的一层意涵常常被忽视——“體”

表示“禮”之义，强调一种规范性，强调“合礼”“得体”。只有理解了这一点，

才能把握“文体”的“规范”层级。在文学领域，“文体”一般被划分为三个层

次：体裁（文类）——体势——体貌（风格）。“体势”是对某一体裁所使用语体

的规范和要求，是对其本质特征和目的的总体描述。经由“体势”这一中间层次

的过渡和推进，文学作品才可能从客观的“类”跃升为具有艺术性和加入了作者

个人因素的存在；只有遵循了“体势”的规范，作者才可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

造出个性化的、独特的体貌（风格）来。因此，体势具有一种典范性、规范性，

表明“体要”之义。在中国古代，人们对“体势”首次关注发生于魏晋南北朝时

期。如果说当时“人的自觉”的表现之一是“祛礼”，那么“文学自觉”的表现

之一便是“返礼”，探寻每一种体裁所应该具有的规范。相对于 genre（文类）和

style（风格），我们更倾向于将“体势”翻译成 form，表示一种规范形式。而如

今网络上各式各样的语体也是“体势”的一种新型体现方式，一种极端的、简化

的体现方式。 

[关键词]：体 礼 文体 体势 规范 

 

作为中国文论及文化的元范畴，“体”有着极为丰富的意涵与极强的构词功能；但其包含

的“规范”之义却往往被忽视。就“文学”之“体”而言，“文体”一般被划分为若干个层面。如果说

历来得到较多关注与论述的“体裁”（文类）和“体貌”（风格），分别是“文体”的较低层级与较

高层级，分别代表着“文体”中的偏客观因素与偏主观因素，那么，这二者之间如何过渡？其

中介层级是什么？是否需要一定的规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追溯“体”的深层含义，探

索“体”的规范性，并阐释“文体”各层意涵中较易被忽视的“体势”，及其与“规范”的内在联系。 

 

一、“礼以明体”——“体”与“礼”以及“体”的规范性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如今的简“体”字一直都写作“體”。许慎《说文解字》曰：“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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緫（总）十二属也。从骨，豊声。”
3
 段玉裁注云：“十二属许未详言，今以人体及许书覈（核）

之。首之属有三，曰顶，曰面，曰颐。身之属三，曰肩，曰脊，曰臀。手之属三，曰厷，曰

臂，曰手。足之属三，曰股，曰胫，曰足。合《说文》全书求之，以十二者统之，皆此十二

者所分属也。”
4
 虽然段玉裁的“完形”似乎带有猜测的成分，但并无碍于我们从中得知，“十二

属”指的乃是人体的十二个部分。因而可见，“體”的原始释义即为：人的身体之统称、生命之

总属。 

更进一步，“体”的原始字形并非只有“體”一者。譬如，在铭文中，“體”写作“軆”，从“身”；

在睡虎地秦简中，“體”写作“［月豊］”，从“月（肉）”
5
，等等。由此可见，“体”义往往与“豊”

联系在一起。 

或许是因为拥有相同的声旁“豊”，“體”、“禮”二字在各类典籍中常常被并举。如《诗经·鄘

风·相鼠》：“相鼠有体，人而无礼！”在“有体”和“无礼”的反对之中，人和相鼠的本质区别得到

揭示。《春秋左氏传·定公四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体”凸显了“礼”之攸关生死的重

要性。《小戴礼记·礼器》：“子曰：‘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孔子用一种

拟人化的方法，把礼、体关联起来，表明了“礼”之于人的意义。又如贾谊《新书·道术》：“动

有文体谓之礼，反礼为滥。”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二》：“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

“礼”与“体”相表里。再者，注者亦以“礼”训“体”，如《易·坤·文言》：“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

焦循《易章句》：“体，犹礼也。”
6
 《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吾闻夫子之施教也，……说之

以义而观诸体。”孔广森补注：“体，礼也。”
7
 另外，“體”“禮”还互为通假字，两字“上古音都

是‘脂韵’，属音近通假。”
8
 如《汉书·贾谊传》：“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所以体（礼）貌大

臣，而厉其节也。”这里的“体貌”即“礼貌”，指礼客而敬之。 

因而可知，“體”的声符“豊”并非单纯地表音，还表示“禮”之义，强调一种规范性，强调“合

礼”“得体”。 

相较于其它典籍，“体”字在《礼》经中出现得最为频繁。
9
 體、禮并举之处更是屡见不

鲜。如《礼记·昏义》反复强调：“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

于丧祭……此礼之大体也”；《礼记·丧服四制》有：“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時，则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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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伪古文《尚书·毕命》；《易》中并无“体”字，但在“十翼”之《文言》中出现 2 次，《系辞》中出现

3 次；《春秋》中亦无“体”字，但左氏、公羊、谷梁三家传中则有“体”字，且《左传》中相对较多；

《论语》中仅出现 1 次“体”（《微子》篇“四体不勤”），《孟子》《荀子》则各用数十次；《老子》中并无

“体”字，《庄子》则屡见“体”字；《墨子》中的“体”也相对较多。因而可以看到，“体”字似乎至少

到春秋末期、战国时期才开始被十分普遍地使用，且其含义已相当丰富。现存的金文则有《中山王方壶铭

文》中的“遂定君臣之位，上下之体”，但它也已是战国中晚期的方壶铭文。“体”在《礼》中出现的次数

可说是最多的，无论《大戴礼记》或《小戴礼记》抑或《周礼》《仪礼》，“体”字都频繁出场。这似乎可

以旁证《礼》的成书年代及真伪。 



顺人情，故谓之礼”；等等。《礼》与“体”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扬雄《法言·寡见》有：“说

体者莫辩乎《礼》”，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有：“《礼》以明体”，刘勰《文心雕龙·宗

经》亦有：“《礼》以立体，据事制范”，都标示了“体”与“礼”的先天关联，表明“体”有规范之

义，合于礼方能得乎体。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体”还表示“法”之义，如《文选·扬雄〈长杨赋〉》：“大哉体乎。”李善

注：“体，犹法也。”
10
《淮南子·本经》：“帝者体太一。”高诱注：“体，犹法也。”

11
 这时，“体”

已经不只是一种规范、礼仪，更是一种人人须效法、取法的法则。 

由上可见，“体”表示“礼”，表示规范、准则。身体是人的边缘，是生命的界限，因为身

体的存在，生命得以塑造，形体得以组织，所以“体”原本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规则与约束。

另一方面，由各个部分、各种因素总属连贯而成之“体”，所关注的正是首尾、表里、上下、

左右、主次、大小之规范与秩序。《释名·释形体第八》曰：“体，第也，骨肉毛血表里大小相

次第也。”
12
 它强调的也是生命之“体”的内在构成及其次序。因此，“体”之所以赖以生成的原

则，正是规范。在这些意义上，“體”的内涵和主旨已由其字形、字音得到揭示，它是一种与

生俱来的、极为重要的规范，却又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因而也是容易被忽视的、隐形的规范。 

 

二、“循体成势”——“文体”的三个层次以及“体势” 

 

“体”蔓延到文学领域，与“文”渐相复合，便最终形成了“文体”范畴。“文体”一般被划分为

三个层次。如徐复观先生认为，“若将文体所含的三方面的意义排成三次元的系列，则应为

体裁→体要→体貌的升华历程”
13
；童庆炳先生认为，文体的意义是一个系统，分为体裁（体

制）——语体（语势）——风格三层，一定的体裁要求一定的语体，一定的语体在作家创作

个性的浸润下，发展到极致，就形成风格
14
；等等。其共同点是都在“体裁”和“风格”之间增加

了一个中间层次以实现过渡。 

就艺术性的高低而言，体裁是最低的层级，它只涉及语言文字的多少、长短及其排列，

如诗可分为绝句、律诗等，亦可分为四言、五言、七言等；体貌是最高的层级，它是作品的

一种整体性的印象、形相与效果，如刘勰所说的“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

商为声气”（《 文心雕龙·附会》），通过“写气”“图貌”“属采”“附声”等而最终形成并从整体上表

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艺术性的体貌。就人的因素的多少而言，体裁是偏客观的层级，它主要起

最基本的“类分”作用，因而相当于“文类”；体貌是偏主观的层级，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性情

与精神，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独特的、个性化的风貌、形相、声色、神韵等等，因此人们常

常将作品的风格和作者的人格联系在一起，刘勰就认为二者是“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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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里必符”（《文心雕龙·体性》），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如其人”观点的阐释与发挥，法国学者

布封（Buffon）也认为“风格即人”。 

那么，艺术性以及个人的因素是如何增加的？从较低的艺术性到较高的艺术性、从客观

到主观，是如何跃升的？这就需要有一个中间层级，这个中间层级对某一种体裁的语言进行

规范，以便塑造艺术性，并且为作者因素的注入——亦即在遵循规范的前提下超越规范达到

个性化与独特性——提供平台。在这里，我们将这个中间层级称为“体势”。它代表规范、标

准、法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倾向、姿势。 

相较于“体裁”的客观性，“体势”则是一种带有理想性与应然性的规范、要求、目的，它

有着较鲜明的价值取向，是对某一体裁所应有的特征、性质的描述。如曹丕《典论·论文》提

出的“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在这里，奏、议、书、论、铭、诔、诗、

赋是八种体裁（文类），而雅、理、实、丽则是“体势”，是对语体的规范要求。曹丕使用的副

词“宜”“尚”“欲”很明显地表达出了他的价值评价，“诗赋欲丽”其实是在说诗赋“应当”丽，丽是

诗赋的应然理想状态，一旦选择了诗赋体裁，就必须遵循“丽”的规范。再如陆机《文赋》提

出的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是十种体裁（文类），而“缘情而绮靡”“体物

而浏亮”等则是“体势”，是对规范的描述，它相当于在说“诗的本质是缘情而绮靡”“既然写诗就

应当缘情而绮靡”，价值取向非常鲜明。在这个意义上，“丽”“理”“体物”“浏亮”等已经初具艺术

性以及人的因素，至于如何“理”、如何“绮靡”、如何“体物”，则是经体势的过渡与推进之后，

向更高的体貌跃升。又如刘勰“论文叙笔”中的分析： 

 

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

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铭箴》） 

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哀吊》） 

原夫兹文（按：指“杂文”中的“对问”）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

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体之大要也。（《杂文》）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

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论说》） 

 

可以看到，刘勰在论“体势”时固定搭配使用的往往是“大体”“大要”等词。这更加印证了“体势”

乃是一种要求、一种规范，亦即“禮”，它是对某一体裁必备的或者说理想的要素的总体描述。 

更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说，“体势”对某一体裁的规范和要求，其实是这一体裁之所以

成立的本质，是这一体裁区别于其它体裁的最根本特征，是对这一体裁的总体界定。铭诔如

果写得“丽”，便违反了自身的语体规范；诗如果写得“理”，则“平典似道德论”，不能成之为诗

了。《文心雕龙·定势》篇也是在“体势”层面进行立论并展开的。刘勰说：“夫情致异区，文变

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换言之，准备写作时先根据要表达的情志来选取一种



“体裁”（文类），再顺着那一体裁所要求、所匹配的语体特征去写。因而，“如机发矢直，涧

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

已。”也就是说，“诗”有“诗”的语体特征，“论”有“论”的语体特征，不可能在“奏议”中“缘情而绮

靡”，也不可能在“铭诔”中“炜晔而谲诳”，选择了某一种体裁，就自然有其相应的语势。 

因此，“体势”是对某一“体裁”作出的规范与要求，一如曹丕、陆机、刘勰等人在论体势

时，都以“体裁”作为主语，进而对这一体裁所应使用的语体进行描述；而对于具体作家、作

品而言，只有遵循了体势的规范，才可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出个性化的、独特的体貌（风

格）来。 

 

三、“禀经制式”——“体势”的典范性与“体要” 

 

那么，如何正确地把握某一体裁的“体势”呢？比较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的古典文论家是刘

勰。在刘勰看来，这需要“宗经”，通过经典去“确乎正式”，去树立规范和标准。所以刘勰强

调：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

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

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文心雕龙·定势》） 

 

具体说来，则与经典相对应： 

 

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

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文心雕龙·宗

经》） 

 

换言之，就是要从经典中去学习一种体裁的规范语体，学习标准的体势。所以刘勰在《序志》

篇中说“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这里的“体”就是“法”的意思，就是以经作为典范来取法、

效法之义，它指向一种标准和规范，也即文之“礼”。 

在这个意义上，刘勰多次强调“体要”。《书》云：“辞尚体要，弗为好异”（《尚书·周书·毕

命》）。刘勰将这一精神主旨贯穿《文心雕龙》始终，“体要”（有时作“体于要”）一词也反复

出现在他的笔下。如在诠赋时说：“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

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如果不能把握“赋”体的规范（有质有本，在立意上

“贵风轨，益劝诫”），而“繁华损枝，膏腴害骨”，这便是惑于“体要”。又如在论奏启时说：“是

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这里的“立范”很好地诠释了“体”之“礼”、



“法”义。对于奏这种体裁而言，无论是“理”还是“辞”，都自有其规范。可以看到，刘勰念兹在

兹的“辞尚体要”，其实是就“体势”而发的。 

后来，徐复观先生也径直将体裁和体貌之间的中间层次命名为“体要”。他说：“观彦和‘宜

体于要’之言，似将此处之体字作动词用，体要即法于要点，或合于要点之意。由合（法）于

要点所形成的文体，对体貌之体而言，即可成为体要之体。”
15
 这谈的实际上就是体势，是

体裁的要点、法则。 

 

四、一体两面——祛“礼”时代的自觉返“礼” 

 

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人们对“体势”这一“文体”中间层级的首次关注发生于魏晋南北

朝时期。这一时期，人们辨体明性。“辨体”，是就“体裁”而言，区分出不同的文类；“明性”，

是就“体貌”而言，将作品之“体”与作家之“性”联系起来，将风格与人格联系起来。但是很少有

人注意到其中的中介层次，亦即“寻礼”——这是就“体势”而言，探索每一种体裁所应该具有

的规范、要求、本质特征，从而为体貌的创造条件。这一“礼”，是“文体”由“类”走向个人化的

路径，也是艺术性得到升华、并呈现出独特的“体貌”的通道。因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家

的开创，不仅是“辨体明性”，而是“辨体”“循礼”“明性”。 

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乃是“人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如果说“祛礼”是“人的自觉”的突出

表现，那么“返礼”却恰恰又是“文学自觉”的重要特征。在哲学、伦理道德的领域，人们“越名

教而任自然”，在世积乱离、人事更迭的历史中，人们挣脱“礼”的束缚，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人

格的独立。而在“文体”的研究上，人们却条分缕析、考镜源流，尤其是在“体势”的层次上，

人们更是深究细绎、“循规蹈矩”，探寻每一种体裁的规范、要求、目的与特征。 

例如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实际上是在“体势”的层次上提出的，“诗”这一体裁的规范，

就“情”来讲乃是“缘情”，就“辞”而言乃是“绮靡”。从“诗言志”的开山纲领到“诗缘情”，其实是

古典诗学的一次重大转型。从根本上说，这一转型并不是发生在“体裁”层面上，不是类似于

“词”“小说”“戏曲”等新的文类的诞生；也不是发生在“体貌”层面上，不是针对风格的表现问题；

而恰恰是发生在“体势”层次，是从“体势”出发，向下来规范“诗”这一体裁的内容与形式，向上

来规范“诗”的“神”与“貌”的展现。所以可以说，“诗缘情而绮靡”是“体势”层面的一场革命，它

用遵循诗本质特征的方式来表达文学的自觉，用“返礼”的方式来回归诗性，用“循规蹈矩”的

方式来突围“志”的束缚。 

又如，刘勰所探究的“循体成势”，所反复强调的“辞尚体要”，其实都是为针砭时代文弊

而发的。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刘勰将全书的作意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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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徐复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第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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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在《风骨》篇中也申述： 

 

《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

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 

 

可见刘勰之论“因情立体”“循体成势”“体性表里”，旨在矫正南朝宋齐文学的流弊，亦即在于批

评他的当代文学之弊。刘勰的时代，逐渐讲究声律、丽辞，追求形式之美、藻采之繁靡，这

固然是文学性的一种体现，但是“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情采》）

以至于“逐奇而失正”（《定势》），则实在是文风之弊。所以刘勰主张“原道”“宗经”“征圣”，又

详论“镕裁”“定势”“体性”“风骨”“通变”等等，都是为了针砭文害。在这一点上，刘勰所着重阐

述的，不是“体裁”的划分，不是“体貌”的最终呈现，而是“体势”的规范，是“辞尚体要”，是“镕

意裁辞”“镕情裁采”，“镕”是冶金铸器的模子，是一种范式、典范，所谓“镕铸经典之范”（《风

骨》），刘勰关注的是内容和形式的规范与标准。由此可见，在文学领域，一味地“祛礼”并无

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自觉”，一味地追逐内容上的新奇和形式上的艳丽反而会造成一种

空洞、轻浮、肤浅的弊病，误入歧途。所以，只有从“体势”层面进行规范，循礼而行，对内

容和形式都有恰到好处的控制与约束，才是真正达成了文学的本质特征，才能从根本上体现

出一种体裁的所有意义、并呈现出作品独一无二的“神”与“貌”。在这个意义上，刘勰的宗经

思想并不是什么复古主义，更不是什么退化的文学史观，而是从“体势”之“礼”出发，针对宋

齐时文，对文学作出的规范性要求。 

可以说，“自觉”与“循礼”是一体的两面，通过遵循一种体裁的本质特征与相应的规范，

亦即发掘“文体”之“礼”的层面，其实比片面、偏狭地追逐文学性说出了更多的内容。 

 

五、“体”与“form”——“体势”的英语翻译和现代意义 

     

如果说“文体”的第一个层次“体裁”（文类）英译为 genre，第三个层次“体貌”（风格）英

译为 style，那么，第二个层次“体势”（语体）该如何英译呢？我们认为译成 form 较为合理。

譬如宇文所安往往将中国文论中的“体”翻译为 form，并认为“‘体’这个概念强调固有的标准或

规范，它先于各种特殊表现，它携带一种参与到特殊表现之中的力量，你可以在特殊表现之

中把它认出来，但它本身不是那个表现的特殊所在”
16
，为此，宇文所安还特意将“体”命名为

“normative form”（规范形式）。事实上，form 的形容词 formal 恰好也表示“礼仪上的、正规

                                                   
16 [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第

216 页. 



的”，这不能不说与“體”和“禮”的同源性有着神秘的呼应。雷蒙·威廉斯指出，英文 form“最接

近的词源为古法文 forme 及拉丁文 forma——意指 shape（形状、状态）”，在它复杂演变的

含义中，有两个主要相关意涵，其一是“肉眼可见的或外部的形体，具有强烈的实体感”；其

二是“基本‘形塑原则’（shaping principle），能将飘忽不定的事物化为明确、特定的事物”，并

认为 form 这个词“显然包含两极化的意涵：从外部、表面的意涵到内在、明确的意涵”
17
。雷

蒙·威廉斯关注的正是 form 的一种中间性，它是一个过渡的中介层级，既包括从外到内，也

包括艺术性的升华与个人性的增加。具体到文学作品，雷蒙·威廉斯还强调，form 作为“形塑

原则”的概念，“指的是在作品里可以找出的统整原则”，并举出柯勒律治的“没有一个真正天

才的作品敢缺乏合宜的形塑原则”（no work of true genius dares want its appropriate form）

作为例证
18
。这里的所谓“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规范、一种标准，是它使得作品的形

式从“类”过渡到个人的天才，从受束缚的“统整”到恰当的“合宜”。这也正是“体势”、是“体”之

“礼”所传达出来的意涵。 

如今网络上也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新语体。如“咆哮体”“甄嬛体”“梨花体”“陈欧体”“知音体”

“淘宝体”等等，多不胜数。这里的“体”不是“体裁”（文类），不是“体貌”（风格），而是“体势”，

是言语的特定规范。每一种网络新语体都有它特定的语法格式，只要进行相应的替换、组合，

就可以生成无数的语句，以至于它看起来像是一台生成语言的机器。从这样的语言机器中，

似乎可以更清晰地窥见“体势”的运作机制：它是辨识一种“体”的标志，是具有可重复性的规

范，它包含的稳定因素并不因个人的改变而改变。在这个意义上，“体势”或者说“语体”更加

具有上文 form 的意味，或者更进一步，它如同 formula 一样，是一种公式，是一种准则，

只要代入相应的变量，就能经处理得出结果。可以说，网络新语体是“体势”的一种新型体现

方式，也是一种极端的、简化的体现方式。 

 

六、结语 

 

《诗》云：“尔卜尔筮，体无咎言。”（《卫风·氓》）毛传释此“体”为“兆卦之体”
19
。和先秦

的许多字一样，“豊”既与人体有关，也与祭祀有关。我们无从得知，远古时期的中华先民是

先认识了自己的身体，还是首先对祭祀、占卜、鬼神产生了认识。郭沫若先生说：“禮是后来

的字，在金文里面我们偶尔看见有用豊字的，从字的结构上来说，是在一个器皿里面盛两串

玉具以奉事于神，《盘庚篇》里面所说的‘具乃贝玉’，就是这个意思。大概礼之起起于祀神，

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为吉、凶、军、宾、嘉各种仪制。”
20
 周

公制礼作乐把“礼”从天上拉回了人间，孔孟则把“礼”从外在的约束化为了内在的自觉。爰及

                                                   
17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88-189 页。 
18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90 页。 
19 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2560 页，第 61 条。 
20 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96 页。 



流成“文体”，人们从“文”中看到了自己的身体，又从“体”中看到了身体的规范，亦即“體”之“禮”。

与其考量祭祀或身体的先后，毋宁说正是某种“豊”通过“近取诸身”的方式将文之“體”与体之

“禮”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体势”层级，而正是它使“体裁”（文类）得以过渡到“体貌”（风格）

并保证了文学作品意义的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