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問題討論

1. 金庸小說中的大俠郭靖有什麼性格特徵？

2. 金庸小說有哪些藝術特色？

3. 你最欣賞金庸小說的哪些地方？

六、饒宗頤與國學

饒 宗 頤 （ 生 於 1 9 1 7 年 ）， 當 代

國學 大師，祖籍廣 東潮州。 他自學成

家， 從小浸淫於家 中藏書量 數以萬計

的「天嘯樓」。1949 年，他移居香港，

於 1952 年至 1968 年期間任教於香港大

學中文學院；1973 年至 1978 年，出任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1997 年，饒宗頤

創辦了大型學術刊物─《華學》，並

於 1998 年獲得中華文學藝術家金龍獎「當代國學大師」的稱號。

2000 年，為了表彰他在學術領域上的傑出成就，香港特區政府授

予他大紫荊勳章。2005 年，饒宗頤教授書寫的《心經》，由當代

著名篆刻家唐積聖先生鐫刻於「心經簡林」，位於香港大嶼山木魚

山東麓，鄰近昂坪，背山面海，環境幽靜。2009 年，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務院聘請他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並得到香港藝術發展

局頒發終身成就獎。饒宗頤把國學研究推向世界，促進了國際漢

學的發展。「饒學」博大精深，涉及中國學問的各個領域。香港大

學建有「饒宗頤學術館」，以誌其卓越的成就。著有《饒宗頤二十

世紀學術文集》。

     經學思想

我們現在生活在充滿進步、生機蓬勃的盛世，我們可以考慮重新塑造我

們的新經學。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他們的 Bible（日本至今尚保存天皇的

經筵講座，像講《尚書》之例）。我們的哲學史，由子學時代進入經學時代，

     

饒宗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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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幾乎貫徹了漢以後的整部歷史。「五四」以來，把經學納入史學，只作史

料來看待，不免可惜！現在許多出土的簡帛記錄，把經典原型在秦漢以前的

本來面目，活現在我們眼前，上海博物館購藏的楚簡，詩、禮部分亦已正式

公佈了。過去自宋迄清的學人千方百計去求索夢想不到的東西，現在正如蘇

軾詩句「大千在掌握」之中，我們應該如何珍惜，再做一番整理工夫，重新

制訂我們新時代的 Bible。什麼是「經」？是否應考慮不限於《十三經》？問

題相當複雜，我所預期的文藝復興，不是一二人的事，而是整個民族的事，

新材料引發古舊的問題，這是時代的賜予。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

家的恩惠。我的呼籲，可能不是我個人的想像，而是世界漢學家共同的期望。

經書是我們的文化精華的寶庫，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

亦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書的價

值，在當前是有重要意義的。

「經學」的重建，是一件繁重而具創闢性的文化事業，不僅局限文字上

的校勘解釋工作，更重要的是把過去經學的材料、經書構成的古代著作成

員，重新做一次總檢討。何者才值得稱為經，有資格廁於經書之林？我的不

成熟看法有下面幾點：

1.	 訓詁書像《爾雅》，不得列作經書。（龔定庵已譏諷「以經之輿儓為經，

《爾雅》是也」）

2.	 與《尚書》具有同等時代與歷史價值、一些較長篇而重要的銅器銘辭，

可選取二三十篇，作為彌補《尚書》的文獻。《逸周書》可選部分入於

此類，兩者作為《尚書》的羽翼。

3.	 古代史家記言與記事分開。記言的重要，保存許多古賢的微言大義，像

《國語》一類著述可以入經。

4.	 思想性重要的出土文獻，可選一些像馬王堆的「經法」、「五行」等。

5.	 儒、道兩家是中國本有文化的兩大宗教思想基礎，儒、道不相抵觸，可

以互補，各有它的優越性，應予兼容並包。《老子》、《莊子》等書原已

被前人確認為經（道藏的編纂已兼收《易》家及一些別類的子書，但嫌

太廣泛，不夠嚴格），自當列入新的經書體系之內，作為一重要成員。

如果以後我的新經學觀點，有人重視，認為有可取之處的話，我這一點

小意見不妨作為一點星星之火，引起大家的考慮。

（陳韓曦主編：《梨俱預流果．解讀饒宗頤》，頁10-11。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文學點滴

漢文學在語文結構文最突出的地方無如對偶與聲調二者。對偶問題，六

朝時劉勰已有《麗辭篇》加以討論。他指出「對」有言對、事對、反對、正

對四項，而以正對為劣─因為不免有重意合掌的毛病。

對偶（couple）與平行（paral le l）不同。對偶要避免字面的重複。漢文

的對偶還要調協平仄，更為其他國家所無。

由「句」的對偶發展為「篇」的對偶，在漢文學史上有四種特別出於對

偶的文體：

1.	 殷代龜甲上對貞式的卜辭。

2.	 六朝以來四、六字句式的駢文。

3.	 唐代的律詩：八句中第三、四句和第五、六句成為一對。

4.	 明以後士人應試的八比文（由八段字句相等、上下對比的散文所組成的

說理文）。

詩中的對句是特別講究的，唐人寫了不少書來討論對偶的構成和它的避

忌。詩與律賦成為唐代考試的主要科目，韻書與類書的編集便應運而興。唐

玄宗命徐堅編纂的《初學記》，其書在每一項之下，以「敍事」、「事對」為

主，然後選錄一些詩賦等。此後如李瀚著《蒙求》，亦以對偶為文，作為小

學的教材。到清代康熙六十年，御纂的《分類字錦》，共六十四卷，為成語、

對偶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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駢文在唐、宋仍舊非常盛行，成為朝廷的制誥與士大夫表啟的應用文

體。每一篇文裏面，必須有一些警句可以摘誦。對外國的制誥，如對安南王

日煚（即熲）的文字亦用駢體。當時稱精通這種文字曰「敏博之學」（劉塤《隱

居通議》卷二十一），即遊戲文章的攻擊鄉試弊端之《非程文》，亦用駢儷，

一時傳誦（《輟耕錄》卷二十八）。

應用文用駢體是十分優美的文字。至於詩中的對偶，其重要更不待言。

空海在《文鏡秘府論》中舉出二十九種對偶。基本上不外相反、相生兩大系：

前者二句包含的事物完全對立化，不必有何種關係，即劉勰所謂「反對」；後

者上下句可能在意思上有某些因果關係，有時被稱為流水對。長篇的長體稱

曰「排律」，又是一格。

對偶在舊文學中所佔地位極其重要。練習作對是童而習之，必經長時間

的訓練，才能夠隨手寫詩。

漢字的韻律是聲、韻、聲調三位一體。每個字都具備這三個要素。由於

一字一音，漢詩的構成，字句終是很有規律的。由字數多少組成的詩，為體

不一。三字為句的三字詩，習見於鏡銘。四字為句的四言詩，形制同於頌及

碑銘。及五言、七言興起，字數既齊整，對偶又工麗，為使字與字之間，異

音能相隨（和），同聲可相應（韻），這樣來構成詩的旋律，必在平仄上取得

調協。於是嚴平、上、去、入四聲的辨別，斟酌於清濁輕重之間。自齊、梁

至於晚唐，討論四聲、聲病說的著作，車載斗量。漢詩中聲文的重要性，表

現於新體式的詞、曲，更為嚴格，每一曲調有它的限定字數與平仄規定。清

初詩人著《聲調譜》，更從句的韻律，進而講「篇」的韻律；由近體而及於

古體。聲調在漢語詩律上的格式，已有許多專著談及，不再多贅。

（陳韓曦主編：《梨俱預流果．解讀饒宗頤》，頁 36-37。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漢文字學觀

漢字字形有多次的演變：

大篆─小篆─隸─行─草

主要是筆畫由直線變為曲線，圓筆變為方筆，形體由凝固變為飛動，方

法由遲慢變為迅速。每一時代的字體有它的特別的美感。書法的發達，五花

八門，使文字一轉而為美術，由日用之工具，一變而為個性精神表現的媒介。

律詩中工整的麗句，是詩的警策動人的部分，有如人的一副眼睛。詩句

典型即在於此。唐五代的時候有許多「詩句圖」的著述。張為的《詩人主客

圖》，是「摘句」工作的肇始。以後選詩編成「句圖」的大有其人。在名家

的詩集中，往往摘取對句若干聯，以為代表作。南宋陸游的七律特工，陳應

行的《續句圖》中摘錄至七十七聯之多。

宋代以來，楹聯盛行。楹聯即是把對句寫出來，可以懸掛在廳堂。它

是詩和書法的結合，成為一種藝術品。所寫的句子，可以說是簡化的詩，是

詩的縮影。書寫楹聯的風俗，至今尚然。這是詩的社會化、普遍化的一種表

現，是中國文學之一特色。

（……）

語言學在西方，目前幾乎居於其他學術的領導地位。漢語與文字由於是

處於游離狀態之下，語言的重要性反不如文學。中國靠文字來統一，儘管方

言繁多，而文字卻是共同而一致的。這顯示中國文化是以文字為領導的。中

饒宗頤的書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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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是以「文字→文學」為文化主力的，和西方之以「語言 = 文字→文學」情

形很不一樣。這說明純用語言學方法來處理分析中國文學，恐有扞格之處；

尤其是詩學，困難更多。至若輕易借用西方理論來衡量漢詩，有時不免有削

足就履的毛病了。

（原載法京 Ecritures，法文本。陳韓曦主編：《梨俱預流果．解讀饒宗頤》，頁 37-39。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古史的重建

有些未來主義者，着眼於將來，熱情去追求他所虛構的理想。其實，

如果對過去沒有充分清楚的認識，所得到的，徒然是空中樓閣。「未來」必

須建築在「過去」歷史的基礎之上；否則，所有的虛擬假設，其目標與方

向，往往是不正確的誤導。反思過去史學界，從洋務運動以後，屢次出現這

種過失，不免患了幼稚病。所有新與舊之爭，偽經、疑古之爭，本位文化與

全盤西化之爭，都是走許多冤枉路的。回頭是岸，現在應該是納入正軌的時

候了。以前許多錯誤的學說，像說古代只有龜卜而沒有筮卦、易卦是從龜的

形體演變而來；說五行思想要到漢代才正式發生，把古代某些制度演進的碩

果盡量推遲，使古籍上的許多美麗的記錄完全無法理解而受到貶視。由於不

必要的假設，把事物的年代推後，反而懷疑古書種種的可信性。國史是一條

綿延不斷的長流，又吸收、匯合許多支流，蔚成大川。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

像我們這樣長遠經過多民族融合而碩果僅存、屹立不動的時空體制。西亞、

希臘已經過了無數次更易主人、歷盡滄桑的文化斷層。中國迄今還是那個老

樣子。中國科學智慧的早熟，如音樂音階在六千年前已產生七孔笛，即其一

例。近年大量豐富的出土文物，使古史景象完全改觀。我們不能不正視歷史

的真實面貌。以前對於古史的看法，是把時間盡量拉後，空間盡量縮小。我

們不能再接受那些的理論。對歷史上事物的產生，如何去溯源、決疑，不能

夠再憑主觀去臆斷，不必再留戀那種動輒「懷疑」的幼稚成見，應該去重新

估定。

我們今後採取的途徑有三：

1.	 盡量運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記錄，作為我所說的三重證據的主要依據。

2.	 充分利用各地區新出土的文物，詳細考察其歷史背景，做深入的探究。

3.	 在可能的範圍內，使用同時代的其他古國的同時期事物進行比較研

究，經過互相比勘之後，取得對同樣事物在不同空間的一種新的認識

與理解。

現在，我們的視野擴大了，不再像以前只局促在本國的閫閾內，作「同

室操戈」式的無謂爭論：我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僅停滯在幾本古書，在紙

上文獻，翻跟斗式地去任意做先後的安排，來武斷事物出現的層次；或者只

赤手空拳打幾套玄學式的歷史學的猜拳遊戲。須知，地下層出不窮、浪翻鯨

掣似地出現古物，正要求我們須更審慎地、冷靜地去借重它們以比勘古書

上種種記錄，歸納出符合古書記載原意的合理解釋，而尋繹出有規律的歷

史條理。

我們要避免使用某一套外來的不切實際的理論去堆砌主觀架構，來强行

套人，做出未能愜心饜理的解說，這是懶惰學究的陳腐方法。我們亦要避免

使用舊的口號，像「大膽假設」之類，先入為主地去做一些「無的放矢」的

揣測工夫，這是一種浪費。總而言之，我們要實事求是，認真去認識歷史。

今天三重資料充分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記錄，我們恍如走在林蔭道上應接不

暇，好像陳設滿漢筵席，讓我們好好去品嘗，時代要求我們去辨昧、去咀

嚼。我們現在可以見到的東西─古史文物，已超過束晳時代汲冢所出的若

干倍。古史的重建運動，正在等候我們參加，新的成果正待我們去共同努力。

（陳韓曦主編：《梨俱預流果．解讀饒宗頤》，頁 70-72。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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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學」的提出

中華文明是屹立大地上一個從未間斷的文化綜合體，儘管歷盡滄桑，

經過無數紛擾、割據、分與合相尋的歷史波折，卻始終保持她的連續性，像

一條浩浩蕩蕩的長河滾滾奔流，至於今日，和早已沉澱在歷史斷層中的巴比

倫、埃及、希臘等古老文化完全不一樣。中國何以能夠維持七八千年的綿延

不斷的歷史文化，光這一點，已是耐人尋味而不容易解答的課題。

從洋務運動以來，國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已失去信心，外來的衝擊，使

得許多知識分子不惜放棄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馳騖，久已深深動搖了國本。

「知彼」的工作還沒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卻甘自拋擲。現在，應該是返求

諸己、回頭是岸的時候了。

近期，國內湧起追求炎黃文化的熱潮，在北京出現不少新刊物朝着這一

路向，企圖找回自己的文獻所遺留下來的傳統文化的真義。亡羊補牢，似乎

尚未為晚。

我們所欲揭櫫的華學趨向，有下列三個方面：一是縱的時間方面，探討

歷史上重要的突出事件，尋求它的產生、銜接的先後層次，加以疏通整理。

二是橫的空間方面，注意不同地區的文化單元，考察其交流、傳播、互相挹

注的歷史事實。三是在事物的交叉錯綜方面，找尋出它們的條理─因果關

係。我一向所採用的史學方法，是重視「三點」，即掌握焦點、抓緊重點、

發揮特點，尤其特別用力於關聯性一層。因為唯有這樣做，才能夠說明問題

而取得較深入的理解。Assyrian 文法上的關係名詞（relative	pronoun）有一

個「sa」字，具有 whom、what 等意義，我在史學是主張關聯主義的，我所

採用的，可說是一種「sa」字觀，有如佛家的阿字觀。我願意提出這一不成

熟的方法論點，來向大家求教。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創立了「中華文化研究院」，要我來掛名負責。中山

大學亦成立「中華文化研究中心」，我被聘為名譽教授兼中心的名譽主任。

我和李學勤先生商妥，他代表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亦參加我們這一陣

營。我想，和我在香港所服務的機構建立起三角關係，結合南北、匯集東西

的友好，大家協力來辦這一擁有新材料、新看法的，較高層次的《華學》研

究刊物，希望共同墾殖這一塊新辟的園地，為華夏深厚的文化根苗做一點灌

溉和栽培的工作，開花結果，正待我們的努力。

（饒宗頤：《華學》（第一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4 年 2 月。）

問題討論

1. 饒宗頤認為經書有什麼價值？

2. 漢文字的發展是怎樣的？有什麼獨特之處？

3. 你怎樣理解「華學」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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