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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研究。

先生以深邃的眼光和广博

的观照， 持续对六朝文学发表

高论，汇集诸作而成《汉魏六朝

文学论集》一书，可谓为先生学

术研究特色之集大成者， 特别

是 《中国上中古文学批评的一

个主题的观察》 和 《论中国古

典文学中的两大主题》 两篇较

为晚期的论著 ， 前者将先秦 、

两汉、 魏、 晋、 南北朝文学批

评中的概念和理论， 依其演进

的顺序， 进行主题性的观察与

反省， 对于上中古文学演进的

观念和意义， 作一通盘的深刻

观照。 后者是先生针对魏晋南

北朝文学两大主题── “远望

当归 ” 和 “登临怀古 ”， 抉发

文学的语言世界所反映个体生

命在生活经验中对时与空的感

受， 所引发的专注、 关怀与反

省， 揭示了文学中的普遍性议

题， 同时也将人生与文学的交

涉意义 ， 予以至为深切的阐

释。 两篇论文实为先生对六朝

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总论， 给予

后辈学者诸多启迪。 书中 《论

魏晋名士的雅量》 《论魏晋名

士的狂与痴》 二篇， 则见出先

生对魏晋名士人格特征的着

重 ， 亦呈现先生与台静农先

生、 甚至鲁迅论魏晋名士行事

与人格内蕴 ， 产生巧妙之连

结， 师承之意， 不言可喻。 书

中 《汉代民歌的艺术分析》 为

先生对汉代民歌的总体研究 ，

选取汉代民歌 169 首 ， 探究

各类歌曲的渊源 、 性质 、 题

材本事等问题 ， 并与其他汉

代乐府诗作比较讨论 ， 以厘

析汉代民歌与庙堂乐府及文

人乐府诗的相互关系 ， 先生

更侧重在运用美学原理去探

讨汉代民歌如何透过自然朴质

的艺术形构表达人们真实的生

活及生命的特质， 完成其艺术

价值。 全文体大思精， 论述宏

阔 ， 实为一部汉代民歌之专

著， 至今台湾学界仍无人出其

右。 该篇亦为先生在有关中古

乐舞研究诸文之后， 又一讨论

音乐文学的力作， 其中以可观

的篇幅探究 “语言的音乐性”，

非常典型地展现先生研究之跨

界特质。 同书中 《晋末宋初的

山水诗与山水画》 一文， 则将

此跨越性扩及至绘画与文学 ，

全篇探究晋宋之际山水诗和山

水画生发的原因和表现的情

形， 该篇写作时间甚早， 可见

先生早已关注诗与画之间的研

究。 先生认为 “诗人的生命要

变成诗 ， 就必须藉文字的力

量 ”， 所以 “诗人创造诗 ， 便

是在创造一种人工的艺术 ” ，

先生是故对于文学的形式和修

辞特别重视， 而此观点正与六

朝文学发展的现象相应， 《汉

魏六朝文学论集》 中 《论古诗

十九首的艺术技巧》 《论连珠

体的形成》 《论汉魏六朝连珠

体的艺术极其影响》 《从文学

现象与文学思想的关系谈六朝

“巧构形似之言 ” 的诗 》 等论

文， 正是在先生注重文学表现

形式观点下的产物。 《论古诗

十九首的艺术技巧》 一篇分析

古诗十九首之章法与句法、 用

字与意象、 韵律与格式， 说明

这些诗篇如何在艺术的经营

中， 完成诗的伦理的、 美学的

价值 。 而 《论连珠体的形成 》

和 《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艺术

极其影响》 两篇论文为先生慧

眼独具探究汉魏六朝 “连珠

体” 的创发历史过程， 并申论

其语言结构特色和讽刺言志的

内容， 以阐扬 “连珠体” 实为

文类中最具美感之艺术创作 ，

而此艺术创作融入六朝各类文

章， 促进了六朝文体骈俪风格

的形成， 与六朝文风有密切的

关系。 先生发掘了向来被忽略

的对中古文学深有影响的 “连

珠体 ”， 于中古文学研究的拓

展， 功不可没。 《从文学现象

与文学思想的关系谈六朝 “巧

构形似之言” 的诗》 一文， 则

分析此一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想

的关系， 以人的生命本质与涵

具生命本质的文学皆出于自然

的缘情说为基础， 讨论文学创

作由感物 、 体物到 “巧构形

似” 的写物， 以完成咏志的意

蕴。 此篇论文亦是一较为全面

性探究六朝文学形式的卓著。

先生曾言：“对中国古典文

学之欣赏及研究， 即我唯一之

事业与嗜好。”先生禀此“唯一”

之信念， 积累出在六朝文学领

域研究上不凡而丰硕的学术成

就， 不仅发扬了六朝文人的生

命特质、文学艺术形式、思想风

格，和文学理论的观点，也展示

了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本质 ，

以及文学之于生命的意义 ，甚

至文学所造就的中国文化意

蕴， 或恐后者即为先生择取古

典文学欣赏与研究为其毕生志

业的原因所在。

先生教学认真谨严、 治学

精研高深， 皆予学生极大的启

发和滋养。 笔者大三时适逢廖

先生学术休假， 所以未及修习

先生所开设的“《文心雕龙》”课

程， 然于研究生硕士和博士阶

段，分别修习了“中国文学批评

史”、“庾信研究”、“《世说新语》

研究”三门课。研究所的选修课

程多讲授于先生所在的中文系

第五研究室内， 至今仍清晰记

得， 每次上课先生总坐在靠窗

的位置， 环视着错落坐于室内

的我们， 下课时间， 先生点着

烟，继续与我们讨论问题。先生

思考问题，理路非常清晰，讲授

内容往往是经过严密的逻辑论

证所得的睿见，丰富而扎实。先

生更重视观念之启发， 印象中

在讨论议题时， 先生总先聆听

我们的见解，然后不断地提点，

让我们持续地进行深入且有效

的思考， 是故学生们于文学知

识和治学门径上皆深有所获 。

尤值得一提的是， 先生必详读

研究生撰写的学期报告， 每以

“我的意见” 胪列具体之评语，

往往有数页之多， 由此可见先

生教学之用心。 先生虽素来不

愿挂名指导研究生， 但实多有

受其教诲而始窥学术门径者 。

而对于外籍研究生， 先生更多

所关照，不仅破例挂名指导，且

多施予生活上的关怀， 往往于

春节邀请外籍学生至家中吃年

夜饭。 最为难得的是先生不以

语文程度评价外籍研究生 ，唯

研究意识、能力是问，故多博得

外籍学生之爱戴。 2009 年 9 月

先生溘然长逝 ，韩国成均馆大

学金卿东教授于先生追思会

谨致悼词 ，翻译韩国现代诗人

千祥炳所撰 《归天 》之诗 ，献给

先生，至为感人。

因笔者在研究所修习先

生多门课程之故 ，遂与先生接

触渐多 ，也日益亲近熟悉 。 特

别是在博士班阶段 ，修习先生

开设的 “《世说新语 》研究 ”，尤

有心得 ，所撰学期报告 《试论

魏晋清谈的形式和语言———

主以 〈世说新语 〉为考察范围 》

一文 ，由 《世说新语 》所记梳理

探究魏晋清谈的方式和语言 ，

该文的撰作得到先生的肯定 ，

对于初窥研究门径的笔者而

言 ，实为莫大的鼓励 。 先生平

素静默少言 ，寡于酬对 ，然对

于学生则多所爱护 ，我们出外

聚餐时 ，先生会郑重而愉悦地

跟熟识的餐厅人员说 ，这些是

我的学生 ， 他们都是台大教

授 。 在她离世的前一年住院 ，

笔者和同事好友黄奕珍教授

一起到医院去探望她 ，她同样

对照顾她的看护作类似的表

述 ， 每当听到先生这样说时 ，

都感觉到先生对我们的殷切

期许。 2003 年先生八秩大寿 ，

台大中文系隆设寿宴 ，各方学

生同来祝寿 ，欢聚晏晏 ，实为

盛事。 先生受业弟子们并撰写

论文 ，结集出版 ，谨呈感念 、祝

贺之意， 并藉之发扬先生的学

术成就，颇具薪传之意义。事实

上当今台湾研治中国古典文学

批评的专家如柯庆明、张淑香、

朱晓海 、蔡英俊 、郑毓瑜 、陈昌

明 、陈昭瑛 、吴冠宏等人 ，都深

受先生之启发、影响。

笔者在毕业留校服务后 ，

将近有 20 年的时间，每年在学

期结束、寒假和暑假开始之际，

和一群系内研究古典文学的好

友，相邀造访先生府上，看望先

生。那是在繁忙的研究、教学工

作之余，最令人期待的事。 通常

我们会在中午以前到， 和先生

一起午餐。 先生在身体犹健朗

时， 还亲自下厨煮四川牛肉面

让我们大快朵颐， 先生的四川

牛肉面在学生间颇具口碑， 后

来则是我们每人负责带一些食

物， 如同郊游般开心地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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