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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锳先生的学术品格
张瑞君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摘要：詹锳先生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同时具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世界眼光。将爱国主义贯穿到研究
中，立足中华民族的文学传统，重视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价值。全面继承人类文化遗产，深入分析研究对
象及其产生环境，客观冷静，持之有据。打通文史哲，融汇中西方，宏观研究以扎实严谨的微观研究为基
础，具有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敢于开拓创新和不断超越的学术理想。詹锳先生的学术品格对今天的古代
文学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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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尚的爱国情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

搬硬套西方文艺理论。只有尊重本民族的历

1953 年，詹锳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心

史，还原古代文学理论产生的历史场景，才

理学博士学位，当时纽约市高等教育局局长

能实事求是地得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

劝詹锳先生留在美国，申请永久居留权，詹

中国古代文学评论不同于西方最鲜明的特色

锳先生不为所动，于 1953 年 9 月辗转回到北

就是以诗文评为主，而西方的文艺理论的鼻

京。1954 年分配到河北大学工作，直到 1998

祖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主要对象是史诗、

年去世。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深入他的血脉中，

戏剧，重视人物形象。
对于《文心雕龙》的每一句话、每一

跳动在字里行间的。
詹锳先生曾说：李白杜甫放到世界文学

个字都要利用校勘学、训诂学的方法，弄

的长河中也是最伟大的诗人。1988 年詹锳先

清他的含义，对于其中每一个典故都要弄

生给《李白诗选译》写前言时说：李白是我国

清他的来源，弄清刘勰是怎样运用自如的，

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全世界历

并且根据六朝的具体环境和时代思潮，判

代诗人中的巨星。

[1]341

这是他几十年学术生涯

一直坚持的观点。
詹锳先生认为西方的小说、散文、戏剧、

明它应该指的是什么。这样对于《文心雕
龙》的理解才有比较可靠的基础。同时我
们不仅从微观的角度来研究，也要从宏观

诗歌的四分法不适合我国的古代文章。小说

的角度来研究，不能仅限于字句的理解。

在唐以前不是重点，戏剧繁荣在中国古代也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比较晚。古代的文章许多是应用文，西方的文

詹锳先生追根溯源，既一针见血地指出

艺理论对它不完全适用。《文心雕龙义证》十

了中西方文艺理论的根本区别，又采用了十

分重视尊重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特质，反对生

分科学审慎的研究方法。《文心雕龙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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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集大成的学术价值又有道夫先路的方法
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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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著作《李白诗文系
年》，完成于 1943 年。书前《说明》曰：“这

詹锳先生重视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

本书是十四年前的旧作，当时作者僻处云南
[5]1

认为古代文学研究中应该高扬爱国主义，培

贵州省，所看到的资料很不全面。”

养年青一代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詹锳先生对

此书已经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祖国始终不渝，一生坚持在研究古代文学中

《唐大诏令集》《唐会要》《新唐书纠谬》《通

弘扬爱国主义。1961 年詹锳先生的《爱国主义

典》《日本国史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文学遗产的局限性》中写道：

等大量史料印证。查阅了《寰宇访碑录》《宝

其实，

随着我们全国的解放，我们的爱国主

刻丛编》《金石萃编》《续山东考古录》等碑

义也有新的内容。我们的爱国主义就是对

刻，以及《山海经》《元和郡县志》《方舆胜

党、对社会主义、对人民的忠诚，对祖国

览》《湖北通志》《太平府志》《江南通志》

的敌人的仇恨，保卫祖国不怕牺牲而使祖

《庐山记》《景定建康记》《太平寰宇记》《大

国的领土和荣誉免受侵犯的决心，以及为

清一统志》《山东通志》《图经》等；还参考

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而积极地参加社会主

了《全唐诗》《文苑英华》《唐文粹》《太平

义建设的愿望。

[3]215

广记》以及《杨升庵外集》《升庵诗话》《丹

1993 年，詹锳先生为《李白全集校注汇释

铅续录》《升庵全集》《颜鲁公年谱》《艺圃

集评》写的前言，以“李白诗中的爱国情操”

撷余》《唐诗纪事》《归田诗话》《松窗录》

命名。

《四方志》《韵语阳秋》《酉阳杂爼》《入蜀

二、打通文史哲的学术积淀、科学审慎的
学术路径

记》《容斋随笔》《历代诗话》《诗话总龟》
《柳亭诗话》《本事诗》《唐摭言》《云溪友
议》《南部新书》《梦溪笔谈》《苕溪渔隐丛

詹锳先生曾自述：
我上北京大学，第一年在历史系，二

话》《诗比兴笺》《日知录》《求阙斋读书录》

年级转入中文系。从第一学年，我听赵万

等；甚至查阅佛教典籍《宋高僧传》《日本佛

里先生讲史料目录学，就开始在工具书方

教美术》等。各种李白诗文版本选本很多，唐

面打基础。以后在中文系又跟着余嘉锡先

宋元明清的各种诗歌选集则更多，詹瑛先生多

生学目录学，跟着郑天挺先生学校勘学，

有涉猎，此处不一一罗列。詹锳先生写这部

初步懂得读古书时要注意版本校勘。我还

书时，西南联大辗转于云南贵州，条件十分

跟钱穆先生学过中国通史和先秦史。

艰苦，寻访这些书，实属不易。先生用功甚

至于教我古典文学的教师，在北京主
要有胡适、罗庸、闻一多（当时他在北大

勤，研究深入，对材料把握准确，运用审慎，
条分缕析，慧眼独具，常发前人之未发。

兼课）。到四年级时，抗日战争爆发，我

詹锳先生十分重视史书中的地理志及历

到长沙临时大学，在南岳衡山分校继续学

代地理著述，要求学生手边必备谭其骧主编

习。1938 年春，长沙临时大学西迁云南，

《中国历史地图集》。詹锳先生在 1942 年以

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我又跟着到云南蒙自

前撰写的《李白诗论丛》中就有李白游踪图，

分校上课，这时期又听了原清华大学教授

作为书中九部分之一，而不是附录，可见对

陈寅恪、刘文典、朱自清、冯友兰诸先生

其的重视。

的课。回忆大学四年，是受了不少名师指

詹锳先生具有开放的学术胸襟。开放正

教的。而我学的课程却比较杂，古典文学

是学术自信的表现，也是不断超越前人和超

方面的，语言学方面的，历史学方面的，

越自己的手段。

中国的外国的都有。

[4]2

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我们现在所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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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阶段和先前的一切阶段一样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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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更不能过于夸大其价值。

最后的。这一阶段已经包含大量的认识

詹锳先生十分重视历史资料的价值，又

材料，并且要求每一个想在任何专业内

保持一种十分冷静审慎的态度。笔者在博士

成为内行的人进行极深刻的专门研究。

一年级时听说河北大学图书馆藏有近十万册

但是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

地方志，觉得里面一定有不少值得开掘的宝

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

藏。也希望从中发现一些唐代诗人特别是李

趋于完善的。

[6]431

白的资料。詹锳先生十分严肃地告诉我，地

詹锳先坚持学术准则，又有宽广的学术胸

方志许多录自二十四史等史书，史书没有的

怀，不断超越自我，绝不故步自封。对于自己

一些材料如果只在地方志出现，就要十分慎

以前的成果，他总是不断修正、不断完善。

重。我被先生浇了一头冷水，却一直不服气，

詹锳先生认为静态的分析固然有价值，

到过国家图书馆多次，在南开大学图书馆也

然而一味从静态出发研究作家、作品便明显

翻阅了几十种，的确没有发现多少有价值的

有概括空泛的局限。作家的一生比较漫长，

材料。1987-1990 年在天津古籍研究所读博士

经历错综复杂，有的作家的创作心理变化很

期间，詹锳先生多次给我讲：写地方志的人水

大，因此必须用动态分析方法，认真考索一

平差参不齐，又特别喜欢攀附名人为当地撑

个作家创作变化的历程，揭示其风格变化的

门面。如果不加分析与认真考索就大胆利用，

内在外在动因。恩格斯曾在《路德维系·费

甚至作为确凿的证据去考证作家行踪或作品

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马

的内容，不但会出问题而且会犯错误，甚至

克思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

得出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1993 年前后我有

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并

一年时间都在整理校点山西通志，这才彻底

且告诫人们，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

折服了先生的结论。
《山中问答》一作《答问》，缪本作

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
域，又是一回事。

[7]244

1963 年，詹锳先生在

《山中答俗人》。
《嘉庆宁国府志》卷十：
碧山旧作石碧山，隔溪与石门山对峙。沿

《唐诗》中说：
我们对于王维的作品，必须放在发展

溪窄径别自幽奇，是产明茶，多瑞香奇石。

变化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王维出身于豪

李白诗“问君何事栖碧山”即此。（《泾

门地主家庭，很早就走上了政治舞台。但

县志》《乾隆府志》）略同。盖亦附会之

在政治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出使塞上给

辞。按此诗既见《河岳英灵集》，题作《答

他一次生活上的锻炼，因而出塞前后的作

俗人问》，当是天宝十二载以前作。

品，风格是豪放的。到了后期，他的消极

尽管这三种地方志有相同的记载，詹锳

的一面更加发展，而佛家的出世思想也

先生的辨析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令人

给他的诗带来了不良影响。固然他后期

信服。

[5]90

的诗艺术技巧更加成熟了，可是内容却

冷静地对待历史材料，科学地对待研究

更消极沉。所以我们读他前后期的诗要

对象是詹锳先生一贯的态度。他在《李白诗论

分别对待的。

[8]244

今天不少研究王维的著述，过于强调后

丛》中写道：
天才之得以成为大家，尚有赖于功力。

期诗歌空寂静谧的意境，却未能实事求是指

太白集中拟古之作极多，杜甫因有“李侯

出其局限。詹锳先生这种客观公允的学术态

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及“清新庾开府，

度，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学习。研究者对研究

俊逸鲍参军”之语，则其得之于前人者亦

对象必须保持客观公正的冷静态度，不能偏

不为少。惟太白喜为大言，未尝自道其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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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苦心孤诣耳。古今名作实无一不自力
学中得来也。

[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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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融会中西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
学术胸怀

詹锳先生特别重视以李证李，他对李白

詹锳先生推崇陈寅恪、余嘉锡等无征不

研究的许多成果之所以保持冷静观察不敢苟

信的传统，对王国维、钱钟书等融合中西也

同的态度，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成果就文章

多有称道。全面地继承前人的理论成果，融

本身也许能勉强自圆其说，但却不是从李白

通中西，敢于怀疑创新，是詹锳先生一直坚

的全部作品出发，材料不充分；有的是抓住

持的学术主张。

了对自己的观点有用的诗文，相关的甚至与

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看到朱光潜先

自己结论相反的诗文则不梳理，甚至故意回

生精通中外文学，我也注意学习外国文学。

避，更没有厘清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的

我旁听过英国小说、莎士比亚等英语专业

曲解材料，把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做相反的解

的课，还连续学了三年法语。我又跟从罗

释，为自己的立论证明。许多文章本身就是

常培先生学习语音学、中国音韵学，并在

抓住一条孤证无限引申；有的是证据根本难

罗先生指导下翻译了法国汉学家马伯乐

以推断出结论，靠猜测臆断出结论。詹锳先

写的《唐代长安方言》下半部。

生在完成《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过程时
对这些问题多有讨论。

[4]2

我在大学中文系任教六七年后，感
觉到古典文学教师中顽固不化的腐儒很

詹锳先生特别善于文本细读，他通过一首

多，而且门户之见很深。胸襟非常狭隘，

诗文的不同版本差异来发现问题，再仔细甄

这和他们知古而不知今，知中而不知外

别，然后得出结论，这样结论就会经得起时间

有关。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夏天，国民

考验。詹锳先生在这样的研究态度与方法在

党教育部在国统区各地公开招考公费留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中有充分体现：詹

学生，我在重庆参加了留学考试，报考法

锳先生总结自己的研究时说：

国文学……我没有钱买外汇，听说美国

我的知识是大杂烩，不取一家之言，

半公半读比较容易，于是决定到美国去
[4]4-5

也不是从一个角度出发，我希望能做到

学比较文学。

实事求是，能采取各家之长。惟其学得比

詹锳先生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学习比

较杂，不限于一种专业，我在发现一个问

较文学，后改学教育心理学。1950 年詹锳先生

题时，能从各个角度来探讨，从不同的专

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直到 1953 年

业来研究。例如研究一部文学作品，特别

毕业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学习 6 年，

是一首诗词，我爱作心理分析；对于一个

广泛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作家，我爱作历史探讨；对于某一作家的

詹锳先生对于中外文艺理论，既有全面

作品，我爱作系年工作，看看这篇作品是

学习继承的勇气，又有十分客观冷静谨慎的

在哪一年代写的，当时的社会背景如何，

态度。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既不是简单照搬，

作者的阅历如何，这就涉及到历史范畴

也不是视而不见，回避抛弃，而是本着历史唯

了。文学作品本身固然不是科学，对于文

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继承发扬，厘清

学作品的研究却是科学，研究文学要有

其概念与范畴的内涵，科学合理地运用在研

科学的头脑，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究之中。1982 年出版的《〈文心雕龙〉的风格

这样就不纯粹在那里摇头晃脑，击节叹

学》说：

赏，而是要从美学方面、语言结构方面、

“《文心雕龙》的风格学”是我们加

历史背景方面、作者心理方面，说出一个

上去的一个名称，其实《文心雕龙》里并

所以然来。

[4]14-15

没有任何一篇标题叫作“风格”，而且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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勰在《文心雕龙》里所用的“风格”一词，

当代各家注释，译文和专著论文，笔者也

和现代文学理论中“风格”一词的含义也

广泛收集，力求吸取新解。台湾近三十年

是不一致的。但是从《文心雕龙》全书的

来，研究《文心雕龙》成果显著，因此类

内容来看，不仅有好几篇专论风格，而且

书在大陆不经见，故多有引录。香港所出

对于作家作品风格的评论和分析，也贯穿

《文心雕龙》研究著作为数不多，但有的

在全书之中。我们简直可以说风格学是刘

甚见功力，故亦有所摘录。施有忠英文译

勰文学理论中的精华，其中有许多深邃的

本第二版第三版，亦曾祥加参照，但征引

见解是后来很少人阐发，也是很少人挖掘

不多。日本学者的译著和论文，所引仅以

过的。我们对于《文心雕龙》中有关风格

用汉文写成或有汉语译文者为限。

的理论，不能专从字面上来理解，而要认

詹锳先生特别强调研究古代作家必须知

识它的实质，才可以看出它对于当代文学

人论世，精读文本。《文心雕龙义证》《李白

理论和创作的指导意义。

[10]1

《〈文心雕龙〉的风格学》既重视弘扬中

[2]5

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学
术思想。马克思曾经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

国文论传统，又重视吸收借鉴西方文艺理论

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

的新成就。詹锳先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

黄侃和范文澜同志著作的基础上，把《文心雕

来”

龙》的研究推进一步。”

[10]166

[11]432

。詹锳先生认为作家是一个时代的产

此书成为《文心

物，他多次说李白只能出现在盛唐。但是盛

雕龙》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与方法论的开创意

唐只是一个时代条件，没有李白这一独特的

义不无关系。

家庭背景、学习经历、人生历程等也不可能，

1965 年，詹锳先生撰写《文体与风格》一
文，从曹丕《典论·论文》、恒宽《势要论》、
嵇康《琴赋》、傅玄《连珠序》、陆机《文赋》、

因此一个伟大作家的产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
结果。
一部艺术作品也是真正扎根于它的

陆云《与兄平原书》、挚虞《文章流别论》、

根底和基础上，扎根于它的周围环境中。

张融《门律·自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

当艺术作品从这种周围环境中脱离出来

论》、陆厥《与沈约书》、萧子显《南齐书·文

并转入到交往时，它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学传论》基本文献出发，认真梳理罗根泽《中

它就像某种从火中救出来但具有烧伤痕

国文学批评史》、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

迹的东西一样。

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以及中国台湾地区

对于作家作品的注释翻译包括普及工作，

[12]233

陈兆秀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术语研究》、王

必须忠实于作家作品本身，绝不能随意引申

金凌《文心雕龙文论术语析论》；还阅读了施

任意阐释。《李白诗选译》中写道：

友忠英文译本《文心雕龙》以及单篇论文，如

我们的选译工作，是从古籍整理的角

寇效信《释体势》；消化吸收了王元化著《文

度出发的。译的时候，首先考虑到要切合

心雕龙创作论》、王元化译《文体风格论》；

原意，而不是自己在那里作诗，所以极少

参考了黑格尔《美学》、克登编《文学名词词

离开原意的补充，或是抒一己之情。

典》、前苏联《简明美学词典》、美国韦勒克、

詹锳先生重视对比论证，认为一个作家

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等。詹瑛先生认为事

的风格，一篇作品的个性，通过对比，比孤立

情愈辩愈明。《文心雕龙义证》前言写道：

地分析会更深入、更高效。《唐诗》中说：

本书取材较广，对于近代各种资料，

[1]347

高、岑二人作为边塞诗人，有许多共

无论听课笔记，残篇断简，已刊未刊，笔

同的地方：（1）两人都是早岁孤贫，在社

者本着片善不遗的精神，多有采撷。对于

会上受到不少冷落，心怀不平之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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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都积极用世，在仕进道路上虽然受过

专家松浦友久、笕久美之到天津来拜访詹先

挫折，却是不甘寂寞。（3）两人都有边塞

生，我们也抓住机会当面求教。陈贻焮先生、

立功之志，曾经从军边疆，参加幕府，亲

周汝昌先生来天津期间，我们也都找机会请

自体验过豪壮、艰苦的军旅生活。因此两

教与讨论。詹锳先生还提示我们多读游国恩、

人的诗歌都具有悲壮的风格特色。但是两

朱东润、夏承焘、萧涤非、王季思、程千帆、

人也有不同的地方，岑参写的边塞诗数量

唐圭璋、刘永济、钱仲联、王元化、余冠英、

比较多，而且表现了比较积极乐观的精神，

曹道衡、霍松林、周勋初等先生的著作；对 20

但在对于战争的认识和反映民间疾苦方

世纪 80 年代李白研究的学者安旗、郁贤浩、

面，没有高适前期诗歌来得深刻。在表现

乔象钟、李从军、杨明等也要随时关注。

方法上，高适的诗多是夹叙夹议，直抒胸
臆，除去极少数的名篇以外，写得比较朴

四、开拓创新的学术追求、不断超越的
学术理想

素，写景之笔不多。岑参诗则几乎每首都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有本质的不

多少有点景物描写，他所写的景物多半色

同。在美国学科谱系里，心理学属于自然科

彩绚烂。他善于运用夸张、想象，笔法变

学。詹锳先生认为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

化多端，具有寓情景的特点。这又是高适

可以用在文学研究中，如统计方法；也可以

所不及的。

[8]233

利用计算机的一些功能辅助研究资料收集与

这一论述后来被许多唐诗研究者接受。

统计。1987 年，他听说中国社科院在搞古籍

由于诗歌在语言的普遍性中使某种

数据库，就派我们几个博士去联系，了解进

充满任意幻想的东西达到了表现，所以诗

展状况。他不止一次地说，计算机的应用对

歌总是保留了一种特有的非确定性。

[12]201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的备考是把对

古代文学的研究将会在信息处理、文献检索
方面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于某一首诗的不同的解释陈列出来，让学者

我们还要充分重视和运用现代化的

与读者讨论。时间是真理的孩子，问题随着

科学手段进行研究工作。近年来由于计算

时间的推进，可能越来越清晰。有的结论并

机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利用计算机输入数

不一定能成立，但是或正面或反面为问题的

据库或字库的方法来编索引……中国社

解决提供了一些思路或启发，詹锳先生觉得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计算机上输入《全

就应该列出来。

唐诗》，对于唐诗的研究以及唐宋以后文

詹锳先生要求我们学生多看王达津先生

学的研究会提供更大的方便。这样对于版

唐诗研究的文章，认真阅读罗宗强先生的《隋

本校勘、典故注释，会节省不止十倍百倍

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李杜论略》，裴斐先生

的精力。而且更精确……我们绝不可以抱

的《李白十论》，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

残守缺，拿老眼光看新问题。

考》，王运熙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论文，

后来的中国知网等各种数据库、各种电

[4]15-16

袁行霈先生《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探索》中关于

子文本检索系统都证明他的想法与当代外国

李白的文章。詹锳先生与王达津先生、罗宗

著名的文学理论是一致的。

强先生关系很好，让我们多向二位先生请教；

无疑，文学研究和科学研究两者在

他要求我们去北京拜访裴斐先生，到中华书局

方法论上有许多交叉和重叠的地方。诸

拜访傅璇琮先生，当面请教。当时，我们 3 个

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和比较等基本

同学选了《盛唐诗歌编年》的博士论文，分 3

方法。对于所有系统性的知识来说，都是

段分别做，詹锳先生让我们向中华书局的许

通用的。

逸民先生咨询相关资料信息。日本李白研究

这一点充分证明了他的学术预见性与前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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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性。可惜詹先生在 1998 年去世。没有看到

个整体，这个观念在中国、外国，都是很

现在大数据人工技能对文学研究的巨大贡献。

早就被人注意到了。中医治病忌讳头疼医

詹锳先生《自传》说：

头、脚疼医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不

我这些年来的治学方法，是以自然科

容易抓住病的关键。西方医学过去就有这

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我没有中国

个毛病。前苏联伟大的生理学家兼心理学

腐儒的固陈之见，我在美国留学五年，又去

家巴甫洛夫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他说人

[4]14

美国讲学一年，也从来不崇拜洋人。

体是一个有组织的彼此有联系的有机统

《李白诗文系年》指出《宣州谢朓楼饯别

一体；人体的活动是由大脑里的中枢神经

校书叔云》应该是题下注一作《陪侍御叔华登

系统来指挥的……在古代不大理解这个

楼歌》正确。可是许多选本还是题目照旧题作

问题，不懂得中枢神经活动，以为全身的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本着认真负责

联系靠血脉的流通，就是说人的全身是靠

的学术态度，詹锳先生在《文学评论》1983 年

血脉来贯通的。古人写文章的时候就注意

第 2 期发表了《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

到了全文的血脉贯通。

云〉应是〈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文中说：

詹锳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力求语言的准

很多论李白的文章引用这首诗的名

确，同时兼顾优美流畅，充满学术研究的热

[3]240

句。可是这首诗的题目与内容是不相称的。

情和才气。1963 年交到出版社，1979 年才在

为了迁就这个题目，许多人对这首诗的某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分析陈子昂的

些部分作了不适当的理解。尽管这首诗有

《登幽州台诗》：

很大的跳跃性，可是我们在理解这首诗的

那种怀才不遇，感慨万端的激昂情绪，

时候，总要把作者的思路说通，把全诗的

用苍凉雄壮的声调抒发出来，短短四句就

脉络搞清楚。不搞清它的含意，也就很难

成为震撼人心的浩歌。这说明一个有才能

对他有正确的理解。

[3]157

詹瑛先生认为春秋两度饯别不符合情理，

的人，在黑暗势力压制下不得重用，而又
无人理解他的苦衷，所以才发出这样悲愤

李白与李云关系不深，全诗不符合饯别主题，

的呼声。有了这样的风骨凝练的诗篇，才

而符合登楼主题。“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

能一扫初唐宫体诗的靡靡之音，而开阔诗

可以酣高楼”说得正是北雁南飞的秋日登楼

的境界，这类诗篇对盛唐诗人的创作有过

酣饮。此文条分缕析，把古今不同选本及各种

不少启发和影响。

研究分析成果的误解一一分析原因，深入细

詹锳先生的这段分析揭示了《登幽州台诗》

[8]224

致。这种从全部材料出发，综合考量，用事

的时代特征、创作心理、情感内涵、风格特

实说话的扎实学风，其现实意义尤为突出。

点以及文学史的开创性意义，准确清晰地表

詹锳先生的学术论文，流畅自然，深入

达了该诗对盛唐诗歌的影响，很容易被读者

浅 出 ， 读 起 来 如 行 云 流 水 。 中华书局出版

接受。学术语言不需要密不透风、高深玄奥，

《刘勰与文心雕龙》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唐

詹锳先生的学术著作对现在学术研究文风的

诗》，既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更是普及读物，

建立，无疑具有反思与改进的现实意义。

行文流畅，雅俗共赏。詹锳先生认为知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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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tudying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Zhan Ying insists on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confidence and the vision
of modern world. Based on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Chinese nation, he promotes patriotism through his research and explores
contemporary value of ancient literary research. Zhan Ying inherits comprehensively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kind. His
research not only connected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ntegrating China and West for macro-research, but also emphasizes
solid and rigorous micro-research. Mr. Zhan Ying has a pioneering innovative research spirit and critical pragmatic morality, which
had great significance to today’s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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