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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句 ： 宋元话本小说中韵文的知识特性及其小说功能
叶楚炎

摘

要： 在宋元话本小说中，集句诗词既可以作为入话和头回，用在小说的起始部分，同时也广泛地存在于其他部分的

韵文中。从表演形式和内容看，话本小说中的集句表演和宋元时期的“合生”应该有颇为密切的渊源。从类别看，话本小
说中的集句可以分为显性集句和隐性集句。立足于观众对相关韵文的熟悉度，说话艺人对自身韵文知识的分类以及不
同方式的运用，是形成显性集句和隐性集句的根本原因，附着在话本小说中的集句表演也因此构成了一种雅文学独特的
知识传播形式。基于宋元话本小说中韵文套语的普遍性，我们可以将“集句”视为小说中韵文的一个普遍特征，理论上
说，所有的韵文都是集句的对象，而所有的韵文也都可以通过集句的方式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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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散结合是宋元话本小说叙述方面的一个重
要特质，因此，除了散文表述之外，韵文方面的素

3—5） 之语，从中可见，作为说话艺人，在韵文方
面需要有丰富的积淀，而对此他们其实是颇为自

养对于说话艺人而言同样重要。 在《醉翁谈录 》
中便有： “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 说古诗是

诩的。

李、杜、韩、柳 篇 章”、“吐 谈 万 卷 曲 和 诗 ”（ 罗 烨

由上述这几句话同样可以看到，说话艺人在
韵文方面的修为并不体现在创作方面，而主要是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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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记诵的方式将诗词韵文等作为自身的知识储
备，然后在现场表演中将之呈现出来。 依据呈现

窟鬼》中，起首便是一首词，后面则道：

方式的不同，可以大致将说话艺人韵文的使用分
为两种： 第一种是直接引用，即将他们韵文的知

这只词名唤做《念奴娇 》，是一个赴
省士人姓沈名文述所作，元来皆是集古

识储备直接调度出来，挪用为小说中的某一首韵
文； 第二种则是间接引用，也便是将他们所储备的

人词章之句。如何见得？ 从头与各位说
开。（ 程毅中 199）

韵文知识重新加以拼集组合，然后以一首新作的
面貌呈现在小说中，这种间接引用的方式，也便是
我们通常所说的“集句”。
集句是“古代文学创作中一种常见、甚至是
一些人所喜闻乐见的形式 ”（ 吴承学 12） 。 从集
句这一文体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早在先秦
时就已有集句性质的作品，但集句的广泛流行却
是在宋代，并且还出现了王安石这样大量创作集
句诗，并极大提升了集句诗的文学品格的作家 。
并且，集句词也出现于北宋。这也就意味着，话本
小说的成熟与兴盛和集句的成熟与兴盛基本在同
一时期，这也成为两者之间发生共融的一个重要

此后便开始逐一举出这首集句词所集的词
作，连同这首集句词《念奴娇 》，共有十五首韵文，
共同构成了《西山一窟鬼》的入话。
相似的开头也出现在《史弘肇传 》里。 在入
话之后，小说中引入了一个《八难龙笛词 》的故事
作为头回。而这个《八难龙笛词 》本就是一个有
关集句的故事： 在故事的主人公洪内翰当席写作
了一首《虞美人 》后，孔通判挺身而出，告诉众人
这首词乃是集句之作，并且“乃就筵上，从头一一
解之”（ 程毅中 598） ，一连说出了这首《虞美人 》

的文学背景。

所集的八首诗词，加上前面的《虞美人 》和洪内翰
最后所写的一首《水调歌头 》，也基本是由这十首

除了以集句的方式进行诗歌创作之外，在作
为通俗文学的戏曲中也会用到集句，而这也引发

韵文作品共同组成了此篇小说的头回 。
由以上两个例子可见，“集句 ”给说话艺人提

了学界对于戏曲中集句的探讨。 相对而言，论者
虽然也会意识到话本小说中集句的存在，但对于

供了一 个 颇 为 适 宜 的 方 式 去 展 现 他 们 的 韵 文
知识。

话本小说中集句的讨论却基本上付诸阙如 。 其
实，在宋元话本小说中，“集句 ”可能比我们之前

首先，通过集句的方式，可以现场表演更多的
诗词韵文。 可以看到，除了《碾玉观音 》，宋元话

所知道的还要普遍，而集句的广泛使用也集中体
现了话本小说中韵文的一些重要特质 。本文便以

本小说中极少出现类似于《西山一窟鬼 》这种一
连使用十数首诗词作为入话的情形 。而在宋元话

宋元话本小说中的集句为研究对象，探讨此类韵
文的知识特性及其小说功能。

本小说的头回中，《简帖和尚 》已算是运用了较多
韵文的，但也只有六首而已，像《史弘肇传 》这般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除了《新编红白蜘蛛小
说》的残页之外，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作品几乎

容纳了十首韵文的头回亦是绝无仅有 。 相对于
《碾玉观音》以“春归 ”作为线索串联起入话部分

都已失传，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宋元话本小说基本
都是刊刻于明代，但经过胡士莹、程毅中等诸位先

的十一首韵文，《西山一窟鬼 》之入话和《史弘肇
传》之头回以集句为纲将这些韵文组织起来也更

生考订，认 为 其“主 体 尚 存 宋 元 旧 观 ”（ 程 毅 中
28） 的作品，具体篇目以程毅中先生辑注的《宋元

为恰切自然，因此，从中我们能看到“集句 ”作为
小说入话和头回的一个显著优势，即能够以较为

小说家话本集 》所收作品为准，以期通过对于这
些话本小说中韵文的考察，较为系统地梳理和探

平易的方式融入更多的韵文作品，以充分展现甚
至是炫耀说话艺人的韵文功底。 当然，话本小说

讨宋元话本小说中的集句。

中的韵文较为特殊，特别是入话和头回中用于候

一、入话、头回： 作为表演伎艺的集句
在宋元话本小说中，集句会作为一种特殊的
“入话”或“头回”出现在小说的篇首。在《西山一
·82·

场和静场的韵文可能会由于现场表演的需要随时
增减，在进入文本的过程中，头回和入话中的韵文
或许也会被删减。但相对说来，话本小说中的集句
韵文在表演中却有其恒定性： 由于集句韵文和所
集韵文是一个整体，
因此在表演中不会受到临时增

集句： 宋元话本小说中韵文的知识特性及其小说功能

减的影响，
在进入文本的过程中也不会被删减。这
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入话和头回，在以
也就意味着，

质。除此之外，不仅是广博的韵文知识，集句还能
展现说话艺人多方面的才能，并为说话表演增添

集句作为入话和头回的这些小说中，
我们能较为完
整地领略这些入话和头回现场表演的实况。

不一样的意趣。 便如吴承学先生所总结的： “集
句创作既 需 博 学，又 尚 急 智； 既 要 巧 思，又 要 雅

其次，集句将诸多诗词韵文统一在一个独立
的故事单元中，避免了大量韵文的涌入对于故事

趣。”（ 吴承学 13） 说话艺人的集句表演应当是宿
构的，但在现场表演中，这些诗词都是脱口而出，

主体可能造成的伤害，同时集句本身也构成了一
个精彩的表演。《西山一窟鬼 》之入话以及《史弘

因此很容易给观众留下临场生发的印象 。这在博
学之外，也建构起说话艺人“急智”“巧思 ”的形

肇传》之头回都自成一个独立的故事单元，我们

象，而这一形象应当也是说话艺人试图通过集句
表演传达给观众的。 与此同时，集句包括其所集

当然可以质疑这一故事单元与正话故事的联系过
于松散，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正是由于这一故事单

诗词亦会为小说故事增添更多的“雅趣 ”，即便在
以市民阶层为主的观众群中，也依然会有了解和

元中容纳了更多可以展现说话艺人韵文才能的诗
词，正话的故事才不必放入更多与故事关系松散

接受雅文化的需求，而具有雅趣的集句也便由此

的韵文作品，从而保证了故事叙述的流畅和紧凑 。
与此同时，集句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充满悬念的表

成为了更多体现俗趣的正话故事的有益调剂和
补充。

演。集句的基础是对于大量韵文的掌握，以这些
韵文作为创作资料库，并从中进行最为恰切的调

通过这两篇作品可以看到，作为入话和头回
的集句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正话之外的表演单元。

度和搭配。值得注意的是，说话艺人表演集句的
过程其实与集句的创作过程正好相反，他们先举

由此提醒我们注意： 对于集句这一文体的演变脉
络而言，宋元话本小说中的集句也是其中的重要

出的是一首看似普通的诗词作品，再揭破其为集
句，然后通过对于所集诗词的逐一注解 ，将集句赖

一环。集句在北宋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恰
与话本小说的兴盛同时。而从话本小说留存的集

以产生的其他诗词现场背诵出来。这种表演程序

句表演中，
可以想见其在民间的流行程度。因此，
有可能是集句在民间的流行使其进入文人的视野，

将观众的注意力凝聚到对于集句的现场揭秘上
来，营造了足够的悬念感，也足以弥补大段诗词表
演本身所潜藏的故事性偏弱的缺憾。 此外，这两

并逐渐被雅化； 也有可能是集句先在文人群体中流
此后才被民间艺人吸纳到表演伎艺中。无论因
行，

篇小说中的集句都是集句词，“集句词比集句诗
难度更大”，这也就意味着，相对于集句诗，集句

果关系如何，
集句在民间的传播及其现场表演的功
能，
都是其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方面，而由此入

词更能炫技； 且“词体为长短句，集句词往往要割
裂原句以求合式 ”（ 吴承学 17） ，在表演中，不同

或许也能对集句的演变历程有新的认识。
手，
说话技艺中的“集句表演 ”展现了说话艺人

于列举原诗便可以令人一目了然的集句诗，集句
词往往要经过解说才能让观众明白就里，这也进

多方面的才能，具有充分的悬念感和娱乐性，也给
话本小说带来了更多的雅趣。 但相对说来，凸显

一步增加了表演本身的悬念意味 。
其三，从文体特征来说，集句本身就是一种游

说话艺人在诗词韵文方面的博闻广记或许是最为
重要的一点。一连九、十首甚至十数首诗词倾泻

戏文字，其自身所具有的娱乐性也正契合了说话
伎艺提供娱乐表演的现实需要。在宋人孙应时所

而出，会让说话艺人在观众面前建立起足够的知
识优势和心理自信，从而为后面正话的表演营造

写《跋胡元迈集句 》中，对于集句有颇多的贬抑，
认为集句“可以为工不可以为高，足以贻世不足

出良好的讲述气场和接受氛围。 但耐人寻味的
是，根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本和资料 ，在集句表

以名世”，只不过是“近世斯人游戏法耳 ”（ 孙应时
644） 。但这一对于集句的轻视和贬斥，却恰会成

演中，说话艺人对于集句的疏解却存在着诸多问
题，这与说话艺人通过这些韵文所建构的自我形

为集句被说话艺人吸纳的原因： 对于说话表演来
说，更适合表演需求的“为工”“贻世 ”，显然比文

象又是截然相悖的。
《西山一窟鬼 》逐一列举了《念奴娇 》所集的

人所期许的“为高”“名世 ”更为重要，而“游戏 ”

十四首词作，而每一首作品不仅列出了原词，也注
明了其作者、词牌及词名，对此，可以参见下表：

的特性也使得集句具备了出现在表演场上的潜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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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念奴娇》中的词句

作者、词牌及词名

备

注

陈子高《谒金门·寒食》

见于陈克（ 字子高） 《赤城词》（ 陈克 3）

二

渐残红零落胭脂
颜色。

李易安《品令·暮春》

《花草粹编》署李易安、曾公衮 （ 陈耀文 419） ； 《乐府雅
词》亦载此词，署名为曾公衮。然首二句“纹漪涨绿，疏霭
连孤鹜”与小说中所载前两句“零落残红，似胭脂颜色”
完全不同。此后诸句则基本相同（ 曾慥 252） 。

三

流水飘香。

延安 李 氏《浣 溪 沙 · 春
《花草粹编》署延安李氏（ 陈耀文 177） 。
雨》

四

人 渐 远，难 托 春 心
脉脉。

宝月 禅 师《柳 梢 青 · 春
词》

程毅中： “此词实当属僧仲殊作”（ 程毅中 213） ； 《花草粹
编》署秦少游（ 陈耀文 299） ；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署僧
仲殊（ 黄昇 1） ，并称其“居杭州吴山宝月寺”，则宝月禅
师应为僧仲殊。

五

恨别王孙，墙阴目断。

欧阳 永 叔《一 斛 珠 · 清
明》

程毅中： “当属晁端礼词”（ 程毅中 213） ； 《花草粹编》署
欧阳永叔（ 陈耀文 371）

六

谁把青梅摘？

晁无咎《清商怨·春》

《花草粹编》载出自《古今词话》，且下有小注： “政和间，
京师妓之姥曾嫁伶官，常入内教舞，传禁中撷芳词，以教
其妓。”（ 陈耀文 386）

七

金鞍何 处，绿 杨 依 旧
南陌。

柳耆卿《清平乐·春》

程毅中： “下引《清平乐》，当属贺铸词”（ 程毅中 213 ） ；
《花草粹编》署柳耆卿（ 陈耀文 243） ； 《乐府雅词》署贺方
回（ 曾慥 209）

八

消散云雨须臾。

晏叔原《虞美人·春》

见于晏几道（ 字叔原） 《小山词》（ 晏几道 51）

九

多情 因 甚 有 轻 离 轻
拆。

魏夫人《卷珠帘·春》

《花草粹编》署魏夫人（ 陈耀文 404）

十

燕语千般。

康 伯 可《减 字 木 兰 花·
《花草粹编》署康伯可（ 陈耀文 197）
春》

十一

争解 说 些 子 伊 家 消
息。

秦少游《夜游宫·春》

《花草粹编》署秦少游（ 陈耀文 375）

十二

厚约深盟，除非重见。 黄鲁直《捣练子·春》

《花草粹编》署黄鲁直（ 陈耀文 145）

十三

见了方端的。

周美成《滴滴金·春》

程毅中： “下引《滴滴金》，当属晏殊词”（ 程毅中 214） ； 见
于晏殊《珠玉词》（ 晏殊 15） ； 《花草粹编》署周美成（ 陈耀
文 265）

十四

而今无 奈，寸 肠 千 恨
堆积。

欧阳永叔《蝶恋花》

见于《欧阳文忠集》（ 欧阳修，第 132 卷 1） ； 《乐府雅词》
署欧阳永叔（ 曾慥 178）

一

杏花过雨。

表中备注一栏为笔者所加，由上表可见，在
《西山一窟鬼》所列举的十四首词作中，据现有文

都难以得到确证，甚至还可能存在讹误。 而即使
是作者 署 名 较 为 确 实 的 三 首 作 品，也 存 在 一 些

献，作者署名较为确实的只有第一首、第八首、第
十四首三首词作。 其余词作的作者信息，或是只

疑问。
据《西山一窟鬼 》所云，《念奴娇 》中“消散云

有明人陈耀文所编的《花草粹编 》与之一致，而别
无其他文献可以证明； 或是作者存在两说； 或是词

雨须臾”出自晏叔原《虞美人 · 春 》下片第一句
“消散须臾云雨怨”，但在晏几道之《小山词 》中此

作见于他人词集，署名或许有误。总之，小说中显

句则作“楼中翠黛含春怨 ”（ 晏几道 51） ，除了末
一字之外，基 本 与 小 说 中 所 载 完 全 不 符； 《念 奴

示韵文才学的这些言之凿凿的作者信息可能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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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最末两句“而今无奈，寸肠千恨堆积 ”，小说中
交待集自欧阳永叔《蝶恋花》上片末两句“而今无

完全不同。因此，尽管这两首词的署名或许没有
疑问，但《念奴娇》是否真是集自这两首词作则成

奈寸肠思，堆积千愁空懊恼 ”，可在《欧阳文忠集 》
里这两句却作“红蜡枝头双燕小，金刀剪彩呈纤

为一个更大的问题。
《西山 一 窟 鬼 》之《念 奴 娇 》如 此，《史 弘 肇

巧”（ 欧阳修，第 13 Ⅰ卷 1） ，《乐府雅词 》中所载
亦与《欧阳文忠集》基本相同，却都与小说中所载

传》中的《虞美人》也不例外，对此，也通过下表予
以说明：

序号

《虞美人》中的词句

原作者及题名

备

注

忽闻碧玉楼头笛。

张紫微《道隐》

胡应麟《诗薮》、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等皆云此诗乃金初
人翟钦甫所写 ① 。

二

声透晴空碧。

骆解元《王娇姿唱词》

程毅中： “此诗见《王魁传》，作王魁诗，文字略异。”（ 程毅
中 625） 见于《醉翁谈录》之《王魁负心桂英死报》（ 罗烨
91）

三

宫、商、角、羽任西东。

曹仙姑《风响》

程毅中： “此篇《风响》实为唐高骈《风筝》诗，文字略异。”
（ 程毅中 625）

四

映我奇观，惊起碧潭龙。 苏东坡《橹》

未详

五

数声呜咽青霄去。

朱淑真《雁》

未详

六

不舍《梁州序》。

秦少游《歌舞》

未详

七

穿云裂石响无踪。

刘两府《水底火炮》

未详

八

惊动梅花，初谢玉玲珑。 刘改之《元宵望江南》

一

程毅中： “此词《龙州词》未收，《全宋词》即据本篇列入存
目，但误注出《宋四公》。”（ 程毅中 625）

相对于《西山一窟鬼》，《史弘肇传 》中所集诗
词署名的问题更为突出，在小说所举的八首作品

署名的整体状况下去考察。 在宋元话本小说中，
韵文署名的不实是一个颇为普遍的现象 。刘勇强

中，根据现有文献，其所列作者信息能够得到证实
的一首也没有。 其中的第一首、第三首的作者署

先生便曾论及话本小说中的这一现象，并认为这
与小说“为了特定的情境改纂署名诗词 ”等原因

名应当有误，其余六首中有五首都是其他文献未
载，仅见于这篇小说。

有关，这些诗词的署名与现今流行的看法不一致 ，

根据以上探讨可以看到，一方面是这两篇话

也不能都归结于说话艺人的文化水平低下或随意
编造，而与宋词“互见”现象相关，并且作为“古代

本小说通过集句表演充分显示出说话艺人在韵文
方面的知识优势，同时他们自己也宣称“言无讹

诗词传播中的一个特殊版本 ”，这些署名诗词在
文献上也有参考价值 （ 刘勇强 96—98 ） 。 因此，

舛，遣高士善口赞扬 ”（ 罗烨 5） ； 但另一方面，小
说提供的作者信息等似乎又存在诸多疑问，这又

在话本小说的集句表演里出现的这些署名不实并
不特殊，而是与话本小说中韵文的集体性状貌保

势必消解说话艺人对于自我形象的营造，两者之
间有着显见的矛盾。

持一致，同时，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小说叙事的需
要、诗词韵文的传播等因素有密切的联系 ，不能简

二、集句与合生： 说话艺人的
韵文素养及其知识来源
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从一方面说，
对于两篇小说所集韵文署名等信息的不实，我们
不应孤立地去看待，而应放在宋元话本小说韵文

单地将之都视为“讹误 ”，并由此指向说话艺人韵
文知识的缺失。
但从另一方面说，集句表演里出现的这些署
名信息的不实又不能和其他韵文署名的相类状况
等量齐观。相对说来，在小说的其他部分，韵文在
叙述中的重要性要远远低于散文，只是作为叙述
中的蒜酪而出现。 可在集句表演中，韵文则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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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叙述的核心，其地位要远比其他部分出现的韵
文更为重要，其“不实 ”也会因为这种重要性的提

赏春、春思、春恨、春闺、送春等，由此可见，这种编
撰方式与《西山一窟鬼 》与《碾玉观音 》以“春 ”贯

升而被放大和凸显，而这也就自然牵涉到说话艺
人这些集句韵文的知识来源是否可靠的问题 。

连所集之词十分类似。
更为重要的是，《草堂诗余 》与宋元话本小说

可以看到，《西山一窟鬼》之《念奴娇 》所集的
词都与春相关： 其中十三首的词名直接标识出这

也颇具渊源，在《洛阳三怪记 》中有一首描摹会节
园的韵文，最末两句为“楼台侧畔杨花舞，帘幕中

一点，都为“春”“春雨”“暮春”“清明”“寒食 ”，只
有最后一首《蝶恋花 》没有词名，但词中所写也是

间燕子飞”（ 洪楩 135） ，据《草堂诗余 》所载，这两
句应出自晏殊诗； 在《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 》中，

早春无疑。这十三首词与《碾玉观音 》的入话非
常相似，《碾玉观音》入话的十一首词也都贯穿了

有一首名为《传言 玉 女 》的 词 作，小 说 中 云 此 词
“乃胡浩然先生所作”，《乐府雅词 》卷中载此词，
题晁补之作，而《草堂诗余 》卷二不仅亦载有这首

一个“春”字。因此，尽管有集句抑或非集句的不
同，《西山一窟鬼》和《碾玉观音 》组织这些韵文的
线索却都是相同的，这或许也意味着，它们有着相
类的出 处。 在 故 事 的 来 源 方 面，我 们 往 往 会 将
《醉翁谈录》《青琐高议》《绿窗新话 》等视为说话
艺人所用的参考书，而在韵文方面，这些说话艺人
也应该有类似的参考书。 因此，紧接着“引倬、底
倬，须还《绿窗新话 》”而来的“论才词有欧、苏、
黄、陈佳句； 说 古 诗 是 李、杜、韩、柳 篇 章 ”（ 罗 烨
3） ，显然 不 是 说 他 们 所 掌 握 的 只 是 这 八 家 的 作
品，其实也并非指说话艺人会通读这八位名家的
所有作品，他们所参看并熟记的应是汇集了诸多
名家诗词作品的某种选本，特别是分类编撰的韵
文选本或是类书，这才可以解释为何在集句的同
时，他们还能将所集之词的词题都限定在“春 ”的
范围之内，相对于一般的集句而言，这显然更具

词，而 且 与 小 说 一 样，“题 胡 浩 然 作 ”（ 程 毅 中
650） ； 此外，在《戒指儿记 》里有一首描绘上元佳
景的《瑞鹤仙》，《草堂诗余 》在节序类之“上元 ”
中亦载这首词作，并署名康伯可所作（ 《草堂 诗
余》593） 。由以上列举可见，《草堂诗余 》是一部
在当时民间流传颇广且具有类书性质的词选，尽
管前面所举到的《西山一窟鬼》《史弘肇传》《碾玉
观音》等小说所集的词作在《草堂诗余 》中都找不
到对应，但无论是《草堂诗余 》分类编撰词作的方
式，以及《洛阳三怪记 》等作品中的韵文和《草堂
诗余》之间的关联，都在提醒我们注意在知识来
源方面，《草堂诗余 》以及与之相似的诗词选本、
类书等对于说话艺人的影响。 换言之，即便说话
艺人没有直接从《草堂诗余 》中取材，他们所依据

难度。

的参考书也应当与《草堂诗余》极为相类。
除了诗词选本、类书等参考书，其他表演伎艺

由于小说中所集的诗词无论是具体的词句还
是署名，多与现在我们看到的诗词选本以及作家

也会提供表演所需的知识素材。胡士莹先生认为
“宋人所谓‘唱题目 ’，正是指当时瓦子勾栏中表

别集等有别，这无疑为我们探讨说话艺人韵文方
面的知识来源增加了难度。但这种在所集诗词中

演的‘合生’”，即宋代的“合生 ”是“指物题咏 ”以
歌唱诗词为主的“滑稽玩讽 ”式的伎艺。 值得注

贯穿的以类相从的脉络则或许可以为这一难题的
索解提供一些途径。便如论者所指出的，在宋代，

意的是，与集句表演相同，“合生是一种以歌唱诗
词为主的口头伎艺，内容很少故事性，实与以故事

由于“研摹学习”以及“应举考试 ”等的需要，出现
了很多大型类书，如《事文类聚》《古今合璧事例

为主的‘说话’殊途”（ 胡士莹 123—26） 。
在《史弘肇传 》之《虞美人 》所集诗词中，《风

备要》《锦绣万花谷》《记纂渊海》《山堂考索 》等，
而一些诗词的选本也分类编撰，其中值得重点关

响》《橹》《雁》《歌舞》《水底火炮 》都是较为明显
的“指物题 咏 ”诗。《王 娇 姿 唱 词 》与《歌 舞 》类

注的便是《草堂诗余》。“《草堂诗余》是南宋中期
即庆元年间 （ 1195—1200 年 ） 以前书坊选编的一

似，亦是以“唱词 ”为题咏对象的诗作。《元宵望
江南》是对于元宵节的题咏。 而《道隐 》一 诗 据

本词集，大约在南宋后期或宋末元初，建安何士信
对它进行了增修笺注，流传渐广。”（ 杨万里 51） ⑤

《诗薮》《尧山堂外纪》等所载，是金人翟钦甫对于
清庵的一首题咏诗。因此，《虞美人 》所集的八首

《草堂诗余》分类选编词作，前集分为春景、夏景、
秋景、冬景类，春景类中又分为初春、早春、芳春、

诗词都与“指物题咏 ”相关。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
将“春”“春雨”“暮春”“清明”“寒食”“早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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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视为“物”，则题咏这些的《西山一窟鬼 》之《念
奴娇》所集词作也都可以被视为“指物题咏 ”的咏

话本小说中。但需要提及的是，对于说话伎艺而
言，集句有显见的优长，可根据现在我们所见到的

物词。

宋元话本小说的文本，以集句的方式开篇的作品
却只有《西山一窟鬼》和《史弘肇传 》两篇而已，集

也便是说，集句表演与合生表现形式相同：
其一，两者都是以表演诗词为主的口头伎艺； 其
二，内容都较少故事性； 其三，表演的诗词又都有
“指物题咏”的特色。 集句表演和合生之间显然
应该颇具渊源。 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 其一，集
句是合生中的一个类别，说话艺人将之挪借过来，

句似乎并没有在话本小说中得到更为普遍的运
用。事实上，集句在宋元话本小说中的现身并不
止于这两篇作品，而这也会带来对于话本小说中
集句的更为细致的分类和分析。

放在故事之前作为起首。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

《杨温拦路虎传 》只以一首诗作为入话，然后
便接以正话部分的叙述。 但值得重视的是，入话

《西山一窟鬼》《史弘肇传 》中看到的集句表演可
能就是“合生 ”。 其二，集句表演不从属于合生，

的这首诗并非普通的诗作，而是和《西山一窟鬼 》
中的《念奴娇》以及《史弘肇传 》中的《虞美人 》一

是另一种表演形式，但 说 话 艺 人 将“合 生 ”中 的
“指物题咏 ”借鉴过来，放入集句表演中，构成了

样，是集句之作。

集句表演中的一个类别。 无论哪种可能性属实，

这首诗中的第二句“苇岸无穷接楚田 ”来自
李频所写的《湘口送友人 》一诗 （ 李频 1） 。 第三

集句表演和合生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值得继续深
入探讨的问题。

句“翠苏苍崖森古木”出自欧阳修的诗作《冬后三
日陪丁元珍游东山 寺 》，原 诗 为“翠 藓 苍 崖 森 古

总之，说话艺人集句表演所需的韵文知识有
可能来自韵文选本或是类书等参考书，亦有可能

木”（ 欧阳修，第 11 卷 1 ） 。 程 毅 中 先 生 在 注 释
《杨温拦路虎传 》中的这首入话诗时，曾认为“翠

来自其他的表演伎艺，这两者之间也并不矛盾：

苏苍崖 森 古 木 ”一 句“‘苏 ’字 不 合 诗 律，疑 为
‘藓’字之讹 ”（ 程毅中 286） ，而这句诗原本的出

参考书的编撰或许会以各种表演伎艺中的诗词韵
文为素材，而这些参考书对于各种表演伎艺来说
也都是可以共同使用的资料库。 换言之，这两者
之间非但不矛盾，而且还构成了一种复杂纠合的

处正印证了程先生的这一猜测。 第四句“坏桥危
磴走飞泉 ”集自林逋所写的《安福县途中作 》，原

共生共融的关系。 正如同我们很难判断究竟是

诗为“坏桥危磴已鸣泉 ”（ 林逋 24） 。 第五句“风
生谷口猿相叫 ”来自杜荀鹤的《山居寄同志 》（ 杜

《醉翁谈录 》中所载的故事为说话艺人提供了小
说的资源，还是说话艺人的作品成为了《醉翁谈

荀鹤 8） 。第六句“月上青林人未眠 ”出自顾况所
写的《横山故居》（ 顾况 538） 。第七句“独倚阑干

录》编撰的资料，更为可能的情形是这两方面都
同时存在。正是这种参考书与表演伎艺之间复杂

意难写”出 自 崔 鲁 （ 一 作 橹 ） 的《春 晚 岳 阳 城 言
怀》，原诗为“独凭阑干意难写 ”（ 方回 106） 。 第
八句“一声邻笛旧山川”集自晚唐诗人许浑的《重

纠合的共生共融提供给了说话艺人韵文方面的知
识和自信： 他们所储备的是在表演场上不断被磨
砺和检验的知识系统，并且这一知识系统还被刊
刻出来，也因此获得了文本化的权威认证。 所有
这些都让说话艺人相信他们的韵文知识是无懈可
击的，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将这种自信带到表演场
上并传达给观众。 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理论上
说更容易出错，也更易受到质疑的集句，反倒成为
了他们展现自我韵文素养和知识储备的绝佳表演
方式。
如前所论，集句之所以能进入话本小说，和集
句自身的特性密切相关： 集句契合了说话伎艺现
场表演的各种需求，也提供给说话艺人展现自身
韵文知识的契机，因此会作为入话或头回出现在

游练湖怀旧》，许浑的此句诗也作“一声蝉续一声
蝉”（ 许浑 14） 。
也便是说，《杨温拦路虎传 》中的这首诗除了
第一句暂时找寻不到出处之外，其余七句都是来
自旁人的成作，这也是一首标准的集句诗 ② ，并且
和《西山一窟鬼 》一样，是作为入话的集句韵文。
但与《西山一窟鬼 》和《史弘肇传 》的叙述程式不
同的是，在入话之后，《杨温拦路虎传 》完全没有
对这首集句诗作任何疏解，而是直接转到对于正
话的叙述。如前所论，由于自身的文体特性，集句
能够体现说话艺人多方面的才能，也能够带来诸
多的表演便利，因而在现场表演中，说话艺人应当
不会放弃对于集句诗作的“揭秘 ”表演，倘或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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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在现场表演时，入话之后完全没有任何的解
释，对于辛苦写就同时又颇具表演效果的集句韵

野渡舟横，杨柳折残枝。 怕见苍山千万
里，人去 远，草 烟 迷。 芙 蓉 秋 露 洗 胭

文而言，其实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 根据以上
分析，合理的解释应是： 《杨温拦路虎传 》应该和

脂，断风凄，晓霜微。 剑悬秋水，离别惨
虹霓。剩有青衫千点泪。 何日里，滴休

《西山一窟鬼》及《史弘肇传》一样，在集句韵文之
后，有对于集句的逐一解释，说话艺人会将所集的

时？ （ 程毅中 583）

八首诗作一一说出，以至少九首诗作连用的形式
构成此篇小说的入话。但在这篇小说进入文本的
过程中，集句后面的解释连同所集的韵文都被删
落，因此我们只能看到唯一一首集句充当入话的

这首《江神子》与元好问所写的《江城子 · 观
别》关系密切：

面貌。由于原本对于集句的解释都被删除，我们

旗亭谁唱渭城诗？ 酒盈巵，两相思。
万古垂杨，都是折残枝。 旧见青山青似

无法知道后面所举的韵文是否与现在我们所掌握
的一致，从《西山一窟鬼》和《史弘肇传 》两篇作品

染，缘底 事，淡 无 姿。 情 缘 不 到 木 肠
儿，鬓成丝，更须辞。 只恨芙蓉，秋露洗

来看，两者之间有所差异或许更为可能 。
无论如何，这提示我们注意： 首先，由于在文

烟脂。为问世间离别泪。 何日是，滴休
时？ （ 元好问 8—9）

本化的过程中，宋元话本小说往往会受到删改，特
别是韵文部分更是会成为被集中删减的对象，因
此小说中原先的集句韵文应当要比我们现在所能
看到的更多。而对于集句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除
了小说中明言的集句之外，宋元话本小说的文本
中还有其他隐藏的集句有待我们发现，这些集句

两相对读，
两首词首句和尾句都基本相同，似
乎小说中赵旭所写的《江神子》应当便来自元好问
的这首《江城子·观别》，但除了首尾之外，两者之
间在文字上又有较大的区别，
特别是元好问词中的

也代表了话本小说中集句的另一种重要类型 。

“只恨芙蓉，秋露洗烟脂”一句在小说中则被改写
为下片第一句的“芙蓉秋露洗胭脂”，由此可见两

三、显性集句和隐性集句： 集句的小说功能

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同源异文，而更像是小说
对于原词的某种“改写”。事实上，除了元好问的

由以上探讨可见，宋元话本小说中的集句可
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显性集句，即明确揭示其集

《江城子 · 观别》，同样与赵旭所写的《江神子》颇
有渊源的还有谢逸所写的《江城子·春思》：

句的身份，并对所集之韵文逐一进行疏解的集句 ，
以《西山一窟鬼 》之《念 奴 娇 》和《史 弘 肇 传 》之

杏花村馆酒旗风，水溶溶，飏残红。
野渡舟横，杨柳绿阴浓。 望断江南山色

《虞美人 》两首韵 文 为 代 表； 第 二 类 则 是 隐 性 集
句，也便是在表演中没有揭示其集句身份的集句 ，

远，人不 见，草 连 空。 夕 阳 楼 外 晚 烟
笼，粉香融，淡眉峰。 记得年时，相见画

前面所举的《杨温拦路虎传 》便是———虽然从本
质上说，还 复 到 原 先 的 表 演 场 上，《杨 温 拦 路 虎

屏中。只有关山今夜月。 千里外，素光
同。（ 谢逸 17）

传》应属于显性集句，只不过是在话本小说文本
化的过程中经历了删改，因此形成了隐性集句的
状貌。
通过对于隐性集句的身份还原，我们能够对
于宋元话本小说中的韵文写作方式有更多的认
识。在《赵旭遇仁宗传》中有一首韵文：
赵旭 口 占 一 词，名 曰《江 神 子 》。
词云：
旗亭谁唱渭城诗？ 两相思，怯罗衣。
·88·

赵旭词中的“野渡舟横，杨柳折残枝 ”一句应
当便来自谢逸的“野渡舟横，杨柳绿阴浓 ”，此外
“怕见苍山千万里，人去远，草烟迷 ”亦与“望断江
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 ”意境相仿，由此可见，
小说中赵旭的这首词至少集自元好问和谢逸两人
的词作，虽然其余各句出处未详，且集句的具体手
法颇为别致，但这首词与《西山一窟鬼 》之入话、
《史弘肇传》之头回一样，也是集句词。 以上这个
例子集句的方式与此前所举的作品有别，并且应

集句： 宋元话本小说中韵文的知识特性及其小说功能

当也不具备独立表演的功能，但就以拼集成句以
形成新韵文的实质而言，却与此前所论的《西山

话本小说中的诸多韵文而言，《错斩崔宁 》入话所
标识出的研究路径或许更为重要 。

一窟鬼》《史弘肇传》等篇并没有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诗词等雅文学之外，俗文

如上所举，《错认尸 》中的那首韵文同样用到
了“只因酒色亡家国，岂见诗书误好人 ”，表面看
来这首韵文概括了此篇故事的主要内容，并从中

学中常见的一些套语同样是话本小说中集句的重
要资源。在《董永遇仙传 》中有一处韵文： “正是：
清风明月两相宜，女貌郎才天下奇。 在天愿为比
翼鸟，入地愿为连理枝。”（ 洪楩 373） 。 这首韵文
将套语和诗作集为一处： 前两句是戏曲中常见的
套语，例如《琵琶记》中便有“清风眀月两相宜，女
貌郎才天下奇。 正是洞房花烛夜，果然金榜挂名

提炼出劝惩的意义，应该不是引自别人的成作，而
是小说作者自己的创作。但由于这一韵文套语的
存在，《错认尸》中的这首韵文并非完全出自小说
作者的独创，却是以集句的方式写作而成： 其挪
用了“只因酒色亡家国，岂见诗书误好人 ”这一套
语，再将对于此篇小说内容的概括作为前两句 ，以

时”（ 高明 79） 之语，而此诗的后两句则出自白居
易的《长恨歌》。

此组合成了这首诗作。
对此，还可参见《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其入

除了套语与诗句的嫁接，套语本身也能够成
为集句的核心元素。以《错斩崔宁》的入话为例：

话为： “禅宗法教岂非凡，佛祖流传在世间。 铁树
花开千载易，坠落阿鼻要出难。”（ 洪楩 230） 这首

聪明伶俐自天生，懵懂痴呆未必真。
嫉妒每因眉睫浅，戈矛时起笑谈深。 九
曲黄河心较险，十重铁甲面堪憎。 只因
酒色亡家国，几见诗书误好人。（ 程 毅
中 238）
在这首入话中，最末两句“只因酒色亡家国，
几见诗书误好人 ”是常用的套语，《错认尸 》一篇
便用到这两句韵文： “乔俊贪淫不可论，故交妻女
受奸情； 只因酒色亡家国，岂见诗书误好人？”（ 洪
楩 353） 尽管由于资料不足，现在无法确知其他
几句的出处，但从末尾两句是套语，其余几句亦与
之风格相类来看，整首入话的写作或许也是集句
而成。与此前所举的《西山一窟鬼》《史弘肇传 》
《杨温 拦 路 虎 传 》等 作 品 相 比，区 别 仅 仅 在 于：
《错斩崔宁》之入话所集的并非文人所写的诗词，

诗与《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中的一首韵文颇为类
似： “法箓持身不等闲，主身起业有多般。 千年铁
树开花易，一回鄷都出世难。”（ 洪楩 220） 这首韵
文应出自道教真人萨守坚所写的诗： “道法于身
不等闲，寻思戒行彻心寒。千年铁树开花易，一日
鄷都出世难。”（ 赵道一 2 ） 对 读 之 后 可 以 发 现，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中的韵文和原诗更为接近，
有三句都基本一致。 而《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中
的入话则只有后两句与原诗相类似 。而更为关键
的不同在于，由于《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中有道教
真人降妖的情节，
因此挪用此诗较为恰切。而《五
戒禅师私红莲记》所写的是一个佛教故事，所以将
基本保留的后两句也作了变动，把“鄷都”换为“阿
鼻”，
而前两句则完全是依据原诗的意蕴进行了重
写，
借以宣扬“禅宗法教”。从这一例证中我们看
说话艺人既在“集句”，同时又依据故事情节以
到，

而是小说中常用的套语。

及意义阐发的需要进行韵文的改换甚至是重写，而
一首“新”的韵文也便以集句为基础就此写成。

除了集句所用的资源不同，在说话艺人的口
中，这一入话的表演也应与此前论及《西山一窟

由此可见，
说话艺人会拥有让他们引以为傲的
韵文素养，
更进一步看，他们又以自身的韵文素养

鬼》之入话等作品有别： 在这首入话之后，有一段
解释性的文字，可这段文字并非疏解诗句的来处，

为基础，
通过集句的方式将这些韵文素养作无限的
虽然他们可能还不具备那种文人化的独立创
延伸，

而是阐发诗中的劝惩意义。 因此，其不是逐一列
举所集诗词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韵文演出，而

作高水准韵文的素质，
但集句却使得他们可以接近
这种独立创作的可能。这也使得我们对于宋元话

是通过对于诗意的阐发引发正话的叙述 。从类别
上说，这首入话应也属于在小说中未经揭示和疏

本小说中集句的探讨能产生更为重要的小说史意
义，
对此，
可以《金瓶梅》中的一首韵文为例：

解的隐性集句。 虽然《错斩崔宁 》入话之表演未
必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表演单元，但对于宋元

这风大不大？ 真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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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折地 狱 门 前，刮 起 鄷 都 顶 上 尘。
嫦娥急把蟾宫闭，列子空中叫救人。 险

生，因此说话艺人能够暂时遮掩作品的集句身份
以营造充分的悬念，然后再通过对于集句的揭示

些儿玉皇住不的昆仑顶，只刮的大地乾
坤上下摇。（ 兰陵笑笑生 2049）

和疏解充分彰显自己在韵文方面的种种才能，我
们前面所谈到的《西山一窟鬼 》之入话、《史弘肇
传》之头回，也包括文本经历了删改的《杨温拦路
虎传》之入话都属于这一类型，这也就是我们所

这首韵文描摹了风的猛烈，但别具意味的是，
这也是一首集句的作品，而集句的材料则来自宋

说的显性集句。

元话本小说。韵文的前两句见于《陈巡检梅岭失
妻记》： “只见就中起一阵风，正是： 风穿珠户透帘

第二种类型则是前面所说的隐性集句 。 与显
性集句不同，隐性集句赖以生发的不是观众对于

栊，灭烛能交蒋氏雄； 吹折地狱门前树， 起风都
顶上尘。”（ 洪楩 211） 中间两句则见于《西湖三塔

韵文的陌生感，而恰恰是观众对于韵文的熟识。

记》： “只见起一阵风。怎见得？ ［……］嫦娥急把
蟾宫闭，列子登仙叫救人。”（ 洪楩 66） 最末两句
出处未详，但从风格看，也应属于话本小说中的套
语。因此，《金瓶梅词话》中的这首韵文实际上是
集萃了话本小说中多种描摹风势的套语，用这样
的方式创作而成。
因此，一方面，宋元话本小说中的诸多韵文是
以集句的方式写成的； 另一方面，这些韵文本身又

因此说话艺人会以韵文套语以及流行度较高的诗
词作品为素材，通过对于这些素材的重新组合形
成新的“作品”。基于对于素材的熟悉，不用作者
揭示和疏解，观众也多能看出这些作品的集句身
份，而乐趣的获得则正来自于此： 观众通过对于
旧素材的熟识，实现了对于作品集句身份的自我
发现。此外，由于观众较为熟悉，不论来源如何，
原本的这些韵文素材都有“套语 ”的性质，但经由

是后世小说“集句 ”的对象，在这样的传递中，集

和其他韵文的嫁接，突破了原本其功能和意义都
相对简单的套路化局限，既能和前后的散文叙述

句成为了小说中的韵文可以不断翻陈出新的核心
要素。从这一意义上看，集句便不仅是宋元话本

完全契合，同时又通过彼此之间的重组，产生出人
意表的新意趣。而对于这些新功能和新意趣的发

小说中韵文的一个普遍特质，同时也是古代小说

现，同样是观众欣赏这些集句的乐趣所在 。
因此，从表面上看，显性集句和隐性集句区分

中的韵文从完全挪用成作到个体独立创作这一发
展脉络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以上所讨论的宋元话本小说中的韵文都是以

的标准是文本中有无对于集句作品的揭示和疏
解，但就其实质而言，立足于对观众韵文知识的了

集句的方式写成的，并且它们都不具备铺叙表演
的功能，其集句身份也没有在小说中被揭示出来 。

解，说话艺人对自身的韵文知识储备进行分类以
及不同方式的运用，才是形成显性集句和隐性集

但可以看到，这些集句所用的素材或是来自小说 、
戏曲中的套语，或是集自具有较高知名度或流行

句的根本原因。

度的诗作，对于观众而言，应当都较为熟悉，这也
是说话艺人不用对之进行解释的原因所在 。 但由

话本小说中的集句表演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知识传
播形式。在古代小说中，韵文极为常见，但集句表

此产生的另一个效果是，经由对于观众熟悉的素
材的组合和嫁接，新生成的集句焕发出令人耳目

演中的韵文与小说中的其他韵文不同 的 是： 首
先，集句表演中的韵文与故事的关系较为松散 ，这

一新的意趣，这种意趣与前面所论《西山一窟鬼》
《史弘肇传》集句的雅趣有所区别，却代表了宋元

种对于叙事的疏离却反而可以使得韵文保留有更
多的文体独立性以及雅文学的特质 ，因此，相对于

话本小说中集句的另一种特质。而这两种特质的
产生都与话本小说中韵文的知识特性密切相关。

小说中的韵文，话本小说的观众可以领略到更为
“纯粹”的雅文学。其次，集句表演中的韵文更为

可以看到，在集句中，说话艺人可能会对他们
的韵文知识储备作一个区分，其区分的标准则是

密集。集句表演中的韵文多至十首甚至十数首，
并且是在一个完整的表演时间段内接连而出，这

观众的熟悉度。他们会将对于观众而言较为陌生
的韵文作品分为一类，然后以这类作品为素材去

种密集的雅文学传输在其他的表演中也颇为少
见。因此，集句表演等既是诗词等雅文学民间传

完成集句。 由于观众对于这些韵文作品较为陌

播的一种特殊形式，话本小说中的集句及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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