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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天涛人対社涛♯受問題考鎗

社　塊　勤

唐井元・天宝年固是中国古典韓歌側作的色感康之盛，（明・高穣≪庸韓品氾・息

金か），又是社甫句作的及勿期。但学界治述杜甫在盛唐薄塩的地位吋，或率合杜棒与盛

唐樽見，対盛唐韓人接受、坪貴社韓的情況皆焉不軌或収据杜甫自期之辞臥力他在井

元、天宝申己‘声名頗在が，受到吋人的音速称件，速而肯定杜甫在盛唐淳伝的莞高

地位・却都忽祝7牙天待人対杜時的接受同塵。電着臥カ，要考察杜甫与盛唐侍転的美

系・不能克祝社有在当吋的影桐，両所滑影鳴，又是姶予者（杜棒）和接受者共同作用

的培果。本文銭貨合杜甫在井天中的創作情況和盛唐詩転的倒作凧尚、申美趣味，対弁

天詩人対杜甫淳作的壊受情況作一幕合考察。

杜甫牙始出入涛転是在井元十三、四年…‘往昔十四五，出添翰墨吻。，①此吋，唐代

時転尚乗出税金面黛栄的場面。沈宋李牡己建立7待韓的格式，膵子昂対完美的詩歌的

期望尚在転醜之中，及至孟浩然、王翰等扱名之后，盛唐之音オ徐徐秦鳴。放堵く河

岳英泉集序≫中晩‘井元十五年后，声律凡骨始各臭。，就在速や萌生、勃及出新雪泥、

新帝凧的棒宏春夫，出身手樽歌世家的杜甫牙始出入洛附堵宏。在此前后，社甫的詩作

皆逸，我的只能仇他的自途中把握其創作和被接受情況。

杜甫≪壮添》鋭他出入洛附文壕吋，血脱略小吋輩，培交野老巻，，井且述得到了帝

位韓転前輩的指点、坪裳α斯文甚魂徒，以我似班軌，返本是時人成長迂程中可兄的現

象・市有塘者却据此臥力杜甫此吋即得到吋人的‘推崇各至，◎，未免奇大。“斯文”

句中原注：“凝邦州尚，魂濠州眉心。かく唐科都か暮4神尤三年（707）オ席菅原科，魂眉

心及第㌔（仇注引）二人比杜甫起碍大二、三十歩，可能都倣迂刺史。据卑仲勉先生考

取乱魂牙天中亦曽任南都郎甲，“天宝元年立桐柏汎称拘部郎中清河雀尚造。て琴

仲勉≪郎官石柱屠名新考か，151頁）他桐的韓作現存≪唐人逸唐詩》元一収束，亦未

見吋畢称貨・就雀尚く奉御重制同二相己下群臣束酵国賓〉（く全唐棒》仮収此一首）来

着・韓乞乎平。他椚称焚少年杜甫文似‘班揚”，只不迂是対后迂孫子的鼓励，井不能説

明杜甫此吋己裾有創作成就井得到吋人的推杵○英似的述有‘李邑求硯面，王翰應カ

①　本文所引杜待．皆据仇兆髭（杜特詳注》，中等弔局1970年10月版．只注欝名，不注巷丸

㊤　隙尚看く壮途早期流倖考，．畿‘中国古典文学必考巨㌧1銅5年第一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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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遺声1抽l・3　　　　　　　　　　　　　　　　　　　　　弁天時人対壮甫捜安岡慮着地

邸’（く奉贈弔左丞丈二十二効，）。李邑与杜甫初会当在洛田，但地主功告訴杜甫恐伯是因

力杜中富。固然，杜甫対乃祖推崇各至，句作上亦着意信教。可能学監晰到初唐巨家牡

中富之弥如今年飴最小却己出入洛阻文転，便‘奇其オ，先往見之，（く新居弔・杜甫

倖〉），手長有7°李邑求駅南㌔他椚初会情況我の不得而知，但杜甫的≪八束涛・李公

邑》中旬透落丁他の重達的消息l‘例及青家事，折杯お気翳。條慨嗣真作，哲嗟玉山

桂㌔李邑在社甫面前特別称焚了社申言的投込四百字的五排《和李大夫嗣真率使存洗河

京｝，美其カヰ玉山樫，。今人奇怪的是，就現存資料，李亀却克坪貴社淳的文字，若有，

至少願力自期的杜甫当不全失我。両途次，李邑却対英族称李之芳大加輸抜…“書宗固沖

秀，体物等深位。”（く登肪下古城員外新亭＞）看来，李邑利杜甫的培交只能看作是老堵人

対韓歌世家新苗的美注、扶持。

至干瓜王翰應力邸’，也含有不少水分。く唐オ子倖〉‘王鞄，条我！■翰工韓，多壮南之

辞。文士祖泳、杜年等，彗与浄机。準母甚氏云王‘雷同孟母三辻，吾今欲上居，使汝

勾玉翰力邸，足臭。》其オ名如此。”可兄，王翰当吋才艮負盛名，文士多与王翰力邸専

輝。両社青首王翰應与他力郡，最属胎高身倣。首先，飢連句侍在≪奉贈寄左丞丈二十二

約〉中的文理位畳看，言李邑求坊，王翰力祁似在其二十四歩京都戌試落第之后。按王翰在

井元二十五年后即連出汝州長史、仙州別葛、道州司司，且卒干道州司専任上（く旧居弔・王

翰倖｝），祖味、壮年与之酵肌是在汝州，此吋牡甫不能力邸。至井元二十三、四年，牡甫■放

蕩弄起同ガくく壮蹄，），王翰則似己南陀道州，或己卒（升元后期即不兄其踪迩），二者更兄

嫁相見，就淡不上‘カ邸’了。英次，我椚再看一下牡甫言此的心境，便明白吏不生薬。く奉贈

寄左丞丈二十二親〉是其人位安座制挙失敗后，求毒済引蓉而作的投贈詩。涛中■湧軍政万

巻，下篭如有神。賦料揚雄故，堵看子建裏’，盈属露オ抜己，接下乗用‘李畠求現面，王翰底

力儲け選一歩拾高身俳。速正如李白く贈光軸鮪〉（其二）云；‘十五況奇弔，作賦凌相知。，自

祝頗高，可在号称‘大手葛，的券項限里却是＃若「之以学，可以相知比肩也。，（｛上安州装

位史弔＞）可見学、杜都是少年雪盛，遭挫折吋便抽出名公坪貴巧飾。栃伶在‘日清頗挺出■

四句葬批道…‘自足腐儒大言，在他人亦不敢悦㌔（く杜韓偽後｝）当然，我椚対韓人達甜心

境下的高自称杵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作力考案地肌淳歌句作被接受情況的主要依瀕。

事実上，此吋杜甫的句作尚赴干模倣隣段，遍未成熟。据電着統計，天宝四栽前的

杜淳現存23首①，其中以五律最多（12首）。然而速些五律都未捷脱初唐韓的影鳴，技巧

方面別対伎工稔，辞藻察紛，和初唐樽見相近。起汚坪く登充州城楼〉引杜中吉的く登

尭附城〉，井説㍉公此時実本手其祖㌔（仇注引）丙堵皆是前半登楼之崇，后半杯舌之情

情景分凱く与任城杵主薄蹄南池〉、く迂宋員外之伺旧庄》等作亦英似。涛作内容井不幸

富、深刻，英堆与弁天名時人比眉。両当吋棒転任制迭出的絶句，社公却兼営着意。集

中最早的絶句是天宝四我秋作的《贈李白〉，上下管用敬体，和当吋王昌於、王堆、李白

等人的絶句相比，則昆得近来、辻宣，“少唱吹之音㌔（沈徳潜く唐堵別裁集・凡例｝）由

子杜甫在牙天之陸側赴干模倣、探索紛段，生活同所不手厚，井元二十三年迷士落第后

侶少年宅配　作品中盤少探抗的人生意象，時作的彩哨当不能犯大。

①　本支社詩沈計数据皆瀬浦起尤（漢杜心解〉．中学弔局．1961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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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洩戸1991・3
弁天時人対杜甫楼受何題考捻

杜甫天宝三我，首過李白，接着牙始了他与李白、高通力吋一年多的梁宋之凱く新

居事》杜甫本俸冠此事吋翫“人実測也，，即不大力外人所知，有人也将速件事和傾亭

唱即故事相挺井亀看成可以“笠定一吋待人的高下，的盛会，井以此看出・㌔杜甫

在当吋涛界上的地即。（除尚君≪杜韓早期流借考》）城然，他椚三人的相軋蹄仇是以

詩歌倒作力基軸的，但杜甫速吋的詩名返不能和李・高相比○李白オ倍数放，被玄宗
■召人禁軒，前此丙年己α名功京即・威力盛唐韓転上的一癖余人注目的巨星。高遠在

来中即有≪燕歌行≫等佳作阿世，荷挺章干天宝三我痴定的《国秀集≫己牧共時，殿瑠

璃岳英見集》中亦説高造此吋■隠遁博徒，オ名打返㌔杜甫和他椚同軌、井不能説明巳

在韓界取得了和地椚井眉的地位。

盛唐時人之何交済酬唱是根普遍的。員然社、李、高都有韓吃及速次同軌但高、

李蒔中和元片言只活称貴社等。有人在坪速達一現象吋力杜甫輝解這…‘杜甫以前，以時

品持・相互推拝的凧雪尚未盛行，李白和王孟再考時中対杜韓禍少称替，相互岡林貴韓

作的例子也不多。ガ宅者臥丸，称神風　∃那始千社甫，在井元中后那即己盛行。孟浩然

牙元十四年第一次訪呉越吋就有持焚包融・賀朝㍉府操有包子，文章推賀生。，①（巧甚

二十一蹄鏡湖寄包賀二か）三雄《和使君五郎西楼遠望西田》称其友人‘能賦属上

が，在《別碁弁済》中又称碁卯潜韓4盛得江左礼弥工建安体。高遠≪瞑上酬啓三据

兼寄郭少府微≫云辞据涛■獣横建安伊，他在≪未申別周・梁、李三子》中又説㍉周子

負高介，梁生多逸軌周旋梁宋陶・感激建安吋。，在《答侯少府》中費侯少府是甥道

有佳作，南朝充此人。性克出万象，凡骨超常俺。方谷参詩中亦有美似的文字，如他在

≪送貌升卿招第日京都因杯魂校事駈薄赤渾≫中云；君不見三峰亘上玉干魚，兄君文章

亦如此。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辞健等皆若1。頂≪敬酬枚挙洪上兄贈、兼里熊粧≫中焚揚

杜準韓作…‘杜侯実オ子，盛名不可及。・…‥得君江湖涛・骨雪濠謝公。”就蓬侍オ自倣

的李白対当吋詩人亦多有称誉：対賀知章是“四明有狂客，凧流賀季其方（く対洒佐賀

蜘）周孟浩然則“吾愛孟夫子，凧流天下即（爛孟浩然》），井滑孟時憫非流水対，

卯入伯牙弦，（時日児山寄孟浩然〉）。男外，盛唐時速家亦牧了不少以棒品棒之件，如荷

軽挙《国秀集≫巻上光悦《李起公峨≫中称杵李勝‘李公共神敏，オ準乃天軌＝…・故

事尊台鳳・新韓冠宇宙。洞巻亦有戸償≪梢秋暁坐陶遇舟案下拐州即事寄上底父江田

今｝，其中称江附今‘文掩農事仇徳井踪太丘，，井滑其4焉好文特進㌔厳塙≪内層英東

条》収入王汚く井元中辞世）称裳芥州武員外的涛≪晩春滑芥州敬贈武員外》云‘明代

乗文章㌔以上只挙挙率大者，足見■杜甫以前，以侍品韓，相互推件的凧雪尚未盛行・

的双点是姑不住脚的。郡公社甫元吋人称党就得男我困由丁。

我臥丸岡題的夫健是杜甫此吋尚不可能待到高・李的真心推服。国力到天宝四

①　此渚案年据王迭津≪孟浩然生乎疑考》．栽（虐待あ考》114乱上持古籍出版社．19郎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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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遺戸19射り　　　　　　　　　　　　　　　　　　　　　　　　弁天侍人材牡甫ヰ受何題考治

我，杜公祷凡例未脱凧雅之怒，防染宋、弄脅之作亦硝赴高、李一等。高造至大梁吋所

作≪音大梁行》吊古彷杯，感慨今昔，含蓄地抒友7日己徒有“三番大略，両不力世用

的感慨。全捧雪蘭悲壮況雄，階句対杖，壁皇森戸，α井后人故迩党吊涛之法円’（く箋注

居館棒集〉，日人近藤元粋増坪皆）。放堵坪其涛夙“多胸臆培，兼有馬骨，（く河岳英克

集≫巻上）亦据在此前后的一些作品。例如≪京平路遇大水》就長盛店堵中校早反映民

生疾昔的伏秀時笛。李白此吋也己‘文庚相柄換ガ，南京前所作≪古凧》注重比共，立恵

沢托，焉努癖硝I同蹄吋作有≪秋猪孟渚夜月旦酒単父泰楼双伎》，表迭了韓人呪初学易

逝，又不能忘杯政治、甘千田除的痛苦。京魯中和杜甫同寺苑十隠士吋等的《摘奄耳

作》，逸共満杯，清新明快，同年所作≪茶海有勇幻》采借説入詩．夙格蒙落不詞、執

慈奔放。梢后的《夢好天姥吟国別》更是伊代公仇的七古歌行悉作。両社甫此吋的絶句

≪贈李白｝，涛芝平平，且対李白理解放伐。く囁邑舎弟召重苦雨黄河投法》其恩恵境界遁

不及高遠《京平路遇大水〉。法悦明杜甫当吋在韓界的地位井不高。

井元中，詩人椚多以能4名功京肺分力栄。孟浩然入役安‘賦涛作会，・‥…単座嗟

其清絶，成陶電不麦力妹分，誰九齢、王雄、戸偶等‘率与浩然力忘形之交ガ（王士源≪孟

浩然集序〉），李白天宝初人役安，賀知章費其カ‘滴仙人，，杜甫則各受冷落。

天宝五教，杜甫満杯熱望入快安，干潟求速，四赴投詩，都仮数甚微。天宝九哉秋

口，他又逝≪齢賦），不軌次年又献三大札賊，オ引起了吉宗注意，待制集兇院，宰相

斌文章。杜甫速決投賦成功，主要原因井非▲文釆功人主，，而是吋机逸得准，賊的内容

正合玄宗胃口。①天宝十一哉春日，杜甫在役安召涜文章，送求有司，参列迭庁，説明他

当村達起碑的官取尚未得到。后来他又献了≪封西岳賦〉，佃不兄任何反哺。宝剣天宝十

四栽十月オ授河西尉，不久辞取到右丑率府当了兵曹参軍。◎法悦明了杜甫在民安期阿

井未引起“量朝，的注目。

那公，杜甫在役安時宜彫鳴又如何呪7井元二十四年（763）誰九斡署相，孟浩然

因之不再渉足京肺。到天宝玉我前后，活功在京肺附近的只有王堆、雀厭、備光義、荏国

柄等対数不多的著名詩人。其中，王雄仇井元末即大多陰属在韓南山和兼辿唱和，備光

義意欲走路南捷径，亦相与瀞肌，雀薪、雀国柄也是観音以執当政，長安韓転遍不知井

元中郡群生尤活虎了。両社甫入京吋，却対当吋政治的微妙変化竃先知免，萬況酔在歌

舞升平之中，写出了《欣中八仙歌》棒。但役安迎接他的是‘野元遺児ガ的考拭，誰九

齢逝去了，賀知章田山7，度沼受挫的杜甫只餞向那些唱歌滋猪的文人求扱，汝附王季

題、章済、弛増等人月是用他装填一下日面，井没有使杜甫改変命逼，也未対杜涛真心

裳沢。当吋在京的王堆清人都没宥和杜甫交在的速象，説明他未被快安堵人群体接幼。

到天宝中后期，琴参入京吋，杜甫オ牙始接触一些同輩時人。天宝十一裁，与高遣、琴

参、備光義同登羞恩寺塔賦時吉備，柘志着他牙始送入速十周子，詩境也漸追克美．但

①　参兄豚給源く牡甫評借》上巻．174頁．

㊥　宋葛立方く約藩附秩｝巻大耕薪、旧く盾弔＞之深甚洋．可参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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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詩作的影鳴逸不知固辞者，速可以胤《河岳英泉集≫中寿出。李白、高造、卑参、

備光義、辞据等入管有様作人達，唯独末迭杜時。后人作出秤甜推測，カ杜甫言坪。宅

者玖カ，豊国杜甫当吋韓名尚小，段瑠所見杜涛又不合其逸束柘准所致。

版氏未見杜詩可能性不大。据蒋凡先生云，厳氏天宝四我前曽在役安（或洛肘），長

期捜集詩作，准各成弔。其后例在役安く或洛附）一十吋期，編成初稿，井等《免序｝，

回丹附后，員痴《丹阿集》，対≪英夷》例在修訂，天宝十二裁定稿本出。①由此況之，

杜時当労農氏所見。高造未申涛作《宋中〉、《巽単父梁少府》、く未申別隊兼》，李白別杜后

不久写成的《夢溶天姥吟国別》，殿氏皆収，杜甫与之勝久之作庶民当亦近目。男外，《英

克集》中淡水人声象的《迫涼房下古城西北隅．此地有清泉赤木〉（此涛一題有‘同李北

海，四字），当与社甫《同学太守登田下古城員外新亭》カ同吋、同地而作。《唐オ子倖》
‘戸象，条哉其‘携家来居江東最久”，殻氏対戸象的坪培又透露出和地微熱硯的消息，

困而対戸象参加走的那次盛会必有軍司．社侍更有可能寓日了。那名，庶民不迭杜持恐

柏就要田培力杜甫在牙、天中侍作影嫡尚カヽ，流借着多カ‘減産刷稔け（奥晃《杜工部小

乗序〉），不合庶民‘夙骨声律ガ兼各的逸侍栃准。尽管杜甫自祝頗高，也全国‘名不例

実，オ不合道，……柊先取焉”（≪河岳英克集序〉）。

通達以上的考察、沸析可以看出，杜甫涛作在井天中被接受的情況是政力有限的，

杜甫牙始倒作的吋同位比王堆、李白、高志、琴参等人相晩，他在弁天中作品的数量不

比他椚少（加上巳供的），却没有荻待ち他飢一梓的声菅，恐伯不具文学史上的一十可以

簡言之、軽視之的瑛会，而必須飢整十盛唐涛転的常夫凧尚、倒作傾向及杜甫前期的倒

作情況、棒美理想等方面作全面的況照。

四

盛唐詩転有共同的吋代夙貌。文学的申実説野中存在者対某些題材、某些涛体、某

些夙格的偏好，連弾偏好在親犬程度上代未了速一吋期韓宏的宇美夙尚事而与之不合的

作家作品別可能被4祝而不見，，遭到玲落。杜堵在牙天中不労入所重，主要原因即在干

他尚未形成独特的、成熟的凧格。

速首先表現在弁天小社甫対韓体的這用尚未昆出其軽快。八両挺章《国秀集〉、段璃

≪河岳英克集》、高按≪唐詩品氾≫三家造本併収盛唐涛釆看‡（1）宛干天宝三我的

《国秀集》中，玉砕約数最大千五古，説明井元皆伝五古的倒作剛剛麦共，但尚未形成

天宝中占絶対伏勢的斑雪；（2）航干天宝十二年的《河岳英克集〉，古体津的数量則占

絶対徒労，表明五古速神埼体以其是清、自由、凡骨凛然等伏勢己雄覇涛転；（3）井

元中渚公原子墳等的絶句鼻然体制短小、容量有限，但囲使手吟味、凧格清両亦凧靡当

世、僅制迭鮎（4）由子初庸時人対五律的定型，井元初五律以其格律踵戸、拳法栢

工使海内尚歯粛然相刃，故≪国秀集》所逸，不但玉津釣占半数，且五排的倒作亦有佐

制，速秤逸勢到天宝中島比之五首不及，但側是堵人里裔オ雫的一軒詩体，故≪唐詩品

㊥　滞凡くく河昂実見発〉与社有〉，軟く革蛍〉，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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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撃墜一聖・3＋
虹〉迭盛唐時，玉梓数量収次千五も当局弁天中涛宏各詩体流行情況相合。

今入漁盛唐詩鳳少有肌渚体着眼・其実，韓体対風格的制約和影哨不容忽祝。如

最力自由、炭活的玉音対表現盛唐待人雄渾、昂掬的吋代精神威力便当，高楼在≪唐韓

品虹・五首叡日≫中吉宣‘韓至井元天宝陶，神秀声律，粂然大各。李翰林天オ執逸、秩

落人群，上帝曹机下凌飽凱其席府古軌若便借光義、王昌齢失歩，高遠、琴参絶

倒・況其下平7ガ李白在盛唐涛伝能大名独歩，与其担快的祷体不克美系。床府歌行和

五、七言古侍・笛将校扶・容量校大，形式自由，可以兼用粂言，便千乗迭夏森的恩恵

和強烈的感情・李白的許多名倉以遠些体式写成。五、七律他写得不多，絶句則和王昌

幹芳名。可兄凧格成熟的転志赤不可蒐祝祷体的迄用日加即使不能兼善女体，但能独

号一体者，亦可揚名手当軋‘乞圃撫余》説…‘涛有必不能慶者，旦女体未各，両独遭一

家之役。如孟浩鎗眺眺易尽・止以五言免永，千載井称王孟。，息之，当吋盛唐著名詩人

対韓体的連用皆各有其遭功，与之相賛，汗天中杜甫対韓体的掌握尚未虚出特色。分体

而言，其早期五首，如≪蹄尤1春先寺〉・咽か、《陪李北海宴肪下亭》等，古体中背有

対句，格似玉梓・但平広兼胤失却五舌鋒的古雅的凧神〇人長安后，投焙之作頗苛排

句，体近庄雅欄出塞》九首折大了詩歌表現題材，防末脱初膚診鴫。隋吋薙≪時鏡息

治》云；鑓少陵五古材力作用，本之況魂居多。，他早期五首尚赴干況醜、大朝的模掛紛

段，朱鶴静臥カ≪沫殴西南台》二十四句中有七旬兵乱対韓中変化而釆（噌注杜工部涛

集》巻二）。以五古描写成士生活・如≪前出塞》九首期飢玉条《乱写持〉五首変化再

来・哉泳≪履国噂堵㍉了社之前后出塞・く売家如・唾老如，亦曹孟徳之≪昔寒行》、王仲

立之《七哀≫等作也㌔不辻己有所友展、超越。杜甫七古前期倒制不多，也是教法初

唐・如≪送孔巣父謝病児江末兼呈李か・碩貯原歌》、≪漢肢行〉、哺歌行》清作，在意

象拘成方面・感人生之瓢忽・尚来以玄理，粂以能面，題材也餃狭窄。而同吋的高、

琴、王、李則在七音的題材方面有折井拓，如高通的《燕歌行〉・噌得述山吟送沈四山

人〉，琴参的≪白雪歓送武判官田か・咤馴悸送封大夫出師西征》，王雄的《老将か、

嶋田女JLか・季候的《首仇等行〉・噌除草甫≫等，亦是力吋入所党的名笛。社甫対七

舌題材的突破則在天宝后期。

杜甫前期五律硝少子五首・少年好碑之作現実意叉不払在格局章法上皆有所用

力・対伎工稔・辞藻安臥尚未脱初唐影恥入快安后，五律詩棚元大変，不達某些

添乳之作，一題数泳，「牙生面，写景凱致，用培清新，如《陪邦「文静何将軍山林十

首》及≪重迂何氏五首》肌命題到内容都乗承家風・教法乃軋其単数七律如《邦射考

宅宴洞か、噸西欧淀か・増田舎人登》等，大多字面微雨，声渦朗等，乃受沈、宋七

律的彫鳴・把他的七律投贈時和沈俊期《古意皇朴陶赤知か・宋之同≪奉和春初幸太平

公主南庄戌制》相比，何期受軌章法亦同，只求梅津上的四平八稔，元甚変化空手

其絶句・不但数量少（五飽1首，七地2首），淳法也尤特色。

要之・井天中，杜甫対各涛体的連用都未息凧格，与当吋各有線咳的盛唐名公租

比，其作品的被接受情況自然受到7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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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泣声1991・3 牙天時人対牡簿接受何題孝治

五

何吋，我椚道産看到杜甫的祷歌軍美貌亦昂当吋淳転共同的文学A期待祝撃㍗多有

不合之赴。

早在盛唐之音奏鳴之前，麻子昂就提出‘夙骨ガ和‘共寄”カ詩歌表現吋代粁神必

各之国東。送入盛唐，速秤中共追求更普適地、更自覚地威力涛人創作的理凱李白要

求‘文庚相柄娩’，殿塙則更具体地陶述‘声律夙骨，兼各是盛唐詩歌的吋代特征。即之

盛唐待人的倒作和理絵，他m対‘凡骨”的追求，表現力立功叔国的壮志或仕途臍控的

伏憤，二者共同熔侍成了盛唐涛歌的吋代精神。城然，井元堵転多量現出一押高昂明朗

的情感基飼、雄揮壮大的気勢，但如果説，α凡骨”之作侃是拍席双向上、功名得送的歌

吟，或是描写辺塞写族生活的豪放、激昂的作品，那就未免曲解盛唐涛人。■凧骨，元疑

是他椚在対建安涛凧的姓承中侶号的一神風格美，其中有他の同建安涛人意気、襟杯的

拘通。建安作品中弥扱者一升身赴乱世的梗概悲涼，夙格雄健、剛劫。盛唐待人島地太

平盛世，也井不足して沖天’、功並唾手可待，那神宮途塞迫、功並堆就的郁憤同伴充

溢涛中，友力秋秋之雪、凛凛之骨。高遠是“十年守章句，万事空蓼落，北上登削1，

茫茫見沙漠。借倒対凧坐，慨然思玉震。”（く洪上酬啓三据兼帯郭少府微》澗翰是‘射

弟左螢王，旧奏未央凱欲言天下事，天子不召兄。家出成附口，東京泊如霞。，（く古塞

下曲〉）辞据是‘十五能文酉入秦，三十元家作路人。吋命不溶明主合，布衣空惹洛附

虫。”（く落第后口号》）他の之固常以此相勉、相慰，高造因此称醇据是‘軌梼建安作，，卑

参則云壮挙兼任吋涛作有凪骨＝“得君江潮淳，骨雪濠謝公。，（≪敬酬壮年洪上兄贈、兼呈

熊潅〉）戯堵坪辞据棒…“据力人骨鍍有雪塊，其文亦怨。自供不早迷，困著《古米》涛

云……，怨憤頗探了坪高遠則滑錨遣涛多胸臆培，兼有雪骨，……，且余所最深愛着
‘未知肝胆向唯是，今人却吃平原君’。ガ不用説≪燕歌行》中多有作者対等中菅原不均的

憤激之辞，就是他在米中清作亦多欲述売口的悲慨，厳堵言‘胸臆語、兼有気骨，者当

知新。可児・‘竜骨’也戌包括法押渇求功名却又惚軽歴庇的悲慨之美。殻礪在巻中坪常

建吋感呪造㍉高オ克黄土，城哉斯吉。褒剖検死守文学，左恩柊手近室，飽照卒干参

等，今常建亦沿千一厨，悲夫ガ速在当村又何彗不是一軒対現実的痛迷梶？胤段塔的坪

逸，可児在所滑的盛世餌有大北磨オ遭奔・況治的悲晋，段埴和一些日光敏税的詩人己

肌弁天盛世的準面光杯的鬼尊下捕捉到r世道新道嘉然的倍息。速秤遥勢到天宝末鋒干

演変成了豊年不息・究堆深重的安史之乱。弁天涛歌中液郁的慨吋彷世的悲壮情思，在

某甜程度上更能得‘凡骨”真味，更能体現盛唐吋代糖神。

而盛唐涛人対‘声律”的追求則表現力自然流特与情感苛奏漕合的音約美。沈幼臥

力妙迭富商，始可言文，把声律凌笥手芸禾息雄之上，段堵則軌▲是以雪国律両生，苛

仮律而明，オ得待而清葛。’（≪河岳英克集≫集槍）音律作力乞木手段，井非可有可元，

但又不是政賀千句体、苛奏、オ性之上的‘伺有剛柔，凋有高下方，声渦服凡手内容、風

格咽与開合，首末相称，中陶不敗，便是知音’，反之，如果‘寺事拘忌汐、‘但東清

野，就要堕入斉梁的‘下郎之列。可兄，炭塙的声律鋭井非業求格待精工、対伎戸

71



文学遺戸1991・3　　　　　　　　　　　　　　　　　刃：天樽人対杜詩接受何題考詑
▼＿　人工ヤ’．．■ご、1■　■一．　　　＿　　　＿．　　　　　　一一　　　　　　　　一　　一・・一　　．’1　　‾‾‾　‾‾‾　‾　　‾

払只是要充分凋功迭一乞木手段加酎抒情言志，混濁一神酒干情感市奏的自然的音蘭

美。同村，李白等人対声律的看法也相英似。他理想的涛凧是憫水出芙蓉，天然去離

怖㌔（嗜乱寓后天恩流夜郎》）困而在他的集中，既有≪萄道堆》迭祥馬前生乳音調激

越的確放之作，又有如《子夜具歌》那祥出培天然、音調清陽的娩雨之作，其握投写康

府歌行和五、七言古堵亦由子速些体式格律自由、易干表迭激越奔放的感胤盛唐其他者

名詩人及他椚在当吋流倍人口之作，也大多沸求一称自然的音凱苛秦，微少有椅琢声

律、排比音約的。迭是当吋対声律共同的中共趣味。

杜甫旦也沐浴着盛唐春礼但英軍美追求及詩歌夙貌却和吋人有礼他生干涛歌世

家，祖父杜中吉対他的堵法影噛裾大。杜常吉在侍史的貢献主要是促速了律詩的定型，

他的≪和晋陵障丞早春肝望》被胡座麟誉カ‘初腐五律第－分（哨薮》内鍋）王夫之則描

出も近体梁除己有，至杜常吉姶叶千度カ（増発詩か），杜甫承祖余堵・早年便注意詩歌

的声律，但迭是和殿乱李白等人不同的格律箆密的声律之美。他在安史乱前側作以五

律力最，早期古体中亦多対句，由古人律○到天宝初，不但五律倒制己頗可況・而且出

現了如≪膳邑舎弟弔至昔雨……用蒐其意≫和≪昂李十二日同寺乾十隠居》返杯排比声

約的五排。入役安后，投贈棒亦多力形式呆板渾重、同語堆潮典雅的排律。括絵山川景

物之作也承杜甲言喉笛吟味的体制，以盤棒的形式出現。到天宝后期，他在写了一些反

映民疾的古体韓的同吋，大力倒作近体韓，所以，到天宝未他就明碗高柿色遁辞必中

待，（《析陵涛三十功》）的理治族供，表現出承唐初四衣及沈宋活人在近体涛格待方面的

先堵而光大之的智美追求，速足然与盛唐涛人的自然音約之美週昇。

在涛歌的内容ム杜甫井天中亦未恨即大各。壮鮪吋，杜首的作品多供。今存

之作中，噌岳》表露出時人希求建功立並的理想・雪塊宏大・但速樺的力作井不多。呉

越之行則流速干江南秀両山川，敏少対人生的深況慨恥入故安后，他オ逐新体会到

恨食東学春汐的取堆若草○但他対上尾銃治者的掲露亦多以排律体的授贈詩等成，宜

到尻軽磨堆，感覚到整十国家肌体己先生了他始料不及的病変后，他オ放出噂血的歌喉

唱出況郡，唱出憤慨，而速吋，安史之乱己軽囁近了。在功乱中，杜清的速些涛作的流

借也枚力有限了。

所以，在牙天的大半吋岡里，由千社涛凧格未成型、杜甫帝実理忽ち盛唐涛転接受

視野不合，使得杜涛在同吋代人眼里，既是看力追求声律精工又乏凧骨的作品，被接受

的情況当不能御玉、孟、高、琴、李相比了。

六

行文至此，尚有一些同塵未能求得完満的答案○迭就是，杜甫前期学童有迂那神剛

健、豪放的吋代精恥入茨安后，也哲有近年オ士扱引堆ガ的慨呪；而且盛唐人也井非

完全排斥格律精美的涛乱那末，述有什女囚嘉使得杜甫前期的一些椅心之作不能及吋

被吋人坪裳呪7速恐伯要注意到弁天涛転熟点的韓移了。

牙元后期，役安堵転的涛人群体便牙始分野○随着雅九於被彪出朝，王昌齢、常

建、季候等正喜韓人不久都或匠或陰，在辺塞和山林中狩等他椚対国事的恍廊和対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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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連声1991・3　　　　　　　　　　　　　　　　　　　　　　　　　　井天博人対牡好瑛受何題考地

的反抗十両王堆等人州別】得群根菓而滞閉式卿　空手那些升天之憫吊■．1夫人仕的布衣澤

人如李白、琴参、高這、刑に卿、元坊等員也沙足京姉，但在失望中又走向郊野。人椚

対韓人群体注削杓視点升始随著名詩人的四散而分散丁，不市衆焦干京城丁。

究其原因，不能不旧字上居統治者対涛人的志度的変化。唐玄宗登基初年，校尊重

人オ。井元二年，宜翰林院，招文章及琴棋弔画数木倍速等，以力勒林待詔。井元六年

十二月，宋環奏李箆、邦勉井有オ略文伺，清以力愉州、峡州刺史，皆肌之，表現出対

詩人約枚度尊重，井及攻今上対韓両的文凧施加批坪和限制；■我国家致古顔，断浮輪，

札床浮華，是宏文徳。埼両珠翠，深革弊凧，必使情鬼子司，不用言浮干行。，（《吉宗禁

策判不切事瑠》）所以，段璃在≪河岳英炭集序　》中挽井元十五年后盛唐之音的形成

利玄宗‘悪年貢朴，去仇存真ガ的侶尊英系密切不足没有道理的。加上井元十八年，光

悦力左丞相，有文名，且‘喜抵籍后辻，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新居弔》本

俸）造成仏英克尽米田”，詩人一吋集結京押。井元二十一年后，推九於力相朝岡．也団

結了孟浩然、王堆、王昌的、凝廓、戸象清人，快安涛転換陶非凡。随着李林甫当政，

考宗日追腐化，況迷追木、女色，国政日並，役安堵克也逐漸照淡。此后，除丁天宝三

四年向，李白被沼入京一吋震功棒伝，微少有人能在快安引起‘麦功致庇，了。天宝五

軌李林甫泥人杖弟了文転宿老李鼠，吏使詩人椚不敏食恋京準。杜甫速吋入京不能不

説有点不合吋宜，而且呆了十年之久，速充疑是杜甫失志不漁的栢神的充分体現，但是

在盛唐詩法熟点已韓移之后，他的作品大多在有限的迷宮貴人中倖固，根少能倍出京姉，

尤其是天宝后卿区心済血之作，更元嫁被世人寓目，以至到大府年臥江左一帯涛人接

触列的侶長英早年椎婚約‘戎題刷龍”之作。速足吋代的悲刷、文学的悲乱　也是杜甫

約悲劇。

暮上併述，牙天詩人対杜祷萬接受情況是政力有限的，而法相文学現象又和文学作

品接受的主客体両方面的渚多国京紫密相夫。尤祝速紳現象面力杜公涛或張加弁解的志

度都不具科学的。

〔作者伺介〕社晩勤，1967卑生。1989年単並千勅州狩院や丈系，打キ考

人陰馴中大史学研究蹄妓頚領土学位。皮衣泣く物資九音余年美礼式凍〉号

柁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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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共分九章．許一章治周邦彦之力人I第二葦息龍周詞I第三章泣周邦彦と素子音律I第四、

五、六渚章分治周邦彦的愛惜乱闘反乱昧助詞，乗七牽途周邦彦的留美親及其創作千位一第八草

竣蔵周弗眉足称〟詞中老杜”I集れ孝治清真司之息坪仇及其在文学史中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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