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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i

序

從事人文研究，研究者必須將自己所做的一個個小單元加以整合融

通，並放在一個適當的大系統中運作，才能充分彰顯預期的功能。茲以

楊明璋君《敷演與捏合：敦煌通俗敘事文學的敘人體物》為範例，略加

申論。

明璋君此部大作屬於「敦煌學」的範疇。所謂「敦煌學」，內容駁

雜而廣泛，各門類既各有所屬，各類之間又有疏密不等的關連，茲不具

論。明璋此部論著研究的對象是敦煌的通俗敘事文學。以往的文學史學

者多數受到二分法的制約─諸如大傳統和小傳統、雅文學與俗文學、

士大夫文學與民間文學之類的二分法，而敦煌文獻這一類作品通常都劃

入小傳統、民間文學之中，但運用起來，總有扞格不入的地方。近年，

一些學者倡議在兩端之間加入「通俗文學」一類，這不僅使敦煌這類文

學作品得以有更適切的定位，並且也可以用來處理唐宋以來性質相近的

其他作品，因此為學者廣泛接受。明璋此部著作即從這一新增的系統入

手。

明璋在採取此一新系統之際，曾仔細將各家論述，以及唐宋以來相

關的文學批評，逐一加以檢驗印證，以確定其可行性。當實際操作時，

他將相關文本和前人研究的成果反復考究。由於他從新的立足點出發，

從新的視角著眼，所以能夠建立新的研究進路。再者，他利用數位科技

之便，充分掌握研究的材料，因此，「開展出更全面、多元、立體的論

述」。

茲論著以「敷演」與「捏合」貫串全書，的確展現出敦煌通俗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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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最主要的特點。全書凡九章，前三章為「敘人」，第四至第九章是

「體物」，並藉此分為上下篇。上篇以前人的研究為基礎，再以更豐贍的

材料，更深入的探索，證成並修正前人結論。至於下篇的「體物」，前

人的研究並不多見，明璋將其開闢為偌大的園地，並在其中獲致豐碩的

成果。

敦煌學經無數學者的辛勤整理研究，百年下來已蘊積了可觀的能

量，這一代的學者躬逢前所未有的機會，正好開創更全面、更精深、更

多元、更立體的研究。明璋君這部《敷演與捏合：敦煌通俗敘事文學的

敘人體物》就是很好的例子。

2015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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