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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學中的西湖 

                                                                  

  上面兩章中已試著從水利民生與遊覽發展兩方面來討論了西湖與杭州

間的關係。可以看見，西湖在杭州居民的生活中實佔有一相當重要的地位。

然而，西湖之所以自唐宋以降著名於世，自非僅因以上所述。有學者指出，

中國城市之歷史遺跡之所以少見，並非缺乏建築技術與材料，而是因為經由

文學更能夠緬懷過去人類的偉大時刻，並且宋代文化並不乏適合的文體以供

騷人墨客抒發情感。
1
易言之，原為抒情達意而生的文學作品往往亦能成為我

們了解一時代特徵的絕佳窗口。《西湖志》稱自唐宋以來，「而賢達勝士，⋯⋯

談名勝者多豔稱之，則夫傳勝事於武林，探其蹤於靈竺，斯亦徵文考獻者所

必及。」
2
可見得西湖在文學上始終是個令諸多騷人墨客無法忽略的對象。加

上南宋定都於杭，西湖更為宋代文人流連忘返之地，因此以西湖地區為對象

之題詠作品更是大量應運而生。因此，經由對這些西湖題詠作品的討論，我

們將能夠由不同的面向來一窺宋代西湖的發展。 

  本章擬以宋代之詩與詞為主要之材料，試圖分析宋代文人在西湖地區常

見的活動，進而討論以西湖風光為對象之詩詞作品的發展及西湖在這些題詠

作品中形象與內涵意義的變化。 

一、 文人的活動 

  山光水色的美一直是中國文學中相當重要的一大範疇。而在宋代，西湖

麗景更成為文人爭相歌詠的對象，此點實可由今日尚可得見的宋代西湖題詠

                                                      
1 Wu Pei-yi(吳百益), “Memories of K’ai- feng,” New Literary History, 25.1(1994): 48-49. 
2 (清)李衛等修，傅王露等纂，《西湖志》，冊1，〈西湖志序〉，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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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得到證明。然親身觀察、體驗山川景物的森羅萬象，領略無窮無盡得自

然美既是創作的重要命題，
3
則這些題詠西湖的文人們自會以不同的活動方式

在西湖地區留下他們的足跡。以下便針對宋代文人們在西湖地區活動的方式

進行討論。 

(一) 遊賞 

  顧名思義，所謂遊賞，即是文人暢遊於西湖地區的山水間，欣賞此間的

景色之美。中國文論強調文學活動之所以發生，「景」的接觸、引發，從而

使作者產生出「情」，乃是重要的原因。
4
故此，西湖題詠作品之產生，實與

宋代的文人流連於西湖地區各處的景點有著直接的關係。 

  北宋時著名的處士林逋隱居於西湖孤山不出，二十年不入城市，足跡踏

遍西湖周圍地區，也因此其詩作有不少便是在遊賞之時所留下的。除了以西

湖湖區為對象的詩作外（如〈秋日西湖閒泛〉、〈西湖舟中值雪〉
5
），〈北山寫

望〉，〈中峰〉與〈中峰行樂卻望北山因而成詠〉則描寫了他在西湖西側南北

高峰一帶山區遊賞時所見之景色，
6
而〈西湖泛舟入靈隱寺〉與〈和運使陳學

士遊靈隱寺寓懷〉二詩也說明了他的確曾至該寺。
7
至於位在「餘杭縣南一十

八里」處的大滌洞霄宮，
8
亦為林逋曾遊宿之地，而留下了〈洞霄宮〉與〈宿

洞霄宮〉二詩。
9
又如南宋末年董嗣杲之作《西湖百詠》，乃是因其生長於杭

州，「與山水為忘年交，凡足跡所到，命為題，賦以唐律，⋯⋯然皆自得意

                                                      
3 丁成泉，《中國山水詩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頁15。 
4 葉太平，《中國文學之美學精神》（台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8），頁144。 
5 林逋，〈秋日西湖閒泛〉、〈西湖舟中值雪〉，《林和靖集》，卷1，五言律詩，頁45、46。 
6 林逋，〈北山寫望〉、〈中峰〉、〈中峰行樂卻望北山因而成詠〉，《林和靖集》，卷1，
五言律詩，頁50、51、61。 

7 林逋，〈西湖泛舟入靈隱寺〉、〈和運使陳學士遊靈隱寺寓懷〉，《林和靖集》，卷2，七
言律詩，頁93；拾遺，五言古詩，頁204。 

8 （元）鄧牧，《大滌洞天記》（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上，敘官觀，〈洞霄宮〉，
頁8。 

9 林逋，〈洞霄宮〉、〈宿洞霄宮〉，《林和靖集》，卷1，五言律詩，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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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敘實鋪寫。」累積成書。
10 

  然而，文人之遊山玩水當不必隻身獨往。著名的楊蟠便曾與詩僧惟晤、

契嵩共遊北高峰與三天竺一帶，「明日乃邀宿靈隱。又明日，如天竺，遂宿

於天竺也。」
11
可見這是一次時間較長的遊賞活動。而「三人者，游且詠，

得詩三十六篇」，
12
乃集結而成《山游唱和詩》。而南宋的陳造（1133-1203）

則有〈遊山記〉一文，描述他與山陽陳德美、顯教僧華及其幼子同遊西湖南

山處，「黎明策杖出錢湖門，⋯⋯入劉氏寺，遍覽其勝處。渡慈雲嶺，窺易

安齋，酌虎跑、真珠二泉，登六和塔，⋯⋯北訪石屋，閱象鼻岩，入煙霞洞，

徙倚於清心閣。晚宿於延壽小菴，⋯⋯坐于龍井石上，⋯⋯日已西，自麴院

買舟以歸。」
13 

  上述這些文人的遊賞活動使得他們得以直接領略湖山之美，則當然不會

不留一言一字以表達其面對西湖美景時的感受。陳造稱「西湖山水，秀麗甲

天下，⋯⋯宜春宜晴宜觴詠」，
14
實正說明了宋代文人之遊賞與其西湖題詠作

品間最直接的關係。 

(二) 宴集酬唱 

  除了因文人遊賞於西湖山水之時而產生的詩詞創作外，宋代文人在西湖

地區宴集酬唱之際，也是西湖詩詞大量產生的時刻。就中最突出者，當屬宋

代文人所成立之詩社在西湖地區的種種活動。 

  詩社乃文人士夫所結成之社團，而以其詩詞作品相互酬唱應答為其主要

活動。《夢梁錄》稱：「文士有西湖詩社，此乃行都搢紳之士及四方流寓儒人，

                                                      
10 董嗣杲撰，（明）陳贄和，〈西湖百詠序〉，《西湖百詠》，頁349。 
11 釋契嵩，〈山游唱和詩敘〉，《山游唱和詩》，頁2406。 
12 釋契嵩，〈山游唱和詩敘〉，《山游唱和詩》，頁2406。 
13 陳造，〈遊山記〉，《江湖長翁集》，卷22，記，頁277。 
14 陳造，〈集同年記〉，《江湖長翁集》，卷22，記，頁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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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興適情賦詠，膾炙人口，流傳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
15
《都城紀勝》

則稱：「文士則有西湖詩社，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行都士夫及寓居詩人。

舊多出名士。」
16
又清代周濟（1781-1839）所作《介存齋論詞雜著》稱：「南

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17
則似乎文人結社風氣在南宋已十分興盛，因此在

《夢梁錄》及《都城紀勝》中所提及的西湖詩社，所指應是在南宋時期，或

同時、或前後存在於臨安的若干詩社，這些詩社並非有意冠名為西湖詩社，

只因西湖乃是這些詩社的主要活動場所，故習慣地以西湖詩社相稱。
18 

然而在西湖活動的詩社實不自南宋始。早在北宋景德三年（1006），西

湖已出現由釋省常（959-1020）所成立的白蓮社。
19
由於此社中人多是文士

公卿之流，因此文學上的創作唱和便顯得頻繁，「莫不閒發好辭，演成盛

事，⋯⋯後又寫二鄰之幽勝，集群彥之歌詩，作為冠篇，鼎峙蘭若。⋯⋯一

字千金，無以增損。」
20
此詩社並無作品流傳，然其既成立於西湖地區，則

社中文人的吟詠當不致略西湖而不談。 

  殆至南宋，杭州既為首都，天下文人率多聚首於此，因此詩社的成立更

顯頻繁。歐陽光教授曾針對南宋中後期在西湖活動的諸詩社進行考述，羅列

出以下幾個詩社：楊萬里 (1127-1206)詩社、許及之 (?-1209)詩社、張鎡

(1153-1211)詩社、費士寅詩社、史達祖、高觀國詩社、陳郁(?-1275)、陳世崇

詩社、楊纘、周密(1232-1298)等詩社、汪元量(1241-?)、李玨(1219-1307)詩

社
21
。又同書也指出周紫芝、史浩（1106-1194）亦曾於臨安結詩社。

22
以此

                                                      
15 吳自牧，《夢粱錄》，卷19，〈社會〉，頁299。 
16 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社會〉，頁98。 
17 （清）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收於顧頡剛校點，《介存齋論詞雜著 復堂詞話 蒿庵
論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頁3。 

18 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福州市：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頁255。 
19 見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頁158。 
20 孫和，〈白蓮社記〉，收於潛說友纂修，(清)汪遠孫校補，《咸淳臨安志》，冊3，卷79，
寺觀五，寺院，自涌金門外至錢湖門，〈大昭慶寺〉，頁767-768。 

21 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頁254-271。 
22 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頁21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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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詩作中的西湖題詠作品來看，則二人所屬的詩社亦應以西湖為其重要的

活動地點。
23
這些詩社在西湖地區舉行宴集活動時，西湖麗景便理所當然地

成為其詩詞作品中常見的主題。如楊萬里〈上巳同沈虞卿尤延之王順伯林景

思遊春湖上隨和韻得十絕呈之同社〉之十句云：「岸上湖中各自奇，山觴水

酌兩皆宜。」
24
便呈現出同社詩友於西湖山光水色間流觴飛飲、以詩會友的

樂趣。而〈二月二十四日寺丞田文清叔及學中舊同舍諸友拉予同屈祭酒顏幾

聖學官褚文集於西湖雨中泛舟坐上二十人用「遲日江山麗」四句分韻賦詩余

得「融」字呈同社〉也是一在「西湖獻狀無遺餘」的美景中所成之應酬作品。

25 

  又如周密所屬的詩社也常在西湖舉辦其宴集活動，其《蘋洲漁笛譜》便

記載了以下的一次宴集活動：「甲子夏，霞翁會吟社諸友逃暑於西湖之環碧

（此環碧即指環碧園，見上一章。）。⋯⋯放舟於荷深柳密間，舞影歌塵，

遠謝耳目。酒酣，采蓮葉探題賦詞。」
26
又周密亦曾於「乙丑秋晚，同盟載

酒為水月游，⋯⋯酒闌日暮，撫然成章。」
27
南宋另一詞人陳允平的《日湖

漁唱》中曾提及與周密相約共賦西湖十景。
28
兩人既為同社詩友，

29
則其西

                                                      
23 周紫芝有〈次韻張元明同邊郎中遊西湖二君講同年之好有此游〉、〈次韻庭藻追記與余游
西湖舟中聞火而歸〉等詩；史浩則有〈次韻游西湖〉、〈游西湖分韻得要字〉等詩。詩

分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41，卷23，頁159；
卷28，頁194；史浩，《鄮峰真隱漫錄》，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41，卷1，
頁535，537。 

24 楊萬里，〈上巳同沈虞卿尤延之王順伯林景思遊春湖上隨和韻得十絕呈之同社〉之十，《誠
齋集》，卷22，〈朝天集〉，頁234-235。 

25 楊萬里，〈二月二十四日寺丞田文清叔及學中舊同舍諸友拉予同屈祭酒顏幾聖學官褚文集
於西湖雨中泛舟坐上二十人用「遲日江山麗」四句分韻賦詩余得「融」字呈同社〉，《誠

齋集》，卷19，〈朝天集〉，頁201。 
26 周密，〈采綠吟〉詞序，《蘋州漁笛譜》，收於《叢書集成新編》，冊80，文學類，卷1，
頁622。 

27 周密，〈秋霽〉詞序，《蘋州漁笛譜》，卷1，頁623。 
28 陳允平，《日湖漁唱》，收於《叢書集成新編》，冊80，文學類，頁663。 
29 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頁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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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十景賦極有可能便是該詩宴集和唱的成果。此外，周密所編的《絕妙好詞》

一書中，也收錄了不少詞人與自己的唱和之作，如李彭老的〈法曲獻新音  官

圃賦梅繼草窗韻〉、
30
〈探芳訊  湖上春遊繼草窗韻〉、31

王沂孫的〈法曲獻

仙音  聚景亭梅次草窗韻〉32
（草窗即周密之自號），或亦為該詩社成員的宴

集唱和作品。 

  然上述的詩社當非南宋杭州詩社的全部。作為宋代文人組織的社，其型

態亦有相當不同者，其中，文人經常聚會活動及具有一定規模的文學活動，

也可稱為社。
33
從這個角度來看，在南宋文集中常見的以西湖風光為題詠內

容的詩詞作品，便有不少極有可能是各類詩社活動下的產品。《剡源集》所

稱「人之交遊會合，談讌之樂，⋯⋯至輒歡飲浩歌，窮晝夜忘去。明日，醉

中酬唱詩或樂府詞，纍纍傳都下」，
34
便是此種情形的寫照。如周紫芝〈三月

二日同游西湖諸公有詩次韻〉，
35
張鎡〈夜宿龍井廣福寺分韻得來字〉，

36
與

趙師秀〈和朱子發韻兼簡青龍諸友二首〉等詩作，
37
只是此類大量在題目中

未見「詩社」名稱之唱和作品的幾個例子而已。 

                                                      
30 李彭老，〈法曲獻新音  官圃賦梅繼草窗韻〉，收於周密編，(清)厲鶚、查為仁箋，《絕
妙好詞箋》(台北：世界書局，1985)，卷6，頁89。 

31 李彭老，〈探芳訊  湖上春遊繼草窗韻〉，收於周密編，(清)厲鶚、查為仁箋，《絕妙好
詞箋》，卷6，頁90。 

32 王沂孫，〈法曲獻仙音  聚景亭梅次草窗韻〉，收於周密編，(清)厲鶚、查為仁箋，《絕
妙好詞箋》，卷7，頁111。 

33 蕭鵬，〈西湖吟社考〉，收於《詞學》，第七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頁93。又王兆鵬也曾對南渡後的詩社文會加以分析，分為：一、以詩詞唱和、切磋詩藝
句法的詩社，此即歐陽光所指者。二、以講論人生、哲學問題為主的聚會，同時也唱和

詩詞。三、未成名的青年學子練習詩文的「會課」。四、以同一題材邀請當地或外地詩

人名流唱和的鬆散、短暫結社。就中第二、四類應即近於此處所指之短期，具臨時性的

社。見王兆鵬，《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42-47。 
34 戴表元，〈牡丹讌席詩序〉，《剡源集》，卷10，頁153。 
35 周紫芝，〈三月二日同游西湖諸公有詩次韻〉，《太倉稊米集》，卷27，頁186。 
36 張鎡，〈夜宿龍井廣福寺分韻得來字〉，《南湖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64，卷3，頁558。 
37 趙師秀，〈和朱子發韻兼簡青龍諸友二首〉，《清苑齋詩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冊1171，頁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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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文人的宴集唱和當不限於詩社成員間而已。北宋時蘇頌(1020-1101)有

〈次韻奉酬簽判呂殿丞燕集西湖〉與〈次韻奉酬通判姚郎中宴望湖樓過照慶

院暮歸偶作〉，
38
南宋張鎡有〈四月上澣日同寮約遊西湖十絕〉，

39
應皆為同

僚間燕集於西湖時的應酬作品。除了同僚間應和之作外，尚有同年登科者間

的宴集唱和。陳造〈集同年記〉所記便是在「慶元庚申二月八日，合乙未歲。

同年進士飲于西湖環碧之園」的情形，既稱「西湖山水，秀麗甲天下，⋯⋯

宜春宜晴宜觴詠」，
40
則必不脫以流連山水、歡飲浩歌為其活動內容。又如文

及翁登第時，同年亦齊集遊西湖，文及翁即席賦「賀新郎」詞一闕，諷刺了

當時士大夫流連於西湖山水，不復振作的萎頓之狀。
41 

  由以上所述，可知由北宋直至南宋，在西湖地區的文人交流活動是十分

普遍的。而在這些活動中所產生出來的西湖詩詞作品，表明了對這些文人而

言，西湖地區的山水美景不但是促成其創作的刺激，也是其創作中描繪的重

要主題之一。由此一角度觀之，這些文人在西湖地區所舉行的詩社、宴集活

動，實與前文所討論之文人遊賞於西湖及其周圍地區的行動具有同一意義，

即經由身處於西湖美景之中，而將此地的景物納入其文學創作之中。曾季狸

《艇齋詩話》稱：「東湖論作詩，喜對景能賦。必有是景，然後有是句。若

無是景而作，即謂之脫空詩，不足貴也。」
42
表達出在以景色為主題的文學

創作中，「身入其境」此一條件的重要性。易言之，倘若沒有以上所討論之

文人在西湖所舉行的各種活動，則即使西湖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
43

也未必能在宋代產生出如此之多的題詠作品。 

                                                      
38 蘇頌，《蘇魏公文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92，卷9，頁184。 
39 張鎡，《南湖集》，卷8，七言絕句，頁627。 
40 陳造，〈集同年記〉，《江湖長翁集》，卷22，記，頁280。 
41 （元）李有，《古杭雜記》，收於(清)丁丙撰輯，《武林掌故叢編》，冊1，頁85。 
42 曾李狸，《艇齋詩話》，收於《叢書集成新編》，冊79，文學類，頁4。 
43 周密，《武林舊事》，卷3，〈西湖遊幸都人遊賞〉，頁376。 



．84．  宋代的西湖與杭州 

二、 西湖題詠作品的發展 

  宋代文人在西湖地區的活動既是如此頻仍，則所留下以西湖景致為題詠

內容的詩詞作品數量自亦相當龐大。詩詞之為文學藝術樣式，不論人們如何

強調其自身的規律性和自足自立的的獨立性，都不是由某一個人苦思冥想而

出的，而是社會文化活動的產物，某一特定的社會文化生活的載體。
44
就宋

詞而言，它展現出各種風俗人情和各類異彩紛呈的風俗畫面；
45
而在宋詩方

面，更加接近日常的生活與社會意識的高漲，則是其性質的一部分。
46
因此，

透過對宋代西湖詩詞的審視，我們不但可以看到宋代西湖風貌的文學型態，

同時更能夠經由在這些作品中所反映出來宋代杭州，進一步從不同於前面兩

章的角度來了解西湖與杭州間的關係。然由於宋代詩詞作品中以西湖為題詠

對象者不但分散，且數量亦極龐大，實難於此處作全面性的討論。因此，本

節將以宋代幾部重要的集結性西湖題詠作品為材料加以考察。這些作品不但

因為是以一題分詠的形式（亦即以西湖為主題，而分別以西湖地區內的各景

點或景致，分別進行詩或詞的創作）有別於其他散作的西湖詩詞而顯得引人

注目，同時各作品的產生的時間又在相當程度上涵蓋了整個宋代，因此對我

們的討論將能提供見微知著的效用。 

(一) 北宋時期的西湖題詠作品 

  早在唐代，白居易（772-846）便曾詠出「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留是

此湖」、
47
「處處回頭儘堪悉，就中難別是湖邊」等句，

48
說明了西湖對文人

                                                      
44 沈松勤，《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研究》，頁4。 
45 沈松勤，《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研究》，頁9。 
46 （日）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頁

18、26-27。 
47 白居易，〈春題湖上〉，收於丁如明，聶世美點校，《白居易全集》，卷23，律詩，頁343。 
48 白居易，〈西湖留別〉，收於丁如明，聶世美點校，《白居易全集》，卷23，律詩，頁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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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引力。殆至北宋，西湖地區的秀麗景色更成為文人墨客流連忘返、創作

不斷的理由。在北宋時期以西湖地區為題詠對象的文人中，蘇軾也許是就中

最為所熟知的一位，此不但是因為他曾在熙寧年間（1068-1077）與元祐年間

（1086-1093）兩次服官於杭州，也與他本身即是宋代最著名的文人頗有關係，

其「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之句至今仍膾炙人口。 

  然而撇開藝術成就之高低來看，蘇軾的西湖詩與西湖詞數量雖多（兩次

服官於杭州，共有西湖詩一百六十首，
49
詞三十多首。

50
），但主為散作，作

品多為在一時一地的景緻或抒發為主，其間的關聯性並不強，再加上蘇軾已

屬北宋中期以後的文人，因此即令蘇軾是北宋最負盛名的西湖題詠者，但是

從時間向度上來說，蘇軾並不不比其他題詠過西湖的文人們更為突出。 

  相對而言，在宋代西湖詩詞發展的歷程中，更直得注意者，當為北宋初

期梅詢（964-1041）的〈武林山十詠〉。
51
按武林山「在縣（指錢塘縣）一十

五里，又名靈隱，又名靈苑，曰仙居。山有五峰，曰飛來、曰白猿、曰稽留、

曰月桂、曰蓮華。」
52
梅詞十詠，包含了飛來峰、蓮花峰、呼猿洞、龍泓洞、

煉丹井、冷泉亭、靈隱寺、水台盤、翻經台及高峰塔，其景物皆在西湖西側

的南北高峰與三天竺一帶，故梅詢所稱之「武林山」，當即為西湖西側諸山

峰的總詠。梅詢作品的題詠對象雖緊鄰西湖，卻無一字提及西湖，故在梅詢

的作品中，上述的景點乃是武林山的景點，而非西湖的景點。 

  北宋初年另外兩位著名的文人，潘閬（？-1009）與柳永，在其題詠杭州

風光的作品中，也有此種將西湖與其西側山地分立的手法。潘閬的十首〈酒

泉子〉中，除了兩首以「長憶西湖」與一首以「長憶孤山」起始，描寫湖區

風光外，
53
第六首則以「長憶西山」，第七首則以「長憶高峰」為首句，

54
所

                                                      
49 夏承燾，〈說蘇軾的西湖詩〉，收於《夏承燾集》，冊8，頁193。 
50 夏承燾，〈西湖與宋詞〉，頁138。 
51 梅詢，〈武林山十詠〉，收於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共72冊(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1991)，冊2，頁1118-1120。 

52 王象之，《輿地紀勝》，冊1，卷2，兩浙西路，臨安府，景物下，〈武林山〉，頁110-111。 
53 潘閬，〈酒泉子〉之三、四、五，《逍遙集》，收於《叢書集成新編》，冊70，文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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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的即為西湖西側山地之景致。柳永的〈望海潮〉詞中稱「重湖疊巘清嘉，

有三秋桂子，十里荷花」，
55
其「疊巘」所指亦當即為西湖西側山區，故以「三

秋桂子」作為其景色之代表，
56
而「十里荷花」當即作為西湖湖區景色的代

表了。在潘、柳二人的作品中，西湖湖區與其西側山地雖仍在形式上作為分

立而存在，但已經由文人的組合而形成了杭州美麗景緻的統一圖案。由此種

分立與統一互補的題詠手法來看梅詢的〈武林山十詠〉，似乎使得梅詢的作

品看來難以與西湖發生直接的關聯，然而梅詢〈武林山十詠〉的重要性乃在

於他開了宋代以景點分列形式之集結性西湖詩詞作品的先河。 

  在北宋中期，楊蟠與郭祥正（1035-1113）亦以西湖景點為題，相互以詩

唱和，其形式便與梅詢的〈武林山十詠〉一致，條列各景點，分而詠之。郭

氏的作品題為〈和楊公濟錢塘西湖百題〉，
57
乃是為和楊蟠的西湖題詠而作，

惟楊蟠作品的一部份已失傳，僅餘四十一首，收於《叢書集成續編》中題為

郭祥正所著之《錢塘西湖百詠》的卷末。
58
可以看見，郭、楊二人的〈西湖

百題〉在其題詠景點的範圍上，除了湖區景點如湖堂、孤山、長橋外，其餘

景點如金沙井、呼猿洞、北高峰、南高峰、龍泓洞等，皆位於西湖周圍山地

之間。易言之，郭、楊二人的〈西湖百題〉實際上已包括含梅詢〈武林山十

詠〉在內的西湖地區的各處景點。 

  楊、郭〈西湖百題〉在宋代西湖詩詞的發展上之所以引人注目，除了因

為兩人的作品是以條列形式題詠西湖景緻之集結性作品中數量最為龐大

的，更重要的是，兩人的作品也是北宋時期唯一以此種以百成數，景點分列

                                                                                                                                       
頁213。 

54 潘閬，〈酒泉子〉之六、七，《逍遙集》，收於《叢書集成新編》，冊70，文學類，頁213。 
55 柳永，〈望海潮〉，收於柳永著，鄭文焯校評，《樂章集》(台北：廣文書局，1973)，頁

84。 
56 唐代宋之問、白居易皆曾以「桂子」來象徵西湖西側山地的靈隱寺。見夏承燾，〈西湖與
宋詞〉，收於《夏承燾集》，冊8，頁134。 

57 郭祥正，〈和楊公濟錢塘西湖百題〉，《青山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16，
卷25、26，頁714-720。 

58 見郭祥正著，《錢塘西湖百詠》，收於《叢書集成續編》，冊223，史地類，西湖，頁342-344。 



文學中的西湖                                              ．87．  

之集結形式所存在的西湖題詠作品。
59
楊、郭〈西湖百題〉以各景點分列的

形式，在文學世界中完整地重現了西湖地區的景緻，也因此，它們不同於宋

代其他散做的西湖詩詞，只以西湖地區的一景、一事、一遊作為題詠的主題。

或許正因為這種作品形式在宋代西湖詩詞發展的歷程中顯得極為特殊，因此

有了南宋董嗣杲為承續楊、郭二人的絕唱而作的《西湖百詠》。 

  然而，若我們將楊、郭二人的〈西湖百題〉，乃至梅詢的〈武林山十詠〉

置於北宋時期的整個詩詞發展脈絡中來看，則其重要性便需大大的降低了。

這是因為在整個宋代詩、詞壇中，以一地名勝為題，分列其景點而作的集結

性作品相當普遍之故。舉其著者，如司馬光（1019-1086）有〈和邵不疑校理

蒲州十詩〉、
60
〈獨樂園七詠〉，

61
趙抃（1008-1084）有〈次韻程給事會稽八

詠〉，
62
而歐陽修有十首〈採桑子〉詞，雖非以一闕詠一景點，但確為詠潁州

西湖的集結性作品。
63
甚至郭祥正本身尚有〈追和李太白姑孰十詠〉、

64
〈追

和李白秋浦歌十七首〉
65
等作品。上述這些作品的形式與楊蟠、郭祥正的〈西

湖百題〉如出一轍，均為以條列的形式題詠一地名勝景點的集結性作品。由

此一角度來看楊、郭的作品，其數量雖較其他作品為多，然而在本質上與上

面諸作品並無不同，亦即均是條列形式的集結性風景詩詞。而除了形式上的

一致外，不論是楊、郭的百題或是其他作品，其間的篇幅雖有大小之別，但

在這些文人的文集中均只作為其中一首作品而存在，因此，除非從藝術成就

或文學手法等方面來加以分析，否則實難對上述這些集結性作品與該文人文

                                                      
59 南宋董嗣杲曾指出「元祐間，楊郭二子皆以百絕唱，乃無嗣音者。」見董嗣杲撰，（明）
陳贄和，〈西湖百詠序〉，《西湖百詠》，頁349。 

60 司馬光，〈和邵不疑校理蒲州十詩〉，《傳家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94，
卷2，頁15-16。 

61 司馬光，〈獨樂園七詠〉，《傳家集》，卷3，頁25-26。 
62 趙拤，〈次韻程給事會稽八詠〉，《清獻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94，
卷5，頁810。 

63 歐陽修，〈採桑子〉，《近樂府體》，收於《歐陽修全集》，冊下，卷1，頁1055。 
64 郭祥正，〈追和李太白姑孰十詠〉，《青山集》，卷7，頁606-607。 
65 郭祥正，〈追和李白秋浦歌十七首〉，《青山集》，卷7，頁60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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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其他作品作出重要性等級的判定。 

  易言之，從作品的形式與其在文人文集中所佔的地位來看，我們可以說

楊、郭的〈西湖百題〉雖然在宋代的西湖題詠作品發展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一

席之地，然而從北宋時期的整個詩、詞壇來看，其相對於其他類似的集結性

作品而言，並不具備更為突出的重要性。 

  這樣的情形在極大的程度上反映出了杭州西湖在北宋時期的地位。作為

地方性城市周圍的一處風景區，西湖雖然景色秀麗迷人，然而比之其他城市

的風景區，如潁州西湖、洛陽龍門（歐陽修有〈遊龍門分題十五首〉
66
）、浈

陽郡南山（劉仲堪有〈南山十詠〉
67
）等各地風景區，西湖在行政地理的位

階上並不高於其他地方性城市的風景區。也因此，即令杭州西湖對某些文人

而言，或者因為個人情感等因素而對該文人具有特別意義，然就作品中所呈

現出的題詠對象地位來看，西湖並不較其他地方風景區為高。蘇東坡〈潁州

到任謝執政啟〉中稱：「入參兩禁，每玷北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西湖之

長。⋯⋯惟汝水之名邦，乃裕陵之故國。人淳事簡，地壤泉甘。豈惟暫養於

不才，抑亦此生之可老。」
68
其中所謂「二邦」，即杭州與潁州。可見在蘇軾

的眼中，潁州西湖同樣是個足以老此一生的地方。蘇軾另一首詩〈六月二十

七日望湖樓醉書〉稱：「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閑勝暫閑。我本無家更安

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69
所表達的即是長安於杭州西湖的情感，其與前述

對潁州西湖的態度實無二致。 

    我們可由此看出，在北宋時期作為一隱居樂遊之地的杭州西湖並不較其

他地方城市的風景區來的重要。此一事實反映在以杭州西湖景致為題詠內容

的作品上，使得這些作品若不從文學藝術價值的角度來加以審視的話，我們

實無法在本質上將楊蟠、郭祥正的〈西湖百題〉與其他類似的集結性作品與

                                                      
66 歐陽修，〈遊龍門分題十五首〉，《居士集》，收於《歐陽修全集》，冊上，卷1，頁1-3。 
67 劉仲堪，〈南山十詠〉，收於《全宋詩》，冊3，卷146，頁1628-1631。 
68 蘇東坡，〈潁州到任謝執政啟〉，收於《蘇東坡全集》，冊上，後集，卷14，頁612。 
69 蘇東坡，〈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收於《蘇東坡全集》，冊上，前集，卷3，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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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區別。殆至南宋成立，杭州成為了全國獨一無二的首都後，西湖的地位亦

隨之提升，而此種〈西湖百題〉型式的作品也在南宋詩壇中取得了獨特的地

位。 

(二) 南宋時期的西湖題詠作品 

  進入南宋後，杭州既為天下士大夫之淵藪，因此以西湖為題詠對象的詩

詞作品也大量湧現，乃至有研究指出南宋西湖詞壇無異為整個宋代詞壇的縮

影，且居於南宋詞壇的主導地位。
70
而不只詞作如此，南宋不少著名詩人，

如陸游、楊萬里、周密、汪元量等，均有不少題詠西湖景緻的詩作。 

  南宋以西湖景緻為題的詩詞作品中，西湖十景詩、詞是相當引人注目的

集結性作品。所謂所謂「西湖十景」者，最早出現於祝穆的《方輿勝覽》中：

「 (西湖)在州西，⋯⋯好事者嘗命十題，有曰：平湖秋月、蘇堤春曉、斷橋

殘雪、雷峰落照、南屏晚鐘、曲院風荷、花港觀魚、柳浪聞鶯、三潭印月、

雙峰插雲。」
71
而《夢梁錄》也有以下的記載：「近者畫家稱湖山四時景色最

奇者有十，曰蘇堤春曉、麴院荷風、平湖秋月、斷橋殘雪、柳浪聞鶯、花港

觀魚、雷峰夕照、兩峰插雲、南屏晚中、三潭印月。」
72
而在目前所知的南

宋十景詩詞傳世者有四，分別為王洧的西湖十景詩、
73
張矩、周密及陳允平

的西湖十景詞。
74 

  若經由西湖十景各景之名的字面來看，可以發現其各景均是一種組合性

的名稱。如平湖秋月乃是湖面與月色組合之景；蘇堤春曉則是蘇公堤一地與

                                                      
70 張薰，《宋代西湖詞壇研究》，頁186。 
71 祝穆，《方輿勝覽》(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卷1，浙西路，〈臨安府〉，頁11。 
72 吳自牧，《夢粱錄》，卷12，〈西湖〉，頁230。歷來西湖十景之名多有別稱，見闕維民，
《杭州城池暨西湖歷史圖說》，頁86。 

73 潛說友纂修，(清)汪遠孫校補，《咸淳臨安志》，冊3，卷97，紀遺九，紀文，詩，頁937。 
74 張矩的十景詞收於唐圭璋編，《全宋詞》，共5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冊5，張矩，
〈應天長〉十闕，頁3086-3088。周密的十景詞見周密，〈減字木蘭慢〉十闕，《蘋州漁
笛譜》，卷1，頁621。陳允平的十景詞見陳允平，〈西湖十詠〉，《日湖漁唱》，頁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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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初景色的結合；斷橋殘雪則是斷橋配合雪霽之景而成；雷峰夕照乃雷峰與

夕陽景緻的結合；南屏晚鐘則是南屏山與其地寺鐘的結合；曲院風荷則是宋

代釀酒之麴院與其旁荷花的搭配；花港觀魚則是蘇堤第三橋下的花港與其所

通之花家山下的盧園內所畜異魚的合稱；
75
柳浪聞鶯實乃清波門外之聚景園

內的柳浪橋，
76
再合以其地鶯燕之聲而成；三潭印月則是西湖湖區傳說中的

三潭合以月映之景而成；
77
最後的雙峰插雲則是南北高峰在雲霧繚繞之際的

景觀。由以上所述，可以發現西湖十景各景名所指涉的地點，實與其搭配而

成的景致間，並無絕對的從屬關係（或許花港觀魚一景，因盧園所處位置與

其所畜之異魚而為一例外。）。如夕照不必只在雷峰，孤山或南北高峰，乃

至南屏山的夕陽西下之景，想來當同樣引人入勝。而荷花之馨美，亦不必只

在麴院，西湖既多產荷、菱一類，則當亦有他處可得荷香之美。 

  故此，上述所謂「西湖十景」者，實為一人為選擇、命題的結果。《方

輿勝覽》中所說「好事者嘗命十題」，實已指明此點。中國古代詩詞通常在

同一個藝術世界裡收攝不同空間的物象，或者說讓那些真實現實世界裡空間

上並不連屬的物象置於同一個藝術空間。
78
從此一角度而言，可以說西湖十

景之成形，是文人主觀選擇組合的成果，帶有濃厚的人文色彩。這種人文色

彩涉入作品中的特色，在南宋唯一一部《西湖百詠》中亦可得見。 

  與楊蟠、郭祥正的〈西湖百題〉一樣，南宋末年董嗣杲的《西湖百詠》

亦以西湖地區的的各景點為題，賦以唐律，以百為題。然若將董嗣杲的《西

湖百詠》與北宋時楊蟠與郭祥正的〈西湖百題〉作一比較，可以發現兩者之

間最大的不同點，在於董嗣杲的《西湖百詠》中，南宋時期的的園囿—包括

環碧園、玉壺園、雲洞園、總宜園、水月園、梅坡園、翠芳園（因正對南屏

                                                      
75 （清）李衛等修，傅王露等纂，《西湖志》，冊1 ，卷3，名勝一，〈花港觀魚〉，頁234。 
76 潛說友纂修，（清）汪遠孫校補，《咸淳臨安志》，冊1，卷13，行在所錄，苑囿，〈聚
景園〉，頁162-163。 

77 《西湖遊覽志》稱：「相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西湖十景所謂三潭印月者是也。」，
見（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2，〈孤山三堤勝蹟〉，頁24。 

78 葉太平，《中國文學的精神世界》（台北：正中書局，1994），頁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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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亦名屏山園）、
79
干園、勝景園（即韓侂冑的南園，又有名慶樂）、

80
聚

景園—成為其相當重要的題詠對象。 

  上述這些園囿，不但是由南宋時期的達官貴人所興築，同時更形成了在

整個南宋時期西湖地區中人力、財力及物力的結晶。〈洛陽名園記〉稱：「園

圃之廢興，洛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亂，候於洛陽之盛衰。而知洛陽之

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
81
由此一角度來看待上述這些園林，則它們

的意義便迥不同於郭、楊、董等人之西湖題詠作品中其他人工建構物了。這

些園囿不但在時代斷限上完全屬於南宋，同時更代表了南宋時期杭州地區中

人文力量之精華的一種展現。而董嗣杲既以這些園囿作為其《西湖百詠》中

的題詠對象，故而在一定程度上，他實已將上述園囿所代表的人文力量視作

期西湖題詠作品中一不能缺乏的組成了。 

  正如董嗣杲在《西湖百詠》的序中所言：「兩山仙佛盤錯，坡老守郡時，

遊歷幾遍，遺跡尚可考。南渡後貴臣邸第多在，亭館日闢，視前此復不侔，

蓋當盛極矣。」
82
由於這樣一種「視前此復不侔」的人文發展已經成為南宋

西湖地區景致中不可或缺的一部份，故形成了董嗣杲的《西湖百詠》與楊、

郭〈西湖百題〉的不同。正如侯迺慧教授所指出的，在長久的遊賞文化發展

歷程中，人文活動的樣貌與特質也往往與山水自然結合，構成西湖的景致。

83
在這個意義上來說，若我們確將董嗣杲的《西湖百詠》視為北宋〈西湖百

題〉的進一步發展結果，則二者間的差異並不只在於董氏的《西湖百詠》乃

是以一完整詩集的形式出版傳世，而楊、郭〈西湖百題〉只是其文集中的的

作品之一，更重要的是，董嗣杲與楊蟠、郭祥正作品在內容上的不同，實反

映出了南北宋時期西湖地區在當時人文景觀上的不同。 

                                                      
79 周密，《武林舊事》，卷5，〈湖山勝概〉，頁411。 
80 周密，《武林舊事》，卷5，〈湖山勝概〉，頁410。 
81 李薦，〈洛陽名園記〉，收於《叢書集成新編》，冊48，藝術類，園林，頁602。 
82 董嗣杲撰，（明）陳贄和，〈西湖百詠序〉，《西湖百詠》，頁349。 
83 侯迺慧，〈唐宋時期西湖題詠研究〉，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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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尚可由董嗣杲《西湖百詠》在南宋詩詞作品中的特殊地位來觀察其

與楊、郭〈西湖百題〉間的不同之處。如上文所言，楊、郭〈西湖百題〉雖

在宋代西湖題詠作品發展中佔有一席之地，然就北宋詩詞壇整體脈絡而言，

只是眾多類似的集結性作品之一而已。董嗣杲的《西湖百題》則不然，其在

南宋整體詩詞作品中亦顯得相當突出。 

  事實上，在現今傳世的宋代詩詞集中，以「百詠」為題者非僅《西湖百

詠》而已。目前已知的宋代「百詠」詩集傳世者有五，分別為阮閱的《郴江

百詠》，
84
方信孺的《南海百詠》，

85
張堯同的《嘉禾百詠》，

86
許尚的《華亭

百詠》，
87
曾極的《金陵百詠》，

88
此外，北宋的楊備曾作《姑蘇百詠》、《金

陵覽古百題》，各注其事於題下，成集行世，已佚
89
。 

  上述這些作品的形式與董嗣杲的《西湖百詠》如出一轍，均以一地的景

點為題，分而詠之，以百成數。然而，比較《西湖百詠》與這些詩集，便可

以發現這些作品所題詠的地點均為一行政區內的各景點（郴江所指乃今湖南

省郴縣，南海所指乃宋廣州、番禺一帶，今廣東省番禺縣北。嘉禾指宋嘉興

府，今浙江省嘉興縣。華亭指宋嘉興華亭縣，今江蘇松江縣一帶。金陵指宋

建康府，今江蘇省江寧縣。），
90
而非如《西湖百詠》般，為一風景區內的景

點。事實上，《西湖百詠》乃是目前所知整個宋代詩詞壇中為一一部以一風

景區內各處景點分列為題而成的詩集。 

  顯然，董嗣杲《西湖百詠》的特殊性亦為西湖在南宋時期之獨特地位的

反映。南宋時期的西湖已成為了首都杭州的風景名勝。陳著〈遊西湖〉稱：

                                                      
84 阮閱，《郴江百詠》，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36。 
85 方信孺，《南海百詠》，收於《叢書集成新編》，冊94，史地類，廣東地理。 
86 張堯同，《嘉禾百詠》，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86。 
87 許尚，《華亭百詠》，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70。 
88 曾極，《金陵百詠》，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64。 
89 見《全宋詩》，冊3，卷123，楊備一，頁1423。 
90 此處古今地名，皆參考《讀史方輿紀要索引 中國歷代地名要覽》。見(日)青山定雄編，《讀
史方輿紀要索引 中國歷代地名要覽》（台北：新興書局，1973），頁439，492，55，145，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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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都在禁城西。」、
91
周弼〈西湖初夏〉稱：「不住風光繞禁城。」

92
這些

詩作名為詠西湖，實亦在強調西湖及其間的景點園囿緊鄰都城杭州的地理特

點。也因為此一特點，使得作為一遊賞名勝的西湖在地位上遠遠超過了其他

城市的風景區。試看分布於西湖內外的諸般景點，如聚景園、翠芳園、玉壺

園等御園，以及作為皇家宮觀的四聖延祥觀與西太乙宮（位在孤山），
93
這些

園囿與宮觀標示著西湖與宋代皇室最直接的關聯。因為這一層關係的存在，

西湖乃成為南宋時期獨一無二的城市風景區。因此，即令南宋其他城市不乏

位於城市位置西側的湖泊，然而卻無一能及西湖地位之高。宋末白珽

（1248-1328）作〈西湖賦〉，稱「顧一州一縣，理所在水之東者，皆西湖也。

潁有之，松有之，山陽、四明類有之。獨在杭者，齒響諸夏，而筆騁群彥。」

94
之所以如此，便是因為其在全國風景區中，唯有杭州西湖是為南宋皇室所

親臨者。而作為在南宋時期唯一一部以一風景區內之景點為題的詩集，董嗣

杲的《西湖百詠》在南宋詩詞壇中的特殊性正與西湖在宋代諸多風景區中的

特殊地位相呼應，而此種情形實為杭州成為南宋首都所帶來的衍生品，易言

之，也是杭州在宋代地位轉化對西湖題詠作品所帶來的影響。 

  本節以南北宋時期幾部重要的集結性西湖題詠作品為材料進行討論。可

以看到，由北宋到南宋，這些西湖題詠作品所呈現出來的發展脈絡，正是西

湖本身的景致與地位隨著杭州在宋代地位的轉化所產生的結果。在這個意義

上來說，上述這些作品雖以西湖為其題詠的內容，但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已

在相當程度上成為宋代杭州發展過程中另一種角度的反映。透過這個角度，

杭州、西湖與西湖題詠作品並無法被分而視之，也由此，我們可以瞭解到西

湖與杭州間緊密的關係。 

                                                      
91 陳著，〈遊西湖〉，《本堂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85，卷13，頁62。 
92 周弼，〈西湖初夏〉，《端平詩雋》，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85，卷4，頁

548。 
93 潛說友篡修，（清）汪遠孫校補，《咸淳臨安志》，冊1，卷13，行在所錄，宮觀，〈四
聖延祥觀〉，頁158。 

94 白珽，〈西湖賦〉，《湛淵遺稿》，卷上，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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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品中西湖形象的轉變 

  自從蘇軾將西湖比擬為西施後，在文人眼中的西湖便以其變化多

端的形象而引人入勝。樓鑰(1137-1213)在其詩作中稱「舊說西湖比西

子，君言西湖似賢士」，95便直接地表明了這一點。然由於「詩言志」

是大多數詩人在涉足山水題材時會自覺或不自覺依違於其間的軌道，96

因此在西湖題詠作品中，西湖本身所象徵的意義便反映出作者本身的

情感與所處的環境。本節便試圖對南北宋時期西湖題詠作品中所賦予

西湖常見的數種形象加以分析，希能由另外一種角度來審視南北宋時

期西湖與杭州之間的關係。 

(一) 北宋時期的西湖形象 

1. 隱居樂遊之地 

  在北宋時期的西湖地區仍保留著相當程度的幽寂清靜。也因此，西湖在

其時文人筆下往往是作為一隱居、樂遊之地而呈現。 

這種西湖形象在北宋文人的作品中俯拾即是，就中可以林逋為代表。其〈湖

上隱居〉云： 

湖水入籬山繞舍，隱居應與世相違。閑門自掩蒼苔色，過客時驚白鳥

飛。賣藥比嘗嫌有價，灌園終亦愛無機。如何天竺林間路，猶到深秋

夢翠微。
97 

詩人將湖上居處所見的景色與其隱居之意在詩中結合，於是詩中的西湖及其

                                                      
95 樓鑰，〈同倪正甫尚書游西湖〉，《攻媿集》，共5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冊

1，卷5，頁84。 
96 丁成泉，《中國山水詩史》，頁7。 
97 林逋，〈湖上隱居〉，《林和靖集》，卷2，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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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之地便成為與世隔絕般的世外桃源。在這樣的描寫手法下，西湖不再具

有杭州用水來源、節慶人群會聚之地等角色，而是道道地地的隱居樂遊之

地。這樣的描寫在林逋其他的詩中亦頗常見，如「門徑獨蕭然，山林屋舍

邊。⋯⋯人寰諸洞府，應合署閑仙」、
98
「道著權名便絕交，一峰春翠濕橫茆」、

99
「直過天竺溪流上，獨樹為橋小結盧」

100
等句所呈現的西湖形象均是如此。

生性淡泊，不慕榮利，或是愛好自然山水既是隱士之所以「隱」的原因，
101

故有研究指出隱士在地理分佈上以人口稀少，自然美景未受破壞的地域為

主，因為隱士是酷愛自然而卑視人文的，
102
無怪乎山水美景往往與隱逸之士

產生聯結。 

  除了林逋外，其他來到杭州的文人墨客亦多著重於描寫西湖清靜樂遊的

形象。如蘇軾稱：「籃輿湖上歸，春風吹面涼。行到孤山西，夜色已蒼蒼。」

103
白玉蟾（1194？-1229？）稱：「綠荷十里吐秋香，湖水掌平如靜。日落雲

收，天似洗足。露逼葭薄烟，迷菱芡縮盡寒鴉鵛。」
104
梅堯臣（1002-1060）

則有「冰消湖已綠，渺渺鴨頭春，⋯⋯對山憐去鳥，隔樹識遊人。誰念滄江

上，風柔採白蘋？」等句。
105
而陳襄（1017-1080）的「松下玉琴邀鶴聽，

溪邊苔石共僧分。情多景好知難盡，且倒金尊任半醺」、
106
釋道潛的「南山

爽氣對朝扉，竹露吹風濕衣。可是吟魂怯情景，何妨著屐步苔磯」等句，
107

                                                      
98 林逋，〈小隱〉，《林和靖集》，卷1，頁50。 
99 林逋，〈湖山小隱二首〉之一，《林和靖集》，卷2，頁92。 
100 林逋，〈孤山隱居書壁〉，《林和靖集》，卷4，頁173。 
101 韓兆琦，《中國古代隱士》（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頁22。 
102 蔣星煜，《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台北：龍田出版社，1982）頁51-52。 
103 蘇軾，〈湖上夜歸〉，《蘇東坡全集》，冊上，前集，卷4，頁81。 
104 白玉蟾，《宋白真人玉蟾全集》(台北：宋白真人玉蟾全集輯印委員會，1976)，卷4，歌，
〈又西湖〉，頁353-354。 

105 梅堯臣，〈與道損仲文子華陪泛西湖〉，《宛陵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冊1099，卷29，頁217-218。 

106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10，〈才情雅致〉，頁166。 
107 釋道潛，〈秋日西湖六首〉之三，《參寥子詩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16，卷4，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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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表現出同樣的悠閒之情。 

  由以上所引詩句，可以看見在北宋文人眼中，隱居樂遊之地是西湖相當

重要的一種形象。蘇軾形容「西湖之深，北山之幽，可舫可舟，可巢可樓。⋯⋯

寂寥長往，可以忘憂」，
108
正明確點出了西湖在北宋騷人墨客筆下之所以形

成這種形象的最大理由。正如本文在上一章所指出，西湖在北宋時期所受的

人為開發尚屬有限，不少景點的可親性亦有一定的限制，因此許多山林景緻

仍能保有其幽靜清新的本色。這樣的環境對於喜好山水之美的文人來說，自

然具備了相當的吸引力。歐陽修〈有美堂記〉稱：「夫舉天下之至美者，必

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麗，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

乎四達之衝、舟車之會而後足焉。⋯⋯若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

人聚，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金陵、錢塘。⋯⋯

山水登臨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

109
可知山水美景是杭州之所以吸引人的條件之一。從此一角度來看，雖然上

面所引的詩詞乃在贊嘆西湖麗景，然事實上也正是對杭州「兼有山水之美」

的一種題詠。 

2. 邊陲謫宦之地 

  除了將西湖視為隱居樂遊之地外，北宋時期的文人們也往往會從較為消

極的角度來描寫西湖，為西湖披上一層邊陲謫宦之地的形象。蘇軾〈懷西湖

寄晁美叔同年〉中稱：「嗟我本狂直，早為世所捐。獨專山水樂，付與寧非

天。」
110
雖表達出隨遇而安，享受當前美景的態度的態度，但「為世所捐」

的言辭，實已洩漏出對其謫宦命運一種不得不然的認命心情。其另一首詩作

稱自己「出處依稀似樂天，敢將衰朽較前賢。便從杜洛休官去，猶有閑居二

                                                      
108 晁補之，《七述》，收於(清)丁丙等輯，《武林掌故叢編》，冊2，頁652。 
109 歐陽修，〈有美堂記〉，《歐陽修全集》，冊上，居士集，卷40，頁280-281。 
110 蘇軾，〈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蘇東坡全集》，冊上，前集，卷7，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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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年」，
111
以自己比擬於亦曾遭貶至杭州的白居易，其「衰朽」、「休官」等

字眼所隱含的心境，實與上述「為世所捐」的說法不謀而合。這樣的寫作方

式，使得西湖的山水美景在無形中也因為詩人的喟嘆而披上了一層他鄉邊陲

的色彩。 

  其他的文人亦有類似的感嘆。如宋庠（996-1066）有「倒影剩容霞底日，

暖光平展鑑中春。摧頹並守時無用，堪與鷗鷴作主人」之句，
112
張耒

（1054-1114）則稱：「功名由命何須問？幸有滄浪作釣翁。」
113
毛滂也有

（1060-1124？）「世間名利不到耳，長與梅花作主盟。嗟我于此無一得，曾

向峰前留行跡。天涯暮景盍歸來，作對此圖三太息」等句，
114
雖以詠西湖之

景為名，但其情懷卻都是對政治生涯不順遂的感嘆，甚至萌生退意。又如蔡

襄〈和錢端明遊南屏山〉中稱自己「衰暮典城何所用？願公雲路羽翰生」，
115

則是以主客二人在政治境遇上的落差表達出詩人坐困邊隅不得志的萎頓心

情。 

  事實上，若將此處詩人的作品與前文所引將西湖賦予隱居樂遊之地形象

的作品加以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其兩類作品中對西湖地區景色描寫的詩句是

相當類似的，亦即均著重於對西湖地區湖光山色的直觀表達。但是詩人本身

在心境上的不同便為相同的景緻披上不同的外衣，而引動詩人心境變化的最

大原因當即詩人對其政治際遇不順的苦悶。這樣的苦悶心情自然也直接地影

響了他們對西湖所在的杭州在其政治路途上所扮演之地位的看法。北宋時期

的杭州雖已大為發展，然終究是東南邊陲之地。蘇軾在〈杭州謝上表〉中稱：

                                                      
111 蘇軾，〈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
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之二，《蘇

東坡全集》，冊上，後集，卷1，頁462。 
112 宋庠，〈重展西湖二首〉之二，《元憲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87，
卷12，頁489。 

113 張耒，〈西湖三首〉之三，《柯山集》，卷20，頁174。 
114 毛滂，〈題雷峰塔南山小景〉，毛滂著，周少雄點校，《毛滂集》（杭州：浙江古籍出
版社，1999），卷2，頁30。 

115 蔡襄，〈和錢端明遊南屏山〉，《端明集》，卷7，頁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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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材不任於斧斤，⋯⋯故求外補，以盡餘年。豈期避寵而益榮，求閒而得

劇？」
116

說明了杭州在北宋的政治版圖上仍屬邊陲。因此，西湖的客觀地理

位置雖然未變，但因為人文地位的改變，也使得士大夫的遊賞情感有了差

異。
117 

  由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見在北宋時期的西湖題詠作品中，西湖美景雖

是共同的內容，但隨著文人心境的不同，西湖也呈現出不同的形象。不論詩

人將西湖比作隱居之鄉或謫宦之地，這些形象皆反映出杭州在北宋時期仍屬

東南邊地的事實。當然，在宋代全國這麼多的風景區中，自非只有西湖才會

激起文人複雜的情感，前引蘇軾對穎州西湖的題詠即為一例。此一情形同樣

也說明了杭州西湖在北宋時期的地位實與其他地方的風景名勝無異。易言

之，不論從北宋時期的西湖題詠作品（西湖百題）來看，或自北宋西湖題詠

作品中的西湖形象著眼，我們可以發現，北宋時期的西湖題詠作品與當時其

他的詠景詩詞並沒有什麼本質上的差異。這與杭州在北宋時期仍屬一般地方

都市有著直接的關係。職是之故，當杭州在南宋一躍而為一國首都後，其時

西湖題詠作品中的西湖形象也隨之轉變。  

(二) 南宋時期的西湖形象 

1. 國家首都所在 

  自宋室定都杭州後，整個杭州的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顛峰，成為真正的

「地上天宮」，而西湖亦隨之大展，「點飾浸繁，離宮別墅，梵宇仙居，舞榭

歌樓，彤碧輝列，豐媚極矣。」
118
因此，在南宋時期的西湖題詠作品中，此

種繁華富盛的西湖形象便成為最常見的摹寫之一。 

                                                      
116 蘇軾，〈杭州謝上表二首〉之一，《蘇東坡全集》，冊上，前集，卷26，頁330。 
117 侯迺慧，〈唐宋時期西湖題詠之研究〉，頁26。 
118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1，〈西湖總序〉，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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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董嗣杲所詠的孤山，已是「黃庭殿矗煙霞老，瀛嶼堂幽日月閒。水

泛花陰藏輦路，牆分柳色護仙關。」
119
雖然詩中仍以「煙霞老」、「日月間」

試圖營造出寂靜的氣氛，然而「黃庭殿」、「瀛嶼堂」與「輦路」的出現，實

皆說明了孤山上的皇室宮殿(即西太乙宮與四聖延祥觀120)不可忽視之存在。

以此與北宋郭祥正的詠孤山詩作一比較，便可發現，在前者的詩中已不見北

宋孤山幽寂的氣氛，卻經由皇室宮觀建築之存在隱隱暗示了其高貴之地位。 

  對湖區景緻之題詠亦是如此，如張鎡〈敬和東宮春日泛湖韻〉云：「空

林飛彩逐絲輕，瑞日重光特易晴。歲歲都人望行樂，六旂搖映百花明。」
121

又〈寒食前一日西湖閒泛三首〉之一有句云：「豔紅香白遍遊人，花柳酣歌

識太平。」
122
此二詩不但描述了春天都人遊湖的歡鬧，更將此種歡樂遊賞的

景象視為國泰民安的象徵。吳文英（1200-1260）〈鶯啼序 豐樂樓節齋新建〉

一詞更強調了西湖與國勢太平繁榮間的聯結： 

天吳駕雲閬海，凝春空燦綺。倒銀海、蘸影西城，四碧天鏡無際。⋯⋯

面屏障、一一鶯花，薜蘿扶動金翠。慣朝昏、晴光雨色，燕泥動、紅

香流水。⋯⋯名良慶會，賡歌熙載，隆都觀國多閒暇，遣丹青、雅飾

繁華地。
123 

  吳文英此詞共分四闕，二百四十字，為宋詞中最長的詞調。124
由所引句

可見詞人一方面描述了西湖湖景之美，一方面頌揚太平盛世的繁華。在這樣

的寫作筆法之下，詞人在湖上所見的美景，無形中已成為對代表整個南宋太

平盛世景況之杭州的頌辭。故此，西湖在這裡已與繁華的杭州劃上了等號。 

  從上面所引的南宋西湖題詠作品中，可以看見其共同的內涵：繁榮的風

                                                      
119 董嗣杲撰，（明）陳贄和，〈孤山〉，《西湖百詠》，卷上，頁359-360。 
120 潛說友纂修，（清）汪遠孫校補，《咸淳臨安志》，冊1，卷13，行在所錄．宮觀，〈四
聖延祥觀〉，頁158。 

121 張鎡，〈敬和東宮春日泛湖韻〉，《南湖集》，卷7，五言絕句，頁613。 
122 張鎡，〈寒食前一日西湖問泛三首〉之一，《南湖集》，卷8，七言絕句，頁627。 
123 吳文英，〈鶯啼序 豐樂樓節齋新建〉，《夢窗詞集》（台北：世界書局，1962），頁63-64。 
124 張薰，《宋代西湖詞壇研究》，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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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歡樂的遊人。在這些作品中，西湖的形象是繁華熱鬧的，而這樣的一種

形象，事實上正為整個南宋杭州享樂風氣之寫照。《夢梁錄》稱：「臨安風俗，

四時奢侈，賞翫殆無虛日。」
125
而《武林舊事》稱：「蓋輦下驕民，無日不

在春風鼓舞中，而游手末技為尤盛也。」
126
其所強調的，便是經由享樂遊賞

之盛，以突顯南宋時期杭州的繁華庶富。這樣的景緻，正與以上所引詩詞的

中心情感一致，也因此，在這些西湖詩詞中所呈現出來的圖像已非單純的西

湖湖區景色，而是當時整個杭州社會普遍景象的反映。從這個角度而言，本

節所引的詩詞雖為描寫西湖繁華歡鬧的景象而做，然實際上亦象徵了杭州的

繁華富盛。 

2. 國勢的危陵 

  南宋一代雖然經濟、文化皆有稱述，然其之成立，自始便是因為無法對

抗金人的武力威脅之故，而外敵的武力侵略又與南宋一朝相始終。這樣的情

形實引起不少時人的憤懣，從而反映於文學作品中，此在南宋時期不少的西

湖題詠作品中，顯得相當鮮明。 

    南宋初年，楊萬里便有詩云：「萬頃湖光一片春，和須割破損天真？卻

將葑草分疆界，葑外垂楊屬別人。」
127
所詠雖為蘇堤景色，實際上卻在諷刺

南宋統治者將北方拱手讓與金人。
128
在此詩中，西湖成為南宋國勢不振，淪

亡半壁江山的象徵。 

  羅大經《鶴林玉露》述及柳永的〈望海潮〉詞，稱「至於荷豔桂香，粧

點湖山之清麗，使士大夫流連歌舞嬉遊之樂，遂忘中原，則是深可恨耳。」

                                                      
125 吳自牧，《夢粱錄》，卷4，〈觀潮〉，頁162。 
126 周密，《武林舊事》，卷3，〈祭掃〉，頁378。 
127 楊萬里，〈寒食雨中同舍人約游天竺得十六絕呈陸務觀〉之十五，《誠齋集》，卷20，
〈朝天集〉，頁213。 

128 任文，〈楊萬里西湖詩藝術美初探〉，《商洛師範專科學校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5.03(199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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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和詩一首：「殺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卻恨荷花留玉輦，竟

忘煙柳汴官愁。」
129
就中「荷花留玉輦」，當即引柳永「十里荷花」之句。

可以看見，西湖十里荷花的馨香清麗，在此詩中竟成使南宋上下流連歌舞，

忘卻靖康之恥的泥淖。此外，士人林升於杭旅邸壁題詩云：「山外青山樓外

樓，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便把杭州作汴州。」
130
所指亦是以

「西湖歌舞」譬南宋上下消沈於享樂之境，卻忘北方汴京之失。 

  又如文及翁〈賀新郎〉詞云：「一勺西湖水。⋯⋯百年酣醉。回首洛陽

花世界，煙渺黍離之地，更不復、新亭墮淚。⋯⋯借問孤山林處士，但掉頭

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131
本詞連用兩個意象，首以東晉士人新亭

對泣為典，
132
次則為北宋處士林逋。在詞中，新亭墮淚的情懷不再，而處士

則成了對天下事一無所知的井蛙，其原因便在於令人百年酣醉的西湖水。據

夏承燾教授考訂，文及翁此詞當作於景定年間（1260-1264）之前，或在理宗

寶祐（1253-1258）、開慶（1259）之間，其時距宋亡僅剩二十餘年。
133
南宋

中期以後由於蒙古的崛起，形勢更為險惡，然而醉生夢死之人仍一無警覺。

又如陳人傑的兩首〈泌園春〉詞，其一稱：「對西湖嘆息，是夢耶非。諸君

傅粉塗脂。問南北戰爭都不知。」
134
其二則稱：「南北戰爭，惟有西湖，長

如太平。⋯⋯太守風流，遊人歡暢。」
135
就中西湖宛若南北戰爭緊張之際的

一處「世外桃源」，身處其間的南宋上下諸人，或傅粉塗脂，或風流歡暢，

對局勢之險顯然一無所知。在文及翁與陳人傑的這三首詞中，西湖成為一種

                                                      
129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1，頁114-115。又本則故事稱金主完顏亮乃因柳永之詞而生南
侵之心。見岳珂撰，吳企明點校，《桯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8，〈逆亮辭怪〉，
頁94-96。 

130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2，〈帝王都會〉，頁14。 
131 （元)李有，《古杭雜記》，頁85。 
132 （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共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
冊上，卷上，〈言語第二〉，頁57。 

133 夏承燾，〈西湖與宋詞〉，頁164。 
134 陳人傑，〈沁園春〉之八，收於《全宋詞》， 冊5，頁3079。 
135 陳人傑，〈沁園春〉之二十五，收於《全宋詞》， 冊5，頁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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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現實者醉生夢死於其間的溫柔鄉。 

  從以上的題詠作品，可以發現，西湖在其中仍是以一幅歌管舞絃不輟的

形象存在，然而這樣一種形象卻已與上述那種做為杭州繁華富盛之寫照的西

湖大不相同。在前者此一形象中，西湖的歌舞喧鬧、遊賞享樂是作為南宋時

人不知振作警惕，而仍醉生夢死的一種反襯而存在。田汝成稱南宋「其時君

相淫佚，荒恢復之謀，論者皆以西湖為尤物破國，比之西施云」，
136
所指即

是此種形象下的西湖。 

  綜合本節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南北宋時期的西湖題詠作品中，

西湖所呈現出來的形象是與時俱變的。中國古代文論中的「情」，經常與「景」

相融，
137
作為緊鄰杭州城的水源與遊賞名勝，西湖在其題詠作品，往往成為

杭州的象徵，便顯得理所當然了。 

  在北宋時期的西湖題詠作品中，西湖一方面以其山水美景的清幽，呈現

出一種隱居樂遊之地的形象而受到文人們的喜愛；另一方面則因其在政治版

圖上的偏遠位置，使得文人將之視為謫宦異鄉為喟嘆不已。而在南宋時期的

西湖題詠作品中，西湖既以繁華發達的風貌使其形象轉化為國家首都的象

徵，但在其陰暗面卻也成了使南宋上下漠視國家危局的溫柔鄉。 

  這些在題詠感情上往往相對的西湖形象，在本質上實是杭州在宋代不同

時期之地位——北宋時期的東南邊陲都會與南宋時期的國家首都——的一

種反映。有學者指出，自然美乃是因某一社會美的借喻或象徵而美，
138
且不

論詩詞所涉及的美學問題，我們可以看見在宋代西湖題詠作品中，西湖確已

在相當的程度上成為了杭州的象徵。這樣一種的聯繫，其基礎自為西湖與杭

州在地理位置上的緊鄰而形成。這樣的地理關係除了使西湖在供水、遊賞等

硬體面上與杭城居民緊密結合外，更進一步成為了文人眼中杭州的同義詞。

                                                      
136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1，〈西湖總序〉，頁5。 
137 葉太平，《中國文學之美學精神》，頁144。 
138 陳望衡，〈簡論自然美〉，收於伍蠡甫主編，《山水與美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5），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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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不論是北宋時的隱居、謫宦之地，或是南宋時的遊樂酣醉之鄉，這些

西湖題詠作品雖以西湖為描寫對象，然在其表像下，我們實無法將杭州的形

象從作品中抽離出來。此一特點實亦反映出在這些文人的眼中，西湖與杭州

已成為不可分割的一體兩面了。 

  我們可由南宋遺民的作品中觀察到此點。林景熙〈西湖〉一詩云：「繁

華已如夢，登覽忽成塵。⋯⋯斷猿三竺曉，殘柳六橋春。太一今誰問，斜陽

自水濱。」
139
所描寫的正是他在南宋亡後重遊西湖的景象，其「繁華已如夢」

一句便以清晰地表達出對過往繁華不再的感慨。「太一今誰問」一句，則更

表現出對過去貴為皇家宮觀的西太乙宮(在孤山)在如今卻無人問津的蒼涼之

感。因此，此詩雖題為〈西湖〉，然實藉其以抒發文人故國懷想之情。在這

一點上，西湖與杭州間的關連性實已一目了然。 

四、 小結 

  本章試圖由南北宋時期的西湖題詠作品著手，希自文學的角度來分析其

時西湖與杭州間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到，西湖地區的湖光山色自北宋時起已

為騷人墨客遊賞、宴集與結社的重要地點，也由於這些活動頻繁地出現於西

湖地區，故成為大量西湖題詠出現之契機。其次，不論是從宋代幾部重要的

集結性西湖題詠作品著眼，或是對西湖詩詞作品中西湖形象的討論，我們可

以了解到，杭州在宋代的歷史發展，包括其政治地位的轉變及地區景觀的人

為開發等，對於宋代西湖詩詞的發展均有著直接的影響。就此一角度來看，

我們可以說宋代西湖詩詞作品的發展實為宋代杭州發展過程中的一部分。也

因此，脫離了對杭州歷史發展背景的了解將使宋代西湖題詠作品失去其時間

的縱深。 

  上述的結論都一再地強調了本文的主旨，即西湖與杭州間密不可分的關

係，然本章的分析角度卻不同於前面兩章。不論從水源或是遊賞的角度來看

                                                      
139 林景熙，〈西湖〉，《霽山文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88，卷2，頁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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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其與杭州間的關係皆是一種外在的，類似供給與需求間的結合。然而

從文學的角度來看待西湖與杭州，其間的關係便不同於上述。有學者指出，

象徵主義詩學強調詩歌的暗示性，在暗示中一點一點地把對象和事物含蓄而

朦朧的傳達出來，而此種暗示藝術性乃是中國古典詩學的優勢所在，其對詩

境的理解都是以其超越意象和文字的表層而傳達豐富的無窮的意義為化

境。
140
在這種狀況下，文人筆下的事物及其「暗示」的對象之間，兩者的關

係雖然強烈卻不外顯。這正是西湖與杭州在文學領域中所呈現出來的關係。

除了做為杭州文人遊賞、宴集的地點外，西湖與杭州在宋代文人的筆下已經

建立起上述這種暗示性的聯繫。這樣的關係雖然不若供水與遊賞這些需求性

關係般一目了然，但對於我們真正瞭解宋代西湖與杭州間的關係卻是不可或

缺的一環。 

 

                                                      
140 吳曉東，《象徵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頁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