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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記言寫人：《大唐新語》的敘事 

     

做為一部以記載人物言行事蹟為主，藉以勸善懲惡與保存史實的作品，《大

唐新語》在敘事藝術上，呈現出接受中國史傳敘事傳統的影響並巧妙運用的特色 

，以下，筆者便分為「史傳的敘事傳統」與「作者劉肅的運用之巧」二節，試圖

呈顯《大唐新語》一書在敘事上的表現。 

 

第一節  史傳的敘事傳統 

 

一、史傳作品的敘事特徵 

    劉肅在書後〈總論〉中云：「（《春秋》）後之作者無力，病諸司馬遷意在博文，

綜核疏略，後六經而先黃老，賤處士而寵奸雄；班固序廢興則褒時而蔑祖德，述

政教則左理本而右典刑。此遷、固之所蔽也。然遷辭直而事備，固文贍而事詳。

若用其所長，蓋其所短，則升堂而入室矣。」文中批評司馬遷、班固（32－92）

在評論人和事的問題上未能繼承《春秋》的思想。在劉肅看來，司馬遷不重視儒

家經典，不按《春秋》的是非標準評論歷史人物，重利輕義；班固雖批評司馬遷，

但又重蹈覆轍，313實不可取。然而，卻肯定他們有所優點，可以取長補短，「然

遷辭直而事備，固文贍而事詳。」肯定的乃是司馬遷、班固的敘事方法，劉肅清

楚表明欲「用其所長」（敘事方法），「蓋其所短」（糾正其背離儒家思想的觀點），

而撰成《大唐新語》，因此，筆者擬從中國史傳作品的敘事傳統談起，探究《大

唐新語》如何從《史記》一類的史傳著作中汲取養分。 

    中國是史學發達最早、作品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先秦時代即出現了《尚書》

與《春秋》二部名著。今存《尚書》五十八篇中有三十三篇是「上古之文」（其

餘為東晉人偽造），包含了從殷商到春秋前期的歷史文獻。314而孔子據魯史作《春

秋》，建立了編年體，明確的按時間順序記錄史事，在屬辭比事上呈現出「春秋

筆法」、「微言大義」的特色，即是在看似平常的記事中蘊含著深刻的褒貶勸懲含

意。兩部作品皆以君王為中心，分別記載其言論或事件，但是對於寫人或敘事，

還缺乏細緻的描繪。而如《尚書》以記言為主的史書還有《國語》，主要是記錄

                                                 
313 牛致功：《唐代的史學與《通鑑》》（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07。 
314 今利湜：《《史記》及其傳記文學之研究》（台北：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論文，2005
年），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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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君臣謀議得失的言詞論辯，與《尚書》相比，《國語》的記言已生動許多。

至於其後的《戰國策》，其內容主要記載戰國策士的縱橫游說之辭，說它是以記

言為主，也是可以的。315記事之作則有《竹書紀年》、《世本》、《左傳》、《晏子春

秋》等，《竹書紀年》是編年體史書，所記三代之事，可補《春秋》之不足。《世

本》記載黃帝以至戰國時代帝王、諸侯、卿大夫之世系資料和有關事蹟。《左傳》

記事，仿《春秋》按魯國十二公時間次第編年，記載春秋時代的人與事，探索治

亂興衰之道。《晏子春秋》則專記晏嬰其人其事，可以看作一個歷史人物的專史。

316這些史書的出現，已開始較為細緻的描寫人物與敘述複雜的事件。之後《史記》

的出現則將史傳作品以人為主的敘事手法推向顛峰，誠如梁啟超（1873－1929）

在《要籍解題及其讀法․史記》中所言：「歷史由環境構成耶？由人物構成耶？

此為史界累世聚訟之問題。以吾儕所見，……人類心力發展之功能，固當畸重。

中國史家，最注意於此，而實自太史公發之。……然對於能發動社會事變之的主

要人物，各留一較詳確之面影以傳於後，此其所長也。」317《史記》創立了以人

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影響後世甚鉅。之後班固撰作《漢書》，即在此基礎上繼承

中創新，變通史為斷代史，除了繼承《史記》寫人物的藝術方法，又能獨樹一格，

劉知幾即論道：「（《漢書》）窮西都之首末，窮劉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

言皆精練，事皆該密。」318可以這麼說，從人物從屬於事件到以人物為中心，中

國記事寫人的史傳作品，經歷了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319到了《史記》、《漢書》，

已有輝煌的成就，這正是劉肅在〈總論〉中所稱道而得以資取的養分。 

    上述的史傳作品與一般的歷史著作最大的不同即在於它不是簡單枯燥地排

列歷史史實，而是用鮮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動的情節闡述歷史。因此，不同於一般

歷史著作在敘述人物事件時採用概括法，只是概括介紹某人做了某事，史傳作品

用的是形象法，把事件過程具體化、故事化，使死的資料變成活的藝術形象。320

由於形成了以形象和情節解繹歷史的傳統，史傳著作的作者在記敘人物和事件時

總是避免平板地介紹，而是採用故事化的手法敘述，這使得作品中人物常常具備

鮮明的性格。而為了突出人物的某些特徵，可以壓縮不必要的時間交代過程，延

                                                 
315 郭丹：《史傳文學：文與史交融的時代畫卷》，頁 76。 
316 同前註，頁 76。 
317 梁啟超：《要籍解題及其讀法》（台北：華正書局，1974 年），頁 37。 
318 《史通通釋》卷一〈六家〉，頁 22。 
319 今利湜：《《史記》及其傳記文學之研究》，頁 29。 
320 張新科：《唐前史傳文學研究》，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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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或放大富有生命特徵的事件。歷史敘述的故事化、情節化，加上鮮明的人物形

象，史傳作品便具有很強的小說成分與小說模式。321 

    承前述，史傳作品在敘述人物事件時，常採用形象法，把事件過程具體化、

故事化、情節化。其在表現手法上，常出現以下的特徵： 

（一）採用第三人稱全知觀點。 

（二）除了作者的敘述語言之外，更重要的是用歷史人物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人物

的個性。 

（三）通過細節描寫或生活中的某些插曲來刻畫人物。 

（四）運用對比襯托手法，以突顯人物形象。 

（五）以互見手法展現同一人物的不同面貌。 

（六）具有濃厚的主觀情感，著者常把強烈的愛憎感情寄寓在敘事之中。 

    回到《大唐新語》。 

    上述的特徵，皆可在《大唐新語》書中找到類似的痕跡，以下，筆者試圖舉

出實際的例子，以見劉肅如何接受史傳敘事傳統的影響： 

     

      高宗王后性長厚，未嘗曲事上下。母柳氏，外舅奭，見內人尚宮，又不為 

      禮。則天伺王后所不敬者，傾心結之。所得賞賜，悉以分佈。罔誣王后與 

      母求厭勝之術。高宗遂有意廢之。長孫無忌已下切諫以為不可。時中書舍 

      人李義府，陰賊樂禍，無忌惡之，左遷璧州司馬。詔書未至門下，李義府 

      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王德儉曰：「武昭儀甚承恩寵，上欲立 

      為皇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大臣異議耳。公能建策立之，則轉禍為福，坐  

      取富貴。」義府然其計，遂代德儉宿直，叩頭上表，請立武昭儀。高宗大 

      悅，召見與語，賜寶珠一斗，詔復舊官。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癭而多智， 

      時人號曰智囊。義府於是與敬宗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等，觀時 

      變而布腹心矣。高宗召長孫無忌、李勣、于志寧、褚遂良，將議廢立。勣 

      稱疾不至，志寧顧望不敢對。高宗再三顧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 

      皇后無子，今欲廢之，立武士彠女，何如？」無忌曰：「先朝以陛下託付 

      遂良，望陛下問其可否。」遂良進曰：「皇后出自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 

      伏事先帝，無違婦德。愚臣不敢曲従，上違先帝之旨。」高宗不悅而罷。 

                                                 
321 郭丹：《史傳文學：文與史交融的時代畫卷》，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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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日，又言之。遂良曰：「伏願再三審思。愚臣上忤聖顏，罪當萬死。但 

      得不負先帝，甘心鼎鑊。」因置笏於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乃解巾 

      叩頭流血。高宗大怒，命引出。則天隔簾大聲曰：「何不撲殺此獠！」無 

      忌曰：「遂良受先帝顧命，有罪不可加刑！」翌日，高宗謂李勣曰：「冊 

      立武昭儀，遂良固執不従，且止。」勣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 

      許敬宗又宣言於朝曰：「田舍兒剩種得十斛麥，尚欲換舊婦。況天子富有 

      四海，立皇后有何不可？關汝諸人底事，而生異議！」則天令人以聞，高 

      宗意乃定。遂廢王皇后及蕭淑妃為庶人，囚之別院。高宗猶念之，至其幽 

      所，見其門封閉極密，唯通一竅，以通食器，惻然呼曰：「皇后、淑妃何 

      在？復好在否？」皇后泣而言曰：「妾得罪，廢棄以為宮婢，何敢竊皇后 

      名！」言訖嗚咽，又曰：「至尊思舊，使妾再見日月，望改此為迴心院， 

      妾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處分。」則天知之，各杖一百，截去手， 

      投於酒甕中，謂左右曰：「令此兩嫗骨醉可矣。」初，令宮人宣敕示王后， 

      后曰：「願大家萬歲。昭儀長承恩澤，死是吾分也。」次至淑妃，聞敕罵 

      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生千劫，願我託生為貓兒，阿武為老鼠。 

      吾扼其喉以報今日足矣！」自此，禁中不許養貓兒。頻見二人為祟，被髮 

      瀝血，如死時狀。則天惡之，命巫祝祈禱，祟終不滅。（酷忍 3）322
 

 

筆者如實的將原文一字不省的載錄於上，目的在突顯出劉肅記事寫人時若有需要 

，會突破筆記體篇幅簡短的限制，而出現如上的長篇文字，呈現出不同於《世說

新語》以簡短清麗取勝的風貌，劉肅欲藉此保留史實的用意十分明顯。 

    上例中，劉肅較詳細的記載高宗廢王皇后改立武則天事件的始末，劉肅於此

採用第三人稱的全知觀點敘述此一事件。敘事者（劉肅）不充當故事中的任何角

色，而是以旁觀者的身分敘述歷史事件，將事件、情節的過程、結局展現出來。

敘事者可以無所不知、無所不在，跨越時空去描述故事中的任何細節。對於事件

的來龍去脈清楚明白，且能直接告訴讀者，故事中的人物正在想些什麼、做些什

麼。文中劉肅對於高宗廢后的前因後果了然於心，既知朝中大臣對於此事的看法

反應，亦清楚高宗在此事件中的猶豫軟弱，如在受到褚遂良阻撓時，對李勣說：

「冊立武昭儀，遂良固執不従，且止。」而在廢后後，「高宗猶念之，至其幽所，

                                                 
322 《大唐新語》，頁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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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其門封閉極密，唯通一竅，以通食器，惻然呼曰：『皇后、淑妃何在？復好在

否？』」劉肅彷彿無所不知的描述出事件中每一位人物的所思所想。 

    至於以「歷史人物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人物的個性」此一特徵，上述例子中，

王皇后被廢之後說出：「妾得罪，廢棄以為宮婢，何敢竊皇后名！」「至尊思舊，

使妾再見日月，望改此為迴心院，妾再生之幸。」「願大家萬歲。昭儀長承恩澤，

死是吾分也。」等語，頗能呼應文首「性長厚」的個性特質，展現出溫婉賢淑的

一面；蕭淑妃卻是不甘受苦，「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生千劫，願我托生為貓

兒，阿武為老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足矣！」聲色俱厲的情狀如在目前；故事中

武則天的話不多，但從褚遂良力諫不可廢后而「解巾叩頭流血。」則天隔簾大聲

曰：「何不撲殺此獠！」以及當她得知高宗仍思念后妃時所表現的言行，「各杖

一百，截去手，投於酒甕中，謂左右曰：『令此兩嫗骨醉可矣。』」其心狠手辣，

當不輸給漢代將戚夫人虐為「人彘」的呂后，劉肅藉著人物自己的語言以現人物

個性，於此例中可見一斑。 

    接下來，筆者擬著力說明《大唐新語》如何「通過細節描寫或生活中的某些

插曲來刻畫人物。」自《史記》運用細節描寫以突顯人物性格獲得巨大成功之後，

歷來的史傳作品無不藉此方式以記事寫人，《大唐新語》自不例外。無論是作品

中的人物、故事和主題思想，都要通過細節，尤其是富有特徵性的細節，才能具

體、形象、切實而有力地表現出來。323關於細節的作用有如下數端： 

（一）細節可以增強故事情節的真實感、具體感和作品的藝術魅力。蓋真實才能

可信，具體才能形象。細節正是使作品產生強烈的真實感、具體感，產生可信的

形象何藝術魅力的必要條件。 

（二）細節有助於塑造血肉豐滿的典型人物。細節正是對人物進行典型化、賦予

人物以血肉何生命的重要手段。沒有細節，故事的具體性減弱了，人物的性格特

徵也模糊了。 

（三）細節可以闡明並深化主題。細節一是必須真實，富有特徵，二是必須配合

人物、故事和主題的需要。才能產生好的作用。324 

    以上的論述雖主要在討論小說中的細節作用，然論者早已指出：史傳作品採

用的是中國古代小說的敘事方式。325故筆者以為，當可用之說明史傳作品中細節

                                                 
323 賈文仁：《古典小說大觀園》（台北：丹青圖書公司，1983 年 3 月），頁 251。 
324 同前註，頁 252－264。 
325 關於此一論點，可參閱石昌渝：《中國小說源流論》（北京：三聯書店，1994 年）第一章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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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徵與作用。在上例中，劉肅以褚遂良進諫之直言：「皇后出自名家，先帝為

陛下所娶，伏事先帝，無違婦德。愚臣不敢曲従，上違先帝之旨。」「伏願再三

審思。愚臣上忤聖顏，罪當萬死。但得不負先帝，甘心鼎鑊。」以及「置笏於殿

階」、「解巾叩頭流血」等動作的細節描繪，具體的呈現出一位甘冒殺身之禍的忠

臣形象，我們彷彿可以看到褚遂良義憤填膺、冒死進諫的神貌。除此之外，我們

亦可以從下例中得見劉肅如何運用細節的描繪以突出人物的形象並闡明其思想

主題。 

    「匡贊」門第四則記太宗朝太子李承乾被廢之後，魏王泰為了爭立太子主動

向太宗輸誠，讓太宗在立太子一事上難以抉擇，劉肅如此寫著： 

 

      ……太宗涕泗交下，曰：「我不能也。」因起入內。翌日，御兩儀殿，群 

      臣盡出，詔留長孫無忌、房玄齡、李勣、褚遂良，謂之曰：「我有三子一 

      弟，所為如此，我心無憀。」因自投於床，無忌爭趨持，上抽佩刀，無忌 

      等驚懼，遂良於手爭取佩刀，以授晉王。因請所欲立，太宗曰：「欲立晉 

      王。」無忌等曰：「謹奉詔。異議者請斬之。」（匡贊 4）326 

 

文中以「涕泗交下」、「因自投於床，無忌爭趨持，上抽佩刀」等細節表現出太

宗的內心交戰，而以「無忌等驚懼，遂良於手爭取佩刀，以授晉王。因請所欲立」

突顯褚遂良的機警與果斷，二人性格如躍紙上，堪稱傳神之作。劉肅藉此細節描

繪闡明褚遂良對唐室的匡贊之功。 

    下一例中，我們可以窺見中宗的愚昧之態： 

 

      武三思得幸於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不堪憤激，上書告其事。中宗惑之， 

      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執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愈怒，不及整衣履，岸 

      巾出側門，迎謂璟曰：「朕以為已斬矣，何以緩？」命促斬。璟曰：「人 

      言宮中私於三思，陛下竟不問而斬，臣恐有竊議。」固請按而後刑。中宗 

      大怒，璟曰：「請先斬臣，不然，終不奉詔。」乃流月將於嶺南，尋使人 

      殺之。（極諫 17）
327
 

                                                                                                                                            
節與第二章第二節，頁 42－52、頁 63－80。 
326 《大唐新語》，頁 5。 
327 《大唐新語》，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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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寵幸的武三思，愚昧的中宗三番兩次欲誅韋月將而後快，劉肅細膩的描繪出

中宗的昏庸與躁進：「中宗愈怒，不及整衣履，岸巾出側門」，身為一國之君，

只為誅殺一個小小的京兆人，竟迫不及待的衣冠不整地從側門追出來質問宋璟，

之後又以先流放、再追殺的手段殺人，可見中宗受惑已深、昏庸之極，極其傳神

的突顯出歷史上怠忽政事、恣意淫樂、縱容奸佞擅權的昏君形象。與此相反的，

從「請按而後刑。」到「固請按而後刑。」再到「請先斬臣，不然，終不奉詔。」

劉肅有層次的展現出宋璟剛正不阿、頭腦清醒的賢臣形象。 

 

    下一例中，劉肅以細膩的情節描述呈現出如傳奇般的故事： 

 

      則天朝，或羅告駙馬崔宣謀反者，敕御史張行岌按之。……則天厲色曰： 

      「崔宣若實殺妾，反狀自然明矣。不獲妾，如何自雪？更不得實，我即令 

      俊臣推勘，汝自無悔也。」行岌懼，逼宣家訪妾。宣再従弟思競，乃於中 

      橋南北，多致錢帛，募匿妾者，數日略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 

      輒知之。思競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疋，雇刺客殺 

      此告者。」而侵晨微服俟於臺側，宣家有館客姓舒，婺州人，言行無缺， 

      為宣家所信，委之如子弟。須臾，見其人至臺側門入，以通於告者。遽密 

      稱云：「崔家雇人刺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競素重館客，館客不之 

      疑，密隨之行，到天津橋，料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宣 

      破家，必引汝同謀，汝何路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縑，歸鄉 

      足成百年之業。不然，殺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競於告者之黨，搜 

      獲其妾，宣乃得免。（持法 13）328
 

 

執法官張行岌能堅持原則、不曲意奉承，無奈武則天淫威逼人，行岌只好令崔家

早日尋得家妾，以昭清白。文中對崔思競智擒家賊，搜獲崔家妾的情節細膩完整，

從揣測（「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競揣家中有同謀者」）──跟蹤

（「（思競）而侵晨微服俟於臺側，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行無缺，為宣家

所信，委之如子弟。須臾，見其人至臺側門入，以通於告者。」）──逼問（「思

                                                 
328 《大唐新語》，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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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密隨之行，到天津橋，料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宣破家，

必引汝同謀，汝何路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縑，歸鄉足成百年之業。

不然，殺汝必矣。」）等過程，一路寫來，如同傳奇故事般引人入勝，靠著張行

岌的「勇」與崔思競的「謀」，駙馬崔宣終能免於一死。 

 

    除了對於有勇有謀正義之士的謳歌外，劉肅也頗傳神的勾勒出奸佞之臣李義

府的醜惡形象： 

 

      李義府定策立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中用事，連起大獄，誅 

      鋤將相，道路以目駭。人則諂諛，出則奸宄，賣官鬻獄，海內囂然。百寮 

      畏憚，如畏天后。高宗知其罪狀，謂之曰：「卿兒子女壻，皆不謹慎，多 

      作罪過。今且為卿掩覆，勿復如此！」義府憑恃則天，不虞高宗加怒，勃 

      然變色，腮頸俱起，徐對曰：「誰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 

      何須問我所従得耶？」義府怫然，竟不引過，緩步而出。（懲戒 6）329 

 

當高宗提醒李義府勿再縱容子輩為惡時，李義府的反應居然是「不虞高宗加怒，

勃然變色，腮頸俱起，徐對曰：『誰向陛下道此？』」其憑恃則天勢力，目中無

人的嘴臉如在目前，而在高宗再次提醒的時候，李義府又「怫然，竟不引過，緩

步而出。」一般為人臣者，面對君王的質疑，莫不戒慎惶恐，謝主榮恩，而李義

府因有則天的寵幸，絲毫未將高宗放在眼裡，劉肅以「勃然變色，腮頸俱起」、「緩

步而出」等兩個細節，以具體的形象告訴我們李義府的惡形惡狀。 

    史傳作品常用對比襯托的方式凸顯人物性格，如《史記》中〈李將軍列傳〉

將李廣與程不識、李蔡對比，突顯李廣不幸的遭遇；〈魏公子列傳〉將信陵君與

眾人對侯嬴的態度對比，強化信陵君的禮賢下士；〈司馬穰苴列傳〉以莊賈和田

穰苴對比，刻劃田穰苴的忠勇愛國；……。《大唐新語》亦借鏡此等敘事手法，

如在前述高宗廢王皇后改立武則天的故事中，劉肅藉著群臣對於廢后的不同反

應，寫出每個人的個性：當高宗「召長孫無忌、李勣、于志寧、褚遂良，將議廢

立。」時，李勣「稱疾不至」，于志寧則是「顧望不敢對。」長孫無忌不願正面

與高宗衝突，於是抬出褚遂良來：「先朝以陛下託付遂良，望陛下問其可否。」 

                                                 
329 《大唐新語》，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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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褚遂良以言語及行動「切諫以為不可」時，李勣已看出事情的不可為，而順

應高宗意旨：「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在這裡，我們看到了李勣與于志寧的

怕惹事端、曲承上意；長孫無忌的老謀深算；以及褚遂良身為輔弼之臣的剛正不

屈。事實上，上述幾人皆在貞觀之治中佔有一席之地，而從以上的描述，我們彷

彿可以窺見劉肅對於諸人的褒貶評價。 

    關於《大唐新語》如何以對比襯托的手法突顯人物性格，還可以從下例中找

到映證： 

 

      則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輒羅告其主，以求官賞。潤州刺史竇孝諶妻龐氏， 

      為其奴所告夜醮，敕史薛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呪詛，草狀以聞，先於玉階 

      涕泣不自勝，曰：「龐氏事狀，臣子所不忍言。」則天納之，遷季旭給事 

      中。龐棄市，將就刑，龐男希瑊訴冤於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覽狀曰：「正 

      當枉狀。」停決以聞。三司對按，季旭益周密其狀。秋官及司刑兩曹既宣 

      覆而自懼，眾迫有功。有功不獲申，遂處絞死。則天召見，迎謂之曰：「卿 

      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 

      願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則天默然，久之，曰：「去矣。」敕減死， 

      放於嶺南。（持法 9）330
 

 

武則天時期，告密之舉蔚為風潮，不少人羅織各種罪狀誣陷他人以求得到獎賞，

此則故事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樣的社會風氣。文中的御史薛季旭為了逢迎武氏，

先是「於玉階涕泣不自勝」，後又「益周密其狀」，表現出一副忠心為主的模樣，

果然得到武則天的賞賜，「遷季旭給事中。」相反的，侍御史徐有功因執法平恕，

差點因「失出」（重罪輕判或有罪而不判刑）而獲罪。文中以薛季旭的諂媚阿諛

對比襯托出徐有功的執法政能，史載徐有功每每廷爭獄事，使數十百家含冤者得

以存活，本則故事即是明證之一。 

 

      李適之性簡率，不務苛細，人吏便之。雅好賓客，飲酒一鬥不亂，延接賓 

      朋，晝決公務，庭無留事。及為左相，每事不讓李林甫。林甫憾之，密奏 

      其「好酒，頗妨政事。」玄宗惑焉，除太子少保。適之遽命親故歡會，賦 

                                                 
330 《大唐新語》，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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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曰：「避賢初罷相，樂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來？」舉朝伏 

      其度量。適之在門下也，性疏而不忌。林甫嘗賣之曰：「華山之下，有金 

      礦焉，采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耳。」適之心善其言，他日款曲奏之，玄 

      宗大悅。顧問林甫，對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 

      不可發掘。故臣不敢言。」適之由是漸見疏退。林甫陰搆陷之，貶于袁州， 

      遣御史羅奭就州處置。（識量 12）331 

 

此則故事中的人物性格栩栩如生，李適之個性簡樸真率，雖好飲酒，然「晝決公

務，庭無留事。」總能善盡自己本分。即使被除下左相職務，仍能以詩自嘲：「避

賢初罷相，樂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來？」因而讓滿朝大臣都很敬佩

他的胸懷。然而，這樣一位「性疏而不忌」的真率人物，卻遇上了以口蜜腹劍著

稱的李林甫，以陰險的手段讓李適之「由是漸見疏退。」林甫甚至不擇手段的「陰

搆陷之，貶于袁州，遣御史羅奭就州處置。」讓人忍不住為適之的真誠直率掬一

把同情淚，文中以奸詐的李林甫對比烘托李適之的簡率與度量，人物形象鮮明。 

    不僅在一則故事中運用對比烘托的手法，筆者發現，劉肅還會將前後故事予

以對比，以見人物風範： 

 

      張玄素為侍御史，彈樂蟠令叱奴騭盜官糧。太宗大怒，特令處斬。中書舍 

     人張文瓘執據律不當死。（持法 4）
332
 

 

      權善才，高宗朝為將軍，中郎將範懷義宿衛昭陵，有飛騎犯法，善才繩之。 

      飛騎因番請見，先涕泣不自勝，言善才等伐陵柏，大不敬。高宗悲泣不自 

      勝，命殺之。大理丞狄仁傑斷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怒，命促刑。仁傑曰： 

      「法是陛下法，臣僅守之。奈何以數株小柏而殺大臣？請不奉詔。」高宗 

      涕泣曰：「善才斫我父陵上柏，我為子不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 

      等終須死。」仁傑固諫，侍中張文瓘以笏揮令出，仁傑乃引張釋之高廟、 

      辛毗牽裾之例，曰：……（持法 7）333 

 
                                                 
331 《大唐新語》，頁 104。 
332 《大唐新語》，頁 55。 
333 《大唐新語》，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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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則故事中，中書舍人張文瓘能堅持守法，按律法判決。然到了後一則故事中，

侍中張文瓘則是以笏揮令堅持依法判決的狄仁傑出去，憑藉著狄仁傑固執的一再

進諫，終於讓高宗息怒而免去權善才的死罪。文中除了對狄仁傑的規諫之言予以

生動的描述，更以張文瓘來進一步襯托出其執法如山的可貴精神。形塑出一位口

才政能俱佳的忠臣形象。 

    太史公司馬遷常用的互見法，每每為人所稱道，據韓兆琦言，所謂的「互見

法」，即是把那些對於這個人物來說不能不寫，但為了保證人物性格的完整突出

而又不便寫入本傳的東西，有計畫有安排的寫到別人的傳記中去，讓讀者可以參

酌互見。334《大唐新語》非紀傳體史書，沒有所謂的「本傳」，然劉肅為了突顯

歷史人物在某一面向的言行事蹟，會特別將相應的部分置入其所設立的門類中，

而讀者若將各門類中同一人的言行事蹟予以連綴，即能獲知此一事件人物的完整

面貌，如上一章中所舉的魏徵、褚遂良、張說等例均是，於此可再試舉一例： 

 

      高宗乾封初，封禪岱宗。行初獻之禮畢，執事者趨下，而宮官執帷。天后 

      率六宮昇壇行禮，帷席皆以錦繡為之，識者咸非焉。（郊禪 3）335 

 

      玄宗將東封，詔張說、徐堅、賀知章、韋縐、康子元等，撰東封儀。舊儀， 

      禪社首，享皇地祇，皇后配享。新定尊睿宗以配皇地祇。說謂堅等曰：「王 

      者父天母地，皇地祇雖當皇母位，亦當皇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 

      而議曰：『欲令皇后配地祇。』非古制也。天鑒孔明，福善如響。乾封之 

      禮，皇后配地祇，天后為亞獻，越國大妃為終獻。宮闈接神，有乖舊典， 

      上玄不祐，遂有天授易姓之事。宗社中圯，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龍之 

      季，有事圜丘，韋庶人為亞獻，皆受此咎。平坐齋郎及女人執祭者，亦多 

      夭卒。今主上尊天敬神，革改斯禮，非唯乾坤降祐，亦當垂範將來，為萬 

      代法也。」事遂施行。（郊禪 5）
336 

 

前則文字中，對於高宗讓武則天「率十六宮升壇行禮，帷席皆以錦繡為之」的舉

                                                 
334 韓兆琦：〈《史記》與我國古代傳記文學〉，收錄於張高評主編《史記研究粹編（二）》（高雄：

復文圖書出版社，1992 年），頁 540。 
335 《大唐新語》，頁 197。 
336 《大唐新語》，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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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僅以「識者咸非焉。」一語帶過；後則文字中，則藉著張說之口道出了箇中

原因：「乾封之禮，皇后配地祇，天后為亞獻，越國大妃為終獻。宮闈接神，有

乖舊典，上玄不祐，遂有天授易姓之事。宗社中圯，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龍

之季，有事圜丘，韋庶人為亞獻，皆受此咎。」古人認為，上天是否賜福，端賴

人之行為的良莠，高宗與中宗讓婦女主祭，不合乎禮制，所以讓唐室易主，「宗

社中圯，公族誅滅。」這正是識者對於高宗行舉「咸非之」的緣由。劉肅於不同

地方說明道理，突顯出高宗在行封禪之禮時所犯的錯誤，以見李唐天下落入武氏

之手的原因，亦可視為「互見」手法的表現。 

    史傳作品的著者具有濃厚的主觀情感，常把強烈的愛憎感情寄寓在敘事之

中。在所謂的論贊體文字中，著者常於文末抒發內心的感嘆，《大唐新語》沒有

所謂的「太史公曰」、「論曰」等形式的文字，然在許多故事中，劉肅常忍不住表

達出內心的想法，亦即在垂戒後世的使命驅使下，《大唐新語》不僅僅於門類已

寓有揚抑褒貶意義，甚至會直下己意的將評論附於文末。以下，筆者擬列表陳述，

藉以說明劉肅的愛憎感情： 

 

出處 原文                      

極諫 20 向使師尹竭股肱之力，武夫效腹心之誠，則豬突豨勇，亦何能至失于

中策，寧在人謀，痛哉！ 

舉賢 2 御史失名氏，惜哉！ 

知微 2 （房玄齡）為唐宗臣，宜哉！ 

文章 16 （張文成）其才遠播如此。 

著述 7 今驗《孝經注》，與康成所注五經體並不同。則劉子玄所論，信有徵

矣。 

著述 8 案班固何須穿鑿，更制別音乎？ 

隱逸 4 （盧藏用）未仕時，嘗辟穀練氣，頗有高尚之致。及登朝，附權要，

縱情奢逸，卒陷憲綱，悲夫！ 

懲戒 2 以末伎進身者，可為炯戒。 

懲戒 3 兄弟以榮賤致隔者，可為至戒。 

懲戒 5 以婁公（婁師德）之明恕，尚不免濫，為政者得不慎歟！ 

懲戒 9 （裴）炎居中執權，親授顧托，未盡匡救之節，遽行伊、霍之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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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假人，為獸傅翼，其不免也宜哉！ 

懲戒 10 仕進者可不勉歟！ 

懲戒 15 玄宗深納之，始用安祿山，卒為戎首。雖理亂安危系之天命，而林甫

奸宄，實生亂階，痛矣哉！ 

 

    筆者發現，「懲戒」一門是劉肅最常表露己意的門類，蓋此門的設立目的即

是藉文中所記昭示世人以之作為借鏡，切勿再重蹈覆轍，或許正是因此之故，劉

肅會忍不住自己跳出來提醒世人引以為戒。 

    而除了上表所列之外，劉肅每每於文中出現「時人傷之」、「論者稱之」、「君

子以為知言」、「有識之士咸是之」、「時議深賞之」、「舉朝歎服」、「深為識者所嘆」、

「時議美之」、「海內快之」、「舉朝深以為戒」等斷語，除了用以陳述當時人們的

評論之外，亦可以視為劉肅藉著引用他人之言以表達自身的觀感。史傳作品的作

者在敘事之中常灌注著自身的情感，在適當的時候對歷史加以評價。從上表中可

以看出劉肅充分承襲了此一史傳敘事傳統。陳敏指出：劉肅對所取材料「實錄直

書」，尊重人物的歷史面貌，同時又衝破「實錄」的藩籬，對一些重大的歷史問

題作出自己的思考，並且往往情之所至，或扼腕痛斥，或唏噓悲傷，或激昂振奮。

使得《大唐新語》警世、教化的目的更為明顯。337頗能適切地說明箇中意涵。 

    如上所述，《大唐新語》在敘事手法上實乃取法自中國史傳作品的敘事傳統，

而值得注意的是，劉肅常是以記錄人物言說呈現出如上的敘事特徵，就前述以《尚

書》記言與《春秋》記事的兩大傳統來說，《大唐新語》更接近於前者，屬於「語」

體類的作品，故筆者擬追溯此類文章的源頭與特性，以明《大唐新語》的在這一

部分的承襲與展現。 

 

二、《國語》記言的書寫模式 

    《大唐新語》全書以記載人物言行事蹟為主，尤其側重在人物的言說，筆者

以為，若能探討此種以「記言」為重的敘事體裁之源頭，將有助於進一步析論《大

唐新語》一書的敘事表現。 

    以「言語」為記述重點的敘事體裁，可以溯源至《尚書》，《漢書․藝文志》：

                                                 
337 陳敏：〈《大唐新語》的價值取向與文學成就〉，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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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338

《尚書》為記言之史，包含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其中訓、誥，乃指

訓誡誥令，如〈盤庚〉、〈大誥〉、〈康誥〉等，有上對下的告誡、訓導，也有下對

上的勸諫，有君臣間的對話，也有臣僚間的對談；而如〈皋陶謨〉則記錄舜的大

臣皋陶與禹的一番對話，討論如何以德政來治理國家。339文中雖有簡單敘事，但

主要在於記言。 

    之後《國語》承其續，展現出以「言語」寫人記事的特質。「語」體類在表

達方式上大致上可分為重在記言或重在記事兩類。言類之「語」重點表現為廣泛

流傳的嘉言善語，形式上較為精警；事類之「語」因為大多從有關興衰成敗的歷

史故事中採錄而來，故而具有明顯的歷史故事特色，形式上一般也總是短小精

悍。而《國語》可說是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結集成書的「語」，包含重在記

言的〈周、魯、鄭、楚〉語和記言敘事並重的〈晉語〉，340 觀察《國語》中以記

言為主的〈周、魯、鄭、楚〉語，除了記錄富有勸諫、告誡意義的嘉言善語之外，

還會簡要的交代這些言說的背景與緣起，補敘相關言說的結果；而以記言敘事並

重的〈晉語〉，除了有緣起，還有對某一個問題的討論，以及結果或影響。這樣

看來，兩者皆具備了程度不等的敘事成份，在一定程度上具備了歷史記載完整性

的史書特色，當然，與我們一般所熟知的紀傳體、編年體史書有顯著的區別。例

如和以敘事為主的《左傳》相比，《左傳》著重記錄歷史事實，不以突出人物言

論為目的，《國語》則更側重於表現嘉言善語的言說，每一則故事中文首交代緣

起、背景的文字，其目的乃是為了引出後面的嘉言善語，而文末文字則用來補敘

這些言說的結果或影響。關於此一論題，早有前賢為文闡述，如徐仁甫：「〈晉語〉

載僖負羈諫曹君之詞凡二百餘言。《史記》、《列女傳》與《左傳》皆略而不載。

此《國語》之所以名為『語』，《左傳》之所以重記事歟！」341還有王靖宇：「總

的來說，《國語》似乎以記言為主，而《左傳》則以記事為主。」342皆指出《國

語》一書著重記錄言語的特性。 

                                                 
338 ［東漢］班固等撰：《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台北：鼎文書局，1975 年），頁 1715。 
339 郭丹：《史傳文學：文與史交融的時代畫卷》，頁 190－191。 
340俞志慧：〈《國語》〈周、魯、鄭、楚、晉語〉的結構模式及相關問題研究〉（《漢學研究》第 23
卷第 2 期，2005 年 12 月），頁 35－36。 
341 徐仁甫：《左傳疏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年），頁 55。 
342 王靖宇：〈再論《左傳》與《國語》的關係〉，收錄於《中國早期敘事文論集》（台北：中央研

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 年），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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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以《國語》與《左傳》中記載晉公子重耳（697－628B.C.）流亡至齊國而

後離開的文字作一比較，當可彰顯出《國語》以記言為主的特質，先看《國語․

晉語四》： 

 

      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于齊而已矣。曰：「民生        

      安樂，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諸侯叛齊。子犯知齊之不可以動， 

      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行，而患之，與從者謀于桑下。蠶妾 

      在焉，莫知其在也。 妾告姜氏，姜氏殺之，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 

      行，其聞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從之，不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 

      帝臨女，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于此。自 

      子之行，晉無寧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異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 

      誰？子其勉之！上帝臨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不動矣，必死于此。」 

      姜曰：「不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行。不遑啟 

      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不求及，其能及乎？日 

      月不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 

      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 

     『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流，民之下也。見懷思威，民之中也。畏 

      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流，去威遠矣，故謂之 

      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 

      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不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 

      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 

      而釋之者，非人也。敗不可處，時不可失，忠不可棄，懷不可從，子必速 

      行。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 

      一王。《瞽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數。』今未半也。亂不長世， 

      公子唯子，子必有晉。若何懷安？」公子弗聽。  

      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行。 醒，以戈逐子犯，曰：「若無所濟，吾食舅 

      氏之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若無所濟，餘未知死所，誰能 

      與豺狼爭食？若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 

      焉用之？」遂行。343 

                                                 
343 徐元誥撰；王樹民、沈長雲點校：《國語集解》（北京：中華書局，2002 年），頁 32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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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左傳․僖公二十三年》：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従者以為不可。將行，謀于 

      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殺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 

      其聞之者吾殺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行也。懷與安，實敗名。」 

      公子不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344 

 

兩相比較，當可發現，對於同一段史事，《國語》詳細的記載齊姜的言說，在知

道子犯等人密謀將帶重耳離開齊國之後，懇切的告訴重耳莫要遲疑，應以晉國為

重。齊姜不但多次徵引《詩經》中的詩句勸告重耳不可貪圖安逸，還舉出武王、

管仲的例子曉以大義，希望重耳能效法他們建立功業，此外，更精確的分析齊國、

晉國的形勢，曉諭重耳機不可失。齊姜旁徵博引、分析精闢，說理嚴密，一番言

說呈現出齊姜深明大義、能摒絕私情的賢淑形象。難怪之後劉向（77－6B.C.）

的《列女傳》中，會將之列入「賢明」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左傳》除了將《國

語》所記齊姜後段的說詞四百餘字簡省為「懐與安，實敗名」六字之外，亦對於

齊姜與子犯共謀將重耳灌醉、以車子「載之以行」、重耳酒醒之後與子犯的對話

闕而弗錄，在在顯示出，《左傳》以記事為主，而《國語》以記言為主的敘事特

徵。 

    觀察《大唐新語》，實則展現出與《國語》一般以記載人物言說為主的敘事

特色，從第二章中各門類所舉的例子中，不難發現此種承襲《國語》的痕跡。此

外，筆者發現，《大唐新語》除了承襲《國語》以記錄人物言說為主的敘事特徵

之外，對於前述《國語》在記載人物言語之前或之後的文字，具有介紹緣起、背

景之用，或做為補述結果或影響之用的書寫方式，亦表現出相同的敘事模式，先

看《國語․周語上》：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諸侯者，樊穆仲曰：「魯侯孝。」王曰：「何以知之？」 

      對曰：「肅恭明神而敬事耇老；賦事行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不干 

                                                 
344 《左傳․僖公二十三年》，見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台北：源流出版社，1983 年），頁 406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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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問，不犯所咨。」（宣王）乃命魯孝公於夷宮。345 

 

文首「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用以說明樊穆仲言說的背景，文末「乃命

魯孝公於夷宮。」則用以補述樊穆仲進言後的結果，此則文字乃記述樊穆仲向周

宣王進諫的內容，《大唐新語》書中記載諫言的文字非常多，這是筆者特別選錄

此例的原因。我們看《大唐新語》：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雄有聲，經旬不止。高宗以問張行成，行成對曰： 

      「陛下本封于晉，今晉州地震，不有徵應，豈使徒然哉！夫地陰也，宜安 

      靜，而乃屢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諸王、公 

      主，謁見頻頻，承間伺隙。復恐女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 

      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匡贊 5）346 

 

      太宗射猛獸于苑內，有群豕突出林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 

      雄豕，直來衝馬，吏部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 

      策長史，不見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不 

      以馬上理之。陛下以神武定四方，豈復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 

      罷獵。（規諫 1）
347 

       

      高祖即位，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禮部尚書李綱諫曰：「臣按《周禮》， 

      均工樂胥，不得參士伍，雖復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代，不改其 

      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乃解朝衣露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不 

      敢以先生法服而為伶人衣也。』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鉤為開府。 

      有國家者，俱為殷鑒。今天下新定，開太平之運。起義功臣，行賞未遍； 

      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令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廊廟。固 

      非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不能従。（極諫 2）348
 

 

                                                 
345 徐元誥撰；王樹民、沈長雲點校：《國語集解》，頁 23。 
346 《大唐新語》，頁 6。 
347 《大唐新語》，頁 12。 
348 《大唐新語》，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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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僅捻出三例以為比對，可以發現，《大唐新語》繼承《國語》「緣起或背景

──言說內容──結果或影響」的痕跡非常明顯：例一中的「高宗朝，晉州地震，

雄雄有聲，經旬不止。高宗以問張行成」是後面言說的緣起，「高宗深納之。」

是此言說的結果；例二中的背景文字較長，「太宗射猛獸于苑內，有群豕突出林

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來衝馬，吏部尚書唐儉下馬搏之。

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不見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頗有

史傳敘事傳統的味道，而「太宗善之，因命罷獵。」則簡要的表明此一言說後的

影響；例三中的「高祖即位，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亦是後面言說的緣起

部份，而「高祖竟不能従。」則表達此一勸諫言說不被接受的結果。 

    以上的論述，當可發現《大唐新語》所表現出的記言特色和《國語》一書非

常接近，當然，這不是說《大唐新語》記言的模式完全模仿自《國語》，而與《世

說新語》的記言模式毫不相干，事實上，有論者就以為《世說新語》記錄嘉言懿

行的敘事方式，正脫胎自《國語》，349筆者想要表達的是，《大唐新語》的記言特

色實可上推至《國語》，而表現出不同於《世說新語》玄言清談的風貌，這點應

值得注意，而非只是簡單的將《大唐新語》視為「世說體」小說的一部分而已。 

    一般均認為《大唐新語》乃模仿《世說新語》的記言方式書寫而成，從其外

在形式來看確實如此，然分析二書的記言風格時，卻非一致。據梅家玲研究《世

說》的語言時指出：「對魏晉時代的名士們來說，言談是社交生活中的一項重要

活動，他們不但以之論學、說理、敘事、抒情，有時還會用言語來作為排調嘲謔

的憑藉，其運用之廣泛、表達之巧妙，非僅顯現出個人的才性之美，也憑添了生

活中的許多情趣。……綜觀《世說》所載人物言談，依其言說的目的和性質約可

歸為兩大類，其一，為偏於顯露才智的機智語言和排調語言；其二，為重在體現

情性理念的清雋語言。」350《世說新語》展現出玄妙清遠的語言風格，早已是不

爭的事實。可以這麼說，劉肅繼承《世說新語》以志人為主的角度，著力展示人

物的風神，但又與之表現出不同的特點，《世說新語》中的人物是多樣化的，表

現出「清微簡遠」、「高簡有法」的敘事方法，351而劉肅著重於選取對國家社會有

                                                 
349 俞志慧於〈《國語》〈周、魯、鄭、楚、晉語〉的結構模式及相關問題研究〉一文中指出：「那

種以保存嘉言懿行的碎片為目的的書寫形式為後來《世說新語》、《唐語林》等文獻所繼承，以保

存格言諺語為目的的書寫形式幾乎各個時代都有。」，文見論文頁 60。 
350 梅家玲：《《世說新語》的語言與敘事》（台北：里仁書局，2000 年），頁 85－86。 
351 趙明政：《文言小說：文士的釋懷與寫心》（桂林：廣西師範大學，1999 年），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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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影響的人物言行事蹟，表現出來是一種雄渾雅重的風格，二書展現出不同風貌

的審美旨趣。蓋《世說新語》為佳事佳話而講究「趣」；《大唐新語》則重於講究

「實」。然《大唐新語》的特質卻可在《國語》中找到痕跡。而從劉肅自言其創

作準則是：「不尚奇正之謀，重文德也；不褒縱橫之言，賊狙詐之。刊浮靡之詞，

歸正也；損術數之略，抑末也。」（〈總論〉）亦可明白劉肅所重不在言語本身的

巧妙清雋，與《世說新語》著力展現人物言語的清簡趣味並不一致。 

    最後，筆者試圖從劉肅自己的文字找到驗證：從劉肅〈自序〉與〈總論〉二

文看來，其欲追隨陸賈《新語》與荀爽《漢語》之意非常顯著。〈自序〉中云：「則

擬虞卿、陸賈之作，袁宏、荀氏之錄，雖為小學，抑亦可觀。」〈總論〉中云：「昔

荀爽紀漢事可為鑒戒者，以為《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因此，有必要

看看陸賈《新語》和荀爽《漢語》二書的特質。 

   據《史記․陸賈列傳》記載：「陸生十時前說稱《詩》《書》。……廼謂陸生曰：

『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陸生廼粗述存亡

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不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352可以知道，此書乃為探討古今政治興亡成敗之理而作。而據《後漢書》記載：

「（荀爽）著《禮》、《易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例》，又集漢事成敗

可為鑒戒者，謂之《漢語》。」353可知陸賈《新語》與荀爽《漢語》二書的共同

特質皆是欲探討政治興亡成敗之理，以為統治者的參考。這樣的著書理念，與前

述《國語》並無二致。蓋據［三國吳］韋昭〈國語解敘〉：「……故復採錄前世穆

王以來，下訖魯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律呂，天時、人事逆

順之數，以為《國語》。……所以包羅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惡者，

昭然甚明。」354可見《國語》有很大一部分採自於史料，而其著書態度正是「探

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惡。」其中或嘉忠孝，或贊禮讓，或尚勤儉，或美智

勇，或錄嘉言懿行，或測禍福成敗……無一不寓勸善之意。且大多引今證古，引

此況彼，以事實為之徵驗，用以加強其勸善氣氛。355這樣的論點，亦可從《國語

․楚語上》一段記載得到驗證：楚莊王要大夫士亹教育太子，士亹推辭不成，向

                                                 
352 ［漢］司馬遷：《史記》卷九七〈酈生陸賈列傳〉，頁 2699。 
353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六二〈荀韓鍾陳列傳〉，頁 2057。 
354 ［三國吳］韋昭：〈國語解敘〉，收錄於徐元誥撰；王樹民、沈長雲點校：《國語集解》附錄二，

頁 594。 
355 張以仁：〈論《國語》與《左傳》的關係〉（《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所研究集刊》第三十三本，

1962 年 2 月），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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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申叔時請教如何教育太子，申叔時提出九項教育的內容，有春秋、世、詩、

禮、樂、令、語、故志、訓典，其中論及「語」時，言：「教之語，使明其德，

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三國吳］韋昭注：「語，治國之善言。」356凡此，

皆顯示了《國語》中所記錄言語的功能與特性：即用以「明德」、「治國」的勸善

作用。由此可見，「語」體類著作之敘成敗、表善惡的意圖清晰可辨。從上述聯

繫《大唐新語》一書與《國語》記言之特質，再加上這種以功能為導向的著書旨

趣的一脈相承，筆者以為：視《大唐新語》一書乃踵武自《國語》以來的「語」

類著作應更為恰當。 

 

第二節  作者劉肅的運用之巧 

 

    《大唐新語》在敘事上受到史傳作品敘事傳統的影響，而在前述的傳承下，

劉肅在某些手法的運用上表現頗為突出，亦即在「實」的基礎上，展現其運用之

巧。所以接下來，筆者擬著重於分析劉肅在撰寫故事時如何對於史料進行適度的

剪裁，藉此看出劉肅在敘述史實時如何巧妙運用材料，展現出多元的寫作手法，

以遂行其勸懲與存史的目的。筆者首先將《大唐新語》與兩《唐書》相互對照，

以見劉肅在史料剪裁上的用心與目的。 

 

一、史料的選擇與剪裁 

    如前所述，《大唐新語》大多採自當時的史料，而據前人考證，兩《唐書》

在編撰時亦在蒐集史料上費了不少工夫，如顧炎武（1613－1682）《日知錄》云：

「《舊唐書》雖涉煩蕪，然事跡明白，自亦可觀。其中〈唐臨傳〉，『今上』字再

見，〈徐有初、澤王上金傳〉，『今上』自各一見，皆謂玄宗，蓋沿故帙而未正者

也。」357文中的故帙乃指韋述所撰的《國史》。而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十六〈《舊

唐書》前半全用實錄國史舊本〉一條言： 

 

      五代修《唐書》，雖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尚有紀傳，而庾傳美得自蜀 

      中者，亦尚有九朝實錄，今細聞《舊書》文義，知此數朝紀傳多鈔實錄、 

                                                 
356 徐元誥撰；王樹民、沈長雲點校：《國語集解》，頁 485－486。 
357［清］顧炎武：《日知錄》卷二六〈舊唐書條〉（台北：商務印書局，1968 年），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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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史原文也。凡史修於易代之後，考覆既確，未有不據事直書，若實錄、 

      國史修於本朝，必多迴護。觀《舊書》迴護之多，可見其全用實錄、國史， 

      而不暇訂正也。……358 

 

趙翼看出《舊唐書》對於唐代史實多所迴護，而判斷乃因「其全用實錄、國史， 

而不暇訂正也。」文後舉出大量例證，說明《舊唐書》的文字曾大量沿用國史舊

文。《大唐新語》的史料亦多出自國史，可見《大唐新語》與《舊唐書》二者擁

有共同的原始素材，到最後卻呈現出不同的作品風貌，顯然在形成作品的過程中

使用不同的操作方法，包括敘事始末的取決、先後順序的安排、以及實際描述手

法等，箇中的經營取捨，端繫於敘事者的一念之轉，亦即敘事者在所記之人的生

平中，揀擇出具代表性的部份，透過適當的角度去掌握它、表現它，這當中帶有

頗為濃厚的主觀色彩，筆者以為，這種濃厚的主觀色彩，呈現在《大唐新語》中

的即是是否具有勸懲的價值，換言之，一個人所以具有被記述的價值，在於他曾

建樹過人的事功，或其言行具有提供世人借鏡的功能。 

    承前述，劉肅在其價值標準下，依據一定的主題（門類）剪裁、組合史事，

從書中對事件的摘錄、陳述及置放，可以顯示作者的視野與用心。以下，筆者即

以實際例子說明《大唐新語》在記事寫人上的著力之功： 

（一）桓彥範： 

    桓彥範見於《舊唐書》卷九二與《新唐書》卷一二 O，兩《唐書》在記載桓

彥範與張柬之等人誅殺張易之、張昌宗兄弟並迫使武則天讓位中宗之後，即錄下

彥範上書中宗的文字： 

 

      明日，太子即位，彥範以功加銀青光祿大夫，拜納言，賜勳上柱國，封譙 

      郡公，賜實封五百戶。又改為侍中，從新令也。 

      彥範嘗表論時政數條，其大略曰：「……伏見陛下每臨朝聽政，皇后必施 

      帷幔坐於殿上，預聞政事。臣愚歷選列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 

      政者，莫不破國亡身，傾輈繼路。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凌夫，違人 

      也。違天不祥，違人不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雞之晨，惟家之索。』《易》 

      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不得預於國政也。……」 

                                                 
358［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上（北京：中華書局，1984 年），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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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曰：「臣聞京師喧喧，道路籍籍，皆云胡僧慧範矯托佛教，詭惑后妃， 

      故得出入禁闈，撓亂時政。……今慧範之罪，不殊於此也。若不急誅，必 

      生變亂。除惡務本，去邪勿疑，實願天聰，早加裁貶。」疏奏不納。時有 

      墨敕授方術人鄭普思秘書監，葉淨能國子祭酒，彥範苦言其不可。……昔 

      貞觀中嘗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至如普 

      思等是方伎庸流，豈足以比蹤前烈？臣恐物議謂陛下官不擇才，濫以天秩 

      加於私愛。惟陛下少加慎擇。」帝竟不納。359 

 

如此寫來，很容易讓人誤會彥範上書即在受封之後，至於因何事而發，則並未明

言，《大唐新語》則不然： 

 

      中宗反正才月餘，而武三思居中用事，皇后韋氏頗干朝政，如則天故事。 

      桓彥範奏曰：「伏見陛下每臨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參聞政 

      事。愚臣曆選列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事者，無不破國亡家， 

      傾朝繼路。以陰乾陽，違天也：以婦淩夫，違人也。違天不祥，違人不義。 

      《書》稱：『牝雞之晨，唯家之索。』《易》曰：『無攸遂，在中饋。』 

      言婦人不得干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以蒼生為念，不宜令皇后往正 

      殿干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敘，鼎命惟新矣。」疏奏不納。 

      又有故僧惠範、山人鄭普思、葉靜能等，並挾左道，出入宮禁。彥範等切 

      諫，並不従。後彥範等反及禍。（剛正 10）360
 

 

劉肅在進入記載桓彥範的諫言之時，先有一段引言（前言）用以說明彥範進諫之

因：「中宗反正才月餘，而武三思居中用事，皇后韋氏頗干朝政，如則天故事。」

這段引言，具有帶領讀者閱讀的作用，正是經過這些敘述文字的提示，所記人物

語言的緣起、作用，才得以彰顯。 

    此外，我們可以注意到，劉肅並未如《舊唐書》作者一樣，完整收錄桓彥範

的上書內容，而是有詳有略，對於最重要的女流干政之事，劉肅以詳筆記之（這

樣也能與引言所指連貫），至於胡僧惠範、山人鄭普思、葉靜能等事，則以簡筆

                                                 
359 《舊唐書》卷九二〈蕭至忠傳〉，頁 2929－2930。 
360 《大唐新語》，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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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過，蓋劉肅在選擇史料時，目的乃在於突顯桓彥範剛正進諫之情操，在詳細敘

述彥範對於女流干政的諫言之後，既已目的達成，當可停筆。 

（二）蕭至忠（?－713）： 

    再看《大唐新語》中關於蕭至忠的兩則記載： 

 

      睿宗皇帝即位，悼太子殞身殉難，下詔曰：「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 

      趙虜之族也，明帝哀而望思。曆考前聞，率由舊典。太子，大行之子，元 

      良守器，往羅構間，困於讒嫉，莫顧斧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不憤 

      惋。今四凶滅服，十起何追，方申赤暈之冤，以抒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 

      諡曰節愍。」先是，宗楚客、紀處訥、冉祖雍等奏言：「相王及太平公主 

      與太子同謀，請收付獄。」中宗命御史中丞蕭至忠鞫之，至忠泣而奏曰： 

      「陛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豈不能保持一弟一妹，受人羅織。宗社存亡， 

      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為陛下不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不相容。』願陛下詳之。……且明祖雍所奏， 

      咸是構虛。」中宗納其言，乃止。（忠烈 13）361  

 

此則記載後半（「宗楚客、紀處訥、冉祖雍……中宗納其言，乃止。」）亦見於

《舊唐書》九二，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舊唐書》在記錄此段文字之前，只以

簡筆說明：「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後，有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令侍御史冉祖雍

奏言」，之後便是宗楚客等人的讒言，劉肅則不這麼寫，看其在文首所敘：「睿

宗皇帝即位，悼太子殞身殉難，下詔曰：……可贈皇太子諡曰節愍。」藉此說明

節愍太子反叛的原因與諡號的由來，而後以「先是」二字引起下文，追敘蕭至忠

在相王（即睿宗）與太平公主遭小人讒言時的犯顏進諫，幸賴至忠的忠烈行為，

相王方能得免於難，而能於日後即位追贈節愍太子的諡號，筆者於此不得不佩服

劉肅連綴史事的功力，既達到存史的目的，亦能藉此表彰蕭至忠的忠心烈行。 

 

      姜皎薦源乾曜，玄宗見之，驟拜為相，謂左右曰：「此人儀形莊肅，似蕭 

      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對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 

      曰：「我為社稷計，所以誅之。然其人信美才也。」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 

                                                 
361 《大唐新語》，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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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不去？」遂命駕徑往， 

      立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及登廊廟，居亂後邪臣之間，不失其正。 

      出為晉州刺史，甚有異績，晚徒失職，為太平公主所引，與之圖事，以及 

      於禍害。（舉賢 26）362 

 

在第二章中，筆者曾說明「舉賢」門意在列舉賢人之言行，凡是賢者的軼聞瑣事

無法列入其他門類者，皆置入此門，上則故事，即是一例，按此則文字其實包含

關於蕭至忠的兩件軼事，我們先看《舊唐書》中的相關記載：「蕭至忠，……以

清謹稱。嘗與友人期於路隅，會風雪凍冽，諸人皆奔避就宇下。至忠曰：『寧有

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不去，眾咸歎服。」363（此事亦見於《新唐書》，然

二者文字頗為相似，於此從略。） 

    再看《新唐書》獨有的記載： 

       

      然玄宗賢其為人，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力士曰：「若知吾進乾曜遽 

      乎？吾以其貌言似蕭至忠。」力士曰：「彼不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 

      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不謂之賢哉？」364
 

 

發現了嗎？劉肅於此再度展現其剪裁與敘事的功力，玄宗所言當在至忠因太平公

主之亂被捕誅殺之後，故而後半所敘軼事當先於此發生，然劉肅特意先敘玄宗對

於蕭至忠的眷念與讚美：「此人儀形莊肅，似蕭至忠，朕故用之。」「然其人信

美才也。」正因蕭至忠擁有「信美」之才，故玄宗才會任用與之神似的源乾曜，

劉肅於後藉由蕭至忠與友人期，雪至不去的小事以說明其「信美」，寫來傳神而

有說服力，尤有甚者，劉肅對於至忠之言予以改易，「焉有與人期，畏雪不去？」

與「寧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相比，一個「畏」字，更突顯出至忠無畏風雪

的決心，而後「立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的場景描述，亦深化了至忠的「信

美」之才。至於其後「及登廊廟，居亂後邪臣之間，不失其正。出為晉州刺史，

甚有異績，晚徒失職，為太平公主所引，與之圖事，以及於禍害。」等文字，則

可視為劉肅的補敘，用以說明蕭至忠的簡要生平。 

                                                 
362 《大唐新語》，頁 97－98。 
363 《舊唐書》卷九二〈蕭至忠傳〉，頁 2968。 
364 《新唐書》卷一二三〈蕭至忠傳〉，頁 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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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史中對於蕭至忠毀譽參半，除了和《大唐新語》一樣記載上奏中宗勿聽信

讒言之外，對於其與太平公主勾結以圖謀玄宗之事，兩《唐書》均詳加紀錄，此

外，《舊唐書》有：「至忠雖清儉刻己，然簡約自高，未嘗接待賓客，所得俸祿，

亦無所賑施。及籍沒，財帛甚豐，由是頓絕聲望矣。」365《新唐書》中更以之作

為批評玄宗不明事理與不識人才良莠的憑藉：「贊曰：異哉，玄宗之器蕭至忠也，

不亦惑乎！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奸利，失之則邀利以喪賢，姻艷后，挾寵主，

取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舉

不知至忠之不可用，又不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不以罪掩才，益可怪歎。」

366劉肅對於以上史事缺而不錄，蓋其所重乃在於突顯蕭至忠的良好的一面，以作

為後人的學習對象，由此可見劉肅在選擇史料時的原則與目的。 

 

（三）韋見素（687－762）： 

 

      安祿山，天寶末請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玄宗宣付中書令即日進呈，韋見 

      素謂楊國忠曰：「安祿山有不臣之心，暴於天下。今又以蕃將代漢，其反 

      明矣。」遽請對。玄宗曰：「卿有疑祿山之意耶！」見素趨下殿，涕泗且 

      陳祿山反狀。詔令復位，因以祿山表留上前而出。俄又宣詔曰：「此之一 

      奏，姑容之，朕徐為圖矣。」見素自此後，每對見，每言其事，曰：「臣 

      有一策，可銷其難，請以平章事追之。」玄宗許為草詔，訖，中留之，遣 

      中使輔璆琳送甘子，且觀其變。璆琳受賂而還，因言無反狀。玄宗謂宰臣 

      曰：「必無二心，詔本朕已焚矣。」後璆琳納賂事泄，因祭龍堂，託事撲 

      殺之。十四年，遣中使馬承威齎璽書召祿山曰：「朕與卿修得一湯，故召 

      卿。至十月，朕待卿於華清宮。」承威復命，泣曰：「臣幾不得生還。祿 

      山見臣宣進旨，踞床不起。但云：『聖體安穩否？』遽令送臣於別館。數 

      日，然後免難。」至十月九日，反于范陽，以誅國忠為名，蕩覆二京，竊 

      弄神器，迄今五十餘年而兵未戢。《易》曰：「履霜堅冰，所由者漸。」 

      向使師尹竭股肱之力，武夫效腹心之誠，則猪突豨勇，亦何能至失于中策， 

      寧在人謀，痛哉！（極諫 20）
367 

                                                 
365 《舊唐書》卷九二〈蕭至忠傳〉，頁 2971。 
366 《新唐書》卷一二三〈蕭至忠傳〉，頁 4378－4379。 
367 《大唐新語》，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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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則故事運用細節的描寫，突顯了韋見素的心急如焚、痛心疾首，玄宗晚年的昏

庸，以及安祿山（703－757）的傲慢無禮和反叛之心，亦為劉肅運用細節刻劃人

物性格非常成功的佳例之一。然筆者此處要析論的重點為劉肅對於史事的統合功

力，故於此不再贅述此則的細節描繪之功。 

    按韋見素於兩《唐書》皆有傳，然與此則內容的相關記載只見於《新唐書》

卷一一八，但非常簡略： 

       

      明年，祿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見素不悅，謂國忠曰：「祿 

      山反狀暴天下，今又以蕃代漢，難將作矣。」國忠不應，見素曰：「知禍 

      之牙不能防，見禍之形不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懇論之。」既入，帝迎 

      諭曰：「卿等有疑祿山意耶？」國忠、見素趨下，流涕具陳祿山反明甚， 

      詔復位，因以祿山表置帝前乃出。帝令中官袁思藝傳詔曰：「此姑忍，朕 

      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進見，未嘗不為帝言之，帝不入其語。368 

 

但記前半故實而已。再查安祿山的傳記，《舊唐書》卷二百上有：「楊國忠屢奏祿

山必反。十二載，玄宗使中官輔璆琳覘之，得其賄賂，盛言其忠。」369《新唐書》

卷二二五上有：「明年，國忠謀授祿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召還朝。制未下，帝

使中官輔璆琳賜大柑，因察非常。祿山厚賂之，還言無它，帝遂不召。未幾事洩，

帝託它罪殺之，自是始疑。然祿山亦懼朝廷圖己，每使者至，稱疾不出，嚴衛然

后見。……河南尹達奚珣極言毋內騶兵，詔可。帝賜書曰：『為卿別治一湯，可

會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祿山踞床曰：『天子安穩否？』乃送使者別館。

使還，言曰：『臣幾死！』」370皆有後半的相關文字，然俱未提及韋見素。而在

《大唐新語》中，劉肅卻將二者合而為一，藉以凸顯韋見素預見安祿山反狀而極

言進諫的迫切性與正當性，於此則故事中，劉肅不寫楊國忠，而著力描寫韋見素

的憂心如焚，正可作為文末斷語：「《易》曰：「履霜堅冰，所由者漸。」向使

師尹竭股肱之力，武夫效腹心之誠，則豬突豨勇，亦何能至失于中策，寧在人謀，

痛哉！」的判斷基礎，於此，劉肅再度展現剪裁、融合史事以達成其勸懲目的的

                                                 
368 《新唐書》卷一一八〈韋湊傳附韋見素傳〉，頁 4267。 
369 《舊唐書》卷二百上〈安祿山傳〉，頁 5369。 
370 《新唐書》卷二二五上〈安祿山傳〉，頁 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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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功力。 

    上述三例，筆者以特定人物相關記載為主，將之與兩《唐書》作一比較，可

以看出，劉肅在記事寫人之時，並不只是如實的予以記錄而已，而是會依其目的

有所選擇、剪裁。在敘述語言上，或加上前言，或改易文字；在敘事手法上，或

詳筆、或省筆，或更列史事的先後順序，或將二事併記……，凡此，皆可見劉肅

對於史料斧削調整、匠心獨運之功夫。 

    此外，劉肅在敘事時，還會依情況運用不同手法，以下，筆者不再引正史相

參，而是舉出若干實例，以說明劉肅較常運用的敘事手法。 

 

二、多元的敘事手法 

（一）於文首敘述時代背景 

 

      景龍末，朝綱失敘，風教既替，公卿太臣，初拜命者，例許獻食，號為「燒 

      尾。」時蘇瓌拜僕射，獨不獻食。後因侍宴，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 

      不燒尾，豈不喜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理 

      物。今粒食湧貴，百姓不足，臣見宿衛兵至有三日不得食者。臣愚不稱職， 

      所以不敢燒尾耳。」晉卿無以對。（公直 15） 

 

此則記載蘇瓌官拜僕射之時，未如他人一般行「燒尾」之儀，而受宗晉卿的嘲諷，

蘇瓌不愧為正直之士，能耿直明言當糧價飛漲、百姓糧食不足之時，兵士都吃不

飽了，焉能因加官晉爵而大舉鋪張浪費？一番話說的宗晉卿啞口無言，而文首「景

龍末，朝綱失敘，風教既替，公卿太臣，初拜命者，例許獻食，號為『燒尾。』」

正是劉肅用以表達中宗朝朝綱紊亂、風俗敗壞之時代環境的說明文字，這樣的敘

述，除了有助於讀者在閱讀時能充分掌握故事的時代背景之外，更能突出文中人

物的耿直之氣。 

 

      周興、來俊臣等，羅告天下衣冠，遇族者不可勝紀。俊臣案詔獄，特造十 

      個大枷：一曰定百脈，二曰喘不得，三曰突地吼……復有鐵圈籠頭，名號 

      數十，大略如此。又與其徒侯思止、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數百人，造《告 

      密羅織經》一卷，其意網羅平人，織成反狀。每訊囚，先布枷棒於地，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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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囚前曰：「此是作具。」見者魂魄飛越，罕不自誣。由是破家者已千數。 

      則天不下階序，潛移六合矣。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令暉、 

      文昌左丞盧獻等五人，並為所告。……（酷忍 5）371 

 

此則記載敘寫周興、來俊臣、侯思止等酷吏羅織罪名陷害忠良，佐以殘酷刑具屈

打成招的故事，文章後半以寫狄仁傑的氣節及以機智得昭清白的過程為主，寫來

頗為精采，然筆者於此所重不在於故事情節，故於此從略。和上則故事一樣，劉

肅於文首先說明則天朝周興等酷吏如何陷害無辜的時代背景，而後再以狄仁傑等

忠臣遭受迫害為例，藉以說明當時人心敗壞、朝綱崩頹的現象。因為有了文首的

文字介紹，我們更能完整掌握周興、來俊臣等人的殘暴行徑，這正是劉肅的用心

所在。 

 

      則天初革命，恐群心未附，乃令人自舉。供奉官正員之外置裏行、拾遣、 

      補闕、御史等，至有車載斗量之詠。有御史臺令史將入臺，值裏行數人聚 

      立門內，令史下驢，驅入其間，裏行大怒，將加杖罰。令史曰：「今日過 

      實在驢，乞數之，然後受罰。」裏行許之，乃數驢曰：「汝技藝可知，精 

      神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行！」諸裏行羞赧而止。（諧謔 6）372 

 

「則天初革命，恐群心未附，乃令人自舉。供奉官正員之外置裏行、拾遣、補闕、

御史等，至有車載斗量之詠。」說明了則天朝吏治不清、官職氾濫，在我們了解

此等政治現象後，御史臺令史的嘲諷之言便是理所當然了：「汝技藝可知，精神

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行！」指驢罵人，指桑罵槐，劉肅藉著這位御史臺

令史之口，對於則天朝任官制度的浮濫冷嘲熱諷，極盡諷刺。 

    筆者以為，《大唐新語》此種敘事手法的展現，亦可見出其與《世說新語》

的不同之處，《世說新語》在敘事時，雖亦會在文首加上敘述文字，然此敘述文

字的目的乃是要突顯人物語言的精彩動人處，如： 

 

      王文度、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年大而位小，王年小而位大；將前，更 

                                                 
371 《大唐新語》，頁 182－183。 
372 《大唐新語》，頁 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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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秕在前。」范 

      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排調 46）373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之曰： 

      「元規塵污人。」（輕詆 4）374 

 

這兩條記載的重點皆在強調時人的巧語妙答，而文首的敘述文字，目的便在突顯

人物言語的巧妙：第一例中先敘述了王文度、范榮期二人的情形，以彰顯「糠秕」、

「沙礫」比喻的巧妙；第二例中「庾公權重，足傾王公」的文字，有助於說明之

後王公「元規塵污人」一語的語意內涵。然與此相較，《大唐新語》特重於交代

故事發生的時間與時代背景，如前述例子中的「景龍末，……」、「周興、來俊臣

等，羅告天下衣冠，……」「則天初革命，……」等，保存史事的意味濃厚，更

接近於史傳作品的書寫模式。 

 

（二）於文末加上補敘文字 

    《大唐新語》常常會在主要敘述告一段落後，加上若干具有補充性質的說明

文字，藉以疏解人物言行中某些不易為人明暸之處，以下舉出二例予以闡述： 

 

      太宗謂侍臣曰：「朕戲作豔詩。」虞世南便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 

      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行，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不奉詔。」太 

      宗曰：「卿懇誠若此，朕用嘉之。群臣皆若世南，天下何憂不理！」乃賜 

      絹五十疋。先是，梁簡文帝為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 

      之宮體。晚年改作，追之不及，乃令徐陵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永興 

      之諫，頗因故事。（公直 5）375
 

 

本來，故是記載至「太宗曰：『卿懇誠若此，朕用嘉之。群臣皆若世南，天下何

憂不理！』乃賜絹五十疋。」即可停筆，但劉肅為了說明虞世南之諫其來有自，

特別以「先是，梁簡文帝為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

                                                 
373 楊勇：《《世說新語》校箋》，頁 611。 
374 楊勇：《《世說新語》校箋》，頁 622。 
375 《大唐新語》，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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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年改作，追之不及，乃令徐陵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永興之諫，頗因故事。」

等史實予以補充說明，如此，當可說明虞世南之言乃以前代之失為鑒，正如劉肅

所重亦以前朝之得失為鑒一樣。 

 

      賈嘉隱，年七歲，以神童召見。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李勣於朝堂立語， 

      李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李曰：「此槐也， 

      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為松樹。」無忌連問之曰：「吾所 

      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不能復矯對耶？」嘉隱應 

      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 

      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胡面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狀貌 

      胡也。（聰敏 7）376 

 

年僅七歲的賈嘉隱，以詭言和當時的兩位朝中大臣長孫無忌、李勣應答而佔了上

風，突顯出其聰敏的神童形象，文末「勣狀貌胡也。」乃是劉肅藉以說明賈嘉隱

的言詞由來，如果省略不書，吾人當無以明白這位神童的巧言之妙。而正由於此

文末的補敘文字，賈嘉隱的聰敏才智方得以彰顯。上述二例中劉肅於文末加上的

補敘文字，正是其用心所在。 

 

（三）記某人事蹟之外，兼記其先世或子孫 

    史傳作品中，常出現附傳的手法，所謂附傳，乃是指相對於傳目標出的正傳

人物而言。從反映歷史的角度來說，附傳人物往往是那些該記，但地位較低、事

蹟較少、不值得單獨立傳的人物。377如《史記․淮陰侯列傳》，主要記載的是淮

陰侯韓信的事蹟，而將蒯通傳附於其中。《大唐新語》雖未採用《史記》紀傳體

的形式，無所謂的「傳目標出的正傳人物」，但明顯地接受了這種附傳的敘事手

法： 

 

      馮元常闔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従事，夜則盡會禮堂， 

      雖病亦各臥東西壁，一床而已，除服乃歸私室。曆官左右丞，多所厘革， 

                                                 
376 《大唐新語》，頁 119。 
377 周虎林：《司馬遷的史傳文學世界》（台北，文津出版社，1995 年），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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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無留事。……則天甚不悅，出為隴州刺史，尋構害之。神龍初，詔旌其 

      門為「忠臣門」。元常忠孝正直，冠絕古今，而神理福善，眇然無依，天 

      下咸惜之。元常祖慈明，李密之亂，為賊所執。慈明乃潛使人奉表江都， 

      論賊形勢，密義而釋之。慈明知天命有歸，勸密歸國，密不納。賊帥翟讓 

      怒駡慈明，明曰：「天子使我剪除爾輩，不圖為賊所執，合殺但殺，何煩 

      罵也！」讓大怒，亂斫而死。煬帝聞而傷之，贈銀青光祿大夫，諡曰壯武 

      公，拜二子為承務郎。（友悌 2）378 

 

此則故事主要記載馮元常友悌的表現，在元常居兄弟服制時，「晝則従事，夜則

盡會禮堂，雖病亦各臥東西壁，一床而已，除服乃歸私室。」至情至性的表現，

終在中宗神龍初年得到旌表。文中「常忠孝正直，冠絕古今，而神理福善，眇然

無依，天下咸惜之。」充分流露劉肅的惋惜之情。在記下這樣一位友悌忠直的良

臣之後，劉肅續寫其祖父馮慈明的故事，慈明的忠烈行誼雖然惹來殺身之禍，然

身死留名，不僅讓隋煬帝追贈銀青光祿大夫，亦讓劉肅載之書冊，劉肅兼寫馮慈

明之事，當欲藉之以明馮氏一門忠良，代以相傳。 

 

      盧懷慎，其先范陽人。祖父悊為靈昌令，因家焉。懷慎少清儉廉約，不營 

      家業，累居右職。及乘鈞衡，器用服飾無金玉文繡之麗，所得俸祿，皆隨 

      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不免匱乏。……玄宗幸東都，……明年，車駕 

      還京師，望見懷慎別業，方營大祥齋，憫其貧乏，即賜絹五百疋。……子 

      奐歷任以清白聞，為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年，玄宗還京師，次陝城頓， 

      賞其政能，……天寶初，為晉陵太守。嶺南利兼山海，前後牧守贓汙者多， 

      乃以奐為嶺南太守，貪吏斂跡，人庶愛之。（清廉 9）379 

 

和上一則不同的是，文章從父親盧懷慎開始寫起，寫其謹守清廉儉約的優良舉措 

。之後續記子輩盧奐的清廉事蹟：「嶺南利兼山海，前後牧守贓汙者多，乃以奐

為嶺南太守，貪吏斂跡，人庶愛之。」父子相傳，正是這種優良門風的延續，讓

盧氏父子皆能謹守清廉儉約之德，自當垂美簡冊，流芳萬世。 

                                                 
378 《大唐新語》，頁 84。 
379 《大唐新語》，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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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審禮為工部尚書，儀鳳中，吐蕃將入寇，審禮率兵十八萬，與吐蕃將論 

      欽陵戰于青海。王師敗績，審禮沒焉。審禮諸子詣闕，自請入吐蕃以贖其 

      父，詔許之。次子岐州司兵易従投蕃中省父，比至，審禮已卒。易従晝夜 

      泣血。吐蕃哀其至性，還其父屍。……審禮，刑部尚書德威之子也，少喪 

      母，為祖母元氏所養。元氏有疾，審禮親嘗藥膳，事母亦以孝聞。……易 

      従後為彭城長史，為周興所陷，系于彭城獄，將就刑，百姓荷其仁恩，痛 

      其誣枉，……易従一門仁孝，舉無與比，而橫遇冤酷，海內痛之。子升， 

      年十歲，配流嶺南。後六道使誅流人，升以言行忠信，為首領所保，匡救 

      獲免。（孝行 7）380 

 

此則故事記載劉審禮、劉易從、劉升一門三代，文章先敘審禮與吐蕃激戰失敗而

犧牲，其子「詣闕，自請入吐蕃以贖其父，詔許之。」已見劉氏子息之孝忱，而

後專記劉易從「投蕃中省父，比至，審禮已卒。易従晝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

還其父屍。易従徒跣萬里，護櫬以歸，葬于彭城故塋。」不畏萬里之遙，從蕃中

護送父親棺木回鄉，只為不讓父親屍骨流落異鄉，著實讓人感動。而原來這樣的

孝行乃其來有自，「審禮，刑部尚書德威之子也，少喪母，為祖母元氏所養。元

氏有疾，審禮親嘗藥膳，事母亦以孝聞。」正是劉審禮的以身作則，才能培養出

一門孝子。文末再寫第三代劉升「以言行忠信，為首領所保，匡救獲免。」的故

實，劉氏三代皆展現出仁義忠孝的行誼，讓劉肅讚頌不已，不惜以大量篇幅詳加

記載。以上三例，皆可見出如同史傳作品附傳手法的表現。  

 

（四）二人（以上）事蹟並列 

    有些時候，劉肅會將二人（以上）的故事予以併記，蓋因其事蹟言行有相似

的特點，茲舉二例說明之： 

 

      高祖嘗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僧惠乘講《金剛經》，道士劉進嘉 

      進《老子》。詔劉德明與之辯論，於是詰難蜂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 

      玄、佛義，各有宗旨，劉、徐等並當今傑才，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 

                                                 
380 《大唐新語》，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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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矣。」賜帛五十疋。時有國子司業蓋文達，涉經史，明三《傳》。竇抗為 

      冀州，集諸儒士，令相論難。時劉焯、劉執思、孔穎達、劉彥衡等皆在坐。 

      既相酬答，文達所言，皆出其意表。竇大奇之，因問：「蓋生就誰學？」 

      劉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為師導。」竇曰：「可 

      謂冰生於水而寒于水也。」（褒錫 1）381
 

 

此則記載劉德明與蓋文達的故事，前者因與當時知名的儒學、佛學、道學學者進

行辯論時折服了對方，讓唐高祖大加讚賞；後者蓋文達則因與當時儒士劉焯、劉

執思、孔穎達、劉彥衡互相酬答時展現出過人才智，亦受到冀州刺史竇抗的嘆服，

二人皆因豐富的才學而受到褒揚，當是劉肅將之併記的原因。 

 

      侯思止，貧寒無賴，事恒州參軍高元禮家。則天朝，以告變授侍御史，按 

      中丞魏元忠，曰：「急奉白司馬，不然即吃孟青。」洛陽北有阪名白司馬， 

      將軍有姓孟名青棒者。思止閭巷傭保，嘗以此謂諸囚也。……來俊臣黨人 

      與司刑府吏樊甚不協，誣以謀反，誅之。其子訴冤於朝堂，無敢理者，乃 

      引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劉如璿不覺言唧唧而淚下。俊臣奏：「如璿黨惡 

      人。」下獄，……處以絞刑。則天宥之，流於瀼州。子景憲訴冤，得徵還， 

      復本官。俊臣無文，其批鄭愔之詞也。則天時，朝士多不自保，險薄之徒， 

      競告事以求官賞。左司員外霍獻可嘗以頭觸玉階，請殺狄仁傑、裴行本。 

      行本，獻可之舅也。既損額，以綠帛裹之襆頭下，常令露出，冀則天見之。 

      時人方之李子慎。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見其著緋衫，覆床涕泣 

      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酷忍 7）
382 

 

故事共記載四位酷吏的醜惡嘴臉：侯思止、來俊臣、霍獻可、李子慎，劉肅予以

併觀，實欲突顯出奸險小人的惡劣行徑。侯思止出身閭巷傭保，不學無術，只因

曲迎拍馬、告密有功而得以授官為侍御史，其無賴嘴臉在審理忠良魏元忠時表露

無遺。來俊臣則是不分青紅皂白，只要不順己意者皆能將之下獄，文中「俊臣無

文，其批鄭惰之詞也。」隱含劉肅對他的鄙視之意。文末所記二人更是寡廉鮮恥，

                                                 
381 《大唐新語》，頁 162。 
382 《大唐新語》，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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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獻可為了升官，不惜誣告己舅裴行本，為了表現出「忠心」，竟然「以頭觸玉

階」且「既損額，以綠帛裹之襆頭下，常令露出，冀則天見之。」其泯滅人性的

行徑當為劉肅所不齒。文章順勢帶出另一個不知羞恥的李子慎，「時人方之李子

慎。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見其著緋衫，覆床涕泣曰：『此是汝舅血染

者也！』」母親深明大義，可惜兒子有如衣冠禽獸，劉肅當深深嘆息才是。劉肅

將此四人併記，足能充分反映出則天時期陰險輕薄之徒，爭相告密以求升官得賞

的低劣惡風。於此，劉肅運用了史傳作品中常見的合傳書寫手法，所謂合傳乃指

數人合敘，以其行事名位相類，故互參並錄，以收「相得益彰」之效。383劉肅將

侯思止、來俊臣、霍獻可、李子慎等人併記，一方面使史實相對集中，便利於再

現歷史；一方面使不同人物有所比較，有利於性格的塑造，如此，更收「彰顯」

這班酷吏的惡劣醜態之效。 

    筆者以為，不論是在「記某人事蹟之外，兼記其先世或子孫」，或是將「二

人（以上）事蹟並列」等敘事手法的運用，皆可於史傳作品中找到傳承的痕跡，

因此，《大唐新語》實乃更接近於史部之作才是。 

    綜上所論，劉肅在撰作《大唐新語》時，無論在選擇史料，敘述語言的使用，

以及運用多元的敘述手法等面向，皆可見其用心之處，蓋劉肅志在藉由書中所記

人物以勸善懲惡與存古，故在其所設立的門類中，致力選擇出相應的人物、事件，

並予以適當的著墨，就這一點看來，劉肅比之撰寫正史者，更強化了自身的主觀

意識，此乃筆者所謂劉肅在敘事上的運用之巧。 

    本章從劉肅對於中國史傳敘事傳統的繼承談起，析論劉肅如何承襲《國語》

以記言為主的書寫模式，而後探討劉肅自身在敘事寫人時所展現的多元手法，希

望能重現《大唐新語》的敘事藝術，必須再次申明的是，筆者並非要完全否定《大

唐新語》受《世說新語》影響的可能，只是從劉肅著作動機與旨趣，思想主題，

以及記言的特質及其自身的用心努力上，皆可看出《大唐新語》與《世說新語》

有所不同之處，與後世一般純然模仿《世說新語》之作實不宜等同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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