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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詩詞意象的比較 

意象與章法句構乃是形成一篇詩歌的重要因素，本章將討論歐陽脩詩詞中較重要的

意象，章法句構則歸於下一章表現方法中討論。由於同一作家在文學作品中使用的意象

往往具有共通的意涵或象徵意義，若將詩詞分為兩節論述恐流於重複瑣碎，因此本章將

分節論述詩詞共通意象及分析其中意涵，由於詩詞數量相差懸殊，加上詩較多紀實而詞

偏重抒情，因此論述中的佐證以詩為主，以詞為輔。 
意象在作品中的作用可以是明喻、隱喻或象徵性的，目的乃在於把一些不可具感的

概念，化成為可以具感的意象。因為詩歌乃訴之於人之感性而非理性，所以能與人一種

真切可感的意象乃是一首好詩的基本要素。寫景的詩詞固然以「如在目前」的描寫為好，

抒情述志的詩詞更貴在作者能借鮮明具感之意象表現抽象情意，才能給讀者深切的感

受。152意象之意，是詩人主觀情意，了解詩歌意象，我們就可以與詩歌對話，也可以與

詩人對話，看盡了詩人一生所用的意象，我們便可以與歷史裡的詩人一生對話。我們對

歐陽脩的詩詞進一步分析，發現其中有不少共通的意象，如他對過往的追憶經常使用洛

陽意象，他對隱遁心懷的表述經常以潁州西湖及山林花鳥來象徵等。 

第一節  洛陽意象 

歐陽脩於天聖九年三月到洛陽任西京留守推官，其時錢惟演（962～1034）為留守，

幕府中又有張先（992～1039）153、謝絳（995～1039）、尹洙（1001～1046）、梅堯臣（1002
～1060）等人，與歐陽脩「日為古文歌詩，遂以文章名冠天下」154，歐陽脩自謂：「主

人樂士喜文學，幕府最盛多交朋」（〈送徐生之澠池〉）、「洛社當年盛莫加，洛陽耆老至

今誇。」（〈酬孫延仲龍圖〉）。 
洛陽不但是歐陽脩仕宦生涯的起點，同時也為他後來的文學事業與政治路向及詩文

革新的開展與影響奠下重要的基礎，但是洛陽意象對我們研究歐陽脩詩歌作品的意義又

不僅於此。王水照認為歐陽脩對洛陽的追憶與形成其散文主體風格有關155，程杰也說：

「洛陽時期豪邁歡快的生活成了歐陽脩反覆回憶並引以自豪的往事」，對洛陽舊友的追

憶「幾乎構成了詩歌吟詠不絕的主題」156。陳湘琳更進一步提出洛陽不只是個實存的空

間，更是一個記憶的場景，透過洛陽追憶往昔、重溫故事，洛陽在歐陽脩的文學中有著

重要的象徵意義157。 
從歐陽脩詩文所見，與洛陽有關的詩句出現得相當頻繁，不僅因為身在洛陽的那三

                                                 
152 葉嘉瑩：〈從比較現代的觀點看幾首中國古詩〉，《迦陵談詩》（臺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 年

10 月），頁 252-254。 
153 宋代有兩位張先，字也都是子野，一是博州人，曾與歐陽脩同在洛陽幕府，另一位則是號張三影的詞

人，乃烏程人，生於淳化元年（990），卒於元豐元年（1078）。 
154 胡柯：〈廬陵歐陽文忠公年譜〉，李之亮箋注，《歐陽脩集編年箋注》第八冊，頁 393。 
155 王水照：〈歐陽脩散文創作的發展道路〉：「對洛陽文人的追念成為歐陽脩巨大的精神財富，對形成他

散文主體風格即『六一風神』產生了不容忽視的作用。」《社會科學戰線》1991 年第 1 期（1991 年 1
月），頁 145。 

156 程杰：《北宋詩文革新研究》（臺北：文津出版社，1996 年），頁 190-202。 
157 陳湘琳：〈記憶的場景：洛陽在歐陽脩文學中的象徵意義〉，《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 年第三期（2007

年 3 月），頁 8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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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過著浪漫的詩酒生活故而創作量大，更因為從他離開洛陽，往東京開封擔任館閣校勘

起，就不斷懷念這段生命中最意氣風發和浪漫不羈的青春歲月，在這些懷念洛陽的詩文

中，洛陽逐漸成為他充滿理想、生機、友誼、性情與歡樂的生活的代名詞，因此在這些

回憶中，「盛」是追憶當年洛陽情事的重點，如「交遊盛京洛」（〈答梅聖俞寺丞見寄〉）、

「洛社當年盛莫加」（〈酬孫延仲龍圖〉），詞則偏重歡快的感覺：「憶昔西都歡縱」（〈夜

行船〉）。景祐元年的〈書懷感事寄梅聖俞〉詩中歐陽脩描繪出洛陽生活多麼快意酣暢，

同時已感到那段絢爛多姿的歲月不再來，往後在人生更艱困的時刻，歐陽脩更常借往昔

的欣悅懷念，來表達對現狀的感傷慨嘆，如：  
我昔初官便伊洛，當時意氣尤驕矜。主人樂士喜文學，幕府最盛多交朋。……爾

來飄流二十載，鬢髮蕭索垂霜冰。同時竝遊在者幾，舊事欲說無人應。文章無用

等畫虎，名譽過耳如飛蠅。榮華萬事不入眼，憂患百慮來填膺。（〈送徐生之澠池〉，

頁 85） 

作者在詩中借盛與衰、昔與今強烈對比，不僅表達對盛年之緬懷，更是晚年對年老

心衰及人世滄桑現實的感傷。又如〈玉樓春〉詞： 
常憶洛陽風景媚。煙暖風和添酒味。鶯啼宴席似留人，花出牆頭如有意。 別來

已隔千山翠。望斷危樓斜日墜。關心只為牡丹紅，一片春愁來夢裡。（〈玉樓春〉，

頁 2020） 

即使已遠隔千山，每到春來，詞人仍會經常想到洛陽的牡丹紅及當初的宴席鶯啼，

又因心知回不了過去，因此一股愁緒時時縈繞夢中，意同「須知千里夢，長繞洛川橋」

（〈初至夷陵答蘇子美見寄〉）。 
洛陽意象包含伊川洛水等名勝景物，以及更重要的洛陽花（牡丹）和洛陽故人。 

（一）洛陽花（牡丹）：象徵不返的盛年 

在歐陽脩追憶洛陽的詩詞中，牡丹花是其中最重要的共同意象。不管是姚黃、魏紫、

腰帶鞓、潑墨、鶴翎、添色皆為牡丹名品，許多時候「花」更是洛陽的代稱──如洛陽

花、洛城花、牡丹，甚至一個簡單的「花」字158，如：「直須看盡洛城花，始共春風容

易別」（〈玉樓春〉）、「伊川山水洛川花」（〈夜行船〉），而歐陽脩則每每喜歡自稱「洛陽

花下客」：「曾是洛陽花下客，野芳雖晚不須嗟」（〈戲答元珍〉）、「曾是洛陽花下客，欲

誇風物向君羞」（〈夷陵書事寄謝三舍人〉）。 
歐陽脩對洛陽生活的追憶往往是與賞花活動相牽繫的，如「昔在洛陽年少時，春思

每先花亂發」（〈病中代書奉寄聖俞二十五兄〉）、「憶在洛陽年各少，對花把酒傾玻璃」（〈寄

聖俞〉）、「洛陽三見牡丹月，春醉往往眠人家」（〈眼有黑花戲書自遣〉）、「關心只為牡丹

紅」（〈玉樓春〉）。洛陽牡丹之於他，正如故人般親切：「惟我曾遊洛，看花若故人」（〈題

光化張氏園亭〉），以〈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丹〉、〈答西京王尚書寄牡丹〉二詩為例： 
我時年纔二十餘，每到花開如蛺蝶。姚黃魏紅腰帶鞓，潑墨齊頭藏綠葉。鶴翎添

色又其次，此外雖妍猶婢妾。爾來不覺三十年，歲月纔如熟羊胛。無情草木不改

色，多難人生自摧拉。見花了了雖舊識，感物依依幾抆睫。念昔逢花必沽酒，起

坐驩呼屢傾榼。 而今得酒復何為，愛花繞之空百匝。（〈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

                                                 
158 洛陽人稱牡丹為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丹，其名之著，不假曰牡丹而可知也。」歐陽脩：〈洛陽牡

丹記〉，《歐陽脩全集》，頁 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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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頁 112） 

新花來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興未窮。年少曾為洛陽客，眼明重見魏家紅。卻思初

赴青油幕，自笑今為白髮翁。西望無由陪勝賞，但吟佳句想芳叢。（〈答西京王尚

書寄牡丹〉，頁 223） 

歐陽脩回憶年少時的自己，每到花開就化身為蛺蝶，翩飛於牡丹花叢中，三十年後

重見牡丹，在「卻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為白髮翁」的對照下，才有「無情草木不改色，

多難人生自摧拉」的感嘆，於是「見花了了雖舊識，感物依依幾抆睫」，花可重見，盛

年難再，借著洛陽花，詩人重憶洛陽、重憶盛年，嘆盛年之不返，因此感物而抆淚。 

（二）洛陽故人：象徵不可逆轉的人生 

歐陽脩在詩文中屢屢提到洛陽與洛陽故人。從早年暫別「追懷洛中俊」（〈代書寄尹

十一兄、楊十六、王三〉）、「騎馬欲尋無故人」（〈送張屯田歸洛歌〉），到晚年唏噓「同

時竝遊在者幾，舊事欲說無人應」（〈送徐生之澠池〉）、「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無

一半。」（〈玉樓春〉），他對洛陽生活的眷戀，有一半源於那些洛陽故人，而洛陽往昔之

難以回歸，只能反覆追憶，其實不只是因為地理上遠近的區隔，更是因為「洛陽舊友一

時散，十年會合無二三」（〈聖俞會飲〉），後來故人相繼謝世，獨存他兀然一身，今日與

疇昔，死亡與存活之間的距離，根本無法逾越，因此，在詩中，洛陽懷想就永遠存著生

命無常、人生不可逆轉的悲慟與感傷。以〈再至西都〉為例： 
伊川不到十年間，魚鳥今應怪我還。浪得浮名銷壯節，羞將白髮見青山。野花向

客開如笑，芳草留人意自閑。卻到謝公題壁處，向風清淚獨潺潺。（〈再至西都〉，

頁 176）  

此詩又名〈寄謝希深〉，作於慶曆四年（1044），歐陽脩巡視河東路途經洛陽，追憶

四年前逝世的謝絳，伊川是二人曾經同遊之地，帶著二人共有的記憶。這十年之間，當

年洛陽集團中的錢惟演、張先、謝絳已先後去世；歐陽脩自己則歷經夷陵之貶、滑州外

放，又經歷第二任妻子楊氏之死及第一任夫人所生子夭亡之痛。「浪得浮名銷壯節，羞

將白髮見青山」，難怪歐陽脩要說魚鳥怪我還，怪是驚訝的意思。這時慶曆新政已開始

推行，他不但位居高職，在文壇也十分有地位，但他卻說這一切都是浮名──早年在洛

陽的壯志，在種種打擊壓迫中已漸漸消磨。在這樣的人生轉折後，面對當年謝公題壁處，

自然要「向風清淚獨潺潺」。此次重回故地，故人卻難以挽回，面對熟悉的景物，心頭

湧上來的不是欣悅，反而是無盡的感傷。因此我們推知：他離開洛陽後所寫的懷洛詩文

中，真正懷念的，並非洛陽，而是洛陽故人；真正悲傷的，不只是壯節的消磨，而是故

人的離世。 
再如嘉祐五年因梅堯臣病逝所作的〈哭聖俞〉，全詩如押韻的祭文，除了強調梅氏

一生之不遇與清苦，還追憶兩人三十年的深厚情誼。值得注意的是：詩歌從題目到內容，

表面上寫的是梅堯臣，但實質上，詩歌所悼念的似乎又不只梅堯臣一人，而這種情況在

歐氏文學作品中又非孤立現象。參看歐陽脩為洛陽故人所寫的許多篇墓誌銘或祭文中就

常出現類似情況：文章並非只寫死去的那個人──追憶，是對整個洛陽情事的追憶，悼

念，也往往是對所有離世的洛陽故人的悼念。梅堯臣在洛陽故人中卒年較遲，當梅離世

時，洛陽故人已凋零殆盡，因此當歐陽脩在詩中說：「送子有淚流如溝」，這淚就似乎不

只是為梅一人而流，更可看作是為那全體已逝的洛陽故人及兀然獨存的自己而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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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詞中把對洛陽友人的感情做了更纏綿的傾訴：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垂楊紫陌洛城東。總是當時攜手處，遊遍芳叢。 聚散

苦匆匆。此恨無窮。今年花勝去年紅。可惜明年花更好，知與誰同。（〈浪淘沙〉，

頁 2035） 

十載相逢酒一卮。故人才見便開眉。老來遊舊更同誰。 浮世歌歡真易失，宦途

離合信難期。尊前莫惜醉如泥。（〈浣溪沙〉，頁 2041） 

憶昔西都歡縱。自別後、有誰能共。伊川山水洛川花，細尋思、舊遊如夢。 今

日相逢情愈重。愁聞唱、畫樓鐘動。白髮天涯逢此景，倒金尊、殢誰相送。（〈夜

行船〉，頁 2043） 

第一首人在洛陽追憶往昔攜手共遊，感嘆好友聚散匆匆，第二首則是寫經歷宦海風

波之後，得以再和老友重逢的複雜情緒，第三首也是與友重逢，但口吻更惆悵，情調更

感傷。 
洛陽生活之所以值得再三回憶，正是因為有那些同悲同喜同歡唱的好友；而洛陽生

活之所以只能再三回味，也正是因為故人蓬散四方又相繼謝世，獨存他兀然一身。今日

與疇昔，死亡與存活之間的距離，無從逾越，洛陽所聯繫的青春、懷抱、友誼只能活在

記憶中才不凋零，因此，洛陽懷想就永遠存著歐陽脩對人生不可逆轉的悲慟與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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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潁州意象 

歐集中全部詩詞共一千多首，而跟潁州有關的詩詞就高達一百多首，連絕筆詩〈絕

句〉也是詠潁州焦陂，潁州情結見證他一生宦海浮沉，未能實現其政治抱負，轉而寄情

山水，歸隱田園的心靈寫照。 
若說洛陽是歐陽脩生命歷程的起點，則潁州就是其終點，離開潁州後，他在詩中開

始大量抒發思潁之情，「簡直構成一種強烈的回歸情節」159，而即使較少指實時間地點

的詞作也有十二首跟潁州西湖有關，其中包含以〈采桑子〉詞牌連寫十首來歌詠西湖的

好。陸子履輯得〈思潁詩〉十三篇、〈續思潁詩〉十七篇共計二十篇，刻於石上以茲紀

念，歐陽脩為此還寫了〈續思潁詩序〉說自己思潁的心情是：「余之年益加老，病益加

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160 
洛陽往昔如此美好，歐陽脩為什麼不選擇洛陽當安身立命之處呢？如前所論，洛陽

往昔雖然美好，但其象徵的情事卻不美好──洛陽象徵盛年不返、故人不再，即使他晚

年又重返京師擔任高官，心理卻是孤寂的。因此洛陽只能永遠存在回憶中，只能是「現

在」的對照組，只能是「往昔」與「未來」的一個轉折點，它是個時間的交疊點，指向

過去，也指向未來，在「過去」的映照中，歐陽脩選擇的未來是潁州：「洛城三月鶯亂

飛，潁陽山中花發時。……子歸為築巖前室，待我明年乞得身」。所以說潁州意象指涉

的意涵，相較於洛陽就單純的多，就是單純、寧靜、安詳、美好的晚年落腳處，因此在

歐陽脩的詩詞之中，潁州就幾乎跟歸隱畫上等號。 
慶曆五年正月，范仲淹和富弼、杜衍等因朋黨罷參知政事。眼見新政無以為繼，歐

陽脩就萌生自劾歸田的念頭，他在〈班班林間鳩寄內〉詩中自述為了報國而無法兼顧家

室，為了改革朝政得罪不少權貴，守舊派鬥爭的對象必少不了自己，不如就先自請貶謫

外放，「安得攜子去，耕桑老蓬蓽」，希望能跟妻子一起過著逍遙自在的日子！此後，

歐陽脩即常在仕與隱之間掙扎徘徊：「人生一世浪自苦，盛衰桃杏開落間。」（〈鎮陽

殘杏〉）皇祐六年（1049）歐陽脩初任潁州知州，對潁州西湖美麗的風光一見傾心，並

萌發要在此歸田退休的念頭。〈初至潁州西湖，種瑞蓮、黃楊，寄淮南轉運呂度支發運

許主客〉： 

平湖十頃碧琉璃，四面清陰乍合時。柳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來遲。啼禽似

與遊人語，明月閑撐野艇隨。每到最佳堪樂處，卻思君共把芳巵。（頁 188） 

飽經滄桑後，歐陽脩對生命形成一種新的審美心態，不再追求眾人爭喧的爛漫群

花，而轉向了在獨靜中品嘗平淡的真味。後來更在潁州卜居作為退休準備，此後即常在

詩中吐露歸潁心意。 

及身彊健始為樂，莫待衰病須扶攜。 行當買田清潁上，與子相伴把鋤犁。（〈寄

聖俞〉，頁 80） 

軒冕非吾志，風霜犯客顏。 惟應思潁夢，先過穆陵關。（〈曉發齊州道中〉二首

之二，頁 243） 

官高責愈重，祿厚足憂患。暫息不可得，況欲閑長年。少壯務貪得，銳意力爭前。

                                                 
159 彭曙蓉：〈從洛陽到潁州，絢爛歸於平淡〉，《喀什師範學院學報》2008 年 5 期，頁 76。 
160 歐陽脩：〈續思潁詩序〉，《歐陽脩全集》，頁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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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來難勉強，思此但長歎。決計不宜晚，歸耕潁尾田。（〈偶書〉，頁 766） 

第一首邀摯友梅堯臣趁身體強健，趕快急流勇退，一起歸隱潁州；第二首更明白地

說「軒冕非吾志」，日日思念潁州；第三首則是感嘆要乞身歸隱並不容易。歐陽脩晚年

雖然平步青雲，得伴君側並未使他打消歸隱的念頭，反而在詩中更急迫地傳達他極希歸

潁的滄州之志：「自憐思潁意，無異旅人愁。」（〈謁廟馬上有感〉），詩人總是在感

嘆年老同時，再三提及歸潁之志：「夢寐江西未得歸，誰憐蕭颯鬢毛衰」（〈寄閣老劉

舍人〉）、「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老」（〈歸田四時樂春夏〉二首之二） 

一直到熙寧四年夏天，歐陽脩才終於得以致仕，在詩中難掩其欣喜之情： 

人事從來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如潁水閑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寄韓

子華〉，頁 831）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年」（〈答資政邵諫議見寄〉二首之二），在這

些為數眾多的思潁詩中一再強調「閒」，得以窺見潁州在歐陽脩心中的形象不只是風光

秀媚：「焦陂荷花照水光，未到十里聞花香」（〈憶焦陂〉）、「黃栗留鳴桑葚美，紫

櫻桃熟麥風涼」（〈再至汝陰三絕〉三首之一），而且人和俗淳、清閒寧靜，正符合厭

倦宦海浮沉、亟欲避開人事鬥爭、當個逍遙的江湖釣叟的歐陽脩所需：「悠悠身世比浮

雲，白首歸來潁水濆」（〈退居述懷寄北京韓侍中〉二首之一）。雖然歸潁的計畫拖延

二十年才完成，但畢竟是完成了，詩中透露自豪之意。 

歐詞中的潁州意象集中在對西湖美景的歌詠，但是第十首〈采桑子〉則交代了他歸

隱西湖的心情： 
平生為愛西湖好，來擁朱輪。富貴浮雲。俯仰流年二十春。 歸來恰似遼東鶴，

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識當年舊主人。（〈采桑子〉，頁 1993） 

他特意將知潁州與愛西湖聯繫起來，是為了突顯自己對西湖的愛很早就有淵源，至

老而彌堅。「俯仰流年二十春」時間跨度極大卻只用富貴浮雲輕輕帶過，其中蘊含了詞

人在長期政治生活及人生道路上許多難以言明，也難以盡言之意。過片化用丁令威學仙

化鶴歸來典故，點明視富貴如浮雲以後的歸來，與上片擁朱輪恰成對比，「城郭人民。

觸目皆新」則是突出世情變化，以逼出末句「誰識當年舊主人」的人生感慨。161 

晚年的歐陽脩在〈寄河陽王宣徽〉詩中這樣說： 

誰謂蕭條潁水邊，能令嘉客少留連。肥魚美酒偏宜老，明月清風不用錢。

況值湖園方首夏，正當櫻筍似三川。自知不及南都會，勉彊猶須詫短篇。 

（〈寄河陽王宣徽〉，頁 831） 

三川指洛陽的伊、洛、瀍三水，即使潁州「肥魚美酒偏宜老，明月清風不用錢」，

還是要拿來和記憶中的洛陽相比。這貌似蕭條平淡的潁水風光和生活，因為詩人用自由

無價的審美理想去觀照，用藝術化的心靈去體悟，故能讓個體進入一種物我交融的清雅

恬靜的境界，雖然他仍然懷念洛陽，但昔日的絢爛熱烈已融入了眼下的平靜淡泊。 
從洛陽到潁州，歐陽脩在詩詞中呈現他從仕進到退隱，從往外追尋、關懷社會到向

內省思、成就個體生命價值與心靈自由，從絢爛到平淡的生命審美歷程。 
 

                                                 
161 參見劉學鍇評析，收入唐圭璋等：《唐宋詞鑑賞集成》（臺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1 年 12 月），頁

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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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然意象 
本節探討歐詩與歐詞中較重要的自然意象，包含山、花卉及飛鳥。 

一、山意象 

歐陽脩詩中山出現四百多次，詞出現四十多次，比例都很高，尤其他也曾說：「須

知我是愛山者，無一詩中不說山」（〈留題南樓二絕〉二首之一），可見山在其作品中是

個重要的意象。歐陽脩筆下的自然山呈現千姿百態的景象，有些雄奇：「嵩峰三十六，

終日對高閣。陰晴無朝暮，紫氣常浮泊。雄然九州中，氣象壓寥廓」（〈登絳州富公嵩巫

亭示同行者〉），有些清幽：「斷徑履頹崖，孤泉聽清溜。深行得平川，古俗見耕耨。 澗

荒驚麏奔，日出飛雉雊。盤石屢欹眠，綠巖堪解綬」（〈憶山示聖俞〉），有的秀麗：「日

泛花光搖露際，酒浮山色入樽中」（〈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有的險峻：「亦嘗到黃

牛，泊舟聽猿狖。巉巉起絕壁，蒼翠非刻鏤。陰巖下攢叢，岫穴忽空透」（〈憶山示聖俞〉），

有的朦朧：「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朝中措〉），總之，歐陽脩筆下的山總是

令人感到親切、讓人神往的。 
歐陽脩愛山，除了出於遊賞的目的之外，還因為他在山的形象中體會到自然的生命

狀態以及自然對靈魂的呼喚，他自稱愛山者，應是受到陶淵明「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

山」（〈歸園田居〉其一）的影響，他早年就嚮往淵明創造的桃源仙境：「青蘿綠桂何岑

寂，山鳥嘐嘐不驚客。松鳴澗底自生風，月出林間來照席。仙境難尋復易迷，山回路轉

幾人知。惟應洞口春花落，流出巖前百丈谿」（〈三遊洞〉），也曾說：「吾愛陶靖節，有

琴常自隨」（〈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二首之一），表達了他對陶淵明的景仰之情，

於是在歐陽脩的作品中，山往往成為世俗的對照物：「吾聞廬山久，欲往世俗拘」（〈送

曇穎歸廬山〉）、「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遊瑯琊山〉）。遊山對歐陽脩來說，不僅

是對自然風景的觀賞，更是享受一種重返自然、重獲自由的喜悅，因此他遊山若有隨從

相陪，往往不能盡興：「自嫌前引朱衣吏，不稱閑行白髮翁」（〈毬場看山〉），他討厭隨

從卻喜歡野老：「使君厭騎從，車馬留山前。行歌招野叟，共步青林間」，他不擺官架子：

「麋鹿魚鳥莫驚怪，太守不將車騎來」（〈遊石子澗〉）、「野僧不用相迎送，乘興閑來興

盡歸」（〈瑯琊山六題：班春亭〉），所以能真正融到山水之中，與自然冥合。 
歐陽脩孜孜追求山林之樂，因此，山意象經常與歸隱之念結合。如〈送劉虛白〉二

首之二：「我嗟韁鎖若牽拘，久羡南山去結廬」，〈登絳州富公嵩巫亭示同行者〉：「嵩山

近可愛，泉石吾已諾。終期友幽人，白首老雲壑」。「山林」在古代詩歌中一直是隱世居

處的代稱，不管歐陽脩是客觀陳述：「山林隱者趣」（〈初晴獨遊東山寺五言六韻〉）、或

自謙：「山林未去猶貪寵」（〈內直晨出便赴奉慈齋宮馬上口占〉）、還是直接表白：「山林

本我性」（〈思二亭送光祿謝寺丞歸滁陽〉二首之一），都暗示我們「山」意象在他的詩

詞中，所表現的常常就是隱逸的情趣。不過，他畢竟沒有成為一個道地的隱士，雖然他

認為「軒冕從來為外物，山川信美獨思歸」（〈歲晚書事〉），但他直到逝世前一年才終於

能夠告老退休，在此之前他對於「歸」都只是「思」而難以付諸行動，因此往往在詩中

羨慕那些歸隱者，同時為自己不能及早歸隱感到慚愧：「徒為憶山吟，耳熱助嘲詬」（〈憶

山示聖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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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歸山仍然可以愛山，江山可以安撫他遷謫的傷痛：「行見江山且吟詠，不因遷

謫豈能來」（〈黃溪夜泊〉）、「經年遷謫厭荊蠻，惟有江山興未闌」（〈離峽州後回寄元珍

表臣〉），江山可以刺激他文學的靈感：「平昔壯心今在否，江山猶得助詩豪」（〈送王學

士赴兩浙轉運〉），他尤其喜愛遠山的意象，一則是「天寒山色偏宜遠」（〈漁家傲〉），一

則是遠山有遙遠意涵及阻斷視線、阻斷音信的功能，因此常用來表現傷遠離懷： 
關山一里一重愁，念遠傷離兩未休。南陌望窮雲似帳，西樓吟斷月如鉤。柳綿飛

後春應減，蘭徑荒時客倦游。擬寄東流問溝水，亦應溝水更東流。 （〈寄張至祕

校〉，頁 779） 

候館梅殘，溪橋柳細。草薰風暖搖征轡。離愁漸遠漸無窮，迢迢不斷如春水。 寸

寸柔腸，盈盈粉淚。樓高莫近危闌倚。平蕪盡處是春山，行人更在春山外。 （〈踏

莎行〉，頁 1997） 

第一首詩訴說他對張至的思念，「關山一里一重愁」是說距離越遠離愁越長，第二

首詞下片寫思婦登樓望遠無法如願因為春山將阻斷視線，而行人更在視線以外的遠方，

因此登高徒增傷悲。類似的用法還有：「一重水隔一重山。水闊山高人不見，有淚無言」

（〈浪淘沙〉）、「別來已隔千山翠。望斷危樓斜日墜」（〈玉樓春〉）、「短亭山翠偏多疊，

送目鴻驚不及群」（〈送竇秀才〉），第一句寫相隔兩地的哀愁，第二句寫歐陽脩對洛陽的

眷戀難捨，第三句寫送別，竟然責怪青山疊太多層，阻斷他遠望的視線，真是突發奇想。 
由此看來，「山」對於歐陽脩的意義重大，難怪他要說：「因此益知為郡趣，乞州仍

擬乞山州」（〈春日獨居〉）。 
在歐詩中的山意象大致如上所歸納，而歐詞中的山意象除了和詩重疊的景色、隱逸

及阻隔等意涵之外，還有二種意思。第一是女子畫的眉型，如「春山斂黛低歌扇」（〈玉

樓春〉）、「斂眉山無緒」（〈洛陽春〉），還有眉型結合離恨的創意巧思：「都緣自有離恨，

故畫作遠山長」（〈訴衷情〉）；第二是擺在枕頭邊的山形屏風，如「枕畔屏山圍碧浪」（〈蝶

戀花〉）、「雲垂玉枕屏山小」（〈玉樓春〉），這兩種意思和詞中主角的女性身分關係密切，

因此都和詞的書寫環境有關。 

二、花卉意象 

歐陽脩的詩詞中，花卉也是極突出的意象之一，花象徵一切美好的事物，因此花的

凋零往往就與美好事物無法挽留的惋惜和悲哀結合在一起，加上歐陽脩愛遊山玩水，在

自然中又更經常會接觸花卉，所以他詩中的花又經常傳遞嚮往自由的隱逸情趣：「山花

與野草，我醉子鳴瑟。但知貧賤安，不覺歲月忽」（〈班班林間鳩寄內〉）、「鳴琴酌酒留

嘉客，引水栽花過一春」（〈答判班孫待制見寄〉），而在歐詩與歐詞的眾多花卉中又以牡

丹、菊和蓮的意象最為突出，牡丹意象已歸為洛陽意象群討論，此處繼續討論菊與蓮在

歐陽脩中年以後的精神世界所扮演的角色。 

（一）菊 

菊在歐詩出現二十九次，在歐詞出現五次。歐陽脩愛菊是中年以後的事，他在〈二

月雪〉詩中說：「寧傷桃李花，無損杞與菊。杞菊吾所嗜，惟恐食不足」，自稱：「花開

少年事，不入老夫目。老夫無遠慮，所急在口腹」，這是開玩笑的口吻，顯現他輕鬆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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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的一面，其實他愛菊不僅是因為口腹之慾，更欣賞菊傲霜耐寒的剛烈性格：「奈寒惟

有東籬菊」（〈霜〉）。因此在時中經常出現霜菊的意象，甚至稱菊為「拒霜花」，在詩中

對菊花性格頗多讚美，如： 
芳菲能幾時，顏色如自愛。 鮮鮮弄霜曉，裊裊含風態。 蕙蘭殞秋香，桃李媚春

醉。 時節雖不同，盛衰終一致。 莫笑黃菊花，籬根守憔悴。（〈拒霜花〉，頁 55） 

蘭枯蕙死誰復弔，殘菊籬根爭豔豔。青松守節見臨危，正色凜凜不可犯。芭蕉芰

荷不足數，狼藉徒能污池檻。（〈新霜〉二首之二，頁 52）  

菊花不僅千姿百態的豔容使人傾慕，它的傲然剛強的氣質更令人折腰，所以，歷代

文人無不賞菊、詠菊、讚菊，甚至連黃巢都曾寫過「待到秋來九月八，我花開時百花殺，

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戴黃金甲」的詠菊詩，以詠菊抒發其胸中之情。詩人賦予菊花

意象至善完美的品質，在萬花凋零的秋天，不怕群威，種種威脅或壓力，展現「凜凜不

可犯」的氣節，可與「松柏後凋於歲寒」的節操相比，即使終究會衰亡，卻仍堅持品格

並不凋零，而是「菊死抱枯枝」、「籬根守憔悴」（〈寄題劉著作羲叟家園效聖俞體〉）。正

如屈原〈離騷〉：「朝飲木蘭之墜露兮，夕餐秋菊之落英」所言，以高貴純潔的心情，採

取傲霜凝露的菊花，來充實志士高潔饑渴的心腸，歐陽脩這一代文人的賞菊食菊風氣是

有其文化內涵的。 

歐陽脩愛菊其中帶有陶淵明影響的痕跡，他不僅像淵明一樣閒暇時愛喝酒，稱菊為

東籬菊：「官閑同小隱，酒美足銜盃。好去東籬菊，迎霜正欲開」（〈夏侯彥濟武陟尉〉），

也曾吟詠淵明百衣送酒的掌故來自我比況：「淵明本嗜酒，一錢常不持。人邀輒就飲，

酩酊籃輿歸。歸來步三徑，索寞繞東籬。詠句把黃菊，望門逢白衣。欣然復坐酌，獨醉

臥斜暉」（〈戲書拜呈學士三丈〉），更追隨淵明欣賞「野徑冷香黃菊秀，平湖斜照白

鷗翻。此中自有忘言趣」（〈答和呂侍讀〉）的意境。因此他很少悲秋，反而很懂得欣

賞秋天百花凋零萬芳蕪穢的殘缺美感：  

當春種花唯恐遲，我獨種菊君勿誚。春枝滿園爛張錦，風雨須臾落顛倒。看多易

厭情不專，鬥紫誇紅隨俗好。豁然高秋天地肅，百物衰零誰暇弔。君看金蕊正芬

敷，曉日浮霜相照耀。煌煌正色秀可餐，藹藹清香寒愈峭。高人避喧守幽獨，淑

女靜容修窈窕。方當搖落看轉佳，慰我寂寥何以報。時攜一樽相就飲，如得貧交

論久要。我從多難壯心衰，跡與世人殊靜躁。種花勿種兒女花，老大安能逐年少。    

（〈希真堂東手種菊花十月始開〉，頁 55）   

這首詩作於慶曆七年，確實，如詩人自訴：「我從多難壯心衰，跡與世人殊靜躁」，

經歷風霜打擊之後的歐陽脩性格修正不少，早年的他愛牡丹的大氣，中年以後的他則更

懂得欣賞性格恬淡、不與群花爭艷而品格自現的菊花。他在此將菊花形容成避喧守幽的

高士，又像是靜容窈窕的淑女，總歸是一種耐得住寂寞、經得起考驗的高尚品格，不是

一般與世浮沉的凡花俗草可望其項背的，在詞中菊花的形象也是如此高雅，不過又添加

一點柔媚的性格： 

露裛嬌黃風擺翠。人間晚秀非無意。仙格淡妝天與麗。誰可比。女真裝束真相似。   

筵上佳人牽翠袂。纖纖玉手挼新蕊。美酒一杯花影膩。邀客醉。紅瓊共作熏熏媚。

（〈漁家傲〉，頁 2017） 

青女霜前催得綻。金細亂散枝頭遍。落帽臺高開雅宴。芳尊滿。挼花吹在流霞面。   

桃李三春雖可羨。鶯來蝶去芳心亂。爭似仙潭秋水岸。香不斷。年年自作茱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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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家傲〉，頁 2017） 

第一首稱菊為人間晚秀，雖是淡妝卻有仙格，恰似天上的女仙；第二首更認為桃李

難比秋菊堅貞高尚。宋代人每年重陽節都要以菊花、茱萸，浮於酒飲之，還為菊花、茱

萸取了兩個雅致的別號，叫菊花為「延壽客」，茱萸為「辟邪翁」，所以歐陽脩在詞中

說菊花年年與茱萸為伴。 

歐詞中提到菊就離不開賞菊和飲菊花酒，當然也都和歡樂的筵會相關：「菊花香裡

開新釀。酒美賓嘉真勝賞」（〈漁家傲〉），情感細膩的詩人不但賞春惜春，連蕭瑟的

秋天也要珍惜，也要感嘆「落葉西園風嫋嫋，催秋老」（〈漁家傲〉），要把握時光好

好欣賞，或做為秋思悲緒的背景，如：「九月重陽還又到。東籬菊放金錢小。月下風前

愁不少」（〈漁家傲〉）。 

詩則不然，除了如上所述讚揚菊花的貞節剛烈性格，傳達不悲秋的放曠豪情之外，

還有借賞菊表達他對友誼的重視，如〈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奉呈聖俞〉： 

秋風吹浮雲，寒雨灑清曉。鮮鮮牆下菊，顏色一何好。好色豈能常，得時仍不早。

文章損精神，何用覷天巧。四時悲代謝，萬物惜凋槁。豈知寒鑑中，兩鬢甚秋草。

東城彼詩翁，學問同少小。風塵世事多，日月良會少。我有一樽酒，念君思共倒。

上浮黃金蕊，送以清歌裊。為君發朱顏，可以卻君老。（頁 109） 

此詩作於嘉祐二年秋天，歐陽脩五十一歲，任職於京師，這一年夏天汴京酷暑，引

爆旱疫，歐陽脩家人多染疫氣，歐陽氏一度因病告假，到秋天才銷假赴直，這段時間為

病痛所困擾，意氣頗消沉。詩中先稱美這從過節才開的菊花「顏色一何好」，繼而又因

時序替換而「四時悲代謝」替「萬物惜凋槁」，沒想到自己「兩鬢甚秋草」比之凋槁的

秋物更有過之，所謂「少年相與探花開，老病惟愁節物催」（〈聞沂州盧侍郎致仕有感〉）。

再念及情誼深厚卻無法常相聚首的好友梅堯臣，年紀比自己更長，想要邀請他一起享用

這壺可以延年益壽的菊花酒，他在另一首詩〈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見贈之作〉就說二

人的情誼是「歡情雖漸鮮，老意益相親」。 

其次就是在詩中傳達歸隱意志，如〈初寒〉：「籬菊催佳節，山泉響夜琴。自能知此

樂，何必戀腰金」，歐陽脩雖然極為嚮往這種歸隱的快樂，無奈君恩未報的他仍無法如

陶淵明果然順從自己的心意瀟灑歸去，〈秋懷〉： 
節物豈不好，秋懷何黯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感事悲雙鬢，包羞食萬錢。

鹿車終自駕，歸去潁東田。（〈秋懷〉，頁 232） 

「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是歐陽脩寫景名句，這樣的重陽節物當然是好的，但

詩人「秋懷何黯然」？原來是「感事悲雙鬢，包羞食萬錢」，感嘆自己年老心衰卻又無

法退休只能尸位素餐，心境不同造成他看待外界的眼光也跟著不同。 

歐陽脩對菊花的欣賞一直保持到他辭世，他的絕筆詩〈絕句〉：「冷雨漲焦陂，人

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鮮鮮對高閣」，他已預告雖然形體最後會離開他熱愛的人世，

但精神不會。 

（二）蓮 

蓮在歐詩出現九次，在歐詞出現二十次，荷在歐詩中出現二十一次但其中只有十二

詞是指蓮花，其他是負荷之意，荷在歐詞出現十三次。和菊花一樣，歐陽脩對蓮的歌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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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從中年以後才逐漸多起來。他早年曾寫過〈荷葉〉一詩詠荷：「採掇本芳陂，移根

向玉池。晴香滋白露，翠色弄清漪。雨歇涼飆起，煙明夕照移。如何江上思，偏動越人

悲」。此時他對荷還沒有深刻的感動，因此只依循傳統寫法，以冷艷的筆調為荷花營造

一種清靜優雅的氛圍來表達離人相思的味道，其他則作為客觀景色的一部分。等到他被

貶往潁州，詩詞中的蓮意象就活潑許多，並且成為歡樂的象徵，如〈答通判呂太博〉： 
千頃芙蕖蓋水平，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圍處花光合，紅袖傳來酒令行。舞踏落

暉留醉客，歌遲檀板換新聲。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後無人看落英。（〈答通判呂太

博〉，頁 189）  

這是歐陽脩回憶自己在揚州任上與友人宴飲蓮花叢中的情景，他還自加附註解釋：

「千頃芙蕖蓋水平」是因「邵伯荷花，四望極目」，邵伯在揚州江都縣東北，「余嘗採蓮

千朵，插以畫盆，圍繞坐席」所以「畫盆圍處花光合」，「紅袖傳來酒令行」是指「又嘗

命坐客傳花，人摘一葉，葉盡處飲，以為酒令」，可見歐陽脩對自己這一項創舉頗為自

得。 

歐陽脩在揚州以賞玩蓮花為樂，在潁州依然如此，他的〈初至潁州西湖，種瑞蓮、

黃楊寄淮南轉運呂度支發運許主客〉說： 

平湖十頃碧琉璃，四面清陰乍合時。柳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來遲。啼禽似

與遊人語，明月閑撐野艇隨。每到最佳堪樂處，卻思君共把芳巵。（頁 188） 

詩人徜徉在明月碧波瑞蓮之中，美麗的蓮花把他帶入人生最佳堪樂的境地，心靈的

自由與現世的快樂在此合而為一，因此急欲與好友分享。〈答呂太博賞雙蓮〉也說：「我

已負花常自愧，君須屢醉及芳時」，可見在詩人心中，蓮花已成為人生享樂的象徵，不

能錯過身邊每一朵花的盛開，不能辜負每一次享受人生的機會，這種享受生命贈與的觀

念在詞中展現的更極至： 
荷花開後西湖好，載酒來時。不用旌旗。前後紅幢綠蓋隨。    畫船撐入花深處，

香泛金卮。煙雨微微。一片笙歌醉裡歸。（〈採桑子〉，頁 1993） 

紅粉佳人白玉杯。木蘭船穩棹歌催。綠荷風裡笑聲來。    細雨輕煙籠草

樹，斜橋曲水繞樓臺。夕陽高處畫屏開。（〈浣溪沙〉，頁 2040） 

這兩首都是寫他與賓客乘著畫船遊湖賞蓮飲酒作樂的情景，第一首將蓮花蓮葉形容

成紅幢綠蓋，第二首則說綠荷風裡笑聲來，不管是夕陽曲水，還是煙雨微微，都讓人滌

淨俗慮，莫怪他要說「人在舟中便是仙」（〈采桑子〉）了。詩人在西湖焦陂與蓮花為伴，

度過無數美好的時光，即使離開潁州仍對焦陂的荷花心心念念：「焦陂荷花照水光，未

到十里聞花香」（〈憶焦陂〉），甚至以回焦陂來期許自己趕快退休：「共載一舟浮野水，

焦陂四面百花開」（〈新春有感寄常夷甫〉）。 
若將詩詞相較，將會發現歐詩對荷花意象的經營，較常局限於自身理念的陳述及情

感的抒發，對荷花的形貌描繪並不多，精神風貌更是付諸闕如，如：「天下從來無定色，

況將鉛黛比天姿」（〈答呂太博賞雙蓮〉）讚美荷花的美麗是天姿，「荷深水風闊，雨過清

香發」（〈和聖俞百花洲〉二首之二）從觸覺和嗅覺兩種感官下手，但總不如詞作來的細

膩而多元： 
粉蕊丹青描不得。金針線線功難敵。誰傍暗香輕採摘。風淅淅。船頭觸散雙鸂鷘。   

夜雨染成天水碧。朝陽借出胭脂色。欲落又開人共惜。秋氣逼。盤中已見新荷的。

（〈漁家傲〉，頁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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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芙蓉生翠水。明霞拂臉新妝媚。疑是楚宮歌舞妓。爭寵麗。臨風起舞誇腰細。

（〈漁家傲〉，頁 2549） 

翠密紅繁。水國涼生未是寒。雨打荷花珠不定，輕翻。冷潑鴛鴦錦翅斑。   盡

日憑闌。弄蕊拈花仔細看。偷得褭蹄新鑄樣，無端。藏在紅房豔粉間。（〈南鄉子〉，

頁 2049） 

第一首前兩句細細描摹荷花的所謂「天姿」是如何，下片前兩句續寫荷葉的青與荷

花的紅都非人間色彩，再次呼應荷花的美是「天姿」，因此花落人共惜。第二首著力於

誇耀荷莖的纖細與舞姿，第三首詞人仔細觀察荷葉上水珠滾來滾去，最後終於翻落，潑

到躲在荷葉下休息的鴛鴦，這樣微妙的景象同樣令人會心一笑，下片還把注意力放到蓮

子身上，將它形容成漢帝新鑄成的馬蹄錢藏在蓮蓬裡，想像力真是豐富。 
詞人不僅對荷花有濃厚的興趣，還對採蓮女投以相較於同輩詞人更多的關注，創作

了許多以採蓮女為主角的歌詞，如： 
一掬天和金粉膩。蓮子心中，自有深深意。意密蓮深秋正媚。將花寄恨無人會。

（〈蝶戀花〉，頁 2553） 

妾本錢塘蘇小妹。芙蓉花共門相對。昨日為逢青傘蓋。慵不採。今朝斗覺凋零曬。   

愁倚畫樓無計奈。亂紅飄過秋塘外。料得明年秋色在。香可愛。其如鏡裡花顏改。

（〈漁家傲〉，頁 2014）   

第一首借用江南民歌常用的諧音雙關技巧，將「蓮子」雙關成「憐子」，因為意深，

所以說將花寄恨無人會，第二首更將採蓮女拿花的生命與自己的青春相比的細膩心思表

達得十分深婉。歐陽脩這一類的詞作雖然主題幾乎都是傳統的相思情愛，他卻在詞中同

時又賦予這些採蓮女生動活潑的生命力與高貴的生命質地，由此展現他身為一個士大夫

高雅的情懷。 

我們可以說歐陽脩跟荷花結緣，是從歐陽脩參與慶曆改革失敗被貶江南開始，歐陽

脩在美麗的荷花中得到精神慰藉，繼續賞愛人生，而荷花也借歐陽脩的文采，在世人心

中留下更嬌豔可親的印象。 

三、飛鳥意象 

歐陽脩詩詞出現的飛鳥形象可粗分為二類，一是以鳥這個物種名稱出現，如：「清

泉白石對斟酌，巖花野鳥為交朋」（〈伏日贈徐焦二生〉），二是以精確的個別名稱出現，

如鶴、鷺、鷗、雁等，本節先討論鳥在歐陽脩詩詞中的共同意象，其次再分析具有特殊

意義的個別飛鳥。 

（一）鳥 

鳥在歐詩出現一七九次，在歐詞出現四次，重要意涵歸納如下。 

1.歐詩：禽鳥性，歸隱心 

歐陽脩愛遊山玩水，因此常在詩中提到與花鳥為友，雖然也曾一一細數他所認識的

鳥鳴：「黃鸝顏色已可愛，舌端啞吒如嬌嬰。竹林靜啼青竹筍，深處不見惟聞聲。陂田

遶郭白水滿，戴勝穀穀催春耕。誰謂鳴鳩拙無用，雄雌各自知陰晴。雨聲蕭蕭泥滑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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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深苔綠無人行。獨有花上提葫蘆，勸我沽酒花前傾」162，不過在他詩中出現的「鳥」

多半還是一個整體印象泛指飛鳥這個族群。歐陽脩在詩詞中經常吐露他對自然的深情，

這股深情具體化為愛花愛鳥的舉動：「花開鳥語輒自醉，醉與花鳥為交朋」，在他眼中花

與鳥都是有感知能力，可以與之對談的：「花能嫣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所以他

對生命的賞愛、珍惜也往往傾注在花鳥身上：「身閑酒美惜光景，惟恐鳥散花飄零」。 
因此，他中晚年的思隱詩作就更常以「林間鳥」來象徵歸隱山林的逍遙自由，如〈班

班林間鳩寄內〉：「還爾禽鳥性，樊籠免驚怵」，這裡的鳥禽性就是一種歸隱心，又曾自

比畫眉鳥「始知鎖向金籠聽，不及林間自在啼」（〈畫眉鳥〉），同樣聽鳥囀，身在翰林與

身在滁州的心境大不相同：「可憐枕上五更聽，不似滁州山裏聞」（〈啼鳥〉），歸隱山林

與魚鳥為伴的想法在〈竹間亭〉詩中最清楚明白： 
啾啾竹間鳥，日夕相嚶鳴。悠悠水中魚，出入藻與萍。水竹魚鳥家，伊誰作斯亭。

翁來無車馬，非與彈弋并。潛者入深淵，飛者散縱橫。奈何翁屢來，浪使飛走驚。

忘爾榮與利，脫爾冠與纓。還來尋魚鳥，傍此水竹行。鳥語弄蒼翠，魚遊翫清澄。

而翁乃何為，獨醉還自醒。三者各自適，要歸亦同情。翁乎知此樂，無厭日來登。

（〈竹間亭〉，頁 67） 

忘掉榮利，脫去纓冠的束縛，才能和魚鳥一樣在自然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歸宿，醉翁

與魚、鳥三者各自感到安適，是因為他真的能做到與魚、鳥同情而無機心。 

2.歐詩：以鳥喻人 

歐詩中的鳥類意象除了與歸隱相關之外，還有比喻、襯托人事的作用，例如上面所

提的畫眉鳥用以比喻自己嚮往自由的心；〈班班林間鳩寄內〉羨慕鳩之笨拙反而得以安

逸：「易安由寡求，吾羡拙之佚」，也由鳩的「迨天之未雨，與汝勿相失」，得到「不若

先自劾」以免遭到更大的禍害的啟示；〈贈杜默〉、〈感二子〉詩中都以鳳凰比喻杜、蘇、

梅等賢才，而以百鳥來比喻俗眾；〈答梅聖俞寺丞見寄〉詩以鵩鳥比喻小人：「常憂鵩鳥

窺，幸免江魚葬」，寫自己戒慎恐懼的心情：「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啼鳥〉詩則

由鳥鳴巧舌聯想到巧言令色的讒佞之人：「我遭讒口身落此，每聞巧舌宜可憎」。 

3.歐詞：鳥解情深 

歐詞中出現「鳥」字有四處，「當路游絲縈醉客，隔花啼鳥喚行人」（〈浣溪沙〉）以

游絲啼鳥挽留行人的深情來反襯春去的無情，這裡的鳥扮演的角色與詩中與花鳥為友的

意象較接近；「平明窗外聞啼鳥」（〈踏莎行〉）意同「枝上數聲啼鳥。妝點愁多少」（〈桃

源憶故人〉）都是用啼鳥來渲染閨中人念遠情懷，用法類似「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
163；「魚鳥無音信」（〈千秋歲〉）則更將鳥當作能為閨中人傳遞信息的使者。不論是挽留

行人還是傳信的使者，歐陽脩在詞中都為鳥塑造成了解人心的深情形象，可見歐詩與歐

詞對「鳥」的意象運用各有偏重。 

（二）雁 
                                                 
162 本段引文皆摘自〈啼鳥〉，《歐陽脩全集‧居士集卷三》（北京：中華書局，2001 年），頁 41。 
163 杜審言〈賦得妾薄命〉：「草綠長門掩，苔青永巷幽。寵移新愛奪，淚落故情留。啼鳥驚殘夢，飛花攪

獨愁。自憐春色罷，團扇復迎秋。」《全唐詩》（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年），頁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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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在歐詩出現四十次，在歐詞出現十二次，雁意象經過詩人的加工改造，在唐詩中

不斷反覆出現，已產生各種不同的象徵意義，如音訊、貞節、兄弟之情、羈旅漂泊、孤

高等象徵意義，而歐陽脩詩詞中的雁在此基礎上又有所繼承與翻新。 
因飛雁有冬去春回的特性，所以在詩詞中往往成為節候象徵，秋去：「風吹城頭秋

草黃，仰見鳴雁初南翔」164；春回：「新年風色日漸好，晴天仰見雁已回」（〈歸鴈亭〉）、

「南雁依稀回側陣」（〈蝶戀花〉），時間就在「飛雁年年自南北」165的自然規律中逐漸流

逝，羈旅漂泊的異鄉人見雁總會勾起思鄉情懷：「夜聞歸雁生鄉思，病入新年感物華」（〈戲

答元珍〉）、「夜枕聞北雁，歸心逐南檣」（〈送慧勤歸餘杭〉）、「雁過南雲，行人回淚眼」

（〈清商怨〉），甚至在貶往夷陵途中將雁鳥視為「同是天涯淪落人」而引以為伴：「歲晚

江湖同是客，莫辭伴我更南飛」（〈江行贈雁〉）。 
正因雁有秋去春來的習性，相隔兩處的人便希望雁真的能幫忙傳遞彼此信息，以解

思鄉或相思之愁：「音書日可待，春雁暖應回」（〈答梅聖俞〉）、「雁來應有吾鄉信」（〈漁

家傲〉），準此，音信難寄時就會反過來說：「寄信無秋雁，思歸望斗杓」（〈初至夷陵答

蘇子美見寄〉），甚至在詞中嗔怪飛雁太草率：「欲向南雲新雁道。休草草。來時覓取伊

消耗」（〈漁家傲〉）166。 
歐陽脩詩詞中的雁意象另有一種較特別的意思，與傳統詩學中雁的象徵意義較無

關，而和詞學文化較接近，此即〈書懷感事寄梅聖俞〉詩的「寒篁暖鳳嘴，銀甲調雁絃」

及〈生查子〉詞的「雁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寒簧指笙，銀甲是銀製的假指甲，套

在指甲上用來彈奏絃樂器，雁絃則指箏上排列整齊的絃柱，似雁行，因此又稱雁柱。以

雁形容箏的絃柱這種用法，唐詩中在李商隱前未曾見過，從李商隱〈彈箏人〉：「鈿蟬金

雁今零落，一曲伊州淚萬行」、〈和友人悼亡〉：「寶鏡塵昏鸞影在，鈿箏弦斷雁行稀」開

始，雁才與樂器產生連結，歐陽脩這首詩就是寫筵席中歌女彈奏樂器的情況，這種現象

即使非受詞的影響，也算和詞一樣，受酒宴歌舞風氣的影響。 

（三） 燕 

燕在歐詩出現二十三次，在歐詞出現三十四次。歐陽脩詞中的燕意象比詩來得豐富

而且生動，二者相同的是都會利用燕子的候鳥習性來作為時序意象，例如：「攝事初欣

迎社燕，尋芳因得過溪橋」（〈奉酬長文舍人出城見示之句〉）、「燕蝶輕狂，柳絲撩亂，

春心多少」（〈洞天春〉），這是春來的訊息；「萍匝汀洲魚自躍，日長欄檻燕交飛」（〈初

夏西湖〉）、「初荷出水清香嫩。乳燕學飛簾額峻」（〈漁家傲〉），這是初夏的景緻。人的

心情也隨著小燕子的來往活動產生變化，如傷春：「卷箔高樓驚燕入，揮絃遠目送鴻歸」

（〈傷春〉）、「留春不住。燕老鶯慵無覓處」（〈減字木蘭花〉），或悲秋：「社近愁看歸去

燕」（〈漁家傲〉），詩人利用春夏最活躍的燕子來象徵春天的活力，燕老鶯慵代表一年最

美好的季節春天即將結束，因此興起及時行樂把握美好春光的念頭，秋天社日附近燕子

也要往南過冬，引起遊子思鄉情懷。 
有趣的是，歐陽脩在詩中傳達悲秋情懷的詩不多，也沒有用到燕子的意象，反倒是

                                                 
164 〈予作歸鴈亭於滑州，後十有五年梅公儀來守是邦，因取余詩刻于石，又以長韻見寄，因以答之〉，《歐

陽脩全集》，頁 136。 
165 同上註。 
166 消耗即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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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詞裡不但用燕子意象傳達悲秋情緒，還將燕子人格化，賦予牠輕別離的無情形象： 
梨葉初紅蟬韻歇。銀漢風高，玉管聲淒切。枕簟乍涼銅漏徹。誰教社燕輕離別。 

草際蟲吟秋露結。宿酒醒來，不記歸時節。多少衷腸猶未說。珠簾夜夜朦朧月。

（〈蝶戀花〉，頁 2007） 

燕子依循生物本能而南來北往，似乎不加留戀，被多情的送行人斥責是「無情」，

因為「多少衷腸猶未說」，不希望這麼快就與對方告別，但不想說再見還是得分別，分

別後的思念不知訴與誰知，只有夜夜望著珠簾外的朦朧月，獨吞相思淚吧？ 

詞人對燕子的嗔怨不只如此，還會嫉妒他們雙雙對對形影不離的甜蜜模樣： 
雨霽風光，春分天氣。千花百卉爭明媚。畫梁新燕一雙雙，玉籠鸚鵡愁孤睡。 薜

荔依牆，莓苔滿地。青樓幾處歌聲麗。驀然舊事上心來，無言斂皺眉山翠。（〈踏

莎行〉，頁 1998） 

見好花顏色，爭笑東風。雙臉上，晚妝同。閉小樓深閣，春景重重。三五夜，偏

有恨，月明中。 情未已，信曾通。滿衣猶自染檀紅。恨不如雙燕，飛舞簾櫳。

春欲暮，殘絮盡，柳條空。（〈獻衷心〉，頁 2551） 

第一首很含蓄，「畫梁新燕一雙雙，玉籠鸚鵡愁孤睡」的反襯其實是客，正是為下

片「驀然舊事」的主在鋪路，梁燕一雙雙刺傷的其實是形單影隻的主人翁；第二首就直

接明白地說「恨不如雙燕」，恨的原因不是飛舞而是雙，一樣是以燕子的出雙入對反照

自己的孤單寂寞而興起既羨慕又嫉妒的情緒。 
因此相較於歐詩中的燕子只有當自然景觀、代表時序變化、表現傷春情緒，角色較

平板，歐詞中的燕子形象是較突出、有個性的，至於說悲秋意象用不用燕子，詩詞不同

的原因可能是，悲秋詩較常用大雁的意象，這是詩的傳統，而詞用燕子則跟詞的書寫慣

用用女性口吻有關，燕子在人家屋簷下築巢，因此是庭園中常見的生物，較貼近女性生

活經驗，由此而被擷入詞中。 

（四）鶴 

鶴在歐詩出現三十次，在歐詞只出現一次，重要意涵如下。 

1. 歐詩：清高  

歐陽脩愛鶴，他曾讚美梅公儀所飼養的鶴：「已憐野性易馴擾，復愛仙格何孤高。

玉兔四蹄不解舞，不如雙鶴能清嗥。低垂兩翅趁節拍，婆娑弄影誇嬌饒」，還說鶴與兔

是「物之珍」（〈思白兔雜言戲答公儀憶鶴之作〉），也曾與范仲淹、滕宗諒共同寫下〈鶴

聯句〉來歌詠鶴孤高狷介的性格：「幽閑靖節性，孤高伯夷心」、「風流超縞素，雅淡絕

規箴」，歐陽脩欣賞鶴的幽閑、孤高、雅淡，甚至將鶴與不為五斗米折腰的靖節先生陶

淵明及「聖之清者」伯夷相提並論，對鶴鳥的評價不可謂不高。 

2.歐詩：仙品 

因為鶴的壽命很長，形象清高，又是傳說中仙人道士的坐騎，所以鶴與求仙、道士

經常一起出現，如稱美許道人：「綠髮方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又寄許道人〉），

或以清癯的鶴象徵求仙人與求富貴的朱門客相較：「莫笑學仙人，山中苦岑寂。試看青



 71

松鶴，何似朱門客」，並從「風波卒然起，禍患藏不測」推衍出「神仙雖杳茫，富貴竟

何得」（〈感事〉四首之四）的心得，體悟人生無常、命運難以掌握的道理。 
歐陽脩經常與道士、隱士、處士結交，可能與他喜歡悠遊山水因此接觸頻繁有關，

於是他有時會將自己嚮往歸隱山林尋求精神自由的心意與象徵仙品的鶴結合在一起： 
石唐仙室紫雲深，潁陽真人此算心。真人已去升寥廓，歲歲巖花自開落。我昔曾

為洛陽客，偶向巖前坐盤石。四字丹書萬仞崖，神清之洞鎖樓臺。雲深路絕無人

到，鸞鶴今應待我來。（〈戲石唐山隱者〉，頁 148） 

歐陽脩其實並無學道求仙的意思，「鸞鶴今應待我來」當指他要來此拜訪隱居山中

的仙人，甚或跟隱者一起悠遊自然，過著逍遙自適的生活。 

3.歐詩：衛鶴無用 

歐陽脩曾以鶴自喻，謙稱自己尸位素餐，應該早早急流勇退，〈和武平學士歲晚禁

直書懷五言二十韻〉：「貪榮同衛鶴，取笑類黔驢。皎皎心雖在，蕭蕭髮已疏。未知論報

效，安得遂樵漁。」衛鶴典出《左傳．閔公二年》：「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

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祿位，余焉能戰？』」歐陽脩謙稱自己像衛懿公養的鶴

一樣對君國無所用，雖然有心報效君王，無奈年老體衰，實在沒有能力達到功成然後身

退的理想了。          

4.歐詞：遼東鶴 

歐陽脩對鶴的喜愛之情似乎只在詩中流露，鶴在詞中出現的唯一一次，是歐陽脩寫

自己化身為遼東鶴回到潁州故城： 
平生為愛西湖好，來擁朱輪。富貴浮雲。俯仰流年二十春。 歸來恰似遼東鶴，

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識當年舊主人。（〈采桑子〉，頁 1993） 

這是歸隱後所填〈采桑子〉詞組的最後一首，不僅作為潁州西湖組詞的抒情總結，

更蘊含深沉的人生感慨。上片先寫他和潁州的淵源頗深，並感嘆功名富貴如過眼浮雲。

下片化用丁令威學仙化鶴歸來的傳說，原來的故事裡丁令威化鶴飛回故居曰：「有鳥有

鳥丁令威，去家千年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不學仙冢壘壘」。167「城郭如故」是

為了反襯「人民非」，引出「何不學仙」的主題，歐陽脩改成「城郭人民。觸目皆新」，

則是想突出世情變化如滄海桑田，因此逼出「誰識當年舊主人」的惆悵與悲涼。 

（五）鷺 

鷺在歐詩出現七次，在歐詞出現三次。鷺又稱鷺鷥或白鷺，在詩詞中出現多是自然

景觀的一部分，如：「新荷出水雙飛鷺，喬木成陰百囀鸎」（〈水磨亭子〉）、「水闊

鷺雙起，波明魚自跳」（〈三橋詩：右飛蓋〉）、「鷗鷺閒眠。應慣尋常聽管絃」（〈采

桑子〉），描寫一種安詳寧靜，恍如世外桃源的景緻，因此他在詞中寫：「誰知閒凭闌

干處，芳草斜暉。水遠煙微。一點滄洲白鷺飛。」（〈采桑子〉）就被解讀出與〈歲晚

書事〉168中「滄州」、「飛鳥」之意象是如出一轍，只是心情不同，詩中傳達的是接到

                                                 
167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一（臺北：木鐸出版社，1982 年），頁 1。 
168 〈歲晚書事〉：「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違。軒冕從來為外物，山川信美獨思歸。長天極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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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任命違背其歸隱心願的失落感，而詞則欲抒發退隱的快慰心情，和他終於能在桑榆

晚景得嘗脫籠之鳥的快樂，但寬慰之餘又帶著一些遺憾悵恨的複雜情感，外顯為這種高

渾深邃的景象，而與年輕時欣賞愛自然的單純瀟灑有所不同。169 

鷺鷥翻飛姿態十分靈妙，所以歐陽脩借來比喻海浪翻騰：「春寒欲盡黃梅雨，海浪

高翻白鷺濤」（〈送王學士赴兩浙轉運〉）、「欲飛輕衣上拂漢，擬乘王氣戲鷺濤」（〈送

子野〉），或因其群居特性借來比喻朋友及賢士群集：「群鷺方盛集，離鴻獨高翔」（〈西

齋小飲贈別陝州沖卿學士〉）、「朋友飛雝鷺，君臣在藻魚」（〈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

書懷五言二十韻〉）170，又因白鷺飛行講究次序小不踰大，用來比擬百官縉紳朝覲井然

有序的樣子：「羽儀雖接鴛兼鷺，野性終存鹿與麛」（〈早朝感事〉）。由此可見歐陽

脩對文學傳統掌握得十分精妙，同時也對鷺鷥觀察細膩，更難得的是他又賦予鷺鷥獨立

的生命個性： 

幽鷺謾來窺品格。雙魚豈解傳消息。綠柄嫩香頻採摘。心似織。條條不斷誰牽役。

（〈漁家傲〉，頁 2015）    

主角第一句話就否定一般常識：「誰說幽鷺能看出一個人的品格？誰說雙魚能傳信

息？」可見她心亂如織，在等待與失落反覆的折磨之下，不禁懷疑對方的心意並不真誠，

心中的相思之苦又無處傾訴，才發出這樣出人意表的嗔怨之詞。歐陽脩有兩首詠鷺鷥的

詩更值得注意： 

風格孤高塵外物，性情閑暇水邊身。 盡日獨行溪淺處，青苔白石見纖鱗。（〈鷺

鷥〉，頁 186） 

激石灘聲如戰鼓，翻天浪色似銀山。 灘驚浪打風兼雨，獨立亭亭意愈閑。（〈鷺

鷥〉，頁 807） 

第一首詩只是歌詠鷺鷥閑暇的形象，自然產生孤高的性格聯想，第二首則更進一步

去塑造一種鷺鷥身處艱惡的環境中卻仍意態自若的君子形象，顯然是一種詩人自己「橫

身當眾怒，見者旁可慄」（〈班班林間鳩寄內〉）的性格投射，這裡的鷺鷥已脫離自然

環境中悠閒的形象，而被作者賦予大丈夫「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英雄氣概。 

總之，鷺鷥在詩詞中的意象都有象徵隱逸心志和具備獨特品格的意涵，除此之外，

詩中又多方引用鷺鷥的物種特性來比喻人事，意象種類較詞豐富。 

（六）鷗 

鷗在歐詩出現四次，在歐詞出現二次，鷗鳥在歐詩與歐詞中的意象意涵大致相同，

都有使人歸隱自然、忘卻機心的意思，這應是受文學傳統的影響，《列子．黃帝》記載：

「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不止。其父曰：『吾

聞鷗鳥皆從汝遊，汝取來，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不下也。」這個故事說明

心地純正無邪、自然淡泊則異類也可親近，後來演變出成語「鷗鳥忘機」，「忘機」是

忘卻了計較、巧詐之心，自甘恬淡，與世無爭。李白〈古風〉：「吾亦洗心者，忘機從

爾遊」，孟郊〈遊枋口〉：「明明無底鏡，泛泛忘機鷗」，李商隱〈贈田叟〉：「鷗鳥

                                                                                                                                                         
飛鳥，積雪生光射落暉。臘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 

169 黎烈南〈說歐陽脩詩詞中的飛鳥意象〉，《文史知識》，1995 年 01 期，頁 114。 
170 雝鷺典出《詩經．周頌．振鷺》：「振鷺于飛，于彼西雝。」雝，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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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機翻浹洽，交親得路昧平生」，歐陽脩〈龍門泛舟晚向香山〉：「忘機下鷗鳥，至樂

翫游鯈」，〈狎鷗亭〉：「豈止忘機鷗鳥信，陶鈞萬物本無心」，這一路傳承下來都是

藉歐鳥傳達自己拋卻機心與世無爭的歸隱心意。 

有了這樣的了解，我們再來看他〈答和呂侍讀〉說：「野徑冷香黃菊秀，平湖斜照

白鷗翻」才能理解他為何說「此中自有忘言趣」，看〈采桑子〉的「鷗鷺閒眠」才能明

白除了「應慣尋常聽管絃」的原因之外，還隱含著主人不帶機心，因此鷗鷺不驚的意思。

由此可見歐詞在「鷗鳥」這個意象的運用上，有受到歐詩影響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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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酒意象 

自古文人鮮有不愛酒的，歐陽脩號醉翁，酒在詩中出現的次數高達二四一句，醉字

一二四句，合計就有三六五句詩與酒有關。江正誠提出歐詩的特點之一就是詩中常出現

酒、琴、茶，其中又以酒為最多，「即以歐陽脩而論，他簡直認為酒就是日常生活中，

對己對人必備之物。所以他的詩句以酒為話題的，觸目皆是」。171至於詞本身就是酒席

文學，所以，歐詞中酒出現七十一次，尊出現二十六次，醉也出現三十四次之多，細觀

又可發現酒在作品中扮演不同角色，可說是歐陽脩詩詞中相當重要的意象之一，值得研

究分析。酒在歐陽脩生命中扮演的角色由早年到晚年大致可分為三種：反映其浪漫愉悅

的生活、撫慰其感傷落寞的心靈、相伴享受閒適生活，不過這是觀察其詩作得到的結果，

詞也找得到相應的作品但是無法繫年，所以放在每一項的最後略做補充。 

一、反映浪漫愉悅的生活 

年少時，酒是他與文友宴飲歡聚、遊山玩水時的助興之物，不但增添生活情趣、帶

動熱絡和諧氣氛，更能讓緊張的心靈放鬆，使精神獲得更大的自由，催發歐陽脩個性中

灑脫不羈、率性自適的因子，如他在〈七交．自敘〉中所說： 
余本漫浪者，茲亦漫為官。胡然類鴟夷，託載隨車轅。時士不俛眉，默默誰與言。

賴有洛中俊，日許相躋攀。飲德醉醇酎，襲馨佩春蘭。平時罷軍檄，文酒聊相歡。 

（〈七交〉，頁 716） 

歐陽脩被洛陽文友稱為「逸老」，後改號「達老」，可見他曠達豪邁、不拘常禮的本

性，洛陽三年和志趣相投的名士日日切磋，「文酒聊相歡」的詩酒生活，成為歐陽脩一

生最大的精神財富。而酒無疑是朋友歡聚必備的助興之物，如〈書懷感事寄梅聖俞〉所

描述： 
相將日無事，上馬若鴻翩。出門盡垂柳，信步即名園。嫩籜筠粉暗，淥池萍錦翻。

殘花落酒面，飛絮拂歸鞍。尋盡水與竹，忽去嵩峰巔。青蒼緣萬仞，杳藹望三川。

花草窺澗竇，崎嶇尋石泉。君吟倚樹立，我醉欹雲眠。子聰疑日近，謂若手可攀。

共題三醉石，留在八仙壇。水雲心已倦，歸坐正盃盤。飛瓊始十八，妖妙猶雙環。

寒篁暖鳳嘴，銀甲調鴈絃。自製白雲曲，始送黃金船。珠簾捲明月，夜氣如春煙。

燈花弄粉色，酒紅生臉蓮。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頁 730） 

歐陽脩在此詩詳述洛陽生活意興風發、浪漫愉悅的一面，他和朋友經常從事的活動

可分三種：與好友遊遍洛陽附近的名園：「尋盡水與竹」；遊完名園還要遊山水名勝：「忽

去嵩峰巔」；遊興盡了歸來再舉行宴會：「水雲心已倦，歸坐正盃盤」；而酒，則如影隨

形：「殘花落酒面」、「我醉欹雲眠」、「始送黃金船」、「酒紅生臉蓮」。在美景、淳酒、歌

舞的帶動下創造熱鬧和諧的氣氛、激發彼此的創作靈感：「君吟倚樹立」、「自製白雲曲」，

就如〈玉樓春〉所寫：「青春才子有新詞，紅粉佳人重勸酒」。可惜的是由於詞作較少指

實，因此難以明確分期，所以我們無法明確指出他當時創作的「白雲曲」是哪些，但是

歐詞中確實有不少描寫宴席中歌舞酣暢、賓主盡歡的場面。 

                                                 
171 江正誠：《歐陽脩的生平及其文學》（臺北：國立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78 年），頁 468。 



 75

除此之外，賞花也要喝酒：「憶在洛陽年各少，對花把酒傾玻璃」（〈寄聖俞〉）、「念

昔逢花必沽酒，起坐驩呼屢傾榼」（〈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丹〉）、「洛陽三見牡丹月，

春醉往往眠人家」（〈眼有黑花戲書自遣〉）、「少年意氣易成懽，醉不還家伴花寢」（〈送

張屯田歸洛歌〉）。有趣的是這些記錄幾乎都是事後的追憶，經過記憶篩選後留存下來的

總體印象即是年輕時代的一切歡暢快意，不管是參加宴會、遊山玩水或是賞花樂事都是

由酒來從旁助興的。 
酒成了歡樂的代名詞，在歐詞中尤其明顯，如：「酒美賓嘉真勝賞」（〈漁家傲〉）、「美

酒一杯花影膩。邀客醉」（〈漁家傲〉）、「滿坐迷魂酒半醺」（〈減字木蘭花〉）、「當年少，

狂心未已，不醉怎歸得」（〈御帶花〉），甚至還說「人生何處似尊前」（〈浣溪沙〉）。 
歐陽脩的詞中，酒是享樂的象徵，快樂的時候喝酒可以助興，苦悶的時候喝酒可以

暫時擺脫煩憂，所以喝酒的原因不一，希望達到的結果卻是一致的，我們可從中窺見歐

陽脩人生觀中的遣玩意興。歐陽脩的〈定風波〉六首飲酒賞春詞172對其享受的人生觀就

有極為突出的表現，這六首詞不僅透過飲酒賞春來傳達惜春的情感之纏綿、深厚，同時

也將他對生命的愛惜與珍重展現得淋漓盡致。因此我們發現歐陽脩詞中飲酒歡樂的背後

往往蘊藏一股人生感慨的頓挫力量，跟一般消極的及時行樂並不相同，如：「尊前信任

醉醺醺。不是狂心貪燕樂。自覺。年來白髮滿頭新。」（〈定風波〉）、「浮世歌歡真易失，

宦途離合信難期。尊前莫惜醉如泥。」（〈浣溪沙〉）、「尊前今日歡娛事，放盞旋成虛」（〈聖

無憂〉）。 

二、撫慰感傷落寞的心靈 

歐陽脩因上書切責高若納被貶夷陵，雖以理性自持，不肯步上古人「及到貶所，則

慼慼怨嗟，有不滿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異庸人」173的後塵，然而理想遇挫

難免會有憤懣之情，作客他鄉更難免會有思鄉之愁的。此時的他雖然仍喜歡遊山玩水，

喜歡歌詠自然景色之美，強自安慰自己「行見江山且吟詠，不因遷謫豈能來？」（〈黃溪

夜泊〉）但心境已不如前期悠閒平靜能與自然融和為一，而必須以酒自我排遣：「慰客偏

宜把酒杯」（〈黃溪夜泊〉）。如〈龍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 
平日相從樂會文，博梟壺馬占朋分。罰籌多似昆陽矢，酒令嚴於細柳軍。蔽日雪

雲猶靉靆，欲晴花氣漸氛氳。一樽萬事皆毫末，蜾蠃螟蛉豈足云。（〈龍興寺小飲

呈表臣、元珍〉，頁 172） 

此詩之題目雖說是小飲，內容卻全部是介紹喝酒的助興活動，在看似熱鬧酣暢的活

動之後，提出「一樽萬事皆毫末，蜾蠃螟蛉豈足云」的結論，可見「以酒消愁」才是真

正的目的吧？在夷陵期間歐陽脩屢屢自稱是「病翁」、「多病客」，一則是因為他天生體

質文弱多病，離家千里難免水土不服，二則恐怕也是因為心理鬱結之故！因此此期詩中

出現的酒已不是助興的配角，而是用來麻醉自己的主角，希望在醉鄉「一樽萬事皆毫末，

蜾蠃螟蛉豈足云」。 
慶曆五年貶滁州，開始為期十年的外放生活，第二次被貶的打擊甚於第一次，因為

                                                 
172 〈定風波〉（把酒花前欲問他）、（把酒花前欲問伊）、（把酒花前欲問公）、（把酒花前欲問君）、（過盡

韶華不可添）、（對酒追歡莫負春）。，《歐陽脩全集‧詩餘卷三》（北京：中華書局，2001 年），頁 2036。 
173 〈與尹詩魯書〉其一，《歐陽脩全集‧居士外集卷十九》（北京：中華書局，2001 年），頁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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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政治革新的壯志受挫外，這次又加上政敵惡意以私事攻訐毀謗其名聲。〈啼鳥〉云： 
雨聲蕭蕭泥滑滑，草深苔綠無人行。獨有花上提葫蘆，勸我沽酒花前傾。其餘百

種各嘲（口哲），異鄉殊俗難知名。我遭讒口身落此，每聞巧舌宜可憎。春到山

城苦寂寞，把盞常恨無娉婷。花開鳥語輒自醉，醉與花鳥為交朋。花能嫣然顧我

笑，鳥勸我飲非無情。身閑酒美惜光景，惟恐鳥散花飄零。可笑靈均楚澤畔，離

騷憔悴愁獨醒。（〈啼鳥〉，頁 41）  

「我遭讒口身落此，每聞巧舌宜可憎」，是被貶滁州真正的心聲；「把盞常恨無娉

婷」，是對往日與文友熱鬧聚會的依戀；「花開鳥語輒自醉，醉與花鳥為交朋」，是在困

境中努力自我排遣、找到出路；「身閑酒美惜光景，惟恐鳥散花飄零」，是以未知之未來

勸慰自己珍惜現在；「可笑靈均楚澤畔，離騷憔悴愁獨醒」，則是在理性反思中建立其個

人自我價值的取向。 
從此，酒轉而變成撫慰他傷感落寞的心，成為他親近自然、在自然中安頓身心的重

要媒介，因此經常攜酒造訪山水，甚至自號醉翁，〈題滁州醉翁亭〉云： 
四十未為老，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豈復記吾年。但愛亭下水，來從亂峰間。

聲如自空落，瀉向兩簷前。流入巖下溪，幽泉助涓涓。響不亂人語，其清非管絃。

豈不美絲竹，絲竹不勝繁。所以屢攜酒，遠步就潺湲。野鳥窺我醉，溪雲留我眠。

山花徒能笑，不解與我言。惟有巖風來，吹我還醒然。（〈題滁州醉翁亭〉，頁 756）  
明知四十未為老而自號翁，雖說是帶著一份戲謔的心：「自號醉翁聊戲客」（〈贈沈

遵〉），其實也有一些滄桑的心態在其中。「醉中遺萬物，豈復記吾年」，在醉中既可遺萬

物，作者想拋卻的又豈止是年紀而已？詩人借酒拋卻俗世的憂愁煩惱，酒能釋放其內心

的束縛，投身於自然中，盡情享受眼前的幸福：「所以屢攜酒，遠步就潺湲」，此時的遊

山玩水與初官洛陽時的灑脫浪漫其實已大不相同：「山花徒能笑，不解與我言」，在自然

中他雖然能遠離人世的紛擾，卻是孤獨的，因此必須更加依賴酒醉來化解煩憂、排遣挫

折，「惟有巖風來，吹我還醒然」，這一醒，則又不得不回到世俗，以理性來面對現實：

「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遊瑯琊山〉）。 
不過，若是再對照更晚期的詩作〈贈沈博士歌〉來看，他自己回顧這段生活中的酒

與自然確實撫慰了他傷感落寞的心，他在自然中確實也安頓了身心。〈贈沈博士歌〉：「國

恩未報慚祿厚，世事多虞嗟力薄。顏摧鬢改真一翁，心以憂醉安知樂。」他在仕隱間掙

扎，要隱嘛，「國恩未報」；不隱嘛，「嗟力薄」，欲退而未能，中年時醉了還能樂，晚年

則是「心以憂醉安知樂」，不管是醒是醉都只有憂了。 
歐詞中以酒消愁的作品有：「把酒遣愁愁已去。風摧酒力愁還聚」（〈漁家傲〉）、「也

擬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飲還無味」（〈蝶戀花〉）、「擬將沈醉為清歡，無奈醒來還

感舊」（〈玉樓春〉）等，都把借酒澆愁愁更愁的複雜感受寫得極為細膩而深刻。 

三、相伴享受閒適生活 

終其一生，酒都可說是歐陽脩的知交，歡樂必於是，鬱悶必於是，所以他曾作過〈答

聖俞莫飲酒〉歌頌喝酒的好處：「自古不飲無不死，惟有為善不可遲。功施當世聖賢事，

不然文章千載垂。其餘酩酊一樽酒，萬事崢嶸皆可齊。」在他看來，立德、立功、立言

三不朽之外，「其餘酩酊一樽酒，萬事崢嶸皆可齊」，似乎可以在酒醉的世界裡尋得心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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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暫時平靜。 
以歐陽脩之嗜酒，卻曾幾度因病戒飲，不由得他發出慨嘆。如〈病中代書奉寄聖俞

二十五兄〉：「今年得疾因酒作，一春不飲氣彌劣。」及〈留題鎮陽潭園〉： 
官雖鎮陽居，身是鎮陽客。北園潭上花，安問誰所植。春風無先後，爛漫爭紅白。

一花聊一醉，盡醉猶須百。而我病不飲，對花空歎息。朝來不能歸，暮看不忍摘。

謂言花縱落，滿地猶可席。（〈留題鎮陽潭園〉，頁 36） 

慶曆五年春，歐陽脩任河北都轉運使，權知鎮州，因病不能飲酒，使他感到無限遺

憾，「對花空嘆息」，然而即使不能攜酒賞花，「朝來不能歸，暮看不忍摘」，心心念念仍

是花落滿地猶可「席」。 
皇祐二年，歐陽脩知應天府兼南京留守司，作了〈寄聖俞〉一詩，感嘆因病戒酒三

年，得到為樂要及時的啟示，邀梅堯臣一起退休，去過「優游琴酒逐漁釣」的逍遙生活： 
憶在洛陽年各少，對花把酒傾玻璃。二十年間幾人在，在者憂患多乖睽。我今三

載病不飲，眼眵不辨騧與驪。壯心銷盡憶閑處，生計易足纔蔬畦。優游琴酒逐漁

釣，上下林壑相攀躋。及身彊健始為樂，莫待衰病須扶攜。行當買田清潁上，與

子相伴把鋤犁。（〈寄聖俞〉，頁 80）  

在他的退休願景中，好友和美酒，是不可少的，而且他還領悟到「及身彊健始為樂，

莫待衰病須扶攜」，急流勇退的道理。不要說梅堯臣窮愁一生，不必再心存晚年官運亨

通的妄想，就連仕途大起大落過的歐陽脩自己也要看開：「壯心銷盡憶閑處，生計易足

纔蔬畦」，因此相邀到潁州購置田產準備退休。可惜，梅堯臣未及時答應，去世又早於

歐陽脩，此後在歐陽脩的退休規劃中就只剩酒相為伴了：「山林未去猶貪寵，樽酒何時

共放懷」（〈內直晨出便赴奉慈齋宮馬上口占〉）、「試問塵埃勤斗祿，何如琴酒老雲巖」（〈送

鄭革先輩賜第南歸〉）。歐陽脩晚年改號六一居士，「常置酒一壺」，靜待皇帝批准他的辭

呈。 

終於等到皇帝的許可之後，酒成為與他相伴享受閒適愜意生活的好友，檢閱歐陽脩

致仕後的詩作將發現幾乎每一首詩中都有酒，應說是日日有酒為伴，如〈退居述懷寄北

京韓侍中〉二首：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來潁水濆。曾看元臣調鼎鼐，卻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

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放浪豈無方外土，尚思親友念離群。 （之一，頁

829） 

書殿宮臣寵並叨，不同憔悴返漁樵。無窮興味閑中得，強半光陰醉裏銷。靜愛竹

時來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猶須五物稱居士，不及顏回飲一瓢。 （之二，頁

829） 

他在詩中回顧自己滄桑的一生如浮雲聚散，雖然在心力憔悴之後才得以歸隱，但退

休生活得以遠離政壇塵囂，有時「鳴琴酌酒留嘉客」（〈答判班孫待制見寄〉），有時「引

水栽花過一春」（〈答判班孫待制見寄〉），在自然中悠閒地咀嚼其中無窮興味：「肥魚美

酒偏宜老，明月清風不用錢」（〈寄河陽王宣徽〉），「萬事銷磨酒百分」、「強半光陰醉裏

銷」，與酒一起享受這份無人打擾的閒適清靜。 
綜觀歐陽脩的一生，不同的人生階段，酒扮演不同的角色，似乎只有酒才真正是他

終身不離不棄，得意時同歡，失意時相挺，寂寞時相伴的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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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一、詩詞意象共通處的意義 

本章分析了歐陽脩詩詞的一些重要意象，發現歐陽脩詩詞在某些意象上呈現相當的

一致性，例如洛陽意象、潁州意象等，而這種一致又體現了北宋前期某些詩詞境界或意

境相似的重要原因。 
北宋前期一百餘年的詞史發展，被稱為詞的詩化、雅化、士大夫化，其實就是詩人

的詞人身分不斷加強的過程，也是詩人在詩詞互動格局下，增強詞的表現能力，逐步開

拓詞的表現領域和表現技巧的過程。隨著詩人創作詞的比例提高，宋詞得到士大夫越來

越多的重視，他們不斷在詩詞兼作的二元格局中進行實驗，推動詩詞在體式分野的同

時，也借鑑詩法，完善詞的品格、豐富詞的技巧。因此宋詩宋詞的共同發展，既有分野，

也有融合，是個不斷調整、適應的動態過程。在這一調整中，詩詞兼擅的作家的出現是

詩詞交互變化的關鍵，在這種視野下，身為北宋第一個詩詞兼擅的作家，同時又是文壇

領袖──歐陽脩的出現就成為宋詞創作高峰期的里程碑。174 
歐陽脩的詞風因個人際遇而不斷變化，他對詞的認識也在不斷加深。從橫向看，歐

詞具備多種風格是其創造力的展現和不斷超越自我的體現，從縱向看這種風格的改變與

宋詞的整體發展軌跡是一致的。以歐陽脩為代表的北宋前期詞人，雖然遵循或實踐著酒

筵歌席前即興填詞以佐清歡代言體的花間傳統，但詞的多樣化已經開始。創作時自覺意

識增強，已非簡單地滿足聲色娛樂，也非單純想使作品成為流行歌曲而已，他們的作品

越來越與自身生活、感情和仕宦經歷相連繫，把仕途坎坷的悲感和生命的憂患凋零融入

詞中，這些感發個體情性的的詞作開始表現出「以詞寫心」的特徵，某些題材、情感和

內中意蘊都可以與抒發君子之情的詩歌同觀，我們從本章中所列出的詩詞共通意象如牡

丹、花鳥、山林等就可證明這一點，可見證詞的題材開始擴大，詞專寫閨情的格局已被

打破，只是還未出現如蘇軾、辛棄疾時代的彬彬之盛局面罷了。 

二、詩詞意象相異處的意義 

雖然我們分析歐陽脩詩詞發現其中有許多共通意象的意涵相當一致，由此可證明北

宋前期詩詞互動的現象確實存在，但不容否認的是詩詞意象仍存在著許多歧異性，所以

才造就風格的差異。例如：洛陽在詩中是較複雜的情感象徵，在詞中則簡化為或說是聚

焦為對盛年的緬懷，在詩中有喜有悲，在詞中多是喜，回憶用來對照「現在」的不完美，

山意象、菊意象、鷺意象和酒意象也是如此，在詩中的意涵比詞中豐富。又如：潁州在

詩中多是概念化的隱居的代名詞，在詞中則較多具體的形容，〈採桑子〉詞組更分主題

細述潁州西湖的好，我們觀察詩詞對燕意象、蓮意象的經營也是詞比詩來得細膩而突出。 
其次，由意象特徵可以看出中國古人關於各類文體的價值判斷。如散文家刻劃物象

                                                 
174 董希平、曹勝高：〈從詩詞間作到詩詞兼擅──論詩詞互動視野下北宋詞繁榮的一個重要標誌〉（中國

大陸國家廣電總局高校人文社科項目《唐五代北宋前期詞之研究———以詩詞互動為中心》的階段性

成果），《江海學刊》（2006 年 2 月），頁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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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比為君子形象，譜寫雅士高情遠志的氣質神貌，維護文以明道的創作理念；詩人詠物，

善以描繪物及其環境，襯托自己清幽澄淨、冥合自然的意願，體現緣情、言志的創作準

則；到了詞中，物象多與女性的形貌精神相關聯，抒發呵護物象的憐香惜玉心思。175詞

人對詞體體性的一種慣性理解，使他們在詞中有意識地以兩性思致構築詞中意象，例如

陳師道詠柑子菊的創作思路是「柑子菊，姿韻具勝，如王謝家十五女兒，而名不雅馴，

為改之曰『官樣黃』，作〈清平樂〉詞，且令方內知有此名也。」176又如林逋梅詩清雅，

填詞又是另一種風致，其實這就是詞體兩性構象思致的慣性體現。詞人的世界是一個女

性思維中的兩性世界，兩性構象是詞體體性的本色特徵。沈義父就曾說： 
作詞與詩不同，縱是花卉之類，亦須略用情意，要或入閨房之意。然多流淫艷之

語，當自斟酌。如只直詠花卉，而不著些艷語，又不似詞家體例，所以為難。177 
情語的加入非由外力，而是詞人由純閒適的審美狀態進入情感召喚的結果，歐詞在

語言上已儘量剔除晚唐五代詞字面上過分的濃麗及脂粉氣息，注意使用較樸實的語詞來

中和此前詞中語言的纖細柔媚，但同時又必須保持詞的本質屬性和情韻，因此在意象的

經營上顯得格外細膩，因此予人韻味深長的印象，因此論者多謂「歐詞深」，證諸此章

意象的比較，信然。 
 
 
 
 
 
 
 
 

                                                 
175 參見楊海明：《唐宋詞美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年 6 月），頁 64、65。及楊柏岭：《唐宋

詞審美文化闡釋》（合肥：黃山書社，2007 年 3 月），頁 71-73。 
176 （宋）陳師道〈清平樂〉（重重疊疊）詞的引語，《全宋詞》（臺北：明倫出版社，1973 年 10 月），頁

589。 
177 （宋）沈義父：《樂府指迷》，《詞話叢編》（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年），頁 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