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 声·谏 诤·归 田
———欧阳修《秋声赋》、《归田录》中的诤臣与困境

许东海

内容提要：欧阳修的《秋声赋》无论在辞赋史与古文史上，皆具有不可忽略之地位。 文章

在秋声书写中隐喻了北宋王朝世变中的谏诤困境，以及欧阳对于突破这一困境之路径方法

的探寻与思考。 因此，藉由欧阳修《秋声赋》与其平生奏议书启诗文的参酌对读，诚不难窥见

欧阳修的诤臣困境与世变观照，是为《秋声赋》一文变创性秋声书写的底蕴。 而《归田录》诚

以“归田”为名，却以“诤臣”为实。 从《秋声赋》到《归田录》的书写，既可视为作者一生诤臣自

任的文学回忆录，更是一本诤臣历经世变困境、臻至亟思归田的宦海静思录。
关键词：欧阳修 北宋 辞赋 谏诤 秋声赋 归田

一 绪论：仕宦秋声与告老归田

从嘉佑四年（1059）作《秋声赋》到治平四年（1067）自序《归田录》之间，俨然勾勒出欧阳修从仕

途宦海到归隐颍上的士人的另一种乡愁书写及其困境写真。尽管早于撰写《秋声赋》之前，作者即生

归田之思，然而嘉礼右初年权知开封府前后的仕宦困境及身心疲惫，诚然更为强烈地召唤其深植内

心的归田梦愿，而他此后数年虽然在官场更上层楼，历经礼部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枢密院副使，

迄至仁宗嘉礼右六年（1061）擢登为参知政事，高居宋代文、武二府之副首长，然则此一位尊显宦的仕

途荣耀，并未淡化或消解其多年的归田之想；反之，在欧阳修“官高责益重，禄厚足忧患”①的自我期

许下，兼济理想既欲振乏力，人生焦虑又益觉沉重，然则归田之思亦更见迫切，于是以《归田录》作为

其位居北宋文武二府之际的重要情志隐喻。
欧阳修撰写于宋英宗治平四年九月的《归田录·序》，开宗明义声称此书之性质，乃在“朝廷之遗

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②然而此序更重要的旨趣，则

在藉由虚构人物“有闻而诮余者”与作者的对答，大肆铺陈欧阳修亟思告老归田的心路历程及其感

慨系之，俨然如一篇简古有法的欧阳修仕宦生涯回忆录。其中尤值得关注者，则是深刻映现作者仕

途风骨与宦海风波的动荡浮沉：

修仁义以为业，诵六经以为言……而幸蒙人主之知，备位朝廷，与闻国论者，盖八年于

文化视角

① ［宋］欧阳修：《偶书》，《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一，台北大东书局，1970 年，第 207 页。
② ［宋］欧阳修：《归田录·自序》，李伟国点校，中华书局，1997 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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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矣。 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 使怨

嫉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盖方其壮也，犹无所为，今既老且病矣，是终负人主

之恩，而徒久费大农之钱，为太仓之鼠也。 ……谓宜乞身于朝，退避荣宠而优游田亩，尽其

天年，犹足窃知止之贤名。 ①

由是观之，撰于欧阳修晚年的《归田录》，固然是回首平生仕宦生涯、追叙朝廷遗事的回忆录，同时还

具有弥补正史不足之阙憾的意义，正如他为友人所撰写的神道碑、墓志铭一类追叙平生事迹及其风

采的文字，经常扮演着弥补与深入兼具的人物写真意涵②，并且藉由仕宦场域之朝廷轶事与人物言

行等，作为从仕宦生涯告老归田并以备闲览的人生回忆录。
《秋声赋》与《归田录》皆为欧阳修后期仕途渐趋平顺之际的代表作品，然而就其作品心境而言，

实不无悲秋与伤老之意，除了身体衰病与亲朋故友凋零之基本原因外，这些作品所透露之书写线索

与情志脉动，并结合与作者平生仕宦相关文献加以考察，诚然与作者一生报国淑世与忧国忧民的仕

宦职志攸关，其中重要具体关键之一，则应与欧阳修的谏诤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仕宦困境密切攸

关。因此，基于上述观察，本文主要藉由《秋声赋》与《归田录》的文本，以及相关参考文献，重新寻绎

过往学界较少关注的谏诤文化面向，希望为欧阳修《秋声赋》与《归田录》，及其中映现之归田心境，

提供另一侧面之诠释途径与阅读窗口。

二 欧阳修的谏诤意识与北宋庆历谏诤风气

欧阳修于仁宗庆历改革年间曾任谏官，颇以好言诤议闻名，与范仲淹彼此惺惺相惜，相辅相成，

以致曾提拔范仲淹的宰相晏殊亦于二人发扬踔厉之谠议作风深有微言，如所谓“擢欧阳修等为谏

官，既而苦其论事频数，或面折”③。据此亦可略窥《秋声赋》中的欧阳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臣形

象，其中不仅深刻映现北宋仁宗庆历革新时欧阳修与范仲淹等人的儒臣身影，并进一步在其声音书

写里，重现当年以诤谤声音对峙抗礼的朝廷图景。按，范仲淹卒于皇佑四年（1054），欧阳修为撰《祭

资政范公文》，即已屡屡申明其忧国忧民却备受群小讥谤的平生困境。
其中固有疾言厉色的范、欧二人的谠议典范，而当时亦复不乏浑噩无知与漠然以视，唯求自得

自全、持盈保泰的缄默之辈，例如对范、欧等人庆历革新力持反对，与晏殊并列宰辅的章得象，即是

其中代表人物：

章得象在中书时，方天下多蔽事，且有西鄙之患。每与范希文、富彦国，以文字至相府，
欲发议论，辄闭目数数，殊不应人。 ④

而他对于范仲淹等人的冷漠忽视，亦有说辞：

① ［宋］欧阳修：《归田录·自序》，第 3 页。
② 例如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即申明此文之撰述旨趣谓：“其行己临事，自山林处士

里闾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乐道其事者众，及其世次官爵，志于墓，谱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论著，著其

系天下国家之大者，亦公之志欤！ ”参见［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一，第 1470 页。
③ 参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79 年，第 3699 页。
④ ［宋］韩琦：《韩魏公集·家传》卷二十，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 年，第 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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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富、韩勇于事为何如？ 曰：得象每见小儿跳踯戏剧，不可诃止。 俟其抵触墙壁，自

退耳。 方锐于跳踯时，势难遏也。 ①

北宋宰辅如是，而所谓参知政事之流，实为副相地位，其中亦不乏如是以缄默自持而尸位素餐者。故
欧阳修曾因此上疏，并深加攻讦者，如参知政事王举正即为其例，以为在位者缄默害事，并妨占贤

路；反之，直言谏诤以忧思君国者，如范仲淹等辈可为其例：

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许其有宰辅之业。外议皆谓在朝之臣，忌仲淹才名者

甚众……可惜不令大用。盖枢府只掌兵戎，中书乃是天下根本，万事无不总治，伏望陛下且

令韩琦佐枢府，移仲淹于中书，使得参预大政；况今参知政事王举正最号不才，久居柄用，
柔懦不能晓事，缄默无所建明，且可罢之以避贤路。 或未欲罢，亦可令与仲淹对换。 当今四

方多事，二虏交侵，正是急于用人之际，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叶天下公论，不必待其作过，
亦不须俟其自退也。……伏望陛下思国家安危大计，不必顾惜不才之人，使妨占贤路。如允

臣所请，即乞留中，特出圣断指挥；或尚未欲施行，即乞付中书，令举正自量材业优劣，何如

仲淹。 若实不如，即须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议，取进止。 ②

由庆历年间欧阳修与范仲淹二人以谏诤谠议而名闻当世的史实观之，《秋声赋》中的欧阳子既以先

忧于天下的形象，对照于缄默自适、无动于衷的童子，俨然重现北宋庆历改革朝廷士臣之忠言谠诤，

忧心世变，实与缄默自适、宴享太平二种截然抗礼的文化分野。是故北宋庆历新政的历史人物中，以

范仲淹、欧阳修为主的忧世谏诤类型，与以章得象、王举正为代表的缄默处世、浑噩无知，诚为其中

两大代表对照类型。于是《秋声赋》中欧阳子与童子适成北宋世变及其危急存亡之秋，当世朝臣权贵

心态与自处之道的当代回应及人物缩影，从而映现《秋声赋》的深层书写隐喻。

三 《秋声赋》之秋声书写与谏诤指涉

欧阳修《秋声赋》藉由欧阳子与童子的主客对话形态，回归早期先秦两汉辞赋的基本书写形态，

从而与文体上的古文革新呈现同质的书写取向，诚具特殊的文学意涵，而不应仅仅视为书写形态及

其章法修辞的表层变化。其次，此赋中欧阳子与童子的主客对话，与对于秋声世界感知，呈现截然不

同的响应取向。其中欧阳子固可以视为欧阳修对于秋声的深邃洞烛与丰富想象，然则童子对于秋声

世界几无感知的叙写，俨然呈现对于外在世界变动的浑噩与疏离。相形之下，欧阳子对于秋声肃然

而起大军压境之想，山雨欲来风满楼般的波诡云谲，因此面对世界可能风起云涌的变动与胁迫，欧

阳子的心境映现出浓烈的忧患意识及生命焦虑。而对照之下，童子无视外在世界即将出现的剧变或

危机，无动于衷，不改一贯安泰处顺、漠然以对的自处之道：“童子莫对，垂头而睡。”然则欧阳子自我

的孤独呢喃：“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由是观之，《秋声赋》里欧阳子与童子二人判然分

别代表面对外在世变风雨的两种不同生命态度。前者的“有声世界”，俨然映现出一位任重道远、洞
烛先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弘毅士臣身影。然则此一宋代士臣风范，本质上诚与欧阳修庆历革新

① ［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刘德权、李剑雄点校，中华书局，1997 年，第 156 页。
② ［宋］欧阳修：《论王举正范仲淹等札子》，《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四，1970 年，第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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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戮力同心的范仲淹风神相契。①

欧阳修《秋声赋》中的秋声铺陈及新变想象，除承传于宋玉、潘岳以来的传统叙写外，同时进而

变创于唐代李德裕、刘禹锡等人《秋声赋》者，复在将秋声与“肃杀”、“夷戮”系联，跳脱过往辞赋以悲

秋为主的传统秋声基调，从而高揭深具生死危机的兵象与刑官意蕴。此事固为欧阳修赋秋声书写的

变创特色，然则若考察欧阳修从庆历革新起素以抗言谠议的诤臣身份冲撞当朝权贵，则其因好于疾

言厉色，得罪当道，屡肇言祸，并迭招谤谮之祸，诚为左右一生宦海浮沉的忧患危机，岂能无感于心，

而且类此之诤臣情愫，早已揭橥于其庆历五年（1045）之奏议里，例如：

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
惟赖圣明幸加省察……臣自前岁召入谏院……今群邪争进谗巧，正士继去朝廷，乃臣忘身

报国之秋，岂可缄言而避罪，敢办愚瞽，惟陛下择之。 ②

于北宋庆历新政开始，欧阳修与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等人，既以忠言谠论的正士直声，浮沉于宦

海之间，然则欧、范等人亦以此招致继踵而至的谤谮言祸，此事对于仁宗嘉佑以后的欧阳修而言，不

仅刻骨铭心，并且屡见申揭。例如他在与《秋声赋》同撰于嘉佑四年（1059）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
中，仍力阐谏诤对于君国社稷利害得失之重要：

自是以来，二十年间，台谏之选，屡得谠言之士，中间斥去奸邪，屏绝权幸，拾遗救失，
不可胜数，是则纳谏之善，从古所难，自陛下临御以来，实为盛德，于朝廷补助之效，不为无

功。 凡所举动，每畏言事之臣，时政巨细，亦惟言官是听。 原其自始，开发言路，至于今日之

成效，岂易致哉！ 可不惜哉！ ③

欧阳修念兹在兹者恒是，加上撰写《秋声赋》的嘉佑初年前后，同辈僚友如范仲淹、杜衍、尹洙、梅圣

俞等人相继辞世，固然令欧阳修油然兴发“同时一辈，零落之余”的生命秋声悲慨④，亦不禁追忆此

辈正直士臣忠谠为国的平生风范。例如：

谗人之言，其何可听，先事而斥，群讥众排，有事而思，虽仇谓材。毁不吾伤，誉不吾喜，
进退有仪，夷行险止。 呜呼公乎……谗人岂多，公志不舒……岂其生有所嫉，而死无所争。
自公云亡，谤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见。 ⑤

士之进显于荣禄者，莫不欲安享于丰腴，公为辅弼，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进不知

富贵之为乐，退不忘以天下之为心，故行于己者老益笃，而信于人者久愈深。 ⑥

故欧阳修在与《秋声赋》同撰于嘉佑四年的《乞与尹构一官状》中，仍推美尹洙平生“文学议论”的正

① 参见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4 年，第 161～170 页。
② ［宋］欧阳修：《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一作《上皇帝辨杜韩范富书》），《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四，第 215～217

页。
③ ［宋］欧阳修：《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四，第 249～250 页。
④ ［宋］欧阳修：《祭梅圣俞文》，《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二，第 174 页。
⑤ ［宋］欧阳修：《祭资政范公文》，《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二，第 173 页。
⑥ ［宋］欧阳修：《祭杜祁公文》，《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二，第 173～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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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直臣风范：

故起居舍人直龙图阁尹洙，文学议论为当世所称。忠义刚正，有古人之即。初蒙朝廷擢

在馆阁，而能不畏权臣，力排众党，以论范仲淹事，遂坐贬黜。 其后元昊僭叛，用兵一方，当

国家有西顾之忧，思得材谋之臣，以济多事，而洙自出师，至于元昊纳款，始终常在兵间，此

一时之人，最为宣力，而群邪丑正，诬构百端，卒陷罪辜，流窜以死。 蒙陛下仁圣恩怜，哀其

冤枉，特赐清雪，俾复官资，足以感动群心，劝励忠义。 ①

然则欧阳修早年仕宦既以直言谏诤自许自任，而其一生仕宦浮沉亦颇受谤谮言祸之害，显然既以敢

言著称当朝，亦屡因言遇祸②，得罪于当道权贵。欧阳修本人亦具自知之明，故于庆历五年（1045）贬

谪滁州时上表自称：

谤谗始作，大喧群口而可惊。 诬罔终明，幸赖圣君之在上……若以攻臣之人，恶臣之

甚，苟罹纤过，奚逭深文，盖荷圣明之主张，得免罗织之冤枉。 然臣自蒙睿奖，尝列谏垣，论

议多及于权贵，指目不胜于怨怒。 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苟今谗巧之愈多，是速孤危于

不保……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闲处，使其脱风波而远去，避陷穽之危机。 ③

然则对于向以疾言厉声自励的欧阳修而言，如此充满肃杀之气的当代士臣秋声，从他平生乐此不疲

的士臣发声职能而言，诚然充分展现天地正义忠直之气：

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 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 ④

另一方面，此一令人懔然肃杀之秋声隐喻，固然如其《秋声赋》所写，深具天风海雨逼人之势，所谓：

“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雨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如是之

秋声气象，虽亦深具千军万马、势如破竹的凛冽威锐特质，然则对于一生以厉声直言自任的欧阳修

而言，其间所引发当朝群邪怨怒之声，显然始终此起彼落，方兴未艾，为欧阳修耿耿殷忧之事。故《秋

声赋》中的此一深层秋声指涉，终其一生，未尝忘怀，甚且纠缠未已。此事可印证于其晚年时期的自

我叙写：

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当其惊风骇浪，卒

然起于不测之渊，而蛟鳄鼋鼍之怪，方骈首而闯伺，乃措身其间，以蹈必死之祸。 ⑤

撰述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季秋的《归田录·序》这段文字，适印证其中谤谗困境，诚与作者欧阳修

一生相终始。然而无论欧阳修忠谠谏言的“天地之义气”，或者相对于来自对峙群邪谤谗言祸的“波

涛夜惊，风雨骤至”，甚或“其所以摧败而零落者，乃一气之余烈”，相互深契。由此观欧阳修《秋声赋》

① ［宋］欧阳修：《乞与尹构一官状》，《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四，第 251 页。
② 参见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第 190～210 页。
③ ［宋］欧阳修：《滁州谢上表》，《欧阳修全集·表奏书启四六集》卷四， 第 47 页。
④ ［宋］欧阳修：《秋声赋》，《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一，第 144 页。
⑤ ［宋］欧阳修：《归田录·自序》，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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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赋予的秋声隐喻，固然“以肃杀而为心”为其中心旨奥，然则当流衍具现于北宋士臣的仕宦之道

上，就欧阳修的文化观照而言，则又分别转化为谠论之“天地之义气”与群邪谤谗之“一气之余烈”，
两种相互颉颃背驰的当代士臣谏诤隐喻与忠邪指涉。然则此诚为欧阳修《秋声赋》深寓之仕宦隐喻

与困境写真，亦为其丰富秋声意蕴之深层指涉，更为殊异唐代前贤《秋声赋》的书写变创以及秋声新

蕴之重要转捩。

四 《归田录·序》的诤臣身影及其困境

据欧阳修所言，《归田录》其书写精神主要依据唐代李肇《国史补》亲闻目睹的史家撰述笔法，并

参酌以“君子之志”的商榷：

唐李肇《国史补序》云：“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辩

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 ”余之所录，大抵以肇为法，而小异于肇者，不书人

之过恶。 以谓职非史官，而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志也。 览者详之。 ①

欧阳修文中特别揭示其基本笔法取法李肇《国史补》，惟其间小异者，乃在“掩恶扬善”的“君子之

志”，此固足以彰显作者之君子德风，但相对于作者书成之初曾经传世的前引序文中，所揭示平生仕

宦，正因“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的一贯风骨，显然不无落

差。其中缘由是否因为该书序文，“公为此录，未成而《序》先出，裕陵（神宗）索之，其中本载时事及所

经历见闻，不敢以进，旋为此本”②，甚至于“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

州，因其间所记有未欲广布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取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帙”③。
由是观之，今传世二卷本的《归田录》应是大抵初稿为一本，宣进者又一本，其间内容显然互有出入。
然则此书之撰，主要即源自其平生仕途风波的不平之鸣：

欧阳修把这个笔记定名为《归田录》，是因他的坎坷不平的仕宦道路有关。庆历新政失

败，欧阳修屡被贬官，以后虽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但坦直无隐招致怨谤益众，数被诬

陷。 这就使他怨愤满腹，屡求引退。 ④

因此，基于初即位的神宗因变法之故而亟欲深谴欧阳修的不利时局，作者的更动砍削，甚至画蛇添

足地于书末归旨于“掩恶扬善”的君子之志，从而映现其与前序所揭精神旨趣之落差，则应可理解。⑤

并且前序因在当时传世更广，故宋神宗亦得见序文，则其深感于宦海风波的不平之鸣，应为欧阳修

《归田录》的真正撰述旨趣及根本初衷。
因此，从现今传世的二卷本《归田录》，与夏敬观、李伟国等人前后搜罗的此书佚文综览观之，其

中诚颇多展现当代诤言谠论、刚直不阿的论政风范，以及念兹在兹的谏诤士风，故其中屡屡揭示当

代人物评议取向。例如卷一所载“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一事，即归旨

①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第 36～37 页。
②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语，《归田录·附录》，第 56 页。
③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引王明清《挥麈三录》，《归田录·附录》，第 56 页。
④ 李伟国：《归田录佚文初探》，《归田录·附录》，第 60～66 页。
⑤ 李伟国：《归田录佚文初探》，《归田录·附录》，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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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议者以为得礼”。①此外，明显涉及当代诤臣言行者，如：

鲁肃简公立朝刚正，嫉恶少容，小人恶之，私目为“鱼头”。当章献垂帘时，屡有补益，谠

言正论，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谥曰“刚简”，议者不知为美谥，以为因谥讥之，竟改

曰“肃简”。公与张文节公（知白）当垂帘之际，同在中书，二公皆以清节直道为一时名臣，而

鲁尤简易，若曰“刚简”，尤得其实也。 ②

此则笔记主要藉由鲁肃简公的相关谥号展开论述，阐扬当代士大夫谠言正论的立朝风范，以及实事

求是与信征以之的史学观照，从而成为《归田录·序》中自述“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的作者，故作

者引为当代诤臣之同调。又如赞扬贤相王曾方正持重，不依阿取容，亦不收恩避怨：

王文正公（曾）为人方正持重，在中书最为贤相。 尝谓：“大臣执政，不当收恩避怨。 ”公

尝语尹师鲁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 ”闻者叹服，以为名言。 ③

如是刚直不阿的宰臣风范，固然可以赢得一世英名，然而《归田录》中亦不乏以刚劲寡合，为人谤谮，

遂逃命远遁的负面悲剧，例如以文章扬名天下的杨亿：

杨文公（亿）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刚劲寡合。 有恶之者，以事谮之。 大年在学士院，忽

夜召见于一小阁，深在禁中。既见赐茶，从容顾问，久之，出文藁数箧，以示大年云：“卿识朕

书迹乎？ 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 ”大年惶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而出。 乃知必为

人所谮矣。 由是佯狂，奔于阳翟。 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顾无比，晚年恩礼渐衰，亦由此矣。 ④

杨亿虽有当代文豪之美才，然终竟以刚劲寡合，由学士院贵宦，一夕变色，落荒逃命，沦落天涯，而以

学士代拟草诏之文职，犹遭如是不测之际遇，则以曾任诤臣，朝夕论思献纳，故每每取怨怒于权臣邪

佞的欧阳修，所以“怨嫉谤怒，丛于一身”也就理有固然，但同时自不免触发即将辞宦归田的作者“同

是天涯沦落人”的宦海共鸣及相濡以沫，从而印证《归田录·序》“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的归返之

悲与无可奈何。

五 《归田录》的“掩恶扬善”与谏诤意涵

《归田录》编成之同年作者密集撰写的表章奏议等文书，其中念兹在兹的引退归田之思，二者间

形似神契的共同书写取向，历历映现《归田录·序》的主要撰写旨趣，诚然并非全然契合其书末所谓

“掩恶扬善”的“君子之志”，其中对于当代人物言行此起彼落的“扬善”截录，固然无庸置疑，惟前述

书中不少载录，则反而成为“惩恶扬善”的具体事例，而且其中还兼具诤言谠论与谮言谤谗两类对照

的当代人物言行取向。此外，本书亦不乏针对当时濮议之争的讽谕书写，例如“书仪”一则，其中婚礼

“有女坐婿之马鞍，父母为之合髻”之例，欧阳修藉由“不知用何经义”的疑问，分析并评论世俗之“转

①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一，第 1 页。
②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一，第 4 页。
③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一，第 7 页。
④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一，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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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乖缪，至于如此”。文末则指陈“今虽名儒臣公，衣冠旧族，莫不皆然”，并且归旨于：

呜呼！士大夫不知礼义，而与闾阎鄙俚同其习，见而不知为非者多矣。前日濮园皇伯之

议是矣，岂止坐鞍之缪哉？

可见作者的真正意图乃在藉由世俗婚礼之乖缪，寓托作者对于濮议事件的是非褒贬，故虽是“曲终

奏雅”，却涉及朝廷礼乐的当代谏诤。
《归田录·序》所揭橥的诤言谠论与谮言谤议，诚为作者撰述此书的重要观照，然则二者乃一体

两面，往往扬善之际亦所以昭恶。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则为如是涉及谏诤的人物言行，在今可资

参酌的《归田录》佚文资料里①，颇不乏相关事迹，例如：

仁宗时宦官虽有蒙宠幸甚者，台谏言其罪，辄斥之不吝也，由是不能弄权。 ②

李文定公迪罢陕西都转运使还朝……及上（真宗）将立章献后，迪为翰林学士，屡上疏

谏，以章献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 由是章献深衔之。 周怀政之诛，上怒甚，欲责及太子，群

臣莫敢言。迪为参知政事，侯上怒稍息，从容奏曰：“陛下有几子，乃欲为此计？”由是独诛怀

政，而东宫不动摇，迪之力也。 及为相，时真宗已不豫，丁谓与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谓矫书

圣语，欲为林特迁官，迪不胜忿，与谓争辩，引手板欲击谓……因更相论奏，诏二人俱罢相，
迪知郓州。 明日，谓复留为相……章献太后上仙……上即位，召诣京师，加资政殿大学士，
数日，复为相。迪自以受不世之遇，尽心辅佐，知无不为。吕夷简忌之，潜短之于上，岁余，罢

相出知某州。迪谓人曰：“迪不自量，恃圣主之知，自以为宋璟而以吕为姚崇，而不知其待我

乃如是也。 ”③

前一则揄扬诤臣诤言之善，适足以对照官宦弄权之恶行。后一则李迪言语与事迹，既可展现其人刚

直正言的诤臣风范，同时又一一反映出丁谓之偏邪不肖，吕夷简之邪佞好谮。然则所谓“掩恶扬善”
宜为呈奉宋神宗御览的权变之辞，并非欧阳修《归田录》撰述的初衷旨趣；反之，“扬善惩恶”或许才

符合现存《归田录》正文与佚文的精神取向，故此书佚文中固亦不乏载录诤臣风范的备受擢赏与论

谀之徒终见罢弃的对照事例，从而映现寓褒贬于叙事的《春秋》笔法与史家观照。例如见录于《艺文

类聚·前集》卷三十九的种放与刘昌言事迹：

种放字明逸，隐居终南山豹林谷，闻希夷之风，往见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岂樵

者，二十年后当有显官，名声闻天下。 ”明逸曰：“放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 ”……后明逸

在真宗朝以司谏赴召，帝携其手登龙图阁论天下事，及辞归山，迁谏议大夫。 ④

然则“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的种放，正契合欧阳修《朋党论》所揭“所行者道义”、“所惜者名节”等
君子风标，亦为真宗朝所擢拔之司谏人选；反之，巧言令色之徒如刘昌言者，行如其名，虽侥幸得意

① 《归田录·佚文》，《欧阳修全集·内制集二》，第 40～55 页。
② 《归田录·佚文》，《欧阳修全集·内制集二》，第 41 页。 据李伟国点校本小注曰：“《皇宋类苑》卷五。 ”
③ 《归田录·佚文》，《欧阳修全集·内制集二》，第 43～44 页。 小注曰：“《皇宋类苑》卷十，案又见于《涑水纪闻》卷五。 ”
④ 《归田录·佚文》，《欧阳修全集·内制集二》，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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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终难长久：

刘昌言太宗时为起居郎，善稗阖以迎主意。 未几，以谏议知枢密院，君臣之会，隆替有

限，圣眷忽解，曰：“昌言奏对皆操南音，朕理会一字不得。 ”遂罢。 ①

由是观之，两人虽同列谏垣之位，然前者正言谠论与后者论谀逢迎，其间善恶得失，岂可同日而语？

六 《归田录》中的诤臣之道及史学观照

《归田录》如是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春秋》笔法，显然出自欧阳修平生对于诤臣语言取向与内

在品德间本末关系之认知，其中则人品为本、言品为末，适如其论古文乃以道为本、以文为末的学术

观照，所谓“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自至也”②。然则作为诤臣正言谠论之道，亦不外于此基本观照。其中

诤言亦文，并以圣贤之道为本，故古文中论文与道二者的关系，如其《与张秀才第二书》所言：

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

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③

然则上述《归田录》中涉及士臣正言谠论的载录，莫不映现由道以言的内在文化根据，故其《上范司

谏书》乃亟言谏官之道及立言之旨：

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计，惟所见闻而不系职司者，独宰相可行之，谏

官可言之尔。 故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立

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 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 言行，道亦行也。 ④

欧阳修以宰相行道与诤臣行言，虽职能殊途，尊卑有秩，然两者皆必本于“学古怀道”之士，期于“言

行道亦行”的言道合一，方为利安元元社稷之福祉，亦可见圣贤之“道”仍为其根本，亦其精神旨趣与

古文之事会通的最重要关键，欧阳修之谏诤与古文可谓殊途同归也。《归田录》中关涉当代人物谏诤

正言的不少载录，除展现北宋诤臣实事求是以商榷是非的立言发声精神外，亦复重视百世评价的史

学意识，从而体现欧阳修主信实而明善恶的首要史学观照⑤，而如是谏诤与史学合流的独特意涵，

不仅亦反映在作者书末所揭《归田录》取法唐代史家李肇《国史补》，并以“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

示劝戒”等史家职志为撰述旨趣，从而映现士臣谏言必深具立言不朽的重要文化底蕴。换言之，士臣

谏言之是非善恶，最终将归旨于百世之后的历史检视，而且此一深层底蕴，亦具体而微地流露于欧

阳修谏诤论述的主要代表作《上范司谏书》及《与高司谏书》：

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职者，受责于有司；谏官之失职也，取讥于君子。 有司之法行乎一

① 《归田录·佚文》，《欧阳修全集·内制集二》，第 55 页。
② ［宋］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二，第 156 页。
③ ［宋］欧阳修：《与张秀才第二书》，《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三，第 78 页。
④ ［宋］欧阳修：《上范司谏书》，《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三，第 75 页。
⑤ 参见黄进德：《欧阳修评传·欧阳修的史学观和史学成就》，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58～3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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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君子之讥著之简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惧也！ ①

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
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

在默默尔……今天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是可言

者惟诤臣尔……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出入朝中称谏

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

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②

诤臣固为“学古怀道”之士，且“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③，理当“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

可听；褒贬是非，无一缪说”，如范仲淹之“平生刚志，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正是欧阳修推崇

的诤臣风范，其中关键即体现以“任天下之责，惧百世之讥”④自许，且任重道远的正士谏诤风骨。由

此可见诤臣职志无法自外于向天下与历史负责的双重意义，则其所展现的正言谠论，显然亦深具君

子立言不朽的独特文化意蕴，亦与唐代古文家韩、柳所倡“文以明道”的基本精神，及商榷古今、重视

立言的职志彼此深契。由此观之，欧阳修《归田录·序》昭揭的诤臣风骨，与书末说明撰述笔法及归旨

的史学意涵，适成相辅相成的诤臣论述。
此书内容涉及当代人物谏言，以及相关制度、风俗，间及古今掌故轶闻；此外，其中以资谈笑的

琐事趣闻，往往也展现作者商榷是非、慎辨真伪的实事求是取向，从而寓托嘲讽与规戒。因此，就其

精神旨趣而言，诚然与谏诤之本质相契。例如卷二所载“世俗传讹，惟祠庙之名为甚”与“今世言语之

讹，而举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缪者”即为其例，从文字叙写表层而言，虽似无涉诤言，实得诤臣论事神

理也。该书中亦颇不乏记录当代制度因革及朝廷文书之相关事迹，作者亦往往于其结论处，指陈是

非本末之论，例如“国朝之制，自学士已上赐金带者例不配鱼”、“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负重名于时”、
“国朝之制：大宴，枢密使、副不坐”等数则，或归旨于“皆失其本义也”⑤，或“以（中书）堂吏惶惧改

之，乃肯书名”的“正名”指涉，尤其“大宴，枢密使、副不坐”则，虽似无涉诤臣事迹，然实攸关北宋

治体：

国朝之制：大宴，枢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赐食，与合门、引进、四方馆

使列坐庑下，亲王一人伴食……故朝中为之语曰：“厨中赐食，阶下谢衣。 ”⑥

欧阳修征引此一当代制度后，亦以商榷古今、论断是非的诤臣之姿，展开下列论述：

盖枢密使唐制以内臣为之，故常与内诸司使、副为伍，自后唐庄宗用郭崇韬，与宰相分

秉朝政，文事出中书，武事出枢密，自此之后，其权渐盛，至今朝遂号为两府，事权进用，禄

赐礼遇，与宰相均，惟日趋内朝、侍宴、赐衣等事，尚循唐旧。 其任隆辅弼之崇，而杂用内诸

① ［宋］欧阳修：《上范司谏书》，《欧阳修全书·居士外集》卷三，第 75 页。
② ［宋］欧阳修：《与高司谏书》，《欧阳修全书·居士外集》卷三，第 85 页。
③ ［宋］欧阳修：《与高司谏书》，《欧阳修全书·居士外集》卷三，第 85 页。
④ ［宋］欧阳修：《上范司谏书》，《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三，第 75 页。
⑤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第 26 页。
⑥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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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轻重失序，盖沿革因时，因循不能厘正也。 ①

其中俨然可见作者不失诤臣本色的正言谠论。而除以现身说法展现诤臣风范外，有时又代之以他者

的谏诤，例如东阳郡王赵颢之检校太傅一则：

皇子颢封东阳郡王，除婺州节度使、检校太傅。 翰林贾学士黯上言：“太傅，天子师臣

也。 子为父师，于体不顺。 中书检勘自唐以来亲王无兼师傅官者。 盖自国朝命官，祉以差遣

为职事，自三师三公以降，皆是虚名，故失于因循尔。 ”议者皆以贾言为当也。 ②

其中针对北宋官名沿用因循之失，提出厘清与纠正，而翰林学士贾黯亦获得士林舆论的同声支持，

此作者亦所以著明学士之论思献纳，体现谏诤职责。至于当时翰林学士之任可谓儒者至荣，至其职

能所重何如？欧阳修曾论及之：

缙绅竦叹，以为儒者之至荣……窃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轻……询谋献纳，因加内相之

名。 恩既异于常伦，人愈难于称职。 ③

而臣为陛下学士，职号论思，岂有目睹时弊，心知可患，无所献纳，而又自身蹈之。 ④

因此学士之论思献纳，在实质上亦深具诤臣职能，故他于呈奏《再辞侍读学士状》中，亦同时针对朝

廷恩滥官冗之弊，加以谏诤：

禁署为一时清选，既已忝窃经筵，况近例多兼，何必辞让？ 盖以臣身见兼八职，侍读已

有十人，为朝廷惜清职，遂为冗员，况讲席不添人，未至阙事，所以敢陈瞽说，乞免冒荣。 臣

伏见国家近年以来，恩滥官冗，议者但知冗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 盖由凡所推恩，便为成

例。在上者稍欲裁减，则恐人心之不足；在下者既皆习惯，因谓所得为当然。积少成多，有加

无损，遂至不胜其弊，莫知所以裁之。 ⑤

欧阳修曾以翰林学士身份辞去可以更上层楼的侍读学士之职，主要乃出自以天下之重与百世之鉴

为中心的诤臣观照，据此对照上述《归田录》所载翰林学士贾黯的谏言忠谠，亦可印证此书所体现的

谏诤意识及史学观照的书写旨趣，从而成为《归田录》所映现的另类诤臣身影。

七 秋声与归田：欧阳修的归田召唤与仕宦追忆

欧阳修《秋声赋》篇末所流露的生命秋恨及仕途情变，亦为其归田图景的自我商榷与初始召唤。
然则此一文化心理机制，对于长久浸濡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士人而言，一切显得理所当然与水到渠

①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第 27 页。
②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第 27 页。
③ ［宋］欧阳修：《谢宣召入翰林状》，《欧阳修全集·内制集》，第 53 页。
④ ［宋］欧阳修：《再辞侍读学士状》，《欧阳修全集·内制集》，第 54 页。
⑤ ［宋］欧阳修：《再辞侍读学士状》，《欧阳修全集·内制集》，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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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此，在欧阳修撰写《秋声赋》的前后时期，其诗文或奏书等不同文体作品中，已然不乏相关情志

之流露，例如嘉佑二年（1057）与梅圣俞互相酬酢往来的诗歌，即屡动山林田园之兴怀，与梅氏合作

之《归田四时乐》：

春风二月三月时，农夫在田居者稀。新阳晴暖动膏脉，野水泛滟生光辉。……田家此乐

知者谁，吾独知之胡不归。 吾已买田清颖上，更欲临流作钓矶。 ……田家此乐知者谁，我独

知之归不早。 乞身当及强健时，顾我蹉跎已衰老。 ①

而与《秋声赋》同撰于嘉佑四年（1059）的诗歌中，更屡屡兴发陶潜田园之思。例如《清明风雨三日不

出，因书所见呈圣俞》，其原题全文旧有“韩子华以靖节斜川诗见招游李园”云云一段，内容俨然陶氏

归田图景之重现：

少年喜追随，老大厌喧哗。 惭愧二三子，邀我行看花。 花开岂不好，时节亦云嘉。 因病

既不饮，众欢独成嗟。 ……浊酒倾残壶，枯鱼杂干虾。 ……坐令江湖心，浩荡思无涯。 宠禄

不知报，鬓毛今已华。 有田清颍间，尚可事桑麻。 安得一黄犊，幅巾驾柴车。 ②

此时欧阳修其他诗文，亦屡见“待君归日我何为？手把锄犁汝阴叟”③与“吾爱陶靖节，有琴常自随。
无弦人莫听，有琴弹自随”④等归田相关叙写。然则欧阳修《秋声赋》的伤秋悲老之叹，实与其发自内

心深处的归田召唤相互唱和。尽管实际上他并未能顺心如意地告退归田，但欧阳修晚年生涯规画诚

然已付诸身体实践，买田颍州即为其证，并早于皇佑二年（1050）即与梅尧臣相约买田此间⑤，亦见其

兴发人生秋声，与归田情思牵动的心灵图景。
欧阳修于《归田录·序》揭橥其位居二府的仕宦困境及自许自责，应可视为其士臣生命秋声的进

一步深化与隐喻，其序亦藉由类似于《秋声赋》的主客对答形态，从而映现欧阳修面对宦海与田园之

间的生命困境及焦虑，其中值得关注者，乃在凸显其位居二府等职期间与闻国论的时空背景：

而幸蒙人主之知，备位朝廷，与闻国论者，盖八年于兹矣。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
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
盖方其壮也，犹无所为，今既老且病矣，是终负人主之恩，而徒久费大农之钱，为太仓之鼠

也。 为子计者，谓宜乞身于朝，退避荣宠，而优游田亩，尽其天年，犹足窃知止之贤名。 而乃

徘徊俯仰，久之不决，此而不思，尚何归田之录乎！ ⑥

然则据此序所述，其仕途秋恨与归田抉择的生命焦虑，显然有增无减，并未稍事淡化消解，因此从

《秋声赋》以欧阳修士臣困境及其自我凝视的书写本质，进而审视《归田录》之书写意蕴，其中诚然透

露出欧阳修人生秋暮及谏诤困境，并且藉由以归田为主题或名义的笔记书写文体，变创性地将其转

① ［宋］欧阳修：《归田四时乐·春夏二首》，《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一，第 58 页。
② ［宋］欧阳修：《清明风雨三日不出，因书所见呈圣俞》，《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一，第 56 页。
③ ［宋］欧阳修：《小饮坐中赠别祖择之赴陕府》，《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一，第 57 页。
④ ［宋］欧阳修：《夜坐弹琴有感二首呈圣俞》，《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一，第 58 页。
⑤ 参见黄进德：《欧阳修评传》，第 159～164 页。
⑥ ［宋］欧阳修：《归田录·自序》，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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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对照士臣生命秋声的另类文学镜象。然则在此之下，其实《秋声赋》与《归田录》尽管从其外在文

体、主题，甚或内在叙写内容观之，似乎是相互异制殊轨的著述，但就其士臣生命秋声这一深层旨趣

而言，二者实为互为表里的相辅相成关系，亦为欧阳修异于前人同题《秋声赋》情志对话的独特变

创。
其次，面对仕宦困境及生命焦虑的欧阳修，无论《秋声赋》或《归田录》，显然皆不外攸关士臣介

于仕宦场域与田园归路二者之际，相互论辩抗礼的文化基本范畴，然则同时亦复作为消解自我之秋

声情怀及人生焦虑的不二法门。从欧阳修的自我观照看来，其实仍不外以学识与文章为其精神最终

依据，从而体现士文化的传统机制，于是阅读与文章亦复成为欧阳修士臣生命秋声的精神归路及未

来梦图。其中是将最后士臣的身体抽离仕宦场域，又复将其平生兼济事业转化为一种富于距离美感

的闲居品味及追忆，如此的崭新生命蓝图，其实也等同于既可纾解仕宦困境，同时得以慰藉其士臣

志业的两全策略。是故《归田录·序》开宗明义揭示此书旨趣：

《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

之览也。 ①

此外，此序即已力陈其一生备受“怨嫉谤怒”之苦，于是对他而言，避祸得全之计，务在根决此一平生

仕宦困境，故其《归田录》篇末乃归旨于唐代李肇《国史补·序》之写作原则：

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

笑谈，则书之。 ②

其中固然深具史家身份之观照特色，然则欧阳修于此段之后所特别指陈的“非史官”及“君子”身份，

显然别具用心，其文谓：

余之所录，大抵以肇为法，而小异于肇者，不书人之过恶。 以谓职非史官，而掩恶扬善

者，君子之志也。 ③

盖史家重在辨明历史人事之真相实录与得失是非，然若全据李肇之旨为绳，欧阳修不亦重蹈平生

“使怨嫉谤怒，丛于一身”的仕宦困境？然则实质言之，扬善固为君子之德，然而其恶虽掩，欧阳修固

所以用之自全，何况“识者读其善迹，则小子之过，亦可以思过半也”，欧阳修苦心之孤诣当即在此。
此外，就《秋声赋》或《归田录》等之文章书写实际而言，虽皆一一涉及当代宦场及人物之善恶得

失，却不必忧心于“怨嫉谤怒”之加于一身。由是观之，文章是为传世不朽之千秋大计，亦复成为论述

当代人物事功、善恶得失的可能出口，更可视为生命暮秋之际归田梦土的重要精神依据，及其士臣

终极归路，然则此一士人生命意义的确认，亦源自欧阳修平生的文化沉淀及省思所得，其中旨趣应

可以下列作者诸诗为证：

东州太守诗尤美，组织文章烂如绮。 长篇大句琢方石，一日都城传百纸。 我思古人无不然，

① ［宋］欧阳修：《归田录·自序》，第 3 页。
②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第 36 页。
③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第 36～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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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功名垂百年。 沉碑身后念陵谷，把酒泣下悲山川。 一时留赏虽邂逅，后世传之因不朽。 ①

念昔始从师，力学希仕宦。 岂敢取声名，惟期脱贫贱。 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 谓言得

志后，便可焚笔砚。 少偿辛苦时，惟事寝与饭。 岁月不我留，一生今过半。 中间尝忝窃，内外

职文翰。官荣日清近，廪给亦丰羡。人情慎所习，酖毒比安宴。渐追时俗流，稍稍学营办。杯

盘穷水陆，宾客罗俊彦。 自从中年来，人事攻百箭。 非惟职有忧，亦自老可叹。 形骸苦衰病，
心志迹退懦。 前时可喜事，闭眼不欲见。 惟寻旧读书，简编多朽断。 古人重温故，官事幸有

间。 乃知读书勤，其乐固无限。 少而干禄利，老用忘忧患。 又知物贵久，至宝见百炼。 纷华

暂时好，俯仰浮云散。 淡泊味愈长，始终殊不变。 何时乞残骸，万一免罪谴。 买书载舟归，筑

室颍水岸。 平生颇论述，铨次加点窜。 庶几垂后世，不默死刍豢。 信哉蠹书鱼，韩子语非讪。 ②

八 结论

从秋声到归田：欧阳修诤臣生涯的另类回忆录与静思录

欧阳修《秋声赋》无论在辞赋史与古文史上，皆具有不可忽略的一席之地。就以宋玉为宗的中国

悲秋文学书写谱系而言，欧阳修《秋声赋》亦是其中掷地有声且无可取代的经典作品。欧阳修在其中

将平生的仕宦梦图及自我困境，巧妙融涉其间，并在秋声书写的虚实隐喻及铺陈中，一一映现北宋

内政外交乃至军事边防的当代世变身影。因此，藉由欧阳修《秋声赋》与其平生奏议书启诗文的参

酌对读，诚不难探见欧阳修《秋声赋》中的诤臣困境及世变观照，从而完成其变创性的秋声书写底

蕴。
此外，由上述《归田录》及相关佚文中直接或间接关涉北宋谏诤风气的人物言行及制度风俗、掌

故轶闻的考察，不难发现作者欧阳修难以掩抑的诤臣意识，故即使仍有不少作者当时曾经删削、迄
今尚未发现，甚至于可能当时已经毁灭的部分原稿，或因其中载录时事及经历见闻，不便奉呈朝廷，

特别是攸关神宗变法的论述③，但从现存《归田录》及其佚文的蛛丝马迹观之，大体仍可勾勒出欧阳

修浓郁的诤臣意识及史家观照，从而与《归田录·序》及其书末跋语所揭橥之书写旨趣相互印证；其

中诤臣意识与史学观照合流的书写旨趣，具体而微涵摄诤言、谤言与立言等三大书写意蕴，并且映

现出作者意图藉由归田之录，展开平生始终如一的诤臣追忆及仕宦图卷；易言之，因为谏诤所以归

田，而撰于治平四年（1067）汲汲于告老辞官之际的《归田录》，其实适成为欧阳修为自己一生所留下

的仕宦回忆录，但更为深层的意涵则是坚持谏诤，并自许以天下为重、以百世为心的任重道远，及其

俯仰无愧的正士风骨与情志对话。
欧阳修于《归田录·序》揭橥其位居二府的仕宦困境及自许自责，应可视为其士臣生命秋声的进

一步深化与隐喻，其序藉由类似于《秋声赋》的主客对答形态，从而映现欧阳修面对宦海与田园之间

的生命困境及焦虑，因此从《秋声赋》以欧阳修士臣困境及其自我凝视的书写本质，进而审视《归田

录》之书写意蕴，其中诚然透露出欧阳修人生秋暮及谏诤困境，并且藉由以归田为主题或名义的笔

记书写文体，变创性地将其转化为对照士臣生命秋声的另类文学镜像。

① ［宋］欧阳修：《予作归雁亭于滑洲后十有五年，梅公仪来守是邦。 因取吾诗刻于石，又以长韵见寄，因以答之》，《欧

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一，第 61 页。
② ［宋］欧阳修：《读书》，《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一，第 62～63 页。
③ 参见李伟国：《归田录佚文初探》，《归田录·附录》，第 64～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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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观之，《归田录》诚以“归田”为名，却以“诤臣”为实，因此对于欧阳修而言，从《秋声赋》到

《归田录》的书写，既可视为作者一生诤臣自任的文学回忆录，更是一本诤臣历经世变困境，臻至亟

思归田的宦海静思录。

（许东海，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

Sound of Autumn·Admonition·Retreat
———The Concept of Admonition and Metaphor of His Plight

in Ou Yang Xyou’s Chiou-Sheng Fu and Guei Tian Lu

Xu Donghai

Abstract：Ou Yang Xyou’s Chiou-Sheng Fu has its significance in Song Classical Movement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Tang and Song Fu. Chiou-Sheng Fu implies the plight of
admonition in the changing world of Song Dynasty, and contemplation upon a possible cultural way to
break through the plight. Therefore, Chiou-Sheng Fu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be Ou Yang Xyou’s
silhouette of Jian-Chen and primary literary metaphor of the time.

Guei Tian Lu was originally named after the word, retreat. However, it was exactly a masterpiece of
Jian-Chen. From Chiou-Sheng Fu to Guei Tian Lu, the literal memoir of a faithful Jian-Chen can be
clearly read.
Key Words: Ou Yang Xyou; Bei Song; Ci-Fu; Admonition; Chiou-Sheng Fu; Re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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