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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阳修为宋代古文运动的一代宗师，同时又是唐宋赋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鸣蝉赋》并
非一篇以贵游为创作本质的咏物赋，而是作者以诤臣自许自任的文化身影，及其立身于北宋历史世变下
所面临的谏诤困境，并进而亟思超越此一困境的可能文化出路，因此应可视为作者平生谏臣身影及其当
代困境的重要文学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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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欧阳修《鸣蝉赋》
之蝉声书写与世变意涵

欧阳修为宋代古文运动的一代宗师，同时

又是辞赋史上唐宋文赋兴起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所倡议的古文创作借重科举对于文风转捩的

巨大影响力，但同时也承受门阀士流的攻击与

唾骂，仁宗嘉祐元年权知礼部贡举一事即为例

证①; 至于在辞赋创作方面，由于北宋以来浸渐

强调以经义为宗与重道轻文的“太学体”风尚，

范仲淹赋即为其中楷模，至欧阳修则折中于道、
文之际，并揭橥“彬彬有两汉之风”的文赋典

范，作为当代辞赋“以古文为路，由是而赋”的

创作依循，此一书写转向对于视唐赋为典律的

清代赋学家李调元而言，遂有“永叔而降，皆横

骛别趋，而偭唐人之规矩者矣”的批评②。由是

观之，欧阳修与北宋政治、科举与赋学等等历史

文化脉动间的密切相关，其中颇值得探索者，则

是作为北宋史学重要命题的台谏言风，如何与

这一场北宋辞赋面临文风世变的书写舞台，彼

此合流，并具体而微地在欧阳修辞赋中展现独

特创作风采。易言之，北宋一代士臣欧阳修面

对当代政治文化的世变脉动，如何借由辞赋书

写展开自我论述，其中所采取的书写策略与潜

藏之创作意涵究竟为何?

其次，就欧阳修《鸣蝉赋》在辞赋史上鸣蝉

书写谱系的传统与变创意义而言，《鸣蝉赋》固

然承传宋玉《九辩》所奠定的悲秋辞赋基调，但

值得玩味的是《九辩》中的秋蝉意象，主要建立

在“蝉寂寞而无声”与“惆怅兮自怜”的静默沉

寂，与欧阳修《鸣蝉赋》之高揭“鸣蝉”立意较然

殊异，至于汉魏六朝的蝉赋书写，则在悲秋形象

之外，主要开拓出高洁之姿及其贞士比兴意涵，

其中傅咸《鸣蜩赋》尤为其中书写源流的重要

参照线索。
本文除了辞赋鸣蝉书写谱系的传统回顾

外，主要具体借由欧阳修《鸣蝉赋》为例，探索

北宋政治场域以谏诤为中心的言事风潮如何与

其辞赋书写合流，从而展现欧阳修辞赋关涉北

宋政治的重要创作面向，并进一步观照此赋所

映现的谏诤文化及其世变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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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蝉声与变声:《鸣蝉赋》的书写变创

欧阳修《鸣蝉赋序》自叙撰述缘起乃“嘉祐

元年夏，大雨水，奉诏祈晴于醴泉宫，闻鸣蝉有

感而赋”。然则作者为何有感而发? 今若据此

赋正文所叙，显然主要缘自蝉声孤高情韵之触

引，故谓:

古木数株，空庭草间，爰有一物，鸣于
树颠。引清风以长啸，抱纤柯而永叹。嘒
嘒非管，泠泠若弦。裂方号而复咽，凄欲断
而复连，吐孤韵以难律，含五音之自然。吾
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蝉。①

然则所谓“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蝉”。固非

作者不识于蝉，显然重在责名求实，以正名为旨

趣，故续以自我问答的赋家惯用手法，多面向铺

陈蝉鸣的情志取向及其精神主体:

岂非因物造形能变化者邪? 出自粪壤
慕清虚者邪? 凌风高飞知所止者邪? 嘉木
茂树喜清阴者邪? 呼吸风露能尸解者邪?
绰约双鬓修婵娟者邪?②

其中主要勾勒出以君子贤臣显贵于庙堂，

并且知止达变的士臣形象。易言之，以蝉为物

名，以士臣为实的形神表里，诚为作者此赋鸣蝉

观照的主要依据。然则蝉鸣与舒卷抑扬之际固

有殊致，所谓“引清风以长啸”与“抱纤柯而永

叹”者，其间声情不一，毋庸赘述，此宜作者所

谓“有感而发”，惟其中关键则归旨于蝉鸣“其

为声也，不乐不哀，非宫非征，胡然而鸣，亦胡然

而止”。鸣蝉之声，既不专主哀声或乐声，自不

以忧喜而言默，惟出之以平正之理，故归旨于不

平则鸣，此欧阳修深契于唐代前贤韩愈《送孟

东野序》之旨③，故本为天地万物自然之理所谓

“人之于也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由

是观之，《鸣蝉赋》的“胡然而鸣”固缘于作者所

谓“万物莫不好鸣”，则“物不得其平而鸣”，诚

亦万物之本能与天职者，由是作者乃踵事增华

地触类旁通，联类不穷，即以“体物写志”展开

其借物抒情的当代士臣谏诤隐喻:

万物莫不好鸣，若乃四时代谢，百鸟嘤
兮;一气候至，百虫惊兮。娇儿姹女，语鹂
庚兮;鸣机络纬，响蟋蟀兮。转喉弄舌，诚
可爱兮;引腹动股，岂勉强而为之兮。至于
污池浊水，得雨而聒兮; 饮泉食土，长夜而
歌兮。彼虾蟆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
求兮。④

作者“因以静而求动兮，见乎万物之情”⑤

固然映现宋代辞赋崇尚理悟的审美取向，但天

地间“大小万状，不可悉名，各有气类，随其物

形”，并且“不知自止，有若争能”的百家争鸣局

面，既符合自然之道，更是天地万物展现自我生

命价值与意义的必要践履，何以作者会在流连

物色之际，触发“悲夫万物莫不好鸣”之感? 而

其中兴悲之由何在? 作者又如何观照士人与万

物之间的同异与得失? 诚为洞鉴此赋旨趣的主

要关键，亦所以展现欧阳修《鸣蝉赋》异于前代

蝉赋书写的主要变创特色所在。
欧阳修《鸣蝉赋》的悲秋气质，固然承传宋

玉《九辩》所奠定的悲秋辞赋基调，但值得玩味

的是《九辩》中的秋蝉意象，主要建立在“蝉寂

寞而无声”与“惆怅兮自怜”的静默沉寂，与欧

阳修《鸣蝉赋》之高揭“鸣蝉”立意较然殊异，至

于汉魏六朝的蝉赋书写，则在悲秋形象之外，主

要开拓出高洁之姿及其贞士比兴，其中曹植

《蝉赋》、陆云《寒蝉赋》等皆为其证，例如曹植

赋则由此融合悲秋与贞士于一炉，从而流露忧

生之困境:

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噭
噭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内含和而弗
食兮，与众物而无求。栖高枝而仰首兮，漱
朝露之清流。……苦黄雀之作害兮，患螗
螂之劲斧。冀飘翔而远托兮，毒蜘蛛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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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 欧阳修:《鸣蝉赋》，《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1，台北:大东书局，1970 年，第 114 页。
( 宋) 欧阳修:《鸣蝉赋》，《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1，第 114 页。
参见( 唐) 韩愈《送孟东野序》，马其昶校注:《韩昌黎集校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37 年。文谓:“大凡物不得其平而

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
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 宋) 欧阳修:《鸣蝉赋》，《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1，第 114 页。
( 宋) 欧阳修:《鸣蝉赋》，《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1，第 114 页。



罟;欲降身而卑窜兮，惧草虫之袭余。①

此外，亦渐渐浮现道家思想，如西晋傅玄

《蝉赋》，惟其中最值得注意者，则是傅玄之子

傅咸以蝉为题材的《鸣蜩赋》，不仅与欧阳修

《鸣蝉赋》皆以鸣蝉为命题，且为欧阳修之前唯

一命题雷同的蝉赋作品。此外，傅咸《鸣蜩赋》
主要借由“体物写志”，展现傅氏家风“刚劲亮

直”，甚至“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

带，竦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贵游慑伏，台阁

生风”的谏臣风范，故其辞赋重现“言成规鉴”
的创作精神②。此与欧阳修平生的谏诤职志，

可谓遥合深契③。
由此观之，欲探索欧阳修《鸣蝉赋》的书写

旨趣，沿波讨流上溯傅咸《鸣蜩赋》诚为重要的

线索与脉络。其中从辞赋学史的流变，欧阳修

赋与傅咸如是形神符契，宜非不谋而合之偶然;

其次，傅咸另一篇咏物赋《青蝇赋》，固乃脱胎

于《诗经·小雅·青蝇》，并以“览诗人之有造，

刺青蝇之营营”。然而其中借由历历揭举苍蝇

罪行的手法，诚与欧阳修《憎苍蝇赋》旨趣与手

法近似，如出一辙。此外，另一重要理由，则在

傅咸《鸣蜩赋》所展现的谏臣风节，不仅攸关欧

阳修在北宋的重要仕臣身影，甚至深涉北宋庆

历政治革新及其台谏言风的史学背景，因此，回

溯西晋傅咸《鸣蜩赋》的文化背景及其书写旨

趣，固为探索欧阳修《鸣蝉赋》及其赋学与史学

交涉面向之一具体案例的重要途径。
欧阳修《鸣蝉赋》既关注于蝉声之“胡然而

鸣? 亦胡然而止?”故洞鉴万物虽“大小万状，

不可悉名，各有气类，随其物形，不知自止，有若

争能”。然则同时也悲悯其“忽时变以物改，咸

漠然而无声”。对照前后动静语默之变动，然

则作者之意诚在悲万物既“莫不好鸣”，又为何

面对时变噤声不鸣，则欧阳修显然旨在揭橥

“万物莫不好鸣”的天赋职能，故推求于万物之

灵的人类身上，尤其是士人，更应本诸传承儒家

圣贤文化道统的职志，发声立言，阐扬圣学，如

此虽殁世而千古不朽:

呜呼! 达士所齐，万物一类，人于其
间，所以为贵，盖已巧其语言，又能传于文
字，是以穷彼思虑，耗其血气，或吟哦其穷
愁，或发扬其志意，虽共尽于万物，乃长鸣
于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 聊为乐以自
喜，方将考得失，较同异。
然则所谓的“巧其语言”与“传于文字”，显

然是借由蝉声之鸣所触类而长的士人观照，同

时也正是由蝉推及士人之“较异同”、“考得失”
的结果。惟 其 中 关 键 乃 在 所 谓“语 言”、“文

字”。若回归此赋的书写源流，尤其是傅咸《鸣

蜩赋》，及其处身北宋政治世变下的自我观照

下，究竟如何加以理解与诠释?

晋代傅咸承传其家学风尚，颇有乃父傅玄

之风④，故此所撰《鸣蜩赋》借由蝉鸣一事，阐发

谏臣忠言鲠直之风范，例如:

有嘒嘒之鸣蜩，于台府之高槐，物处阴
而自惨，奚厥声之可哀。秋日凄凄兮，感时
逝之若颓，曷时逝之是感兮，感年之我催。
……生世忽兮如寓，求富贵于不回。且明
明以在公，唯忠谠之士与，佚履道之坦坦，
登高衢以自栖。⑤

由是观之，傅咸 ( 长虞) 虽亦坦承人生如

寓，不无悲怀，然君子所重，唯在履道继圣，忠谠

是与，故以鸣蝉为喻，触类而长地揭示士臣直谏

的生命价值与道统意蕴，诚与傅咸平生直道而

行，忠谠谏诤的主要仕宦风格深契无间，例如

《晋书》本传谓:

咸字长虞，刚简有大节。……嫉恶如
仇，推贤乐善。……好属文论，虽绮丽不
足，而言成规鉴。……咸答曰: “……逆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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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 魏) 曹植:《鸣蝉赋》，傅业庶译注:《三曹全集诗文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年，第 738 页。
( 唐) 房玄龄:《晋书·傅玄传》卷 47，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1323 页。另参见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南京:南京

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317 页。
参见［日本］小林义广《欧阳修的谏诤观和舆论观》，朱刚等编:《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第 3 ～ 28 页。
参见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第 317 ～ 320 页; 又《晋书·傅玄传》称:“( 玄) 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谏。”《文

心雕龙·才略》亦谓:“傅玄篇章，义多规镜; 长虞( 咸) 笔奏，世执刚中。”
( 晋) 傅咸:《鸣蜩赋》，( 清)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 51，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以直致祸，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为明哲
耳! 自古以直致祸者，当自矫枉过直，或不
忠允，欲以亢厉为声，故致忿耳。安有悾悾
为忠益，而当见疾乎?”……咸复以亮 ( 汝
南王) 辅政专权，又谏曰:“……咸之为人，
不能面从而有后言。尝触杨骏，几为身祸;
况于殿下，而当有惜。往从驾，殿下见语:
‘卿不识韩非逆鳞之言耶，而欻摩天子逆
鳞。’……所以敢言，庶殿下当识其不胜区
区。前摩天子逆鳞，欲以尽忠;今触猛兽之
须，非欲为恶，必将以此见恕。”①

傅咸之忠谠直诤如是可谓克绍箕裘，故史

家赞曰: “志厉强直，性乖夷旷。长虞刚简，无

亏风尚。”由是观之，《鸣蜩赋》诚然展现文品与

人品合一的傅咸辞赋作家身影，同时借由上述

辞赋与史传的对读，亦复映射西晋朝廷的政治

真相，与作者所面临的诤臣困境，从而体现傅咸

《鸣蜩赋》赋学与史学交涉的书写意蕴，然则如

是的蝉鸣辞赋困境，宜为欧阳修《鸣蝉赋》所借

鉴的主要前代经典。

三、蝉声与谏诤:《鸣蝉赋》的谏诤隐喻

欧阳修《鸣蝉赋》虽然并未撷取傅玄《鸣蜩

赋》以“嘒嘒之鸣蜩”比附并归旨于“忠谠之是

与”的“曲终奏雅”书写策略，然则以鸟兽虫鱼

之鸣声指涉当代士臣的谏诤与讽喻，诚为北宋

文学惯见的创作现象，其中与欧阳修有师友交

往与文章酬唱的范仲淹、梅尧臣等人，即不乏在

辞赋作品里以禽鸟鸣声隐喻士臣谏诤，其中范、
梅二人唱和的《灵乌赋》允为范例。

梅尧臣于景祐三年撰述《灵乌赋》，以其惯

用的虫鱼鸟兽比兴手法指涉范仲淹当时以言事

违忤宰相吕夷简，因而贬谪饶州，故借由此赋劝

慰其宜“不时而鸣”明哲保身以去身累，例如:

乌兮，事将乖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
……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
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

出。胡不若凤之时鹃，人不怪兮不惊。
……乌兮尔灵，吾今语汝，庶或汝听。结尔
舌兮钤尔喙，尔欲啄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
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
尔累。②

所谓“结尔舌兮钤尔喙”、“勿噪啼兮勿睥

睨”，诚在劝慰范仲淹谏诤言事的多言贾祸，按

前此之明道二年( 1033) 欧阳修曾以《上范司谏

书》，恭贺并殷盼范仲淹拜官司谏，虽位居七品

之卑，然可为天下生民大计尽职发声，乃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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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天道; 谏官

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③其中关键即在

“诚以 谏 官 者，天 下 之 得 失，一 时 之 公 议 系

焉”④。故天子命谏官即以言事为职能，“岂不

欲闻正议而乐谠言”，惟范仲淹的忠谠谏诤，却

遭罹贬黜，相形之下，当时同僚司谏高若讷则静

默噤声，殊见失职，故欧阳修乃以《与高司谏

书》，力责其罪:

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
果贤者邪? ……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
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
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
……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
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耳。……出
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
事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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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由是观之，谏官言事与虫鸟鸣声诚得以互

为表里，神理符契，故范仲淹于回复梅尧臣的问

题唱和之赋，即水到渠成地借灵乌之好鸣，高揭

其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的士臣风节:

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翔而
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
将折尔翅而烹尔躯，徒悔焉而亡路。彼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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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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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兮如愬，请臆对而心谕: “……眷庭柯
兮，欲去君而盘桓，思报之意，厥声或异。
警于未形，恐于未炽，知我者谓吉之先，不
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
之则稔祸于人。……天听甚迩，人言曷病。
彼希声之凤凰，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
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
以伤而不仁。……宁呜而死，不默而生。
……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
方，曾不得而已焉。……我乌也勤于母兮
自天，爱于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无
言兮是然。”①

《灵乌赋》所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正

是范仲淹之以忠谠谏诤自任的文学隐喻，故其

序文云:“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

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

途矣。”②

除与欧阳修师友情视的范仲淹、梅尧臣以

禽鸟鸣声指涉言事谏诤外，欧阳修的作品里亦

不乏以虫鸟之鸣指陈当代言事之风与士人议

政，例如《赠杜默》诗，即以南山鸣凤，勉励石介

弟子杜默，发扬唐代新乐府“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精神，论述天下得失

与生民利病:

南山有鸣凤，其音和且清，鸣于有道
国，出则天下平。杜默东土秀，能吟凤凰
声，作诗几百篇，长歌仍短行，携之入京邑，
欲使众耳惊。……淫哇俗所乐，百鸟徒嘤
嘤，杜子卷舌去，归衫翩以轻。……子盍引
其吭，发声通下情，上闻天子聪，次使宰相
听，何必九包禽，始能瑞尧廷。③

又如在滁州谪居期间之《啼鸟》诗，则更进

而指涉谗人巧言与己身谪迁的际遇:

花深叶暗耀朝日，日暖众鸟皆嘤鸣，鸟
言我岂解尔意，绵蛮但爱声可听。南窗睡
多春正美，百舌未晓催天明;黄鹂颜色已可
爱，舌端哑咤如娇婴。……谁谓鸣鸠拙无

用，雄雌各自知阴晴。……其余百种各嘲
哳，异乡殊俗难知名。我遭谗口身落此，每
闻巧言宜可憎。……身闲酒美惜光景，惟
恐鸟散花飘零，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
憔悴愁独醒。④

诗中借由南方群禽众鸟的啼声，表层上诚

为作者谪居生活之自然慰藉，然而字里行间颇

寓慨思，例如“谁谓鸣鸠拙无用”、“每闻巧舌宜

可憎”等宜其指涉因其屡屡谏诤言事，得罪权

贵，以至于反罹谗口之祸，诗末虽归旨于三闾大

夫屈原之众醉我醒而泽畔行吟，实为欧阳修之

自我解嘲，然则南方禽鸟啼声书写的背后，显然

攸涉当代朝廷的言事之风及其谗谤之祸，因此

欧阳修等人借由虫鸟鸣声指涉北宋谏诤的蔚然

成风，诚与《蝉鸣赋》所谓“万物莫不好鸣”神理

相契且互为表里。

四、蝉鸣与困境:《鸣蝉赋》的谏诤困境

欧阳修《鸣蝉赋》的谏诤隐喻，固然借鉴并

重视晋代傅咸《鸣蜩赋》的经典旨趣，却也别具

史学意涵，即在映现北宋台谏言事之风的政治

脉动，其中宋仁宗庆历新政，尤其攸关此一风潮

之兴盛⑤，影响所及，当时士臣不仅以争鸣制

胜，同时也颇以钳口为耻，欧阳修正是其中重要

代表人物，庆历三年欧阳修在仁宗广开言路的

政策引领之下，被任命为谏官，遂积极倡议百官

谏诤 论 事，该 年 进 奏 之《论 乞 令 百 官 议 事 札

子》、《论谏院宜知外事札子》等文可证，例如:

臣伏见祖宗时，犹用汉、唐之法，凡有
军国大事及大刑狱，皆集百官参议。……
不敢专任独见，欲采天下公论。……方今
朝廷议事之体，与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
事，秘不使人知之。……纵有乖误，却欲论
列，则追之不及。况外廷百官疏远者，虽欲
有言，陛下岂得而用哉? ……臣今欲乞凡
有军国大事，度外廷需知而不可秘密者
……皆下百官廷议，随其所见同异，各令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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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贾玉英《台谏与宋代政治》，《宋代监察制度》，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68 ～ 204 页。



状，而陛下择其长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
事，广采众见，兼又于庶官、寒贱、疏远人
中，时因议论，可见其高材敏识者，国家得
以用之。①

臣谓方今多事之际，虽有独见之明，尚
须博采善谋，以求众助，岂可聋瞽群听，杜
塞人口? ……当今列辟之士，极有忧国之
人，欲为人主献言，常闻患事不的。况台谏
之官，原是本职，凡有论列，贵在事初，善则
开端，恶则杜渐，言于未发，庶易回改。今
事无大小，常患后时。……若更秘密，不使
闻知，则言事之臣，何由献说?②

由于欧阳修平生素以谏诤言事自任，并积

极倡导言事风气，闻名当世，同时却也因此牵动

其宦海浮沉与仕途困境③，故韩琦谓其乃引领

当时士林言风的关键人物，所谓:

公之谏诤，务倾大忠。在庆历初，职司
帝聪，颜有必犯，阙无不缝。正路斯辟，奸
萌辄攻。……人畏清议，知时难容。……
二十年间，由公变风。④

于是争鸣当代遂成为北宋士风之一重要取

向，清代学者王夫之指陈其事谓:

仁宗之求治也急……君子小人……竞
起争鸣、饰其文辞，以为制胜之具。……
韩、富、范、欧诸公虽以天下为己任，而不能
自超于此术之上。⑤

由是观之，欧阳修《鸣蝉赋》所谓“万物莫

不自鸣”及其“不知自止，有若争能”触类旁通

至于士人“巧其言语”与“传其文字”，宜其深刻

映视作者于北宋庆历新政之际的谏臣身影，据

此则士大夫之静默不言乃顺理成章视为耻辱:

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之流以
言事相高，此风既行，士耻以钳口失职。⑥

当时既“以言事相高”，则《鸣蝉赋》所揭

“胡然而鸣”应可视为当时谏诤言事之风的书

写指涉，相形之下，对于“胡然而止”的静默不

语，显然是倡议言风的欧阳修所不能苟同者，而

类似的理念与态度，亦屡屡征诸作者的文章，例

如庆历三年《论王举正、范仲淹等札子》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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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谪居夷陵时写给尹洙的书信即严斥高若讷

之静默失职:

然师鲁又云: “于朋友。”此似未知
修心，当与高书时，盖已知其非君子，发于
极愤而切责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为，
何足惊骇? ……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
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
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
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问所言当否
而已。⑦

信中强烈抨击他对北宋长期以来士大夫

“沉默畏慎”且“相师成风”荒谬现象的不齿，据

此审视他推崇唐代前贤典范韩愈《诤臣论》“讥

阳城之不谏”，便可豁然洞悉，而其中关键即在

欧阳修的以静默为失职的重要谏官职能观照，

而非以“待时而为”之口实敷衍塞责，故谓:

昔韩退之作《诤臣论》，以讥阳城不能
极谏，卒以谏显。人皆谓: “城之不谏，盖
有待而然，退之不识其意而妄讥。修独以
为不然……谓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
城为谏官七年，适遇延龄、陆贽事; 一谏而
罢，以塞其责; 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迁司
业，是终无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然
自千里诏执事而拜是官者，岂不欲闻正议
而乐谠言乎? ……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
彰吾君有纳谏之明也。”⑧

欧阳修既深以言事争鸣为荣，以静默失职

为耻，由此审视《鸣蝉赋》以“万物莫不好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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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士大夫亦能“巧其言语”、“传其文章”的“体

物写志”观照，此赋所谓“胡然而鸣，亦胡然而

止”的设问，其中诚乃深慨于北宋朝士大夫长

期“沉默畏慎”、“相师成风”的流宕不返及其偏

差舛谬，故宜其《鸣蝉赋》于设问疑惑之余，亦

深致悲叹之思，然则鸣蝉之静默止鸣，据赋中所

叙，然则士大夫则当逞其语言文章之能事，“宁

鸣而死，不默而生”。此宜为士人与蝉虫之间

得失异同之所系，所谓“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

重矣。万世之所治，万物之所利，故曰自强不

息，又曰死而后已者，其知所任矣”①，其实即为

作者平生谏诤精神及其职志之具体写照。
此外，就北宋仁宗言路大开，台谏成风的蔚

然郁起之后，显然亦从而衍生相关流弊。上述

静默失职现象固然为其中重要偏失，唯其背后

尚自涉及君王之果断与否、权贵之压力忌讳等

等，例如欧阳修即曾上书亟谏君王之“好疑自

用而自损”:

近年宰相多以过失因言者罢去，陛下
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
……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尔。言事者
何负于陛下哉? 使陛下上不顾天灾，下不
恤人言……言事者本欲益于陛下，而反损
圣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图
至于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损也。②

易言之，君主对于言事的果断与否具体牵

动朝士大夫谏诤发声的实践程度，显然在争鸣

与静默之间，诚然动见观瞻，此事诚为《鸣蝉

赋》“胡然而鸣，亦胡然而止”之一深层当代谏

诤指涉，故赋末归束于“俄而阴云复兴，雷电俱

击，大雨继作，蝉声遂息”。则当时谏诤言事之

风的起伏消长及其言默鸣止之间，显然可见北

宋君王态度之举足轻重与成败攸关，而其中蝉

鸣以天候之变，箝口噤声，不亦适如诤臣以君王

之愀然变色，欲言又止，沉默自守，故欧阳修

《论台谏官言事未蒙听允书》即以君王之怒比

喻“雷霆之威”，论述谏诤困境:

夫以万乘之尊与言事小臣角必胜之

力，万一圣意必不可回，则言事者亦当知难
而止矣。然天下之人，与后世之议者，谓陛
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为何如主也? 前
日御史论梁适罪恶，陛下赫怒，空台而逐
之。而今日御史，又复敢论宰相，不避雷霆
之威，不畏权臣之祸，此乃至忠之臣也。
……岂忍因执中上累圣德，而使忠臣直士
卷舌于明时也，臣愿陛下廓然回心，释去疑
虑。……臣以身叨恩遇，职在论思，意切言
狂，罪当万死。③

君王赫怒，既以雷霆之威，忠臣直士不得不

“卷舌于明时”，故“阴云复兴，雷霆俱击，大雨

继下”之际，蝉蜩噤声息鸣，适如面对刚暴猜忌

之君，谏诤之臣亦难以进言，此亦作者所欲指陈

的当代言事困境，例如嘉祐六年进奏之《论台

谏官唐介等宜早牵复札子》，即指涉谏人主之

难谓:

陛下自临御以来，擢用诤臣，开广言
路，虽言者时有中否，而圣慈每赐优容。一
日台谏联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惊
疑。……臣窃以为自古人臣之进谏于君
者，有难有易，各因其时而已。若刚暴猜忌
之君，不欲自闻其过，而乐闻臣下之过，人
主好察多疑于上，大臣侧足畏罪于下，于此
之时，谏人主者难。④

由上观之，《鸣蝉赋》不仅深寓北宋谏诤士

风，且亦婉转指涉当代的谏诤困境。

五、蝉鸣与立言:

《鸣蝉赋》的困境超越书写

据作者《鸣蝉赋》所述，士人与蝉蜩既存在

同异得失的命题，然其中主要关键何在? 蝉鸣

之发声与否，几乎全然端视于时节气候而定，正

如北宋诤臣之有待于君王之广开言路及其果断

优容，然则蝉蜩除此之外，别无发声论思之途，

唯士人尚可以其语言腾播与文章书写另辟发声

之途径，既可抒其不遇穷愁，更得以借此实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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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 宋) 欧阳修:《杂说三首》，《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1，第 118 页。
( 宋) 欧阳修:《论台谏官言事未蒙听允书》，《欧阳修全集·奏议集》，第 220 页。
( 宋) 欧阳修:《论台谏官言事未蒙听允书》，《欧阳修全集·奏议集》，第 222 页。
( 宋) 欧阳修:《论台谏官唐介等宜早牵复》，《欧阳修全集·奏议集》，第 262 页。



言不朽的君子之志，此即其间异同得失之枢纽，

故《鸣蝉赋》乃谓:

人于其间，所以为贵，盖已巧其语言，
又能传于文字。是以穷彼思虑，耗其血气，
或吟哦其穷愁，或发扬其志意。虽共尽于
万物，乃长鸣于百世。①

欧阳修《鸣蝉赋》所揭橥的“虽共尽于万

物，乃长鸣于百世”，正是一种源自儒家立言不

朽的文化意识及其理念，故其同年所撰之《杂

说》亦以人生以文章传世为贵:

星殒于地，腥矿顽丑，化为恶石，其昭
然在上而万物仰之者，精气之聚尔，及其毙
也，瓦砾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蝼蚁
之食尔，其贵乎万物者亦精气也，其精气不
夺于物，则蕴而为思虑，发而为事业，著而
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
非如星之精气，随其毙而灭也，可不
贵哉! ②

欧阳修如是一类立言不朽的观照，不一而

足地屡见于其平生诗文中，例如《感二子》、《读

书》等诗皆有所发明，并归旨于此:

黄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鸣凤不再鸣。
自从苏梅二子死，天地寂寞收雷声。百虫
坏户不启蛰，万木逢春不发萌。岂无百鸟
解言语，喧啾终日无人听。二子精思极搜
抉，天地鬼神无遁情。及其放笔骋豪俊，笔
下万物生光荣。……英雄白骨化黄土，富
贵何止浮云轻。唯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
岳常峥嵘。贤愚自古皆共尽，突兀空留后
世名。③

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眼力虽已
疲，心意殊未倦。……至哉天下乐，终日在
几案。……自从中年来，人事攻百箭，非惟
职有忧，亦自老可叹。……乃知读书勤，其

乐固无限。少而干禄利，老用忘忧患。
……平生颇论述，铨次加点窜。庶几垂后
世，不默死刍豢。④

对照《鸣蝉赋》与上述作者诗文中的相关

书写，大体得以略窥欧阳修面对平生念兹在兹

的士臣谏诤理念，及其遭逢谗谤黜谪困境的追

忆，加上自己渐年老体衰，故交挚友如苏舜钦、
梅尧臣等人又相继辞世，沉沦不显，唯能以文章

名世流传的慨思，于是乃在夏秋之际，借由蝉鸣

之声，寓寄士人借由语言文章或谏诤论思，“发

扬其志意”，或比兴抒情，“吟哦其穷愁”，从而

深刻映现士人与鸣蝉间苦乐互见的声音隐喻，

诚如其《杂说》中蚯蚓声书写一则所谓:

蚓食土而饮泉，其为生也，简而易足，
然仰其穴而鸣，若号若呼，若啸若歌，其亦
有所求邪? 抑其求亦足而自鸣其乐邪? 苦
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 将自喜其声而
鸣其类邪? 岂其时至气作，不自知其所以
然而不能自止邪? 何其聒然而不止也? 吾
于是乎有感。⑤

由是观之，从万物鸣声臻至士人谏诤与文

章之触类引申，诚为欧阳修平生儒家“君子之

学”的精神体现，其中无论是仕宦生涯中追随

范仲淹“毁不吾伤，誉不吾喜”的谏诤风范⑥，抑

或仿效石介“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不

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

出乎于己; 吾言不用，虽获罪咎，至死而不悔。
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

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吾所讳忌”⑦，

甚或退思以文章百世之业为转念的梅、苏典式，

皆是士人借由语言文字传世不朽，体现君子之

学的重要途径，因此即使未汲汲于语言论思或

文字写志，但任重道远与死而后已的儒家旨趣

终竟为其内在精神主要依据⑧，故其同年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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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 宋) 欧阳修:《鸣蝉赋》，《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1，第 114 页。
( 宋) 欧阳修:《杂说三首》，《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1，第 118 页。
( 宋) 欧阳修:《感二子》，《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1，第 62 页。
( 宋) 欧阳修:《读书》，《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1，第 62 ～ 63 页。
( 宋) 欧阳修:《杂说三首》，《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1，第 118 页。
( 宋) 欧阳修:《祭资政范文正公文》，《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2，第 173 页。
( 宋) 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并序》，《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2，第 73 页。
《杂说三首》谓:“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万世之所治，万物之所利，故曰自强不息，又曰死而后已者，其知所任矣。

然则君子之学也，其可一日而息乎。”《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1，第 118 页。



《感兴五首》谓: “颜回不著述，后世存愈远，圣

贤非虚名，惟善为可勉。”①易言之，君子之学虽

以语言文字立言于天地之间，亦所以继往圣之

学于不坠，然“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而非徒

事于外在之语言文字创作以近声名，故谓:

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其为生
虽异，而为死则同，一归于腐坏、澌尽、泯灭
而已，而众人之中有圣贤者，固亦生且死于
其间，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虽死而
不朽，逾远而弥存也。其所以为圣贤者，修
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
能不朽而存也。……予窃悲其人，文章丽
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
好音之过耳也。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
异众人之汲汲营营? ……夫言之不可恃如
此。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
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②

欧阳修《鸣蝉赋》所揭橥的“虽共尽于万

物，乃长鸣于百世”，其中显然涵摄作者之谏诤

职志，从而体现君子立言不朽的儒学意涵，与其

史学观照下的文化体会，故其平生所撰文字每

见不惮改订的相关载记，例如:

公作文揭之壁间，朝夕改定。今观乎
写《秋声赋》凡数本，《刘原父手帖》亦至再
三，而用字往往不同。③

欧公晚年，尝自窜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

苦。其夫人止之曰: “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

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④

其中攸关君子立言不朽的文章盛事，适具

体而微映现欧阳修重视“长鸣于百世”的历史

观照，这一情志取向又与其平生谏诤之际，每以

后世为念的史鉴意识相辅相成，从而展现作者

浓厚的史学观照，及其通经致用与文史兼美的

学术观照⑤:

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知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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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可见欧阳修高度的史学意识，不仅展现在

丰赡的经史之学上，亦深刻映现在文学创作范

畴，而《鸣蝉赋》所昭揭的“长鸣于百世”，适为

作者此一史学意识提供重要的具体脚注。

六、蝉鸣与祈晴:《鸣蝉赋》
之当代灾患与人生感兴

《鸣蝉赋》固以咏物为题，然就其撰述背景

而言，则又关涉北宋当代的京城灾害，故其序

文谓: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诏祈晴于醴泉
宫，闻鸣蝉有感而赋云。⑦

据史书记载宋代水灾频繁，达到空前，甚至

高达六百次以上，且以首都汴京所在河南地区

最为严重⑧，而仁宗嘉祐元年四月即前后两次

大雨，造成六塔河决堤及汴京淹水; 同年六月又

因大雨成灾，损坏太社与太稷坛等⑨，其中关键

主要取决于当时商胡河与六塔河等水道的阻绝

或利导，而嘉祐元年四月即不幸发生严重水灾，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李仲昌等塞商
胡北流入六塔河，溢不能容，是夕复决，溺
兵夫、漂刍茭，不可胜计;壬申，殿中侍御史
赵抃言:臣伏睹今春朝廷指挥商胡北流口，
候至秋冬闭塞，其修河司李仲昌、张怀恩等
全不依禀制旨，妄称水势自然过入六塔新
河，盛夏之初，遂尔闭合，一日之内，果即冲
开，失坏物料一二百万，溺役兵夫性命不
少，民力疲弊道路惊嗟，岂非意在急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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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宋) 欧阳修:《感兴五首》，《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1，第 42 ～ 43 页。
( 宋) 欧阳修:《徐无党南归序》，《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2，第 132 页。
( 宋) 周必大:《欧阳修全集·跋》，第 1 页。
( 宋) 沈作喆:《寓简》卷 8，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年。
参见黄进德《欧阳修的史学观和史学成就》，《欧阳修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57 ～ 400 页。
( 宋) 欧阳修:《答张秀才( 棐) 第二书》，《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 3，第 77 页。
( 宋) 欧阳修:《鸣蝉赋序》，《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1，第 114 页。
参见袁祖亮主编，邱云飞著《中国灾害通史·宋代卷》，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42 ～ 83 页。
参见( 元) 脱脱:《宋史·仁宗纪四》卷 12。



觊恩赏，失计败事，咎将谁归。①

其中关涉黄河及商胡、六塔等河的水患问

题，早在六年前的仁宗皇祐元年，朝廷即已下诏

令群臣商议奏闻②，其后欧阳修即针对“学士院

集议修河未有定论，盖由贾昌朝欲复故道，李仲

昌请开六塔，互执一说，莫知孰是”③的情形，上

书争议并展开论述④。由此可见关于当时水患

问题一直是朝廷的积忧沉痂，而欧阳修自仁宗

皇祐迄至嘉祐长期关注此一当代社稷忧患，累

上奏 议，并 于 至 和 二 年 ( 1055 ) 与 嘉 祐 元 年

( 1056) 前后两年多次上书议论此事，充分展现

其一贯的谏诤风范，其中嘉祐元年《论修河第

三状》指陈利害，尤见剀切，反映朝臣之谏诤

困境:

右臣伏见朝廷定议开修六塔河口，回
水入横垄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
不便，而未有肯为国家极言其利害者何哉?
盖其说有三，一曰畏大臣; 二曰畏小人; 三
曰无奇策。……夫以执政大臣锐意主其
事，而又有不可复止之势，固非一人口舌之
说可回，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
昌小人利口伪言，众所共恶……夫以利口
小人为大臣所主，欲与之争未形之害，势必
难夺，就使能夺其议，则言者犹须独任恩、
冀为患之责，使仲昌得以为辞，大臣得以归
罪，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执政之
臣用心太过，不思自古无不患之河，直欲使
河不为患……况闻仲昌利口诡辩，谓费物
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为奇策，于是决意
用之。今言者谓故道既不可复，六塔又不
可修，诘其如何，则又无奇策以取胜，此所
以虽知不便而罕肯言也。⑤

而其结果则是京城内外水患空前严重，如

其同年另一奏疏所述:

臣伏睹近降诏书，以雨水为灾，许中外
臣僚上封言事，有以见陛下畏天爱人恐惧
修省之意也。窃以雨水为患，自古有之，然
未有灾入国门，大臣犇走，渰浸社稷，破坏
都城者，此盖天地之变也。至于王城京邑，
浩如陂湖，冲溺犇逃，号呼昼夜，人畜死者
不知其数，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无以容
身，缚栰露居，上雨下水，累累老幼，狼藉于
天街之中。又闻城外坟冢，亦被浸注，棺椁
浮出，骸骨漂流，此皆闻之可伤，见之可悯。
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
世未有若斯之甚者。⑥

上述与《鸣蝉赋》同年撰写的河患水灾奏

疏，既不一而足体现欧阳修忠谠谏诤的苦心孤

诣，又映现其忧时悯生的儒者情怀，然另一方面

却也湛然流露当代一般士臣的谏诤困境，所幸

作者以“千万人吾往矣”的谏臣风骨，挺身而

出，故自云:“众臣所不敢言，而臣今独敢言者，

臣谓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与利除害尔，

若果知其为患愈大，则岂有不回者哉，至有顾小

人之后患，则非臣之所虑也。”⑦

《鸣蝉赋序》所昭揭的祈晴仪典，与《鸣蝉

赋》正文所指涉的谏诤困境，其实又牵引出作

者欧阳修的仕宦情怀与人生感兴，故其同年所

撰《感兴五首》题下注文谓“斋于醴泉宫作”，诗

中湛然流露作者当时利有不济之仕宦困境，与

追求千秋万世不朽声名的历史省思，例如:

清夜虽云长，白日亦易晚。
循环百刻中，势若丸走坂。
盈亏自相补，得失何足算。
餐霞可延年，饮酒诚自损。
未知辛苦长，孰若适意短。
二者一何偷，百年皆不免。
颜回不著述，后世存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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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 宋) 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47，北京:北京图书馆，2003 年，第 1529 ～ 1530 页。
( 宋) 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47，第 1522 页。据杨仲良书载叙:“( 皇祐) 二年九月丁卯，诏自商胡之决大

河，注金堤，寖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沔北京东岁饥，未能兴役，今勾当河渠司事李仲昌欲约水入六塔河，使归横垄旧河，以纾一时
之急，其令两制以上台谏官与河渠司，同详定开故道、修六河利害以闻。”

( 宋) 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47，第 1522 ～ 1523 页。
( 宋) 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47，第 1522 ～ 1528 页。
( 宋) 欧阳修《论修河第三状》( 一作《论修六塔河》) ，《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 4，第 229 页。
( 宋) 欧阳修:《论水灾疏》，《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 4，第 232 页。
( 宋) 欧阳修:《论修河第三状》，《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 4，第 229 页。



圣贤非虚名，惟善为可勉。
仕宦希寸禄，庶无饥寒迫。
读书事文章，本以代耕织。
学成颇自喜，禄厚愈多责。
挟山以超海，事有非其力。
君子贵量能，无轻食人食。①

由此观之，欧阳修乃因嘉祐元年河患与雨

潦所酿成的重大水灾，方有奉诏祈晴之仪典，故

《鸣蝉赋序》表面看来似乎仅止于朝廷例行祈

晴之典仪，然其事件背后明显攸关北宋朝廷的

谏诤文化及其当代困境，尤其向以诤臣论思自

许自豪的欧阳修②，偶值醴泉宫的树间蝉鸣，从

而比兴物色以触引其谏诤发声与立言千秋的儒

士情志，进而深思于当代士臣的谏诤困境，甚至

招致小人邪佞之利口谤词，遂一一水到渠成地

转化为欧阳修《鸣蝉赋》咏物书写表象之下的

谏诤文化隐喻与当代忧患指涉。

七、结论:《鸣蝉赋》: 欧阳修诤臣

身影及其当代困境的文学隐喻

依据上述欧阳修攸关谏诤主题，丰富的诗

文书写、奏疏论述及其身体践履，并结合北宋历

史文献的载记，大体可以勾勒出作者平生以诤

臣自许自任的文化身影，从而映现立身于北宋

庆历新政后历史世变及其言事风潮下所面临的

谏诤困境，于是撰写于仁宗嘉祐元年的《鸣蝉

赋》，从序文所述乃直接缘自该年“大雨水，奉

诏祈晴于醴泉宫”之际，故“闻鸣蝉有感而赋”，

然则闻鸣蝉感而赋之，宜其与嘉祐元年连番大

雨酿成巨灾的河患一事攸关，因此检视欧阳修

全集中相关奏疏与诗文书写，并考察北宋历史

文献，大体得以勾勒出欧阳修前此多年已屡上

奏议谏诤，尤其嘉祐元年《论修河第三状》更具

体论述当代朝廷的谏诤困境，并展现作者以诤

臣自许的任重道远。由是观之，《鸣蝉赋》诚然

并非一篇以贵游为本质的咏物篇章，作者的

“体物写志”旨趣宜在借此论述自我谏诤职志

及其当代困境，并进而亟思超越困境的文化出

路，因此《鸣蝉赋》虽为体物小制，却深刻映现

欧阳修的学术理念与士臣风节，并且成为作者

平生谏臣身影及其当代困境的重要文学隐喻。
由是观之，《鸣蝉赋》应别具欧阳修赋学与史学

交涉之独特学术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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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 宋) 欧阳修:《感兴五首》，《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1，第 42 ～ 43 页。
宋英宗即曾直指欧阳修“参政性直不避众怨，每见仲事，与二相公有所异同，便相折难，其语更无回避。亦闻台谏论事，往

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时语，可知人皆不喜也，宜少戒此”。参见( 宋) 欧阳修《独对语》，《欧阳修全集·奏事录》，第 4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