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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歐陽修的《秋聲賦》無論在辭賦史與古文史上，皆具有不可

忽略之地位。文章在秋聲書寫中隱喻了北宋王朝世變中的諫

諍困境，以及歐陽對於突破這一困境之路徑方法的探尋與思

考。因此，藉由歐陽修《秋聲賦》與其平生奏議書啟詩文的

參酌對讀，誠不難窺見歐陽修的諍臣困境與世變觀照，是為

《秋聲賦》一文變創性秋聲書寫的底蘊。而《歸田錄》誠以

「歸田」為名，卻以「諍臣」為實。從《秋聲賦》到《歸田

錄》的書寫，既可視為作者一生諍臣自任的文學回憶錄，更

是一本諍臣歷經世變困境、臻至極思歸田的宦海靜思錄。 

中文關鍵詞： 諷諫、諍臣、辭賦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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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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辭賦與諫書 

－－杜牧〈阿房宮賦〉新論 

     政治大學.許東海 

 

 

*論文摘要 

    本文回歸史學之文化世變，賦學之諷諫命題，結合杜牧相關文本資料，運

用「知人論世」的傳統方法論，並主要針對「辭賦與諫書」之基本問題面向，嘗

試為晚唐賦史上經典之作的杜牧〈阿房宮賦〉，提供另一涵攝傳統與世變意涵的

閱讀視窗及其觀照平臺。 

杜牧撰於晚唐世變之際的《阿房宮賦》，並非一篇單純的詠史賦，而是作者深受

史學與賦學諫諍文化傳統濡染下，以賦、論合流為體，以借古諷今為用的當代諷

諫書寫，其中或許不乏新型諫書及其變創可能的實驗意圖，因此藉由「辭賦與諫

書」文化跨界的書寫側面，或許可為杜牧《阿房宮賦》在唐、宋賦學流變史的重

要地位，提供另一則參考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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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辭賦與諫書 

－－杜牧〈阿房宮賦〉新論 

     政治大學.許東海 

 

 

一、緒論  〈阿房宮賦〉新體文賦意義的重新審視 

杜牧為晚唐重要的代表詩人，辭賦創作不多，據今傳世的《樊川集》中，惟

存〈阿房宮賦〉、〈望故園賦〉、〈晚晴賦〉等三篇，其中〈阿房宮賦〉最為膾炙人

口，此賦尤以新體文賦的變創特性，引領與啟示北宋文賦的興起，從而在唐、宋

賦史上深具重要關鍵地位1。至於杜牧傳世的三篇辭賦裡，〈阿房宮賦〉在唐代賦

史上的獨佔風騷，顯然亦源自當時太學博士吳武陵與侍郎崔郾等人的奨掖薦拔，

所謂「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之歎美2，由是觀之，〈阿

房宮賦〉之所以在晚唐深受矚目，最為關鍵的理由在此賦充分展現作者杜牧「王

佐之才」的器識與特質。至於賦關才學之要旨固為學界熟諳之共識，而迄至宋代

尤見「以學為賦」、「以文為賦」之創作能事，惟〈阿房宮賦〉「王佐之才」的經

國濟世特質，從當代世變脈動而言，應別有更為深刻且具體而微的內在理由及其

文化依據；其次，由此延展出的另一問題，則為杜牧的此一內在依據，是否亦同

時牽動並決定了〈阿房宮賦〉與作者另二篇〈望故園賦〉、〈晚晴賦〉文體取向之

異趨？因此，回歸杜牧「知人論世」的創作背景觀之，究竟是如何的傳統文化心

理、世變元素及其創作心態，決定杜牧〈阿房宮賦〉「王佐之才」的人文特質及

其「新體文賦」形式？同時，這一「新體文賦」創作形式，固然深受中唐韓、柳

所倡導之古文運動的啟迪與影響，唯其背後潛藏的士臣觀照及其文化心理究竟為

何？其中牽動並決定杜牧〈阿房宮賦〉「王佐之才」的深層士臣心理與文化依據，

是否深切關涉辭賦流變史之一基本宏旨，即「辭賦與諫書」二者之間的交涉問題？ 

基於上述之觀照及商榷，本文回歸史學之文化世變，賦學之諷諫命題，並主

要結合杜牧相關文本資料，運用「知人論世」的傳統方法論，從而在〈阿房宮賦〉

學界過往的詮釋基礎上，嘗試進行另一不同面向的重新探索與思考，並主要針對

「辭賦與諫書」之基本問題面向，嘗試為晚唐賦史上經典之作的杜牧〈阿房宮賦〉，

提供另一涵攝傳統與世變意涵的閱讀視窗及其觀照平臺。 

                                                      
1
 參見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333－335；又簡宗梧《賦與駢文》﹙臺

北：台灣書店，1998﹚亦謂「〈阿房宮賦〉最後的說理，開宋代說理文賦之先河。」 
2
 參見﹝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公薦》（臺北: 三民書局, 2005），卷 6。文中吳武陵力薦杜

牧之作謂：「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舉，

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

必恐未暇博覽。」故崔郾遂奇其文而惠擢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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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變與諫臣：唐代諫諍文化觀照下的杜牧身影 

 

  就中國歷史而言，士臣始終是歷代政治的重要結構，面對君國之際往往必須

於政統與道統之間做出判斷與抉擇3，於是諫諍遂成為士臣堅持道統的終極抗禮

與文化表態，倘若從辭賦之祖屈〈騷〉文本的諫諍書寫觀之，此一歷史傳統可謂

源遠流長，秦漢以下的士臣諫書奏議，不絕如縷，其中固頗不乏辭賦名家，如賈

誼、司馬相如、揚雄等即為例證4，迄至杜牧所處的唐代，由開國之初唐太宗貞

觀年間力倡的君臣諫諍風氣，更為歷史美談，其中吳兢編撰的《貞觀政要》即頗

多相關論述，其中〈論求諫〉、〈論納諫〉、〈論君臣鑒戒〉等，皆攸關諫諍之道與

君國治道，例如：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

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

冀憑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

後從諫則聖。是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

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自

是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

5 

 

不僅如此，由於唐太宗廣開言路，力倡諫風，遂積漸成為唐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精

神傳統，白居易《策林》即曾大肆闡發此一歷史流變及其要旨謂： 

 

自唐虞以降，斯道寖衰；秦、漢以還，斯道大喪。上不以聰接下，下不以

明奉上，聰明之道既阻於上下，則訛偽之俗不得不流於內外也。國家承百

王已弊之風，振千古未行之法。於是始立匭使，始加諫員，始命待制官，

始設登聞鼓。故遺補之諫入，則朝廷之得失所由知也；匭使之職舉，則天

下之壅蔽所由通也；待制之官進，則眾臣之謀猷所由展也；登聞之鼓鳴，

則群下之寃濫所由達也。此皆我烈祖所創，累聖所奉，雖堯、舜之道無以

出焉。故貞觀之大和，開天之至理，率由斯而馴致也。6 

 

                                                      
3
 參見余英時：〈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始形態〉，《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7﹚，頁 84－112。 
4
 參見王啟才：《漢代奏議的文學意蘊與文化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 77－98。 

5
 參見﹝唐﹞吳兢：《貞觀政要》（長沙：岳麓書社，2000﹚，頁 53。 

6
 參見﹝唐﹞白居易〈策林‧達聰明致理化〉，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8﹚，頁 3499－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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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唐代儒學文化、諫官及其諫議制度等等的確立，皆對當時的諫諍文化，

乃至於唐代文士的諫臣意識，形成推波助瀾的重要力量，其中如韓愈等古文運動

代表人物，皆不能例外7，從而對於晚唐杜牧的諫諍意識具有引領與召喚作用。 

  杜牧諫諍意識，除了承傳古來迄至唐代的士臣諫諍文化傳統外，也與杜牧本

身的諫臣經歷及其仕宦職志攸關，並且經常映現於相關的詩文作品中，例如撰於

文宗開成四年的〈李甘詩〉，即追憶大和九年，李甘任侍御史，而杜牧任監察御

史之日，李甘諫諍皇帝或將任命鄭注為宰相事，乃遭謫斥南荒之遇，而杜牧乃以

移疾而分司車都，四年之後，雖再任諫官，卻無力回天的自悲自責情懷： 

 

吾君不省覺，二凶日威武。操持北斗柄，開閉天門路。森森明庭士，縮縮

循牆鼠。平生負名節，一旦如奴虜。……喧喧皆傳言，明晨相登注。予時

與和鼎（按李甘字），官班各持斧。和鼎顧予云：「我死有處所。」當庭裂

詔書，退立須鼎俎。……明日詔書下，謫斥南方去。……予於後四年，諫

官事明主。常欲雪幽冤，於時一裨補。拜章豈艱難，膽薄多憂懼。如何干

斗氣，竟作炎荒土。題此涕滋筆，以代投湘賦。8 

 

據《舊唐書‧杜牧傳》載述，杜牧曾於文宗大和迄至開成年間，任職「淮南節度

推官，監察御史里行，轉掌書記。俄真拜監察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9等

官職，當時他與李甘、李中敏等人氣類相合，皆尚風節，敢於直言，故其「文章

取向，大率相類」。10至於杜牧雖對自己短暫而變動的諫官生涯，因乏善可陳，從

而流露出愧憾之情，然而在其心目中，諫官之職始終是攸關社稷君國與治亂興亡

的重要士臣指標，因此擔任中書舍人、知制誥等官職期間，仍然不乏藉由為君王

撰擬制誥之際，展現其諫官職能的治道觀照，例如〈杜濛除太常博士制〉，即頌

美杜濛五世祖輔佐唐太宗，己身又擢升深繫朝廷綱紀之諫臣： 

 

敕。守左拾遺杜濛。爾五祖廟嘗佐太宗，同安生人，共為天下者也。爾能

以文章策名清時，升為諫臣，豈曰虛受。11 

 

由此可見唐初太宗的訥諫風範在歷代君臣心中的深刻烙印; 又如宣宗大中六年，

杜牧草擬之〈韋有翼除御史中承制〉，更大肆鋪陳唐初立國以來，設置諫官的宏

旨大義，儼然可以視為杜牧以「制」為「論」的諫臣論述： 

 

                                                      
7
 參見博紹良：《唐代諫議制度與文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317－321。 

8
﹝唐﹞杜牧〈李甘詩〉，吳在慶校注：《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1，頁

91－92。 
9
 參見﹝五代﹞劉煦：《舊唐書．杜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147。 

10
 參見繆鉞：《杜牧年譜》，《杜牧集‧附錄三》（長沙：岳麓書社，2001﹚，頁 354－355。 

11
 ﹝唐﹞杜牧〈杜濛除太常博士制〉，吳在慶校注：《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卷 17，頁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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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貞觀、開元之為理也，遠隱必見，情偽必知，天下如一家，兆庶如一人，

無他道也，綱目皆振，法令必行。宗祖在天，方冊在地，人存政舉，行之

非艱，故用正臣，委之邦憲。……介特守君子之強，文學畫儒者之業，周

應華貫，擢為諍臣。攻予其專，言事頗切。……巍然立朝，為時準直。今

者跡其率理，委之糾繩，爾其念惠文彈理之言，思立秋授署之旨，三尺律

令，四海紀綱，所宜公共，無節上意。……今者倚任，佇觀爾能，唯君知

臣，無累所舉。可守御史中丞。12 

 

  此外，杜牧於大中年間為皇上草擬眾多關涉諫官的制誥，成為考察其諫諍觀

照的重要書寫文本與史學文獻，其中固頗不乏作者流觀前代迄李唐的諫諍論述，

例如： 

 

漢家授署御史，多於立秋，蓋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古人垂旨，可以知

之。13 

 

夫法不立而化行，惡不去而善進，雖使堯舜在上，未之有也，故御史之舉

職者，前代有埋輪都亭知奏，國朝亦有戴豸正殿之劾，若非端勁知名之士，

不在斯選。……使吾綱目不壞，堤防不壞，不在法吏，其在他乎？朕闢祉

官之門，開天下之口，企以待理，無有厚薄。14 

 

朕觀不理之代，無他道也，取唯諾之士為耳目之官。是以太宗皇帝之理天

下也，德為聖人，尊為聖帝，三日不諫，必責侍臣。況予寡昧，固多遺闕，

不官才彥，安能知之。……夫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寧，

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此乃漢文帝開諫諍之詔也。忠告不倦，爾當奉職；

自用則小，予不吝過，勉思有犯，無事遜言。15 

 

由是觀之，杜牧不僅本身具備諫官的仕宦經歷，並且藉由相關詩文與制誥的書寫，

皆一一反映對於唐代諫諍文化的重視與傳承，及其深繫君國治道成敗得失之數的

憂患意識，而其深刻的諫諍意識也在史傳留下不可磨滅的諫臣身影，適如《新唐

書》本傳所謂： 

 

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齪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

李中敏、宋邧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

                                                      
12

 ﹝唐﹞杜牧〈韋有翼除御史中丞制〉，（同上），卷 17，頁 1031。 
13

 ﹝唐﹞杜牧〈韋退之除戶部員外郎‧裴德融除殿中侍御史．盧穎除監察御史等制〉，（同上），

卷 17，頁 1042。 
14

 ﹝唐﹞杜牧〈李蔚除侍御史‧盧潘除殿中侍御史等制〉，（同上），卷 17，頁 1043。 
15

 ﹝唐﹞杜牧〈盧告除左拾遺等制〉，（同上），卷 17，頁 1044－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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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援者。16 

三、過秦與諫唐：〈阿房宮賦〉的賦體變創及其諷諫意圖 

 

  就杜牧〈阿房宮賦〉創作之文體形式而言，基本上乃是以賦為名的詠史篇章，

然而若就其書寫策略而言，不僅是一篇以論為賦的新體文賦，進而更可視為作者

杜牧辭賦與諫書合流的經典力作。 

 

   〈阿房宮賦〉題材上藉由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大肆營造阿房宮殿的荒奢麗侈，

及其不能仁政治民，速禍亡秦的史鑑論述，並融合辭賦文體之書寫形態，儼然成

為漢代賈誼〈過秦論〉之唐代賦體濃縮改寫版；至於就其論體為文或諫書之作，

先秦兩漢固已開啟辭賦化的創作風氣，例如李斯〈諫逐客書〉與賈誼〈過秦論〉

皆為箇中翹楚，然融會過秦論述為主要內容及旨趣，並且出之以賦體的創作形式，

則為杜牧進一步展現模擬與變創的得意力作。至於就〈阿房宮賦〉全文宗旨而言，

誠然未能跳脫賈誼〈過秦論〉「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

王萬世之業也」、「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

而攻守之勢異也。」等秦朝仁義不施，咎由自取的興亡論述要旨17，從而映現杜

牧〈阿房宮賦〉基本上乃奪胎於賈誼〈過秦論〉之創作旨趣，然其所以不讓前賢

專美於前的關鍵理由，誠然繫乎此賦文體之變創特色；易言之，若〈過秦論〉具

有以賦為論的創作取向，則〈阿房宮賦〉則展現以論為賦的文體特色，從而成為

漢唐論述秦國興亡得失之文壇雙璧，在文學史上可謂前後輝映。 

 

    其次，杜牧〈阿房宮賦〉以論為賦的文體特色，復興杜牧創作深受中唐古文

運動影響，尤其是韓愈古文的啟迪，由於韓文重視議論的發揮，與古文書寫之文

體取向相輔相成，不可切割，甚至於有時亦借鑒賦體特徵，形成變化，名篇〈進

學解〉即為例證，此一融合古文與辭賦的變創文體特色，誠為〈阿房宮賦〉所以

殊異一般賦篇議論比重偏低的傳統範式，而提高為全文五分之二比例的議論結構，

亦呈現借鑒古文於辭賦的文體特色，從而與韓文〈進學解〉借鑒賦體創作古文的

書寫傾向，形成文體上之對照意涵。18由此觀之，杜牧〈阿房宮賦〉顯著又豐富

議論取向，基本上應與作者杜牧受到韓愈等古文運動創作風氣之啟迪攸關，故其

論述文章之道乃主張「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19適足以

                                                      
16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杜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166。 
17

 參見﹝漢﹞賈誼〈過秦論〉，王洲明等《賈誼集校注‧新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頁 8。 

，卷。 
18

 參見王錫九：〈談談阿房宮賦與漢賦和古文運動的關係〉（《教學與進修》，1993），第三期，頁

22－27。 
19

 ﹝唐﹞杜牧〈答莊充書〉，吳在慶校注：《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13，

頁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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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證〈阿房宮賦〉以論為賦的文體取向及其創作特色。 

    杜牧〈阿房宮賦〉的文體特色，從其語言運用之特性而言，固然與古文書寫

的議論化取向攸關，然而若藉由辭賦創作本身諷諫傳統觀之，〈阿房宮賦〉融合

古文與辭賦的文體外表之下，其實可能還潛藏著另一深層的文化命題，即是漢賦

以來，賦家如何藉由賦體鋪采摛文的美麗語言，進行其「體國經野，義尚光大」

的諷諫職志，從而體現「言之者無罪，聞之者知戒」等古《詩》流亞的政教宏旨；

易言之，如是觀照的結果，理所當然將演繹出另一更核心的賦家創作命題：辭賦

與諫書之間的分際與合流。 

 

  杜牧對於漢代賦家的政教諷諫觀照，大體可藉由其外甥裴延翰所撰《樊川文

集‧序》略窺其貌20： 

 

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探採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

誼、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班固為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

雖授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持論。相如、子雲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

羨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君之善否，直豁已臆，奮然以拯

世扶物為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

無不包焉。21 

 

據上文所揭屈、宋等「騷人之辭，怨刺憤懟」，其失乃在「不能霑洽持論」，則杜

牧〈阿房宮賦〉的過秦論述及其以論為賦，不即符合其「霑洽持論」的辭賦觀照；

至於以司馬相如、揚雄等漢賦代表人物之失，則在「諷多要寡，漫羨無歸，不見

治亂。」然則〈阿房宮賦〉之諷多而歸要，且大肆鋪陳治亂興亡之道等等書寫，

適足展現作者針對司馬相如與揚雄等等漢賦諷諫之失的批評與實踐；至於杜牧效

法賈、馬、劉、班等漢代名家的文章「乘時君之善否，直豁己臆，奮然以扶物為

己任，……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固可在其所撰〈罪

言〉諸文略識其要： 

 

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

兵〉、〈論江賊者〉二書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

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
22 

 

                                                      
20

 參見﹝唐﹞裴延翰《樊川文集‧序》謂「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始初出仕

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餘二十年，凡有撰制，……雖適僻阻，不遠數千裏，必獲寫

示。」且此文集乃杜牧親自交代裴延翰「異日爾為我序，號《樊川集》。」則其序所論大體應可

視為出自杜牧平生胸臆。 
21
（同上），《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4。 

22
（同上），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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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主要指陳杜牧本身諸多鑒古喻今的議論體文章，然則如是的創作觀照，不亦

正是杜牧針對辭賦如何與諫書之間取得平衡與折衷的創作命題，所提供的重要參

考答案；易言之，藉由賦體語言之美麗形式，融合攸關君國天下的政教論述，應

為杜牧心目中較為理想的辭賦創作範式，然則由此審視〈阿房宮賦〉融合賦體與

論體於一爐的書寫變創，顯然恰如其分地體現杜牧獨特之辭賦創作觀照及其理想

諫諍程式。 

  杜牧〈阿房宮賦〉既符合其「霑洽持論」，又免於「諷多要寡」、「不見治亂」

諸多偏失，同時亦需展現「乘時君之善否，直豁己臆。」的書寫要求，然而何以

〈阿房宮賦〉自始至終皆圍繞始皇建造阿房宮所映現的荒奢侈麗，及其亡秦自禍

的治亂因果，卻未見作者針對「唐代時君之善否」以「直抒己臆」的論述，由是

觀之，〈阿房宮賦〉豈非僅是一篇單純的詠史賦，而無涉當代之治道政教與時君

善否？ 

  然而若自杜牧平生既潛心於歷代之治亂興亡之事實，且重視以諫臣之心佐扶

明君的宿志觀之，〈阿房宮賦〉宜其深具借古鑒今的史鑒意涵，因此〈阿房宮賦〉

雖然為杜牧創作於唐敬宗寶曆元年左右早期作品23，而此賦的創作動機究竟如何？

作者於〈上知己文章啟〉曾自敘創作緣起謂：「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

房宮賦〉。」24由此觀之，此賦正是杜牧藉由賈誼過秦論述的基本旨趣，融合論體

與賦體於一的書寫變創，進行其以史鑒為手段的創作策略，體現其念茲在茲的諷

諫意圖，故裴延翰《樊川文集‧序》謂「其譎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

則感懷詩。」文中所謂「譎往事」實為強調藉由秦朝治亂興亡之事，進行譎諫之

辭賦創作意圖；易言之，「譎往事」誠為〈阿房宮賦〉的書寫策略，而以史鑒為

本，以「刺當代」為用，則為杜牧此賦的諷諫旨趣及其終極關懷，二者所重雖自

有別，然而兩者前後互文見義，足以印證作者「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的當

代諷諫旨趣。 

  杜牧〈阿房宮賦〉雖自述撰於「少小好為文章」之際，然其諫諍意識已然顯

著，如與〈阿房宮賦〉同撰於敬宗寶曆元年的〈上昭義劉司徒書〉即映現一派諫

諍口吻，並且文中還廣泛徵引歷史人物故事，儼然以諫臣身段自擬自居，例如： 

 

苻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

業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25 

 

文中晉相王猛與唐太尉房玄齡死而後已的諫諍身影，顯然成為作者慨然嚮慕而自

許的歷史典範；其次，〈上昭義劉司徒書〉主要對象雖為將軍劉悟，但旨在糾彈

其未遵王命征討盧龍大將朱克融之罪過，儼然有如上達天聽的諫書口吻，例如： 

 

                                                      
23

 參見《杜牧集繫年校注‧附錄二杜牧詩文繫年目錄》，頁 1521。 
24

 ﹝唐﹞杜牧〈上知己文章啟〉，吳在慶校注：《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卷 16，頁 998。 
25

 ﹝唐﹞杜牧〈上昭義劉司徒書〉，（同上），卷 11，頁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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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申

喧請，今默然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

是邪？26 

 

大唐二百年向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

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

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27 

 

    由上引杜牧與《阿房宮賦》同年撰寫的《上昭義劉司徒書》中所觀現的濃厚

諫諍意識，此外，據作者及斐廷翰《樊川文集序》所述《阿房宮賦》創作動機，

乃在「譎往事」、「刺當代」，並具體針對敬宗「寶曆大起官室，廣聲色」等攸關

「時君之善否」及其治亂興亡之道的當代諷諫書寫，由此觀之，杜牧《阿房宮賦》

是一篇藉由詠史賦的創作型態，並體現唐代立國以來重視史鑒的治道觀照，從而

進行其辭賦諷諫。故就其本質而言，應可視為杜牧意圖以辭賦虛擬諫書的創作實

踐。 

 

  

四、論諫與諷諫：從〈與人論諫書〉看〈阿房宮賦〉的諫諍策略 

 

杜牧〈阿房宮賦〉創作動機，固然在「譎往事」、「刺當代」，並具體針對敬

宗「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進行當代諷諫書寫，其中關鍵尚可自其所撰《與人

論諫書》中略窺箇中消息。首先作者揭示出敬宗寶曆年間多故，因此群臣諫書此

起彼落，例如敬宗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45可見敬宗寶曆年間因幸

駕驪山別官之事所引發的群臣諫諍風潮，記憶猶深，服膺勿失，而他撰於此時的

《阿房宮賦》，即使囿於「無位而言」，難以上達天聽，然而於此群臣競上諫書之

際，對於平生深懷諫臣意識，並深具諫諍之志的杜牧，豈能無動於衷?從而啟迪

其諷諫創作;其次，據上引《與人論諫書》所揭敬宗寶曆的諫諍載述，正是以驪

山宮殿為論述主軸，文中並微引當朝任職拾遺的張權輿諫書內容及唐敬宗的回應

謂: 

 

昔周幽王幸驪山，為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明皇帝宮

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

若此之凶耶？我宜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語親倖

                                                      
26

 ﹝唐﹞杜牧〈上昭義劉司徒書〉，（同上），卷 11，頁 837。 
27

 (同上)，卷 11，頁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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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4 7 

 

    據此，則杜牧對於敬宗寶曆年間當代有關驪山君臣諫諍實錄，

可謂暸如指掌，並深植其心，而他亦撰於當時的《阿房宮賦》，亦藉由秦

始皇驪山「大起宮室，廣聲色」的賦體鋪陳，作為諷諫敬宗驪山宮室聲色之樂的

另類諫書書寫。由上觀之，杜牧《阿房宮賦》別具以辭賦為諫書的書寫比略及其

諷諫意涵。同時，由於此賦之撰既與敬宗寶曆之際的朝廷諫諍風潮深契，則《阿

房宮賦》深刻得諷諫意識除源自漢代賦家源遠流長的諷諫傳統之外，顯然應攸關

當代君臣的諫諍風氣及其世變脈動。 

 

    至於杜牧《阿房宮賦》既以辭賦為諫書，雖亦可由其文以曲終奏雅的過秦論

述，大肆展現作者借古諷今的史鑒觀照，何以其中仍未見一般諫書所明白揭示的

當代「時君善政與否」之具體論述?其間關鍵理由，則必須借助於杜牧《與人論

諫書》中所映現之諫諍觀照及其諫諍策略。 

    杜牧對於古今諫諍之道的見解，主要依據《大載禮記》所揭示的五諫之說，

主要涵括「諷諫、順諫、闚諫、指諫、陷諫」五類，其中「質指而諫」的「指諫」，

與「忘生為君」的陷諫，基本上是視為有別於譎事「諷諫」的直諫類型者，此則

為杜牧尤所不取者，其中闚諫在於「卑之，無甚高論，今可行也。」故杜牧對於

唐敬宗寶曆之際「拾遺張權輿伏紫宸天下叩頭」的直諫型態，頗不以為然，理由

如下: 

 

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

人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于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

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49 

 

杜牧並進而藉由史鑒面向，歸納出直諫為下的畫虎類犬及其欲速不達: 

 

      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

而至於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

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

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

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淩尊，以

下幹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

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鬥是非，一

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50 

                                                      
47

 （同上），卷 12，頁 863。 
49
唐．杜牧《與人論諫書》，《杜牧集繫年校注》，卷 12，頁 862。 

50
（同上），卷 12，頁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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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基於如是諫諍觀照，乃列舉漢成帝時御史大夫薛廣德，與唐敬宗寶曆之際拾

遺張權輿等直諫怒主，適得其反之古今對事例加以對照，並引以為諫諍者之鑒戒，

同時藉由漢代張猛「明白辯婉」之論，反襯薛、張兩人的「不思中道」: 

 

      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

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廟矣。」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

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

耶。」乃從橋。51 

     

    所謂「曉不不當如是耶。」正凸顯君主納諫與臣子諫諍的重要關鍵，從而映

現杜牧「直諫為下」與「勇於諫」必須「深於其道。」的諫諍觀照及其中道策略，

故其自注文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52由此觀之，《與人論諫書》乃是杜牧

集中體現其平生諫書觀照及其諫諍策略的重要代表文獻，其中既具體而微地映現

唐代開國以來史鑒與諫諍和合流的重要治道文化及其論述傳統；同時，更藉由唐

敬宗寶曆年間的駕幸驪山宮殿一事，作為商榷李唐當代君臣之間諫諍主題的主要

範例，甚且文中亦述及秦始皇亡國與驪山之歷史關涉，由此觀之，論述歷代君王

與驪山之題材，儼然成為杜牧筆下深具諫書意涵及其諫諍策略的重要歷史文本，

據此審視作者同撰於寶曆年間、同樣藉由「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53秦始

皇阿房宮殿及其聲色書寫，所開展的秦朝亡國論述，二者可謂殊途同歸，旨趣相

契。因此藉由作者《與人論諫書》重新檢視其用以諷諫唐敬宗「大起宮室，廣聲

色」的〈阿房宮賦〉，固宜別具辭賦諷諫傳統之外的當代諫書意涵，並且映現杜

牧〈阿房宮賦〉以賦為諫的創作取向，誠然攸關作者以「直諫為下」的史鑒精神

及其諫諍觀照，因此〈阿房宮賦〉既未見相關的「直諫」書寫；反之，字裡行間

往往浮現借古諷今之諷諭意涵，例如描寫阿房宮建築風貌與空間特性一段： 

 

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鬬角。……高低冥迷，不知西東。……

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28 

 

上述「體物」書寫的辭賦鋪陳，誠然不一而足地映現阿房宮此一宮殿建築瀰漫著

不安與不祥的非常特質；至於指陳阿房宮內六國佳麗之孤淒幽怨，則出之以「一

肌一容，畫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見者，三十六年。」29大體而言，

〈阿房宮賦〉的前半篇幅主要藉由宮殿及其聲色之鋪陳，暗諷秦始皇荒奢侈麗所

埋下的人心不安及其亡國隱憂，然而若此賦全文筆觸皆依此程式書寫，不亦重蹈

                                                      
51

 （同上），卷 12，頁 863。 
52

 （同上），卷 12，頁 863。 
53

  
28

 ﹝唐﹞杜牧〈阿房宮賦〉，（同上），卷 1，頁 9。 
29

 (同上)，卷 1，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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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川文集‧序》所謂「相如、子雲，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羨無歸，不見治

亂」之漢賦書寫覆轍，甚至可能陷入「欲諷反勸」的諷喻困境，因此〈阿房宮賦〉

的後半文章，杜牧顯然改變前此以「體物」為主的書寫策略，大肆融入議論元素，

從而展現其以論、賦二體合疏的書寫轉換，例如敘寫秦國如何對待剽掠自六國的

金玉珍寶一段： 

 

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

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使天下

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 函谷舉，楚人一

炬，可憐焦土。30 

 

此外，杜牧〈阿房宮賦〉歸納全篇旨趣的正文末段，更進而逕自以論代賦：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秦

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31 

 

  由上述〈阿房宮賦〉前後文體轉換及其書寫策略的脈絡觀之，大體呈為「賦

體→賦、論合體→論體」的主要文體建構前後序列，基於如是的文體跨界及其書

寫策略，杜牧不僅巧妙擺脫漢賦作家「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羨無歸，不見治

亂。」的前人覆轍；反之，藉由循序漸進的賦、論文體合流取向，體現其平生念

茲在茲的古今治亂興亡之數，進而回應作者以賈誼、司馬遷、劉向、班固等漢代

史論大家「乘時君之善否，直豁己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為己任，纂續造端，必不

空言。」32的自我創作期待。其中所謂「纂續造端，必不空言」旨在揭示借鑒歷

史針砭時弊的創作旨趣，然而〈阿房宮賦〉何得窺見作者「乘時君之善否，直豁

己臆。」其中關鍵當在藉由秦帝阿房宮的史鑒論述作為唐敬宗「大起宮室，廣聲

色」之失的當代諷諫依據；至於杜牧既以「直諫」為下策，則此賦所採取「譎往

事」、「刺當代」的諷諫策略，顯然符合其「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

無不包焉。」33的當代治道諷諫，並且正由於「諫諍之體，非訐醜惡，與主鬬激。」
34因此，諷諫為上的諫諍觀照，誠為杜牧此賦體現「君臣禮樂」另一政教文化的

深層意蘊。由此觀之，杜牧〈阿房宮賦〉大肆藉由史論書寫，正所以彌補先秦兩

漢以來騷人賦家「不能霑洽持論」、「不見治亂」的諷諫偏差，同時也成為作者主

張「栽培教化，翻正治亂，……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的歷史依據，

                                                      
30

 (同上)，卷 1，頁 10。 
31

 (同上)，卷 1，頁 10。 
32

 ﹝唐﹞裴延翰《樊川文集‧序》，(同上)，頁 4。 
33

 (同上)，頁 4。 
34

 (同上)，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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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展現其賦、論合體的辭賦觀照；另一方面，為避免重蹈「直諫」的歷史覆轍，

顯然有必要慎重講求諫諍策略，故〈與人論諫書〉即為作者論述「諫諍之體」的

集中體現，而融合史論與諷諫的〈阿房宮賦〉，隨之化身為杜牧諷諫唐敬宗「大

起宮室，廣聲色」的另類諫書變創，基本上其中固然傳承著漢代賦家的諷諭傳統，

同時也與唐代開國以來的重視諫諍的歷史文化世變息息相關，從而具體而微地映

現杜牧平生之諫臣身影及其諫諍意識。 

 

 

五 結論    杜牧《阿房宮賦》：辭賦與諫書合流下的晚唐新體文賦 

 

    杜牧《阿房宮賦》的新體文賦特徵在唐、宋賦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變創意涵

及關鍵地位，從辭賦的基本諷諫旨趣而言，《阿房宮賦》固然體現此一書寫傳統，

另一方面卻也針對漢賦「諷多要寡，漫羨無歸，不見治亂」，甚至導致「欲諷反

勸」的偏失現象，從而意圖藉由辭賦與史論的文體合流及其折衷實踐，彌補傳統

辭賦諷諫功能的期望落差或適得其反；其次，無論從唐代開國以來重現史鑒的諫

諍文化，《阿房宮賦》融合賦體與論體的書寫策略，及其「以直諫為下」，從而選

擇「諷諫」諫諍基調的治道觀照，皆一一充分體現《阿房宮賦》兼具辭賦與諫書

的書寫底蘊以及諷諫意涵；由此觀之，《阿房宮賦》以新體文賦的書寫特色，迥

異於作者文集中另兩篇《望故園城》、《曉晴賦》之騷體取向，應與《阿房宮賦》

別具濃厚諫書意涵的書寫特質攸關。 

 

    由此觀之，杜牧撰於晚唐世變之際的《阿房宮賦》，並非一篇單純的詠史賦，

而是作者深受史學與賦學諫諍文化傳統濡染下，以賦、論合流為體，以借古諷今

為用的當代諷諫書寫，其中或許不乏新型諫書及其變創可能的實驗意圖，從而成

為作者與傳統諫書書寫範式區隔的另類嘗試，而且藉由古文運動推波助瀾下，賦、

論合一的書寫策略，對於過往辭賦諷諫效能失衡與失控的歷史闕憾，未嘗不具有

療癒及救贖的文化意義，其後北宋賦壇隨亦隨之出現直接以辭賦為諫書的創作現

象，因此藉由「辭賦與諫書」文化跨界的書寫側面，或許可為杜牧《阿房宮賦》

在唐、宋賦學流變史的重要地位，提供另一則參考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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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正名與賦體問對 

--柳宗元〈愚溪對〉及其相關續衍的書寫變創與賦學觀照 

                               

許東海* 

 

一.緒論：唐以前山水文學中賦學因子及其對話、正名之書寫變創 

 

就中國山水文學流變史而言，六朝謝靈運誠然為開創風氣的一代宗師，尤其

善以詩歌引領風騷，若從文體因革的側面加以審視，處身在「莊老告退，山水方

滋」的文學變革階段，晉代玄言詩本身固然已逐漸結合山水景物的描寫，從而啟

迪謝靈運之山水詩歌，然而漢晉以下辭賦創作之風依舊興盛，謝靈運辭賦如著名

的〈山居賦〉一類作品，與其大量山水詩歌的篇章結構及寫作手法的交涉脈絡，

若進行具體對讀，便能逐一浮現
1
。其中「體物寫志」的辭賦傳統，固然影響謝

靈運的山水文學創作，但這種現象在當時並不是特殊或孤立的，事實上，隨著兩

漢以下辭賦傳統的重大影響，整個魏晉南北朝的文壇，可說是普遍呈現「文章辭

賦化」的現象
2
，因此謝靈運山水詩的成就及其在文學史的重要意義，正是凝聚

個人才力與時代際會的結果，而其關鍵則在兩漢以下辭賦文學所形成的「體物寫

志」傳統。由是觀之，辭賦文體對於山水文學的發展流變及其書寫程式，顯然舉

足輕重，不宜忽略。 

謝靈運藉由山水遊覽的身體踐履與地理巡禮，遂行其情志隱喻與文學演繹，

其中無論詩歌或辭賦文本中的山水風景，基本上是以沈默的傾聽者與美麗的被凝

視者呈現，其中的山水風景遂一一轉化為作者精神版圖與心靈家園之終極隱喻符

碼，從而藉由山水的身體踐履及其文學書寫，展開作者內在的情志對話；另一方

面，辭賦文體牽動山水文學的重要書寫譜系，則在藉由主客設問與對答的書寫架

構，明顯改變上述謝靈運山水書寫的主體遊觀與澄懷觀道取向，從而讓山水世界

以擬人化的變創姿態現身說法，或為文本中的作者代言情志，或以彼此相互論辯

之型態進行情志對話，因此在形式或筆法上往往深具賦體書寫取向，例如：南朝

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與唐代李白〈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皆為其例，這些作

品主要藉由山嶽神祇的示現與發聲，與文本作者或相關人物進行論難對話，在正

本清源的論述中，湔雪屈枉，昭揭情志，其中饒富興味者，尤深刻映現在山神的

論述與告白，主要針對世俗的辱視與污名化提出辯駁，加以反覆鋪陳，歸旨於廓

                                                 
1
 參見許東海，〈謝靈運山水詩、賦的「體物寫志」〉，收錄於《另一種鄉愁：山水田園詩賦與士

人心靈圖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頁 83。 
2
 參見王夢鷗先生，〈貴游文學與六朝文體的演變〉，收錄於《傳統文學論衡》（臺北：時報文化

公司，1987），頁 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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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誤會，以正視聽，從而展現其以山水問對進行仕隱文化論述的重要旨趣，此固

為辭賦與山水文學交涉關係中另一值得留意的側面。 

其次，就中國山水文學之正名書寫譜系而言，進一步具體高揭山水名號，作

為命題依據及其焦點，並運用賦體取向的書寫形式，進行其情志論述的代表作

家，應首推柳宗元，其所撰〈愚溪對〉與〈囚山賦〉以山水正名為題的書寫變創

及其抒情新蘊，對於山水文學傳統或辭賦書寫史皆深具重要的典範地位。 

柳宗元以南方山水為題，以正名為重要旨趣的賦對問對，迄至明代亦不乏繼

踵方軌者，其中丘濬的〈貪泉對〉誠為此一山水文學正名書寫系譜的重要範例。 

誕生於明初成祖永樂盛世，歷事景泰、天順、成化、弘治四朝擁有「中興賢輔」

美譽的丘濬，向為明代史學研究者所關注，尤其是丘濬平生重要代表著述《世史

正綱》與《大學衍義補》二書3，體現出此一儒家經典在明代政治教育場域的「復

古與世變」意涵，經世致用學術風範。丘濬融合傳統與新變的文化取向，不僅形

成其獨特的學術精神風貌，同時亦每每體現在他較為學界忽略的文學創作領域，

故本文乃嘗試以其早年尚未步上仕途的雜文〈貪泉對〉為例，探索丘濬如何藉由

前代文學經典柳宗元〈愚溪對〉之模擬與變創書寫，展現其折衷於「復古與世變」

的學術旨趣，及其在山水文學書寫系譜與當代文化的重要意蘊。 

  由謝靈運所揭啟的山水文學流派，主要緣自世變下的人生際遇與身體踐履，

展開其山水巡禮，並藉由山水書寫展現其與外在世界或自我心靈的內在對話，從

而完成山水文學的重要抒情意涵，並由此漸次建構山水文學本身的抒情範式；相

形之下，另一種藉由賦體的具體問對形態所展開的另類山水對話書寫，則較為學

界所忽略，其緣由於這一結合山水書寫與賦體問對的變創形態，固非山水文學的

主流創作形態，並且在創作數量上難以與之分庭抗禮，也正因這一山水文學的創

作支流，展現出另類的山水對話可能，故其中變創特色與關鍵元素，頗值得學界

加以關注與探索。基於上述觀照，本文主要以柳宗元〈愚溪對〉為中心，以〈囚

山賦〉與〈貪泉對〉為主要對照組，探索其中之模擬與變創書寫脈絡，從而 

觀察柳宗元〈愚溪對〉結合山水書寫與賦體問對的典範地位，及其書寫變創與抒

情新蘊，對於山水文學傳統或辭賦書寫史的重要意義。 

 

二、賦體問對與經典示現 

：宋玉〈對楚王問〉與東方朔〈答客難〉之智愚論述 

 

     《楚辭》中涉及賦體問對範疇篇章，固然可以推源溯本於的〈天問〉與〈漁

父〉，其中〈天問〉基本上出自作者屈原忠怨之情，並藉由天地神靈與古今人物

                                                 
3
 史學界有關丘濬之研究成果頗為豐富，例如臺灣前輩學者暨明史專家吳緝華先生較早從事丘濬

生平之考訂與補正，頗具貢獻；此外，與吳氏同輩之學者蘇雲峰先生，亦有相關力作，後輩學者

中專以丘濬為主題，展開豐富研究與論述者，可以新加坡大學李焯然教授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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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問難,就其實際書寫而言，則採取問而不對的具體型態；至於〈漁父〉則藉由

三閭大夫與漁父之邂逅澤畔，展開一場圍繞水境的世變與人生論述（註）。就其

文體書寫策略而言，即與宋玉〈對楚王問〉同屬賦體問對型態，然〈漁父〉因未

能在標題上略窺其問對體貌，因此容易被忽略，尤其就中國山水文學書寫歷史而

言，以賦體問對結合山水書寫，〈漁父〉誠然是書寫典範及主要淵藪。唯唐代柳

宗元〈愚溪對〉與〈囚山賦〉以辭賦文體大肆演繹的山水正名論述，基本上則非

〈漁父〉之敘寫內容與旨趣所在，然就辭賦書寫而言，以賦體問對與山水敘寫二

者合流的歷史淵源而言，〈漁父〉篇顯然是其中首開風氣的先行典範，成為文學

史上以賦體問對形式展開山水書寫的主要淵源。  

唐代柳宗元謫居永州時期運用詩歌、辭賦、遊記等多元的文體變換，進行

「託物而感遇」的貶謫論述4，尤其在〈愚溪詩序〉風景鋪陳下所引領的名實指

涉及其正名論述，誠然浮現作者意圖藉由融合山水與名實展現其貶謫論述，著名

的永州八記，基本上亦不乏運用以山水與名實表裡經緯的書寫策略，並且往往於

其樂遊的表層敘寫下，潛隱作者風景書寫之下的謫囚焦慮及其情志真相，適如〈對

賀者〉中的困境告白5，至於藉由賦體設問與對答形式所撰寫〈愚溪對〉，則成為

作者大肆以山水名實進行貶謫觀照及其困境思辨的書寫里程碑，其中具體借鑒古

代賦家前賢宋玉、東方朔等人亦莊亦諧的設對問答體製，承傳善於自我解嘲的書

寫特色，因此藉由〈愚溪對〉與〈囚山賦〉山水書寫系列往復鋪陳的名實論述，

作者之謫囚困境方始昭然若揭。由是觀之，柳宗元誠然擅長藉由山水與名實融合

的書寫變創，進行其貶謫論述的文學演繹，從而成為中國山水文學正名書寫譜系

的開宗經典。 

  柳宗元藉由山水名實敘寫及其自我情志對話所展開的永州貶謫書寫，其中不

乏直接運用賦體形式加以演繹的篇章，〈愚溪對〉與〈囚山賦〉即為具體而微的

例證，並且這兩篇賦體之作分別撰於為元和五年之後與元和九年，撰於〈愚溪詩

序〉之後的〈愚溪對〉，主要運用賦體設問對答形式，並針對愚溪定名一事，展

開溪神與作者彼此間的往來酬答及其論辯，如是的論述取向本為柳宗元的學術強

項，故從其傳世的文集中如卷三、卷四之「論」、「議辯」；卷十四至卷十六「對」

體、「問答」、「說」，乃至於卷四十四以下可以獨立成書的《非國語》等等豐富精

采的論述篇章，即足以略窺其貌，其中「對」、「問答」一類作品，展現作者嫻熟

精到的辭賦素養。對問之體，梁代劉勰雖然將之歸入「雜文」類，實質上乃是賦

體雜文，固當視為辭賦文體6，並且從其文體源流而言，〈愚溪對〉顯然承傳宋玉

始創之〈對楚王問〉及漢代以來以東方朔〈答客難〉為代表的對問賦體譜系，誠

如《文心雕龍》所謂：「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闊，

                                                 
4
 參見清‧林紓，《韓柳文研究法》（臺北：廣文書局，1976），卷下，頁 78。 

5
 參照唐‧柳宗元，〈對賀者〉，《柳宗元集》（《四部刊要本》，臺北：頂淵文化公司，2002），頁

362。文末謂：「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哀，過乎慟哭。

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 
6
 參見簡宗梧，《賦與駢文》（臺北：開明書局，1998），頁 1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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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實使之。」7由是以觀〈愚溪對〉中溪神與柳子的相互對答，及其往來辯難之

書寫程式，則由辭賦問對之體的歷史流變面向加以審視，誠乃淵源流長，其來有

自。 

  柳宗元〈愚溪對〉不僅在命題與結構等書寫型態上，借鑒於賦體文學的傳統

範式，甚至在內在旨趣及其神理上，亦頗與宋玉〈對楚王問〉、東方朔〈答客難〉

深契。宋玉〈對楚王問〉開門見山地逕指宋玉遭逢「士民眾庶不譽」之「遺行」

偏陋，從而揭啟宋玉鋪陳揚厲，層層推進的因果論述與自我辨白，據此對照於〈愚

溪對〉中柳子以愚名辱溪之後，不辭其煩針對愚溪之神蒙誣見辱之因果緣由，撥

雲見月並歷歷如繪地加以闡述，例如： 

 

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而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

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

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

欲革其名而不可得矣。……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 

以守汝。汝欲為智乎？8
 

 

其中柳子厚以貪泉設喻，以「招愚者自居」的理由解釋愚溪之誣，誠然即與宋玉

先以曲高和寡之郢歌為譬，又續衍鳳鳥鯤魚之超拔不凡，及其難為世俗所知的困

境，前後二者文理深契，如出一轍。 

  〈愚溪對〉藉由彼我問對，釋疑解難，並結合賦體「鋪采摛文」的語言藝術

特色，誠與宋玉〈對楚王問〉之書寫程式若合符節，其中關鍵固在闡釋「愚溪」

名實與謗譽因果的肌理脈絡，然就愚智與謗譽二者的名實論述，亦可見證於柳宗

元永州謫居其間所撰〈謗譽〉一文，例如：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

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

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君子之

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

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

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

口，則群而郵之，且置于遠邇，莫不以為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

蔽于好惡，奪于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

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謗孔

子者亦為不少矣。9
 

 

                                                 
7
 梁‧劉勰撰，陸侃如、牟世金譯註，《文心雕龍》〈雜文〉（濟南：齊魯書社，1996），頁 219。 

8
 唐‧柳宗元，〈愚溪對〉，頁 358─359。 

9
 唐‧柳宗元，〈謗譽〉，頁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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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融合聖人孔子的言行際遇與智愚、謗譽之理，質實而言，適為作者〈愚溪對〉

提供一則具體而微的解讀註腳，然則如是的書寫神理，不即是宋玉〈對楚王問〉

曲終奏雅所揭示的聖俗分際及其彼此乖違：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

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10
 

 

因此愚溪也好，愚士也罷，實則一一出自世俗之誣謗，此義聖人固深知之；但另

一方面聖者如孔子亦有時不免見誣蒙謗。由是觀之，宋玉〈對楚王問〉與柳宗元

〈愚溪對〉，顯然並非僅止於賦體問對之形似書寫，二者內在的書寫旨趣誠然神

理深契。 

  就辭賦問對之體的書寫譜系而言，柳宗元〈愚溪對〉固然借鑒宋玉〈對楚王

問〉的賦體範式，進而展現其融鑄山水與名實合流的謫貶書寫特色，而另一方面

亦復映現漢代東方朔〈答客難〉以「正言若反」的譎譬諷諭手法，鋪衍世變之道

的書寫身影，按〈答客難〉虛擬賓客對東方朔之質難，謂其「自以為智能海內無

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

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11進而鋪衍作者對

於處世「遺行」之答辯，其中固不乏宋玉〈對楚王問〉的設問範式，但全文更集

中賓客對於東方朔自視「智能海內無雙」與「博聞辯智」質疑的辯解及其自我解

嘲，而其論述的主要樞紐，則在「彼一時，此一時也，豈可同哉。」12的治亂世

變及其智愚自處之道，故末文歸旨於： 

 

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

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

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

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

「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

聲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

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13
 

 

表面而言，東方朔藉由時移世異的士人進退之道，展開自我智愚名實之間的詭辯

論述，從而作為自我解嘲的言說依據，實際上作者乃正言若反地指涉智能之士無

緣遇合的志業遺憾，從而展現以愚智名實互涉為中心的諷諭策略。 

 

                                                 
10

 漢‧東方朔，〈答客難〉，費振剛等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 135。 
11

 同上註，頁 135。 
12

 同上註，頁 135。 
13

 同上註，頁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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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愚士與愚溪：〈愚溪對〉之山水問對及其貶謫論述 

 

若依據上述宋玉〈對楚王問〉對照於柳宗元〈愚溪對〉，其中主要藉由作

者與愚溪皆為治世明王遠棄南楚的淪落際遇，出現以愚者自名的自我解嘲書寫，

二者可謂如出一轍，異曲同工： 

 

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

都三千餘里，側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蜯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

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

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于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

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14
 

 

其中既以智用愚伏論述治世明王用士之道，作為愚者自名的柳子，與愚溪命名的

觀照根據，然而檢視全文首段以愚溪自我指涉的作者，卻開宗明義地揭揚其異於

「濁涇」、「黑水」等一類名實相符的汙惡之流，反之，誠為天地間一股清流： 

 

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

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

肆其誣。15
 

 

然則愚溪固為清澈美質之流，因此方有柳子記夢中溪神難之以「子何辱予，使予

為愚邪？有其實也，名故從之，今予固若是耶？」由是前後文義觀之，柳子之強

以「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之說，倒為正言若反欲擒故縱的詭辯書寫

策略，從而故作解嘲之態，指陳自我全然乖違同流合汙而與時俱進的智士聰明之

道，反之，卻以君子清美之質毅然獨立，於是昧於時務地「於冰雪之交，眾裘我

絺；溽暑之鑠，眾從之風，而我從之火，……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而不知

怵惕。」16甚且不諳謀利計功之道，終陷入「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

荒涼昏默，卒不自克。」與「茫洋乎無知」的愚昧深淵，難以救贖17。作者如是

不厭其煩思辨箇中原委，曲終奏雅之義，可謂昭然若揭，然則愚溪與愚者誠為賦

體「正言若反」書寫策略下的詭變，其中愚者之名，顯然取徑乎世俗價值，固深

乖違聖道之實。 

  由上述〈愚溪對〉從賦體問對的表層書寫程式，臻至內在旨趣及神理脈絡，

不僅充分展現柳宗元精湛深厚的賦學素養，就賦史問對之體的書寫譜系而言，亦

其好以詭辭譎譬進行士人處身政統與道統之際的仕宦困境論述，故從先秦兩漢時

                                                 
14

 唐‧柳宗元，〈愚溪對〉，頁 358─359。 
15

 同上註，頁 358。 
16

 同上註，頁 359。 
17

 同上註，頁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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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宋玉〈對楚王問〉、東方朔〈答客難〉的發軔肇端，迄至唐代柳宗元〈愚溪對〉

的承傳變創，其間源流脈絡顯非如羚羊挂角無跡可尋，反之，其跡歷歷可見。至

於柳宗元的主要變創關鍵，則在出之以山水與名實為經，士人貶謫為緯的書寫遞

嬗，並且形成其由〈愚溪詩序〉到〈愚溪對〉逐漸向賦體靠攏的名實書寫與貶謫

論述取向。 

 柳宗元〈愚溪對〉承傳於先秦兩漢宋玉、東方朔等人辭賦的「士不遇」論

述，固然映現其古文書寫世界復古精神的一面，然而〈愚溪對〉亦復展現作者面

對當代世變及其仕宦困境下的書寫變創。 

  〈愚溪對〉在結構上固自採用賦體問對的彼我對話傳統程式，但就對話對象

的本質上，卻巧妙地由宋玉賦之君臣與東方朔之主客等以人物對話為主軸的鋪衍

形態，翻然轉換為作者化身之柳子與山川神祇的來往酬答，其中的變創關鍵乃在

跳脫以君臣主客為軸的人際網絡書寫，變創為人與自然、人與神祇等深具天人之

間獨特意涵的對話連結，從而映現柳宗元異於宋玉、東方朔等古代前賢之南楚貶

謫與世變困境。其中，山川神祇的示現對話誠然深切映現柳宗元遠離京華，遠貶

永州，鎮日與南楚山水為伍的謫囚困境，因此對照於宋玉、東方朔失意於朝廷廟

堂之間的士不遇困境，〈愚溪對〉藉由與愚溪之神的對話書寫，其實適為柳宗元

的謫囚困境提供具體而微的重要文學隱喻與情志註腳，從而與其撰寫於南楚的山

水經典之作如〈永州八記〉、〈囚山賦〉等相互印證，彼此發明。18 

  〈愚溪對〉除了透過對話對象的變換，展現其復古之外亦因應當代士人困境

的世變觀照，柳宗元也巧妙地將宋玉、東方朔辭賦裡聖俗智愚的人物品評及其分

野書寫之外，融注另一儒門重要文化元素：「正名」19，從而映現〈愚溪對〉抒發

仕不遇情懷之外的議論化取向，並且大肆專注於「愚」、「智」之間攸關名實的愚

溪正名論述20。由於柳宗元〈愚溪對〉等作中所昭揭的山水名實論述，及其孤心

苦詣與精闢入理，足為清代學者章學誠推譽為唐宋大家的名家典範代表21，然則

此文為愚溪命名的正名觀照，往往亦體現在柳宗元的作品中，成為闡釋「文以明

道」的重要精神，並進一步成就其以「竅名實」、「去名就實」等名實觀照，兼濟

天下，利安元元的學術依據：22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

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23
 

 

                                                 
18

 參見許東海，〈風景與焦慮：柳宗元永州所撰山水遊記與辭賦之對讀〉，《風景‧夢幻‧困境：

辭賦書寫新視界》（臺北：里仁書局，2008），頁 149。 
19

 參見潘重規校注，《論語‧雍也》孔子回答「子路問所以為政之先」，乃謂「必也正名乎」（臺

北：里仁書局，2001） 
20

 參見章士釗，《柳文指要》（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頁 1125。章氏謂「永州愚溪，子厚並

無專篇及之，〈愚溪對〉與〈愚溪詩序〉，皆從愚字著筆，未嘗刻劃溪流。」 
21

 參見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頂淵文化公司，2002），頁 957-963。 
22

 參見方介，〈柳宗元的名實觀〉，《韓柳新論》（臺北：學生書局，1999），頁 145。 
23

 先秦‧宋玉，〈對楚王問〉，《昭明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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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嶽與囚獄：〈囚山賦〉的山水正名與自我對話 

 

  柳宗元永州詩賦除了藉由水境與名實合流的愚溪論述外，撰寫于元和九年的

〈囚山賦〉，則映現他面對永州貶謫終極觀照與心靈告白，並且殊異於前此元和

五年前後屢以愚溪為題的貶謫書寫，轉而以永州山嶽作為進行其名實與貶謫論述

的新變題材。 

  永州山水對於柳宗元而言，深具消解貶謫南楚的撫慰與療治意蘊，故在他此

一時期涉及山水風物的詩歌裡即頗不乏類似悠然閒適的心境書寫，例如： 

 

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24
 

留連秋月晏，迢遞來山鍾。25
 

夙抱丘壑尚，率性恣遠遨。26
 

糺結良可解，紆鬱亦已伸。27
 

逍遙屏幽昧，澹薄辭喧呶。28  

 

於是作者撰於元和七年秋的〈與崔策登西山〉詩，即藉由姻親友侶崔策之同遊西

山，抒發謫居心境：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

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迥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頹

波，遙風遞寒篠。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壽等彭鏗夭。

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疏，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得以

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29
 

 

此詩前半篇幅鋪陳登躋西山所見風光視野之高下遠近，融合賦家體物筆法，篇末

則歸旨於「偶茲遁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成為永州謫

居多年的柳宗元藉由山水巡禮消憂緩愁的心靈告白，適如他在〈始得西山宴遊記〉

所抒： 

 

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

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

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

                                                 
24

 唐‧柳宗元，王國安箋釋，〈禪堂〉，《柳宗元詩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 1，

頁 58。 
25

 唐‧柳宗元，〈芙蓉亭〉，同上註，頁 61。 
26

 唐‧柳宗元，〈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同上註，頁 69。 
27

 唐‧柳宗元，〈登蒲州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迥斜對香零山〉，同上註，頁 103。 
28

 唐‧柳宗元，〈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同上註，頁 109。 
29

 唐‧柳宗元，〈與崔策登西山〉，同上註，卷 2，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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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于是乎始。30
 

 

如是的山水書寫意涵，固然屢見於作者永州詩文的字裡行間，然而就另一側面而

言，以僇人身分自命的柳宗元，是否於山水遊觀中全然忘懷永州貶謫的平生創

傷，則有待重新歸返其詩文書寫加以審視。 

柳宗元大量書寫永州詩文中，固然意圖藉由山水巡遊消解貶謫悲緒，然而另

一方面，這些歷歷如繪的自然風景，又屢屢召喚其由京邑遠謫南楚的創痛，形成

其永州時期的詩作中悲喜交集，憂遊參差的書寫取向，例如撰於元和三年之謫居

前期的〈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篇首即開門見山地揭示作者心境： 

 

夙抱丘壑尚，率性恣遊遨。中爲吏役牽，十祀空悁勞。……進乏廓廟器，

退非鄉曲豪。天命斯不易，鬼責將安逃？屯難果見凌，剝喪宜所遭。神明

固浩浩，眾口徒嗷嗷。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澄潭湧沈鷗，

半壁跳懸猱。鹿鳴驗食野，魚樂知觀濠。孤賞誠所悼，暫欣良足褒。……

茲焉畢餘命，富貴非吾曹。長沙哀糾纏，漢陰嗤桔槔。苟伸擊壤情，機事

息秋毫。31
 

 

山水之樂與南楚〈離騷〉之迭代競合構成此詩的抒情基調，如是無所遁形的憂／

遊二元論述，每每映現於永州詩歌之中，例如： 

 

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羈鴻哀。境勝豈不豫，慮分

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汎舟絕沿洄。32
 

隱憂倦永夜，淩霧臨江津。猿鳴稍已疏，登石娛清淪。日出洲渚靜，澄明

皛無垠。……信美非所安，羈心屢逡巡。糺結良可解，紆鬱亦已伸。高歌

返故室，誷自非所欣。33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

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

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34
 

 

園林幽鳥囀，渚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

當榛荊。慕隱既有繫，圖功遂無成。……眷然撫耒耜，迴首煙雲橫。35
 

 

                                                 
30

 唐‧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柳宗元集》，卷 29，頁 762。 
31

 唐‧柳宗元，〈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柳宗元詩箋釋》，頁 69─71。 
32

 唐‧柳宗元，〈湘江館瀟湘二水所會〉，同上註，頁 101。 
33

 唐‧柳宗元，〈登蒲州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迥斜對香零山〉，同上註，頁 103─104。 
34

 唐‧柳宗元，〈南澗中題〉，同上註，頁 181。 
35

 唐‧柳宗元，〈首春逢耕者〉，同上註，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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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起彼落的山水賞樂與去國鄉愁，延續並貫穿於作者永州詩作中，並未因謫居時

日的增長隨之沉澱消退。由是觀之，柳宗元永州詩所鋪陳的憂／遊論述，誠然躍

然紙上，歷歷可覩。 

  其次，對照於永州詩歌憂／遊競合朗現的主要情志書寫取向，柳宗元以永州

八記為代表的山水遊記，則呈現為遊顯憂隱的敘寫建構，作者撰於元和四年前後

的〈始得西山宴遊記〉即集中體現其永州山水漫遊如是的情志脈動。從其鋪陳的

主要內容而言，乃是以山水巡禮的風景賞樂為主軸，例如： 

 

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

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36
 

 

直到柳宗元發現西山，乃亟寫其特立奇譎之美，並謂「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者，

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於是登高遨遊，而有「尺寸千里，攢慼累積，

莫得遁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西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為類。」
37之興懷，篇末遂於「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的西山心賞樂遊中，歸旨於「然

後知吾嚮之末始游，游於是乎始。」由是觀之，作者誠然藉由西山宴遊中陶然心

醉，儼然遺忘淪為謫囚的悸動與傷痛，細繹此篇遊記篇首開宗明義清晰揭「自余

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的身分自覺與情志告白，然則永州八記中類似的山

水巡遊，固然源自作者意圖銷解謫囚困境的心靈脈動，卻也時而牽動其南楚謫囚

的陰影與塊壘，從而映現為永州八記中若隱若現的山水變色與風景焦慮38，例如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前後情景的愀然變色： 

 

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

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

見。……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悽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

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39
 

 

有時永州遊記中的西山風景，瞬間又儼然化身為作者筆下想望去國懷鄉的京華想

望與謫囚觀照，例如〈鈷鉧潭西小丘記〉中「唐氏之棄地」敘寫：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

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40
 

 

                                                 
36

 唐‧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柳宗元集》，卷 29，頁 762。。 
37

 同上註，頁 763。 
38

 參見拙作，〈風景與焦慮：柳宗元永州所撰遊記與辭賦之對讀〉，頁 153─160。 
39

 唐‧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柳宗元集》，卷 29，頁 767。 
40

 唐‧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同上註，頁 765。 



 11 

故清代學者何義門乃謂： 

 

〈鈷鉧潭西小丘記〉唐氏之棄地，棄地此遷客。……『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茲丘猶而遭逐客，所以羨而賀也。言表殊不自得也。」41
 

 

由上述柳宗元永州詩歌與其山水遊記書寫取向之對照審視，可見作者潛隱於遊記

文體字裡行間的貶謫情志，得以藉由其詩歌文本朗現躍動的憂／遊論述，提供一

則具體而微的重要註腳，換言之，如是寓憂於遊記的山水體書寫特色，於其峻潔

精奇的書寫表象之下，「實際卻隱含柳宗元個人抑鬱憤懣之情。」42 

  藉由詩歌、辭賦（賦體對問）遊記等不同文體及其書寫風格的山水書寫，柳

宗元展開其豐富多元的永州貶謫論述。其中撰於其永州謫貶最終一年的〈囚山

賦〉，更可視為其對於南楚山水觀照及其謫貶心境的終極告白，深具總結旨趣之

書寫底蘊，作者尤其從其融合山水與名實所建構的永州貶謫論述之書寫特色而

言，不僅與〈愚溪詩序〉與〈愚溪對〉同聲相應，前後輝映，而在山水觀照及其

情志取向上，〈囚山賦〉則展現其異於〈愚溪對〉等的書寫策略，亦即愚溪與柳

子的賦體設問對答，曲折鋪陳彼此的名實表裏及其自我隱喻，加以變創，改寫為

逕以山水名實為命題旨奧與情志大纛的抒情獨白，從而跳脫前此〈愚溪〉諸作宛

轉關情的迂迴論述，昭然若揭地形塑其貶謫論述，相形之下〈囚山賦〉則開門見

山地標榜作者視永州山水為南楚監獄的終極旨趣：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迾兮，若重墉之相

褒。……攅林麓以為叢棘兮，虎豹咆噉代狴牢之吠嗥。予胡井眢以管視兮，

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兕吾為柙兮，匪豕

吾為牢。43 

 

由是觀之，柳宗元逕以「囚山」名篇的辭賦鋪陳，捨棄賦體設問的對答如流形式，

進行謫貶論述與自我指涉，應與其永貞元年遠謫永州司馬，卻迄至元和九年前後

長達十年的謫居生涯，竟無任何量移或重返京城機緣的貶謫困境攸關，故〈囚山

賦〉篇末乃歸旨於： 

 

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

囚吾兮滔滔？44
 

 

群山環繞的永州，儘管風景怡人，對於前後謫居十年的作者，終究是一座生命中

                                                 
41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 36，頁 505。 
42

 參見羅聯添，〈柳宗元二篇山水記分析〉，《唐代四家詩文論集》（臺北：學海出版社，1996），

頁 280。 
43

 唐‧柳宗元，〈囚山賦〉，《柳宗元集》，卷 2，頁 64。 
44

 同上註，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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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遁逃的幽黯國度與山水煉獄，其中北返無望甚或生死未卜，愧對祖德家國鄉

愁，乃一一化身為柳宗元永州山水風景書寫背後難以掩抑的情志困境及精神焦慮
45。加上柳宗元謫貶永州的「流人」身分及其行動範圍等種種限制，本質上固不

免加深其謫囚禁錮的情志取向，從而益形強化其山嶽一如囚獄的「囚山」意識46。 

  〈囚山賦〉顯然以變創改寫之姿，展現迥異於〈愚溪對〉等作地抒情程式與

書寫策略，映現其中長久潛隱於作者內心深處的歸返夢想與謫囚焦慮，同時此賦

的另一深層書寫底蘊，則在此賦貶謫困境告白，全然淋漓盡致地映現於〈囚山賦〉

的命名取向意涵之上，對照於前此之「愚溪」名義而言，愚溪之「愚」，同時指

涉作者柳子本身，然畢竟終隔一層，然而此賦題名「囚山」，從前引的文本的描

述觀之，顯然旨在闡明永州群山與謫囚監獄二者的一體兩面及其互為表裡；易言

之，其名為「山」，然則其實為「囚」。由是觀之，〈囚山賦〉異於〈愚溪對〉等

作的主要書寫變創關鍵，誠在〈愚溪〉諸作藉由人、溪問對間接指涉作者攸關智

愚巧拙的貶謫觀照，相形之下，〈囚山賦〉則堂而皇之地高揭其中山水與煉獄二

者名實互涉的自我謫囚論述，從而展現其前後永州貶謫的山水定義與終極告白。 

 

五、正名與變音：〈貪泉對〉之柳文摹擬及其世變論述 

 

 明代丘濬〈貪泉對〉之撰寫背景與動機，雖效擬柳宗元〈愚溪對〉融合山水

正名與問對之體，然而就其撰述背景則異於柳宗元〈愚溪對〉之貶謫困境，而為

作者景泰年間因再赴京城應禮部考試下第，歸鄉省親途中，舟次石門，遂鑒於世

人對於貪泉名實之惑，從而體現其文道合一的學術職志。對讀兩者前後命題之異

代同調，如出一轍，其中主要論述方式，雖然複製了柳宗元〈愚溪對〉作者與水

神往來酬答的基本架構： 

 

泉以貪名，理或然也，設入肺腑，而易吾傃焉，豈不為終身之累乎？遂中

輟而不飲，歸而臥船窻之下，恍惚之間，若有聞者，曰：「僕石門之神也，

受污辱之名，數千百年來於茲矣。47 

 

文中藉由石門貪泉之神的伸冤辯汙及其與作者化身之回應及對話，展開一場以水

境正名為中心題目的文化巡禮，儼然如柳宗元〈愚溪對〉篇首之開宗明義： 

 

柳子厚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也？有其

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48 

                                                 
45

 參見拙作，〈風景與焦慮：柳宗元永州所撰山水遊記與辭賦之對讀〉，頁 151─153。 
46

 參見古永繼，〈唐代嶺南地區的貶流之人〉，《學術研究》，2（1998）：57-61。 
47

 明‧丘濬，〈貪泉對〉，《丘文莊公叢書》（台北：丘文莊公叢書輯印委員會輯，1972），頁 464。 
48

 唐‧柳宗元，〈愚溪對〉，《柳宗元集》，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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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觀之，〈愚溪對〉與〈貪泉對〉同為以水境正名為經，以名實之辨為緯的形

似巧構，原創與摹擬之軌跡可謂如出一轍；其次，貪泉固不等同於愚溪，然二者

之間誠然形神俱似，尤其以「貪泉」為題，固為丘濬新變之主要創作題材，然推

溯柳宗元〈愚溪對〉實已述及貪泉情事，並作為愚溪名實論述之對照依據： 

 

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而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

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

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

欲革其名而不可得矣。……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

以守汝。汝欲為智乎？49 

 

由此可見丘濬〈貪泉對〉之撰寫，雖源自其早年科舉行旅之背景，然而此文不僅

單純地出於唐文典範之摹擬，同時亦復續衍柳氏〈愚溪對〉初始的「貪泉論述」，

從而映現〈貪泉對〉奪胎換骨於〈愚溪對〉的濃厚復古面向。 

  〈貪泉對〉的水境正名書寫固然挪借了大量柳宗元〈愚溪對〉的古文範式，

然而細繹此文之表裡經緯，則又頗不乏作者跳脫復古摹擬框架之外的變創取向。

首先由文體的書寫特色而言，源自宋玉〈對楚王問〉、東方朔〈答客難〉的典範

之作，皆以賦體對問為主，兼備文采與聲律之美，迄至唐柳宗元則以古文筆法調

和先秦兩漢的麗文取向，但基本上因襲賦體問對的韻文形式，可謂復中有變，變

中有復，若由是考察丘濬〈貪泉對〉相對於其所借鑑取範的〈愚溪對〉，則顯然

因革互見，在設辭問對的基本章法上，保留宋玉、東方朔迄至柳宗元所建構的此

一書寫譜系，將賦體韻文轉換為無韻之散文，易言之，〈貪泉對〉此一迥異於傳

統問對之文書寫傳統的書寫新變，從形而下的文學筆法而言，固然與宋玉以下的

賦體問對書寫傳統漸行漸遠；然則就其創作神理而言，卻深得唐代古文大家柳宗

元〈愚溪對〉所體現的「復古與世變」觀照，從而展現〈貪泉對〉以「文以明道」

為主，以通變古今為輔的學術旨趣。 

  其次，丘濬除了藉由〈貪泉對〉之文體因革與書寫轉換，展現其攸關學術旨

趣的文／道論述特色外，此文的又一變創復展現於水境正名與作者情志二者間的

互涉意涵。其中柳宗元〈愚溪對〉的愚溪之名，誠然得自作者的外鑠強加，從而

展開愚溪與柳氏之間的往復論難，以寄寓作者與愚溪之間的互涉一體的情志隱

喻，亦即愚溪之蒙辱見污實為作者柳氏以謫囚困境為中心的山水隱喻及其自我寫

真；相形之下，丘濬〈貪泉對〉中的貪泉之名，則源自世俗之見，基本上與作者

的仕宦困境之間並未明顯關涉50，並且文中作者乃化身為受託於石門之神，為其

伸冤洗雪的士人君子，例如： 

                                                 
49

 同上註，頁 359。 
50

 據明．丘濬，〈貪泉對〉篇首謂「景泰辛未（二年），予歸自金臺，舟次羊城之石門，舟人曰：

嘻！此貪泉也，慎勿汲之，予聞之，舍舟觀焉。」及其正文所展開的名實論述，並未顯見與作者

此次禮部科舉落第的際遇及情志具體相關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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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僕石門之神也，受污辱之名，數千百年於茲矣。未有為表白者，幸子 

之來，為我一洗之。 

 

據此則〈愚溪對〉與〈貪泉對〉同樣出現的山川之神，卻映現出作者彼我殊異的

觀照視角與情志取向。前者藉由愚溪名實，凝視自我的仕宦際遇及其文化困境；

後者則取徑於貪泉名辱背後所浮現的學術沉思及其政教指涉。由是觀之，柳氏與

丘氏之文，皆不外以山水正名論述世變困境及其文化觀照，然則〈愚溪對〉畢竟

偏重於謫囚困境的自我解嘲及其文化諷諭；相形之下，〈貪泉對〉則著意於世道

人心及其政教風俗的當代演繹，由是觀之，一論私情，一述正義，論述取向較然

殊異。 

  丘濬〈貪泉對〉的論述旨歸固已由其典範〈愚溪對〉的私情範疇，擴展到公

義領域，從而攸關當代的政教風俗與世道人心，然而就作者柳宗元與丘濬所依據

的主要學術而言，皆不約而同地出之以名實旨趣，作為〈愚溪對〉與〈貪泉對〉

水境正名及其情志論述的中心樞紐，例如〈愚溪對〉中愚溪之神向柳子的質問： 

 

今予甚清且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

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

可革耶？51 

 

而〈貪泉對〉石門之神亦拳拳於名實之辨： 

 

僕文古之貪者，有藏金以塢者，夜算牙籌者、胡椒五百斛者、黃金至五橐

駞者，豈皆官嶺南而飲此泉耶？不然何貪也。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

誣之以貪，而獨我誣，不亦冤哉！彼其以廉以清明者，一又何幸歟！……

噫，有其實者無其名，而名乃加於非其實者，何居？必欲名實相符，必有

歸矣。52 

 

由此觀之，〈愚溪對〉的正名書寫，固自映現作者柳宗元崇尚「覈名實」、「問其

實」及其「去名求實」的學術觀照；而〈貪泉對〉亦關涉丘濬正名崇實的學術理

念及其政教風範。故就學述取向而言，柳宗元之崇尚名實相符，並體現在「利安

元元」的政教實踐，深切闡釋儒家為政以正名為先務的學術要義，並且為明代丘

濬所承傳發揚，此從〈愚溪對〉到〈貪泉對〉的前後輝映的正名書寫，殆可觀微

知著，略窺其豹。 

   

六、正名與正學：〈貪泉對〉的山水對話與學術觀照 

                                                 
51

 唐‧柳宗元，〈愚溪對〉，頁 358。 
52

 明‧丘濬，〈貪泉對〉，頁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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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濬學術之博正崇實，固已著稱當代，例如以「賜進士及第右春坊，右中允

兼翰林院編脩兩期實錄纂修官」身份的周延儒，為丘濬文集所撰序文謂： 

 

今天下學士以及經生家，無不知以瓊山丘文莊先生也者，先生生平殫精學

問，於墳籍無所不博，於國典朝常、民情物理無所不諳，出其全力，能以

述其作，所著撰特甚富。……，蓋即是編，有可以的先生者，則以先生之

文，非文人之文，而皆本之實學，出自神理之文也。……蓋先生之濬源遠，

用物弘，根本六經而貫穿百氏，翔洽至意而掃脫蕪文。53 

 

丘濬博正尚實的學術精神，尤集中體現在其豐碩精深的著述，因此為丘濬平生見

視為知音，並屬意為撰身後碑文的何喬新54，即極力闡揚丘濬此一學術風範謂： 

 

公綜理微密……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為考

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於傳註語

錄，學者率未易求，乃采其精切者彙為二十篇，倣魯《論》作《朱子學的》、

《朱子綱目》，以正統為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遞奪；漢唐之初，有

不可遽予者，乃作《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

採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附以己見，作《大學衍義補》。55 

 

由此可見，其治學精神之博正崇實，並且進一步作為其「文章經國」職志的學術

依據56，例如曾任吏部尚書建極殿學士，知經筵、日講、制誥的葉向高，即高度

推崇丘濬學問與經濟兼美的儒臣風範，謂： 

 

世稱文章為經國大業，經國之文，其大者莫過於《周官》。……三代以後，

以經國之業為文者寥寥罕見，而相臣以文章經國者，纖悉畢具，皆參酌前

代，折衷時宜。……當熙洽之朝，言雖不少盡行，然而黼座之經綸，諸曹

之展設，率不能出公所條列。……真為經國之文，善得《周官》之遺意者

矣。……而要之於博古綜今，明體適用，亦未能逾勝公也。蓋公起孤貧力

學，既選居中秘；復博極群書。……倣《論語》作《學的》，……作《世

史正綱》，皆有裨于學問經濟，與《衍義補》相表裏。……孝陵十八年之

治平，實自公啟之經國大業。57 

 

                                                 
53

 明‧周延儒，《丘文莊公集‧序》，《丘文莊公叢書》，頁 6-7。 
54

 據何喬新，〈光祿大夫武英殿學士文莊公神碑文〉，《丘文莊公叢書‧附錄》，頁 2。敘述緣起乃

「公（丘濬）治命也。」文中又謂：「予憶在朝時，公暇輒與公相過從，論古今事得失。公嘗語

予曰：『吾與子相知，不啻君實、景仁，不幸死，則後死者銘之。』」 
55

 同上註，頁 4。 
56

 同上註，頁 4。 
57

 據明‧葉向高，《丘文莊公集‧序》，《丘文莊公叢書》，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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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濬以「文章經國」的儒臣風範，每每又徵諸以名實思想論述當代政治得失，

例如明英宗天順元年即位之初，誅殺少保于謙事，乃肇端於聽信副都御史徐有貞

等人之言，並以「謀迎立外藩（襄王子）」之名逮捕下詔獄58，又據《皇明歷朝資

治通紀》載起初于謙等下獄，徐有貞尚猶豫，而張軏、楊善則謂：「不殺謙等，

今日何名？」於是于謙等人遂不幸斬市。59由是觀之，于謙之死顯然攸涉名實問

題，然則其中羅織罪名之實已為有識之士如丘濬、程敏政輩所洞鑒，故丘濬奉詔

纂修《英廟實錄》之際，乃辨析名實，功過井然，據何喬新〈丘公神道碑文〉所

載「（公）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然而丘濬立

持以覈名實的原則，重新釐定于謙不軌之名，並謂： 

 

己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狹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
60 

 

於是「功過皆從實書之」故史家譽其「持正也如此」61。由是觀之，對於于謙蒙

誣「不軌」之名，丘濬力持依據考覈名實的學術理念，體現以「正名」的經國濟

濟的平生職志，然則于謙一事其中名實混淆的疑惑，徵諸明代文獻史料所載相關

人物的對話，益足以印證丘濬之說乃信而有徵，並非出自個人臆測或成見，據《于

肅愍行實》載： 

 

英皇光復寶位，實天與人歸之會。石亨輩貪天之功，掩為己有，假奪門迎

復之功，以欺朝廷，誣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其設心蓋謂此罪不重則彼

功不高，不大殺股肱重臣則威不立，不構成黨逆之獄則權不專，乘機嗾言

官劾謙與王文等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符敕見存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

揚言：「雖無實跡，其意則有。」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

不勝憤，反覆力辨；謙俛首不辨，但言：「亨等意已如此，辨之何益？」

法司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傅會成獄，蓋踵事秦檜「莫須有」之

故智也。奏上，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眾未及對，有貞直前曰：

「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遂決，謙與文俱斬於市，籍

沒其家，家屬皆發邊衛充軍。62 

 

丘濬不僅對於于謙之死此一明代著名史事案例，按名責實，歸旨正名，展現其名

                                                 
58

 明‧陳建，錢茂偉點校，《皇明歷朝資治通紀》（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17，頁 745。載

「是日有旨，逮少保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等下詔獄。石亨、徐有貞等共謀迎立

外藩故也。」 
59

 同上註，頁 756。 
60

 明‧何喬新，〈光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文莊公神道碑文〉，頁 3。 
61

 同上註，頁 3，又據清‧張廷玉，《明史‧丘濬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181，亦載

其意，惟文字略有出入。文謂：「己巳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故史

家稱譽其「持正又如此。」 
62

 參見明‧陳建，《皇明歷朝資治通紀》引《于肅愍行實》語，頁 746-747。 



 17 

實合一的學術觀照，即使對於官吏之考評稽核，例如明初洪武、永樂以來，凡百

司朝覲，命吏部都督院考其不職者乃黜之63的舊有慣例，其後變本加厲，遂寖漸

成患，遂秉持客觀公正的態度，循名責實，未加怠忽，而後吏部因投鼠忌器，顧

慮人言可畏，由此因矯枉過正所導致的「務以多黜為公」的流弊，丘濬乃向明孝

宗進諫謂： 

 

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官未半歲即黜者。所黜徙信人言，未必皆

實。此非唐虞三代之法，亦非祖宗舊例也。64 

 

於是當時吏部所呈數千庶官的黜降，遂因此受惠於丘濬之諫，甚至於「雖一考未

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65皆源自丘濬以循名責實的學術觀照及其政教踐履。 

  如上不一而足的見諸行事，從而闡發孔子為政必先「正名」的儒學傳統，亦

可徵諸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朝臣建請追尊孔子帝號之事，當時言者有「請尊孔

子為廣運帝，盡去舊號，祭祀加籩豆為十二，佾舞為八，以稱其袞冕，一如天子

制。」之議66，故當時楊守陳〈請尊孔子帝號議〉力引先儒羅從彥「宜加以帝號

而褒崇之」一說，以為「萬世不易之至論」67；然而持異見者如吳沈〈孔子封王

辨〉則謂： 

 

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諡之，可乎？……非王

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曰：「天降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

以尊師也。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貴，為隆於稱

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在於王與不王乎？68 

 

吳沈、楊守陳二人雖各有所見，但於推尊孔子之意，並無二致，唯吳氏乃「得聖

心所安」，又「不失所尊崇」之旨諦，則應為丘濬所贊同，唯其論述則改絃易張，

轉由崇道尚實與名位爵號二者之本末先後著眼，從而體現其為至聖先師孔子正名

的學術旨趣： 

 

千萬世以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重者，在道，不

在爵位名稱也。69 

 

                                                 
63

 參見明‧何喬新，〈光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文莊公神道碑文〉，頁 4。 
64

 同上註，頁 4。 
65

 同上註，頁 4。 
66

 明‧陳建，《皇明歷朝資治通紀》，卷 24，頁 937-938。 
67

 同上註，頁 4。 
68

 同上註，頁 4。 
69

 同上註，頁 939。撰者陳建曾以時人或曰「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宗主，不加以諡號，將何以

稱。」所引即是瓊山丘濬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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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觀之，丘濬藉由當代朝議是否為先師孔子追尊帝王名號一事，深切體現孔子

「必也正名乎」的治道要旨，誠然展現他承傳並實踐儒學道統的學術風範，適與

其文章經國的正名觀照相互發明，故其《世史正綱》即融合儒學傳統與世變觀照

的具體而微，該書自序即為作者闡釋儒學心法的重要示現： 

 

世不可以不正也；……國不可以不正也；……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

立國，正國以持世，而一歸於人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天地以位。……

上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或其在此乎。70 

 

據此以觀，則始於正心迄至治國、平天下的儒學聖教，方得以由正名定位躋登全

體大用之人文化境，從而揭櫫世變中的正學鵠的底蘊，故曰： 

 

原其本心之初，於序必順，於理必正，於心必安，以此正名，以此定位，

既定其位，必端其本。……學不可以不講，講學以正心，正心以修身，修

身以端其本。……則人之所以為人者，相生相養，各盡其性，各全其命，

而一順於道義之正，而不徇於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熙泰和之世也。人既

得其所以為人，物亦得其所以為物，天由是而得以為天，地由是得以為

地。……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乎垂世立教者，亦於是乎！不徒託以

空言矣。71 

 

丘濬以聖賢立名垂教之言，必不徒然託之空言，則其念茲在茲以名實為旨的「正

名」觀照，誠然與其「文章經國」之儒臣志業之全體大用深契。 

 

七、結論  山水正名與賦體問對 

：柳宗元〈愚溪對〉之山水文學變創及其賦學意涵 

 

  〈愚溪對〉在柳宗元山水文學世界中的獨特性，主要建立於此一作品的文體

特性，及其與迥異於一般山水文學作品問的內在的抒情對話型態，而是直接藉由

賦體問對的傳統範式，並透過虛實互用的人物對話設計，進行一場直接由山水與

作者交互的論難與對話，從而完成其內外合一又形神兼備的抒情對話目的，因此

就作為中國山水文學經典作家的柳宗元而言，〈愚溪對〉的獨特山水書寫意涵，

誠然並非其著名的永州八記或永州詩歌可以置換與取代；其次，〈愚溪對〉除運

用賦體問對的傳統辭賦創作範式外，又同時結合其念茲在茲的名實觀照精神，從

而展現為山水正名與辭賦書寫合流的深層文化意蘊，而同撰於永州時期的〈囚山

                                                 
70

 明‧丘濬，《世史正綱‧序》，《丘文莊公叢書》，頁 2-4。 
71

 同上註，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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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與〈愚溪對〉屬同一山水文學系譜，其中〈囚山賦〉呈現為以傳統的內在對

話完成其抒情意義；相形之下，〈愚溪對〉則變創為以具體的賦體問對形式，完

成柳宗元與山水的抒情對話，因此從〈囚山賦〉的主要論述型態而言，基本上並

非直接運用賦體問對與山水正名二者融合的書寫策略，故自其題稱到形式而言，

固然不易發現其中涉及標準賦體問對取向的對話書寫，然而細繹此文於鋪陳永州

山水風景之後，乃出現近似問對的口吻與筆法，所謂「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

吾以蓬蒿。…‥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實際上進行的正是作者以自問自答型

態，所展開的謫囚論述及其自我凝視，從而作為以「囚山」之實為永州山嶽正名

的書寫旨趣，據此而言，〈囚山賦〉所採取的正是另一種別於〈愚溪對〉的變創

手法，然則就此二賦內在神理而言，基本上依著體現柳宗元融合山水正名與賦體

問對的主要書寫本質，其中異趨乃在〈愚溪對〉運用辭賦中虛擬柳子與溪神之不

同人物的標準傳統手法；相對而言，〈囚山賦〉則另闢蹊徑地出之以變創性的賦

體問對手法，以進行作者以山水正名演繹貶謫論述的創作旨趣，於是對讀〈愚溪

對〉與〈囚山賦〉書寫上之交集與異趨，適成為柳宗元以賦體問對與山水正名，

進行永州貶謫論述的正變對照典型。 

  至於作為柳宗元〈愚溪對〉山水續衍之後代重要示現示範，丘濬〈貪泉對〉

中所展現之學術著述與經濟功業的「正名」觀照，足以略窺作者〈貪泉對〉中的

水境正名論述，固發軔於柳宗元〈愚溪對〉之書寫範本，並效擬其以名實之辨為

核心的學術旨趣，從而映現〈貪泉對〉取法唐代前賢古文的復古身影；然就其以

「正名」作為「文章治國」的重要學術樞紐及其當代政教意蘊而言，無論如前文

徵引之《世史正綱》，亦或其承傳變創自宋儒真德秀之《大學衍義補》所發明之

「正學」大纛，如明神宗御制序文亦所謂： 

 

大學士丘濬乃繼續引伸，廣所未備，為《大學衍義補》，揭治國、平天下、

新民之要，以收明德之功，……而後體用具備，成真氏之完書，為孔、曾

之羽翼，有功於《大學》不淺。……孝廟嘉其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

政治，特命刊而播之。朕踐祚以來，稽古正學，……然欲因體究用，而此

書尤補《衍義》之闕，……用臻治平。72 

 

丘濬《大學衍義補》所揭櫫的儒教正學宗旨，還具體展現於此書於治國平天下之

要目，開宗明義所標榜的「正朝廷」與「正百官」，而其精神旨趣，又攸關作者

「正綱紀之常」與「定名分之等」諸類治平要義，從而體現其以全體大用，闡揚

孔門儒學，並且襄輔明初立國以來所倡行的聖學儒教政策
73
。由是觀之，丘濬誠

為以「正名」為儒教正學旨諦，並闡揚體用合一之治平踐履的明代實學思潮重要

                                                 
72

 參見明‧丘濬，〈御製重刊大學衍義補序〉，神宗萬曆 33 年，《丘文莊公叢書》，頁 1。 
73

 明初自太祖朱元璋以下，尊崇儒教，迄至明代中期如丘濬《大學衍義補》亦為應運而生，卻

獨出機杼地濟以治平之論。參見李申，《中國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624-628；

頁 73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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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驅，74從而亦復深切體現當代儒者對於儒家傳統中，內聖為本，外王為迹之一

體兩面75，並由本顯迹，從而以道德成就事功的重新商榷。76因此丘濬〈貪泉對〉

所演繹的山水正名論述，及其名實之辨思想背後，顯然攸關明代以來儒學思潮的

重要轉關及其文化世變的深層底蘊，從而彰顯此文在「模擬」與「正名」取範〈愚

溪對〉的基礎上，展現其復古身影之外的另一文化世變意涵。 

    由是觀之，〈愚溪對〉與〈囚山賦〉在柳宗元的山水文學世界中顯然別具獨

特的辭賦文體特性及其書寫意義，從而成為其以山水文學演繹貶謫論述的另一側

面。至於作為〈愚溪對〉後世續衍之作的〈貪泉對〉，固然承傳柳宗元〈愚溪對〉

賦體問對與山水正名合流的書寫範式，卻別出心裁地展開世變觀照下的儒學意

蘊，從而映現其山水正名背後的史家及理學家的豐富文化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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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谱·地图·谏书
———陶渊明辞赋的归田论述及其文化构图

许东海

（台湾政治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台北）

［收稿日期］2012-10-26

［作者简介］许东海（1959-），男，台湾基隆人，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辞赋学、汉魏六朝

及唐宋文学研究。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田园诗派的开山宗师，其诗作已成为历代田园文学的主要代表文类。然而倘

若回归陶渊明本人的创作世界加以考察，则不难发现三则值得关注的现象：（一）陶渊明丰富的田园诗歌

固然居其创作之大宗，但他同时别采辞赋或记体等其他文类书写田园；（二）陶渊明以辞赋书写田园的作

品，自辞赋史上而言，不仅前有所承，并且其中不乏变创；（三）陶渊明借由辞赋书写所展开的归田相关论

述，并非全然简单地以归田主题作为命题纲目，例如除一般后世读者所熟悉并视为经典之作的《归去来

辞》之外，另一篇以“士不遇”主题书写的《感士不遇赋》，其实即宜视为作者运用辞赋体现归田论述的另

类变创。此赋对于审视陶渊明田园诗如《归园田居》、《饮酒》等等的创作心理，具有参考价值与意义，尤其

对于作者辞赋书写所展开的归田论述而言，实与《归去来辞》具有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对读意义。
一、归田系谱：《归去来辞》、《感士不遇赋》的赋学源流及其文类转换

陶渊明《归园田居》、《饮酒》、《咏贫士》等组诗系列成就了其田园宗师的崇高历史地位，然而如是深

具田园文学经典意涵，从文学传统的渊源流变而言，显然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其来有自，适如与陶渊明时

代前后相近的晋代挚虞《文章流别论》、齐梁刘勰《文心雕龙》及钟嵘《诗品》都映现魏晋六朝当代文学与

传统经典脉络之间相关历史承传及系谱意涵，并且如是文学辨体及其系谱意识，诚然映现魏晋六朝文学

观照浓厚的历史精神取向，由此审视陶渊明辞赋的创作缘起，亦充分展现这一当代文学与文化观照。例
如《感士不遇赋》、《闲情赋》的前序皆高揭此一创作旨趣：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
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得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遂感而赋之。[1] 448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
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固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
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1] 448

由上述两篇赋篇序文所述，皆开宗明义地揭示作者追本汉赋作者，并承传两汉“缀文之士，奕代继作”
的书写意涵，从而以触类广义的书写姿态，体现出其辞赋创作背后深刻的历史意识及其赋学系谱意涵。

至于陶渊明另一篇直接以“归田”为主题的《归去来辞》，虽未如前引《感士不遇赋》、《闲情赋》高举其

古今文士迭代传承的辞赋书写系谱，但从《归去来辞》序文所揭示的重要归田书写转换，例如“怅然慷慨，

［摘 要］陶渊明运用辞赋文体，并实际借由《归去来辞》与《感士不遇赋》两篇重要文本所展开的归田论述，
就其外在型式的辞赋文体特质，臻至辞赋的书写系谱，及其内在的书写文化，例如其中包括时空铺陈、历史巡礼、
人物缅怀、文化追忆、当代讽谏等等，皆一一映现在陶渊明辞赋之归田论述里，因此借由攸关陶渊明辞赋中归田
论述之历史系谱、文化地图与人生谏书等三类文化范畴的重新审视，我们得以重新观照并发现其中所蕴涵的深
层文化底蕴，并由此展现辞赋书写在陶渊明田园文学世界中独特的文体、文化及其人生对话意涵。

［关键词］陶渊明；归田；历史系谱；文化地图；人生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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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媿平生之志”、“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乃至于归田想望铺陈中之“乐琴书以消忧”、“登东皐以

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等田园叙写，审视其间主要旨趣，实与张衡《归田赋》所引领风骚的归田论述彼此深

契，例如：

于时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
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闲之逸
禽，悬渊沈之魦鰡。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
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
如？[2] 243~245

张衡以仕途告退与耕读园田为创作旨趣的《归田赋》，诚为中国归田文学的重要发轫，并成为梁昭明

太子萧统《昭明文选》志类赋中的经典示范，兹此而下如西晋潘岳的《闲居赋》皆其“缀文之士，奕代继

作”，并渐次建构归田系谱的重要成员。此外借由《昭明文选》的传统文学经典选录，其实适为六朝之前辞

赋所开启的归田论述及其文学系谱，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脚注。而昭明太子萧统本人正是六朝当代田园诗

宗陶渊明的重要知音，同时又为其编纂文集。另外，张衡《归田赋》固为萧统所推崇，亦必曾为熟稔西汉辞

赋的陶渊明所赏读，《归去来辞》正是以辞赋文体展现其归田论述之作，何况前引陶潜《闲情赋》序篇首即

首揭其赓续张衡《定情赋》以下书写系谱。由上观之，陶潜《归去来辞》基本上应主要承传自张衡《归田赋》
所引领的归田辞赋系谱，可见张衡辞赋对于陶渊明辞赋的重要启迪意涵，其中除了皆以“归田”命题，并

同样运用辞赋载体。因此，除外在若合符契的书写“形似”特质外，两篇辞赋中所标榜的儒、道合流的玄学

意趣及其田园生活范式，亦大体如出一辙，从而进一步证实两者之间在归田辞赋书写史上，借由古今遥

契的重要传承关系，所渐次形塑的归田书写系谱[3] 53~55。
《归去来辞》是陶渊明辞赋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他以辞赋正面演绎归田论述的主要文本。相形之下，

《感士不遇赋》则展现了作者归田论述的变创书写策略，基本上两者之间的文化网络密切联结，主要映现

为源自汉赋以来作者对于传承儒家学优则仕的士人精神，于其平生志业追寻历程中，对于象征实现梦想

的京城场域，一种由趋附到偏离的心路转折[4]。因此若由归田论述的面向加以观照，陶渊明的《归去来辞》
则映现为一种正面且表层的论述策略；反之，《感士不遇赋》则为其辞赋归田论述提供了另一种侧面却又

深层的文化脚注。由此沿波讨源，不难发现汉赋中由张衡《归田赋》所引领风骚并沿此遗风出现的仲长统

《志论》赋体杂文，与晋代以下潘岳《闲居赋》、张华《归田赋》等等同一主题系列，所渐次形塑建构的归田

书写系谱。这与汉赋当中以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为代表的“士不遇”主题书写系谱之

间，原本彼此平行、各自为政的辞赋系谱及创作关系，首次同时汇集在同一作者身上，并且进一步形成经

纬交织并互为表里的论述结构，从而展现了作者归田论述既传统又富于新变的辞赋书写策略。
陶渊明辞赋如是新变的归田论述，其中关键正得自于他巧妙融合在汉赋世界中，原先彼此自成系谱

的“士不遇”与“归田”书写，并由此进而加以整合。因此，陶渊明田园文学所重新缔建的辞赋归田论述，其

中主要的文化基因明显渊源于汉赋之中，却又孕育出深具变创意涵的陶渊明式归田论述特质。于是渊源

于汉赋的“归田”与“士不遇”之不同书写系谱，因而二谱联宗，由是而下几乎成为中国文学中归田书写的

难以切割之连体婴关系；同时陶渊明此富于变创意涵的归田论述，显然成为其中动见观瞻的重要创作里

程碑，从而树立起其在田园文学系谱上的宗师地位。由此观之，陶渊明田园诗人之宗的地位，固然主要植

基于经典而又独特的田园生活体验，与其丰富自然的田园诗歌特色，然则他以《归去来辞》与《感士不遇

赋》为代表的辞赋归田论述，其实更深刻地体现其田园文学典范背后的重要文学渊薮，显然颇得力于汉

赋以“归田”与“士不遇”为主题的书写系谱及其历史传统，并且由于其融合传统与新变的内在转化，改写

田园文学史上以汉赋为宗的传统归田论述及其文体脉络，并且如是经纬交织的田园论述，显然深具既复

古又变古的双重文化意涵。由此观之，陶渊明经典而又独创的田园文学成就，其中关键之一，则源自陶渊

明向汉赋书写系谱取经，从而映现的深刻重要历史意识及文化心理。
身为中国田园文学史上一代宗师的陶渊明，固然主要奠基于《归园田居》、《饮酒》、《咏贫士》等田园

组诗的丰硕创作成果，并由此引领历代田园文学书写系谱的源远流长。然而，借由作者另一田园文学经

典《归去来辞》的示现，我们得以发觉并关注陶渊明辞赋文类中以《归去来辞》为中心的归田论述，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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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田园诗歌之外的文学附属与点缀，其实更为作者田园诗歌等重要创作经典的诞生，提供了内在的文学

与文体的历史基因。于是构成陶渊明田园文学世界的两种文类———诗歌与辞赋，显然不仅是一种并行互

补的文类排列组合关系，并且进一步借由汉赋“归田”与“士不遇”两组书写系谱的追本溯流，得以勾勒出

陶渊明田园诗歌创作的传统依据与文类转换，从而展现其田园诗歌与辞赋在文学史上的前后传承与古今

流变意蕴[5]；另一方面，陶渊明如是田园诗赋兼备的创作范式，也印证了他在田园文学历史系谱上融贯古

今以集大成的重要成就与地位，诚然攸关其上溯汉赋渊薮，借鉴其中“归田”与“士不遇”书写系谱，进而

取精用宏并出以变创之姿的书写策略，因此原来在汉赋中平行分流的上述两组主题，在陶渊明的田园创

作场域里，转而成为既深具历史传承新变且兼容并蓄的文类合流及新变建构。其中《归去来辞》与《感士

不遇赋》的正变取向与互为表里，建构起其辞赋世界的归田论述，从而彰显陶渊明归田论述在田园文学

系谱上的重要历史流变意涵。
二、归田地图：《归去来辞》的田园风景与心灵地图

由前述田园文学书写的历史系谱考察得知，陶渊明《归去来辞》固非辞赋筚路蓝缕的先行发轫者，并

且前有所承，因此借由与汉代张衡《归田赋》的初步对照，《归去来辞》对于作者的创作意识或书写策略而

言，诚然具体而微地映现其中的拟古意涵，基本上与陶渊明其他辞赋作品，如《闲情赋》之于张衡《定情

赋》、蔡邕《静情赋》，《感士不遇赋》之于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大体可谓如出一辙，从

而深具向汉赋传统取经并摹效的拟古意涵，适如其归田组诗《拟古九首》在命题上明白揭示创作本质上

的“拟古正名”。然而《归去来辞》除为中国田园文学史上归田系谱的重要里程碑外，同时又借由田园风景

之铺陈宏衍，为古今“不遇”的士人群体，打造了一条足以转换轨道并安顿生命困境的可能出路，从而改

写原有前进京城，实现仕宦梦想的人生蓝图。
东汉张衡《归田赋》所编织的田园生活蓝图，诚为东晋陶渊明《归去来辞》的书写原型。然而若就两篇

辞赋田园书写风景铺陈对照，不难发现陶赋除了文字较诸张赋有详略不同外，尤值得关注者，乃在《归去

来辞》传承之外的书写变创，从而所深切映现的归田地图与蓝图论述的异趋。
就创作背景而言，《归田赋》基本上乃张衡于东汉顺帝三年晚年时期所撰，然作者终其一生未曾实际

归田，因此，此赋中的田园生活及其风景铺陈，本质上只能视为张衡缘自“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

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下的困境隐喻与梦想蓝图，适如此赋首段所揭橥的“谅天道之微昧，追渔

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这其中明显挟带“士不遇”的疑惑与慷慨，于是仲春的田园图

景成为作者“玄儒”取向下的思想投影[6] 111~121，更进而化身为作者辞赋归田论述之一重要文化构图，例如：

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
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2] 746

张衡《归田赋》透过风景铺陈虚拟田园生活的未来人生蓝图，基本上同样被复制于陶渊明《归去来

辞》之中，并且更富于曲尽其微的“巧构形似”赋笔特征。于是在《归田赋》中仅初步勾勒风骨的田园蓝图，

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娓娓细诉与渐次开展的田园风景铺陈里，不仅只是一幅未来预拟的人生蓝图，更

进而化身为作者迷途心灵导航与田园重返的心灵地图。其中关键乃在张衡《归田赋》中提纲挈领的田园

蓝图，主要聚焦的是以山水田园之乐为中心的美丽图卷，并作为张衡一旦告别仕宦场域后，“于焉逍遥，

聊以娱情”的梦幻蓝图。然而从作者平生几乎从未真正辞官归田的仕宦行迹加以观照，适足恰如其分地

见证其《归田赋》之梦幻蓝图取向的田园想望，及其作为仕宦困境隐喻的文学镜像，因此张衡赋中本应逍

遥娱情、乐以忘忧的山水田园乐土世界，竟出其不意地出现“触矢而毙，贪饵吞钩”的突兀笔墨，婉转映现

作者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仕宦阴霾，从而见证《归田赋》“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的最终论述旨

趣。由此观之，张衡《归田赋》的田园蓝图建构旨趣，主要体现为仕宦困境本质的文学隐喻，然则却不宜视

之为作者自我召唤归田，并付诸身体实践的精神地图。因此张衡《归田赋》与陶渊明《归去来辞》的田园归

返书写，一方面固然构成田园文学史上递相祖述的系谱序列关系；另一方面却也决定了二者由并肩而行

的形似姿态，终致貌合神离而分道扬镳的归田书写底蕴。
对张衡而言，归田蓝图的书写旨趣主要集中在仕宦困境的情志出口与文学隐喻，因此当作者撰成

《归田赋》之后，并未曾以其身体行动践履所预拟的田园蓝图；反之，尚且一往如昔地置身于仕途之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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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终其一生宦海浮沉的作者而言，《归田赋》中的田园蓝图最终只是一幅虚拟本质而未曾实践的蓝

图[4] 53~55；相形之下，陶渊明看似依张衡《归田赋》拟作的《归去来辞》，其中固然不免复制张赋中田园蓝图

的基本元素，却益形铺陈其中的自我对话与归田动线，体现陶赋跨越张赋以田园蓝图为主的基本旨趣，

进而转化为深具身体践履意涵的归田地图意涵。
《归去来辞》的风景铺陈重点，并非单纯在张赋原有的田园蓝图上展现语言艺术上的铺采摛文，而是

详瞻地为自己的归田实践做具体而微的规划。例如，正文篇首开宗名义的自我对话与归田告白：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以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
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1] 460

陶赋贯穿始末的田园风景铺陈之际，往往映现告别为昨日仕宦迷进，并借由如是不一而足的告白与

对话，作为折返田园之旅的情志忏悔与文化救赎。对照于张衡《归田赋》田园风景中“触矢而毙，贪饵吞

钩”的昨日仕宦困境的召唤与回首，陶渊明《归去来辞》显然更着墨于未来田园前景的追梦与实践，于是

在陶赋田园风景之铺陈中，全然不见张赋文中挥之不去的忧谗惧祸、仕宦梦魇等；反之，读者在陶赋中触

目可见此起彼落的田园乐土观照，例如上引张赋田园风景中因触矢贪饵而招危取祸的鱼鸟困境，在《归

去来辞》中则一一翻转为鸢飞鱼跃与怡然自得的乐园风景，例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

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1] 460。
由此观之，同以归田命题的张赋与陶赋，两者主要体现书写交集外的异趋旨趣，并映现出前者仕途

回首之忧患意涵、后者田园追梦之救赎意涵的对照意涵。如是形似神离的归田书写，亦进一步印证陶渊

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1] 76 的最终人生定调，适与张衡未尝就此归田，并仍徘徊仕途的人生轨路形

成反差，从而见证陶渊明《归去来辞》超越张衡田园蓝图基本旨趣之外的归田地图意涵。同时这一归田书

写与变创取向，主要映现在陶赋对于田园乐土归返历程的铺陈与恐人生迟暮的时间焦虑上，这尤为关键。
陶渊明《归去来辞》与其先行典范张衡《归田赋》，固然在辞赋上前后辉映，并形塑归田书写系谱的传

承关系，但就“归田”主题的论述取向而言，张赋主要集中体现源自仕途忧患下的归田召唤与精神隐喻。
因此，张赋的风景铺陈大体呈现为纲挈目张、略陈梗概的田园构图；相形之下，陶赋的风景铺陈则着力于

归田历程中之前后串联与更相迭代，俨如一幅深富于迷途航道意涵的归田地图，因此，《归去来辞》弥漫

着此起彼落与前呼后应的身体移动相关叙写，例如：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

怡颜。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示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

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1] 460~461

赋篇前后鱼贯者，即为归田之路的出发、转折与完成，其中既不乏可以身体力行，并富于耕读气息的

田园生活规划；同时，其间又不断结合自我对话与文化辩证的相关叙写，作为前述归田行动及其身体践

履的情志诠释，从而展现内在的文化依据与心灵地图，例如：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1] 460~461

此外，陶渊明《归去来辞》的归田地图意涵，除了体现在归返历程与终极文化归宿的历历如绘外，亦

复映现对于归田人生付诸实践的迟暮忧患及其时间焦虑，例如：

悟已往以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1] 460~461

借由上述《归去来辞》的文本脉络，与张衡《归田赋》的书写对照，不难发现张衡与陶渊明在归田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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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集与异趋，而这两篇赋在田园生活蓝图的文化原型上大体如出一辙，其中张赋主要作为仕宦困境的

文化隐喻，基本上并非关注于实际归田人生的身体力行与重新实现；相对而言，陶氏《归去来辞》则更着

意于归田行动的经营规划与自我确认。因此，《归田赋》之于张衡的创作意义，主要在于一种向传统隐逸

文化取经的仕宦困境隐喻，并且赋篇中经纬铺陈的田园风景，终竟是一幅遥不可及的梦幻蓝图与情志转

换，却未必具备陶渊明历经宦海迷航，从而以身体行动重返田园的人生定调与心灵指南。由此观之，张衡

《归田赋》以未来蓝图为书写旨缔的田园文学铺陈，迄至陶渊明《归去来辞》已然加以变创转化，并超越张

赋田园蓝图的基本意涵，更进一步赋予《归去来辞》蓝图与地图的双重文化意蕴。这一同中有异且虚实对

照的论述取向，复与两人在此后的仕宦场域中，仕、隐互殊的人生抉择若会符契，其中张赋缘自仕宦困境

及其焦虑的蓝图隐喻，诚然与陶赋毅然断绝仕途、进而付诸践履的归田地图旨缔，彼此形似而神离。
三、归田谏书：《感士不遇赋》的圣贤殷鉴与归田讽谏

陶渊明以《归去来辞》宣告其重返田园并绝意出仕的最终人生定调，在此后创作的田园诗歌，如《归

园田居》、《饮酒》、《咏贫士》等组诗系列，皆一一成为其经典代表之作。而综观陶渊明辞官彭泽、重返田园

时期的作品固然不胜枚举，然就文类而言，《感士不遇赋》则成为作者此一时期的唯一赋作。从《感士不遇

赋》的命题文字而言，固然无法据以略窥此赋与前引作者《归去来辞》或《归园田居》等诗文在主题命篇上

所明白揭示的归田主题，然而作为陶渊明最终归返田园时期的唯一辞赋，《感士不遇赋》可视为其晚期归

田生活中感慨遥深的重要情志示现。因此，此赋对于重新审视作者此一时期的情志脉动及其心灵图景，

显然是深具参考价值的重要文本依据。
从汉魏六朝辞赋的“士不遇”书写系谱来看，陶渊明撰于最终归田阶段的《感士不遇赋》除了可资以

观照其归田心境外，借由此一书写系谱的沿波讨源，得以洞鉴其中作者意图透过汉赋中“士不遇”书写的

拟古与续衍，回首平生由仕宦折返归田的心路嬗变历程。因此，《感士不遇赋》对于绝意仕途并由此定调

归田人生的陶渊明而言，既是一则归田心境的自我纪录，亦是一面古今圣贤“士不遇”典故的历史回顾。
于是《感士不遇赋》的命题对于终以归田安身立命的作者而言，无疑同时涵摄历史殷鉴与士人讽谏的双

重文化意蕴。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序》自述撰写缘起谓：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夫履
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
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
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且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
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遂感而赋之。[1] 431

此篇序文的主要旨趣，显然聚焦古代圣贤之士与时不遇，往往寓托情志于文章之悲叹，其中又着重

指陈“真风告逝”的世变背景下，“怀正志道之士”的“已矣之哀”，与“洁己清操之人”的“安归之叹”。然而，

无论序文中所列举的三闾大夫屈原或伯夷、商山四皓等辈，虽有仕隐潜濯之别，却都无可避免地必须共

同面对“已矣之哀”下的“安归之叹”；换言之，就《感士不遇赋·序》的行文旨趣而言，二者应是互文见义且

相辅相成。由此观之，作者陶渊明意图借由古代圣贤人物“士不遇”的历史群相，指陈“真风告逝”的世变

情境下，无论是立志“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的“怀正志道”与“洁己清操”之士，往往殊途同归地走向山

水田园，作为其安身立命的终极人生归宿，这适如其正文首段开宗明义所主要揭橥的归田论述：

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
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
咏叹，甘贫贱以辞荣。[1] 431~432

由此可见，作者意图借由古代“士不遇”的圣贤群相之历史借镜，论述归田在真风式微的世变浪潮

下，俨然成为古代圣贤仕途宦海终极的情志出路与心灵归宿。于是沿着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由序文揭示

迄至正文首段阐释的书写脉络，得以略窥作者意图借由历史上圣贤之“士不遇”的回顾与陈述，为其《归

去来辞》的归田宣誓及其践履，寻找历史依据与文化脚注的书写策略；换言之，若从表层的命题旨趣加以

审视，似乎无所关涉于作者《归去来辞》与《归园田居》所联袂演绎的归田论述，然而透过上述序文与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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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的书写脉络，其实渐次透露出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与《归去来辞》之互为表里，并且进一步可以相互

定义的归田论述。
《感士不遇赋》作为陶赋归田论述的历史依据与文化脚注，亦复可从赋末归旨于告别仕途与归返田

园之论述获致印证：

苍旻遐缅，人事无已。有感有昧，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
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1] 433

撰于陶渊明《归去来辞》之后的《感士不遇赋》，从其正文首段及旨趣归结观之，诚然可以视为作者归

田论述的重要结构之一，更与《归去来辞》彼此呼应、互为表里，为陶渊明归田情志及其人生终极定调提

供了另一值得关注的脚注。
以往学界对于陶渊明辞仕归田的主要理由，基本上不外依据其在《归去来辞·序》中的自我告白：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栗，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
有怀，求之靡途。......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命篇为《归去来兮》。[1] 460

其中家境清贫与质性自然诚为其中两大关键，故谓“饥冻虽切，违己交病”。然而在此之外，作者又谓

“于是怅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作者于文中欲言又止的“平生之志”究何所指？几乎可谓无人问津，但其

中固亦不乏学者注意此赋对于陶渊明归田人生深具“无成之悲”的抒情意涵[7]。由此观之，《感士不遇赋》
对于掌握作者的心灵世界及其归田情志，显然应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并且值得重新加以审视。
“家贫”是陶渊明几番辗转游移于仕宦与归田的重要变动元素，这攸关其基本的生存所需；至于“质

性自然”问题，则属于才性取向：这两大牵动作者的原因，本质上非主要源自于士人的文化道统问题。因
此，《归去来辞》固然是陶渊明归田人生的终极定调及其宣誓，然则序文中所主要铺陈的“家贫”与“质性”
缘由，显然不仅不够全面，并且未见鞭辟入里。由是观之，《感士不遇赋》若从其归田论述这一重大创作旨

趣言之，应可视为陶渊明《归去来辞》的续衍书写，这俨然构成其辞赋归田论述之姊妹篇章。
《感士不遇赋》的创作意义，主要系乎此作品旨趣正是植基于其《归去来辞》的“怅然慷慨”与“平生之

志”，此一尚未正式演绎的论述主题，除了作为汉魏六朝辞赋史“士不遇”书写系谱的重要里程碑之外，此

赋最重要的价值则体现在揭示了陶渊明最终宣告归田不仕的深层理由，而在此一深层因素背后，其实是

渊源于传统士人的文化承担及其历史省思；易言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所攸涉的文化根本主题，正是

中国历史上士人群体基本上几乎难以避免的处身于道统与政统之间的传统困境[8]，并且这一渊源流长的

士人文化困境，又因结合作者身处六朝世变之际的非常政治处境，从而借由“士不遇”此辞赋传统主题的

再现与复制，承传并完成其士人文化论述，并且与其《归去来辞》前后呼应、互为表里。由是观之，《感士不

遇赋》适为陶渊明的归田论述提供了一则士人面对道统与政统之际生命困境的重要脚注，于是对于作者

而言，借由历史上作为士人典范之圣贤人物的回顾与省思，便显得极为必要与迫切。
撰于《归去来辞》之后的《感士不遇赋》为陶渊明最终的归田情志提供了一则源自士人道统承传与历

史审视的重要内在文化依据，并且与其《归去来辞》所谓“质性自然”与“平生之志”等等归田缘由，亦即攸

关作者自我人生及其精神困境的主观因素，形成相辅相成与互为表里的归田之志的经纬交织二重论述。
于此之下，《归去来辞》便宛如一张归田的心灵地图，同时也是一幅将来归田生涯的人生蓝图；相形之下，

《感士不遇赋》将历史上圣贤人物列入“不遇”的群体及其系谱，便化身而为一部陶渊明定调归田人生的

历史谏书，从而成为一本深具史鉴意涵的归田启示录，因此《感士不遇赋》旨趣乃归结于：

苍旻遐缅，人事无已。有感有昧，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
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1] 434

就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书写系谱而言，固然源自先秦两汉以来以屈原与董仲舒、司马迁为主要代

表的辞赋家“士不遇”主题书写，将之与张衡《归田赋》为代表的辞赋归田书写合流，并且将其导向以文学

为载体的归田论述之列，从而借由辞赋铺陈的文体特性，建构出隶属于作者自我的古今圣贤“士不遇”的
历史文化谱系，其中一一揭橥于序文中伯夷叔齐、三闾大夫屈原、商山四皓之外，正文中作为其归田情志

的深层依据及其鉴戒，尚踵事增华地加以铺采摛文，并指陈时移世变之下因“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

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的作者归田观照，于是《感士不遇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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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先秦两汉历史上圣贤人物为中心的“士不遇”群体，遂此起彼落地成为陶渊明笔下古代“士不遇”文化

系谱的主要组构分子：

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独只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
不惠。无爰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愍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
岁。......悼贾傅之秀朗，纡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
袂。......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
于万邑。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商尽规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1] 432~433

陶渊明借由汉代董仲舒、司马迁等前贤辞赋的拟古书写基础，叙写古代圣贤“士不遇”困境，并且条

分缕析地约略归纳下列类别：

（一）“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的迟暮感及旷日发时，并举汉代张释之、冯唐为例。
（二）“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的不遇知音与众口铄金，并举贾谊与董仲舒为例。
（三）“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的君子穷困与天道不亲，并举伯夷、颜渊为例。
（四）“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的才士路涩与小人谗害，并举李广、王商为例。
由此观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主要借由先秦两汉前贤的“士不遇”观照，先秦古往今来“奉上天之

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好学与行义”的士君子“不遇”困境，从而获致“苍

旻遐缅，人事无已。有感有昧，畴测其理”的历史经验及其自我借鉴，进而导出“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

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的归田旨趣；换言之，陶渊明《感士不

遇赋》主要依据秦汉历史与辞赋等历史文献的“士不遇”载录，进一步结合作者的历史回顾与当代省思，

重新予以论述与整理，并从中得出重要脉络条理，作为作者终究辞仕归田的历史文化深层依据，并从中

获致启悟。于是《感士不遇赋》不仅是陶渊明归田人生的一篇历史启示录，就其前此数度游移并转换于出

仕与归田之间的人生地图而言，无疑亦复兼具历史借鉴与自我讽谏的深层书写意蕴，故就其最终的归田

情志定调而言，《感士不遇赋》俨然成为一篇以“士不遇”为宗旨的归田谏书，不仅深具关键意义，并且应

是作者以辞赋演绎归田论述的重要文化脉络与情志关键。由此观之，陶渊明《归去来辞》与《感士不遇赋》
二者彼此经纬交织的归田论述，分别展现出不同的文化意蕴，前者主要书写意涵乃在作为其中的心灵地

图及未来蓝图；后者则化身为历史启示录与“士不遇”谏书，从而铺陈其归田论述中“悟已往之不谏，知来

者之可追”的主要文化构图。
四、系谱·地图·谏书：陶渊明辞赋所映现的归田文化构图与人生对话

陶渊明以《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为代表的田园诗歌，向来成为后世读者认识作者其人其文

的主要文本依据，却也因此容易忽略在创作数量上相对有限而稀少的辞赋作品。然而就作者陶渊明而

言，于此两种文体之间的书写关系及其意义，并非仅是借由诗歌与辞赋的文体特性产生书写上的转换与

变化，从其田园书写之时机与意蕴而言，《归去来辞》以赋笔铺陈所展现的预拟性与梦幻性取向，显然迥

异于其《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等田园诗歌经典的当下性与现实性叙写[5] 60~68，从而在陶渊明田园

诗歌与辞赋之间，俨然呈现一种互为表里且经纬交织的情志网络，并且于此梦想与现实或快乐与焦虑兼

容并蓄的真实田园情境里安身立命，就后世读者亟欲深入作者陶渊明田园生活背后的真实心灵世界而

言，其诗歌与辞赋文本显然皆不可或缺，并且呈现一种互涉又互补的紧密依存关系。若欲掌握陶渊明真

实而完整的田园心灵世界，除了阅读其丰富田园经典诗歌外，数量微少的辞赋文本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

阅读价值及解读意义。
基于上述陶渊明诗歌与辞赋等不同文体之间的对读与整合，诚然颇有助于观照其深藏于田园文学

背后的作者身影及其内在心灵，由此观之：

（一）辞赋在陶渊明的田园文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意义，其中固以《归去来辞》为主要代表，然而

就中国归田书写的文类流变历史而言，辞赋之重要性基本上应该超越诗歌之上 [5] 49~59，因此考察《归去来

辞》的文学渊源及其书写系谱，诚然别具独特的意义；换言之，就其辞赋的归田书写源流而言，《归去来

辞》显然承传自汉赋以来以张衡为首的归田辞赋系谱，适同作者在另一篇以归田为旨趣的《感士不遇赋》
序言中明白揭示其创作上渊源于汉代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般。由此可见，陶渊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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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所形塑的归田论述，其中显然别具深刻文体与文化意涵，从而映现辞赋系谱在其归田论述中所扮演

的重要文化构图意义。
（二）《归去来辞》不仅成为陶渊明辞仕归田的梦幻乐园及其预拟蓝图，同时也是作者历经人生数度

往返仕、隐之途的终极定调与情志地图。于是借由赋笔铺陈的《归去来辞》，其中由告别仕途所展开的归

田地图，除了沿途的风景导览外，更借由田园空间的辗转与转换，渐次浮现作者由身体到心灵乃深入至

文化国度的田园归返动线，其中历历如绘所勾勒出作者归返田园之路的身体行动与心灵对话，俨然成为

作者以赋体所彩绘的田园人生蓝图及其心灵地图。其中作为陶渊明归田论述另一部分的《感士不遇赋》，

由于篇末即归旨于田园归返，因此显然成为与《归去来辞》相互连结的重要归田地图的另一组成；换言

之，《感士不遇赋》的书写，就作者之归田情志而言，其终极旨趣正为其《归去来辞》中之田园蓝图，提供另

一则源自士人文化，同时又是辞赋另一书写系谱的历史原点。其中所以由“士不遇”适往“归田”的重要理

由，不完全是源自作者陶渊明“质性自然”的真实性情，同时也是一种借鉴于士人历史经验法则的文化解

读，其间的因果关系与辩证结果，既是涉及陶渊明个人心灵，同时又攸关历史世界，成为在此一兼容并蓄

观照下，所勾勒得出的田园蓝图与文化地图。
（三）陶渊明既是借由个人情志与历史世界间的文化对话，从而得出由“士不遇”通往“归田”的士人

归田地图，然则其中借由古代圣贤人物“士不遇”的历史巡礼，对于作者而言，既是一部深具史鉴意涵的

古代圣贤启示录，同时也是一篇透过历史教训及其经验法则，并且作为与作者自我展开内在精神对话的

一篇人生谏书。如是类似的历史阅读与古今对话，其实也经常映现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如《读史述九章》、
《咏贫士七首》、《咏三良》等，然而这些向来被作为咏史诗歌文本阅读意义之诗作，无法像《感士不遇赋》
般借由辞赋历史上的“士不遇”书写系谱加以集中体现出来；尤其更无法如《感士不遇赋》篇末曲终奏雅

地导向归田的终极旨趣，自然也无法如《感士不遇赋》般水到渠成地连结并通往作者《归去来辞》中的田

园世界。《感士不遇赋》作为陶渊明归田地图上的重要情志摆渡及其转换驿站，本质上也源自《感士不遇

赋》其深刻却又隐微的归田谏书意涵，使它化身为作者归田论述中兼具历史启示录与人生讽谏书的重要

书写文本。于是陶渊明《归去来辞》首段开宗明义揭示“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应可据此为其出

入仕、隐的人生过往，提供另一则源自“士不遇”历史的讽谏文本与文化脚注。
由上观之，陶渊明运用辞赋文体，并实际借由《归去来辞》与《感士不遇赋》两篇重要文本所展开的归

田论述，就其外在型式的辞赋文体特质，臻至辞赋的书写系谱，及其内在的书写文化，例如其中包括时空

铺陈、历史巡礼、人物缅怀、文化追忆、当代讽谏等等，皆一一映现在陶渊明辞赋之归田论述里，因此借由

攸关陶渊明辞赋中归田论述之历史系谱、文化地图与人生谏书等三类文化范畴的重新审视，我们得以重

新观照并发现其中所蕴涵的深层文化底蕴，并由此展现辞赋书写在陶渊明田园文学世界中独特的文体、
文化及其人生对话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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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賦．諫書．奏疏 

──歐陽脩進擬御試賦的「以賦為諫」及其文化身影 

 

臺灣/政治大學 

 許東海 

 

 

 

一、 緒論 

  北宋自真宗以後，針對開國以來朝廷於臺諫官與臺諫制度的忽視，並由此形

成「邇來諫官廢職」及「御官不能彈奏」1等相關廢弛不張的政治現象，銳意整

頓，於是在天禧元年（1017 年）二月頒布詔書，及史學一般通稱為「天禧詔書」
2，正式開啟北宋臺諫制度及其士臣諫諍風氣，在北宋臺諫政治制度上顯然樹立

一重要里程碑，故南宋史學家李燾撰〈天禧以來御史諫官年表〉，正體現出真宗

天禧詔書在北宋臺諫史上的重要關鍵地位，並由此為北宋仁宗之後的臺諫制度及

其諫諍風氣之昌盛奠定穩固的基礎。3其中作為仁宗「慶曆新政」中重要士臣指

標人物的范仲淹與歐陽脩，不僅固然在北宋政治史上動見觀瞻，另外值得關注者

則為兩人同時亦為北宋重要辭賦作家，並且他們的賦篇中都不難發現攸關北宋當

代臺諫制度及其諫諍風氣的書寫內容，然而形成此一創作取向的原因，固然一方

面乃是緣自漢賦以來賦家以諷諫為宗旨的書寫傳統；另一方面誠然亦攸關北宋臺

諫制度及其諷諫風潮的歷史世變，因此本文基於上述之觀照，主要嘗試藉由歐陽

脩賦中針對當代政治上諷諫之風的引領，深刻映現於其作品中的辭賦作品〈進擬

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結合作者詩文集中其他非辭賦類之相關著作，以及宋

代歷史文獻載記，探索賦學以諷諫為宗旨的此一書寫文化系譜，臻至北宋真宗、

仁宗以來，由於政治上臺諫制度的變革，其中所牽動的賦學諷諫書寫傳統變遷，

以及賦學與史學二者合流的北宋世變脈動及其文化意涵。 

 

 

                                                      
1
參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卷 22，頁，，「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壬

寅」所引宋初名臣田錫譯論。頁 
2
天禧詔書的主要內容如下：「自今兩省置諫官六員，御史臺中丞、知雜、推直外，置侍御史以下

六員，并不兼領職務。……三年內不得差出。其或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逾制，

征求無節，冤濫未申，并仰諫官奏論，憲臣彈擧。……雖言肖過當，必示曲全；若事難顯行，即

令留內。但不得潛為朋附，故作中傷。」（同前註），卷 89，頁。「天禧元年二月丁丑」條。 
3
參見虞雲國《宋代臺諫制度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年），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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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賦為諫：〈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的諫書身影（取向） 

 
  宋初以來由於真宗、仁宗對於諫諍與言事之道的高度重視，於是臺諫言事的

風氣，一時蔚為北宋政壇的氣象，儼然成為影響當時朝廷議政結果的主要關鍵之

一，也因此「臺諫」的作為與表現動見觀瞻，理所當然成為當代士臣關注的政治

焦點，風氣所及，不少北宋士臣即時並未官列諫職，也往往獻替言事或評述臺諫，

致有宋仁宗景祐三年（１０３６）范仲淹上〈百官圖〉及獻四論，譏切時弊，又

忤觸宰相品夷簡，范仲淹不僅因此落職外貶，其後朝廷遂有榜示朝堂戒百官越職

言事。4由此可以略窺當時朝廷言風如此，而忠直之臣即使不在諫官之列，亦獻

替，甚至以暗默不言為恥，例如其中范仲淹上〈百官圖〉當時職居「天章閣待制、

權知開封府」，並非位居臺諫職官，所謂「待制、侍臣，非口舌也。」但范仲淹

顯然以直道言事自任；又如以鯁直剛正聞名的石介，據歐陽脩所述石介職居南京

留守推官之際，言行風範即儼然直似臺諫中人，所謂： 

 

且主簿于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

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

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5 

 

  由是觀之，當時未居諫官之列的范仲淹與石介，卻深刻體現臺諫應有風範，

其中所映現的北宋言事風氣之盛，不言而喻。 

  至於歐陽脩本人正式晉身諫官之職，乃在宋仁宗慶曆三年（１０４３）三月，

由當時丞相晏殊推薦，遂有「太子允中、集賢校理歐陽脩為太常丞，並知諫院。」

並且當時諫官員額也因有鑑於改革天下諸弊特予增益6，由此可見仁宗慶曆新政

前後對於臺諫言事之官及其職能的重視程度，有增無減，此一北宋臺諫制度及其

風氣的方熾未艾，對於當代政風及士風之引領濡染，誠然不可忽略。由此觀之，

歐陽脩撰於慶曆二年三月的〈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正是源自於北宋當

時臺諫言事蔚然成風之際，而且此一攸關北宋政治制度及其士臣風氣的世變元素，

顯然亦具體而微地牽動歐陽脩之〈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以賦為諫」的

寫作意識及其諫諍意圖。 

                                                      
4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卷 118「仁宗景祐三年」，頁 2783~2784。

載：「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倖多忌惡之。時呂夷簡執政，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

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為

四論以獻，……大抵譏指時政。……夷簡大怒，以仲淹語辨於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

黨，離閒君臣。仲淹亦交章對訴，辭愈切，由是降黜。侍御史韓瀆希夷簡意，請以仲淹朋黨牓朝

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 
5
宋‧歐陽脩〈上杜中丞論舉官書〉，洪本健校箋，《歐陽脩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卷，頁 1179。 
6
參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40，「仁宗慶曆三年」，頁 3359~3360。謂：「時陝右師老兵頓，京

東、西盜起，呂夷簡既罷相，上遂欲更天下弊事，故增諫官員，首命素等為之。」其下文小註另

載：「仁宗慶曆中親除王素、歐陽脩、蔡襄、余靖為諫官，風采傾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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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的撰述緣起觀之，固有其遠近緣由，誠如

作者歐陽脩同時所撰進狀一為謂： 

 

臣伏睹今月十三日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題目初出，中外群臣皆歡

然，以謂至明至聖，有小心翼翼事天之意。蓋自四年來，天災頻見，故陛

下欲修應天以實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議皆稱，自來

科場只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事。亦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廣

求規諫以為試題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數百年間最美之事，獨見於陛下。

然臣竊慮遠方貢士乍對天威，又迫三題，不能盡其說以副陛下之意。臣忝

列書林，粗知文字，學淺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

列前事，但直言當今要務，皆陛下所欲聞者。臣聞古者聖帝明王，皆不免

天降災異，惟能修德修政，則變災為福，永享無窮之休。臣不勝大願。其

賦一首，謹隨狀上進。7 

*** 

進擬御試賦之「以賦為諫」，p1 p2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的撰寫緣起與北宋臺諫言風 

 

就歐陽脩此一進賦狀文所述，此賦乃是依據慶曆二年，宋仁宗於三月十三日御試

進士所命賦題〈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的擬作，然而歐陽脩當時位居館閣之集賢校

理，主要職務乃是勾管三館秘閣，固非進士科考之舉子，何以會觸發擬作當時仁

宗御試覆題；再者，歐陽修於該年正月也曾擔任朝廷別 舉人的主考官，因此即

使參與為國家掄才的科考試務，由此觀之，從當時他的職官與身分而言，卻令人

難以想像歐陽脩擬作御試賦的主要動機何在？今依據與該賦同時呈奉仁宗的狀

文，則提供其中的重要關鍵。誘發作者擬作當時試賦題目的理由，乃在宋仁宗當

時意圖藉由進士科試賦撰寫同時，廣求天下多士針對時務，提出建言，所謂「以

詢多士，以求真言。」這一劃時代的創舉，不僅展現宋仁宗亟思治道的決心，同

時也是進士科考史上，首次藉由試題的變創，將以往崇尚文辭的辭賦創作導向諫

書功能的書寫方向，從而凸顯慶曆二年三月這一場進士科考賦，在賦題名稱與精

神取向設定方面，深具「以賦為諫」的治道論述意涵，從而映現其中考試賦與諫

書的重大轉關，故歐陽脩狀文稱當時士林公議一時蔚為美談： 

外議皆稱，自來科場只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事，亦有人君

能上思天戒，廣求規諫以為試題者，此乃自殿試以來，數百年間最美之事，

獨見於陛下。8
 

其中值得注意者，乃在就先秦兩漢以下賦史流變現象而言，向來強調賦乃古詩流

                                                      
7
宋‧歐陽脩〈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並引狀〉，《歐陽脩詩文集校箋‧外集》，卷 24，頁

1945~1946。 
8
 宋‧歐陽脩〈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並引狀〉，外集卷 24，頁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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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同時也就傳承惻隱古詩之義，一方面重視諷諭旨趣，同時在寫作技巧上亦崇

尚諷諭之道，然而即使在語言藝術上有其共同追求的取向，但基本上辭賦與諫書

是殊途分流，例如漢賦首要代表作家司馬相如的賦篇，與其〈上書諫獵〉類的正

式諫書仍然涇渭分明，不致出現相互合流的書寫現象；又如被奉為駢文初祖與漢

賦先驅的李斯，其經典之作〈諫逐客書〉雖然頗具賦化書寫取向9，但畢竟並非

賦篇。由此觀之無論就辭賦與諫書的書寫分際而言，崇尚諷諭之道、諷諫之旨的

先秦兩漢賦，基本上並未呈現辭賦與諫書合流的書寫現象，並且其中所寓寄諷諫

的書寫策略，也並非本文所謂辭賦與諫書同體合流的「以賦為諫」程式。 

  其次，歐陽脩〈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的另一重要變創意義，乃在歐

陽脩之擬作試賦，固然展現其作為賦家的深厚素養及其長久積澱，但究其動機誠

然源自宋仁宗以帝王之尊所發出的廣求諫言召喚，相形之下作者歐陽脩則出之以

士臣之獻替諫諍；易言之，〈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之出現，並非單純地

作為北宋舉子與賦家的科考習作或一時戲作，而是映現出在北宋君臣潛循真宗以

來臺諫言路風氣大開的世變場景下，寖漸成形他將傳統賦家好以譎譬諷諫的書寫

程式，導向以直言規諫為式的諫書變創，於是直接將辭賦作諫書觀照與書寫，從

而呈現辭賦其形，諫書其神的世變創新風貌，因此其中誠然攸關辭賦書寫在北宋

臺諫政治風尚的引領之下，由婉轉諷諫轉換而為直接歸諫的賦學世變新脈動，故

歐陽脩〈進擬御試賦〉狀文（開始 p3）所謂「謹擬御試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

列前事，但直言當今要務，皆陛下所欲聞者。」其中「不敢廣列前事」所指，大

體即傳統賦家鋪陳故事典故者，其旨在於婉轉諷諭；相對而言，「直言當今要務」

則作者意在直言規諫，可謂昭然若揭了。由是觀之，歐陽脩〈進擬御試應天以實

不以文賦〉的重要意義，乃在回應宋仁宗藉由進士科考試賦之名，行其向天下士

林廣求諍言之實，而作者此賦之擬作與進獻，雖然也是作者順水推舟與借力使力

的諫諍獻替之道，其中既體現北宋臺諫之風對於當代辭賦科考與書寫取向的重要

牽動，也為北宋前期賦學與史學的交涉及其世變，提供了一則頗堪玩味的當代賦

學文化世變類型與案例，從而體現向以諷諫為式的傳統辭賦書寫程式，在北宋臺

諫言風昌行的世變場景中，已然受到波及與牽動，於是出現像〈應天以實不以文

賦〉這類作品，以君臣之際開張聖德與論思獻替的諫諍對話，影響所及，辭賦與

諫書的書寫分際往往漸趨模糊，甚至產生兩者彼此合流的創作現象。 

 

＊諍臣與諫官：歐陽脩慶曆三年任職諫官前的諫諍意識的集中體現與主要見證 

  歐陽脩的文章風格向來以婉轉優遊之美著稱，其中蘇洵之評述可為代表： 

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

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10
 

但從其從政的作風取向觀之，往往深刻展現諍臣的風範，其中值得注意者，則為

                                                      
9
 參見簡宗梧《賦與駢文》（臺北：開明書局，1998），第三章〈秦漢辭賦與駢文〉，頁 103-105。 

10
 宋‧蘇洵《嘉祐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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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脩正式職居北宋仁宗朝諫官之列的時間乃在慶曆三年11，並且與王素、蔡襄、

余請等人連袂成為慶曆新政之際「風采傾天下」的諫官典範12；換言之，歐陽脩

正式參與北宋以諫諍為重要職能的臺諫官僚機構，應肇始於仁宗慶曆三年（1043）。

然而若自他從政歷程與實際作為考察，特別是與余請、蔡襄等人，在北宋政壇上

所形塑的諍臣形象而言，則應上溯仁宗景祐三年（1036）的「四賢一不肖」事件，

蓋當時居職「天章閣侍制、權知開封官」的范仲淹，呈進〈百官圖〉，責斥宰相

呂夷簡的用人專任營私，此事不僅造成范仲淹落職謫貶，遠去饒州，並且嚴重沖

擊真宗以來言路漸開的諫諍風氣，甚至動輒以朋黨之名入罪，於是「范仲淹既貶，

諫官御史莫敢言。」13由此觀之，當時正式職居諫官之輩，因憚畏執政羅織朋黨

罪名，幾乎噤若寒蟬，以緘默自許，相形之下，歐陽脩與尹洙、余請等人，雖然

並非諫官，反而堅毅無畏地頗以諍臣自任，其中如余請之職乃是「祕書丞、集賢

校理」；尹洙則為「太子中允、館閣校勘」；至於歐陽脩則任職「鎮南節度使掌書

記、館閣校勘」，由此可見所謂「四賢者」之范仲淹、余請、尹洙、歐陽脩等人14，

無一職居諫官之列，然而卻淋漓盡致地體現諍臣風骨，由此觀之，當時諫官有名

無實，對照於歐陽脩等「四賢之流」的無名有實，對於北宋以來以臺諫之名標榜

言路廣開的政治改革氣氛而言，無疑成為一大諷刺；反之，卻也由此使歐陽脩等

人的諍臣風範嶄露頭角，日後才能水到渠成地出現慶曆三年新政之初，四賢之輩

正式被擢任大臣與諫官的結果。 

  景祐三年的「四賢一不肖」事件，既風雲際會地讓歐陽脩從政以來深刻地諫

諍意識得以付諸實踐，其中的具體關鍵則在蔡襄所作＜四賢一不肖詩＞中的「不

肖者高若訥」，歐陽脩為此撰寫一封＜與高司諫書＞， 其中高聲責斥諫官失職，

忝居無恥，例如： 

 

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

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眾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

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

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

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跡

而較之，然後知足下非君子也。……希文平生剛正，……天下所共知，今

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

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

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此君子之賊也。15 

                                                      
11

 參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頁 3359。據李燾載述謂：「慶曆三年三月癸巳，侍遇使魚周

詢為起居舍人，職方媛外郎王素為兵部員外郎，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歐陽脩為太常丞，並知諫院。

周詢固慈之，以太常博士、集賢校理余請為右正言，諫院供職。」 
12

 （同前註），卷 140，頁 3360 
13

 （同前註），卷 118，頁 2783-2785。 
14

 （同前註），卷 118，頁 2786-2787。 
15

 宋．歐陽脩＜與高司諫書＞，《歐陽脩詩文集校箋》，外集卷 17，頁 1785~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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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撰寫此封責斥高若訥之書信，固然針對其人之失職無恥，然而從其論述旨趣

而言，其實更關注於北宋諫官職能之精神體現及其名實相符根本宏旨，從而映現

歐陽脩深繫當代治道的諫臣觀照及其諫諍意識：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

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

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

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

言，便當去之，……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

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

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16 

 

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

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以當逐，亦諫臣之一

效也。17 

 

其中依據北宋仁宗言路納諫之明與臺諫言事之風的治道背景，論述當代諫官責無

旁貸的獻替之道，一方面責備高若訥尸位緘默，深媿職守；同時更展現歐陽脩於

諫官「在其位而不言」的言事困境下，毅然以「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的諍

臣自許，並且進一步挺身而出，展現其不懼得罪邀禍的諍臣風骨，所謂「願足下

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這固然是歐陽脩以諍臣之姿踐履諫觀之道的

慨然自任，自另一側面觀之，不正是諫官如高若訥者流所應勇於面對與承擔基本

職守？ 

  由此觀之，歐陽脩撰於仁宗景祐三年之＜與高若訥書＞就其最初動機而言， 

固然源自對司諫高若訥失職不言之責備，但自其論述之中心旨趣而言，實際上更

著重於當代臺諫言事的背道而馳，及其正本清源之道，從而進一步展現歐陽脩早

年從政時期深刻的諫諍意識及其諍臣身影，也為慶曆二年＜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

以文賦＞的「以賦為諫」，甚至慶曆三年被仁宗親自擢任諫官的發展脈絡，提供

一則作者生平從政的歷史註腳。 

  與＜高若訥書＞具體而微地展現歐陽脩的諫諍觀照及其諍臣身影，但在本質

上並不等同於其後作者在慶曆三年正式任職諫院，其中後者固然名實相符，然而

前者由於作者當時身分任職館閣，為朝廷書林之官，基本上並非臺諫官屬，自然

不具備正式的諫臣身份，但卻儼然以諫臣自許，故就此書信本身而言，既非上奏

朝廷之奏疏或諫書，其訴求對象又是諫官高若訥，自然不能視同正式諫書，正如

前此之仁宗明道二年（1033）歐陽脩曾撰＜上范司諫書＞拜賀范仲淹，同時又兼

                                                      
16

 （同前註），外集卷 17，頁 1787。 
17

 （同前註），外集卷 17，頁 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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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諫官之任重道遠，文謂： 

 

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

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

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

相等。18 

 

作者于文中將宰相與諫官相提並論，足見歐陽脩對於北宋臺諫言事深繫社稷治亂

興亡的重視程度，從而也映現歐陽脩心中對於諫官職能及其治道意義的深自期許。

然而無論是以賀喜期許為旨＜上范司諫書＞，或以斥責不齒為主＜與高司諫書＞

皆一致映現歐陽脩深刻的諫官觀照及其諫諍意識，這些資料對於慶曆三年作者終

得出任諫官，實現夢想的結果，顯然脈絡可循，不過這兩篇文章固然足以說明他

在尚未正式任職諫官之前，已然漸次浮現的諍臣身影，但對照於慶曆二年的＜進

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其間的創作背景與書寫意涵，終就存在某些異同。 

在慶曆三年歐陽脩正式為仁宗親擢為諫官之前，位居左正言諫官職的孫沔，

於慶曆元年五月即曾因「五奏皆與大臣忤」，於是「薦田況、歐陽脩、張方平、

曾公亮、蔡襄、王素可任諫官自代」19。 

****** 而歐陽脩迄至慶曆三年才因受到宋仁宗親擢而正式位到諫垣，然而

由上述仁宗即位，尤其景祐前後的＜上范司諫書＞及＜與高司諫書＞所展現的諫

諍觀照及其諍臣風範，便不難理解慶曆二年諫官孫沔推薦歐陽脩等人以自代的發

展脈絡及其因果，由此觀之，歐陽脩在慶曆三年的躋登諫觀之列可謂水到渠成了；

另一方面，撰於他依據慶曆二年三月皇帝御試進士科考的賦篇題目，進而擬作的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就其創作的時間點而言，若對照上述歐陽脩正

式任職諫官前的相關諫諍論述，及其向當時范仲淹、高若訥等北宋前後諫官發聲

與表態的實際作為觀之，這篇＜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以賦為諫」的諫

諍意圖，便顯得順理成章，毫不牽強。 

  另一方面若從為政必先「正名」20的面向觀之，此賦撰於慶曆二年三月御試

進士之後不久，當時作者尚未正式任職諫官，因此今日可見歐陽脩集裡的《奏議

集》由卷一至卷十，即其任官諫院因職守所上大量奏疏，大體皆可視為作者針砭

時弊或商榷治道的諫書，這批豐富的諫書既撰成於慶曆三年以後諫官任上，誠然

名實相符，同時也淋漓盡致地進一步體現歐陽脩長久以來的諫諍意識及其諍臣想

望，於是這些大量諫書乃成為歐陽脩從政理想與政治理念的重要論述場域，且大

體即以奏疏為名，諫書為實，兩者形神合一，因此他可以直接藉由奏疏，向君國

諫諍獻替，一切不假外求，自然更無需像慶曆二年所撰＜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

文賦＞般採取聲東擊西的書寫策略，完成其「以賦為諫」的論政意圖。 

                                                      
18

 宋．歐陽脩＜上范司諫書＞，（同前註），外集卷 16，頁 1751~1752。 
19

 參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32，頁 3127。 
20

 參見潘重歸校注《論語•雍也》：所載孔子論述，即「為政奚先？必也正名乎。」（臺北：里仁

書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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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脩「以賦為諫」的諫諍策略，從北宋史學的變世背景而言，既源自真宗、

仁宗朝以來由臺諫職能所宣示的廣開言事之風氣外，另一方面，就歐陽脩本人的

當時身分而言，並非身負言責的諫官，而是位居朝廷三館的書林之列，因此若非

皇上特頒詔令方始準詔言事，如慶曆二年五月，即作者＜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

文賦＞同年稍後的＜準詔言事上書＞21，此種特殊情形外，從今所見歐陽脩《奏

議集》的論政諫書，其基本上皆為作者慶曆三年任職諫官所撰，換言之，即使深

具諍臣之姿的歐陽脩，於此年之前並未發現呈奏皇上的諫書之作；易言之，撰於

慶曆二年三月的＜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儼然成為歐陽脩士宦從政以來

的首篇諫書，然而深堪玩味者，則是這一篇深具以借屍還魂之法，行其「以賦為

諫」之道的重要文本。若從賦學文化的面向觀之，其間顯然偷龍轉鳳地藉由館閣

文臣的獻賦的掩飾，改寫辭賦向以諷諫為旨的書寫程式，轉而代之以直諫為主的

奏疏論述範式，從而映現歐陽脩此篇進擬御試賦遊移於北宋賦學與史學之間的特

殊世變意涵。 

  由於歐陽脩進獻御試賦擬作的慶曆二年，歐陽脩或因職位與身分的顧慮，未

便「越職言事」，然而以他當時館閣文臣的身分，卻深具諍臣意識，且亟欲針對

天下治亂與內外憂患問題上書獻替之際，出自以文臣獻賦的變創策略，順水推舟

地將辭賦轉化為諫書書寫，以順利偷渡其向君國獻替的諍臣想望，於此之下，既

映現北宋臺諫言事之風，牽動當代士臣如歐陽脩輩的諍臣意識，同時也打破辭賦

作為古詩流亞的諷諫書寫傳統。 

******10/25  新 p2 

  慶曆二年三月歐陽脩〈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的「以賦為諫」，其實

既是作者因缺乏諫官身分因而師出無名的權變策略，同時又是館閣文臣轉以獻賦

為由的「正名」依據，若從兩漢賦家深具古典說服學意涵的文化視域觀之，誠然

頗不乏其中的揣摩與權變等說服理據22，從而展現歐陽脩作為北宋諍臣之外的傳

統賦家本色及其賦學深湛素養。 

  相對於〈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所映現的賦家說服身影，歐陽脩撰於

慶曆二年五月的〈準詔言事上書〉，則呈現同構異質的撰寫取向，其中作者的身

分基本上並未改變，即居職集賢校理的館閣文臣，但〈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

賦〉乃源自作者因礙於非諫官身分，諱忌「越職言事」之嫌，故出自「以賦為諫」

策略，向仁宗獻替，因此不得不以戲擬御試之賦為名，遂行其諫諍意圖，從而展

現賦家重現靈活機變的語言策略，然而稍遲於此賦所撰寫的〈準詔言事上書〉，

則主要源自於宋仁宗因感於當代內憂外患之時政議題，乃特意下誥令館閣文臣言

事奏對，故基本上應屬於奉詔言事規諫，並非出於進擬御試賦的處心積慮與權衡

機變，因此這一奏疏成為擬賦以外同時深具對照意涵的第二篇諫書，同樣出自於

慶曆三年之前歐陽脩尚未躋登諫官之列的重要諫書文本，因此謂「（慶曆二年五

                                                      
21

 宋•歐陽脩＜準詔言事上書＞，《歐陽脩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卷 46，頁 1148。 
22

 參見拙作〈漢賦與中國古典說服〉，《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卷 18，2 期（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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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甲寅，仁宗詔三館臣僚上封事及聽請對。集賢校理歐陽脩上疏。」23並於奏

疏之始，即高揚以論述當今時政弊害為旨，並進而上諫仁宗雖有納諫之明，卻無

助於治道實效的病根所在： 

臣進準詔書，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源，

謹采當今急務，為三弊、五是以應詔書所求，伏維陛下裁擇。……臣聞自

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

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

務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理之要也；納一言而可用，雖眾議不得以沮

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致理矣。24 

由此篇奏疏開宗明義闡揚仁宗慶曆朝的時弊與急務，提出批判與建言，誠然就是

一篇諫書；此外，歐陽脩進而藉此大肆論述古今帝王納諫與治道間得失成敗的關

鍵，儼然化身為攸關諫諍理論及其實踐的又一篇另類諫書。 

 

＊諍臣與賦家＊ 

 

  由上觀之，歐陽脩念茲在茲的諫諍意識與諍臣職志可謂展露無遺，而其中主

要關鍵又在慶曆二年之際，他的職官身分雖然尚未位居諫官之列，卻服膺勿失地

儼然以諫官自許，才會出現雖為館閣文臣身分，然而前有三月〈進擬御試應天以

實不以文〉的「以賦為諫」；其後復順事而為地於仁宗廣求諫言之際「準詔言事」，

並藉機置入作者古今帝王納諫與治道成敗主題的重要論述，從而化身為「以諫為

諫」的書寫便創，因此基本上雖是作者以諍臣之姿「準詔言事」的論政奏疏，但

其中誠然兼具賦家擅長因勢利導以寓託諷諫的說服手法及其當行本色25，從而展

現歐陽脩士臣之外湛深的賦學素養及其賦家身影。另一方面，稍前撰寫〈進擬御

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就其「正名」意涵而言，固然緣自歐陽脩集賢校理的館

閣文臣的身分，然而若從先秦兩漢辭賦書寫的文化傳統觀之，此篇擬作未嘗不是

一篇深具「文學語言侍從」況味的辭賦創作，並且其中關鍵即建立在作者有意藉

由此篇模擬戲作的辭賦，複製古代賦家獻賦帝王以寓寄諷諫的傳統說服策略，成

其「寓諷於頌」的初始意圖，（新 p3）正如歐陽脩〈進擬御試賦引狀〉中所揭示

的撰寫緣起： 

臣伏睹今月十三日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題目初出，中外群臣皆歡

然，以謂至明至聖，有小心翼翼事天之意，蓋自四年來，天災頻見，故陛

下欲修應天以實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議皆稱，……

                                                      
23

 參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36，頁 3251。 
24

 （同前註），卷 136，頁 3251。 
25

 參見簡宗梧《賦與駢文》中論漢賦「寓諷於頌的講求」一節，頁 91。文謂：「基於專業賦家的

職分，以及西漢評析詩騷充斥諷諭的影響，奏御之賦無不帶有諷諭的意味。不論其諷諭是出於賦

家的自覺，或是貴遊文學用以掩護外來攻訐的幌子，每篇奏賦都有諷諭的存在，是無可抹殺的事

實，但言語侍從之臣如不講求諷諭技巧，批逆鱗而觸人主之怒，恐怕就會招致殺身之禍，所以『先

出以勸，以中帝欲，待其樂聽，而後徐加諷諭』，或用寓諷於頌的手法，也就成為言語侍從作品

的共同特色。」另可參見拙作〈漢賦與中國古典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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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廣求規諫以為試題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數百年

間最美之事，獨見於陛下。……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淺文陋，不自

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列前事，但言當今要務，皆陛下所欲

聞者。26 

此篇進賦引狀，其實就是作者以館閣文臣之名，行文學侍從之實的獻賦序文，因

而其中此起彼落地浮現頌美仁宗英明納諫之詞，例如「題目初出，中外群臣皆歡

然。」、「至明至聖」、「數百年間最美之事，獨見於陛下。」等，然而同時作者也

不忘「寓諷諫於頌」地進行諷諫，故先謙恭自敘：「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

淺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賦一首。」然而獻進此賦本非出自奉詔應對，可

見作者乃出之模擬漢代賦家以文學侍從獻賦以逞才示學的說服策略，進行其寓託

諷諫的意圖。 

  至於歐陽脩畢竟是一位始終以諍臣為職志的士人，當時的他既不能師出無名

地直接以奏疏為諫書，又未能遇上稍後「準詔言事」的機緣，於是藉由館閣文臣

到文學侍從的潛移變身，以獻賦為名，從而寓諷於頌，誠然為歐陽脩實現諫諍意

圖的不二法門，然而獻賦畢竟只是作者諫諍的初始煙霧，接著必須展開的是「直

言當今要務」的終極關懷，對於面對群臣諫諍的帝王而言，不免可能產生另一種

不自覺而微妙的抗拒排斥心理，嚴重的話，可能得罪賈禍，因此歐陽脩乃技巧地

先提示仁宗這些諍言，本皆「陛下所欲聞者」，每即皇上御試命題以「廣求規諫」

的初衷；並且續之以「古者聖帝明王」為喻，誘導仁宗若能納諫力行，「修德修

政，則變災為福，永享無窮之休。」易言之，前揭「陛下所欲聞者」，乃在作者

消極地避免仁宗聞諫降罪的必要防禦；至於後者之「聖帝明王」論述，則在積極

地動之以當代國家憂患之轉危為安與避禍致福，並且進而可以樹立仁宗躋登「聖

帝明王」的歷史地位。由此觀之，〈近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之「以賦為諫」，

其實在創作背後深刻映現出歐陽脩的賦學造詣及其賦家身影，同時也展現其完美

融合諍臣與賦家兩種異質文化身分的跨界演繹，進而成為他以館閣文臣知名，遂

行臺諫諍臣之實的重要見證。 

*********** 

＊奏疏與諫書：北宋仁宗朝臺諫群僚的「文／實」論述 

  北宋仁宗慶曆三年新政改革正式展開後的不久，歐陽脩即擢任諫官，對於內

政外交等等軍國大事固然竭誠獻納，知無不言，然而當時仁宗即以言事為高，因

此更在此年八月下詔令諫官「日赴內朝」，與聞國政27。由此觀之，臺諫言事顯

然是深繫「慶曆新政」的重要樞紐，然則針對仁宗朝的時政與興革提出崇實抑文

的建言，始終成為歐陽脩等慶曆新政群僚的論證宗旨，並且也與他〈進擬御試應

天以實不以文賦〉的主要論述取向相互發明，例如歐陽脩與此賦同年稍晚撰述的

〈準詔言事上書〉，其中所昭揭的當代內憂外患及其針砭，例如攸關用人、邊政、

                                                      
26

 宋‧歐陽脩〈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并引狀〉，外集卷 24，頁 1945-1946。 
27
參見劉子健《歐陽脩的治學與從政》中＜歐陽脩與北宋中期官僚政治的糾紛＞一章，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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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等「三弊五事」之「當今急務」，基本上即彼此深契，並且〈準詔言事上書〉

更不憚其煩地屢屢以崇實抑文為其精神綱本，例如： 

 

何謂三弊？……三曰不責功實。……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28 

 

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則不責功實之弊也。 臣故曰

三弊因循于上，則萬事馳慢廢壞於下。29 

 

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30 

 

故從二者之諫書論述主題面向上加以觀照，〈準詔言事上書〉所標榜的「尚實」

精神，就論述旨趣而言，與〈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開宗明義的「固當務

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

敢列而言之。」31可謂如出一轍，從而得以略窺歐陽脩擬御試賦與稍遲所進奏疏

在諫書意義及其主題上的殊途同歸。 

  上述歐陽脩慶曆二年擬御試賦的「以賦為諫」，與〈準詔言事上書〉所揭櫫

的諫諍文／實論述一事，若由北宋仁宗朝臺諫言事相關歷史加以考察，不難發現

作者此一論述乃是北宋臺諫風氣大開之下，諫官與諍臣文化承傳的水到渠成，因

此在仁宗朝慶曆二年之前，已頗不乏相關奏疏以此作為諫諍主題，例如後來慶曆

新政的代表人物范仲淹於仁宗景祐四年（1037），即早於歐陽脩慶曆二年（1042）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撰成五年，便以右司諫之職，針對當時天災人禍，

向仁宗提出「應天以實不以文」的規諫與建言：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先儒之大議也。故宋景公熒惑守

心，不忍移臣庶之咎，子韋稱君有至德之言，熒惑必徙三舍。此則以實應

天之效也。唐明皇以太陽虧蝕，悉令赦徒隸之人，宋璟謂可以至誠動天，

不在德音頻降，此則以文應天之弊也。……蓋人事之已形，致天變之嗣發，

其猶影響，諒非徒然。當是時，臣謂陛下宜虛佇以求直言，側身而修庶

政。……斯所以念祖宗之艱難，答天意之警悟也。……臣苟隱情惜已，不

能獻忠盡言，使陛下常以禮緇黃、薦牲幣為修德除患之本，則臣豈不上負

陛下懼災思政之意哉！32 

 

此外，在范仲淹上疏後不久，韓琦亦有旨趣相契的奏疏力諫33；其後在仁宗寶元

                                                      
28
〈準詔言事上書＞，《歐陽脩詩文集校箋》，卷 46，頁 1150。 

29
（同前註），頁 1152。 

30
（同前註），頁 1153。 

31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歐陽脩詩文集校箋》，外集卷 24，頁 1946。 

32
參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20，頁 2841~2842。 

33
（同前註），卷 120，頁 2842~2843。文謂：「臣切以天垂祆象，地見災符，前世之君覩之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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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1038）正月則「以災異屢見，下詔求直言。」34於是當時並非臺諫之官，

身任大理評事、監在京宅務的蘇舜欽，即藉機重申范、韓等人「應天以實不以文」

的諫諍主題，並且條舉「正心」與「擇賢」等「大者二事」獻奏仁宗，其文略謂： 

 

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狎，而不省政

事乎？……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

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

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開上心。……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

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橫罹中傷，

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陛下果能霈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

言。……臣聞惟誠可以應天，惟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

徒布空文，增人太息爾，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35 

 

由此觀之，無論是臺諫規鑒或準詔直言，仁宗朝這些主張「應天以實不以文」的

奏疏，基本上皆出自慶曆新政中范仲淹、韓琦等等代表人物，而且儼然形成慶曆

新政興革論述的精神依據及其歷史脈絡，映現北宋由臺諫言事所發軔的士臣諫諍

文化，從而體現北宋政統與道統合流之當代政治文化脈動。36由此可見慶曆二年

的歐陽脩無論是館閣文臣身分的「以賦為諫」，抑或是準詔直言的諫書，就其歷

史脈絡或文化定位而言，顯然乃是繼踵范、韓等人的論述旨論，並且為日後慶曆

新政的基本理念及其興革方向，勾勒出基調與藍圖，故其賦所謂：「天災之示人

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 

「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以及賦末歸旨

於「蓋恐懼修省者實也，在乎在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37等等攸關

文實主題之論述，對照於上述范仲淹、韓琦與蘇舜欽等奏疏中的諫諍旨趣，基本

上可以彼此印證，相輔相成。由此觀之，歐陽脩〈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的論述脈絡，誠然延續前此范、韓等人的奏疏範式，進而出之「以賦為諫」的諫

諍策略，並以文實為中心旨趣，聯袂為日後慶曆新政的興革預擬初步的論政藍圖，

從而成為慶曆新政基本藍圖之一歷史參考本。 

 

＊結論： 

  〈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原是北宋仁宗慶曆二年進士科御試賦題，依今人所集

                                                                                                                                                        
以為祈禳之法，則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大則下詔以求讜言，側身而避正殿。是以天意悅穆，

轉為福應，願陛下法而行之。……不獨仰奉於天戒，斯實上安於聖躬。臣子之心，所以昧萬死而

獻言者，正在是也。」 
34
（同前註），卷 121，頁 2851，詔旨謂：「朕躬之闕遺，執事之阿枉，政教未臻於理，刑獄靡協

於中，在位壅蔽之人，具官貪墨之吏，仰諫官、御史、搢紳、百僚密疏以陳，悉心無隱，限半月

內實封進納，朕當親覽，靡及有司，擇善而行，固非虛飾。」 
35
（同前註），卷 121，頁 2851~2852。 

36
參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頁。 

37
宋‧歐陽脩〈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歐陽脩詩文集校箋》，外集卷 24，頁 1946~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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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辭賦全編》38中以此為題之賦篇，惟存歐陽脩與金君卿各一篇，其中金君

卿所撰賦正是慶曆二年進士及第之作39，就其賦篇內容及題下限韻八字觀之，雖

然基本上皆出之對宋仁宗廣求多士直言規諫的回應，但是金氏之賦大體仍回歸以

諷諫為旨的傳統書寫範式，並未針對仁宗朝具體的當代憂患與時政得失提出商榷，

而反復鋪陳者仍聚焦於「惟聖作則，惟心應天。當務實以正本，豈尚文而致愆」、

「應天以實不以文」的精神旨諦本身，例如：「宜乎前史著之而為規，後王奉之

而有證。惡文而實以為貴，任德而妖奚足勝。夫然，本誠慤以御邦，自協天人之

應。」40等類似論述，相形之下，歐陽修雖是模擬御試賦，卻較諸金君卿之作明

顯展現直言規諫的寫作態度，並真正符合「以賦為諫」的諫書意圖，從而在實質

功能上更接近於當代諫官、諍臣的諫諍奏疏，因此歐陽脩這篇〈進擬御試應天以

實不以文賦〉不僅殊異於真正參與御試賦科考以諷諫為式的金氏賦作，就其實質

而言，其實在精神上模擬的依據並非上述傳統辭賦之書寫圖騰；反之歐陽脩此賦

真正的模擬典範，乃是源自北宋臺諫言事風氣如火如荼展開之後，於是在歐陽脩

的擬御試賦與依仿奏疏二者之間，便不難映現其中的主要書寫交集及其文化顯影，

也就是所謂的諫書。由是觀之，歐陽脩撰於北宋仁宗慶曆二年，名為〈進擬御試

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的賦學創作，就先秦兩漢以下的賦學傳統及其正典範式而言，

顯然改變了前此以諷諫為主的辭賦寫作綱領，從而在「以賦為諫」的書寫策略裡，

映現其以辭賦為名，以奏疏為實，並從而化身而為作者融合賦家與諍臣於一身的

另類諫書創變，並且藉由歐陽脩〈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的書寫創變之背

後，我們得以洞鑒北宋政治文化上由臺諫言事引領的諫諍風潮，對於當代士大夫，

尤其是像歐陽脩這樣日後與范仲淹、韓琦等成為慶曆新政的中流砥柱人物身上，

浮現而出的辭賦書寫創變，從而反映歐陽脩這篇擬作攸關賦學與史學的重要文化

世變意涵。 

 

 

 

 

 

 

 

                                                      
38
參見曾棗莊、吳洪澤主編《宋代辭賦全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 年），卷 51，「治道」

賦之四。 
39
按金君卿乃慶曆二年進士及第，該年正為參與宋仁宗御試賦之舉子，生平事迹參見富臨《金氏

文集•序》，進士及第事則載錄於陸心源《金氏文集跋》與《先緒江西通志跋》，可參見《宋代辭

賦全編》（同前註）〈附錄•作家小傳〉，頁 3373~3374。 
40
宋•金君卿〈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宋代辭賦全編》，卷 51，頁 1492~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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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期刊論文 0 0 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0 0 100% 

篇 

 
論文著作 

專書 1 1 100%   

申請中件數 0 0 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0% 
件 

 

件數 0 0 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0% 千元  

碩士生 2 2 100%  

博士生 0 0 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0%  

國內 

參與計畫人力 

（本國籍） 

專任助理 0 0 0% 

人次 

 

期刊論文 2 2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0 0 100% 

篇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參與計畫人力 

（外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量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理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力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益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列。) 

無 

 成果項目 量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量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路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參與（閱聽）人數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說明，以 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說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