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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鞏古文的美感特質

———兼論其與歐陽古文的關係
何寄澎
【摘 要】曾鞏古文自宋至清爲論者所推崇，以爲乃歐陽修
嫡傳，然民國以後讀者漸少，學者雖猶時時論之，亦認同前揭前人
説法，但對於曾鞏究竟如何承繼歐陽修，實缺乏細密分析與論述。
按，歐陽修古文有二大特質：就行文言，極盡“宛轉”之能事；就格
調言，則多濃厚抒情。本文謹擇曾鞏《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齊
州雜詩序》、《贈黎安二生序》、《王無咎字序》、《墨池記》等五篇爲
例，以見曾文之“宛轉”風貌；復取《送王希字潛之序》、《學舍記》、
《劉伯聲墓誌銘》、《二女墓誌》、《懷友一首寄介卿》等五篇爲例，
以見曾文之“抒情”格調，冀可藉此彰顯曾文之美感特質，並且適
時與歐文對照，俾以掌握歐、曾相承之關係，間亦指出二者之差
異，供學者參考。
【關鍵詞】曾鞏 古文 美感特質 歐陽修 宛轉 抒情

一、前

言

曾鞏古文自宋至清雖爲論者所推崇，並以爲乃歐陽修嫡傳 ，然民國以
①

①

吕本中《童蒙訓》云：“文章紆餘委曲，説盡事理，惟歐陽公得之，至曾子固加之，字字有法，無遺
恨矣。”吕氏原作已佚，此處轉引自（宋）張鎡《仕學規範·作文》卷三十四，收入《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第 ８７５ 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１７２ 頁。

·１９８· 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一輯

後讀者漸少，含英咀華者益少，其文遂漸無聞。學者雖猶時時論之，亦認同
前揭前人説法，但對曾鞏究竟如何承繼歐陽修，殊少細密分析 。筆者不揣
淺陋，謹擇曾鞏若干篇章，析其作法、明其格調，冀對曾文美感特質之彰顯
有所貢獻，亦從而可明確掌握其與歐陽修古文之關係。
有關歐陽修古文之特質，最爲人所熟悉、認同之評論，殆爲蘇洵 《上歐
陽内翰第一書》所云：
①

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
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
②

按，所謂“紆餘委備，往復百折，容與閒易”，實爲一種極“宛轉”的表現方式，
其中含括了柔和、吞吐、舒緩、從容、平易等特質。而難得的是，歐陽修這種
“宛轉”的表現又能無礙其流暢自然、無傷於急言竭論，故蘇洵特云：“而條
達疏暢，無所間斷，無艱難勞苦之態。”平心而論，對歐陽古文特殊的風格
美，蘇洵所評所狀，誠一針見血，極爲精到。但歐陽古文另有一特色，即抒
情性濃厚，明、清古文家對此頗有所見，如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廬陵史
鈔》論《五代史·死節傳》：
歐陽公點綴情事，當爲千古絶調，即如 《史記 》、《漢書 》，恐多
不逮。
③

世紀 ８０ 年代，著名學者王水照、熊禮匯等有專文論曾鞏之文。王氏肯認曾文受歐陽影響甚
深，且於曾文美感特質之剖析，時有精到之見。然因關照面較廣，焦點較不凸顯（參見王水照：
《曾鞏及其散文的評價問題》，載於《復旦學報》，１９８４ 年第 ４ 期）。熊氏則除肯認曾文受歐陽影
響外，更以爲兼受劉向、匡衡，以及北宋學風、文風，曾鞏性情、文學觀等之影響，則其重心固與本
文所欲探討之課題有本質上的不同（參見熊禮匯：《論曾鞏散文的藝術特色及其成因》，載於《武
漢大學學報》，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
如方孝孺《張彦輝文集序》：“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絶詭怪之
② 承蘇洵之説者，
狀，而穆穆有餘韻。”劉熙載《藝概·文概》：“昌黎文意思來得硬直，歐、曾來得柔婉。硬直見本
領，柔婉正復見涵養也。”後者已然歐、曾並論。蘇洵、方孝孺、劉熙載之語，分别見於（宋）蘇洵
著，曾棗莊、金成禮箋注：《嘉祐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３２８—３２９ 頁；
（明）方孝孺著，徐光大校點：《遜志齋集》，寧波：寧波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４０２ 頁；（清）劉熙
載：《藝概·文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版，第 ３１ 頁。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１３８３ 册，臺
③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廬陵史鈔》卷六九，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７５７ 頁。
①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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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劉熙載《藝概·文概》：
歐陽公文幾於史公之潔，而幽情雅韻，得騷人之指趣爲多。

①

故綜合而言，歐陽之古文有二大特質：就行文言，極盡“宛轉”之能事；就格
調言，則多濃厚抒情。以下謹就“宛轉”與“抒情”二端，毛舉數例，析論曾鞏
古文是否若合符節，以見曾文之美感特質及其與歐文的關涉 。
②

二、特質之一：宛轉
（ 一） 《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 英宗治平三年，１０６６ 作）

首段言古之學士學“六藝”，於“射”，則能弧矢之事外，又當善其揖讓之
節；於“御”，則能車馬之事外，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於“書”，則能肆筆之外，
又當善其體而通其意；於“數”，則能布策之外，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
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誠 “何其煩且勞如
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 。在此，吾人須注意結語中 “難”
字的出現。
第二段集中於“禮”、“樂”而暢論，一路迤邐，歸結於 “樂”，藉由 “在輿
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
嘗去於前也”的文字，巧妙拈出 “琴瑟”，應合了篇題的 “聽琴”。結語：“出
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
且密也。”相當正面的肯定了學者善於琴瑟的態度與工夫。
第三段提筆忽轉：“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耳。”因爲更難得、更宜追
求的乃是：“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
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
③

（清）劉熙載：《藝概·文概》，第 ２８ 頁。
覽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二書》，知鞏深得歐陽之愛重：“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爲喜。”何以
“獨爲喜”？疑文章義理與風格最契近也。而所拈“宛轉”、“抒情”二種特色，非限所舉各文，實
廣被曾鞏絶大部分作品，即如《戰國策目録序》、《寄歐陽舍人書》、《南軒記》等，莫不如此，學者
檢閲細味自知。本文所徵引之曾鞏古文所據版本爲陳杏珍、晁繼周點校：《曾鞏集》，北京：中
華書局 １９８４ 年版，以下不再另行注明出處。
一謂“難能可貴”。
③ 此“難”殆兼有二意：一指“困難的境界”，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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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心，夫豈非難哉？”很明顯，這第二個“難”字的出現，拈出了一個更高深的
境界，它一方面相應了第一段的“難”；一方面又超越了第一段的“難” 。
合此三段觀之，明顯可以看出曾鞏行文的結構是：第一段拈出“六藝”
而慢慢歸結於禮樂，並肯定其間的力學修養是“難”的；第二段順著第一段，
益集中焦點述禮、樂，而終落實於琴瑟，一則拍合回題稱；一則也將第一段
旨趣更加發揮。第三段則突轉，拈出一更高深境界，同用一個“難”字，仿佛
與第一段相承相應，實則已然轉折，全然新意境矣。短短三段的結構層次，
不斷有推進，而此種推進，既相承又相轉；仿佛相承，實則相轉———此即蘇
洵所謂之“紆餘委備，往復百折”，亦明清古文評點家所謂之“開闔吞吐”。
第四段承第二段繼續闡釋古之學者如何 “役之於内外以持其心、養其
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能如此持
心養性，則“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
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令人驚異的是，在完全順理成章的闡述中，
了無痕跡的又將旨意翻轉———前段的“難”，至此變成了“易”。奇特的是，
這樣的翻轉卻是在完全承續前段旨意下完成的。换言之，完全的 “順承”，
竟也可以衍生出絶然的“逆反”，真可謂開闔吞吐之極矣！
第五段舉今之學者之弊：“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
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内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
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用同樣的“易”字、
“難”字，但旨意境界又已完全不同。蓋今之學者，其 “易 ”爲 “輕易 ”，則
“難”爲 “果難 ”、爲 “無可解之難 ”；而古之學者之 “難 ”，乃 “難能可貴之
難”，其中有推崇、贊歎之意，二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
末段回到自身，交代人事背景，點出作文之目的，蓋 “道予之所慕於古
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就文章韻味而言，亦平易真切、委婉有致。
綜合而言，本文實以“難”、“易”二字爲文眼，層層推進、層層回應，推進
回應中，既順且逆，既同又異，平淡至極，又波瀾至極，誠宛轉之能事矣。
①

（ 二） 《 齊州雜詩序》 （ 神宗熙寧六年，１０７３ 作）

此文甚短，可分兩段而已。首段指出齊地以朋比誇詐見於習俗，又多
獄訟，豪猾群黨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此種書寫，開門見山讓讀者
①

此“難”意謂更艱難的工夫與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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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曉齊人齊地的特質，乃自然想象下文該是何種與難治有關的緊張面貌？
然而第二段所寫竟非如此。曾鞏先以極含蓄内斂的筆法寫自己的政績：
“余之疲駑來爲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
囹圄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顯然似自謙而實自許，則固
已有宛轉之調。繼則順暢地轉寫邀朋引客的遊園以及唱和，蓋既然 “囹圄
多空，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自然可以與士大夫及四方賓客悠然
以遊。關於與衆同遊的書寫，曾鞏屬文清麗：“或長軒嶢榭，登覽之觀，屬思
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縱舟上下。”讀來已有悠邈之韻。但更值得注
意的是下文：
雖病不飲酒，而閒爲小詩，以娱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
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
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
秀人雄放瑰絶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邦也。 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
者得詳焉。

從作詩娱情，不妨爲拙者之適；到人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到衆人既喜作，
己尤不宜以己之陋而不彰宗工秀人可喜之辭。層層推進，似一切皆非己
願，但一切又都不能不爲，終則完全確立 “刻石並序”百分百的正當性。前
文所揭的“似自謙而實自許”，在此更爲含藏，卻也更爲鮮明，此真可謂吞吐
宛轉之精微表現。但妙則妙在，平易至極、順暢至極，多數讀者懵然不覺也。
（ 三） 《 贈黎安二生序》 （ 英宗治平四年，１０６７ 作）

黎、安二生爲蜀士，二人攜東坡書函至京師謁曾鞏。本文首段極稱二
生之文與才，並許爲“魁奇特起之士”，按理而言，此中不免多應酬性。但因
開首即直揭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末句又云：“蘇君固可謂善知人
者。”這種知友知交的情誼關係，自然而然淡化前述的應酬性，行文之間，隱
然已有些微迴還宛轉之趣味。
文章主體的第二段，寫黎生授官將行，乞言以贈。透過對話，引出篇旨
的“迂闊”。黎、安二生舉於斯文，里人笑以爲迂闊，故盼曾鞏贈言，俾其解
惑於里人。曾鞏聞之，自顧而笑。蓋 “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相較而
言，己爲大迂闊，二生爲小迂闊；二生持其言以歸，必重得罪於里人，非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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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而已。從黎生求教如何解迂闊、解里人之笑，到反視自己更迂闊、更不宜
贈言害其重得罪。就層次而言，既是對於 “迂”此一焦點的相承相應，卻也
同時呈現宜否贈言的相對相逆。下文自己設問，翻進一層：若謂己之迂爲
善，則不免擔憂二生因己之勉而重得罪里人；若謂己之迂爲不善，但遷就里
人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又不能因此誤導二
生“違古合世，離道同俗”，完全背離一介儒者的志業。至此，對應於前述的
“相承相應”與“相對相逆”，似乎又展示了更深層、更複雜的既相承又相逆
的關係。吾人若能細辨體察此中行文的層次與義旨的承、變，自能感受曾
文特殊的“宛轉”韻致。曾鞏書寫至此，結尾自然是順此而勉二生，故其言
“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也因之，終完全坦然無
惑的“遂書以贈二生”。但最令人擊節贊嘆的是，出乎意外竟有這樣的結
句：“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幽默之外，又是一層翻進變化，誠極吞吐迴環
之趣，妙不可言矣 ！
①

（ 四） 《 王無咎字序》 （ 仁宗慶曆元年，１０４１ 作）

宋人頗有應人之請，命名字而叙其緣由者，故宋文“字序”、“字説”之作
甚多，蔚爲宋文新體 ，本文即屬此類作品。文章首段提出一個很别致、卻
也很真切的觀點，説道：“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
己之辭。”它和人的行爲最不同的是，“行”必須是表裏如一，是不可以 “假
借”的。一個人名忠名義，人們不會因之就求其必忠必義，責其不然，因爲
②

前揭王水照之文，曾舉此文爲“斂氣蓄勢、藏鋒不露”之例，並説：“他没有正面駁斥‘迂闊’之誣，
卻拈來這二字，作了三層轉折：自己亦‘迂闊’，‘迂闊’比二生者爲甚，‘迂闊’之善與不善。委
婉曲折、吞吐抑揚之中微露勃鬱之氣。”
字説、字解、字辭、名説、名序等備爲一體，謂：“按《儀禮》，士冠
②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説》將字序、
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辭。”以爲字説、字序一類文體淵源於古禮，其文旨在傳達“丁寧訓誡之
義”。惟字説、字序在宋以前罕見，南朝沈約《冠子祝文》殆最早之作，迄唐始有劉禹錫《名子
説》，而至宋則蔚然多見（請參高步瀛：《文章源流》，收入余組坤編《歷代文話續編》下册，南京：
鳳凰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從現存作品來看，宋人字序首見於柳開、石介、穆修一輩，如柳開《河東
先生集》存録爲進士高本、書生焦邕而作的《名系并序》、《字説》。歐陽以降，漸多所見，隱然成
風，並展現多元風貌格調，如歐之《鄭荀改名序》、《章望之字序》、《張應之字序》、《胡寅字序》、
《尹源字子漸序》等，悉從對象名字引申、説明，帶出勉勵、訓誡之意；而蘇洵《仲兄字文甫説》特
生發出一段風水相遭之精彩議論，《名二子説》則概括蘇軾、蘇轍二子性格，交代爲兩人命名的
由來，寄託爲父者的期望與擔憂；至於蘇軾，撰有《江子静字序》、《張厚之忠甫字説》、《楊薦字
説》、《文與可字説》等篇，後者又爲字序寫作翻出一層新貌，以問答形式爲之，口吻貌似莊重，實
際富含理辯、諧謔之趣。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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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名”只是“假借”而已。但若謂一個人其行 “曰忠與義”，那麽人們就
會“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 ”。曾鞏在首段，確定了 “名 ”與 “行 ”的不
同———“名”可以不符實，“行”卻不可以不符實。
“名”與 “行 ”要求之不同既已確立，至第二段，行文一方面仍扣住
“名”、“行”闡述；一方面卻開始有了往復迴還的辯證：第二段起筆就以“然
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開始轉折，然後分析説人所以 “欲善其名
字”，實在也是緣於“愛其身”的緣故。但若 “愛其身而不善充之”，那就如
同説“以聖賢之道，假借其身而已”。世上没有比這樣對己身“不誠”更嚴重
的事；由是，哪裏能説是“愛其身”呢！這還不如在名字上不求出色，但在行
爲上努力出衆以愛其身，所以聖賢之道終究歸諸於身，並且始終認爲愛其
身做得不够。世上太多的人都能 “善其名字”，卻未嘗都能 “善其行”；“有
愛其身之心”，卻反求於身如此輕忽，真是可嘆！
上述文字幾乎是原文的翻譯，其中一層接一層卻又往復迴環的辯證是
很清楚的。
末段先承第二段説道“字雖不必求勝”，但依古禮，字“亦未可忽也”，則
無咎之請存乎古禮，雖欲拒又安得拒？自己遂就無咎之名而 “爲之字曰補
之”，並且強調，自我勉力補自己之所不至，乃顔淵爲學的中心旨意。曾鞏
在此的語調極委婉，寫法亦仍是一層一層推進，但不僅把爲無咎命字一事
充分合理化，甚且提升到極有莊嚴意義的地步，讓人見識到如此宛轉卻又
如此有力的書寫工夫。最後 “以顔子之所以爲學者期乎己，余之所望於補
之也。假借乎己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作結，完全拍合符應到第
二段的旨意，讓全文的結構嚴密無隙。
（ 五） 《 墨池記》 （ 仁宗慶曆八年，１０４８ 作）

本文殆可分兩段，首段以王羲之學書之事爲焦點，圍繞且逐層推叙之；
次段交代作文緣起，並推求主人心意。
起筆從點畫墨池的地理位置開始，已有逐層推叙之趣：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 新城之上，有池
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

結句不曰“王羲之之墨池”，而以前揭所見二句作結，益增宛轉延宕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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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即順羲之之拈出，推出：
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迹，豈信然邪？

其下再推想一層：
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娱其意於山水之
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

其下續推想：
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
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

經此連番推想，乃托出結論：
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

第二段先交代作記緣起：
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
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

其下則又推想：
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
亦欲推其事以勉學者邪？

末乃順此作結：
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
來世者如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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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此文可知，前後兩段，意涵不同，但皆以“推想”成文則同，此其一；
兩段結尾，“深造道德”與“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旨意實同，此其二。是則
兩段之間，承中有轉，轉中有承，固可見其宛轉之致也。再者，兩段分别觀
其文句内在肌理，則每一句組之間皆是相承相接而來，但自 “荀伯子 《臨川
記》云也”的盪出一筆開始，其下每一句組之末句皆以反問句爲之，既續有
盪出之致外，由於是“反問”，復更生委婉轉折之韻。吾人明乎此，當可深體
此文宛轉之貌，亦知其所以形成，乃與自始至尾反問的安排有極大關
係———這一點也造成《墨池記》較另類的宛轉表現 。
有關曾文宛轉之風貌，姑舉上列五篇作品析述之，以見一斑。事實上，
曾鞏古文莫不宛轉，觀下文述其抒情格調者仍可爲證也。
①

三、特質之二：抒情
（ 一） 《 送王希字潛之序》 （ 仁宗慶曆六年，１０４６ 作）

此文著重在寫兩人情誼之美好。文章自慶曆三年初遇寫起：
始其色接吾目，已其言接吾耳，久其行接吾心。

時序推移之中，極言愈久而潛之其人、其言、其行愈可愛慕。而後寫四年之
間三聚，遂詳述同遊之樂：
與之上滕王閣，泛東湖，酌馬跑泉。最數遊而久乃去者，大梵寺秋
屏閣。

其下以精緻之筆描繪秋屏閣周遭山水之美，帶出：
①

前揭王水照文曾以《宜黄縣學記》爲例説明曾文講究“每一小段的結句”，並説：“這些收句，一
方面總結本段文義，使文氣能直貫而下；另方面又全以詠嘆語調出之，兼收停頓舒展之功，避
免一瀉無餘之弊。”又説《墨池記》：“在每層意思之末，幾乎都用設問句或感嘆句……這樣，即
使在布局謀篇上並無出奇制勝的地方，但全文誦讀一過，仍覺味淡而甘，掩抑多姿而非‘直頭
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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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覽登之美窮于此，樂乎，莫與爲樂也。 況龍沙章水，水涯之陸
陵，人家園林之屬於山者莫不見，可見者不特西山而已，其爲樂可勝
道邪？

甚且，不唯“與潛之遊其間，雖數且久不厭也”；又 “將奉吾親，託吾家於是
州，而遊於是，以歡吾親之心而自慰焉”。很顯然，曾鞏乃藉極寫從遊之樂
（數且久而不厭；又將奉親託家於此 ），以彰顯二人情誼依依款款———遊
與景一層遞進一層而寫，情則隨此層遞而愈見濃郁；而更增添無限情味的
是：奉親託家以來的願望終究未能實現，旦作夜息之間卻無時或忘 （轉
折）；而潛之又遽去 （再轉折 ）。“其能不憮然邪？”悵惘之情真無言以形
容矣！
次段 （即結段 ）先叙潛之將去 ，以書來求贈言 ；繼則展開其思量
推敲 ：
使吾道潛之之美也，豈潛之相望意也？使以言相鐫切邪？視吾言
不足進也。

此種寫或不寫的思量推敲，增添了文章吞吐夷猶、宛轉曲折的韻致。下句
既承此又轉而曰：
視可進者，莫若道素與遊之樂而惜其去，亦情之所不克已也，故
云爾。

進一步強化了首段已然昭示的情好，並因此確定當應其請。結尾祝福潛之
去而之京師，必光顯；其下再一轉云：
光顯者之心，於山水或薄，其異日肯尚從吾遊於此乎？ 其豈使吾
獨也乎？六年八月日序。

真是繾綣情誼，唱歎回盪，餘韻嬝嬝不盡。
綜觀全文，一路委婉迤邐叙寫，間則穿插轉折，把對潛之之情寫得摇曳
生姿，令人體會極深又玩味不盡，通篇不用誇張顯豁語，自然情真意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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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難得，真可謂抒情之化境，與歐陽格調氣韻極端相似 。
①

（ 二） 《 學舍記》 （ 仁宗至和元年，１０５４ 作）

本文自表面上看來，似無與乎抒情，實則爲感嘆極深之作。
首段詳細寫身世之艱，先自“幼時受書而方樂嬉戲，故不知好”寫起；十六
七時“雖知好，而家事滋出”。此下以細筆分别寫自己“涉世而奔走”、“單遊
遠寓，而冒犯以勤”、“經營以養”、“遘禍而憂艱”、“皇皇而不足”等等迫窘之
狀，遂至“力疲意耗”，加以多疾，故“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粗也”，“挾書以學，
於夫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亦“不得專力盡思，琢雕
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綜此種
種，自不能不“自視而嗟也”。文章透過：自不知好書至其後雖好書而無以專
心致志以學的轉筆，再接續以種種迫窘之狀的排比而下，最後托出終究學不
精、能不足的結果，令讀者感同身受，結句的“自視而嗟”因之備覺深切有力。
次段寫自我“侵擾多事故”之情況益甚，“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
學”。學舍既卑且隘，卻自覺甚宜，蓋卑且隘者適足以見己之 “勞心困形以
役於事者”，而“卑巷窮盧，冗衣礱飯，芑莧之羹，隱約而安者”，亦正可以自
期“遂其志而有待也”。於今而後，自當時時自惕“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
至”，以及平生所好慕之文章，“爲之有不暇”。至此，前段深切之嘆漸染一
層自知自適的幽默、豁達，情味亦因之由沉鬱轉清朗；結句“歷道其少長出
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清晰呈現了自我期勉的意思。
綜結而言，本文特殊的是，就題目觀之，原本通篇屬説理性質的文章，
①

姑舉歐陽修《李秀才東園亭記》爲例，其文云：“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
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
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
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
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
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
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
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其溜，
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
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見（宋）歐陽修著，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下册，第 １６７０—１６７１ 頁。）歐、曾二文雖文體不同，内容亦有異。然
同用追憶筆法；同樣於親有細膩體貼之心；同樣對時移日異後，人事變遷，致此情此景難再，流露
無限唏嘘；同樣於文末明著作文日期以寄言外之意；而全篇因上述種種而不斷歎惋之氣韻筆調
尤相似相應。學者細玩，當可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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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寫成感慨自勵的文字，而情味從無限悵惘感歎到平静以對，不忘自勉，
特有曲曲折折，緜緜邈邈之致。
（ 三） 《 劉伯聲墓誌銘》 （ 神宗元豐三年，１０８０ 作）

歐陽修墓誌銘，極以交情感慨成文，此前人之公論 。曾鞏此文，機杼
頗有取於歐文，而尤與《黄夢升墓誌銘》相似。起筆先述二人初識，並點出
彼此性相近處：
①

慶曆之間，余家撫州。州椽張文叔與其内弟劉伯聲從予游。余與
伯聲皆罕與人接，得顓意以學問磨礱浸灌爲事，居三年乃别。

述二人皆罕與人接而樂以學問磨礱浸灌爲事，則固不僅彰顯二人習性相
近，甚且因“本罕與人接”而竟樂處三年，自亦凸顯二人相知相惜之情甚篤。
其下略綴數筆，記二人再會於京師 “年益壯，學日以益”。而後再述其校書
史館時，二人頻相往來，“飲酒談笑，道舊故相樂也”。文章叙寫至此，二人
殆三次聚首———機杼與歐陽《黄夢升墓誌銘》極相似 ，蓋皆自二人初識相
②

歸有光論《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淋漓之色，悵惋之致，悲咽之情，種種逼人。”論《黄夢升墓誌
銘》引徐文昭曰：“從生平交游感慨爲誌，令人可歌可舞，欲泣欲笑。”論《張子野墓誌銘》：“工於
寫情，略於序事，極淋漓騷鬱之致。”餘若茅坤、孫琮、儲欣、吕葆中、浦起龍，均有相同論述，兹不
贅引。上揭歸有光之評歐陽文，轉引自洪本健編：《歐陽修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５ 年
版，中册，第 ５４７ 頁。
“予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
② 兹節録《黄夢升墓誌銘》供參：
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
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
陵，遇之於江陵。夢升顔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嘘嚱，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
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
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
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
之，博辨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
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
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
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
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
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予嘗讀夢
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
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葬。孰與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
爲夢升而悲。”（見（宋）歐陽修著，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中册，第 ７５５—７５６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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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寫起，而以親人乞銘爲結，惟歐陽文波瀾揮灑，情感激越；曾文則抑制含
藏，情韻緜邈，是其略異耳。按，上述三聚，皆可謂樂，而突下一筆：
伯聲未老，然以疾故，亦衰矣。

光采明亮的歡聚場景之後，隱然有黯淡的轉變透出。其下果然：
既而余去京師而東，更七州，至於亳。伯聲子之美來告曰，伯聲死
八年矣，將死時，命之美屬余銘。

歡聚相樂之景猶在耳目，孰料一别竟成死别！全文雖無隻字痛切語，而讀
者自然能髣髴其痛切。而伯聲臨終之言曰：
葬而不得余（鞏）銘，如不葬也。

固充分見證二人相知相契之交情。曾鞏最後説：
余惟伯聲始從余游，至今三十年，見其少壯，至於有疾而衰，與之
故最久，於其死而託銘於余，故不得而辭也。

表面上看來，似乃不得已而作，其實是“非作不可”。而此非作不可的動力，
其實亦非伯聲託銘，實乃二人既久且深的情誼有以致之———此爲二人彼此
皆認定之事實。
吾人閲讀曾鞏類似的文章，必須細體：力求含藏制約，不作強烈語，殆
其持守之典律，而古井無波之底層，實自有其内心真誠的波瀾起伏。明乎
此，續讀本文次段，雖歷數伯聲其人格、其世系、其家人，宛然與一般墓誌銘
體例無異。然反覆咀嚼“與人游，見其一善，若恐不能及；見其一失，若恐不
能拔。其篤於誼如此。讀書有大志，慨然欲有爲者也。少孤能自立，尤貧，
然營疏屬之葬、孤姪之嫁娶，忘其力之不足也。數以進士薦於鄉，卒不合”
之文字，卻别有慨然歎賞惋惜之情在，固非無因。
在此可以附帶一述的是 《張久中墓誌銘》（仁宗皇祐元年，１０４９ 作 ）。
文章第一段交代二人如何相識。一如前文，先説 “予蓋未嘗識君也”，再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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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二年，過予之所居臨川，始識之”。則“識其人甚明”的旨趣便鮮然流露，
由是，下文對久中其人的描繪便具高度可信度。但本文最值得玩味的是下
文兩段。以體而言是純叙事———如第二段先交代久中尤稱者爲張賁，而以
爲年少可進以學者則爲陳惇；其下轉寫久中於畏友與衆友的差别原則：於
畏友，則“喜窮盡其得失，其義足以正之，而其直未嘗苟止也”；於衆友則“尤
温以莊，不妄與之言。與之言，必隨其材智所到，不病以其所不爲”，“故君
之友皆憚其嚴，而喜其相與之盡。衆人之得君游者，亦皆喜愛而未嘗有失
其意者”。再如第三段，叙久中幼孤，養於兄嫂，“婦能以姑之禮事吾嫂者，
可以爲吾婦矣”，而終亦無婦。但叙事之中，特拈陳惇，叙久中卒，其弟以力
不能，將獨負君之骨以歸。時陳惇方以進士得出身，約久中之弟曰：“吾忍
不全歸吾友邪？明年吾得補爲吏，力能以君之喪歸。”曾鞏如此叙寫，透露
了他内心深刻的感動，於是細品的讀者，不僅感動於陳惇對久中的至誼，也
因隱約體察到曾鞏内心未明言的感動而加長加深了自己的感動。事實上，
曾鞏的感動在第三段中有較明顯的透示，試看這樣的文字：“予嘗視惇與君
之相從，憂窮齟齬，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久矣，其
有之，或非此也。然則君之事，其有取於世教非邪？”在狀似“載道”的底層，
其實是情感無限的讚歎！
吾人因此可知，曾文的抒情是極制約含藏的，在叙事與説理的底層，往
往有深刻情懷的流露，非耐心咀嚼者，或不易窺而得知 。
①

（ 四） 《 二女墓誌》 （ 神宗熙寧十年，１０７７ 作）

但前述曾文抒情的特質，若遇自身骨肉夭亡之書寫則幡然而易調。其
《二女墓誌》文極精省，起筆即痛切之辭：
予校書史館凡九年，喪女弟，喪妻晁氏及二女。余窮居京師，無上
下之交，而悲哀之數如此。

次段寫慶老生三歲而夭，有如下動人的文字：
①

此爲曾文與歐陽文抒情方式略異之處。大要而言，歐陽情語極濃而多，曾文則致力求平淡、
平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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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時，吾妻晁氏病已革，慶老病未作之夕，省其母，勉慰如成人，
中夕而疾作，遂不救，蓋若與其母訣也。

對慶老言行的描寫，增強了讀者的悲感———如此敏慧、體貼、善良的小女
孩，何以倏爾夭亡？至於興老，二歲即夭，曾鞏未作任何描寫，這可能仍是
基於他含藏制約的“書法”———畢竟讀者因慶老之夭而興的悲感仍嬝嬝未
絶，則於興老不作任何語，反益增回盪情韻。最使人歎爲觀止的是，曾鞏於
下文寫道：
是時，余方鎖宿景德寺，試國子監進士，不得視其疾、臨其死也。
二女生而值予之窮多故，其不幸又夭以死，所謂命非邪？

陡然拉高了悲哀———“不得視其疾、臨其死也”，對一個父親而言，何等殘
酷！而二女生值其窮多故，死竟以夭，又怎不令人無限唏嘘！
《二女墓誌》是曾文中情感流露最直率者，而對這種生命中最悲苦、最
不堪的事件，直率流露，恐怕纔是最真誠、最符人性的方式吧！
（ 五） 《 懷友一首寄介卿》 （ 仁宗慶曆三年，１０４３ 作）

曾鞏與王安石爲知交，固世所熟知。按，安石有《同學一首别子固》，其
中云：“子固作《懷友 》一首遺予。”即此文也。本文首段先強調師友的重
要，謂：
孔子之師，或老聃、郯子云；其友，或子産、晏嬰云。師友之重也，
聖人然爾，不及聖人者，不師而傳，不友而居，無悔也希矣。

次段即寫自己“予少而學，不得師友 …… 皇皇四海求若人而不獲”的焦慮。
第三段拈出介卿（安石），謂：
自得介卿，然後始有周旋儌懇摘予之過而接之以道者，使予幡然
其勉者有中，釋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使得久
相從居與游，知免於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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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忻雀躍之情，了然可見。而如此益友，得之甚艱，則一旦相離，其悵然爽
然之情，必揮之難去，下文固云：
介卿官於揚，予窮居極南，其合之日少而離别之日多，切劘之效淺
而愚無知易懈，其可懷且憂矣。

藉二人仕分處懸遠兩地，無以切劘，而憂自身之無知難以改進、懼自身之易
懈難以加勤，對介卿之懷念乃因之益增———在此，我們清楚看到安石在曾
鞏心中是怎樣的一種益友形象，而他對安石的敬愛之情，又是何等強固厚
實！結語云：
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介卿家。

通常信是寫給他人的，自己不收藏，這裏卻説，特别抄寫二份，一份寄給安
石，希望他收好；一份自己珍藏。二者都以 “不言而言”的方式呈現了曾鞏
對王安石那份特殊崇仰、珍惜的情感；尤其“自藏”的舉動，仿佛留下一紙永
恒的見證，見證他們這份始終不渝的真摯友情。
《懷友一首寄介卿》自始至尾不做聳動語、不修富麗辭，只是一逕樸質
平易、娓娓道來，但其“懷”之深、其“情”之切，如出地之泉，汩汩流出，吾人
用心品讀，自可體會。

四、結

語

經由上文所述，可知就“宛轉”與“抒情”二端言之，曾鞏古文之美感特
質確與歐陽若合符契，視爲歐陽嫡傳自無不宜。惟歐陽特鍾抒情，即如叙
事之篇亦率皆抒情，《瀧岡阡表》、《黄夢升墓誌銘》、《釋秘演詩集序》、《釋
惟儼文集序》、《蘇氏文集序》、《送楊寘序》、《謝氏詩序》、《梅聖俞詩集序》
等皆可爲證 ；而曾鞏則特重宛轉尤過抒情，其中輕重似略有别。除此之
①

①

學者於此，可參拙作《歐陽修“詩文集序”作品之特色及其典範意義》，載於《臺大中文學報》第
期，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第 １１１—１２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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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曾鞏重心性之學，故猶有 《宜黄縣縣學記》、《筠州學記》、《清心亭記》、
《梁書目録序》等作，且爲朱子所深賞，則歐、曾二人，固一多文學氣質，一多
道學氣質，又爲其異也 。
①

（作者單位：臺灣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

①

首先，曾文多道學氣質，爲識者所共認，故朱子特賞曾文。文章所引《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關
注持心養性；《贈黎安二生序》堅持不違古、不同俗、不離道；《王無咎字序》強調善其行、愛其身；
《墨池記》歸結乎深造道德；《學舍記》講求學至進道；凡此都有嚴正的義理在。其次，本文所舉
宛轉 ５ 篇，寫作時間早者仁宗慶曆元年（１０４１），晚者神宗熙寧四年（１０７３）；抒情 ５ 篇，早者仁宗
慶曆三年（１０４３），晚者神宗元豐三年（１０８０），而鞏生於真宗天禧三年（１０１９ ），卒於神宗元豐六
年（１０８３），諸篇寫作年代可謂自成人以至老，跨其一生，固可證此二特質乃其一貫風格。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Ｚｅｎｇ Ｇｏｎｇｓ
Ｇｕｗｅ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Ｏｕｙａｎｇ Ｘｉｕｓ
Ｈｏ Ｃｈｉｐｅｎｇ

曾鞏 ｇｕｗｅｎ 古文 （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ｔｙｌｅ ｐｒｏｓｅ）ｉｓ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 ｔｏ Ｏｕｙａｎｇ Ｘｉｕ 歐陽修 ａｎｄ ｉｓ ｗｅｌｌ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ｔｏ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ｈｉｓ ｒ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Ｅｒａ （１９１２ １９４９ ）． Ｉｎ ｓｐ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 ｌａｃｋｓ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Ｚｅｎｇ Ｇｏｎｇｓ

Ｚｅｎｇ Ｇｏｎｇ 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 Ｏｕｙａｎｇ Ｘｉｕ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ｔｙｌ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ｕｙａｎｇ

，

，
ｏｆ ａｌｌ，ｔｈｅ ｔａｃｔｆｕｌ ａｎｄ ｗａｎｚｈｕａｎ 宛轉 （ｅｕｐｈｅｍｉｓｔ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

Ｘｉｕｓ 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ｔｙｌ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ｔｗｏ ｍａｉ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ｌｙｒｉｃａｌ ｔｏｎ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ｆｉｖ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Ｚｅｎｇ Ｇｏｎｇｓ ｇｕｗｅｎ

，

“Ｘｉａｎｇｇｕｏｓｉ ｗｅｉｍｏｙｕａｎ ｔｉｎｇ ｑｉｎ ｘｕ”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Ｚｉｔｈｅｒ Ｍｕｓｉｃ ａｔ Ｘｉａｎｇ Ｇｕｏ Ｔｅｍｐｌｅ），“Ｑｉｚｈｏｕ ｚａ
ｓｈｉ ｘｕ ” 齊 州 雜 詩 序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ｏｆ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Ｐｏｅｍｓ ａｔ Ｑｉｚｈｏｕ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Ｚｅｎｇ Ｌｉ Ａｎ ｅｒ ｓｈｅｎｇ ｘｕ ” 贈 黎 安 二 生 序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ｗｏ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Ｎａｍｅｄ Ｌｉ ａｎｄ Ａｎ ａｔ Ｐａｒｔｉｎｇ），“Ｗａｎｇ Ｗｕｊｉｕ ｚｉ ｘｕ”
王無咎字序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ｏｎ Ｗａｎｇ Ｗｕｊｉｕｓ Ｃｏｕｒｔｅｓｙ Ｎａｍｅ），ａｎｄ “Ｍｏ ｃｈｉ ｊｉ”
墨池記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Ｉｎｋ Ｐｏｎｄ ）ａ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Ｚｅ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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