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蘇軟的射獵詩
此外’詩中也流露着蘇鞍初入仕
蘇串式素來都很關心邊防問題，而

途’滿懷壯志的心情。例如：

有立功邊庭的抱負。因此，射獵對他
來說，並不只是爲了享樂而已’他曾
在其中一首射獵詩中寫道：「戌兵久
閑可小試’戰鼓雖凍猶堪撾。」（《司
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胎動左藏以
其徒會獵園下》）認爲可把射獵活動視
作行軍演習的訓練。蘇鞍的射獵詩
共五首：一首寫於鳳翔’屬初入仕途

但作爲地方的「閑官」爲之，就可免
於賦客的「嘲諷」了。蘇拭當時簽判

戌兵久閑可小試’

鳳翔’「簽判」是「簽書判官廳公

戰鼓雖凍猶堪擷、。

事」的簡稱’是知府的助理官’尙未

雄心欲搏南潤虎’

被朝廷重用’所以自稱爲「閑官」。

陣勢頗學常山蛇。
「戍兵」

此外’詩中也寫了打獵以後’賓

都久已不用’正

主置酒飮宴的情況。在「鞍掛雄兔肩

可藉此作一次操練。而作者的「雄

分」的情況下’因爲「徒手曉出歸

心」尙在’欲搏南潤猛虎；陣法未

滿車」’收穫豐富’賓主便都夜飮狂

疏’猶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

歡。「僚毛耀肉不暇割’飮唤直欲追

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相應’用之

羲鍋」’他們大杯酒大塊肉’苑毛飮

於射獵，情況便是：

血’直追遠古時代°在歲暮農工已畢

時期的作品；兩首寫於密州；兩首寫
於徐州，屬第一次外任期的作品。五
首都寫在賭官黃州之前’都表現了

陳永謙

之時’賓客雖不盡是達官貴人’但都

蘇鞍少壯時期欲建功立業的情
志。

霜乾火烈聲爆野，

寫在鳳翔的是《司竹監燒葦園因召

飛走無路號且呀。

都巡檢柴胎勖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

迎人截來砉逢箭’

這首詩寫在深冬時節，在司竹監燒葦

避犬逸去窮投置。

是佳客。「酒酣上馬去不告’獵獵霜
風吹帽斜」’酒酣上馬’乘着獵獵霜
風歸去，寫來何等灑脫豪邁。全詩也
在此收筆。紀均說：「一路如駭馬之
下坡，須如此排若盤旋’方收得

園之後’蘇較會同都巡檢柴胎勖左藏

住。」（注一）這話是不錯的。

及其部衆一起到葦園狩獵。其時蘇較
正簽判鳳翔，創作上屬發现期’事業

在士兵配合陣法的圍捕下’園下動物

寫作手法方面，全詩主題是射

上則初入仕途’雄心壯志’溢於言

走投無路’所遇均是箭矢網羅，只得

獵’但作者卻不在開始時即寫狩獵情

「號且呀」’大叫起來了。從中可見

況’他先寫燒葦園’再寫狐兔百獸’

蘇鞍對自己遣兵調將能力的自

一直到第十二句才點題說射獵的收

負°正因爲他有着雄心壯志，又以射

穫’再寫狩獵時的情況。由『巡邊將軍

獵爲練兵之方’所以「擊鮮走馬殊未

在近邑』起至『避犬逸去窮投置』，連續

厭’但恐落日催棲鴉」。他對射獵樂

十 句 ’ 一氣直下，氣勢迫人。然後略

而不疲，所恐怕的’只是時不我與而

汗感慨’再寫賓主歡宴’閑官自樂’

已°

最後以酒酣乘馬歸去收筆，抑揚有

表
詩的開端，寫完火燒葦園後’接
着說：

枯樣燒盡有根在’
春雨一洗皆萌芽。
這首詩表面上是寫射獵情景’內

致’張驰合度’使人歎爲觀止。全詩

寫燒葦園而連及枯樣的根不死’遇春

裏卻透露着作者的心情意念’「言爲

起如平湖，繼而潮浪激满’再而漸歸

雨而再生’這正是絕處逢生’生生不

心聲」’豈其非耶？蘇試那放礦自

平靜’收筆則如黃昏’情味無窮。

息的思想表現。他寫園中動物以黃狐

得’隨遇而安的人生觀和飄逸瀟灑的

老兔的狡捷’和稱雄百獸的矜誇’卻

氣槪’在詩中也有所表現。例如：

作者在點題之前’正如王文誥所
說：「分三層寫出’如溪流曲折」。

「年年此厄竟不悟，但愛蒙密爭來

野人來言此最樂’

(注二）這正是蘇詩的習慣寫法。他

家」’因爲喜愛園中草木蒙密的環

徒手曉出歸滿車。

總愛將視線拉闊’不拘束於主題，常

境’而紛紛爭着來園中居住，竟不悟

二句寫射獵之樂’而射獵是久遭賦客

在點題之前’先用其他事情引入，再

此園年年被燒’而冒險棲之。這是蘇

諫疏’視爲「淫奢」的事’故王者爲

逐步展示主題。他喜歡隨意之所至’

鞍對園中動物的感慨。但屢遭厄運而

之’或有顧忌。

自由發揮’如「萬糾泉源’不擇地而

不悟的’又豈止是「黃狐老兔」和

豈如閑官走山邑’

出」’這種風格在詩中也是表露無遢

「賣侮百獸」呢？

放曠不與趨朝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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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常山回小獵》與《和梅戶曹會獵
鐵溝》是同時之作 > 寫 於 熙 寧 八 年 十
月’知密州任上。當時蘇輯祭祀常山
回來’在鐵溝附近習射會獵。著名的
《江城子•密州出獵》詞也是作於這
時。劉乃昌說：
自『遣淵之盟』以來，北宋每年
要向我國境內西北邊廷的遼和
西夏政權納幣求和’這種妥協
政策，反而助長了遼、夏統治
者侵擾中原的凶焰。熙寧時期
神宗派王韶經營河達(今靑海
甘肅一帶）’以抗御西夏，在
蘇車式這首詩的前一兩年’王韶
進取河達連續取得了一些勝
利。關心西北防務的蘇較，在
這種形勢鼓舞下，於這首詩中
描寫了馳馬射獵的英武場面，
表達了自己爲國效力疆場的雄

二句承前射獵旣畢’歸途中回望翠綠

《和梅戶曹會獵鐵溝》和《祭常山回

的山峯上白雲飄飄’何等逍遙自在！

小獵》雖是同時之作，但旨趣不同。詩

「歸來」句承前句而來’言旣歸而滿

中比較重要的訊息是讓我們知道蘇較

身紅葉，意境幽美’極富詩情。「翠

是一個有爲的地方官，對爲患密州的

Jl^」、「紅葉」’設色淸麗，脫俗恰

盜賊曾加以打擊。詩中也譲我們看見

人’可謂麗句。這兩句與前四句相

蘇試好開玩笑的一面，現略分析如

比，由緊張激烈的氣氛一轉而爲幽美

下。詩中首二句云：

寫意的情景，恰好成一強烈對比。一

山西從古說三明’

剛 一 柔 ’ 一張一驰’如暴風急雨’忽

誰信儒冠也捍城。

轉平靜’正是「卷地風來忽吹散，望

首句用《後漢書》〈段穎傳〉贊「山西多

湖樓下水如天」

丨二十七日望湖

猛’三明儷縱」的典故，以古時山西

樓醉書五首》之一）一般的意境。將摘

. 的 勇 士 事 蹟 領 起 。 次 句 說 無人會信讀

碼的氣勢收歸畫意詩情，轉折自然順

書人也能保衞地方’從反面說出，更

暢’讀之不覺突兀’這正是蘇詩的一

見蘇輔的自負。因爲在當時’蘇輔作

大藝術成就°

爲一個讀書人，確實曾「梟數盜」。

注三

末二句云：

這段文字說明了這兩首詩的寫作背景
和《祭常山回小獵》一詩的寫作動機和
主要內容。但是，I這兩首詩尙有可言
者，現分述如後。
《祭常山回小獵》前四句云：

靑蓋前頭點自旗’
黃茅岡下出長圍。
弄風驢馬跑空立’
趁兔蒼鷹掠地飛。

-

(注五）故三、四句云：

聖明若用西涼簿’

竿上踪鯢猶未掩’

白羽猶能效一揮。

草中狐兔不須警。

這兩句用西涼州主簿謝艾事。査注

這兩句點題。第三句承上文「捍城」

云：

而來，謂雖然「近梟數盜」，但是盜
艾本書生也，善能用兵，故以

賊尙未肅淸，無暇打獵，故第四句承

此自比。若用拭爲將’亦不減

上文謂草中的狐兔不用害怕了。

謝艾也° (注四）
這兩句與〈<3工城子•密州出獵》詞中：
酒酣胸膽尙開張。鬢微霜，又
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瑪

這四句看出蘇較雖身在打獵’但
心中仍擔憂着州中事務’反映出他是
一個盡責的知州。
後四句說：

唐7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
首二句寫出獵時的壯觀場面。與蘇$式

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獵》詞中：「錦帽紹

用意相近’都表現了對立功邊塞’驅

裘’千騎卷平岡。」意趣相同’氣勢

逐胡虜的抱負’也表現出對自己調兵

雄偉°後二句言射獵時情景’驢馬疾

遣將，作戰沙場能力的自信。與《司竹

馳’蒼鹰趁兔’ R十四字，已將會獵

監燒葦園……》詩中：「雄心欲搏南潤

時的驚險場面寫出，令人絕倒。

虎，陣勢頗學常山蛇。」二句意趣相

東州趙捜飮無敵’
南國梅仙詩有聲。
不向如皐閑射雜’
歸來何以得卿卿。

這首詩起句便點題，五首射獵詩

同’遙相呼應，而此詩尤爲明顯。我

詩中蘇較自注云：「是日惟梅、趙不

中R有這首如此，唯從中可見蘇詩

們再看作者簽判鳳翔時寫的「近買紹

射。」細推詩意’他是用「先揚後

「不拘一格」的創作特色。詩中五、

裘堪出塞，忽思乘傳問西探。」《九月

抑」的手法與梅、趙二人開玩笑。蓋

六句云

二十日微雪懷子由》二首）更可見蘇鞍

先稱讃二人之酒量詩才’後取笑他們

回望白雲生翠嫩

自少及壯，那立功邊庭的抱負是

不打獵，則歸去時便無以使妻子破顏

歸來紅葉滿征衣

沒有改變過的。

歡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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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獵歸來’將收穫和着各種調味
品，弄一頓豐富美味的飯菜。「歸來
仍脫粟’•豉煮序蓼」二句’將打獵
的情景收歸平淡的日常生活’從中彷
熙寧十年，蘇較改知徐州。任

蘇試之所以「長悄悄」’正是爲了徐

彿透露了蘇輯對這種閑適自在的生活

內，他又寫了兩首射獵詩’都是同時

州事務而憂心，並不是一般的傷春悲

的徵往。

之作。《人日獵城南會者十人以身輕一

秋而已。大概在水患旣息，他才有暇

鳥過槍急萬人呼爲韻拭分得鳥字》是寫

來打獵，所以詩中接着便說：

於人日，也就是元月七日。其時’蘇

誰拈白接羅，令跨金顆裹。

全詩至此而筆勢一轉’引出了雷
勝將軍的事蹟°詩云：
何似雷將軍，兩眼霜鵲咬。

串式與另外九人同射獵於城南’十人以

至此才正式點題。而一個「誰」字’

黑頭已爲將，百戰意未了。

「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爲韻’

下得彷彷彿彿’如夢初醒’漸漸從長

馬上倒銀瓶’得兔不暇琼。

各自作詩，而他分得鳥字，故此詩就

期的憂'腊中轉向射獵之樂’可謂一字

少年負奇志’蹭瞪百憂繞。

用了「篠韻」來寫了。另一首題曰

爭奇。接着云：

寥寥八句’將雷勝的外表、經歷、豪

官雷勝得過字代作》’則當天雷將軍分
得「過」字’由於他是武將，未必能
文’故蘇鞍替他作了這首詩。現分述
如下。
(A曰獵城南……》首二句云：

氣、遭遇完全寫了出來。蘇鞍在«1會
東風吹濕雪’手冷怯淸曉。

詩序》中曾對雷勝有所介紹，其言曰：

忽發雨鳴髓，相趁飛紀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

放弓一長D肅’目送孤鴻橋。

官’爲京東第二將。臂力絕

吟詩忘鞭害’不語頭自掉°

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

兒童笑使君’憂溫長悄悄。
起句不直接寫射獵，只寫蘇較時常憂
心悄悄’而爲兒童所笑。王水照說：
蘇車式到任（謙案：指到徐州
任）不到三個月，澶州(治所
在今河南淸豐西）曹村的黃河
大堤決口，水海四十五州縣’
三十萬頃良田’徐州城下也水
漲高達二丈八尺……蘇較積極
組織軍民築堤搶險，「廬于城
上’過家不入」……奮戰兩個
多月’才保全一城的生命財
產 ° (《東坡先生墓誌銘》）水
退後，他又準備親自參加增修
城牆的勞動……以備河水復來
……（注六）

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西。
「東風」二句承前戴白帽，跨良馬而

(注七）

來’寫冬春之交的淸晨，寒風刺骨的

序中地爲城西’與此詩謂獵城南有

環境’交代了射獵的時間。「忽發」

異，今且不論°所當注意者，乃雷勝

四句寫射獵的情況’箭發逐飛，其

爲如何之人°他「臂力絕人’騎射敏

準 確 可 知 ’ 放 弓 長 _ ’目送鴻舉’其

妙」。蘇輯在〈01$官雷勝得過字代作》

豪氣亦盡現矣。「吟詩」二句’承前

中說他：「一雙鐵絲箭’’未發手先

目送鴻飛而來。蓋長_而鴻驚’鴻驚

唾。射殺雪毛狐’腰間餘一個。」也

而振翅’作者見此情狀’詩興忽萌，

是道出了雷將軍箭法的高超。以這樣

乃暫忘鞭辔’吟詩自樂’不覺與大自

一個勇武的將軍’他兩眼明亮有神’

然混一矣。此情此景’唯得之於心而

少年已征戰沙場’身經百戰’而壯志

已’文字豈可盡哉？故並詩亦不吟，

未了 ° 他 馬 上 飮 酒 ’ 苑 毛 飮 血 ， 豪 情

R是頭自搖動’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共

奔放。然而’他雖少負奇志’卻不能

賞，正如靖節先生詩所云：「欲辨已

得到充分發揮的機會’失道失勢，百

忘言」者也°十四字中’情味無窮’

憂總繞，蘇輯這樣寫來’表現了對雷

此亦蘇詩之長也。

勝境遇的同情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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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對雷將軍的惋惜中，也引出了

官雷勝得過字代作》首四句

曰：「疎疎落落’殊有古樸之致’不
如此，則不似代雷勝作。」（注十

蘇較對人生的感慨：
回首英雄人，老死亦不少。

胡騎入回中，急烽連夜過。

二）蓋此詩雖云跳動’實甚疎落。前

靑春還一夢’餘年眞過鳥。

短刀穿虜陣’避血紹裘流。

六句言雷勝之英勇及其事蹟’後六句

他回首歷史上的英雄人物’老死而不

四句寫雷將軍馳聽沙場，在國家危急

言雷勝與蘇喊共獵’並突出其箭法之

濟其志的實在太多了。靑春歲月’幾

時衝鋒陷陣的情況，與（A日獵城南

高超。以這樣一個將才，欲只居「輦

許雄心壯志’還是好夢一場’難得實

……》詩中說雷將軍『黑頭已爲將’百

縠」下’而不能馳隅沙場’確實大才

戰意未了。』呼應。這首詩也不是起句

小用。詩中愈是鋪寫雷將軍的英勇高

便點題的。劉乃昌說：

明’愈見雷將軍境遇之堪憐’而蘇喊

現。練一「還」字’敎人無限感慨°
而餘下來的日子’就如飛鳥掠過’亦
瞬間將逝’還可以有甚麼作爲呢？蘇
較知徐州時已四十多歲，故有此感
慨。
但是，蘇試畢竟是奮勵有當世志
的，彳也始終關心國家，始終欲有所作
爲。所以，詩中末二句云：
莫上呼鷹台’平生笑劉表。
劉表據有荆州’身處曹、袁爭雄之
世，若能果斷、把握時機’本有可
爲’但他卻只欲坐視’《後漢書》載其
「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
助’見賢而不肯歸」。又不能「起乘
其（案：指曹、袁）敝」’且以偏愛
誤國。（注八）以致徒具良資而終不
能有所作爲’故爲蘇輯所笑。這兩句
儼然他早年所寫的「楚境橫天下’懷
王信弱王」（俘#|、丨》十道）的翻版，
有着同樣的傲氣。可見第一次外任後
期的蘇試，仍然充滿着雄心壯志’仍
具傲視古人的氣概。紀均評這首詩
云：「淋滴頓挫’收束滿足。」（注
九）蘇較以「豪情」來收「感慨」’
使筆勢急速轉折，變化多端’此亦蘇
詩之所長也。
這首詩中’旣見蘇較關心州務’
也見他放任自在’恰然自樂的生活藝
術。詩中雷將軍的瞪瞪憂心’與蘇車式

「元豐二年蘇輔在徐州所寫的

在全詩十二句中用了八句來寫雷勝的

《將官雷勝得過字代作》詩，以輕捷跳

英勇高超，餘下四句則寫他在射獵前

動的筆調刻劃了一個噪血邊廷’出生

後的愁悶和歡暢之不同’其刻意經營

入死的將軍形像°」（註十）

之蹟，實不可掩。劉乃昌云：

這話是不錯的。尤其是「短刀」

這裏以如此深厚的同情’描寫

二句，仿佛使人看見一位英勇的戰

武將們有志報國無路請纓的遭

士 ’手持短刀縱橫虜陣，血染紹裘的

遇，顯然渗透着作者對宋廷怯

情景，確是「喋血邊廷，出生入死的

戰妥協攻策的不滿情緒。南宋

將軍形像」。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蘇

陸游等人所反復择寫的『報國欲

拭對人物形象塑造的高超技巧，以事

死無戰場』的憂憤，在蘇試詩中

爲證’雖不言其英勇，而英勇的形

也早露端惋° ( 注 十 三 ） °

象’已深刻於讀者心中了。
詩中接着說：

蘇串式對雷將軍的境遇，實在有着深厚
的同情，劉氏所言’實在不錯。

一來輦轂下’愁悶惟欲臥。

蘇串式這五首射獵詩，創作時間不

今朝從公獵’稍覺天宇大。

外初入仕途和第一次外任期。王水照

「一來」二句言雷將軍一旦離開戰場

評蘇輔初入仕途時期的創作云：

而來到內地’才能得不到發揮，終日

……才情奔放，曲折盡意的詩

愁悶欲臥。亦與<A日獵城南……》詩

風’都已恪下個人的鮮明印記

中：「少年負奇志’蹭瞪百憂繞。」

……其豪健淸雄更足以代表他

相呼應，說明雷將軍「踏瞪」和「愁

以後整個任職時期的獨特風

悶」的原因’正是大志不能酬’欲效

格 ° (注十四）

命沙場而不得’只是屈居內地而矣。

其總論蘇詩之藝術特色曰：

「今朝」二句謂雷勝久屈內地，才能

「蘇輔詩歌的總的藝術特色是

得不到發揮’今旣與蘇較共獵，正好

自然奔放’揮灑自如……這特

一展所長’心胸裏的變結聊以舒解’

色是他的詩、詞、散文所共有

故云：「稍覺天宇大。」這兩句也是

的……蘇鞍的這一藝術風格又

點題的句子。

帶有宋代詩歌的時代特點……

「一雙鐵絲箭」四句言雷將軍箭

『以文字爲詩，以議論爲詩’以

的長嘯吟詩’恰好成一強烈的對比’

法 高 超 ’ 一箭便射中了雪毛狐。這裏

才學爲詩』，其實，這正是宋代

更見二者的憂樂情況。蘇試仔感慨而

用{&傳•成公十六年》：『楚王召養由

詩歌區別於唐代詩歌的特點之

笑古人’與詩中的憂州務也很一致’

基’與之兩矢……以一矢復命』的故事

-；而且幷非始於黃庭堅’蘇

皆惜時光而欲有爲也。雖不得重用’

(注H"—)。集中寫了雷將軍的箭

試詩已呈現出這種面貌，這跟

仍能積極用世’逍遙自得，正是儒釋

術’並以此收結全文。劉乃昌謂此詩

他追求自由表達是緊密相聯

以「輕捷跳動」的筆調來寫。紀均

的。」（注十五)

道並用之人生哲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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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王氏所論，我們可以知道「豪健、)靑
雄」是蘇IS的整個任職時期詩歌創作
的共同特色’而追求自由表達’不爲

至於以才學爲詩’這主要表現

題材約束，如萬糾泉源’不擇地而

在用典。五首射獵詩中’沒有一首是

出’自然奔放’揮灑自如是蘇鞍的總

不用典的，而所用之典’差不多都與

特色。關於這兩方面’本文已隨各詩

所要表達的內容貼切胞合’如以謝艾

論及’姑且借王氏之言以爲總結。至

自比’以養由基比雷勝等’都甚成

於『以文爲詩』’『以議論爲詩』’『以才

功°
思想內容方面’王水照謂外任期

學爲詩』’則分述如後。

詩歌的散文4匕在五首射獵詩中

間的蘇較『儘管由於抑fi失意不時流露

表現甚多，最明顯的’就是各詩中鋪

出超礦消沉的情緒I但積極入世精神

寫射獵過程和射獵場面的詩句。其中

仍是主導°』（注十六）這話是不錯

尤其突出的，就是«各軍雷勝得過字代

的。我們看他這五首射獵詩，雖然偶

作》的未四句：

有失意自嘲之言’例如以「閑官」自

一雙鐵絲箭’未發手先唾。

稱’和前面所引〈〈人日獵城南……》詩

射殺雪毛狐’腰間餘一個。

中感慨英雄老死’靑春如夢等等比較

如果我們把這四句直排來寫，簡直與

消沉之外，其餘都是充滿着樂觀的精

古文句子無異。

神的。況且’在（A日獵城南……》詩

以議i命爲詩在蘇較的射獵詩中

中’作者最後還是重新振起精神’以

也有所表現’例如寫雷勝的身負奇

「莫上呼魔台’平生笑劉表。」作結

志’兼懷絕技’竟以朝廷怯戰而無用

呢丨當然’五首射獵詩並不能代表蘇

武之地’雖云是對雷將軍的同情’卻

試初入仕途和第一次外任期間的全部

不营在議論朝政。又如（A日獵城南

思想，但是他立功邊庭的理想、調兵

……》所择發的感慨’亦似在敎人要珍

遣將、上陣殺敵的自信和自負’在五

惜時間和機會建功立業，不正是討論

首射獵詩中’無疑是反映得比較多

人生問題嗎？

的。

總之’蘇試是以射獵爲樂的’但
他喜歡射獵’並不是停留在享樂的層
面。在他來說’射獵是有軍事•；寅習和
訓練的實際意義的°「況且馳驛之
樂’邊人武吏’日以爲常°如曹氏父
子’橫梨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
耳。」（蘇較傭會詩序》）從他這幾
句話中’我們可以看見蘇鞍是如何重
視射獵了。難怪他開創豪放詞風的€工
t/J.子•密州出獵》詞也要以射獵爲題
’且自稱愜意了。

注釋：
注九：同注一 ’卷十八注文，頁九一九°

注一：見王文詰輯注植喊詩集》卷五注文’北京，中華

注十：見劉乃昌<li蘇拭的安邊御敵思想和愛國詩篇》、

書 局 ’ 一九八二年二月第一版，頁二一八。
注:

《蘇拭文學論集》’山東’齊魯書社’ 一九八二年

同註一，頁二一七°

四月第一版’頁五十、五一。

注 三 ： 見 劉 乃 昌 較 選 集 》 ， 山 東 ’ 齊 魯 書 社 ’ 一九八

注十一：同注一 ’卷十八注文’頁九一九。

〇年五月第一版’頁四六。

注十二：同注十一。

注四：同注一、卷十三注文’頁六四六°

注十三：同注十°

注五：同注四。

注十四：見王水照《論蘇拭創作的發展階段》、.<)1宋文學

注 六 ： 見 王 水 照 < ^ 1 0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

論集》。山東，齊魯書社’ 一九八四年七月第一

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頁三六、三七°

版，頁二六七、二六八。

注 七 ： 見 文 集 》 卷 十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九八六

注十五：同注六、頁一三三、一三四°

年二月第一版’頁三二六°

注十六：同注十四’頁二六九°

注八：見《後漢書•劉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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