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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歐陽修並非僅是我們所認識的古文和政治上的北宋大家，反隱藏了更深刻的複雜性，此乃

目前學界甚少注意者。本文研究將論及經典的「無我」特質，此亦關乎經典文化的傳播特性。

而生處在如此無可翻覆的強大經典籠罩下，宋人如何由其焦慮的意義（the meaning of anxiety）

中，轉化出新意？以上著重在作者層面的探討。復次，歐陽修對於文學評價之問題，似曾有矛

盾，此牽涉到讀者獨創性之問題。同時也關係到歐陽修與梅堯臣之間特殊的關係，細究歷史，

將發現梅堯臣似是被歐陽修發現的詩人，歐陽修如同喬木，牽起絲蘿，故疑：什麼是真正的梅

堯臣？梅氏真正的聲音在哪？並述及歐陽修關於文學主客觀的矛盾判斷，乃至歐陽修在當時引

起話題的特殊好惡等。歐陽修在政治、人際和文學上之關係，皆表現出寬和敦厚的風範，然歐

陽修實隱藏了深刻複雜，只要細究歷史和文學文獻，確可發現其「文化多面」。 

關鍵詞：焦慮的意義，歐陽修，梅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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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yang Hsiu, the Northern Soong Dynasty master best known through his historical prose 

written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style and as a political figure, was characterized by a profound 

complexity which few in academia have yet noticed.  In this study, the quality of classical 

“selflessness,” also rela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for transmitting classical culture, is explored and 

discussed. One of my research questions can be stated as follows: Under the premise of living under 

such extensive classical coverage with no opportunity for significant change, how did the subjects of 

the Soong Dynasty manage to transform the meaning of anxiety into something new? Concurrently,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uyang and Mei Yao-Chen is examined, as well as contradictory 

judgments between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literary perceptions relating to Ouyang an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preference or abhorrence toward the topics that he initiated. Ouyang seemed to be 

contradictory with regard to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valuation involving issues of the reader’s 

originality. Through meticulous historical study, one can discover that Mei appears to be a poet whom 

Ouyang discovered. Moreover, Ouyang can be compared to an arbor which allows and even br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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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er vegetation.  Hence, additional questions arise: Who was the real Mei Yao-Chen, and where 

was his real voice of conscience? As for the interrelationships cast by Ouyang in the domains of 

politic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literature, his style has thus far been perceived and evaluated as 

broadminded, honest and sincere. Nonetheless, Ouyang actually concealed a profound inner 

complexity. Therefore, it is only through a meticulous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s well as literature 

that Ouyang’s purported “cultural multiplicity” can be discovered. Such discovery is the aim of my 

research. 

Key Words: meaning of anxiety, Ouyang Hsiu, Mei Yao-Chen 

 

一、前言 

經典是具有特殊影響力的作品，一方面，它們會在我們的想

像中留下痕跡，令人無法忘懷，另一方面，它們會藏在層層

的記憶當中，偽裝為個體或集體的潛意識。（伊塔羅‧卡爾

維諾，1995/2006） 

  中國古典詩歌經過唐代的洗禮，輝煌不可及，宋代人在

其光芒無比的陰影下，產生了焦慮的症狀－並非顯性的焦慮

本身，而是潛藏於文化語境中不安的特質。整個宋代恍如置

身由唐人所激起的漩渦上搖晃暈眩，他們欲追尋詩歌的更高

層次，帶點生硬和強迫性（宋詩發展的各種書寫策略），卻

總是掩藏不了受挫的氣息。然焦慮並非總是負面的，焦慮的

意義或許正因其處於一個徵兆的位置上，促使宋詩開出另一

番格局，「焦慮是個體連結、接受與解讀壓力的方式。壓力

是通往焦慮的必經之路。而焦慮則是我們處理壓力的方式」

（羅洛‧梅，1950/2004，頁 141），因為感到威脅，所以焦

慮，它像是海嘯前的警報，讓宋詩也開展出不同於唐詩的自

我的價值。 

  就歷史層面而言，在文學史上因幾位菁英詩人的唐詩事

業發展至高峰所引起的影響的焦慮，是從晚唐便開始的，至

北宋時期，尤其偉大的詩人杜甫，更被建構了不可摧毀的文

學聲譽，和一張幾乎天衣無縫、彌天蓋地、難以跨越的天羅

地網。歐陽修（1007-1072）作為北宋前期最知名的文士和

政治官，隱藏有複雜之面向，究竟其對跨越唐宋兩代的詩歌

影響與接受，有什麼樣的詩學觀照和傳承，係為本文論題的

肇發起因。 

  在研究面向上，主要分從三個方向出發：首先，論及唐

人對宋人的影響，以及宋人對於唐人的接受。由此，唐代的

經典詩人及其經典詩歌至宋代變成了一個標竿，既為學習的

典範也為攻訐的標的，然此現象即為經典的「無我」特質，

此亦關乎經典文化的傳播特性。而生處在如此無可翻覆的強

大經典籠罩之下，宋人如何由其焦慮的意義（the meaning of 

anxiety）中，轉化出新意？以上著重在作者之層面的探討。 

  其次，宋人面對前輩詩人由於不願妥協，因此特愛尋找

本源文字之出處，以宣告其著作獨創的無效，這與西方文論

中傅柯（M. Foucault, 1926-1984）所闡述的「不具有超驗的

匿名性」（transcendental anonymity）的作者觀（詳後）頗類

似。由此看，宋代人多以為的作者似乎不具有主導性或著作

權，則文學評價該由誰來判斷？歐陽修對於文學評價之問

題，似曾有矛盾，而此牽涉到讀者獨創性之問題。這同時也

關係到歐陽修與梅堯臣之間特殊的關係，細究歷史，將發現

梅堯臣似是被歐陽修發現的詩人，歐陽修如同喬木，牽起絲

蘿，然吾人仍不禁有疑問：什麼是真正的梅堯臣？梅氏真正

的聲音在哪？並述及歐陽修關於文學主客觀的判斷，乃至歐

陽修在當時引起話題的特殊好惡等。此外，筆者以為歐陽修

詩學中「朽的欲求」的意味，即將傳統「詩能窮人」改良為

「詩窮而後工」的論述，以形成一正面積極的力量。 

  最後，探討歐陽修的文學聲譽，述及其對於影響焦慮下

的競爭意識並非不顯著，只是隱藏的很好。由於其在政治

上、人際上和文學上之關係，都表現出寬和敦厚的風範，於

古於今之人，都樂於讚美、少指疵以及不吝提攜。且與梅堯

臣所倡導之「平淡」詩風，為宋詩開啟一新格局。然歐陽修

並非僅此單一面向，而是複雜多面的，其身為「多面手」，

必也「多面目」（謙虛╱自負；慈悲╱嚴厲；和貴╱競爭；

朋友╱敵人……），此容後文再敘。而蒙其人格韻致和聲譽

之影響，歐陽修也躍入後人（王安石）試圖建構的經典系譜

中之一員，文學歷史長河中，歐陽修承前人影響而接受之，

又將持續影響後人，成為一不可被忽視的指標人物。 

 

二、影響與接受 

  任何事件皆有其邏輯，而每個事件則有賴於一個個邏輯

聯結組織起來，以形成系統，如同宋代人議論紛紛、焦躁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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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的複雜話語（discourse），構成了影響的焦慮背後的詮釋

系統。宋代的社會話語本就處於一個興盛王朝（唐代）後的

一個焦躁的環境。在影響和接受的詮釋系統中，歐陽修企圖

建立強力的文學，卻仍感先輩權威之作所產生的潛在威脅，

無論其是否欲與之競爭，說穿了，焦慮即是人類生存的基本

處境。 

  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序言中說：「凡一代有一代之

文學：楚之騷、漢之賦、六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

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在每一

時代，皆有其體裁的經典性，詩為唐人的文學偉業，則宋為

一士大夫氣息更加濃厚的朝代氛圍，難免會賦予（或期許）

自身應有非凡之任務，進而轉換成自身被召喚，執行未發生

之事的使命感，影響與接受的前提，即所謂焦感慮。 

（一）作者 

  歐陽修在歷史上的形象，為宋代的知名政官和古文一代

宗師。然其於性格敦厚的面目之下，應有隱而未顯的複雜

性，至少，正因有這些隱微的複雜性，間接影響其事業，意

即：焦慮是種將主體推動的驅策力。在宋代文壇瀰漫著前代

作者影響焦慮的氛圍裡，歐陽修自信其所擔負之歷史地位，

是如何被影響、接受，繼而改造呢？歐陽修有一首古體詩〈洛

陽牡丹圖〉，恰可用來比喻其複雜非單一的面向： 

洛陽地脈花最宜，牡丹尤為天下奇。我昔所記數十種，於今

十年半忘之。開圖若見故人面，其間數種昔未窺。客言近歲

花特異，往往變出呈新枝。洛人驚誇立名字，買種不復論家

資。比新較舊難優劣，爭先擅價各一時。……四十年間花百

變，最後最好潛溪緋。今花雖新我未識，未信與舊誰妍媸。

當時所見已云絕，豈有更好此可疑。古稱天下無正色，但恐

世好隨時移。……爭新鬬麗若不已，更後百載知何為。但應

新花日愈好，惟有我老年年衰。（歐陽修全集，2001，冊 1，

頁 34） 

  牡丹的新品種姿態各異，使人驚豔。（「客言近歲花特

異，往往變出呈新枝」、「洛人驚誇立名字，買種不復論家資」）

而如何論優劣，什麼樣的牡丹花才是天下最好的？（「比新

較舊難優劣，爭先擅價各一時」、「古稱天下無正色，但恐世

好隨時移」）在詩人心中，應是將此品評交予當代覽者之喜

好而定。然而，花無論怎麼爭妍鬥豔，其姿態既美且好，而

詩人猜想新花總是較好的吧！此處似乎透露出後來居上的

願想（「爭新鬬麗若不已」、「但應新花日愈好」）。只是，在

牡丹花與人的對應之下。「惟有我老年年衰」，這或許是詩人

感嘆人不能與花一般，花為人所觀賞之物，而人乃獨一無二

之主體，人可觀花，但人無法看到完整的自己。對於後世歷

史評價如何，總是十分在意，歐陽修末句，正帶著不得預見

後世如何評價自身的喟嘆和遺憾吧！ 

  歐陽修最自信之作，乃李杜所不能及。描寫主題亦如宋

人蘇軾名句：「橫看成嶺側成峰，遠近高低各不同」中的主

角，千姿萬態，正是其魅力所在。在葉夢得《石林詩話》卷

中紀錄歐陽修對自己的得意之作曰：「廬山高，今人莫能為，

為李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不能為，惟杜子美能之。

至於前篇，則子美亦不能為，惟吾能之也」（欽定四庫全書，

1987，集部，冊 1478，頁 29）；此則，在宋人詩話裡多有記

載，至明代王世貞亦提及：「歐陽公自言：『廬山高、明妃曲，

李杜不能作』」（欽定四庫全書，1987，集部，冊 1987，頁

22）其所言乃此首〈廬山高贈同年劉中允歸南康〉： 

廬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里，嶻然屹立乎長江。長江西

來走其下，是為揚瀾左里兮，洪濤巨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

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以晻靄，下壓后土

之鴻厖。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谾。千巖萬壑響松

檜，懸崖巨石飛流淙。水聲聒聒亂人耳，六月飛雪灑石矼。

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惡其學幻而言哤。但見丹霞翠

壁遠近映樓閣，晨鐘暮鼓杳靄羅幡幢。幽花野草不知其名

兮，風吹露濕香澗谷，時有白鶴飛來雙。幽尋遠去不可極，

便欲絕世遺紛痝。羨君買田築室老其下，插秧成疇兮，釀酒

盈缸。欲令浮嵐暖翠千萬狀，坐臥常對乎軒窗。君懷磊砢有

至寶，世俗不辨珉與玜。策名為吏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

寵榮聲利不可以苟屈兮，自非清泉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

由降？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說安得巨筆如長杠！（歐陽

修全集，2001，冊 1，頁 84） 

  廬山歷來受許多文人騷客所描繪，如陶淵明的「採菊東

籬下，悠然見南山」（袁行霈，2003，頁 247），恬淡而靜遠；

李白的〈廬山謠〉如「迴崖沓障淩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

「大江茫茫去不黃，黃雲萬里動風色」（瞿蛻園，1981，頁

863）描寫壯闊、仙氣飄邈，恍若仙境。而歐陽修此詩之氣

魄，則明顯襲自李白風格，如後者之〈夢遊天姥吟留別〉（瞿

蛻園，頁 898-899），跟著詩人乘著翅膀，尋幽探訪，詩中所

營造的氛圍既如仙境，又似夢般。此詩的廬山亦有千變萬化

的姿態，從詩人自山腳踏入山中，隨著其立足點的轉移，而

場景不斷地轉換，一幅幅表情各異的山水景色宏觀壯闊（「廬

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里」、「洪濤巨浪」、「千巖萬壑」、

「懸崖巨石」……），人身在其中似乎是渺小的，觀者（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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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讀者）皆與之步入此山中，隨著所觀的視角游移動且深

受其震撼。前提及此詩與李白〈夢遊天姥吟留別〉十分相像。

這是一首相當有畫面的遊山詩，將山的深度和廣度，暨雄偉

又幽深的形象描繪得十分震撼。除了視覺方面宏壯的饗宴

外，聽覺方面亦非常巨闊，如「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

飛流淙。水聲聒聒亂人耳，六月飛雪灑石矼」，可以令人感

受在山間巨瀑的情景以及聲響效果的波瀾。見識完了大自然

的威魄後，詩人來到一個仙幽之地，讓人於感受震撼高潮之

後，有一陣舒緩的漸歇（「幽花野草不知其名兮，風吹露濕

香澗谷，時有白鶴飛來雙」），經歷了入山時的轟轟烈烈，此

處頗有柳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又如整套四季交響曲，總是

在一陣雷雨交加過後，天空開始放晴。一座廬山真面目，可

真如嵐如霧：「浮嵐暖翠千萬狀」，姿態萬千。而營造出此滂

然氣勢的大作，自非巨筆不能為之，歐陽修站在自己所創的

此幅畫作之前（或說詩中的廬山之上），其直抒胸臆，磊落

萬千「自非清泉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由降」，此處橫出，

脫出太白之飄逸超颺，而展示出歐陽修的自信和雄豪。由此

觀之，末句更像是豪然壯氣，「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說

安得巨筆如長杠！」一氣呵成之壯景。 

  此外如〈太白戲聖俞〉和〈明妃曲〉等，皆為對李白的

學習仿效。如上述，此首〈廬山高〉大膽陳述其「巨筆如長

杠」而「李杜不能作」，甚有自負之心。然而，歐陽修真以

為「李杜不能作」嗎？葉夢得記載歐公此為一日被酒所說之

語，那麼，這句話就有了兩種詮釋的可能：一為酒後語，那

麼便是酒後吐真言，潛意識的壓抑，在此醉顛之際逃過意識

的偵察而釋放；另一則是藉酒壯膽吐言，平日不敢說或無法

說的話，那麼酒變成了調和的介質，讓歐陽修有了一吐心中

渣滓的藉口，其實，無論二者何種詮解，皆透顯出歐陽修冷

靜面目之下的隱微競逐和焦慮感。 

  在杜甫聲望如日中天的宋代，歐陽修特別喜愛李白，其

〈李白杜甫優劣說〉提到： 

「落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籬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

街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不用一錢買，

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見其橫放。其所以警動千古者，固

不在此也。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精強過之。至於天才自

放，非甫可到也。（欽定四庫全書，1987，集部，冊 1102，

頁 4） 

  標題是聳動的，但內容並非否定杜甫。從其倡言李白詩

之優越在於「常言」、「橫放」與「天才之放」，這些都是李

白詩仙特質的迷人特色。劉攽《中山詩話》揣度其意，解釋

為：「歐公不甚喜杜詩，謂韓吏部絕倫。吏部於唐世文章，

未嘗屈下，獨稱道李、杜不已。歐貴韓而不悅子美，所不可

曉。然於李白甚賞愛，將由李白超趠飛揚為感動也。」（何

文煥，1981，頁 288）陳師道《後山詩話》亦云：「歐陽永

叔不好杜詩，蘇子瞻不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黃魯直怪嘆，

以為異事。」（何文煥，頁 288）由此可感知，歐陽修的喜

好品評標準在於一藝術審美的情趣，此與宋代高舉杜甫地位

的理由是不盡相同的。筆者以為，杜甫之所以確定其「詩

史」、「詩聖」的地位而無可撼動，除了其技術和涵蓋面的

寬闊之外，其詩的內容所呈現社會現實與知識之性質，係與

宋大夫的整個時代氣息以及重道義精神和政治功利性較為

相近。 

  歐陽修對李白的賞愛，大抵出自於個人的閱讀審美體

驗，是一種對作品特殊的語言風格，所受的感動。李白長處

在以「日常語言」寫出不平凡之情境，這與歐陽修和梅堯臣

所論之「平淡」詩學，有密切相關。歐雖然為古文和經史大

家，其詞作卻十分纏綿悱惻，多爍口至今，也因此，李白以

日常語表現了飄逸高邈的氣質，深深迷惑了歐陽修，相較之

下，杜甫便顯得「精強過之」而不可企及了。此處，值得吾

人注意的是，歐陽修並未因此孰分李白為優，而杜甫為劣。

有趣的是，南宋理學大家朱熹，在一片宗杜的時代氣息下，

他也是較讚揚李白，且當時李白為人所詬訾不重詩法，而論

其不及杜甫之處，亦為其作了苦心孤詣的辯駁。 

（二）焦慮的意義 

  影響的焦慮來源是什麼？「我能不能成為偉大的人？」

「我能不能成為像杜甫那樣偉大的人？」「我在死前能不能

來得及成為像杜甫那樣偉大的人？」杜甫借屍還魂，肇因於

你打開文集、讀他，他就會活著。死人，尤其是經典地位的

死人的靈魂是一直寄居在書頁裡的，在知識複製的時代裡，

書本成了他的紀念碑，後人景仰、悼念、追慕和召喚的介面。

杜甫就像是一個時代的共同想像（偶像）和投影╱射，一種

被國族（宋）集體召喚的產物╱象徵，一個永恆的紀念碑。 

  詩、文言的形式－有限語言、語境，發展（累積）至宋

代是否到了一種飽和的地步，以致產生了難以突破的困境？

如韓駒所說：「目前景物，自古及今不知凡經幾人道。今人

一下筆，要不蹈襲，故有終篇無一句可解者，蓋欲新而反不

可曉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997，子部，冊 83，卷中，

頁 205），因有了難以逃脫、伸展的困境，因而將整個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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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偷竊行為合理化成為一種理所當然了。此時，語言

（language）世界幾乎是杜甫所掌控和管制的了，所有宋代

詩人都得向他領取藥單，宋代╱宋詩因而變成了一個杜甫的

話語（discourse）世界。很有趣的是，宋人看不到以後，也

想像不到，在後人的觀看裡（如現代），宋人實在不必如此

擔憂，唐、宋都是「古代」，某些時候，他們可以在同一陣

線上被談論。 既都是在古代，後人比較的也就不是只有單

純的唐跟宋，真正會留名者，是歷史上真有才氣者，真正偉

大的人，是不會受到時空的局限。然而，宋人要逃脫前人的

陰影，除繁複的技術外，尚有另一條路徑：即採取新的語境，

以創造屬於自我一輩的新境界。如禪宗似乎在中唐之後對中

國文化、語境等產生了重大的影響，進而造成了多方面的革

新（按：日本漢學界稱為「中唐變革期」）。來自異域的文化

（種苗╱外來刺激）在中土落地（土壤╱中國）生根、開花

結果（新品種╱混合），形成一個新天地（採收╱中唐變革

期後的新語境）！ 

  歐陽修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在古文上的成就和地位，

可與之媲美的便是唐代的韓愈，吾人皆知唐宋八代家中，韓

愈高於柳宗元而為唐人第一，而歐陽修則為宋人第一順位

者；在史學專長方面，歐陽修曾撰寫《新五代史》和《新唐

書》，且是有意識的認為前人之作有不足和闕漏處，而欲重

新撰述一部；此外，於政治上的歐陽修乃居廟堂之上，且長

期擔任主考官，亦為文壇之領袖，動輒決定、修改矯正了宋

初西崑和險怪文風，大力主張古文之提倡等。由以上各方各

面看來，歐陽修個人有一種就算非影響的焦慮，也是極力地

想要創新的企圖。如同其《六一詩話》所言之「意新」、「語

工」，前者為內在，後者指外在，此涉及獨創性的議題，而

此獨創性孰為宋代之普遍思潮──宋人喜新。歐陽修為北宋

政壇和文壇之領袖，起了示範的作用，且如《六一詩話》便

是嚴格意義而言之首部「詩話」，而其《歸田錄》亦為中國

文學史上的首部筆記小說，此二種文類在歐陽修之後，變得

十分流行。 

  是否能超越前人？或獨創造出一番事業？後來人是否

能居上？在哈羅德‧布魯姆（Harold Bloom,1930─）「影響

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理論的前提是，此「後來

者」必須為一「強者詩人」，而非平庸之輩，唯有精英者，

因渴望自身的與眾不同，也才能有足夠能力與前人競爭。即

是說「布魯姆所謂的『面對前代大師的焦慮』。能否擺脫前

代大師們的創作模式而建立起自己的創作特色並形成新的

經典，這就是天才和庸才的根本區別」，而「經典本身就意

味著影響的焦慮的存在」，且「經典化過程就是過去和現在

之間所進行的一種永恆的競爭」（哈羅德‧布魯姆，

1994/2005，頁 2-3）。 

  蘇軾曾評論歐陽修的詩是可與杜詩並駕競爭的，其言：  

七言之偉麗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龍蛇動，宮殿風微燕

雀高」。五更曉角聲杯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

聞焉。直至歐陽永叔「滄波萬古流不盡，白鶴雙飛意自閒」，

「萬馬不嘶聽號令，諸蕃無事樂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洪

本健，1995，頁 94） 

  在杜甫的七言偉麗之作後，杜魂安睡了許久，滂然詩境

寂寞無聞，這中間沒有人能擔任繼承，直到歐陽修的出現，

彷彿宣告杜甫遇到對手，此人乃可與之「並驅爭先矣」！歐

陽修有首詩〈彈琴效賈島體〉，藉由彈琴，述說與古人交流

之情懷： 

古人不可見，古人琴可彈。彈為古曲聲，如與古人言。琴聲

雖可聽，琴意誰能論。橫琴置牀頭，當午曝背眠。夢見一丈

夫，嚴嚴古衣冠。登牀取之坐，調作南風絃。夢見一丈夫，

嚴嚴古衣冠。乃知太古時，未遠可追還。方彼夢中樂，心知

口難傳。既覺失其人，起坐涕汍瀾。（歐陽修全集，2001，

冊 1，頁 60-61） 

  今雖不得見古人，然而古人所彈奏之琴，今依舊可彈，

而今，詩人彈奏著古琴曲，則彈琴同時像是能與古人交談

般。只是，琴聲雖然是可聽的，但是箇中琴意誰能論說呢？

琴曲彈罷，則將此琴當作午睡的背枕吧，醒著時，詩人藉著

談古琴曲，與古人於樂聲中交會；等到睡眠時，藉著琴枕入

睡，則「夢見一丈夫，嚴嚴古衣冠」，他坐上了牀，取琴彈

奏，琴技出神入化、技藝高超（「夢見一丈夫，嚴嚴古衣冠」），

接連陳述了兩次鮮明的人物形象，讓人不知此情此景是真是

假？然即使詩人沉浸其中迷醉無比，依舊只能是「方彼夢中

樂，心知口難傳」，最後，患得患失的，起坐在床欄邊涕泣。 

  此夢中所見操琴的丈夫形象，應即為題目所明指的「賈

島」，而其詩也特意仿效賈島。賈島詩中有「琴」字者非常

多，如〈朝饑〉：「坐聞西牀琴，凍折兩三弦」（李建崑，2002，

頁 5）、〈贈智朗禪師〉：「解聽無弄琴，不禮有身佛」（李建

崑，頁 32-33）、〈送別〉：「素琴彈復彈，會有知音知」（李建

崑，頁 45）、〈答王參〉：「詩負屬景同，琴孤坐堂聽」（李建

崑，頁 60）、〈寓興〉：「有琴含正韻，知音者如何」（李建崑，

頁 63）、〈寄錢庶子〉：「猶記聽琴夜，寒燈竹屋間」（李建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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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51）、〈宿池上〉：「異夕期深漲，攜琴卻此遊」（李建崑，

頁 191）、〈別徐明府〉：「抱琴非本意，生事偶相縈」（李建

崑，頁 209）、〈寄山友長孫栖嶠〉：「此時氣蕭颯，琴院可應

關」（李建崑，頁 226）等，其中多顯現其窮苦病迫的生活。

然而，琴仍似是他最後的象徵物品，其中如：「坐聞西床琴，

凍折兩三弦」、「素琴彈復彈，會有知音知」和「抱琴非本意，

生事偶相縈」等等，都讓人感到賈島與其琴，人與物之間的

親暱相依，琴似乎不再只是一個物件，而有了靈魂價值。或

可作如是想：歐陽修所謂「古人不可見，古人琴可彈。彈為

古曲聲，如與古人言」，此處對於「琴」帶有一種注視古人

的目光，而當其能有所透視，並能明瞭古人所留下的線索──

「琴意」（「琴聲雖可聽，琴意誰能論」），則如獲得入門卷，

琴如楊林玉枕，歐公果然與賈島在夢中相會，並受其邀請沐

浴了一場神化且難以言喻的音樂饗宴。有趣的是，此詩原本

當真情流露，但由於其詩題明白直截地告訴讀者：「效賈島

體」，那麼，頗堪玩味的是，最末失去古人的涕泣（「既覺失

其人，起坐涕汍瀾」），究竟是歐陽修的真情流露，亦或只是

要仿賈島之苦吟而已？ 

  在宋人記載中，歐陽修曾謂己不如韓：「歐公平日少許

人，惟服韓公，嘗因事發嘆曰：『累百歐陽修，不足望韓公。』」

（洪本健，1995，頁 67）由此可知，歐陽修平常甚少贊服

某人，但唯一服氣的是韓愈，並曾經因而感嘆道，即使有百

個歐陽修累聚起來，也不足趕上韓愈。此語氣看似有些遺憾

自己只能是坐二望一，超越不了前輩的情緒。然而，歐陽修

似是帶有複雜情緒的，當蘇軾某次與歐陽修一起切磋談論琴

詩時，歐陽修曾問蘇軾：「琴詩何者最佳？」蘇軾以韓退之

的〈聽穎師琴詩〉作為回答：「昵昵兒女語，恩怨相爾汝。

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然而歐陽修卻以為「公（韓愈）

言此詩固奇麗，然自是聽琵琶詩，非琴詩」，爾後，蘇軾「退

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廉折

亮以清。平生未識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豋木。門前剝啄

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嗔……。詩成欲公而公薨，至今以為

恨。』」（洪本健，頁 95）即便是韓愈，也總有歐陽修認為

不備之處。只是歐陽修的焦慮難道只來自於那些雖不可見，

魂魄（精神）尚存的古人嗎？ 

  歐陽修深刻感受到，焦慮既來自前人也來自後者。此並

非「前不見古人，後不見來者」，相反地，是充滿喧嘩的競

爭場域。通常，歐陽修為人稱道之處乃拔擢優秀人才不遺餘

力，如其與蘇軾之關係，在蘇轍《欒城後集》卷十二〈亡兄

子瞻端明墓誌銘〉寫道： 

嘉祐二年，歐陽文忠公，考試禮部進士，疾時文之詭異，思

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蘇軾）《論賞罰》，以示

文忠。文忠驚喜，以為異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

文忠見之，以書語聖俞曰：「老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

士聞者使譁不厭，久乃信服。（洪本健，1995，頁 109） 

  歐陽修以主考官身分，發現了蘇東坡之才！此段記載除

了透顯出歐陽修的慧眼外，用「放出一頭地」言之，乃見歐

當時影響力以及聲譽具莫大權威，然用一「避」字來說明自

身處境（「老夫當避此人」），則似乎也能嗅出歐陽修在面

對後生可畏時，丁點的焦慮意味。 

  要脫離影響的焦慮是很困難的，真正創新的改變是階梯

式的成長，而非直接的承襲模仿，在「影響」到「接受」的

過程中，發給者並非一種積極的給予，而接受者也並非全然

的收受，在這過程中，宋人發展了各種策略，以取代（或超

越）前人，此部分已有學者作了詳細縝密的研究，不再贅述。

歐陽修在《六一詩話》提到，唐（李、杜之後）的此一困境： 

唐之晚年，詩人無復李、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精意相高。

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

詩「月鍛季煉，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

而今不復傳矣。余少時猶見其集，其句有云：「風暖鳥聲碎，

日高花影重」，又云：「曉來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句

也。（歐陽修全集，2001，頁 1952） 

  中唐以後，如此境況，看來似乎有些慘澹，然歐公點出

了重點：務以精意相高。繼而，《六一詩話》引述了梅聖俞

更完備的說法：「詩家雖率意，而造語亦難。若意新語工，

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狀難寫之景，如在目前，

含不盡之意，見於言外，然後為至矣」（歐陽修全集，2001，

頁 1952）。歐、梅的「意新語工」或可視為宋詩後續所發展

的詩學觀之前哨，歐陽修認為意新語工之作如林晡詩「草泥

行郭索，雲木叫鉤輈」（洪本健，1995，頁 74），又如蘇舜

欽和梅堯臣，前者「萬竅號一噫」、「譬如千里馬，已發不可

殺」；後者「文詞愈精新」、「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歐

陽修全集，頁 1953）。宋人作詩強調意新為主，歐陽修作為

一個讀者，心中既選有此類詩作；則作為一個詩人，歐公也

有其實驗之作〈明妃曲和王介甫作〉（歐陽修全集，冊 1，

頁 131）即是，昭君題材從唐代以來便是熱門的文學題材，

歐陽修的新意在於，他並不著重於昭君出塞這一本事的具體

描寫，而是更深刻地提出世人總是無法真正體會王昭君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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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痛苦！（「不識黃雲出塞路，豈知此聲能斷腸」）。此詩

係和王安石的和作，王安石〈明妃曲〉重在諷刺帝王昏庸，

且描述偏重於王昭君的遭遇。歐陽修此篇反倒甚少停留在同

情昭君這一層次上，而是擴展了由王昭君的故事衍伸而出的

深刻情感和意涵，筆者以為，歐陽修此力作正是其所倡「意

新語工」的力作之一。 

  影響乃是對自我的超越，也是對他人的超越，它的本質

在於創造。歐陽修的《新五代史》為私修，此在正史中少見。

唐以後之正史皆為官修，僅歐陽修此部與清末民初的柯劭忞

《新元史》為例外。歐撰作《新五代史》的歷程是十分勤奮

且不敢自廢的，而其所以重修，乃認為薛居正的《舊五代史》

繁猥失實。歐陽修的自信在於「此書不可使俗人見，不可使

好人不見」，由一己之力而完成一部史書，絕非易事，由此

得見歐陽修的自新與企圖。此外，《新唐書》的傳著，則是

在歐陽修加入前十年已進行，然始終未果，直到歐陽修的加

入後七年便告完成，作為修纂者的歐陽修和宋祁皆崇尚韓

愈、柳宗元之古文，而不喜四六文體，因此其撰作《新唐書》

時，尤其著重在刪削改寫駢體文的部份。 

  影響的焦慮，總是有其積極的意義。歐陽修有其權威的

聲譽，其個人焦慮亦影響、過渡到其所組織與提拔的文人集

團，進而改造了宋代文壇的發展方向。宋人即使盡力要排除

唐代經典詩人的糾纏，總還是事與願違，形成悖論，因焦慮

的排擠效應，反造成了另一段壽命，使之更加鞏固。使得杜

甫的鬼魂不時出現在宋人的書裡、夢裡和記憶裡。無論是支

持或是批判「經典」，都將更鞏固「經典」。很奇特的，經典

之所以成為經典，便是導因於它的特別和突出，然而，經典

卻也總是最開放的，它們有無我的特性。或許，經典便是文

學的「記憶藝術」，而杜甫的靈魂也寄居在宋人普遍生活的

每一次呼吸裡。 

 

三、文學的估量 

（一）詩人的身體 

  人類語言沒有根源，所有一切早於語言產生之前便已存

在，人類只是發現、學習並建築了語言，而將詩句寫下來。

如「詩人的寫作涉及存有，從人與存有的關係來說，詩是偷

竊的產物。寫作是創造力的僭越……」又「偷竊來自不可逃

避的本源文字」（楊玉成，2002，頁 391），根源似是延異而

不是別的東西，在場的一切都是先已給定的東西。這些不斷

書寫的詩句不過是對於蹤跡的追溯。故，詩是一種「現成

物」。 

  杜甫在宋人眼中，幾乎是一種「百科全書」式的詩人，

杜詩就像是「詩的辭典」，彷若波赫士幻想中的足以容納整

個宇宙的巴別塔圖書館。在宋代，杜甫的確到了一種宇宙的

地位了。只是，當前人變成範本，後來人如何創造其時代風

格？在這轉變、發展的過程中，很大的程度上是立於「文（文

本－text）是一種織」（文本－論述）的基礎上，其一為文學

的脈絡，二為社會性的範疇的網狀概念來達成。楊玉成於〈文

本、誤讀、影響的焦慮－論江西詩派的閱讀與書寫策略〉提

到頗具新意的「著作權」的觀念，這種無根源、工具性的作

者觀與傅柯的〈什麼是作者？〉（what is an author？）觀念

十分雷同。傅柯所謂的作者是大寫的作者，和我們一般概念

的作者不同，就和他談論權力（power）或是主體（subject）

一樣，「它們」都並非一固有本質，人的本質是後天由社會

和文化建構起來的，傅柯認為並不存在獨立自主、無所不在

的普遍形式的主體。而作者也並非像神一般的地位，它實際

上並不具有（各種神）的力量──「超驗的匿名性」

（transcendental anonymity），只是傅柯認為只是批判作者消

除其神性（「上帝已死」、「作者已死」）還不夠，而是應該再

更進一步說明作者的功能特徵為何！ 

  他首先提出「話語是佔有」（approriation），他說到「文

本，書籍和話語只有已經受到懲罰時，也就是說，只有當話

語可以成為侵略性（transgressive）時，才真正開始擁有作

者（絕不是什麼神秘的，「以神聖化了的」和「正在神聖過

程中的」形象）」（杜小真，1998，頁 294），就是說，「作者」

並非我們所想像的那種好像是「一塊」的那種觀念，作者其

實就跟作品（文本）一樣難以定義，他所謂的「侵略性」其

實是指一種超越、跨越、越界的觀念，而且作者並非是創造

者，創造源在哪？我們是找不到出處和來源的！這觀念豈不

就像是宋詩的「偷、僭用、佔用、引用、甚至是誤用」等技

法和觀念嗎？傅柯的作者功能（詩人身體）只是一個運作

者，像一個中介物體，技術工具或是機器。因此他認為作者

功能第二個特徵是「作者功能並沒有以普遍和永久的形式影

響所有的話語」：「如果一個文本在匿名的狀態之中被發現－

不管是作為一種偶發事件或作者明確的願望的結果與否－

這種遊戲便成了一種重新發現作者的形式……」（杜小真，

頁 295），以及他又提到另一特徵是「作者沒有使話語向歸

屬於一個人所創的方向自動發展」，因傅柯認為「作者功能

並不是一種只從作為被動材料的文本中形成的純粹、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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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手重構。文本總是包含某些意指作者的符號」（杜小真，

頁 297），由此也認同了作者的風格問題，畢竟，同一的材

料，正如同蘇東坡認為大自然是免費的，縱然作者被認為只

是一種生產者，而非創造者，但好像也不必悲觀，只有能夠

擁有召喚能力或者能接受召喚的人，才能變為作者，不是

嗎？在影響和接受的過程中，如古添洪〈從「影響」到「接

受」研究〉一文說到： 

在詩人底「主體」的積極「中介」下，而本土化、時空化、

個體化而落實到新作品裡。……這「中介」含攝著作為「中

介者」的詩人底「主體」上「自我規範」之所需，含攝著「自

我規範」之所需，含攝著其所處時空底「規範」之所需；否

則，就沒有所謂「有效」的「接觸」、「有效」的「影響╱接

受」可言了。（古添洪，2005，頁 217） 

  以上，所謂「落實到其『新』作品裡」，即類於歐陽修

指陳之「意新」。復次，在傅柯的理論下，詩人的身體是可

以合法生產一本書的介質，只是，在話語的範圍裡，詩人們

也可以成為遠非一本書的作者，他既可以成為其他書的作

者，也可以成為一種理論、一個傳統或一個領域的作者，如

同江西詩派一樣。而且，「它們」已經創造了某種別的東西：

「其他文本構成的可能性與規則」。在白天和黑夜（太陽和

月亮）的照映下，到處都是杜甫的身體所投印的巨大陰影，

此即宋人遇到的困境和產生焦慮的原因吧！但若能從另一

角度思考，則整個世界，也即互文性，反織就了一張無限蔓

延的網，使得語言產生無窮無盡的可能性。 

（二）讀者 

在一個已然明確的群體內部，重新另行排列評價，乃具有一

種「詮釋」的性質。設想新讀者的需要而融入新的訴求，取

代作者那已湮滅不可辨解的原有意圖，這樣的手法我們稱之

為「具有創意開發力的背叛」（trahison créatrice）。（侯伯‧

埃斯卡皮，1958/1995，頁 37） 

  解釋範疇的意義，創造了讀者。歐陽修《六一詩話》多

所辯證了作者和讀者之間的關係，作者從其心靈得到之物，

由讀者再讀取而會心。於資談笑之中，歡聲討論了古今作

品。然而，此詩話既為一部閱讀筆記，不也為一部詮釋記錄？

歐陽修和其諸位問答者，皆為創造性的讀者，而此種讀者的

閱讀，有時會悖於作者之本意。接受美學理論家堯斯曾辯證

性地論述作者、作品和讀者之間關係，言：「文學和讀者的

關係，並不僅僅是每部作品都有其自己的特性，它歷史地、

社會性地決定了讀者；每一個作者都依賴於他的讀者的社會

環境、觀點和意識。」（孟慶樞，2002，頁 473）讀者所處

之時代、文化背景影響著他們對於作者影響的接受、改變和

創新。 

  就閱讀層面的問題來看，文學究竟是由誰？或經由什麼

機制來定價？陳善〈文章由人所見〉記載道： 

文章似無定論，殆是由人所見為高下爾。只如楊大年、歐陽

永淑，皆不喜杜詩。二公豈為不知文者，而好惡如此！晏元

獻公嘗喜誦梅聖俞「寒魚猶著底，白鷺已飛前」之句，聖俞

以為此非我之極致者，豈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歐公亦云：

「吾平生作文，唯尹師魯一見，展卷疾讀，五行俱下，便曉

人深意處。」然則於餘人當有所不曉者多矣。所謂文章如精

金美玉，市有定價，不可以口舌增損者，殆虛語耶？雖然雖

然，陽春白雪而和者數人，折楊黃華則溘然而笑，自古然矣。

吾觀昔人於小詩皆旬鍛月鍊，至謂「吟安一箇字，撚折數莖

鬚」者，其用意如此，乃知老杜曰「更覺良工心獨苦」，不

獨論畫也。（洪本健，1995，頁 199） 

  以上敘述，自行產生了矛盾。若文章的價值定論由讀者

決定，那麼，晏殊喜歡的梅詩，梅堯臣自己不喜歡，而此選

擇只能說是情人眼裡出西施，到底是基於主觀的個人的審美

情志。然而，文章價值由誰決定呢？歐陽修的文章只有尹洙

一人曉其深意，其他人卻無法理解。抑或是，文章自有定價，

是虛假錯誤的？文章有客觀的公定價嗎？陽春白雪即使曲

高和寡，其仍然維持高身價？小詩難道不值？但老杜卻言

「更覺良工心獨苦」耶。此矛盾不僅挑出了文學（或經典）

選擇的主╱客觀的判斷問題。亦挑出了好惡判斷之問題，如

上述引文中晏殊喜愛的梅詩，梅堯臣（作者自身）並不認同，

而此情形也發生於歐陽修與梅氏之間：「聖俞少時，專學韋

蘇州，世人咀嚼不入，唯歐公獨愛玩之。然歐公之論不及者，

蓋有深旨。後有知聖俞者，當自知之耳。」（洪本健，1995，

頁 199）歐陽修的品味與梅聖俞（或眾人）也有所不同。歐

陽修究竟是深知梅堯臣的伯樂，還是品味特殊呢？筆者以

為，歐的感情應是很複雜的。 

  宋人筆記曾記載以為歐陽修曾將梅堯臣的好詩都刪除

了，留下來的自是較差的。或者，吾人想必納悶，在歷史上

什麼是真正的梅堯臣？我們可曾真正聽到梅堯臣的聲音？

似乎，梅的話語總是由歐陽修說了出來，那麼，梅氏難道是

歐陽修所形塑出來的嗎？礙於筆者所資料的掌握不夠全

面，無法妄下論斷，但還是可以察見中間些許端倪，隱微地

告訴吾人，歐陽修之面態或許並非如此單一。即是從文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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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之問題到其當時的獨特品味，時常引起話題，乃至與梅堯

臣之間的關係，都有值得研究拓展的空間和價值。 

  歐、梅之關係常自（被）比附為韓愈、賈島。暫不深論

歐陽修的隱微處，無法繼續深探二者的知交是否為「美麗的

錯誤」。乃先就其知音情感而論，關於二者的情感交流之記

錄實在太多，以下試題幾則敘之。歐陽修對梅堯臣是不吝嗇

的，如見梅氏的〈永叔寄澄心堂二幅〉詩，對於歐陽修贈送

的名貴紙張－澄心堂紙，梅堯臣顯得驚喜若狂！其〈依韻和

永叔澄心堂紙答劉原甫〉亦提到：「歐陽今與韓相似，海水

浩浩山嵬嵬，石君蘇君比盧籍，以我擬郊嗟困摧。公之此心

實扶助，更後有力誰論哉……往年公贈兩大軸，於今愛惜不

輒開，……文墨高妙公第一，宜用此紙傳將來」（洪本健，

1995，頁 10），獲得這樣名貴的紙，顯示出歐陽修對梅的

慷慨大方，梅堯臣很高興也很榮幸，並覺得唯有公（歐陽修）

的文章能與此紙相得益彰，相互匹配得上。 

  身為梅堯臣的忠心讀者，歐陽修筆下所詮釋的梅堯臣，

其實幾乎佔據了他詩作作品的一半，詩中常可見二者情誼的

深刻，諸種詮釋都是與之相和或者以彼為對象的。那麼，梅

堯臣是怎麼以為的呢？《梅堯臣集編年校注》卷十五〈永叔

寄詩八首并序祭子漸文一首因采八詩之意警以為答〉：「昔

聞退之與東野，相與結交賤微時，孟不改貧韓漸貴，二人情

契都不移。韓無驕衿孟無靦，直以道義為己知，我今與子亦

似此，子亦不愧前人為」（洪本健，1995，頁 7），此處，

梅堯臣感激歐陽修與韓愈一樣，待我如韓待孟郊，是以道

義、氣味相投而至交，而不論貴賤之分。而真正令梅堯臣覺

得自己很幸福的是，其蒙受歐陽修真誠的友誼和無私得甚至

過剩的照顧。他在〈永叔贈絹二十匹〉嘗言：「昔公處貧我

同困，我無金玉可住公，公今既貴我尚窘，公有縑帛周我窮。

古來朋儕義亦少，子貢不顧顏淵空，復聞韓孟最相善，身仆

道路哀妻僮，生前曾未獲一飽，徒說吟響如秋蟲。自驚此贈

已過足，外可畢稼內禦冬……」（洪本健，頁 10），想起

古來朋友之間有仁慈宅心者少，即使如子貢富有，卻放任顏

淵挨餓不管；甚至是韓、孟這樣相善的二人，孟郊卻從未在

有生之年吃過一餐飽，相較之下，自己已然是幸運且須感激

的了！然而，梅堯臣顯然是有骨氣的，其〈別後寄永叔〉云：

「……孟盧張賈流，其言不相昵，或多窮苦語，或特事豪逸，

而於韓公門，取之不一律，乃欲存此心，欲使名譽溢。竊比

於老郊，深愧言過實，然於世道中，固且異謗嫉。交情有若

此，始可論膠漆」（洪本健，頁 9），談及承受歐陽修的提

拔（被歸為歐陽修一派）並非也不想沽名釣譽，而被比於孟

郊也實不敢當，只是生在充滿毀謗和嫉妒的世道之中，只有

交情如同歐公與我這般者，才能談論何謂膠漆之情。 

  受到歐陽修提拔的曾鞏亦極度讚譽歐陽修，稱其為韓愈

以來第一人：「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樂善，孜孜於

道德……其文章、智謀、材力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以來一

人而已」（洪本健，1995，頁 40），只是，歐陽即便崇尚

韓愈孟郊，卻不主張不自然的造語模仿，而提倡取其自然，

因「歐公更欲足下少開廓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請相

度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不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洪本健，頁 40）。有趣的是，如陳善〈歐陽公喜梅聖俞

蘇子美詩〉寫道：「韓退之與孟東野為詩友，近歐陽公復得

梅聖俞，謂可比肩韓、孟，故公詩云『猶喜共量天下士，亦

勝東野亦勝韓』也。蓋嘗目聖俞為詩老云。公亦重蘇子美，

稱為蘇、梅」（洪本健，頁 199），歐陽修即使將自己與梅

聖俞比附為韓愈和孟郊，卻又要略勝前人一籌，帶有比較和

競爭的意味重。因此，歐的讀者創造性和影響力似乎還是佔

有絕對主觀的決定性作用，歐與梅的形象，最終總還是以貴

賤、強弱的一組二元形象出現。 

 

四、文學的聲譽 

（一）聲譽 

  歐陽修〈水谷夜行寄子美、聖俞〉一詩，係以詩壇領袖

的身份，推譽著蘇舜欽和梅堯臣，此詩也似濫觴於杜甫〈戲

為六絕句〉這類的論詩之作。 

寒雞號荒林，山壁月倒掛。披衣起視野，攬轡念行邁。我來

夏雲初，素節今已屆。高河瀉長空，勢落九州外。微風動涼

襟，曉氣清餘睡。緬懷京師友，文酒邈高會。其間蘇與梅，

二子可畏愛。篇章富縱橫，聲價相摩蓋。子美氣尤雄，萬竅

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沛。譬如千里馬，已發不可

殺。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柬汰。梅翁事清澈，石齒漱寒瀨。

作詩三十年，視我猶後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難老大。譬如

妖韶女，老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嘬。初如食橄

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轢，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

古貨今難賣。二子雙鳳凰，百鳥之佳瑞。雲煙一翱翔，羽翮

一摧鎩。安得相從遊，終日鳴噦噦。問胡苦思之，對酒把新

蟹。（歐陽修全集，2001，冊 1，頁 28） 

  從這些簡短詩句，卻得見歐陽修從描述、議論到著意等

內容上展示了蘇、梅的創作特點，可以感受到歐陽修對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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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的體會之深。蘇詩是豪放的，而梅詩則淡逸，二子被歐陽

修比喻為鳳凰一動一靜。此詩似是論詩之詩，但卻又帶有濃

厚的抒情氣氛。從寫景開始進入，頭十字「寒雞號荒林，山

壁月倒掛」將初秋氛圍醞釀得十分濃郁且抒情，幾乎像張色

碼表，漸次地將情感加重，論至蘇子美「有時肆顛狂，醉墨

灑滂沛」、「譬如千里馬，已發不可殺」，有種千軍萬馬之

勢，高潮跌起，江蘇的狂放瀟灑如放映目前；而對於梅聖俞

則帶有不平之鳴的同情，然而正是其由於窮苦，因此詩的滋

味如同橄欖，嚼得越久滋味越在。（「近詩尤古硬，咀嚼苦

難嘬」、「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且「梅窮獨我知，

古貨今難賣」更可見歐對梅的特殊的情懷，一字「獨」已道

盡矣！此詩巧妙地融合了論詩詩以及抒情寫景於一首作品

內，不僅流暢且豐富，更顯示出歐陽修的身份和地位。 

  不僅當代人，需要倚靠當代文壇宗主的權威來增值，即

便是前人，也需要後人來抬高其地位，如「韓退之之文，得

歐公而後發明」（洪本健，1995，頁 199），以後人之聲譽和

社會地位，進而塑造前人聲譽。宋代，由於是主體意識強列

的時代，亦是偉人發現（建構經典）的時代，如孟子「亞聖」

和杜甫「詩聖」、「詩史」在宋代之經典建構；和寂寞如陶淵

明被晚了六、七百年的後代知音－蘇東坡所發現。此外，歐

陽修的權力影響，充分體現在作為國家考試官的體現上。許

多宋人文集都提說了歐陽修此功績，如： 

嘉祐初，公知貢舉，時舉者為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

公深隔其弊，前以怪癖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澹典要。

士人初怨怒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遂變而復正者，公之

力也。（洪本健，1995，頁 57） 

嘉祐中，士人劉幾，累為國學第一人，驟為怪嶮之語，學者

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惡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

凡為新文者，一切棄黜，時體為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洪

本健，頁 73） 

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為文尚奇澀，讀或不能成句。歐陽

文忠公力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洪

本健，1995，頁 173） 

  歐陽修的眼光一開始引起譁然和不被認同，畢竟改革的

最初，總是容易受到原規範的不服和阻力，但歐的作法應是

成功的，後來文人們漸漸接受之，而此功勞當記載歐陽修任

主考官的身份和其權力的行使上！故於〈六一居士集敘〉中

曾有句讚嘆歐陽修的話「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實可見其

氣魄。蘇轍亦感佩歐陽修意氣風發的神采，他說：「見翰林

歐陽公，聽其議論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

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洪本健，1995，

頁 89）直書歐陽修的領導風範和不凡之氣度，在當時帶領

了一復古運動團體的傑出表現。 

  在唐人的陰影下，宋人是努力的。歐陽修的詩文並重，

其聲譽來由並非偏才（天才），而為多才（通才）。誠然，較

諸於歐的其他專長，其詩學之成就，似乎並未如其古文或政

治成績要突出。然而，王安石所編著之《四家詩選》乃是以

「杜甫、歐陽修、韓愈、李白」這樣的排序，引起了宋人一

些迴響，以下試舉幾例，陳述次第安排的用意為何。 

介甫選四家之詩，第其質文以為先後之序。……其先後固自

有次第。誦其詩者，可以想見其為人，乃知心聲之發；言志

詠情，得於自然，不可勉強到也。（洪本健，1995，頁 192） 

子美之詩，非無文也，而質勝文；永叔之詩，非無質也，而

文勝質；退之之詩，質而無文；太白之詩，文而無質。介甫

選四家之詩而次第之，其序如此。……於體無所不備，而測

之益深，窮之益遠百家者……而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覽者

宜致意焉。（洪本健，1995，頁 193） 

荊公編李、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

太白之神氣，當游戲萬物之表。其於詩，特寓意焉，……淵

明篇篇有酒，謝安石每遊山必攜妓，亦可謂其識不高耶？歐

公文字，寄興高遠，多喜為風月閑適之語，蓋是倣太白為之，

故東坡作歐公集序亦云：「詩賦似李白。」此未可以優劣論

也。（洪本健，1995，頁 201） 

  以上三則引文，第一則涉及讀者評價的問題。李綱的看

法認為各有極妙，是以內容和文采的程度綜合相互評選的，

至於其所謂的質文標準在哪？應還是以審美旨趣為重的

（「言志詠情，得於自然，不可勉強到也」），然而，王安石

的個人聲譽和影響力，又將使得其所勾勒之譜系引起話題和

一定份量。第二則為李綱更深入的描述，解釋了王安石之所

以次第的原因，四人相互的質文表現為何。又《百家詩選》

已盡唐人吟詠之所得，而《四家詩選》則有如詩中的六經 

（「於體無所不備，而測之益深，窮之益遠百家者」），重

要的是四家各有所長，覽者（讀者）都應該要保持崇高敬意。

第三則則為讀者評價和文學聲譽及影響力之問題。認為四家

詩的次第無法表示優劣高下，尤其陳善認為「詩人多寓意於

酒婦人」，不僅李白，陶淵明、謝安石也如此，因此歐陽修

本身的文章雖然寄興高遠，其還是喜歡風月閑適之語，而且

多倣效李白之作品，連蘇軾也發現此點（按：歐陽修〈自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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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詩嘗云：「余本浪漫者，茲亦漫為官。」（歐陽修全集，

2001，冊 1，頁 716-717），因此王安石怎麼能夠將歐陽修擺

在李白之上呢。 

  影響連結了寫作和閱讀、作者和讀者的關係，也構成了

典律和文化意識的關係。《四家詩選》建築了一個家族譜系，

然而，影響和傳承並非總是連續性的，他們的發展各自有其

特殊的價值和意義，而非出自同一源流的不同事件。試看樂

觀的歐陽修〈啼鳥〉一詩云：「可笑靈均楚澤畔，《離騷》憔

悴愁獨醒」（歐陽修全集，2001，冊 1，頁 41），寂寞之苦

固然是有的，然而從寂寞中，詩人可以將之轉化成樂趣而得

到解脫，不必總如屈子般愁苦，歐陽修被春景感染了盎然生

機，也因此從春光中找尋到了生機。縱然，聲譽能夠建構彼

此、成就彼此，但整個宋代之所以不同於唐詩，或言要真正

走出唐詩陰影，就必須具備此種歷史觀和歷史意識。 

（二）人文主義 

  歐陽修的思想非常理性，與此前的文人非常不同。整個

宋代對於人與天之關係，亦不再是人低於天的姿態，認為要

歷史要記人，而不記大自然。中唐後，其實便逐漸有此現象，

劉禹錫、柳宗元提出類似「人定勝天」的觀念，此種思想在

中國文論中其實不多見，上溯大概也僅見荀卿有此理論出現

而已。職是，宋人的人文主義思想濃厚，人們漸漸意識到自

我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從生活在一個大的環境，縮小

到主體自我，產生了自信，相對的焦慮感濃厚。 

  於此氛圍下，人有了與天逆搏的勇氣，如歐陽修〈感二

子〉詩： 

黃河一千年一清，岐山鳴鳳不再鳴。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

寂默收雷聲。百蟲壞戶不啟蟄，萬木逢春不發萌。豈無百鳥

解言語，喧啾終日無人聽。二子精思極搜快，天地鬼神無遁

情。及其放筆騁豪俊，筆下萬物生光榮。古人謂此覷天巧，

命短疑為天公憎。昔時李杜爭橫行，麒麟鳳凰世所驚。二物

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開元天寶物盛極，自此中原

疲戰爭。英雄白骨化黃土，富貴何止浮雲輕。唯有文章爛日

星，氣凌山岳常崢嶸。賢愚自古皆共盡，突兀空留後世名。

（歐陽修全集，2001，冊 1，頁 138-139） 

  歐陽修此詩作是為了紀念已然逝去的梅堯臣和蘇舜

欽。由於二子具有「覷天巧」的能力，因此引起了「天公憎」，

而消逝了生命。詩人們的才華已非單純的模仿世界，而是奪

去了天神原所獨有的造化之功，故被置於死地。歐陽修對二

子地位和處境的描寫，明顯讓吾人想起韓愈的〈雙鳥詩〉，

韓愈筆下之雙鳥指陳為何？李、杜╱韓、孟，眾說紛紜，但

無疑的，由於雙鳥之活動，而使世界陷入了一片沉寂，雙鳥

是具有顛覆世界的強大力量的，而且不死，因為他們於三千

年之後，將更起相鳴。歐陽修有另一詩〈讀蟠桃詩寄子美〉，

內容為「韓孟於文詞，兩雄力相當。篇章綴談笑，雷電擊幽

荒。眾鳥誰敢和，鳴鳳呼其皇。孟窮苦纍纍，韓富浩穰穰……」

（歐陽修全集，2001，冊 1，頁 36-37），以上詩例，皆顯

示出人文之力量，是具有顛覆天地的強大能力的。只是，筆

者仍納悶，若蘇、梅可以奪造化之功，那麼打得破杜甫的陰

影嗎？好似也不能，這麼說來，杜甫之陰影誠比造化之力量

還要廣大？如此推估，杜甫幾可說是宋代文人的天神罷！ 

  人對死亡的恐懼有其騷動。不朽的修辭學也是一種生存

心理學和一種宇宙觀，那麼人的死亡、回憶和書寫，就脫不

了關係。面對死亡，傳統總是傷悼文學為多，孔子也迴避死

亡，而書寫歷史中的墳墓、黃昏和夜幕等，總傾訴著人類生

命的終結與哀愁，如傷悼詞總是真實展示了抒情主體對人生

苦沉的情感體驗。歐陽修的詩文作品中，為梅堯臣深感不平

的篇幅不勝枚舉。如〈再和聖俞見答〉 

文章至寶被埋沒，氣象往往干雲霓。飛黃伯樂不出世，四顧

驤首空長嘶。嗟哉我豈感知子，論詩賴子初指迷。……念子

京師苦憔悴，經年陋巷聽朝雞。兒啼妻噤午未飯，得米寧擇

秕與稊。……名聲不朽豈易得，仕宦得路終當躋。（歐陽修

全集，2001，冊 1，頁 82-83） 

  此詩讀來同情益切。此境遇也正是歐陽修扭轉傳統「詩

能窮人」而變為「詩窮而後工」的論述基由。「窮」作為詩

人的缺失性的情感體驗，深刻地塑造了詩人的個性，從而造

成詩人獨特的感受方式、思維方式，幫助他從平凡的對象中

發現新的詩意和屬於他的意象。「窮而後工」正是因缺失性

體驗所引起的感知的變異。從一定意義上說，人們所看到的

往往是他們所體體驗到的，因此淚眼朦朧中所看見的景物與

常人眼中看見的景物不同，它顯示出特異的色彩，而富於詩

情畫意（童慶炳，1994）。我們書寫的原因是因生命短促，

而能感動人心的死亡與記憶的書寫是立基於真實體驗上所

引起的。歐陽修〈薛簡肅公文集序〉提到：「君子之學，或

施之事業，或見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

烈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未事，而又有

不暇與不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

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

辭。故曰窮者之言易工也。……」（歐陽修全集，200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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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頁 618）此言，窮變成一種資產、資本。病和死亡的欲

求變成創造力。死亡是在我們生命內部裡，內爆成了黑洞，

轉換成能量，生生不息，能量豐富。 

  歐陽修偏愛苦吟情調，窮者不僅能工，而且越窮則越

工，作如是想，則我們距離死亡，便是在累積，而不是消耗。

對窮的欲求，亦可相對地豐富我們的生命。歐陽修以樂觀的

態度看待詩人主體的窮苦，且繼承、修正並融合了李、杜、

韓，以奠定宋代氣息的平淡詩風。 

 

五、結論 

  歐陽修在政治上的形象是剛硬的，在文學表現上則較婉

約、柔軟（即使其古文也是）。韓愈也具雙重性，韓的古文

要求文從字順的平淡風格，而其詩則走怪誕風格，韓門子弟

發展的也是這一派。且歐的品味特殊，往往與他人不同，但

其喜愛李白則與韓愈相似。其實，人本就是複雜而矛盾的，

只是歐陽修與梅堯臣的關係仍舊耐人尋味，綜觀宋人的詩話

和筆記，似發現一些有趣記載與吾人熟知的常識相悖，吾人

所知的歐陽修似乎只是一個掩飾過的歐陽修，即使並非刻

意，然歐氏確有其隱藏的一面，值得後續研究繼續深探。 

  然而，宋人的集體焦慮為何？宋人為何有如此強的競爭

意識？此皆與宋朝的時代氣息以及時代意識息息相關。歐陽

修兼容並蓄的為人和處事態度，上修韓愈之險澀，以及李

白、杜甫的優秀處，此亦可見歐陽修的通才本領。影響的焦

慮，朝代的競爭情結到了宋代後愈發明顯，其一邊創新，卻

也同時建構自身的經典，宋代強烈的主體意識，愈是意識到

那超乎自身當下處境的野心和威脅，也就愈來愈會有被套牢

而強迫自身前行的感覺。正因如此，宋代以歐陽修為一標

誌，開啟了影響焦慮下的積極創發之意義，周而不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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