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說明

本書原名《言文對照古文筆法百篇》，成書於 1920

年代，編訂者胡懷琛是一位資深的編輯家、飽學的文史

學者。

本書所說的「筆法」，是指「行文之法」，包括具體文

章的謀篇佈局特點、寫作手法、文學上的表現手法等。

編訂者胡懷琛按不同筆法特點將選文分為三十二

類，並希望讀者可以藉此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選文範圍

自先秦至明代，大都為經典之作，並以短簡淺顯為主，方

便領會。也在每篇選文之後藉清人之語評點行文之法，

用白話文注解生詞，並翻譯全文，適合讀者閱讀。

這本經典古文讀本成書以來，對幾代讀者有良多裨

益和影響。對於今日的讀者學習及賞析古文、了解傳統

文化，也依然具有獨特的價值。我們希望藉本書的出版，

對閱讀和學習古文的讀者有所幫助。

本書成書較早，所以行文風格、用語習慣與今天有

一些差異，出版者對此予以尊重並保留。

編輯部





例  言

一、行文有一定之法。本編共舉三十二法，容有未

盡乎此；而觸類旁通，學者可以隅反。

一、本編選文，自周秦迄於明代，大都千人叫好之作。

一、每一類內，多少不等，以短簡淺顯為主，以便

領會。

一、每文於句之難解者，字之難識者，必加音注，以

免調查之煩。

一、文之好處，初學未易領會，兹採用名人評語，並

附同人意見所及，以資觸發。

一、白話體為今所尚，兹用文言對照，以便學者兩

有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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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需對管燕

《戰國策》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

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漣然流涕，曰：「悲

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日

不得饜，而君鵝鶩 1有餘食；下宮糅 2羅紈、曳綺

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

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

士易得而難用也。」

［評］�林西仲曰：士若易得，便難用。可用之士，夫

豈易得？管燕平日待士如此，其在左右者，必不是個真士。

與赴諸侯之問，默然不對，實無伎倆可用。田需雖為真士增

價，然所謂「鵝鶩之食、下宮之衣」，把左右一齊輕薄，非

謂真士現在左右，以平日薄待，有急不肯為用也。文亦清轉

簡切。

［注］�1鶩：鴨也。  2糅：雜也。

［今譯］�管燕在齊國，得罪了齊王。他向他的左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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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有哪個同我往他國去麼？」左右聞言，默然不作聲。

管燕難過得流下淚來，說道：「唉！賓客來得很容易，要用

他為甚麼這樣難呢？」田需說道：「賓客幾天難得有一次吃

得很飽足，而你自己總是吃好的東西還吃不完；你的姬妾

穿綢緞的裙子，賓客卻沒得做衣服。而且，財物，在你是很

普通的；性命，在賓客是很重要的。你不肯將很普通的東

西給人家，而希望人家將很重要的東西報答你，這就難怪賓

客不為你用了。」

中射士論不死之藥

《戰國策》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 1者，謁者 2操以入。中

射之士 3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

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

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

臣無罪，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

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

王。」王乃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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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林西仲曰：「欺王」二字，是一篇主腦。若據理

廷諍，雖有波濤之辯、電光之舌，無所用之。妙在一問一

奪，先除去欺人根株，然後發出妝呆話頭，把罪推在他人身

上；再將不食藥得生、食藥反死之意，作謔語點綴，倒入

「欺王」二字便佳，省卻許多葛藤。秦之徐福、漢之欒大、

唐之柳泌，惜未遇得此等對頭，貽誤人主不小耳！

［注］  1荊王：即楚王，當是頃襄王。  2謁者：官

名，司進謁之職者。  3中射之士：猶後世禁衛軍卒。古

用弓矢，故稱中射。

［今譯］  有人得了不死之藥，獻與荊王。司通報的人

拿了進去。守門的武士問他說：「可以吃麼？」他說：「可以

吃！」守門的武士便奪去吃了。荊王大怒，叫人去殺守門的

武士。武士託人對荊王說道：「我問過司通報的人，他說可

吃，我才吃了。這不是我的不是，是他不是。而且人家獻的

是不死之藥，我吃了，你又殺我，那麼是藥不靈了。你一則

殺無罪之人，二則表明獻藥的是欺你。」荊王聞言，便不殺

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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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

圭，以與叔虞，曰：「以此封汝。」史佚因請擇日立

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

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

「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

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1。

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

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

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

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

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

之乎？

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

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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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

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

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

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 2

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 3成之。

［評］  林西仲曰：題目既是個「辯」，就當還他一個辯

體。此篇先以「當封」「不當封」二意夾擊，見其必不因戲行

封；次復就「戲」上設言戲非其人，何以處之，則戲不可為

真也明矣。然後把「天子不可戲」五字，痛加翻駁。以王者

之行，止求至當，不妨更易，而周公當日輔導正理，不但無

代君掩飾其過之事，亦無鉗制其君若牛馬之法，則以為天子

不可戲、有戲而必為之辭者，非周公所宜行又明矣。篇中

計五駁，文凡七轉，筆筆鋒刃，無堅不破，是辯體中第一篇

文字。

［注］  1唐：國名，今山西翼城有故唐城。  2缺缺

者：耍小聰明者。  3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

［今譯］  古人傳說：成王拿了梧桐葉子，和他的小兄

弟開玩笑，說道：「拿這葉子封你。」周公進來祝賀。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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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是開玩笑的。」周公說：「天子不能開玩笑。」於是

便把唐地封給了他的小兄弟。

這話我以為不然。王弟倘然當封，周公應該及時和成

王說，不能因為遊戲而弄假成真。王弟倘然不當封，而周公

因遊戲之言，弄假成真，將唐地付託一個小孩子，做那裡的

君主，這可以算是聖人麼？況且周公不過以為天子不可亂

說話，說了便要做到。假使成王拿桐葉和宮人、太監們相

戲，周公也要做到麼？

大凡君王的道德好壞，要看他行事如何，假使不對，即

使改變到十次也不要緊；一定要行得對了才算，何況他明

明是開玩笑呢？若開玩笑的話也一定要實行，那是周公教

成王做錯事了。

我想周公輔成王，應該在平時以道德感化成王，不當

趁此機會說這些話。更不當一操一縱，使他像牛馬一般。

這樣，必定要失敗。就是家人父子之間，也不能這樣，何況

是君臣呢？這是一般沒見識的人所做的事，不是周公應該

做的事，所以不可信。

但是也有人說：「成王封唐地給叔虞，是太史佚促成

的，和周公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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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憲宗服金丹疏

裴潾

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

樂者，享天下之福。自黃帝 1至於文、武，享國壽

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

相汲引，其數浸繁。藉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

岩壑，惟畏人知。凡候俟權貴之門，以大言自炫 2、

奇技驚眾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

藥耶？夫藥以癒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

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腑臟所能勝也。古者君

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

自可見矣。

［評］  林西仲曰：潾疏甚明曉，乃竟貶江陵令。逾年

而憲宗崩，穆宗嗣立，又蹈覆轍，可謂愚矣！按《參同契》

云：「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金，鉛也，謂先天一氣，

隱於腎宮。人到虛靜之極，則玄關現而玄氣產，謂之「藥」。

性初，元神也。元氣上與元神相變凝合，渾如太極，猶汞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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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失，得鉛而止。性寄於心，居南方而色赤，故曰「丹」。

皆譬語也。長生亦是元神不滅，於形骸無與。朗然子曰：

「本來真性號金丹，四大為爐煉作團。」四大即彼家，煉即

爐火。人誤以採戰燒煉喪身，皆弗思耳。

［注］  1黃帝：古帝名，姓公孫，生於軒轅之丘，故

曰軒轅氏。  2炫：自矜也。

［今譯］  我聽見說：替天下除害的人，才可受天下之

利；為天下造福的人，才可享天下之福。從黃帝到文王、

武王，能夠享國長久，都是這個道理。自從去年以來，各

處都舉薦道士。就是天下真有神仙，他們也應該深居在山

林之中，但怕人家知道。凡是往來於公卿之門，說大話、

聳人聽聞的，都是江湖無賴之人，怎可信他們的話，吃他

們的藥呢？藥是醫病的，不是常吃的。況且金石之性，酷

烈有毒，加以火煉，血肉之軀怎能承受呢？古時候，君王

吃藥，臣子先嘗試一下。現在叫獻藥的人自己先吃一年，

看他如何。是真是假，可以知道了。



010

論江陵耆老辯申胥廟書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 1故楚也，子

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是楚人所宜怨也。而江

陵反為之廟，世享其讎，為耆老而忘其君父也。

吾以為不然。楚人之情性慓悍，世能復其仇

讎。其後自懷王入武關 2，楚人怨秦，不忘干戈。

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所以破其國家而祀之乎？且

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

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餼而虐其報，則

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

穰，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餼而尋其報，則破人之

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

之殺其父兄，則胥豈為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

讎乎？

吾以為其廟，申包胥 3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

功，年代浸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之包

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享人之食，而江陵何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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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

無使人神皆愧耳。

［評］  林西仲曰：楚不當祀子胥，人亦知之。此獨將

子胥不當受祀意，層層翻駁，更覺傳訛可笑。眼光筆力，俱

踞絕頂。

［注］  1 江陵：古地名，在今湖北荊州境內。本春

秋楚渚宮所在地，秦置縣，歷代因之。  2武關：地名，

戰國時為秦之南關，即春秋時之少習也，在今陝西丹鳳東

南。高祖由武關入秦，降子嬰。 3申包胥：春秋楚大夫，

與伍員友善。員以吳師伐楚，包胥入秦乞師，依庭牆而哭

者七日，秦乃遣將定其國難。昭王返國賞功，逃而不受。

［今譯］  太原地方有個姓王的人，曾寫信給江陵的前

輩，說：江陵是從前楚地，伍子胥驅逐了他們的君臣，毀敗

了他們的墳墓，所以楚人恨他是應該的。而江陵地方的人，

反而替他立了廟，這是楚人忘記君父之仇了。

這些看法我不以為然。楚人的性情很慓悍，很能復仇。

自從懷王入武關，被秦國扣留後，楚人恨透了秦國，不忘那

次戰爭之恥。依照他們的性情，能忘記伍子胥破國之仇，反

而立廟祀他麼？江陵的人，宰羊祀廟，難道是打算向仇人去

祈求豐年，或是祈免疾病麼？如果祭祀的物品很豐盛，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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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了凶報，江陵人一定不祀子胥了。若祈禱而應，享了祭品

而報答人家，那對於子胥來說，既然破了人家的國家，辱了

人家的君主，今天為著一頓吃的，便忘記了楚王殺害父兄之

仇，則子胥可算是勇士麼？也不獨是江陵人忘仇了。

因此，我認為這個廟是申包胥的廟。包胥有復楚的功

勞，應該祭祀。日子久了，楚人因為子胥曾封於申地，所

以就不說申包胥了。倘然不是這樣說，子胥為甚麼甘心享

人家的祀？江陵人為甚麼甘心祀仇人？望前輩先生接到這

書，速改子胥廟為申胥廟，不要叫人神皆抱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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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向賀韓宣子之貧

《國語》

叔向見韓宣子 1。宣子憂貧，叔向賀之。

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

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 2

無一卒之田 3，其宮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

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

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 4驕泰奢侈，

貪欲無藝，略則行志 5，假貨居賄 6，宜及於難，

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 7改桓之行，而修

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

郤昭子 8，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

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 9。不然，夫

八郤 10，五大夫 11三卿 12，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

之哀也，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

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

足，將吊不暇，何賀之有？」

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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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 13以下，嘉吾子之賜。」

［評］  林西仲曰：叔向賀貧之說，舊評以為翻案文字，

與柳子厚賀失火一樣奇創。不知王參元以富名掩其才名，

人不敢薦，一失火，便可賀。此則借一賀字，逗出德來，以

為勸勉，故引欒郤有德無德禍福之應，做個樣子，其意以為

宣子有欒武子之貧，若無其德，亦未必可以免難而庇宗，況

又以貧為憂乎？此因事納忠，詞甚峻厲，不是言空空一味貧

便當賀，作寬慰奉承語也。是故宣子憂貧，本為計利，而叔

向卻為之計害，覺卿大夫柄政，無一非禍機所伏。以欒武子

之德，宣及中外，止討得「免難」二字便宜，其餘則逃亡刑

戮，或滅全宗，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無害即是利也。

不知其所當憂，將改賀以為吊矣。宣子聞言以存亡為謝，

且為全宗受賜，豈溢詞哉？是一篇極正當文字，如何認作翻

案看？

［注］  1韓宣子：晉卿，名起。  2欒武子：晉卿，名

書。  3一卒之田：百人為卒。古者一夫授田百畝，九百畝

為一井，蓋十二井也。  4 桓子：書之子，名黶。  5略

則行志：謂忽略憲則而行其貪欲之志。  6假貨居賄：

假，借也。物之可以易財者，皆曰貨。「賄」讀若「毀」，

財也。借貨蓄財，言其貪而無德。  7懷子：黶之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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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8郤昭子：晉卿，名至。  9絳：晉舊都，在今山西

新絳北。  10八郤：郤氏八人。  11五大夫：為郤文、郤

豹、郤芮、郤縠、郤溱，五人皆為晉大夫。  12三卿：郤

錡、郤至、郤犨，三人皆為晉卿。  13桓叔：韓氏始祖，

為晉文侯之弟，名成師，生子萬，受韓地為大夫。其後遂以

韓為氏。

［今譯］  叔向去見韓宣子，韓宣子正在愁沒錢，叔向

便賀他窮。

宣子說：「我雖然有了公卿的虛名，但沒有錢，不能和

人家比，我所以很憂愁，你為甚麼賀呢？」叔向說：「從前

欒武子既沒田，宮室又小。但是他的德行能夠使得諸侯親

近他，戎狄愛他，自己國家也治理得安定。後來到了桓子，

驕奢貪欲，他應該是要失敗了；但是託庇武子之德，而沒有

禍。等到懷子，改變桓子的行為，而效法武子，應該可以沒

禍了；但是受了武子之累，以致逃亡到楚國。你豈不見郤

昭子麼？他的家產，有國家一半的富；他的家人，有三軍一

半的多。但是他恃富自驕，後來自己死於朝，宗族滅於絳。

郤氏五個大夫，三個卿，可算得寵極了。但是一旦滅亡，人

家也不哀憐他，這就是沒德的原故。現在你是像欒武子一

樣的窮，我以為你是有德了，所以賀你。倘然不憂德不立，

但憂錢不夠，我吊也來不及，還賀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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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子聞言，對他叩首謝道：「我應該滅亡的了，靠你一

句話救了我。不單是我一人受了你的賜，就是桓叔的後代

都要感謝你的恩賜了。」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 1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 「冉

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

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予以愚觸罪，謫瀟水

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

公谷 2，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

齗 3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

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

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

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

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

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

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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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

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

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

寧武子 4「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 5

「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

今予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

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而名焉。

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

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

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

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

而同歸，超鴻蒙 6，混希夷 7，寂寥而莫我知也。

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評］  林西仲曰：本是一篇詩序，正因胸中許多鬱抑，

忽尋出一個愚字，自嘲不已，無故將所居山水盡數拖入渾

水中，一齊嘲殺。而且以是溪當得是嘲，己所當嘲，人莫能

與。反覆推駁，令其無處再尋出路。然後以溪不失其為溪

者，代溪解嘲，又以己不失其為己者，自為解嘲。轉入作詩

處，覺溪與己同歸化境。其轉換化變，匪夷所思。

［注］  1灌水：瀟水支流，注湘。  2愚公谷：《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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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逸傳序》：「藏景窮岩，蔽名愚谷。」  3齗齗：《史記．魯

周公世家》：「齗齗如也。」注：「鬥爭之貌。」《說文》：「齗，

齒本也。」按：爭辯而露其齒本。  4寧武子：衛大夫。

孔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5 顏子：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

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6鴻

蒙：元氣未分狀。《子華子》：「渾淪鴻蒙，道之所以為宗

也。」  7希夷：《老子》：「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

希，摶之不得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今譯］  灌水的北面有條河，向東流入瀟水。有人說：

「從前有姓冉的住在這裡，所以名為冉溪。」又有人說：「河

裡的水，可以染物，故名染溪。」我因為愚魯，得罪了當世

貴人，被貶謫在瀟水邊上。我很愛這條溪。沿溪水走進去

兩三里路，得到更好的地方，因此便住在那裡。古時候有個

「愚公谷」，我現在住在這溪的邊上，它的名字又不能定，地

方上的土人紛紛爭論不決，我不得不替他重取一個名目，因

此便改名為愚溪。

我在愚溪的上面，買了一座小土山，就叫愚丘。從愚

丘向東北行六十步，有一道泉水，又將它買下來，名叫愚

泉。愚泉共有六個泉眼，都是從山下平地上湧出來的。許

多泉水，匯合起來，曲曲折折，向南面流，成了一條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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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愚溝。我又用土石將狹窄的地方塞起來，成為一個小池，

就叫愚池。愚池的東面有愚堂，南面有愚亭，池的中間有愚

島。美好的樹木，奇異的石頭，都佈置得很妥當，是山水中

奇特少有的。但是因為我，它們都被一個「愚」字玷辱了。

本來，水是智者所喜歡的，今這溪獨被「愚」字玷辱

了，那是甚麼道理呢？因為它的水位很低，不能灌田；而且

水流很急，水中石頭又多，不能行船；河面又窄，不能住蛟

龍，興雲作雨。它於世無利，恰和我一般。那麼就拿一個愚

字辱沒它也無妨了。

寧武子「在國家無道的時候，好像是愚人」，這是聰明

人故意裝傻；顏回「終日不發表不同意見，好像很愚蠢」，

這是聖賢的人貌似愚蠢，都不能算是真愚。現在我是生在

有道的時候，但是我自己違背道理，又不懂事，天下沒有比

我再愚的人了。因此，天下的人，沒哪個能和我爭這一條

河，這河乃為我所專有並能為它命名。

這條河雖然於世無利，然而水清見底，能照見萬物；

水流聲又鏗鏘可聽，如敲金石，能夠使愚人流連而不忍去。

我的性子，雖然和流俗不合，然也能拿文墨自己尋樂。胸有

萬象，而無所顧忌。拿愚辭歌詠愚溪，覺得很快樂，而不求

人知。因此作《八愚詩》，刊在溪邊的石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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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1。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

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 2諸葛廬 3，

西蜀子雲亭 4。孔子云：「何陋之有？」

［評］  林西仲曰：通篇總是「惟吾德馨」四字衍出，

言有德之人，室藉以重，雖陋亦不陋也。起四句以山水喻

人，次言室中之景，室中之客，室中之事，種種不俗，無

他繁苦。即較之南陽草廬、西蜀玄亭，匪有讓焉。蓋以有

德者處此，自有不同者在也。末引夫子「何陋」之言，隱藏

「君子居之」四字在內，若全引便著跡，讀者皆不可不知。

［ 注 ］  1 德馨：《書經》：「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2南陽：今河南南陽，及湖北襄陽之地。  3諸葛廬：漢

末南陽郡鄧縣隆中（今湖北襄陽西），有諸葛亮宅，即三

顧草廬之處。 4子雲：揚雄字子雲，漢人。西蜀有「草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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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即子雲所居者。

［今譯］  山不在乎高，有了神仙住在裡面，便著名了；

水不在乎深，有了龍住在裡面，便靈了。這是一所陋室，

但是我的道德，可以使得陋室也芬芳。青苔生到階台上，一

片碧綠，芳草映得簾子青了。室中談談笑笑，有名人高士，

來來往往，沒一個俗人。我住在這裡可以弄弄素琴，看看佛

經。既沒有弦琴音樂擾亂我的耳朵，也沒有文牘勞我的精

神。好像是南陽地方的諸葛廬，又像是西蜀地方的子雲亭。

孔子曾經說：「這有甚麼簡陋的呢？」

書嵇叔夜詩與侄榎

黃庭堅

黃庭堅，宋分寧人，字魯直，號山谷道人。舉

進士。紹聖初，知鄂州。為章惇蔡京等所惡，貶宜

州。詩專學杜甫，為宋代大家。又善行草書，亦有

名於世。

叔夜此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凡學作

詩者 1，不可不成誦在心，想見其人。雖沉於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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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然而攬其餘芳，便可撲去面上三斗俗塵矣，

何況探其義味者耶？故書以付榎，可與諸郎皆誦

取，時時諷詠以洗心忘倦。

予嘗為諸子弟言：「士生於世，可以百為，唯

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予曰：

「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

可奪，此不俗人也。士之處世，或出或處，或剛或

柔，未易以一節盡其蘊 2，然率以是觀之。」

［評］  林西仲曰：贊叔夜之詩不俗，便把「俗」字作

骨，發出許多大議論，皆未經前人道過。蓋以叔夜平日不

求異於俗，至於死生之際，揮琴而絕，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

者。其人如此，故其詩如此。若夫俗人之處世，當事之未

至，則議論風生，臨事則遊移兩可。迨至事成則慷慨居功，

事敗則飾辭自解，滔滔者天下皆是。余每見此輩，便作十數

日惡。亟語子弟，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但學作詩宜然也。

［注］  1「凡學作詩者」二句：人不俗，詩方不俗，學

作詩者當誦。  2蘊：積聚也。

［今譯］  叔夜這首詩，豪壯清麗，沒一點塵俗氣。凡

是學詩的人，不可不把它讀熟了，眼睛裡好像常常看見這個

人。雖則是塵俗中人，讀了這首詩，也可撲去俗塵三斗，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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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是風雅之士呢？我故將他寫下來，付與榎侄，可以同諸郎

時時誦讀，以洗滌胸襟，而振作精神。

我曾向子弟輩說：「人生於世，任便甚麼都可以，只不

可俗。俗，便沒有法子可醫。」有人問我：「怎樣算不俗？」

我說：「這很難說。看他在平時，和俗人也沒分別，只是一

到大事臨身，毅然而不奪，這便不是俗人。人生於世，或出

或處，或剛或柔，不容易從一事看出他的底蘊。但總可用這

個法子去相人。」

志壑集詩文序

法若真

余少絕不敢言詩。所過山川，所遇風雨，三十

年潦倒 1悲慟，形諸短長吟，輒為此一身哭。長遭

聖主，日趨玉芝。未幾，出遊甌、越、吳、豫、燕、

齊之區，水旱兵戈，鳩鵠支離，一到目中，載之紙

上，又輒為千門萬戶哭。

偶問病江干，忽得唐生 2。生持數年來詩文向

法生哭，法生亦持數年來殘缺焚余向唐生哭。哭畢，

即欲投之長江，逐波送之滄海，為龍宮糊酒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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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友林生西仲曰：「先生且留俟數十年後，再

沉之江海不晚。」予笑曰：「唯唯。」又數日，唐生

召工總計鐫之豐木。予大怪曰：「唐生向誰氏哭耶？

不惟善哭，而又為之留千百年後人同哭，予又將輟

哭而為之大笑。」

唐人詩不能分工拙，走酒肆，聽歌伎按檀板，

吟詩多者為工。諸詩人乃大笑而去。今猶有為吾輦

留詩文遺之天下，傳之千百年後，予亦去淚大笑，

而且不哭。

［評］  為他人作序，語語卻是自序。胸中有許多壘塊，

盡底發泄，其文亦不自知其何起何落。夫子為文灝博離奇，

古奧蒼逸，此特吉光片羽耳。余四十年中，謬膺國士之目，

近以黃山詩集屬余校訂，當不日公之海內也。受業林雲銘

謹識。

［注］  1 潦倒：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潦倒粗

疏。」今謂所如不合曰潦倒。  2唐生：名夢賚，淄川人。 

3瓿：缶也。以瓦為之，盛醯醬之屬者。

［今譯］  我在少年時，絕不敢談詩。所經過的山川，

所遇到的風雨，以及三十年來，潦倒悲痛而寄託在吟詠之中

的，不過是為自己一哭罷了。長大後，遭逢到好君主，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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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朝。不多時，出遊甌、越、吳、豫、燕、齊各地；水旱

兵戈的災難，饑饉憔悴的狀況，一映到了我眼簾中，便把他

寫在紙上。這又是替千門萬戶哭了。

偶然往江干問人家的病，於無意中遇見唐生。唐生拿

出幾十年的詩文來向我哭，我也拿出幾十年的殘缺的詩文

稿來向唐生哭。哭完了，便要把它丟到長江裡去，由它流

入海裡，替海龍王去做酒罈的蓋子。 

我的朋友林西仲看見，說道：「你且把它留幾年，然後

丟到江海裡去也不遲。」我笑著說道：「是！是！」又過了幾

天。唐生叫了刻字匠，將我們二人的詩，合在一起刻版了。

我覺得很奇怪，說道：「唐生向哪個哭呢？不但是會哭，而

且留給千百年以後的人讀了，同聲一哭。因此，我又將收淚

大笑了！」

唐朝人的詩，不能分好壞。只有走入酒家樓，聽妓女們

按檀板唱歌，唱的詩誰最多，誰的就算最好。許多詩人，都大

笑而去。如今還有人替我們留下詩文，傳給天下後世，我也要

收淚大笑，而又不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