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葛曉音先生《唐宋八大家： 

古代散文的典範》讀後

劉  寧

中國古代散文這條長江大河，在唐宋時期曾掀起壯

闊的波瀾，形成繼先秦之後的又一次高潮。八大家的散

文，則是這一高潮中最壯麗的景象。 

八家之文，又被稱為「古文」。韓愈作為古文宗師，

提倡為文以三代兩漢為法，在形式上以奇句單行為主，

迴避駢儷色彩；在內容上則強調「發明古道」。「古文」

並非單純復古，而是以復古為創新。韓愈以巨大的藝術

創造力，通過古文寫作表現了復興儒道的現實思考，其

藝術成就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宋代散文作者以韓

愈為法，繼承古文創作道路而益之以豐富的精神藝術創

變。清人劉開云：「文章之變，至八家齊出而極盛。」 （《與

阮芸台宮保論文書》，自《劉孟塗集》）這個評價洵非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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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宋之際，人們就開始自覺對古文藝術進行總結

和研究，越來越將研究對象集中在「唐宋八大家」這八

位作者身上。從今天傳世的文獻來看，「唐宋八大家」

這一並稱，始於明代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但對八

大家的特別重視，是長期古文研究中所形成的。清人方

東樹說：「唐、宋以來，號能文者，無慮數十百家，日久

論定，其卓然不可易者，八家而已。」他認為八大家罕

有倫比的典範地位，是千百年歷史沙汰的結果。當然，

也有人對此提出異議，清代才子詩人袁枚有詩云：「詩

亡原只存三百，文古何曾止八家」（《小倉山房文集．補

遺》），認為論文只談八家，並不足取。清代文章家儲欣

亦提出「大家豈有定數」（《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序》），

他編選《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就是要打破八家之限；

其後還有《唐十二家文選》（蔣湘南）、《唐十八家文錄》

（張文虎）等選本，對唐文的選取，更為寬廣。劉開則

指出八家成就參差不齊，不當相提並論：「韓子之文，

冠於八家之前而猶屈；子由之文，即次於八家之末而猶

慚。」（《與阮芸台宮保論文書》）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異

議，但還是有更多的意見肯定八大家遠過於其他唐宋散

文作者的典範地位。清代著名選家張伯行，就從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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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為「大家」的角度，對此有詳細的分析：「夫立言之

士，自成一家為難，其得稱為大家，抑尤難也。是故巧

言麗辭以為工者，非大家也；鈎章棘句以為奧者，非大

家也；取青妃白，駢四儷六以為華者，非大家也；繁稱

遠引，搜奇抉怪以為博者，非大家也。大家之文，其氣

昌明而偉俊，其意精深而條達，其法嚴謹而變化無方，

其詞簡質而皆有原本。⋯⋯此韓、柳、歐、蘇、王諸公，

卓然不愧大家之稱、流傳至今而不朽者，夫豈偶然哉？」

（《唐宋八大家文鈔．原序》）

《孟子》云：「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觀於江海者，

要從壯闊的波瀾去領略江海的偉大。求道如此，為文亦

如是。要體會古典散文的藝術成就，唐宋八大家是必須

領略的奇觀，葛曉音先生這本《唐宋八大家》則是學習

八家之文絕好的津梁。

葛曉音先生長期任教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在古典文

學研究領域，尤其是中古以及唐宋詩文方面，取得了精

深而卓越的成就。她的《八代詩史》《漢唐文學的嬗變》

《山水田園詩派研究》《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唐詩宋

詞十五講》《先秦漢魏六朝詩歌體式研究》等專著，都引

起學界的廣泛重視。對於唐宋古文，葛先生有一系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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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論文，如收入《漢唐文學的嬗變》一書中的《論唐

代的古文革新與儒道演變關係》《古文成於韓柳的標誌》

《中晚唐古文趨向新議》《歐陽修排抑太學體新探》《北宋

詩文革新的曲折歷程》等。葛先生對唐宋詩文演變的社

會文化背景有全面的把握，她特別從儒道內涵的演變出

發，對唐宋古文運動的精神追求，做出深入觀察，指出

中唐古文運動的成功，主要在於韓、柳對儒家傳統的政

治觀和文學觀進行了全面的清理，提出了許多反傳統觀

念的新解，得到當時新興庶族士人的響應，才能以「道」

的變革帶動古文自身的革新。對於北宋詩文革新，前人

多將宋初富於駢儷風格的西崑體創作，視為歐陽修等人

革新文風的對立面，葛先生則通過細緻的梳理，指出北

宋詩文革新經歷了反對五代體、西崑體和太學體三個階

段，其革新的成功在於徹底糾正了尊雅頌、貶風騷的觀

念，確立了以風騷為本的風雅觀，樹立了影響有宋一代

的平易典要的文風。這些思考都揭示了唐宋古文運動的

深層原因。對於唐宋古文的藝術成就，葛先生曾在《古

文成於韓柳的標誌》一文中圍繞韓柳的文體革新之功，

做出過深入的分析。她指出，韓柳在應用文章中灌注了

自己的個性、遭遇、感慨、意志和心緒，從而使散文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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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自由的藝術領域；而中晚唐古文創作的衰落，則進

一步反襯韓柳高超的藝術創新成就。這些認識都對唐宋

古文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作為一位深入唐宋散文之江海、探驪得珠的研究

者，葛曉音先生編選這本八大家讀本，無論是對八家成

就的條析論列，還是對具體篇目的編選解說，都深具會

心。書前的導言，提綱挈領，觀其大體，讀者可以由此

對唐宋古文運動通觀衢路。書中所編選的八家之文，全

面地呈現了古文作者的文道追求，對文章藝術的品鑒亦

頗堪玩味，如其論柳宗元「永州八記」之《袁家渴記》：

「寫一路所見到的重洲小溪、澄潭淺渚、佳木異卉、美

石岩洞，令人目不暇接，似乎漫無中心，最後卻拈出

一個『風』字，用華美鋪陳的辭藻，將水聲、花氣、樹

響一總收束到山間水上沖盪迴旋的大風中，染出奇光

異彩，使繽紛繁雜的畫面歸結於『幽麗奇處』的主要特

徵。」評說蘇軾《赤壁賦》「曠達的情懷，明徹的哲理，

融和在山水與簫聲之中，交織成一個詩意盎然，韻味深

遠的優美境界。《後赤壁賦》寫冬夜遊於赤壁之下，山

高月小，斷岸千尺，江流有聲，孤鶴夜渡的景色，字字

如畫。境界的蕭條森爽，又與《赤壁賦》的清曠邈遠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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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其趣。」如此精妙的解說，既揭示了文理，又神韻悠

然，回味無窮。

相信這本對唐宋散文藝術觀瀾索源的讀本，會對所

有期望領略八大家波濤之盛的讀者，有切實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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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

—古代散文的典範

「唐宋八大家」是我國唐宋時期八個著名的散文大

作家的合稱。他們是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

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和蘇轍。八大家文代

表着我國古代散文史上的第二個高峰—唐宋散文所取

得的最高成就。

中國古代散文的第一個高峰是先秦兩漢時期。《尚

書》向來被視為我國散文的一個重要源頭。這部記載

虞、夏、商、周歷史的典籍，有典、謨、訓、誥、誓、

命六種文體，載言記事質樸典要，但文字古奧難懂。到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動盪、政治的急速變化和學術上

百家爭鳴的局面促進了散文的全面繁榮。出現了《左傳》

《國語》《戰國策》等敘事詳博的歷史散文，以及《老子》

《論語》《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豐富

多彩的諸子散文。它們語言平易、邏輯嚴密、文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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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說理透闢，形成了既適宜於實用又富有文學價值的

新文體。兩漢時期，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

記載史事以描摹人物為中心，成為我國紀傳體史書的開

山祖，標誌着記敘散文的高度發展。與此同時，兩漢的

政論文由先秦的雄辯誇張變為淳厚切實，其中有不少名

篇成為後人效仿的範文。

從東漢時起，文章中出現了句式整齊、文辭對偶的

傾向。魏晉南北朝時期，駢體文逐漸形成。「駢」是並

列、對偶的意思。這種文體全篇以雙句（又稱儷句、偶

句）為主，最多見的是用四字、六字排比或間隔交錯，

叫作駢四儷六。並且講究聲律、對仗、辭采華美和使用

典故。由於南北朝時文學觀念發生變化，對文學形式和

藝術技巧的探索更加深入，駢文便逐漸取代了散文。先

秦兩漢時期，文學、哲學和史學沒有分家，還沒有出現

純文學的散文。南朝文人提出要把應用文章和文學作品

區分開來，一部分駢文尤其是序文、書啟中便產生了一

些抒情寫景的文學作品。後來絕大多數應用文也都趨向

駢儷化。散文只能在少數歷史地理著作中保留一點自己

的地盤。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盛唐初。

唐代的駢文更加盛行，又大多用來歌功頌德、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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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太平，變得愈來愈空洞浮誇。這時有一部分文人認

為這種浮華的文風對於政治十分有害，便主張對文體

來一次革命。初盛唐已有少數政治家改用散文給皇帝

上奏疏，其中陳子昂所寫的政論文樸實平易，成為散

文復興的先導。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由極盛急轉為

極衰。不少文人認為國家動亂的根本原因是儒家古道

的衰落，而儒學衰微又是因為浮靡文風流行，所以紛

紛起來反對「儷偶章句」，提倡三代兩漢的文風。李華、

元結、蕭穎士、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寫下了大量

議論散文，闡述他們改革文風、復興儒學的主張。但

他們推崇的古文，主要是以上古的典誥之文作為最高

標準。他們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文體既不能適應時代

發展的需要，也無法在文學性和藝術表現上與駢文爭

奪優勢，這就使他們本人的散文成就受到局限。加上

當時從事散文創作的人大多缺乏創新的能力和過人的

才華，所以儘管散文數量已大大增多，卻還沒有形成

一種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足以勝過駢文的新體散文。正

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韓愈和柳宗元意識到要復興古道，

首先必須對古文自身進行革新，並自覺地擔當起創造

新體散文的歷史使命。這種精神又為歐陽修等宋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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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家所繼承。歐陽修所領導的北宋古文運動以學習

韓柳散文為號召，同時又批判了唐末宋初古文中的不

良傾向，將宋代散文引上了正確的軌道。

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在精神上一脈相承，又各具鮮

明的藝術風格。它們繼承了先秦兩漢散文的優良傳統，

帶動了唐宋散文的全面繁榮，又對後世散文的發展產

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歷來被奉為古代散文的典範。

唐世文章　首稱韓柳

前人常說，唐代文章家有「韓柳」，就像詩人中有

「李杜」。韓愈和柳宗元齊名並稱，主要是因為兩人都是

中唐文壇的領袖。他們相互呼應，一起倡導古文運動，

並在創作上達到了唐代散文的頂峰。

所謂「古文運動」，是現代人的概念。唐代古文運

動指的是發生在公元 8世紀後期的一次文體革命。它的

口號是「文以載道」，就是要求用散文來闡明儒家古道

的宗旨，擺脫駢儷體裁的束縛，使文章的形式為內容服

務。因為參加的人很多，目標明確，既有理論指導，又

有創作實踐，形成了規模較大的文學浪潮，所以稱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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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史上的一次運動。

韓愈和柳宗元為甚麼要發起這場運動呢？原來，

唐王朝經過安史之亂後，一直沒有恢復元氣。河北藩鎮

割據，不服中央管束；朝廷裡宦官專權，地方上貪吏橫

行；賦稅繁重，民不聊生；加上外族頻頻入侵，各種社

會矛盾交織在一起，政治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這時

一大批關心國家命運的文人就起來指摘朝廷的得失，尋

求改革現實的處方。雖然他們的政治派系不同，但都主

張恢復孔孟之道的正統地位，強化封建秩序，維護中央

集權，減輕剝削，緩和社會矛盾。

韓愈和柳宗元當時不屬於同一個政治集團，但對很

多社會問題的看法基本一致。他們都認為從漢代以後，

儒學在佛教和道家思想衝擊下，不但越來越衰落，而且

被摻進了許多雜七雜八的東西，已不符合孔孟的本意，

所以首先要對儒家思想來一番清理。他們提出，孔孟思

想中最重要的一條是：以修身正心和任人唯賢作為治國

平天下的根本。朝廷應當選用真正有才有德的人士參與

政治，才能使古道得以復興。由於他們根據現實形勢的

需要對孔孟思想做出了新的解釋，傳統的古文形式已不

能為新的內容服務，所以他們對「載道」的古文，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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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在文辭上「能自樹立，不因循」1。也就是說，「學古道

則欲通其辭」2，不弄通古文辭當然沒法學古道，但通文

辭不是模仿因襲，而是「師其意不師其辭」，要學古人措

辭的意思，並不是照抄他們的文句。而要做到樹立自己

的一家之言，又必須加強自己的學識和道德修養，「氣

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3，修養好，氣勢足，則

文句的長短和聲調的高低自然都會合適。由於重視古文

的創新和作者的修養，韓柳才能在學習先秦兩漢散文的

基礎上，廣泛吸取前代各種文學形式的藝術經驗，根據

當代口語提煉新的散文語言，創造出以奇句單行為主，

有條理、有規律，適宜於說理、抒情、敘事的新散文。

在他們的指點和影響下，又湧現出一大批古文作家，這

種新散文便成為中唐以來最流行最合用的文體。

韓愈生於公元 768年，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州

市）人，原籍昌黎（今河北省東北部一帶）。出身貧寒，

三歲就成了孤兒，由大嫂鄭氏撫養成人。二十五歲中進

1 韓愈《答劉正夫書》。
2 韓愈《題〈歐陽生哀辭〉後》。
3 韓愈《答李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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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二十九歲踏上仕途，在科舉中曾歷經坎坷。早年擔

任過汴州觀察推官、四門博士、監察御史等官職。他天

性剛正，敢說直話，毫無顧忌。貞元十九年（803），因

關中一帶遭受旱災，發生饑荒，他給唐德宗上書請求寬

免百姓的賦稅徭役。皇帝大怒，把他貶到廣東陽山去做

縣令。他在陽山很得民心，不少人用他的姓給兒子起名

字。後來召還朝廷，又曾幾次被黜，後升任史館修撰、

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817），他跟宰相裴度平定

淮西藩鎮吳元濟的叛亂，升刑部侍郎。過了兩年，唐憲

宗派使者將佛骨迎到宮中，韓愈上書勸諫，觸怒皇帝，

幾乎被殺。幸虧裴度救援，才被貶為潮州刺史，後來移

任袁州刺史。在此期間，他經常訪問民間疾苦，放免農

民抵押給豪門地主做奴婢的子女計七百多人。唐穆宗

時，他奉詔回京，任兵部侍郎。又奉命出使鎮州，勸說

藩鎮王廷湊歸順朝廷。在王廷湊部下全副武裝、嚴陣以

待的情勢下，他毫不畏懼，長驅直入，與將士們辯論。

歸來後任吏部侍郎。公元 824年病故，終年五十七歲。

謚號為「文」，所以後世又稱他為「韓文公」。

韓愈的散文有三百多篇，內容豐富複雜。最著名

的《原道》《原性》《原人》等文章，集中闡明了他對古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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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之道的基本看法。所謂「聖人之道」，就是唐堯、虞

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

等聖賢一脈相傳的道。韓愈確立了這一「道統」以後，

又指出漢魏以後佛教和老莊思想流行，對聖人之道極為

有害。最大的害處是佛老不要仁義，不要君臣父子。而

儒家講道德仁義，要以救世的公心為出發點，分清君、

臣、民的各自職責，設禮、樂、刑、政維持封建秩序，

這種秩序應當建立在「以智役愚」的社會等級之上。這

些理論後來雖然被封建階級當作維護自己統治的主要依

據，但在當時，他主要是針對現實而發的。一方面，藩

鎮擁兵割據，父子世襲，無視君的絕對權威，不守為臣

的本分，使韓愈深惡痛絕。另一方面，朝廷用人只看門

第出身，上層貴族子弟享有種種特權，下層官僚或平民

子弟遭到排擠，韓愈認為這是朝廷用賢的最大障礙。所

以《原道》着重論證了根據賢愚劃分社會等級的必要性。

《原性》說人性分上中下三品，區分等級的標準是仁義

禮智信。人的差別僅在於本性的賢愚、善惡，而不在地

位的高低貴賤。《原人》說聖人主張對人不分遠近，一

視同仁，仁就是「博愛」。當然這只是要求實現地主階

級內部的平等博愛，對於人民的仁政，則是以民必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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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為前提的。要是不交，

還得殺頭。不過話又說回來，韓愈在給皇帝的一些奏疏

中，還是反映了當時百姓在旱災饑荒和賦稅逼迫下拋妻

逐子、餓死道路的悲慘狀況，並請求朝廷不要向人民橫

徵暴斂。所以韓愈提倡仁政的出發點，與絕大多數封建

正統文人的主張一樣，首先保證封建君主剝削人民的根

本權益，其次再考慮人民承受剝削的限度。《原道》《原

性》中的思想，在後世被發展成維護中國封建秩序的基

本原則，但在當時，是具有鞏固中央統治、反對分裂和

苛政的進步意義的。

韓愈還寫了大量散文為那些才學兼備而仕途失意

的文人鳴不平。他本人出身貧寒，又深知科舉考試的艱

難，所以特別同情寒士而憎恨權貴。《舊唐書．韓愈傳》

說他視權門豪士如同奴僕，見面瞪着眼睛毫不理睬。而

家裡卻寄住着許多貧寒的士子。有時家人連早飯都吃不

上，他卻怡然處之，毫不介意。正是出於如此鮮明的愛

憎，他在文章中不遺餘力地抨擊朝廷執政者不識人才，

不能任賢，批判官場中的醜惡和官僚制度的腐朽，諷刺

各級官吏尸位素餐，指責上層社會士大夫中的種種不良

風氣。《原毀》指出士大夫之間相互忌妒、毀謗的惡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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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行聖人之道的主要障礙；《師說》批評士大夫不肯求

師的不良風氣，提出無論地位高低、年輩長少，在道的

面前應當人人平等，誰有道就尊誰為師；《送李願歸盤

谷序》將權貴驕奢荒淫、作威作福的醜態和小人奔走權

門、鑽營功名的尷尬相揭露得淋漓盡致。此外，《送孟

東野序》《雜說》《諱辯》等也都是這類散文的名篇。

蘇軾稱讚韓愈「文起八代之衰」4，這意思是說，從

漢魏晉宋到齊梁陳隋八代，散文日益衰微，到韓愈手中

才得以振興。這句話簡要地概括了韓愈對中國古代散文

所做出的重大貢獻。

韓愈對古文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提高了散文的文

學價值。從駢文流行以後，散文就成了一種主要應用於

說理記事的文體，與抒情言志幾乎無緣。韓愈的文章則

往往在說理記事之中表現出自己倔強剛直的個性和憤世

嫉俗的激情，所以不少應用文實際上是文學意味很濃的

抒情文。尤其是他的「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也就是用近

乎遊戲的筆墨大發牢騷的一類文章，更是純粹的文學性

雜文。例如《送窮文》是一篇祭祀窮鬼的祝告文，寫主人

4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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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打算把窮鬼送走，可是窮鬼偏賴着不走，反而挺委屈

地訴說自己四十年來追隨主人的忠心，最後主人只好請

它坐了上座。文章採用擬人化的手法，借祭鬼這種荒誕

的形式，歷數作者半世「智窮、學窮、文窮、命窮、交窮」

的遭遇，道出了自己力圖擺脫窮困卻又無計可施的處境。

戲謔式的自我嘲弄中又可見出作者堅守志節的傲骨。《進

學解》是韓愈的名篇，和《送窮文》一樣，都是反話正說。

作者本來的意思是感慨自己幾次遭貶，困守在國子博士

的職位上，埋怨宰相目不識賢、大材小用。文章卻以國

子先生讚揚聖君賢臣的一段頌詞開頭，稱道當今治世，

野無遺賢，勸國子監太學生好好念書，必定有成。然後

借一個學生之口，用國子先生自己徒有學問品行而不受

重用的遭遇作為例證，反問先生精於學業又有何用。最

後國子先生用一番自我貶責聊以解嘲。文章對執政者以

頌為刺，對自己明貶暗褒，有無限冷語含在言外。

韓愈的散文還從先秦諸子和史傳文學取得借鑒，

吸取小說的創作藝術，塑造生動的人物形象以反映生活

的本質，這也是他使散文由應用性變為文學性的一大創

造。他往往用傳奇的筆法，從人物事跡中提煉富有典型

意義的細節。如著名的《張中丞傳後敘》一文塑造了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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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許遠、南霽雲等英雄人物的形象。其中寫到張巡讀

書過目不忘，在數萬士兵居民中，見人問過一次姓名以

後便能認識等細節，把他記憶力過人的長處和關懷士卒

百姓的精神聯繫起來，便烘托出張巡敏悟博學、深得人

心的特點。寫南霽雲向賀蘭進明求救兵而遭到拒絕時，

通過他慷慨陳詞、拔刀斷指、抽箭射磚等一系列動作，

將他忠憤填膺的神情和英勇義烈的氣概描繪得栩栩如

生。普通人物在韓愈的筆下也都富有傳奇色彩。例如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記述王適一生因門第低微、

為人耿直而始終不能顯達的遭遇，前半篇只寫他三次求

仕失敗的經歷；後半篇橫生一筆，追記王生向侯氏求婚

的趣事。侯翁自視頗高，但一生不得志，所以發誓要將

女兒嫁給做官的人。王適在媒婆幫助下拿了一卷冒充的

進士文書前往，侯翁見有文書在袖便深信不疑，竟不再

查看，把女兒嫁給了王生。一件令人解頤的生活趣事，

生動地刻畫出翁婿二人敦厚至誠的性格特徵，以及胸懷

奇氣而又落拓不遇的相同命運。

韓愈對散文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創造了富有創作

個性而又豐富多變的藝術風格和表現形式。韓愈之前，

散文主要用於政論和文論，結構一般是平鋪直敘、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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縷析，變化既少，又看不出作家的風格特點。韓愈的散

文以雄健渾厚、氣勢充沛、規模闊大為基本特色，正如

前人所形容的那樣：「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5，「沖飈

激浪，瀚流不滯」6。同時又能根據不同內容變出多種風

格。有的含蓄醇厚，如《送董邵南序》；有的警快奇突，

如《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有的滔滔雄辯，詞鋒銳利，

如《諱辯》；有的嬉笑怒罵，筆調冷雋，如《送李願歸盤

谷序》。議論文中既有像《師說》《原毀》這樣邏輯清晰、

富有卓見的專論，又有像《雜說》《獲麟解》那樣生動形

象、全篇比喻的雜感。韓愈還經常將議論、敘事、抒情

糅為一體，使各種藝術形式交互為用。如《柳子厚墓誌

銘》是紀傳文，但傳中有論，史評結合，議論又成為塑

造人物形象的手段。文章在敘述柳宗元願意代替劉禹

錫到邊遠荒僻的播州去當刺史的事跡時，發了一大段議

論，以柳宗元在待罪時仍為朋友着想的高尚行為，與世

俗中人以利害相交的酒食朋友相比較，對世態炎涼痛加

抨擊，同時指出柳宗元在政治上的不幸正促成了文學的

5 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6 皇甫湜《諭業》。



14 唐宋八大家

業績。這段議論蘊含着深沉的感慨和無限痛惜之情，對

描寫柳宗元的形象具有畫龍點睛的作用。韓愈不但創造

出「解」「雜說」等雜文的新體裁，而且改造了記、序、

論、碑誌、祭文、書信等傳統的應用文體，使它們變出

各種嶄新的形式。例如「廳壁記」本來是專門敘述官員

設置和歷任職官變動經過的一種文體，李華和元結所作

的廳壁記都很乾巴教條。而韓愈的《藍田縣丞廳壁記》

就寫成了一篇幽默含蓄的小品文。祭文原是用來告祀

神靈或祭悼親友的一種文體，因祭祀禮儀和行文格式所

限，六朝以來的祭文多用駢文，很少見到感人的佳作。

而韓愈的《祭十二郎文》則字字血淚，純是一片摯情流

成文章。文中回顧自己與十二郎從小相依為命的身世，

抒寫由侄子早夭所引起的人生無常之悲，以及痛定思

痛、疑信摻半的心理，哀號悲吟，千迴百轉，可以稱得

上是「祭文中千年絕調」。

韓愈繼承了先秦兩漢散文語言平易的優良傳統，同

時又吸取辭賦駢文的表現藝術，根據當代口語的發展，

對散文的語言進行了徹底的改造。他一面努力揣摩前

人的辭句，主張文從字順；一面力求務去陳言，詞必己

出，從日常生活口語中提煉和創造出大量貼切新穎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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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和言簡意賅的語彙。如《送石處士序》一文中連用三

個比喻：「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

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王

良、造父都是古代善於駕馭馬車的人。古人認為用龜殼

占卜可預知吉凶。這三個比喻稱讚石處士論事論人滔滔

雄辯、駕輕就熟，而且有洞見之明，既生動形象，又一

氣貫注。《藍田縣丞廳壁記》中說崔斯立「盡枿去牙角，

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巧妙地聯繫他修屋砍去木

材枝丫，引水灌溉庭園的動作，暗喻他在縣丞職位上不

得已磨去棱角，走前任縣丞的老路，破除了自己原來的

生活準則。連類引喻，語帶雙關。韓愈散文中的許多比

喻和辭彙，因生命力很強，已經成為今天廣泛使用的成

語。如「俯首帖耳」「搖尾乞憐」「熟視無睹」「蠅營狗苟」

「垂頭喪氣」「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同工異曲」「佶屈

聱牙」「動輒得咎」「深居簡出」「俱收並蓄」「落井下石」

「雜亂無章」等等。他還將駢四儷六的偶對改為單字奇

句的排比對仗，字法句法靈活多變。如《原道》中「人

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三句，說要使佛教徒還俗變成

人民，燒毀宗教的書籍，把寺觀廟宇改為民用的房屋。

字法學習先秦古文，把名詞當動詞用，簡潔而有感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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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送孟東野序》中句法多達二十九種。《送李願歸

盤谷序》中每段排比都不重複。對於駢文的句法，他也

能適當地吸取，與散句錯雜使用，更增加了文章流暢奔

放的氣勢。由於創造性地運用多種表達方法，使他的散

文語言形成了簡練、鮮明、生動、準確的特點。除此以

外，韓愈還改變了初盛唐散文冗長散漫的結構，壓縮為

短小精悍的體制，每篇只說一事一意，大量運用對比以

增強說服力，避免平板枯燥的鋪敘羅列，而章法大開大

合，波瀾層疊，能在文筆的曲折變化中見出結構的縝密

嚴謹。不過，韓愈有時為了炫耀自己的才華和博學，文

章中也雜有生澀難讀的字句，這是他力求新奇所難免產

生的毛病，對晚唐的古文產生過一些不好的影響。

韓愈文集的重要版本有《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

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四部叢刊》影印元刊

本，即宋末王伯大的重編本。《昌黎先生集》四十卷，

外集十卷，附遺文及《韓集點勘》四卷，明代徐時泰東

雅堂複刻本，是舊時最通行的注本。另有馬其昶的《韓

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年版。

柳宗元生於公元 773年，字子厚，祖籍河東（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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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永濟市）。二十一歲中進士，二十六歲中博學宏詞科，

先後任集賢殿正字、監察御史里行等職。德宗貞元十九

年（803），他與詩人劉禹錫等一起參加主張政治革新的

王伾、王叔文集團。後升禮部員外郎。王叔文在唐順宗

永貞年（805）間執政不到七個月，實行了一系列改革，

如罷黜貪官污吏，免除苛捐雜稅，取締宦官強取百姓財

物的宮市，將藩鎮控制的鹽鐵轉運大權收歸中央等等，

但這些措施不久便遭到宦官和朝廷保守勢力的反對。

王叔文被賜死，王伾病死在貶所，柳宗元、劉禹錫等八

人被貶到邊遠州郡當司馬。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二王

八司馬事件」。柳宗元在永州司馬任上十年，一腔積鬱

只能寄託在山水和文章之間，寫作了幾十篇模仿離騷的

詩文。元和十年（815），他被召回京師，又轉為柳州刺

史。他在柳州時，設法幫助本地人民贖出被抵押為奴婢

的子女。悉心指點了湘南許多前來求教的士人。四年後

病逝，終年四十七歲。柳州人民非常懷念他，在羅池為

他建廟。韓愈還撰寫了《羅池廟碑》，以紀念他在柳州的

德政。

柳宗元年輕時才華橫溢，抱負遠大，嚮往着做一番

救世濟民的大事業。政治上失意以後，便把精力用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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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立說，現在留傳下來的四百多篇古文，大多是在貶官

以後寫的。其中一部分政治哲學論文從典章制度、時

令刑政、天人關係等方面，系統地闡述了他對「聖人之

道」的理解，辨析先秦以來的各家政治學說，總結了國

家興亡理亂的教訓。其中較著名的有《封建論》《六逆

論》《斷刑論》《時令論》《天對》《天說》《貞符》《非國語》

等等。《封建論》分析了周、秦、漢這幾個統一王朝失

敗的原因，把郡縣制和分封制加以比較，指出分封制由

父子世襲王位，這種性質決定了它在用人方面不能保證

「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所以不可取。文章還借歷

史經驗說明藩鎮擁兵自重的危害，主張把藩鎮的兵權和

郡縣官吏的任免權集中到中央。《天對》《天說》等文章

認為天和自然界的一切東西都由「元氣」構成，根本不

存在甚麼能夠賞功罰禍的天意。皇帝也不是受命於天，

而是受命於人。國家氣運不取決於祥瑞，而是取決於仁

政。這些進步思想奠定了他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的重要

地位。

柳宗元的論說文邏輯嚴密，文筆犀利，往往直接

從要害處立論，從正反兩面提出質疑，結論也就水到渠

成。例如史書記載說，周成王和小弟弟叔虞一起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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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把一片桐葉削成玉珪，給叔虞說：「把這個封你。」

周公聽見後馬上來道賀，指出「天子不可戲」，促使成

王兌現戲言，把小弟封在唐地。這事歷來傳為美談。柳

宗元的《桐葉封弟辨》就從小弟應當不應當封這個要害

入手，指出如果當封，周公應該不等成王戲言就促成此

事，如果不當封，就不應該入賀促成此事。由此對「天

子無戲言」這一說法大膽提出否定，認為天子之言並非

出口就是不可更改的法律，如果說得不對，就是改變十

次也應該。短短一篇文章，連設幾層翻駁，連下幾層論

斷，不費口舌就駁倒了一個傳統觀念。文勢如奇峰異

嶂，層見疊出。前人說「韓文如海，柳文如山」，正是指

柳宗元的文章能以思路的峭拔引人入勝這一特色。

柳宗元還寫下了許多文學性散文，有的寄託政治

失意的苦悶，有的諷刺醜惡的人情世態，有的反映勞動

人民的疾苦，有的歌頌敢於伸張正義、為民除害的英

雄人物，表現形式豐富多樣。如《愚溪對》《對賀者》《起

廢答》等文章模仿先秦諸子散文的對話體，感歎自己被

貶以後再不能起用的命運，嗚咽悲愴，不勝酸楚。《罵

屍蟲文》《憎王孫文》《宥蝮蛇文》學習楚辭用惡禽臭物

喻讒邪小人的比興手法，對上層社會的邪惡做了窮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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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相的描繪，痛快淋漓地發泄了作者對它們的無比憎

恨。除了借鑒前人的文體形式以外，柳宗元還在寓言、

傳記和山水遊記這幾類散文中充分發揮了他的藝術獨

創性。

先秦諸子喜歡在論辯中使用寓言作為論據，一般

是一個故事說明一個道理，一篇中可以連用幾個寓言。

柳宗元的寓言則是獨立成篇的小品文，每個故事中都包

含着他對各種社會現象的敏銳觀察，類比貼切，寓意深

刻。如《蝜蝂傳》寫蝜蝂這種小蟲能背重東西，又喜好

爬高，即使力不能任也不肯放棄。並用它為世上貪取財

物祿位的人們勾出了一幅漫畫肖像。《三戒》中「臨江

之麋」寫麋麑仗着主人保護與群犬狎戲成習，最終為犬

所食的故事，諷刺小人依靠勢力干求不屬自己同類的人

物，同時也說明：與天敵暫時的友好相處不能改變敵人

的本性，一旦失去警惕，必將遭喪身之禍。《黔之驢》

除了諷刺那些不自量力、激怒強者的人以外，又為外強

中乾、虛有其表的人物做了生動的寫照。《永某氏之鼠》

寫永州某人因生肖屬鼠而愛鼠成患，用老鼠比喻乘時而

肆行暴虐的人一旦失去時運，就會被殲滅，順便也挖苦

了因迷信而縱容惡行的人。這些寓言都是柳宗元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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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爭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能夠揭示出生活中屬於本質

的或帶有永恆意義的東西，像格言一樣警策。

柳宗元的紀傳體散文也很有特色。其中一部分看起

來像是人物傳記，其實並不着意寫人，而是為了從中引

申出某種道理，或是因有所寄託而作。如《種樹郭橐駝

傳》為一個富有種樹經驗的園丁郭橐駝立傳，通過他所

說的兩種養樹方法的對比，說明養物必須順其天性的道

理，並與官府治人的方法加以類比，批評了不斷煩擾百

姓的俗吏。《梓人傳》寫一個工匠頭擅長根據棟宇結構

度量木材的本領，藉此指出宰相理政應當善於抓住綱紀

而不是忙於瑣事。這類散文的重點雖不在人物形象的塑

造，但仍注意心理的描寫和情節的點染，文筆生動而有

趣味。如《捕蛇者說》通過捕蛇人蔣氏的訴說，揭示出

苛重的賦稅對百姓的危害更勝過蛇毒。文中描寫捕蛇人

在門外差吏催交賦稅的追呼聲中，「恂恂而起」「視蛇仍

在」「弛然而臥」的一串動作，細緻地刻畫出捕蛇人這時

將免交賦稅的安慰全都寄託在蛇身上的心理狀態，文字

雖少卻描摹入神。

除了以上這類寓理寄慨的傳記體散文外，柳宗元也

有一些着重塑造性格的人物傳。如《童區寄傳》記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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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區寄殺死兩名搶劫人口的「豪賊」的奇事，採用志怪

小說的筆法，塑造了一個機智勇敢的少年英雄的形象。

故事雖富於傳奇色彩，但因以越地落後野蠻的民俗和漢

官縱容人口販賣的罪惡為背景，所以具有深刻的社會內

容，人物也真實可信。《段太尉逸事狀》是柳宗元最著

名的一篇記傳文。文章描述了中唐前期的一位正直官吏

段秀實生平所做的三件事。第一件是鎮服連節度使都不

敢干涉的郭晞及其部下的亂兵；第二件是賣掉自己的坐

騎為農民代償租債；第三件是將藩鎮朱泚強行贈送的

三百匹綾羅封在治事堂上。三件事寫出了段秀實剛直強

項、堅持正義、敢於抗暴、關懷人民、清正廉潔的可貴

品質。最後對他謙和柔弱的外貌補上一筆，便使人物形

神兼備，躍然紙上。

柳宗元的山水遊記主要寫於被貶永州的時期，藝術

成就極高。他在山水中流連徘徊，探幽尋勝，主要是為

了排遣心中的抑鬱。所以這些遊記不但觀察深細，描繪

精確，而且寄託着遭貶被棄的悲憤。每篇的構思佈局也

隨內容而異，變化百出。如《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運

用明喻、暗喻和錯覺綜合描寫怪石的千姿百態，活靈活

現，讀之似乎置身於一群正在互相搏鬥噬咬的飛禽走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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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遊黃溪記》的結構像是用線穿珠。溪上黃神祠、

初潭、第二潭猶如三顆大珠，三處景物之間的距離猶如

繫珠的線。文章逐段記步記里，寫法與黃溪在山中時流

時積的水程正相應。黃神祠的絢麗壯觀，初潭的深幽寧

靜，第二潭的陰森怪異，也都寫得各異其趣。《愚溪詩

序》是借愚溪的名稱傾吐作者自己胸中的憤鬱。作者一

邊給溪上丘、泉、溝、池、堂、溪、亭、島八處景色都

用「愚」字起名，一邊又為這些佳勝都受自己連累而鳴

不平。文章譏嘲愚溪不能灌溉、不能行舟、不能興風

雨，句句是影射自己困在幽壤淺水、無所作為、不能濟

世的命運。而在議論之中，愚溪水急石多、幽邃淺狹的

風景也宛然可見。

《永州八記》是柳宗元山水遊記的代表作。八篇小

記脈絡相通，按西南走向順序描寫西山及其附近的八

處勝景，表現了永州山水蒼勁秀削的風貌。章法隨景

而異，寄託深微曠遠。如《始得西山宴遊記》寫登臨山

頂後仰見天穹的高遠寥廓，俯視群山的低矮渺小，通過

誇張對比，以烘托西山雄奇挺拔的氣勢，抒寫作者傲

然獨立、不與流俗為伍的精神。《鈷鉧潭西小丘記》由

小丘被棄在邊荒的遭遇興起慨歎，暗寓作者懷才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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淪落天涯的傷感。由於把小丘當作有生命有人情的對

象來寫，人與景的相互溝通和理解也表現得新穎別緻、

頗有情趣。《鈷鉧潭記》寫冉溪從南奔注，觸山石而曲

折東流，沖盪涯岸，流沫泛成水輪，然後徐徐流去，只

用六十多字便準確地寫出了潭水形成的過程和水速流

勢的變化。簡潔精練，字字刻削，而又氣勢衝騰、跌

宕有致。《小石潭記》寫潭水的空明清澈，準確地捕捉

住潭魚靜止的瞬間以及游動時飄忽迅疾的動作，寫出

了只有在日光照到潭底時才能見到的景象。《袁家渴

記》寫一路所見到的重洲小溪，澄潭淺渚、佳木異卉、

美石岩洞，令人目不暇接，似乎漫無中心，最後卻拈出

一個「風」字，用華美鋪陳的辭藻，將水聲、花氣、樹

響一總收束到山間水上沖盪迴旋的大風中，染出奇光

異彩，使繽紛繁雜的畫面歸結於「幽麗奇處」的主要特

徵。這組遊記每篇只寫一丘一山或一澗一潭，但藝術

表現各具特色，既有精妙傳神的景物描寫，又蘊含着人

與自然共鳴的意趣，詞采清麗，情韻深長，達到了詩一

般的境界。

柳宗元散文的基本特色是風格峻潔謹嚴、立意新

奇深刻、文字精緻簡練。思維的精密和論鋒的銳利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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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只是不如韓愈從容渾厚、規模闊大。他也有好用

古字生詞的毛病，有些文章比韓愈的文章更難讀，但這

一缺陷與他的成就相比，畢竟是次要的。明代文人茅坤

說：「韓文如大將指揮，堂堂正正，而分合變化不可端

倪。柳則偏裨銳師，驍勇突擊，囊沙背水，出奇制勝，

而刁斗仍自森嚴。」比喻韓文像大將坐鎮指揮，氣度從

容，雄渾博大，開合變化使人無從推測；柳文如勁旅勇

將突擊，既能出奇制勝，又自有森嚴的法度。可說是形

象地道出了二人的異曲同工之妙。總的說來，韓柳雖因

人生道路和創作個性不同，形成了他們不同的藝術風

格，但他們都以富有開創性的精神革新了傳統的散文，

為唐代散文的振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柳宗元文集的重要版本有《增廣注釋音辨唐柳先生

文集》四十三卷，別集二卷，外集二卷，附錄一卷，宋

人童宗說注釋，張敦頤音辨，潘緯音義，《四部叢刊》影

印元刊本。《柳河東全集》四十五卷，外集五卷，附遺

文及附錄，明人蔣之翹輯注，《四部備要》據蔣氏三徑藏

書本校印。新中國成立後有《柳河東集》，中華書局上海

編輯所 1958年排印本。吳文治等校點的《柳宗元集》，

中華書局 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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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啟文運　功歸歐陽

韓愈、柳宗元所倡導的古文運動，促使中唐以後散

文的作者和數量大大增多。但韓門弟子的成就卻遠不及

韓柳。他們片面發展了韓柳散文中用奇詞難字的傾向，

使古文逐漸衰落。這時駢文又興盛起來。晚唐出現了李

商隱、溫庭筠等駢文大作家，文風由盛唐以來的宏博典

雅轉為華麗濃豔。這種風氣到五代和宋初仍然流行文

壇。宋初一度出現過復古的思潮，柳開、王禹偁等曾大

力倡導古文。但他們死後，文壇宗主楊億、劉筠便拋棄

古文，改寫時文。所謂「時文」，是指楊、劉用詞采華

麗、堆砌典故、講究聲律對偶的晚唐體所寫的駢文。楊

億、劉筠都是宋真宗的御用文人，他們在奉詔編寫《冊

府元龜》的閒暇，互相唱和，寫了一些點綴昇平的詩歌。

這些詩主要是模仿李商隱，從前人著作中摘取一些現成

的句子和典故，重新組織而成。楊億把以他為首的十八

個文人所唱和的詩編成集子，題名為《西崑酬唱集》。

所以他們用這種方法寫作的詩和駢文都被籠統地稱為

「西崑體」。由於楊、劉二人文學修養很高，又擔任草書

皇帝詔令的職務，劉筠又幾次主持科舉考試，所以科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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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文章也以時文為主。這種文風在社會上大約流行了

四十年之久。

宋仁宗時，范仲淹領導的政治改革得到不少文人的

支持，革新派把文風的變革看作政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

分。當時起來反對楊劉時文的主要有兩大文人群體。以

石介、孫復為代表的一群文人主要活動在山東泰山，他

們主張全面復古，學習韓愈。石介最為激烈，是攻擊「西

崑體」的急先鋒。另一群文人以蘇舜欽、尹洙、歐陽修

等為代表，主要活動在河南洛陽。穆修最早將家裡的唐

本韓柳集鏤版印刷幾百部，帶到京城大相國寺出售，並

與蘇舜欽兄弟一起寫作古歌詩雜文。後來尹洙兄弟又向

他學習古文。歐陽修早年就對韓愈文章十分仰慕，在洛

陽做官時結識尹洙，便一起寫作古文。范仲淹在仁宗慶

曆四年（1044）施行新政，設立太學，學生必須精通經

術。石介、孫復都到太學裡去當學官。所以古文便逐漸

取代了楊劉時文。但這時太學裡又出現了一種「險怪僻

澀」的古文，稱為「太學體」。這種文章內容大多是稱

頌唐堯虞舜之道的高談闊論，文字奇僻生澀。因不少太

學生憑這種文章在科舉考試時博取了高等，所以流行了

十三四年之久。到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擔任貢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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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官，凡是文章怪僻的考生一律不予錄取，「太學體」

才遭到有力的打擊。歐陽修還在這次考試中把蘇軾的古

文拔到第二名。蘇轍和曾鞏一起被錄取為進士。在反

對迂闊險怪的文風的同時，歐陽修大力推薦王安石、曾

鞏、三蘇那些博古通今的「有用之言」，要求學者研究古

道必須適用於當前時務。他自己的創作也以平易簡潔的

文風為一代文人做出了表率。經過歐陽修的不懈努力，

北宋古文終於扭轉了脫離社會現實的不良傾向，確立了

平淡典要的文風，避免了重蹈中晚唐古文自行衰落的覆

轍。前人把歐陽修稱為宋代的韓愈，正是因為他振起一

代文運的功勞，不在韓愈之下。

歐陽修生於公元 1007 年，字永叔，廬陵（江西

吉安）人。四歲喪父，家境貧窮。由母親教養成人。

二十四歲以第一名中進士，在西京（洛陽）留守錢惟演

幕府中任推官。他在政治上堅決支持范仲淹的改革，為

人正直，有度量，而且見義勇為。范仲淹被貶時，諫官

高若訥不說話。歐陽修便寫了一封信譴責他，這就是著

名的《與高司諫書》，為此得罪被貶為夷陵令。慶曆年

間，他與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同時被起用，任諫官。

當時反對范仲淹的人誣衊他們這幾個人結成朋黨，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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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又著《朋黨論》獻給皇帝。慶曆新政失敗後，范仲淹

被罷相。歐陽修被降職，後貶滁州，自號「醉翁」。由

於他在政治上和文學上都有很高的才能，往往貶官後復

又起用，曾擔任過朝廷和地方上的許多官職。嘉祐六年

（1061），升為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神宗即位後，起用王

安石變法，他趨向保守，告老退居潁州。公元 1072年

去世，終年六十六歲，謚「文忠」。

歐陽修是北宋文壇的巨匠，一生著作極其豐富，曾

主修《新唐書》《五代史》等史書。還著有《易童子問》《詩

本義》《居士集》等文集。他的散文數量很多，大致可分

為兩類。一類是政論、史論和文論；一類是寫景、抒情、

記人的散文。他的政論對北宋政治中的重大弊病如土地

兼併、官吏冗濫、上層社會奢侈、徭役賦稅繁重等，

都做過具體的分析，並對財務、邊防、任賢等一系列問

題提出了切實的建議。他的文論大多發表在與友人和士

子的通信中。與韓愈一樣，他強調「道」對「文」的決定

作用。他把「道」比作金玉，「文」比作金玉的光輝，認

為只要作家修養深厚、文章內容充實，文章就自然有光

彩。同時他又認為道德修養好的人，不一定是文章家，

所以還要重視文章的表現形式和藝術技巧。他自己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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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因為內容切實，論事必究根本，所以見解往往高人一

頭。就以《朋黨論》這一名篇來說，一般人論朋黨，總

是說君子無黨，因為皇帝最忌諱朋黨。歐陽修卻說君子

有朋、小人無朋。只從「朋」的真偽上立論，闡明治亂

興亡的關鍵不在有無朋黨，而在於能否用君子的真朋，

退小人的偽朋，這就點透了問題的實質。不過，這類文

章意思雖然透闢，卻寫得從容舒緩，不動聲色。即使是

罵人最兇的《與高司諫書》，也是款款道來。先說自己從

聽到高司諫的名字以來，十三四年間，曾三次懷疑對方

是否君子，最終還是得出了高司諫不是君子的結論。然

後又說明得出這一結論的理由，舉出高司諫隨眾人排詆

范仲淹的事實。再退一步說明無論范仲淹是不是賢人，

高若訥作為諫官，都不應當等他失敗才隨後非議。把道

理從正反兩面說透以後，又用尹洙等人挺身而出要求與

范仲淹同貶的精神作為反襯，最後才毫不留情地指責高

司諫「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詞鋒雖然犀利，但論證委

婉曲折，滴水不漏。又如他的另一名篇《五代史伶官傳

序》評論後唐王朝興衰的原因，先以莊宗當初得天下時

的神氣與後來困於伶人的狼狽情景做對照，在敘事中做

一層揚抑，又用議論再做一層揚抑，總結出「憂勞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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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低昂頓挫，在短章中見

大開大合之勢，筆調卻從容不迫，因而被後人譽為「五

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歐陽修的記敘文大多委婉流暢，搖曳多姿，能以情

動人。《瀧岡阡表》是他所作墓表中的名篇。文中回憶

父母在世時對自己的期待，所記的只是平常生活中的淺

語，卻能令人從人物的人品氣質想見其音容笑貌。歐

陽修的母親了解兒子剛正不苟的性情，始終節儉度日，

有應付患難的思想準備。在歐陽修被貶夷陵時仍能談

笑自如，安之若素。這種對窮達貴賤毫不介意的高尚品

格，全在平淡的敘述中見出，但親切樸實，相當動人。

他還有不少為紀念友人所寫的詩文集序和祭文，多採

用夾敘夾議的方式。既有對友人一生文行的精彩評論，

又有感人至深的追輓哀思。如《梅聖俞詩集序》對梅堯

臣一生不得志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時給予其詩歌創作以

極高的評價。並由此推斷出一個著名的道理：凡是傳

世的佳作，往往出於窮困失意者之手。因為這些人不能

施展自己的抱負，便將內心的積鬱寄託於風雲山水，草

木蟲鳥。他們的憂思感憤變成怨刺之言，往往能反映百

姓的愁苦。所以人愈窮，詩就愈好。這段富有獨創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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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論，不僅適用於梅堯臣，也對作家生活與創作之間

的關係做了規律性的總結，所以被前人稱為「千古不易

之論」。文章最後惋惜梅堯臣不能進用於朝廷，喟歎之

中透出無限感慨。《蘇氏文集序》則一面痛悼蘇舜欽遭

仇人排擠抑鬱而死的結局，一面極力推崇他創作古歌詩

雜文以力矯浮華文風的功績。既精確地概括了蘇舜欽

一生的命運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又讚美了他不肯隨

俗俯仰的品格。文章還由文風的難變談到人才的難得，

為蘇舜欽的不幸再三歎息。文章似敘事，似議論，又似

抒情，而在悲涼的追憶中，蘇舜欽文章人品的光華也得

到了充分的顯露。

歐陽修為人心胸開闊，遊記也自有一種開朗高遠

的境界。《醉翁亭記》把作者因新政失敗而鬱結在心裡

的苦悶，消化在與民同樂的場面中，所以寫得十分快活

熱鬧，毫無柳宗元那種幽冷孤清的情調。章法也很有特

色：像打圍一樣，從滁州四面環山的全景落筆，然後逐

漸將視野一圈圈縮小，將人從群山帶到琅琊山，再從琅

琊山帶到釀泉，最後在觥籌交錯的宴會上，把焦點凝聚

在太守身上，突出了一個不拘形跡的可愛的醉翁形象。

全文連用二十一個「也」字，又以兩段對稱的排句，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