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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道重構．摭意必深．聲韻之美－

孫樵文章的藝術創變及其理論觀念∗
 

李偉∗∗ 

【提要】 

作為晚唐時期韓門古文的代表作家，孫樵能夠結合時代士風的

轉型，立足於寒士仕進中體現出的「窮者精神」，在文道關係的認

識上，繼承儒學積極進取的淑世精神，著力宣導士人的精神理想對

古文革新的思想價值和現實意義，具體到古文創作，則大體繼承了

韓柳古文中彰顯的關注現實、切於世務的文章品格，希望能夠達到

「文奇而理正」的藝術追求。 
在此基礎上，孫樵注意駢文與古文的創作經驗互補，一方面「援

古入駢」，以古文精巧的藝術構思突破傳統駢文的文體創作藩籬，

體現出「摭意必深」的藝術境界；另一方面則「運駢入散」，大膽

吸收駢文聲韻的特色，將之運用於古文創作中，在外駢內散的藝術

結構中別有聲韻之美。因此，在評論孫樵古文的艱澀古奧弊病外，

還應充分注意其在創作思想與藝術追求方面的苦心孤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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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論文為「中國的文士轉型與古文變遷研究」（項目號 16CZW022）的階段性成果，並受到「泰

山學者工程專項經費」資助。 
∗∗ 濟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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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晚唐古文的發展歷程中，繼承韓愈文脈的弟子仍代不乏人，其

中以生活於大中、咸通年間的孫樵最為著名。北宋的蘇軾在〈謝歐陽

內翰書〉中明確了韓門弟子古文創作的傳統：「唐之古文自韓愈始，

其後學韓而不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不至者為孫樵，自樵以降，

無足觀矣。」1由於從韓愈到皇甫湜的古文創作呈現出變本加厲的奇

險文風，逐漸失去了中唐韓柳古文中關注現實、切於世務的精神特

點，因此蘇軾將這種傾向看作「學韓而不至」。至於孫樵的古文，蘇

軾則認為相比於皇甫湜又等而下之。在承認這一逐漸衰落的趨勢時，

蘇軾能夠選出孫樵作為晚唐古文的殿軍，也從一個側面說明了孫樵在

晚唐古文發展中的地位。與上述注意韓門弟子古文創作的流變趨勢不

同，兩宋之交的李流謙在〈劉蛻唐大中時人文塚在兜率寺予嘗讀孫樵

自序〉中表達了對劉蛻古文的贊許：「詔書嘗下大中朝，不聞稱蛻但

稱樵。」同時也對視孫樵為晚唐古文代表的看法提出了委婉的批評，

同時這也從反面說明了孫樵在一些宋人的心目中已成為晚唐古文的

代表作家。到了明清兩代，對孫樵的評價在一些較為重要的文評中逐

漸趨於正面，如明代的王鏊在〈皇甫持正集序〉指出：「昔孫可之自

稱為文得昌黎心法，而其傳實出皇甫持正。今觀持正、可之集，皆自

鑄偉詞，槎牙突兀，或不能句，奇怪語若天心月脇，鯨鏗春麗，至是

歸工，抉經執聖，皆前人所不能道，後人所不能至也。」2其中對孫

樵在語言創新方面的成就給予了充分的肯定。清代的王漁洋在〈漁洋

書跋．孫可之皮襲美集〉中也說：「予於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孫樵

二家，皮日休《文藪》、陸龜蒙《笠澤叢書》抑其次焉。」3能與晚

                                                 
1  宋．蘇軾，《蘇軾文集》（北京：中華書局，1986），頁 1423-1424。 
2  見於明毛晋編，《三唐人文集》，毛晉汲古閣刻本，北京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部藏，頁 2。 
3  清．王士禎，《重輯漁洋書跋》（北京：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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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古文大家杜牧並駕齊驅，足見孫樵的古文成就在王漁洋心目中的地

位。從古代的這些評價中可以看出，孫樵的作品在晚唐時期古文日漸

低落的大環境中確實獨樹一幟，自出機杼，難能可貴，因此其文學價

值為歷代文評家所重視也不足為奇。關於孫樵的藝術成就，當代研究

中已有論文涉及4，但仍有未盡如人意處，因此本節主要從文道關係

入手，聯繫古文創作的傳統，挖掘孫樵古文藝術中的閃光之處。  

二、孫樵對文道關係的重構 

中唐古文革新的成功經驗在於時人能夠在理論和創作中能夠正

確地處理「文道關係」，這是唐代古文家面對的重大問題。孫樵在總

結自己的創作得失和向他人講述古文理論時，也必然將重點放在「文

道關係」上。如他在〈與王霖秀才書〉中曰：「鸞鳳之音必傾聽，雷

霆之聲必駭心。龍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

深，摛詞必高。道人之所不道，到人之所不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

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5從這番講述中可以

看出，孫樵在文道關係上更為看重的是「文」的因素，只有經過作者

「儲思必深」的思考寫出讓人傾聽駭心的文辭，才能使「道」得以流

傳久遠。為了說明這個道理，孫樵將古文創作與「龍章虎皮」、「日

月五星」等怪駭之物相比附，認為這些事物之所以能激起人的敬畏之

心，就是源自他們擁有眩人眼目的華麗外表。因此孫樵在處理古文寫

                                                 
4  有關孫樵古文藝術的當代研究，主要論文有劉國盈的〈孫樵與古文運動〉（《首都師範大學學報》

1983 年第 3 期，後收入《唐代古文運動論稿》），王志昆的〈孫樵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

初探〉（《廣西大學學報》1988 年第 1 期），劉芳瓊的〈評晚唐孫樵的古文〉（《南京師大學

報》1991 年第 1 期），戴從喜的〈孫樵古文理論概述〉（《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0 年第 4 期）。

近年則有丁恩全的博士論文「孫樵研究」（武漢：華中科技大學 2009 屆博士論文），丁的博士

論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孫樵的文集及其古文創作的全面研究，包括孫樵集的版本源流、孫

樵的年譜、孫樵古文的接受和孫樵古文的創作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上述所發表的論文多數是

從內容和藝術兩個方面評價孫樵古文的意義，而沒有從文道關係的角度發掘內在的聯繫。而且在

具體篇章分析時多就文論文，沒有充分考慮文體流變的發展線索，因此上述論文對孫樵文章藝術

的分析較為平面化。 
5  清．董誥，《全唐文》（北京：中華書局，1983），卷 794，頁 8325。 



．東海中文學報． 

 ．58．

作的文道關係時，「道」要想取得出人意表的效果，也必須在其表現

形式上，即「文」的方面達到「人所不到」的境界。關於如何協調怪

異之「文」與中正之「道」的關係，孫樵的意見則是「趨怪走奇，中

病歸正」，外在的文采表現與內在的道德意蘊並不矛盾，而且只有借

助這樣的文采形式，才能使「道」得到「顯而微」的呈現。  

至於「道」的具體內容，孫樵在〈罵僮志〉中明確指出：「凡為

文章，拈新摘芳，鼓勢求知，取媚一時；則必擺落尖新，期到古人，

上規時政，下達民病。句句淡澀，讀不可入，徒乖於眾，孰適於用？」

6這是批評了當時文章創作中的邀譽求名意識過於顯露，造成舉子在

行卷之文中不顧個人才性而片面迎合當時的文風。針對此弊病，孫樵

的主張是文章的內容應具有「上規時政，下達民病」的意義。從其創

作中可以看出孫樵還是基本秉持了這一觀點，如在〈書何易于〉和〈復

召堰籍〉中由衷讚美了關心民瘼、施政平允的清廉之官何易於和李胤

之，在〈武皇遺劍錄〉中通過稱頌唐武宗驅除戎狄邊患、平定澤潞山

東的藩鎮叛亂和廢佛以增強國力民生的舉措，藉此希望能夠激勵當朝

君主可以奮發有為，〈寓汴觀察判官書〉中提出的軍政權力分離的主

張則是針對藩鎮割據勢力過於龐大的有的放矢，可見當時社會上的重

大時政問題都在孫樵的古文中有所反映，這可以說真正實踐了「上規

時政，下達民病」的認識。孫樵對「道」的內涵的此種認識，在當時

並非偶然出現的個例，如生活時期與孫樵接近的皮日休也主張文章創

作要「上剝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劉蛻也在〈文泉子自序〉

中明確反對「垂之空言」的作品，他們這些理論上的彼此呼應共同傳

承著中唐韓、柳古文中關心世務、切於實用的創作精神。 

孫樵對「文」的認識，可以上溯至皇甫湜那裡。孫樵自稱皇甫湜

的再傳弟子，他在〈與王霖秀才書〉中曰：「樵嘗得為文真訣於來無

擇，來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吏部退之。」皇甫湜

                                                 
6  清．董誥，《全唐文》，卷 795，頁 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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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答李生第二書〉指出：「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

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不如常者。謂不如常，乃出常也。無

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論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

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理而已，固不務奇，然亦

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理正，是尤難也。生意便其易者乎？夫言亦可

以通理矣，而以文為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不遠也。以非常之

文，通至正之理，是所以不朽也。」7作為韓門弟子的代表人物，皇

甫湜在韓愈之後發揮了古文重視怪異辭采的傾向，他就把怪異之「文」

理解為語言的華彩辭章，是表現儒道之理的最佳形式，因此他認為文

道關係結合的最好形式是「文奇而理正」。對比之下，孫樵所謂的「趨

怪走奇，中病歸正」的認識正是源自皇甫湜的上述認識，這與其自稱

的習文傳統是一致的。 

在〈與友人論文書〉中，為了更加明確地彰顯自己所欣賞的怪奇

文風，孫樵除了繼續堅持自己的理論主張外，還結合當時的科舉取

士，從士風精神的角度予以進一步的發揮。當時的古文創作中，確實

存在著各不相同的多種藝術趨向，有的注重平易流暢的表達，有的崇

尚怪異艱深的文詞風格，這在韓愈之後尤其如此。韓門弟子的兩個重

要人物李翱和皇甫湜就分別代表了平易和怪異的兩種傾向，而且李翱

在〈答朱載言書〉中還曾根據當時的創作情形指出：「天下之語文章，

有六說焉：其尚異者，則曰文章辭句，奇險而已；其好理者，則曰文

章敘意，苟通而已；其溺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

曰文章不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不當易；其愛易者，則曰文

章宜通不當難。」8這說明在李翱生活之時，就已存在著三對彼此對

立的創作取向，歸結起來就是駢散和難易的對比，而這反應到辭章藝

術表現上又呈現為險怪和平淡的不同。孫樵生活的時代依然存在著這

                                                 
7  清．董誥，《全唐文》，卷 685，頁 7021。 
8  清．董誥，《全唐文》，卷 635，頁 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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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問題，他在〈與友人論文書〉描寫道：「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

叢試於有司，不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易者，則

斥艱澀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句讀以為工，摘俚句

以為奇。秦、漢已降，古人所稱工而奇者，莫如揚、馬。然吾觀其書，

乃與今之作者異耳。豈二子所工，不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

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

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熏然歸正。洎李御史甘以樂進，後士

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齚舌，不敢上下後進。宜其為文者得以盛

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然嘗得為文之道於來公無擇，

來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於聞者，如

前所述，豈樵所能臆說乎？」9當時的士子對科舉試文中所顯現的難

易文風爭執不下，互相指摘，各是其是而互非所非。在這種爭議中，

平淡和艱澀的文詞風格之爭最後演變為「破句讀以為工，摘俚句以為

奇」的不良取向。為了駁斥這種故意求異而不惜割裂文脈的風氣，孫

樵以秦、漢時期的司馬遷和揚雄為例，明確指出他們文章的「工而奇」

與當今的作者求「奇」的認識有著明顯的差別。從孫樵所表達的對時

文不解的疑惑中可以看出他是以揚、馬之文為佳。同時，中唐元和時

期有文名的官員先後立足於當朝，主張獎掖後進，對當時的文風規正

產生了重要的影響，孫樵對此也是大加稱賞，但自己生活之際卻已時

過境遷，達官不再關心新進士子，對文章創作中出現的不良趨向更是

師心自任，無所匡範，這導致更多的年輕士人不能免俗，受到時代風

氣的制約而無法遵循正確的寫作方法，文中的「友人」即是一例。對

此，孫樵是深表不滿的。  

通過對〈與友人論文書〉的分析，可以明確看出孫樵一方面固然

堅持追求文章中的怪奇特徵，但另一方面又強烈反對片面割裂文辭而

刻意求異，並把這一傾向與當時文人仕進中出現的士風問題結合起

                                                 
9  清．董誥，《全唐文》，卷 794，頁 8325-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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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這就使得對文風的批評獲得了更深刻廣泛的社會意義。在這方

面，孫樵實際主張真正有思想個性的士人必須對世俗的弊端應有清醒

的認識，個人必須具有一種獨立不遷的精神品格，即使世俗中那些「破

句讀以為工，摘俚句以為奇」的文章能夠博取讚譽，能夠帶來功名之

利，但每個人對此必須保持清醒的態度，應能辨識其中的問題。孫樵

這種從變革創作主體精神的角度對士風之弊提出的新觀念，不僅切於

時政，更是對糾正古文創作中產生的流弊所作出的深刻論述。為了進

一步表明自己高遠的精神追求，孫樵在〈與賈希逸書〉中指出賈希逸

雖然在創作中實踐著以文傳道的思想，「今足下立言必奇，摭意必深，

抉精剔華，期到聖人」，而且在文風上也體現了孫樵的藝術追求，但

其邀譽釣名的心態精神卻是孫樵不能苟同的，因為孫樵堅信那些在歷

史中真正著述不朽的士人都具有「所取者深，其身必窮」的經歷，而

他們的文章卻在這種「所取者廉」的生活狀態中「其得必多」。孫樵

在接下來的舉例中是從孔子開始，「六經作，孔子削跡不粒矣。孟子

述，子思坎軻齊魯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

言》、《太元》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拾遺以《感遇》窮，王

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李白、王江寧，

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10上述的這些文士大多具有「窮

者精神」，並在坎坷的經歷中收穫了傳之後世的著作，因此孫樵以此

說明了凡是要在著述中有所建樹的士人都需抱定一種苦其心志、身窮

志堅的願向，不能爵祿動於心而與時俯仰，隨俗變遷，這種精神明顯

繼承了韓愈在中唐時期提出的「不平則鳴」和「窮苦之辭易好」的認

識，並把「不平」的指向限定於個人窮苦的範疇，這實際構成了從韓

愈到歐陽修，即唐宋古文運動中關於窮苦生活與古文創作關係的理論

過渡。  

綜合孫樵對文風和士風的評述來看，他不僅對文道關係中「文」

                                                 
10  清．董誥，《全唐文》，卷 794，頁 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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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識有著獨特的理解，而且更為值得注意的是，能夠結合當時的現

實注意到創作主體精神在文章創作中的關鍵作用，這就使得孫樵對文

道關係的認識具有了更為深刻而廣泛的社會意義。士人仕進中的風氣

轉向是推動中唐古文運動迅速展開的重要動力，孫樵能夠從古文創作

流弊看到背後隱含的士風問題。這不僅說明他已敏銳地抓住了中唐到

晚唐古文發展中的關鍵核心，而且對窮者精神的呼喚，實際反映出孫

樵重視士人應具有高遠的理想和獨立的品格。如果只是以文博取功

名，「以此賈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輪」，那麼即使文

風方面符合「道」的觀念，其文章仍不能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  

「文」與「道」的觀念廣泛滲透於各種著述之中，而作為古文創

作的重要體裁，史學著作一直就是其中的重要分支，大多數史學作品

都是以單行散體寫就，因此對史學中「道」與「文」關係的認識也是

從屬於古文中文道關係理論的重要內容，孫樵在這方面也有不同以往

的認識。如他在〈與高錫望書〉中曾指出史學著述的關鍵在於「文章

如面，史才最難」，由於史傳是以個人傳記為主要表現形式，因此孫

樵強調的「文章如面」即要在描寫中能傳達出傳主的精神神韻，這也

是「史才最難」的根本原因。以此為標準，孫樵最看重的史傳作家是

司馬遷、揚雄和班固，其中班固在成就上比不上司馬遷，而在唐代，

即使是古文創作最著名的韓愈，在史學修撰方面也不及班固，遑論揚

雄和司馬遷，「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唐朝以文索士，

二百年間，作者數十輩，獨高韓吏部。吏部修順宗實錄，尚不能當孟

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11在引述前代創作經驗後，孫

樵轉而稱讚高錫望在史學創作上的成績，「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

法，矧足下才力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複岡及樂武事，其說要害，

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數十字輒盡情狀。及意窮事際，反若有千

百言在筆下。」孫樵在此實際是表達了文字應精煉簡要、善於概括的

                                                 
11  清．董誥，《全唐文》，卷 794，頁 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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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思想，這顯然是從藝術表現的角度顯示了孫樵心中史學文章的審

美標準。在強調簡言傳神的同時，孫樵還注重史學求實外還需要追求

文字典雅的錘煉，所謂的「秉筆直書」並非為追求歷史的真實而將人

物語言原般照錄，致使俚言俗語充斥史書。針對以俚俗為真實的認識

偏差，孫樵認為「能為史筆精魄。故其立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

字典要」，即要求以文采的文飾可以救「直事俚言」之失。除了有關

寫人藝術的上述要求外，孫樵對史書中關於朝典制度、山川地理、職

官禮樂等方面的記錄提出了直書其事的觀點，「又史家紀職官、山川、

地理、禮樂、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度，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

彼，不當以禿屑淺俗，別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12 

至於史學之「道」的探討，孫樵基本延續了傳統觀點，即推崇褒

貶善惡的意旨、以存警訓，而且記錄官員的善惡應遵循「大惡大善雖

賤必紀，屍位浪職，雖貴必黜」的原則。這一點在《孫氏西齋錄》中

也有鮮明的體現：「尚德必書賤，屍位則黜貴。皆所以驅邪合正，俾

匯大義。操實置例，以示懲勸。嗚呼！宰相升沈人於數十年間，史官

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為史官者，不能抃

忠骨於枯墳，臠諂魄於下泉，磨毫黷劄，叢閣飽帙，豈國家任史官意

耶？」13對史臣的要求，孫樵認為必須要有立言的崇高精神，不可「擅

一時胸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從整體上看，孫樵在史學修

撰之「道」的方面多是延續傳統的觀念，而其中突過前人之處主要在

於「文」的藝術表現上，尋求史傳書寫中藝術語言的典雅和言少意多

的藝術表現力，這與孫樵在文道關係中關注語言的辭采傾向是一致

的，因此可以說孫樵在史書寫作中的理論重點是從屬於他對文道關係

的普遍認識。  

                                                 
12  清．董誥，《全唐文》，卷 794，頁 8323。 
13  清．董誥，《全唐文》，卷 795，頁 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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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孫樵文章創作中的「援古入駢」 

既然孫樵在關於文道關係的理論表述中極為強調「文」的表現對

「道」的流傳所起到的關鍵作用，因此他必然在自己的創作中對古文

的藝術表現展開有益的探索。晚唐時期恰好是駢文與古文對立消長的

歷史階段，孫樵處身其中，必然會對從一個更加宏觀的視角去看待駢

文和古文的彼此關係。除了在文道關係的理論上有著清晰的認識外，

孫樵還大量地從創作上探索古文和駢文的發展關係，特別是他能突破

駢散對立的傳統觀念，通過探索古文與駢文在藝術經驗上的彼此借

鑒，為古文發展尋求新的出路。首先，孫樵打破駢文的常規寫作模式，

通過「援古入駢」的方式，即在「賦」這一文體上的創作注意借鑒古

文創作的筆法，顯示了某些突破駢文傳統的做法，這主要體現於〈大

明宮賦〉中。  

賦屬於駢文，其本質特徵是鋪張揚厲的寫作風格，篇制宏長，描

寫精細，講究文字的繁複運用，其中宮殿賦是大賦傳統中較為突出的

創作支流，早期作品如東漢王延壽的〈魯靈光殿賦〉等就是鮮明地體

現出漢大賦中辭采繁複、描寫瑰麗的普遍特徵，此後的宮殿賦也多是

如此效法，初唐時期的王勃有〈九成宮頌〉和〈乾元殿頌〉等文章，

頌體文與賦的藝術表現很類似，因此王勃的這些文章可以看作是繼承

了前代宮殿賦的創作傳統，注重誇張式的描繪和多用宏偉的意象加以

點綴。孫樵面對傳統的創作方式，沒有對大明宮展開細緻地描繪，而

是別出心裁地吸收唐傳奇和古文創作的藝術手法，14設置了一個在夢

境中人神對話的場景，大明宮神敘述了發生於大明宮的諸多歷史，將

國家興盛之功歸屬自己而把造成衰敗之勢的責任推諉於當世之人，孫

樵最後對大明宮神的這種見解予以堅決地回擊，認為國家的盛衰完全

                                                 
14  唐傳奇與古文運動在中唐的發展各有其線索，在情節表現和藝術追求上也有不同，但唐傳奇與古

文同屬於散文文體，在語言文體的表達上有著類似之處。關於此點，可參閱王運熙，〈試論唐傳

奇與古文運動的關係〉，《光明日報》1957 年第 182 期，〈文學遺產〉。後收入氏著《漢魏六

朝唐代文學論叢》（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 24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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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決於人事的處理，並非拜神靈所賜，實際道出了政治的好壞掌握在

君臣士人之手的道理，只有君臣同心同德才可能真正使國家復興，可

見孫樵為完成這一主題的昇華而在人神對話中形成了彼此對比的結

構，最終借助賦所特有的曲終奏雅的形制而揭示自己的觀點，人神對

話的場景在中唐傳奇中已有前例，因此將這一藝術手法引入宮殿賦的

篇制為孫樵此賦中的亮點之一，難怪明代的吳馡刻本將此篇的篇名又

作〈大明宮紀夢〉。除了篇制上的創新外，孫樵在〈大明宮賦〉中的

對話安排也頗具匠心，大明宮神的敘述偏於歷史陳述，將一些史實化

為簡約之言，結尾簡單總括，以四言句式為主。由於字面之意與史實

有距離，因此引起了後世的文評家研究這些句中之意的興趣，他們甚

至坐實了其中的某些史實（見於清代汪師韓《孫文志疑》與儲欣本《唐

宋十大家文集》中的夾評）15，如： 

吾當廬陵錫武－天后即真天下，號周，廢中宗為廬陵王，賜姓

武氏。 

廟袥徹主－司禮博士周宗奏增武廟為七，削唐廟為五。 

協二毗輔－謂梁公仁傑，魏西元忠也。 

起帝僕周－五王興輦，帝出東宮斬賊迎仙殿迫後歸政，天后驚

默還臥，明白革周複唐。 

械二黠雛－謂昌宗、易之也。 

胡猘飽腯－謂祿山也。 

大麓北挈－肅宗遂即位於靈武。 

激髯孽悖節－謂慶緒也。 

                                                 
15  清．儲欣編，《唐宋十大家全集錄》（北京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部藏，蘇州：江蘇書局，1882），

頁 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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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傑憤烈－謂汾陽王及臨惟王。 

薊梟妖狂－謂朱泚也。 

由此可見孫樵實際是借大明宮神之口講述了唐代歷史中的一些事關盛衰

的史實，語言借形象有所指但不直露，符合其史書修撰中強調的言辭典要

的要求。而孫樵的對答則言簡意賅，駁斥有力，直接將大明宮神說得啞口

無言。在一長一短的話語之中，孫樵所要突出的側重點卻是與語言篇幅的

長短形成反比，這一設置其實是通過對比而凸現了孫樵說理內容的重要意

義。因此，對話篇幅的安排和語言所指涉的曲折內容，都深刻體現了孫樵

綜合了對比藝術、歷史敘述的藝術要求等多種創作方法。這種借鑒唐傳奇

與古文描寫手法和在賦中注重議論說理的特色，使得孫樵《大明宮賦》不

同以往的宮殿賦文，這也與晚唐時期賦的散文化趨勢是一致的。 

以對話的情節結構打破常規寫法不僅在〈大明宮賦〉中得到很好

地運用，而且在〈書褒城驛壁〉中收到了通過對話的娓娓講述而具有

曲折表現、譏刺幽微的藝術效果，使人有身臨其境之感。通常描寫城

邑的記體文或稱頌郡守的廉政，或歌贊國政的鼎盛，因此出之以頌美

的筆調，也屬於類似「賦」體的駢文創作。而孫樵卻反其道而行之，

褒城驛作為通衢大邑，名滿天下，孫樵從聽聞盛名開始寫起，從耳聞

寫到眼見，結果想像中的美好與現實的破敗反差極大，孫樵以這樣的

起筆蓄勢已足，接下來就是要追問其中由盛而衰的原因。而對原因的

揭示，孫樵巧妙地安排了一場與老甿的對話，老甿的談論中可以分三

個層次，分別從三個層面分析了盛衰轉折的原因，第一層是郡守忠穆

公的個人貢獻使得褒城驛崇奢繁華，但這種繁華卻招致過往官吏無休

止地在褒城驛進行暴橫式的掠奪，終致大邑凋零，繁華不再。第二層

是以老甿為代表的曹屬諸人也曾作過修補的努力，但過往官吏的殘暴

也使這些曹屬諸人的努力化為泡影，第三層也是最關鍵的一層，就是

與開元時政進行對比，開元與現在同樣不聞金革鐘鼓之聲，正常的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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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應該相當，然而開元之時國庫充盈，人民安居樂業，而現在卻是破

敗不堪，老甿最後的解釋是朝廷輕視郡守縣令等官吏的任命，而且對

官吏的管理過於輕率，更易變換得頻繁，讓官員們在一地施政的時間

過短，導致這些地方官員根本無暇顧及政務民瘼，終日想著自己的升

遷，不能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到地方行政管理中。通觀老甿的分析，三

層逐層遞進，但又共同指向一個問題，就是官吏自身的素質對地方施

政的重要意義。孫樵在此其實是觸及了國家政治的一個重要問題，並

與眾多士人的仕進密切相關。更為值得注意的是，對此問題的揭示，

孫樵沒有一本正經地說教，而是通過老甿的個人經歷娓娓道來，最終

昇華到官吏作為將國家政令施與地方民生的關鍵一環，其重要意義值

得關注。因此可以說對話的場景設置不僅有利於從一個頗具現場感的

角度去分析問題，而且拉近了讀者與文章的距離，可以隨著老甿的經

歷和眼光去逐步貼近當時的現實。 

在〈祭梓潼帝君文〉中，孫樵沒有效法通常以歌頌神靈起頭的作

法，而是採用了欲揚先抑的結構方式，主旨雖為祭祀神靈的感恩之

意，但卻從「不知鬼神，凡過祠廟，不笑即唾」寫起，這就在起始製

造了文脈的波瀾。整篇文章的重心在兩次夜躋山路的奇異經歷，這就

比單純歌功頌德的枯澀顯得饒有趣味。前次是凍雨如注、滿眼漆黑時

忽然飛芒射天、峻途如晝，後一次則是猛雨如雹中突然回風大發、反

雨為晴、雨不沾衣，孫樵對其時晴晦夜晝變化的描寫非常傳神，如「凍

雨如泣」一句以擬人化的手法描寫雨勢，一「泣」字就把人在面對天

氣驟變時的感情和盤托出，「焰焰逾丈，飛芒射天」將由暗轉明的過

程寫得極富動感，足見孫樵文字表達的深厚功力，即他所言的「摛辭

必高」。兩次經歷中對神靈的感受也有不同，從前次的將信將疑到後

來「嘉神不欺」的完全信服，這也就道出了全篇的主旨，心理的變化

與情節結構的推進是分不開的，可見孫樵本篇文章中在結構方面的巧

意編織。  

孫樵在藝術結構方面的巧妙設置打破了文體創作傳統對個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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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約束，而且他還善於從一個較小的視角和某些微小的材料去發掘

內含的大問題，上述〈書褒城驛壁〉是一個典型的例子，另外就是〈讀

開元雜報〉。作為向番邦通報國政的報紙，經孫樵的一番巧妙解讀後，

卻具有了批判現實的意義，這主要借助了對比藝術的運用。本來孫樵

對這些雜報的內容不知所云，後經外來者的說明後方知反映的是開元

時代的景象，這不禁勾起了孫樵對盛世繁華的追懷和嚮往，但他的這

種情感又不局限於此，而是進一步與當時的現實沒落作鮮明的對比，

這就使得文章的主題得到深化，具有強烈刺世的深刻意義。運用對比

藝術，從一個平常的事件看出時代的大問題，〈讀開元雜報〉的主題

才能得到有力地提升，這種很像讀書劄記體式的創作也代表了古文發

展中的一個新趨向，即通過一些瑣細的生活細節來表達不同尋常的人

生感慨和社會意義，將之發揚光大的是與孫樵生活同時或略後於皮日

休、陸龜蒙和羅隱等小品文作家。 

在藝術結構的精巧安排中，孫樵多採用對比的手法以突出主旨的

意義，有的是明確的對比，如〈讀開元雜報〉中以「開元盛世」的繁

榮與唐末政局的混亂作比，實際是表達了孫樵對所身處的時局深致不

滿，而這種不滿是通過對盛世的由衷嚮往來表達的，在文末孫樵以「樵

恨生不為太平男子，及睹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結尾，就已點明

了自己對唐末衰敗的無奈和憤慨。又如〈武皇遺劍錄〉中讚美武宗驅

戎、廢佛、平叛等勵精圖治的舉措，則明顯是借為政對比的方式而對

當朝君主的鞭策和激勵，希望能「硎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以禮，

苞之以仁」。有的則是暗含的對比，如〈復召堰籍〉中幾乎全篇都是

對施政為民的成功的描述，這無疑突出了李胤之的人格形象，但即使

這樣的廉吏卻受讒言打擊而獲譴，雖然孫樵並未對官場黑暗再發一

言，然這種對比顯出的效果卻已透露出深刻的激憤之感。由於身處唐

末亂世，當時的時勢已與晚唐初期杜牧所生活的時代有著相當的距

離，當然更不及韓柳生活的元和中興之時。很多士人已然看到弊政的

積重難返，面對政局的衰弱再作挽救的努力也很難對現實有所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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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勢在當時的文士心裡投射了太多的沉重，既然無力改變現實，

那只能對沒落的時勢表達激憤，對比手法的運用恰好因應了這種譏諷

刺世的時代情感基調。而在〈祭高諫議文〉中，孫樵則用對比手法突

出了人物的個性，兩個細節即「意我尚華，布衣禦寒」和「意我苟進，

蓑笠當軒」，清人儲欣對此評論曰：「樵常意在華飾，故友為樵常蓋

布被用以示儉素。……樵常汲汲於進取，故友為樵懸蓑笠於前軒以示

高尚。」16可見，孫樵是以自己的世俗對應於高諫議的高潔，愈顯其

個性光彩。 

孫樵在總結古文創作時提出「摭意必深」的要求，這主要是強調

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先要有精彩深刻的構思，才能增加文章出人意表的

藝術效果，而從作品的具體內容看，孫樵文章中顯現的對文體傳統的

突破、情節結構的巧妙設置和對比手法的嫺熟運用，尤其是在那些本

應該繼承「賦」體長篇堆砌文辭的篇章中，孫樵都嘗試用嶄新的藝術

手法結構全篇，其中不乏對古文創作經驗的借鑒，顯示他對駢散藝術

的嫺熟運用，這恰恰印證了他「摭意必深」的構思匠心。 

四、孫樵文章聲韻的「運駢入散」 

古文運動的高漲歷來被看作是對駢文的反動，其中反對的重點就

是駢文發展到極端過於拘執聲律，而缺少實際的內容，因此古文的創

作強調切於時政的內容而不拘泥於聲律的格式。但從創作實踐來看，

古文並非完全排斥聲律，在一些大家那裡甚至還吸收駢文的技法，其

中就包括聲律的方面，如在韓愈的名篇〈進學解〉中，「沈浸醲鬱，

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

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易》奇而法，《詩》

正而葩。」這些四言句大體對仗，而且押韻謹嚴，每句最後一字的韻

                                                 
16  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錄》，頁 87。見於孫樵〈祭高諫議文〉的夾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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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為：  

華：魚部 家：魚部 涯：支部 

牙：魚部 誇：魚部 葩：魚部 

幾乎句句押韻，讀起來琅琅上口，婉轉流暢，這也反映出韓愈在古文中對

講求聲韻非常重視。他在〈答李翱書〉中嘗言：「氣盛，則言之長短，聲

之高下皆宜。」可見韓愈在理論上也給予古文的聲韻以相當的關注。晚清

民國時期研究古文的大家林紓在《春覺齋論文‧聲調》中強調：「時文之

弊，始講聲調，不知古文中亦不能無聲調。」他主要是從聲韻的運用和場

景氛圍的烘托之間的關係入手，以荊軻易水送別和杜牧的〈阿房宮賦〉為

例，17考察了聲韻在優秀古文篇章中是如何使用的，這表明古文在創作過

程中同樣需要聲韻的配合，而晚唐時期的孫樵在這方面則進行了有益的嘗

試。 

孫樵的古文中有一些篇章主要以散句體的四言句式寫就，而且從

某些駢文文體中汲取創作經驗，如〈寓居對〉、〈乞巧對〉、〈龍多

山記〉等古文作品與〈大明宮賦〉、〈露臺遺基賦〉等駢文之間，在

聲韻特色上就存在明顯的借鑒關係。葛曉音先生曾指出這種外駢內散

的行文結構是孫樵古文的特色之一。18在「對」和「記」等文體中，

孫樵一方面展現了寫景和敘事等藝術手法，另一方面則是輔之以聲韻

精心的運用，這就增加了古文的韻律感和可讀性，而這明顯與作為駢

                                                 
17  「蓋天下之文最足動人者，聲也。試問易水之送荊軻，聞變徴之聲，士何為泣？及為羽聲，士又

何為怒？本知荊軻之必死，一觸徴聲，自然生感，本惡暴秦無道，一觸羽聲，自然生怒耳。」韓

昌黎〈答李翊書〉言：「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張濂亭先生恒執「因聲求氣」之

言用以誨人。實則，講聲調者，斷不能取古人之聲調揣摩而摹仿之：在乎情性厚，道理足，書味

深，凡近忠孝文字，偶爾縱筆，自有一種高騫之聲調。試觀〈離騷〉中句句重複，而愈重複愈見

其悲涼，正其性情之厚，所以至此。……觀杜牧〈阿房宮賦〉，把以上秦人之種種暴虐奢靡事填

咽極滿，用「獨夫之心，日益驕固」作瑣筆，其下忽頂入「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憐焦

土」四句，聲調雖不如「山隰榛苓」之激越，然亦善於為悲壯之聲矣。語見林紓，〈聲調〉，《春

覺齋論文》（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頁 78-79。 
18  葛曉音，《唐宋散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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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賦」關係密切。由此可見，孫樵在堅守古文的創作品格時，非

常注意借鑒駢文寫作的成熟經驗，聲韻方面就是明顯的例證。  

通過附錄（見本文末的附錄）中對孫樵古文中四言句中末字的韻

部整理，可以明顯看出兩句一韻和四句一韻的情形最多，作為駢文的

「賦」比較明確。相較而言，其中〈露臺遺基賦〉的用韻最為規律整

齊，除了「矧糜府財，以經此台。周為靈台，成乎子來」和「章華雖

高，楚民亦勞。靈王宣驕，諸侯不朝」兩組各四句中是使用一個聲韻

外，其他的四言句都是兩句一換韻，「東」和「冬」、「脂」和「之」

屬於同部類的通押，「錫」和「鐸」則是「陌錫部」與「覺鐸部」通

押的例子。19〈大明宮賦〉中，從「胡猘飽腯，踣肌齚骨」到「正斥

邪寵」一段中，也是遵循了兩句一換韻的規律，其中「月」和「質」

屬於「月屑部」與「質物部」異部通押的例子，「質」和「職」則是

同部類的通押。  

孫樵把「賦」的聲韻特色帶到了古文文體寫作中，使得古文的聲

韻節奏變得整齊起來。例如〈龍多山記〉中，從「矻石巉巉，別為東

岩」到「岡巒交植。風來怒黑」，為兩句一換韻之例，其中「術」和

「質」、「微」與「脂」屬於同部類通押，「元」和「真」則屬於「寒

先部」與「真文部」異部通押的例子。〈乞巧對〉中，從「巧如可求，

適為吾羞」到「使天下人，各歸其根」，也幾近於全部是兩句一換韻

的形式，其中「諄」和「真」、「之」與「微」是同部類通押的例子，

「屋」和「鐸」則是「屋燭部」與「覺鐸部」異部通押的例子，「諄」

與「元」是「真文部」與「寒先部」異部通押的例子。〈寓居對〉中

雖沒有像上述諸文中有如此連續兩句一換韻的句式，但仍有相當數量

的兩句同韻的例子。除了上述連續使用的例證外，兩句同韻的情形在

                                                 
19  關於《全唐文》中韻部的規律問題，參見姚穎的「《全唐文》用韻研究」（武漢：華中科技大學

2006 屆碩士論文）附錄中的《全唐文韻譜》。關於晚唐文用韻問題，可參考張敏的「皮日休陸

龜蒙詩文用韻比較研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 2006 屆碩士論文）和張凱的「晚唐律賦三大家

用韻研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 2007 屆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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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章中也不在少數，有的貌似聲韻不合，但卻也符合唐文中通押

的規律，如〈龍多山記〉中的「回環下矚，萬類在目」，「矚」和「目」

分屬「燭」部和「沃部」，屬於燭屋沃通用的例證。另外，〈寓居對〉

中還有隔句押韻的形式，如「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提筆，入貢

士列」和「摭言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校，以牢知音」，一三句末

字同韻，二四句末字同韻。  

就舉例分析的諸篇文章中，依傳統的文章體裁來看，〈大明宮賦〉

和〈露臺遺基賦〉屬於「賦」體。〈寓居對〉和〈乞巧對〉則屬「問

對」體。明人吳訥在《文章辨體序說》指出：「問對體者，載昔人一

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錄宋玉之於楚王，

相如之於蜀父老，是所謂問對之辭。至若〈答客難〉、〈解嘲〉、〈賓

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洪氏景盧云：『東方朔〈答客難〉，

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班固之

〈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章摹句寫，讀之令人可厭。

迨韓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青出於藍而青於藍矣。』」吳訥將問

對體之文溯源至東方朔的〈答客難〉，而從孫樵的兩篇對體文看，其

語言是以四言句式為主，這明顯承襲了中唐古文中韓愈和柳宗元的對

體文，如韓之〈進學解〉和柳之〈乞巧文〉。其中韓愈的〈進學解〉

中以「沈浸醲鬱，含英咀華」一段為典型的四言句式，句末用韻較為

整齊，而柳宗元的〈乞巧文〉中則以「眩耀為文，瑣碎排偶」到「大

赧而歸，填恨低首」一段用韻較為規律，基本是偶數句末押「侯」或

「幽」部韻，如「偶」、「走」、「口」、「吼」、「歐」等都屬「侯」

韻，而「手」、「醜」、「朽」、「帚」、「首」等字都屬「幽」韻，

在唐代文章中，「侯」、「幽」兩部在多數情形下是可以通用的，因

此，柳宗元的〈乞巧文〉中的某些段落也明顯有著押韻整齊的例子。 

通過與前代文章創作的比較，孫樵在古文中注重聲韻的問題其實

呈現出較為複雜的情形，尤其是牽涉到〈大明宮賦〉、〈露臺遺基賦〉、

〈龍多山記〉、〈寓居對〉、〈乞巧對〉等文章分屬不同的文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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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體在各自的創作傳統中對聲律方面有著不同的要求。「賦」體

本是古代文章中講求聲韻的篇制，況且諸如韓偓等晚唐文人也在「賦」

體文創作中關注聲律問題，因此孫樵兩篇賦作中的押韻是對傳統「賦」

體注重聲韻的延續。而韓愈、柳宗元在創作「問對」體時就已注意運

用押韻，只是篇幅較短。相較之下，孫樵的〈寓居對〉和〈乞巧對〉

是在繼承韓、柳此類文章創作經驗的基礎上擴大了講究押韻的篇幅，

而且韓、柳之文只是在較短的篇幅中一韻到底，孫樵則注意兩句或四

句換韻，幾乎貫穿整篇文章，這就比韓、柳的創作顯得更為複雜多變。

而「記」體文歷代被看作是古文創作的代表性文體，中唐韓、柳等古

文大家對其並無聲韻方面的改造和變化，只是注重議論和敘事。因

此，孫樵在〈龍多山記〉中加入聲韻的講求可謂是對傳統「記」體文

的一種突破。〈龍多山記〉的篇制結構其實是外駢內散，孫樵在此加

入聲韻的因素明顯是受到了駢文創作的啟發。 

五、結語 

綜言之，晚唐古文雖已無法重現中唐韓、柳之時的高潮，但仍有

一定數量的文士堅持古文創作，在這種情勢中，孫樵的作品無疑代表

了晚唐古文發展的重要趨向。從文道關係來看，孫樵一方面繼承了皇

甫湜等人追求辭采怪異的文風，另一方面在「道」的內容上也以「上

規時政，下達民病」的認識延續了中唐韓、柳以來關注現實的精神。

更為關鍵的是孫樵對當世士風精神的批評，大力發揚儒學傳統的淑世

精神，透露出追求心憂天下、不為流俗所屈的骨鯁人格，無疑是從創

作主體的角度深化了對文道之間關係的認識，這不僅是對晚唐古文創

作中邀譽釣名流弊的反撥，更是革新當世政治的有識之見。能在駢文

複盛的晚唐時代繼續古文創作，而且不為流俗風氣所左右，這也深刻

地說明孫樵身體力行地實踐著他心目中理想的士人人格。與之相聯繫

的是，他對史學之「道」與「文」的觀念也從屬於上述文道關係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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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認識。而在古文創作實踐中，孫樵顯然對「文」的藝術表現傾注了

更多的心力，大力拓展古文的藝術表現，力求突破文體傳統的束縛，

嘗試融匯駢文與古文的藝術經驗，形成駢散之間的雙向互動，文章結

構的巧妙安排和對比手法的嫺熟運用顯示了孫樵在文章藝術創作上

的「援古入駢」，使得駢文具有古文的藝術風味。與此同時，他在古

文中又引入對聲韻之美的追求，注意「運駢入散」，這其中不僅借鑒

了如「賦」等傳統駢體文的創作經驗，也有在繼承中唐韓、柳古文的

基礎上發展了古文寫作中對聲韻的追求。其中作為傳統古文體裁的

「記」體文和「對」體文，孫樵在其中糅合駢文和古文的創作經驗，

形成外駢內散的結構，特別加入了聲韻的講求，這顯示了孫樵在古文

寫作中主動吸取駢文藝術的特質，也鮮明地反映出晚唐古文在唐宋之

際駢散對立交融過程中的嶄新局面。當然，孫樵這種在古文創作中借

鑒駢文的方式也並非都值得表彰，如通篇四言的句式不免有艱澀古奧

之弊，語言的怪奇也暴露出孫樵繼承皇甫湜古文特徵的一些不良傾

向，這與韓愈之後古文衰落的整體表現是一致的。因此，前述的藝術

貢獻與某些弊病都是孫樵古文創作的有機構成，欲準確評價其在唐代

古文藝術流變過程中的歷史地位，則理應以更為全面和更為辯證地眼

光去審視分析孫樵的古文創作。  

論文附錄（孫樵文章中的用韻情形） 
孫樵文章四言句式中末字所屬的韻部列表如下（以〈大明宮賦〉、〈露臺遺

基賦〉等駢文和〈龍多山記〉等古文為例）： 

〈大明宮賦〉 
吾當廬陵錫武，廟祏徹主，吾則協二毗輔，左右提護。義甲憤徒，

起帝僕周，吾則械二黠雛，俾即其誅。胡猘飽腯，踣肌齚骨。驚血濺

闕，仰吠白日。二聖各轍，大麓北挈，吾則激髯孽悖節，俾濟逆殺翼。

兩傑憤烈，俾即斮滅。薊梟妖狂，突集五堂。縱啄怒吞，大駕驚奔，

吾則勵陰刀翦其翼，俾不得逃明殛。三革蝕黑，孰匪吾力？吾見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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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在懸，諍舌在軒，輟黈延諫，刳襟沃善，賞必正名。怒必正刑，當

獄撤腥，當稼吞螟，吾則入瀆革濁，入囿肉角，旬澤暮溥，鬥穀視土。

吾見若奸聲在堂，諛舌在旁，窒聰怫諷，正斥邪寵，嘉賞失節，怒罰

失殺，奪農而徭，厚征而雕，吾則反耀而彗，反澤而沴，蕩坤而拆，

裂幹而石。然吾留帝宮中二百年，昔亦日月，今亦日月。往孰為設，

今孰為缺。籍民其雕，有野而蒿。籍甲其虛，有壘而墟。西垣何縮，

疋馬不牧。北垣何蹙，孤壘城粒。 

句末字用韻列表：以《廣韻》為準 

武：魚部 主：侯部 輔：魚部 護：魚部 

徒：魚部 周：幽部 雛：侯部 誅：侯部 

腯：術部 骨：術部 闕：月部 日：質部 

轍：月部 挈：月部 節：質部 翼：職部 

烈：月部 滅：月部 狂：陽部 堂：陽部 

吞：諄部 奔：諄部 翼：職部 殛：職部 

黑：職部 力：職部 懸：元部 軒：元部 

諫：元部 善：元部 名：耕部 刑：耕部 

腥：耕部 螟：耕部 濁：屋部 角：屋部 

溥：魚部 土：魚部 堂：陽部 旁：陽部 

諷：東部 寵：東部 節：質部 殺：月部 

徭：宵部 雕：幽部 彗：月部 沴：脂部 

拆：歌部 石：鐸部 年：真部 月：月部 

設：月部 缺：月部 雕：幽部 蒿：宵部 

虛：魚部 墟：魚部 縮：沃部 牧：職部 

蹙：覺部 粒：輯部 

〈露臺遺基賦〉 
驪橫秦原，東走盤連。其土如積，其高逾尺。隱於修岡，屹若環



．東海中文學報． 

 ．76．

堂。徘徊山下，問於牧者。對曰：「惟其漢文，為天下君，守以恭默，

民無怨慝。天下大同，帝駕而東。經營相視，茲山之址。乃因其崇，

以興土功。茲台之基，軫於帝思。既命其吏，校之經費，乃下詔曰：

『朕以涼德，君於萬國。唯日兢兢，如蹈春冰。高祖惠宗，肇啟我邦

墉。作此宮室，庶幾無逸。逮夫朕躬，孰敢加隆。矧糜府財，以經此

台。周為靈台，成乎子來。文王以升，以考休征。此台以平，周德惟

馨。章華雖高，楚民亦勞。靈王宣驕，諸侯不朝。民既攜貳，王遂以

死。豈朕不懲，斯役實興。鳩材集工，以害三農。  

原：元部 連：元部 積：錫部 尺：鐸部 

岡：陽部 堂：陽部 下：魚部 者：魚部 

文：諄部 君：諄部 默：職部 慝：職部 

同：東部 東：東部 視：脂部 址：之部 

崇：冬部 功；東部 基：之部 思：之部 

吏：之部 費：微部 德：職部 國；職部 

兢：蒸部 冰：蒸部 宗：冬部 墉：東部 

室：質部 逸：質部 躬：冬部 隆：冬部 

財：之部 台：之部 台：之部 來：之部 

升：蒸部 征：蒸部 平：耕部 馨：耕部 

高：宵部 勞：宵部 驕：宵部 朝：宵部 

貳：脂部 死：脂部 懲：蒸部 興：蒸部 

工：東部 農：冬部 

〈龍多山記〉：（《孫可之文集》和《經緯集》都作〈龍多山

錄〉） 
梓潼南鄙，越五百里，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即山之趾，得逕蜿

蜒。舉武三十，北出其巔。氣象鮮妍，孕成陰煙。矻石巉巉，別為東

岩。槎牙重複，爭先角逐。若絕若裂，若缺若穴。突者虎怒，企者猿

踞。橫者木僕，挺者碑植。又有似乎飛簷連軒，欒櫨交攢，欹撐兀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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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棟危 。殊狀詭類，愕不得視。下有畝平，砥若戶庭。攄乳側脈，

膏停泓石。俯對絕壑，杪臨蘭薄。仙台標異，叢石負起。屹與山別，

猿烏跡絕。腹竇而空，路由其中。齗齶相望，攀緣下上20。闖然而出，

曜見白日。始時永嘉，飛真蓋羅。元蹤斯存，石刻傳聞。丹成而仙，

駕鶴騰天。一去遼廓，千載寂寞。澄泉傳靈，別壑鏡明。風間景清，

寂寥無聲。嘉木美竹，岡巒交植。風來怒黑，雷動崖谷。嵓獸山禽，

捷翔呀驚。曉吟暝啼，聽之淒淒。回環下矚，萬類在目。因山帶川，

青縈碧聯。莽蒼際雲，杳杳不分。月上於天，日薄於泉。魄朗輪昏，

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雲，糊空縛山。漠漠漫漫，莫知其端。陽曜始

浴，徹天昏紅。輪高而赤，洪流散射。濃透薄釋，錦裂綺拆。千狀萬

態，倏然收霽。  

鄙：之部，裡：之部，山：元部，天：真部， 

趾：之部，蜒：元部，十：輯部，巔：真部， 

妍：元部，煙：真部，巉：銜部，岩：淡部。 

複：沃部，逐：沃部，裂：月部，穴：質部， 

怒：魚部，踞：魚部，僕：幽部，植：職部， 

軒：元部，攢：元部，柱：侯部， ：魚部。 

類：微部，視：脂部，平：耕部，庭：耕部， 

脈：錫部，石：鐸部，壑：鐸部，薄：鐸部， 

異：之部，起：之部，別：月部，絕：月部。 

空：東部，中：冬部，望：陽部，上：陽部， 

出：術部，日：質部。嘉：歌部，羅：歌部， 

存：諄部，聞：諄部，仙：元部，天：真部。 

廓：鐸部，寞：鐸部，靈：耕部，明：耕部， 

                                                 
20  「攀緣下上」出自《全唐文》的版本，而《孫可之文集》和唐．孫樵《經緯集箋注》（南京：南

京圖書館藏抄本，知不足齋鮑廷博 1756 年收藏）的版本中則是「攀緣上下」。本文所使用的孫

樵文章悉取自清．董誥，《全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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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陽部，清：耕部，聲：耕部，竹：沃部， 

植：職部，黑：職部，穀：屋部，禽：侵部。 

驚：耕部，啼：支部，淒：脂部，矚：燭部， 

目：沃部，川：元部，聯：元部，雲：諄部， 

分：諄部，天：真部，泉：元部，昏：諄部。 

前：元部，雲：諄部，山：元部，漫：元部， 

端：元部，浴：屋部，紅：東部，赤：鐸部， 

射：鐸部，釋：鐸部，拆：鐸部，態：之部， 

霽：脂部。 

〈寓居對〉 
樵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提筆，入貢士列。抉文倒魄，讀書

爛舌。十試澤宮，十黜有司。知已日懈，朋徒分離。矧遠來關東，橐

裝銷空。一入長安，十年屢窮。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花黑，晡

西方食。暮雪嚴冽，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古人取文，其

責蓋輕。一篇跳出，至死馳名。今人取文，章章貴奇。一句戾意，全

卷鮮知。言念每歲，徂春背暑。洗剔精魂，澄拓襟慮。曉窗夜燭，上

下雕斫。摭言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校，以牢知音。況榮辱撓其外，

得失戕其內。機阱在乎足，鋒刃在乎背。吾非檻豕籠雛，其能窮而反

諛乎？  

骨：術部 拙：月部 筆：術部 列：月部 

魄：鐸部 舌：月部 宮：冬部 司：之部 

懈：支部 離：歌部 東：東部 空：東部 

安：元部 窮：冬部 赤：鐸部 迫：鐸部 

黑：職部 食：職部 冽：月部 骨：術部 

褐：月部 活：月部 文：諄部 輕：耕部 

出：術部 名：耕部 文：諄部 奇：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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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之部 知：支部 歲：月部 暑：魚部 

魂：諄部 慮：魚部 燭：屋部 斫：藥部 

高：宵部 深：侵部 校：宵部 音：侵部 

〈乞巧對〉 
吾守吾拙，以全吾節。巧如可求，適為吾羞。彼巧在言，便便翻

翻。出口簧然，媚於人間。革白成黑，蠱直殘德。譽蹠為聖，譖回為

賊。離間君親，瀆亂家國。彼巧在文，摘奇搴新。轄字束句，稽程合

度。磨韻調聲，決濁流清。雕枝鏤英，花鬥窠明。至有破經碎史，稽

古倒置。大類於俳，觀者啟齒。下醨沈謝，上殘騷雅。取媚於時，古

風不歸。彼巧在官，竊譽假善。齚舌鉗口，媚灶賂權。忍恥受侮，愧

畏如鼠。望塵掃門，指期九遷。君納於違，贊唱菲菲。玩世偷安，敗

俗紊官。彼巧在工，狷詭不窮。唾古笑樸，雕鎪錯落。憑雲亙天，矆

霍延綿。窮侈殫麗，越禮逾制。繡文錦幅，雲綃霧縠。若出鬼力，大

蠹婦織。遂使俗尚浮華，名溺於奢。雕家磨國，未騁胸臆。蠱於化源，

戕此民力。由此觀之，巧何足雲！吾寶吾拙，雖與事闊，優遊經史，

臥雲嘯月。九衢喧喧，夾路朱門，曉鼓一發，車馳馬奔。予方高枕。

偃然就寢。腹坦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蜩噪晴。懷軸囊刺，

門門買聲。予方屏居，詠歌吾廬。對松欹石，莫知其餘。上天付性，

吾豈無命。何求於巧，以撓吾靜。吾方欲上叫帝閽，以窒巧門，使天

下人，各歸其根。無慮無思，其樂怡怡。耕食織衣，如上古時。巧乎

巧乎，將何所施為。  

拙：月部，節：質部，求：幽部，羞：幽部 

言：元部，翻：元部，然：元部，間：元部 

黑：職部，德：職部，聖：耕部，賊：職部 

親：真部，國：職部，文：諄部，新：真部 

句：魚部，度：魚部，聲：耕部，清：耕部 

英：陽部，明：陽部，史：之部，置：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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俳：微部，齒：之部，謝：魚部，雅：魚部 

時：之部，歸：微部，官：元部，善：元部 

口：侯部，權：元部，侮：侯部，鼠：元部 

門：諄部，遷：元部，違：微部，菲：微部 

安：元部，官：元部，工：東部，窮：冬部 

樸：屋部，落：鐸部，天：真部，綿：元部 

麗：支部，制：月部，幅：職部，穀：屋部 

力：職部，織：職部，華：魚部，奢：魚部 

國：職部，臆：職部，源；元部，力：職部 

之：之部，雲：諄部，拙：月部，闊：月部 

史：之部，月：月部，喧：元部，門：諄部 

發：月部，奔：諄部，枕：侵部，寢：侵部 

息：職部，國：職部，庭：耕部，晴：耕部 

刺：錫部，聲：耕部，居：魚部，廬：魚部 

石：鐸部，餘：魚部，性：耕部，命：耕部 

巧：幽部，靜：耕部，閽：諄部，門：諄部 

人：真部，根：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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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stic Creation of Sun Qiao’s 
Essay Writings and His Theoretical 

Concepts 

Li, Wei ∗ 

【Abstract】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of “Hanmen” ancient style 

prose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the writing style of Sun Qiao combin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characteristics of his times, which 

was based on the "spirit of the poor" embodied in the social-upward 

approach through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f the “literati in 

poverty,” with the inherited positive and enterprising spirit of the 

Confucianism.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tudy Sun’s artistic pursuit of the "Wen Qiqi 

and Li Zheng" styles. It is found that Sun Qiao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to 

the complementary creative experience of the paralleled proses and 

ancient style proses. On one hand, Sun employed the ancient style prose 

into his paralleled prose writ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barrier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paralleled prose writing styles with the exquisit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ancient style proses, so as to embody the artistic approach 

of "profound meaning must be recondite." On the other hand, he boldly 

absorb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hyming from the paralleled proses, and 

applies it to his writing of ancient style proses. Therefore, the 

                                                 
∗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J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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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s of Sun Qiao’s painstaking efforts of creative thinking and 

artistic pursuit should be fully recognized. 

 

Key words: Sun Qiao, ancient style prose, paralleled pr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and “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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