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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憤與抗衡 

－元代總集中的宋遺民情感 

凌頌榮* 

【提要】 

宋亡元立，但宋詩壇未有消失，反而藉由「遺民」的身分，成

為元詩史中的重要一闕。這些宋遺民以詩歌為日常活動，努力保留

記憶之餘，亦以之抒情解憂，進而勵己明志。而在直接表達自我的

創作之外，他們編纂的詩歌總集亦不容忽視。本文以為，作為文人

情感的載體，這批總集藉由獨特的體例特點和編纂思維，展現了遺

民與新時代角力的方式，還有不同的詩學價值觀，值得多加探討。 
本文將從金人元好問編《中州集》的情況入手，指出其對宋人

的啟發，以理解宋人在入元後對編纂總集的原理；次則從不同總集

入手，探討宋遺民在明言敵對和消極抗衡之間的取捨。前者以《忠

義集》為代表，編者堅持視對元室為敵的態度，又拒絕承認時代變

遷，以為宋元之間的爭戰尚未結束；後者以《月泉吟社詩》等作為

代表，儘管同樣不與元室妥協，卻明白現實已為定局，僅能以「文

化抗衡」的手法，隱晦地勸阻有意投入新朝的同胞，維護宋人的團

結與志向。另外，杜本以新生代的身分追尋遺民的事跡，編成了《谷

音》一書。儘管其原意不在弘揚宋人之志，卻成功藉其總集保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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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記憶，滿足了宋遺民的願意，亦是本文需要附帶一論的現象。 

 
關鍵詞：總集 遺民 宋詩 元詩史 文化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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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忽必烈的大軍南下，偏安南方的趙宋終告滅亡。但即使進入

了新時代，不少文人始終拒絕承認元室的統治者地位，並以「宋遺民」

的身分自居，流落四方。詩歌作為他們的主要技能和日常活動，既可

於動盪時局中保留有關家國和自身的記憶，又能用作抒情解憂，進而

勵己明志。這些作品對外傳播，更有助聯繫他人，把一己的情感和志

向傳遞至想法相似的他人，最終形成群體網絡。這就如江湖詩人在南

宋時，即使沒有官方的支持，在野的文人亦能透過聚會、唱和等途徑，

形為影響全國詩壇的聲勢。固然，江湖詩人的組織並不嚴密，但從作

品的題材、風格等層面觀之，他們的志趣和詩學觀念還是具有共通

點。1 相對而言，維繫宋遺民詩人的乃是亡國的集體經驗，忠義、創

傷、責任感等強烈情感促使他們強調組織群體的重要性，亦樂於投入

群體的活動。換言之，由於諸詩人保持創作和交流，宋詩壇未有因政

權交替而消失，反而藉由「遺民」的身分，成為了元代詩歌史中不容

忽視的一闕。  

宋詩人的遺民色彩，除了直接呈現於大批詩作外，同時又見於他

們編纂的詩歌總集。尤其元好問（1190-1257）在金亡後編《中州集》，

啟發了處境相近的宋人。本文希望從幾部元代宋詩總集入手，嘗試闡

述這批文人如何在新朝中強調自身的「遺民」身分。有趣的是，儘管

同樣置身於「遺民」這共同語境，諸詩人的情感和取態卻不盡相同。

英國文化學者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提出，以文化為手段的

抗爭活動存有許多形式，包括拒絕合作、曲解意義、談判協商和重現

                                                 
1 按今人張宏生的歸納，江湖詩人的作品普遍以「纖巧」、「真率」、「俗」和「清」為特點，而

題材上則以「憂國憂民」、「行謁江湖」、「羈旅之苦」和「友誼之求」為常見。值得注意的是，

在「憂國憂民」的題材中，實包含宋元戰爭和宋亡元立等史事，張氏提及的江湖詩人，如謝枋得

等，後來亦是以宋遺民的身分活動。故江湖詩人與元代的宋遺民詩人關係密切。見張宏生，《江

湖詩派研究》（北京：中華書局，1995），頁 4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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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物等。2 宋遺民編纂的總集正好反映出幾種不同的情況。譬如《忠

義集》一方面堅持視對元室為敵的態度，一方面含有拒絕承認時代變

遷的意味；而《月泉吟社詩》雖亦是抗衡元室，卻明白現實已定，僅

能以隱晦的手法勸阻有意投入新朝的同胞。至於《谷音》等著作，又

見出新生代對故宋人事的追尋與紀錄，亦即以非遺民的身分滿足了遺

民的志向和期望。這種特殊現象延長了「宋遺民」身分在入元後的存

在時間。作為文人主觀情感的載體，各部總集藉由獨特的體例特點，

展現了遺民與新時代角力的多種方式，以及不同的詩學觀念。  

二、《中州集》：南宋遺民編纂總集的緣起 

蒙古大軍南下，原本統治中原的勢力，包括遼、金、宋等，在數

十年間相繼滅亡。大批文人即使免於死傷，亦落得喪失官位權勢，流

離失所的下場。為了排解國破家亡的愁怨，以及貫徹過去的身分和信

念，他們普遍選擇把精力寄托於詩詞文章之上。民間詩壇因而發展蓬

勃。失意的文人為抒發壓抑的情感，既會投身創作，亦會編纂和傳播

成於前人手筆，對當世別具意義的作品。如是者，以故國人事為主調

的總集因而日漸盛行。而究其開端，則當數金人元好問的《中州集》。 

金代末年，蒙宋聯軍大舉來犯，垂危的朝廷被迫遷往蔡州（今河

南省汝州縣）。及至祥興二年（1234），蔡州在重重包圍下終被攻破，

金哀宗黯然自縊，臨危繼位的金末帝亦為亂軍所殺。3 雄據中原百餘

年的金代皇朝在喪亂中宣告滅亡。雖然金代是女真族建立的，但由於

施行漢化已久，又承襲了北宋的人口和文化資源，故亡國後的社會狀

況帶有一些漢族文化的影子。例如，名將郭蝦蟆（1192-1236）等為

表忠誠，就義殉國，同時亦有不少拒絕仕元者。元好問正正是其中一

                                                 
2 Stuart Hall, “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in Raphael Samu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 Kegan-Routledge, 1981), pp. 235. 
3 元．脫脫等，《金史》（北京：中華書局，1975），卷 18，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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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元好問生於太原（今山西省）的大族，為名儒郝天挺（1161-1217）

之徒，學成後進京師求仕，並以詩賦贏得「元才子」的美名，為趙秉

文（1159-1232）等名臣注意。至宣宗興定五年（1221），歷數次科

舉的他進士及第，再於哀宗正大元年（1224）循宏辭科入仕。可惜其

仕途不順。蒙古大軍進攻，哀宗撤離汴京之際，他僅以七品之身留守

國都。據《金史》記，地位卑微的他仍極力向參知政事完顏奴申（生

卒年不詳）和樞密副使完顏習捏阿不（生卒年不詳）進「安國之言」，

提出「欲立二王監國，以全兩宮與皇族」之策，並得接納。4 奈何此

策未得充分討論，守將崔立（？-1233）突然反叛，擒殺奴申、習捏

阿不等多名掌權大臣，再立宗室完顏從恪（？-1233）為梁王監國，

以太師身分下令撤防，向敵軍投降。劇變之間，部分文臣以死明志，

或者棄官逃亡，但元好問竟順從逆臣，留於朝廷，更參與為崔立撰功

德碑之事，蒙上失節之罪。5 事後，金遺民批評不絕，他自身亦是難

以釋懷。6 隨著崔立與哀宗死亡，元好問亦離開仕途，終生以遺民身

分 活 動 。 儘 管 期 間 曾 接 觸 耶 律 楚 材 （ 1190-1244 ） 和 忽 必 烈

（1215-1294），惟其目的皆是保存金代人才，而非求仕於新朝。  

在餘下二十餘年的生命中，元好問花了大量精力於「存史」一事

                                                 
4 同上註，卷 115，頁 2525。 
5 崔立奪權後，群小獻諂，提議立功德碑，指鹿為馬地歌頌崔立「保護京師臣民」。此事見於不少

史傳記載，然當中的細節多有疑點。按么書儀的整理，事件至少有兩個版本，分別見於劉祁

（1203-1259）和元好問的記錄。概括而言，元好問只說王若虛（1174-1243）仗義不從，拒絕執

筆，害「太學生」成代罪羔羊，絲毫不提自己在事件中的位置；劉祁則指責王若虛和元好問等前

輩狼狽為奸，脅迫後輩同流合污。從《金史》等歷史文獻的佐證可見，元好問的記錄確有輕描淡

寫、含糊其辭之嫌，多少反映出他對事件的心中有愧，不願多談。詳見么書儀，《元化文人心態》

（北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頁 78-84。 
6 元好問就立碑一事的辯解主要見於〈內翰王公墓表〉和〈外家別業上樑文〉。前者是為王若虛寫

的墓表，後者是他自訴不幸的駢文作品。文中言：「初，一軍構亂，群小歸功，劫太學之名流，

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豈願為？就磨甘露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降款，具存

李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預陸機之手跡？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

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眾口之合攻。」他強調自己是迫不得已，後來的謗言更是二度創傷。奈

何眾口鑠金，百辭莫辯的他只有黯然承受。見金．元好問撰，姚奠中主編，《元好問全集》（太

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下冊卷 40，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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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向來崇尚歷史的永恆價值，而亡國前後的恐懼，以及自身失節

蒙冤，一時間無從辯解的困境，更令他感到存史之事意義重大，且迫

切萬分。所謂「史」者，在其眼中具有範圍不一的多重層次。就一己

的見聞和感受，如同歷代文人，他利用個人的創作，透過詩賦和碑志

等體裁大量記錄之；擴大至元氏一族的歷史，他在四十五歲時，有感

家人在戰亂中「存亡未可知」，遂重拾兄長的託付，改未成的《千秋

錄》為《南冠錄》，以免家族人丁殆後，世人不再知「河南有元氏」

的 事 實 ； 7  而 作 為 金 國 遺 臣 ， 他 不 惜 代 價 地 向 降 元 金 將 張 柔

（1190-1268）借閱《金實錄》，以完成編修金代正史的工作，只是

未能成事。8 不甘放棄的他遂把注意力轉移至野史，史稱：「凡金源

君臣遺言往行，採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錄，至百餘萬言。」

9 成果最後結集成《金源君臣言行錄》和《中州集》。論影響力，後

者無疑為重。  

據元好問的自序，《中州集》成於癸巳（1233），即汴京失守，

他被羈留於聊城之時。全書據前人編的《國朝百家詩略》擴展而成，

以不錄在世者為原則，共收入了二千餘首詩，涉及二百五十一名詩

人，可稱作金代詩壇的完整記錄。後世有關金代文學的匯編，如清代

的《全金詩》等，皆以之為基礎，足見其文獻價值。關於編纂時的心

思，元好問如此交待： 

時京師方受圍，危急存亡之際，不暇及也。明年，留滯聊城，杜

門深居，頗以翰墨為事。馮、劉之言日往來於心。亦念百餘年以

來，詩人多為苦心之士，積日力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

亡，計所存者才什一耳。不總萃之，則將遂湮滅而無聞，為可惜

也。乃記憶前輩及交遊諸人之詩，隨即錄之。10 

                                                 
7 金．元好問，〈南冠錄引〉，《元好問全集》，下冊卷 37，頁 48。 
8 清．施國祁輯注，〈大德碑本遺山先生墓銘〉，《元好問全集》，下冊卷 50，頁 426-427。 
9 元．脫脫等，《金史》，卷 126，頁 2742。 
10 金．元好問，〈中州鼓吹翰宛英華序〉，《中州集》（北京：中華書局，1959），序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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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年京師危在夕旦，無心舞文弄墨；翌年卻已城破被俘，翰墨以外別無

他事可辦。國亡成為定局，「百餘年」的歷史將要終結，而「兵火散亡」

之景更令他切身體會到人事的消亡難以抵抗。以「傳」和「錄」對抗「湮

滅而無聞」是他的決心所在。今人趙園在研究明末遺民的心態史時，提出

遺民總怕後人遺忘曾經存在的故國，故紛紛視記錄歷史為「記憶工程」，

期望以一己之力對抗普世的「忘」。11 按金人的歷史發展觀念，金滅北宋

後，已取得中原正統的地位，南宋只是苟延殘喘的亡國奴，因而自命為中

原文化的正當繼承者。元好問言：「北人不拾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

12 其對代表南宋詩風的「江西詩派」如此敵視，並非單純出於美學取向，

而是建基於對金代文化的自信。由此即能理解他何以極重視金代詩人－

金詩承襲中原文化的正統，「湮滅而無聞」既不合情理，亦割裂了文化發

展的軌跡。 

自蕭統（501-531）編《文選》以來，「總集」被定性為一種「採

摘孔翠，芟剪繁蕪」的文獻載體。13 即使它們客觀上具保存文獻的

功能，但在編者的角度而言，選文定篇始終是成書過程中的關鍵步

驟。篇幅過長，選文過多的總集亦會遭人詬病。可是，從《中州集》

的面貌可見，元好問的編纂方式不同於傳統。當中有三點尤須注意。 

首先，各詩人的詩作數量明顯不均。在數十詩人僅有寥寥數作入

選的同時，好幾家的作品卻是大量獲得錄入，如宇文虛中（1079-1146）

詩 50 首、蔡松年（1107-1159）詩 59 首、劉迎（生卒年不詳）詩 74

首、趙秉文詩 63 首，周昂（？-1211）詩更達百首。然詩作數量不等

同其詩學成就的高低。周昂的詩冠絕全集，但元好問在小傳中只是略

述其文學特色：「學術醇正，文筆高雅，以杜子美、韓退之為法，諸

                                                 
11 趙園，《明清之際的思想與言說》（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10），頁 53-54。 
12 金．元好問撰，狄寶心校注，〈自題中州集後五首〉，《元好問詩編年校注》（北京：中華書局，

2011），頁 1331。 
13 唐．魏徵、令狐德棻，《隋書》（北京：中華書局，1973），卷 35，頁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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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皆師尊之。」14 詩與文混為一談，其特色和價值相當含糊。反而

就趙秉文的詩學，元好問論述詳盡：  

七言長詩筆勢縱放，不拘一律。律詩壯麗，小詩精絶，多以近體

為之。至五言大詩，則沈鬰頓挫，似阮嗣宗；真淳簡澹，似陶淵

明。 

從七言到五言，由長詩至小詩，全段描述流露了對趙詩的欣賞。可推斷，

元好問不可能以為周詩優於趙詩。進言之，詩作的數量與質素並無必然關

係，元好問的選詩標準也不嚴格；其次是詩人排序的問題。全書十卷之中，

首七卷的詩人排序條理分明。置顯宗和章宗的作品於首，乃尊君之意，姑

且不論。接下來的骨幹部分，從由宋入金的宇文虛中和吳激（？-1142）

開始，至第七卷終於金末的王元粹（1203-1243）和黃鬱（生卒年不詳），

符合時序，為一段以人為綱的金代詩史論述。問題是末三卷。這部分的詩

人大多名不經傳，詩作量少，小傳的介紹亦見簡略。論體例，從生平可考

者入手的話，即見諸人的排列不符合時序，如卷八從金太宗時的邢具瞻（生

卒年不詳）開首，緊接熙宗時的王繪（生卒年不詳），然往後又有宋末的

楊興宗（生卒年不詳）。卷九和卷十嘗試標出「壯元」、「異人」、「三知己」

等小目，似是有意分類人物，惟這只涵蓋了部分篇幅，稱不上是正式的體

例。故不少論者相信，此三卷與前七卷是割裂的，後者大抵取材自既有的

《國朝百家詩略》，前者則是元好問新增的。這些材料多而零碎，缺乏條

理，多少反映出元好問的心態。他著重錄入材料的動機導致詩學批評意識

變得薄弱；至於最後一點，就是關於詩人小傳的問題。西晉時的《文章流

別集》與「志」的部分並行，前者錄文，後者記人，只是後來的《文選》

未有繼承。元好問出於存詩、存人的需要，不單重新採用這體例，更表現

出特別的寫作方式。清人嘗曰： 

                                                 
14 金．元好問，《中州集》，上冊卷 4，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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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各為小傳，詳具始末，兼評其詩。或一傳而附見數人，……

或附載他文，……或兼及他事，……大致主於借詩以存史。15 

此集為每位作家撰寫小傳，記錄相關的人事，甚至進一步「附見數人」，

延伸至「他文」和「他事」，包括其子嗣、族人和友人等。而且，這些詳

細的記錄，往往超出詩學範疇，延及該人的其他學術成就，以至重要的人

生經歷。與其說是詩集的詩人小傳，不如視之為泛圍更廣的史傳篇章。總

之，詩只是元好問藉以「存史」的工具，全書的重心實不在談論詩學。部

分內容更是缺乏清晰的批評觀念。誠如今人胡傳志言，元好問意在搶救即

將失落的金源文化成果而已。16 故「存」凌駕了「選」的原則，令《中州

集》在總集的傳統中顯得特殊。 

無可否認，《中州集》的寄意未有獲得多數金遺民的注意，往後

亦鮮有人繼承以詩存金史的責任。但對於同時的宋人而言，這卻是意

義重大的啟發。金亡翌年，蒙宋聯盟決裂，新一輪南北戰事爆發。雖

然宋室初時稍漸上峰，奈何形勢不久逆轉，令南宋文人意識到家國將

步上金代的後塵。同病相憐之感驅使他們與《中州集》產生共鳴。拒

仕新朝而滯留河間的家鉉翁（1213-？）嘗盛讚：  

盛矣哉！元子之為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

而視九州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數十百年後，而視數十百

年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

不能盡。余於是知元子胸懷卓犖，過人遠甚。17 

他認為《中州集》超越時間和空間，把整個北方文化圈的詩歌集合於一書。

這不但反映了元好問的努力，更見出他有卓著的眼光和胸襟，造就了非凡

夫俗子能及的成果。時代稍後，宋遺民劉將孫（1257-？）亦在〈送臨川

                                                 
15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北京：中華書局，1965），下冊卷 187，頁 1703。 
16 胡傳志，〈《中州集》文化意義再評價〉，《晉陽學刊》第 2 期（1994），頁 59。 
17 宋．家鉉翁，〈題《中州詩集》後〉，金．元好問，《中州集》，下冊附錄，頁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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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艾采詩序〉感嘆： 

予嘗讀《中州集》，憐傷其意，以兵餘亂後，史佚人亡，存其梗

概於此。因念東南百年，文獻為盛，今渺然誰復睹記？18 

他從《中州集》的內容聯想到南宋也是「文獻為盛」，奈何兵亂以後無以

復見，就如過去的金國一般，因而深感「憐傷」。宋人與金人的困境和痛

苦是一致的。誠然，自宋室南遷以來，南北交流幾近中斷，雙方文化在正

統和優劣等觀點上普遍持敵視的態度，就如上文提及元好問對江西詩派的

譏諷。故二人對《中州集》的認同，多少代表了宋人一時放下成見，在詩、

史的命題上找到同於金人的情感。可以說，《中州集》成為了溝通南北兩

國遺民的線索。 

三、敵我分明：《忠義集》 

宋人受到《中州集》的理念和體例啟發，引起了整理文獻與編纂

總集的意欲。然而他們往往不如元好問般，僅滿足於保存故國文化。

新朝的初期，亡國的傷痛始終難以忘懷。文天祥（1236-1283）就義、

陸秀夫（1237-1279）投海等激勵人心，且具有象徵意義的故事廣泛

流傳，更勾起了宋人的亡國之痛。由此衍生的總集自然帶有鮮明的政

治立場。趙景良（生卒年不詳）的《忠義集》是最顯著的例子。  

現存的《忠義集》共七卷，分三個部分。首先是劉壎（1240-1319）

的〈補史十忠詩〉一卷，次為其子劉麟瑞（生卒年不詳）的大型組詩

〈昭忠逸詠〉四卷，最後兩卷則是趙景良在編書時額外搜羅的作品，

涉及二十多名詩人。作為貫穿全書的線索，所謂「忠義」者，乃指稱

一批在宋元戰爭時忠於南宋，彰顯節氣的義士，當中包括文臣和將

領，亦有隱士逸民。清人嘗推斷：「於時《宋史》未修，蓋藉詩以存

                                                 
18 宋．劉將孫，《養吾齋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

1199 冊卷 9，頁九下（總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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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也 。 」 19 存史大概是編者的最大目的。事實上，如明人何喬新

（1427-1502）所記，後世人都承認「此集所紀，多《宋史》所遺者，

是不可使其無傳。」20 可見其記史的作用是成功的，能提供不同於

正史的史料。  

跟一般總集不同，《忠義集》和成書過程皆頗為複雜。劉壎最初

只是有感而發，以宋末十名義士為題材，撰成十首詩作。其子則是受

到父親的薰陶，進一步搜集宋末的野史遺事，創作出〈昭忠逸詠〉，

務求全面地呈現出南宋滅亡之際的人與事。以上所述皆是詠史詩的創

作而已，直至與父子二人同鄉的趙景良「合二先生所作為一编，附以

汪水雲、方虛谷諸君子傷時悼事之什若干首」，這部總集才正式成形。

21 從篇幅、排序等編輯安排可知，劉氏父子之作當為是書的主體。

它們是趙氏編書的出發點，而不是編選的結果。至於其他作品，雖然

為數不少，但終究只是後來補入的「附錄」，地位和意義不能夠與劉

氏父子之作混為一談。進而言之，〈補史十忠詩〉和〈昭忠逸詠〉本

身的意義當與趙氏編選的末兩卷分開討論。  

（一）劉壎〈補史十忠詩〉 
劉壎為宋末人，於理學、詩學皆有名聲，宋亡時年屆三十多歲。

他入元後未有求仕，至五十餘歲始獲薦為地方「學正」，晚年再領受

朝廷之命，為延平路儒學教授。五言組詩〈補史十忠詩〉作於入元後，

順序以李芾（？-1275）、趙卯發（？-1275）、文天祥、陸秀夫、江

萬里（1198-1275）、密侑（生卒年不詳）、李庭芝（1219-1276）、

陳文龍（1232-1277）、張世杰（？-1279）和張玨（？-1280）為題，

歌頌他們為國犧牲的義舉。就十人的安排，劉壎於詩後有跋云：  

襄圍以來，死忠者蓋不止此，然多所不知，知其詳且顯者，莫如

                                                 
19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下冊卷 188，頁 1709。 
20 元．趙景良，《忠義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6 冊，序頁二上（總頁 915）。 
21 同上註，序頁一下（總頁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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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十公，故先賦此十詩，尚竢續書，以著大節。22 

他似乎只是就自己所知，選擇能「知其詳且顯」的十人為書寫對象，顯示

是次賦詩大概出於一時有感而發，事前沒經過周詳的資料整理。他甚至沒

排除事後「續書」的可能，只是就現存文獻可知，這個計劃最終未有實行。

作為親身經歷國亡的人，他認為詩歌能夠發揮特殊的記錄功能。其詩序云： 

竊以慨念，更後幾年，遺老漸盡，舊聞銷歇，將無復知有斯人者，

悲夫哀哉！死，臣子職分，古人常事爾！死矣，寧顧其傳不傳？

乃亦不可無傳者，為其繫彝倫，關風教，厲後代之臣子，愧前日

之不如數公者也。采清議得忠義臣十人，史不書，各賦十韻纂其

實，曰《補史詩》。23 

詩題中的「補史」，代表當時的史傳尚有未能涵蓋的範圍，而詩就彌補了

這些空白之處。且詩本質上是情感和主觀看法的載體，用以記史則能為過

去的人事賦予明確的道德意義，既能本著「詩教」傳統用以教化，亦可防

止後世解讀錯誤，扭曲記錄者的原意。這種詩當言志宏道的想法，多少與

劉壎的理學家身分有關。值得討論的是，序中提及「厲後代之臣子，愧前

日之不如數公者」，究竟指向何人？單從字面來看，這是泛指後世一切臣

子，希望他們受諸公的義舉啟發。然細考諸作，部分詩句指向明確。如其

三〈丞相都督信國公文公〉的結尾曰： 

悠悠譏好名，責人無已夫。三衢有魁相，投老作尚書。24 

詩句實為譏諷祖籍衢州的留夢炎（？-1295）。留夢炎本為南宋丞相，元軍

南下時不但私自逃離臨安，降元以後更是在新朝中平步青雲，官至禮部尚

書。其為宋人最不恥者，莫過於勸降文天祥不成，又極力阻止元室釋之為

                                                 
22 同上註，卷 1，頁五下（總頁 917）。 
23 同上註，卷 1，頁一（總頁 915）。 
24 同上註，卷 1，頁二下（總頁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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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25 世人普遍把文天祥就義的結局歸咎於他。劉壎在詩中力斥之，大

抵是出於氣憤難平之故。在元代的政治環境中，留夢炎的形象具有一定的

象徵意義。忽必烈嘗問趙孟頫，留夢炎和葉李（1242-1292）二人的優劣，

又直接嘲笑「夢炎徒依阿取容，曾無一言以悟主聽」。26 可見無論在掌權

者還是遺民眼中，留夢炎不忠無能的形象都是相當顯著的，足以代表那些

庸碌無能，只求保命的降臣。又如其六〈江西制置司都統密公〉首句言「臣

有置身義，豈計官崇卑」，詩末又言： 

小臣裨校耳，職也宜死綏。廬州大將在，白首豎降旗。27 

根據〈錢塘遺事〉的記述，元兵攻至江西撫州，制置司首長逃逸，密侑「迎

敵就擒，不屈嚼舌，罵聲不絕而死」，戰事最後以舉城投降告終。28 再觀

劉詩，首尾皆強調官職雖有崇卑之分，但是為臣之義並無不同。密侑就義

可歌可泣，反而位尊於「小臣」者卻選擇「白首豎降旗」，諷刺尖銳。故

劉壎實不只針對留夢炎之類的單一對象，而是廣泛地指斥貪生怕死的降元

者，進而表達世道無忠義的憤恨。至於其餘九首詩，其用字同樣立場堅定，

愛恨分明，如其七云李庭芝「嚼舌死罵敵」，其十云張珏「咄咄快敵仇」

等，都是明確地稱呼已統一中原的蒙元為仇敵。29 諸作詩題既以宋之職稱

稱呼十人，加上如此行文用字，反映出入元後，他仍堅持以宋室為本位的

態度，不承認蒙元政權，又不欲接受趙宋已去的事實。 

（二）劉麟瑞〈昭忠逸詠〉 
有別於一時有感而賦的父親，劉麟瑞創作〈昭忠逸詠〉時，計劃

周詳之餘，花費的時間亦較長。依詩序標示的日期來判斷，此一組詩

                                                 
25 清．畢沅編著，標點續資治通鑑小組校點，《續資治通鑑》（北京：中華書局，1957），卷 184，

頁 5036。 
26 明．宋濂等，《元史》（北京：中華書局，1976），第 13 冊卷 172，頁 4020。 
27 元．趙景良，《忠義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6 冊卷 1，頁四上（總頁 917）。 
28 元．劉一清，《錢塘遺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 8，頁 181。 
29 元．趙景良，《忠義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6 冊卷 1，頁五下（總頁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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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於英宗至治元年（1321）左右，即其父亡故不久的日子。關於〈昭

忠逸詠〉的撰寫動機，詩序云：  

追維仗節死義之士，事日益遠，歲日益深，遺老日益凋謝，舊聞

日益銷泯，其不與草木同腐者幾希。暇日搜討遺事，賦五十律題，

曰〈昭忠逸詠〉。惜乎材踈筆弱，無能發揚。姑志其概，以彰節

義，俾死封疆、死社稷者含笑九地，曰：「吾名不泯矣！」寜不

少慰忠魂於千載乎？寜不為明時風化之一助乎？於是乎書。30 

其動機與父親的相似，皆欲保存故宋忠臣的事蹟。固然，文中未直接提及

劉壎，不能斷言〈昭忠逸詠〉是〈補十忠詩〉的續篇。然父子的序文確有

不少一脈相承之處。尤其劉壎預想了「更後幾年」會有遺老將盡的危機，

而至劉麟瑞的時代，「遺老凋謝，舊聞銷泯」已是確實出現了的困境。存

史的需要更為迫切，撰寫的方式亦當更詳盡和全面。故此，劉麟瑞之作不

單採用了宏大的篇幅，事前亦先「搜討遺事」，而不是完全依賴一時的感

懷和個人記憶。全組五十首七言律詩中，每一作後皆附與歌詠對象相關的

史事，與詩作內容互相印證。其中，於〈樞密張公〉後，他嘗以千餘字記

述張世杰於崖山之役的始末，而〈江東制置使謝公〉後有關謝枋得

（1226-1289）的生平更長達二千餘字。可見劉麟瑞手握充足資料，決非

寫於一時之間。 

論〈昭忠逸詠〉的特色，有兩點尤其值得討論。首先是對地理資

料的執著。諸作一律以職稱為題，故除了許多人物的頭銜都附有地

名。劉麟瑞往往在詩題後加入注釋，介紹這些地方。例如卷首〈西和

知州陳公、守將楊公〉下有注云： 

西和州在利州西路。秦隴西郡，臨洮縣西。魏岷州，隋唐改臨洮

                                                 
30 同上註，卷 2，頁二下至三上（總頁 91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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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政和，郡復岷州。宋以金人請和，改西和州。31 

首句說明西和州的位置，後句由秦代說起，追溯這地方的名稱變化。這些

資料看似無關「忠義」的題旨，惟從史著角度而言，則是標記了事發位置，

助讀者在漫長的宋元戰爭全局中尋找線索。這對精確地記憶往事不無用處。

同時，這亦間接保存了南宋版圖的原本模樣，令故國的存在於遼闊的蒙元

帝國中不至於無跡可尋。由此可知，〈昭忠逸詠〉不純粹是詩作，當中還

有史著的成份。劉麟瑞寫作時對「詩」和「史」兩種元素都有強烈的需求；

第二點需留意的，就是範圍極廣的歌頌對象。劉壎挑選的十人，大多是名

臣。反觀劉麟瑞的書寫對象有時不限於單一的人物，如〈都統曹公及大安

夜戰死節諸將〉和〈同慶知府李公偕死節諸公〉，以及尾段的〈死節諸公〉，

都是以群體為歌頌的對象。另外，卷末又有〈美人乎氏〉和〈孺人林氏〉

二詩，前者記自縊明志的宮人，後者哀協助義軍而受株連的婦女，並且與

《宋史．烈女傳》的記載互相印證。32 在此，劉麟瑞一方面呈現出對宋朝

的忠誠不為少部分人獨有，一方面亦表明「忠義」之道不只是名臣大將的

本分，而是屬於宋廷治下的所有臣民，包括無名兵卒、婦女，警世意味深

遠。無可否認，劉麟瑞的目光和心思高於其父。 

（三）趙景良附錄諸公詩 
趙景良合劉氏父子之作為一編，顯示他認同二人的寄意。他以

「附」的形式，在末二卷載錄了二十多家遺民詩，對照前五卷的內容。

當中有劉壎的詩，亦有和應劉氏父子之作，如卷一有王介夫（生卒年

不詳）的〈題劉如村昭忠逸詠〉，補充了全書的核心部分。另外亦有

不少作品述說他們在宋元之際的切身感受。〈補史十忠詩〉和〈昭忠

逸詠〉都是由旁人的角度切入有關人事的事後追述，終究有猶隔一膜

的遺憾。趙景良補入的，正好是出自當事人的第一手材料，令諸位義

                                                 
31 同上註，卷 2，頁四上（總頁 919）。 
32 元．脫脫等，《宋史》（北京：中華書局，1977），卷 460，頁 13492-1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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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形象更全面、真切。特別他選錄了文天祥之作，呼應劉氏父子對

他的歌頌之辭。如〈太和〉一詩云：  

書生曾擁碧油幢，恥與群兒共豎降。 

漢節幾回登快閣，楚囚今度過澄江。 

丹心不改君臣誼，清淚難忘父母邦。 

惟有鄉人知我瘦，下帷絕粒坐蓬窗。33 

此詩寫於文天祥淪為階下囚後，被移送北方的時期，為忠臣明志之作。詩

中既言獄中生活困苦，然他堅持「丹心不改」，恥於投敵。而劉壎的詩代

入先賢的處境，謂「天乎復不濟，道窮竟成俘。一死事乃了，吾頭任模糊」。

34 兩者互相引證，說明了劉壎所賦文天祥當時的想法是契合的。趙景良藉

此加強劉氏父子之作的說服力，令諸作在存史和抒情方面更有效力。 

論趙景良選取的詩人，方回是備受爭議的。清人嘗質疑：「方回

背宋降元，為世所笑，其人最不足道，而景良列之忠義中，亦所未解

也。」35 方回不戰而降，及後仕元，史著多載。列其於「忠義」之

列，與文天祥等以死節傳世者相題並論，確實令人疑惑。本文推斷，

這與編者未能掌握足夠的材料有關。二十餘位入選的詩人中，大多都

是生平不可考者，甚至有「無名氏」一人。趙景良的介紹亦只限於片

言隻語，或是僅錄姓字而已，遠不如劉麟瑞編寫的詳細。名聲較大者，

除了方回之外，實只有文天祥與汪元量（1240-1310）二人。而觀其

選詩數量，居卷首的唐涇（生卒年不詳）共十作，不但遠多於其他詩

人，更超越了僅五首詩的文天祥，以及各有一詩的方回和汪元量。失

衡的比例難以歸納出清晰而嚴謹的編選原則。反而可以相信，此書的

編纂時間不長，趙景良搜羅到的作品亦可能只是來自個人的記憶、閱

讀和見聞，數量有限。顧及整部著作的說服力，難得覓得詩意契合，

                                                 
33 元．趙景良，《忠義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6 冊卷 7，頁一下至二上（總頁 951）。 
34 同上註，卷 1，頁二下（總頁 916）。 
35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下冊卷 188，頁 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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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詩名亦響的作品，自然不欲捨棄。尤其從總集對其〈挽呂襄陽〉

的處理手法可見，編者肯定此詩乃「忠義之辭」，但方回是否「忠義

之士」則是迴避不談。36 這可視之為編選時的折衷辦法。 

固然，除了元文宗外，元代統治者普遍對中原文藝漠不關心，所

以長期對漢族臣民的言辭、文字採取相對放任的態度，從現有的官方

紀錄和野史中皆鮮見以文入罪的例子。37 但加拿大古典歷史學者珍

妮弗．傑（Jennifer W. Jay）強調，透過營造難以摸清，彷彿充滿各

式禁忌和危機的政治氣氛，文人自然有所忌諱，心知時世不許他們自

由 表 達 意 見 ， 進 而 形 成 自 我 審 查 （ self-censorship ） 和 自 願 修 訂

（ voluntary editing ） 之 類 的 現 象 ， 就 如 文 天 祥 的 門 生 鄧 光 薦

（1232-1303）不欲公開陸秀夫的日記，鄧氏一族又拒絕向元室交出

其遺著《填海錄》。38 激烈如《忠義集》的著作，終究不便廣傳。

無怪乎何喬新就《忠義集》的流傳稱：  

當是時，元有天下，諱言宋事，諸儒於是集私相傳錄而已。……

而是集幾與塵埃蟲鼠共弊於敗篋之間。上舍生趙君璽，二先生之

鄉人也。得是集於老農之家，讀而悲之，迺校補其訛缺，持以示

予。39 

所謂「諱言宋事」或有誇大之嫌，但正好印證了就算沒有案例可見，宋人

在新時代中還是抱著人人自危的謹慎心態。依何喬新言，此書一直限於私

                                                 
36 按總集所錄，方回所賦之〈挽呂襄陽〉如下：「將軍報國寸心丹，滿眼兒孫盡好官。一品已頒新

印綬，九重猶許舊衣冠。碑存峴首懷羊祜，箭著浮圖恨賀蘭。公論百年應自定，且留忠節後人看。」

趙景良未有就詩句撰寫注釋，僅於詩題下注曰：「詞婉意切，蓋譏之，非美之也。」意謂本作雖

題為挽詞，卻是明褒暗貶，譏諷當年鎮守襄陽的呂文德（？-1296）兄弟降元。在此，編者沒有

介紹方回的生平或相關史事，只簡明扼要地點明詩歌如何以反面教材的形式勾連「忠義」的精神。

這種處理手法或許是有意淡化、迴避方回降元的污點，把焦點放於詩歌文本上的意義，即肯定此

詩為「忠義之辭」而已。見元．趙景良，《忠義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6 冊卷

6，頁四上（總頁 945）。 
37 楊鐮，《元詩史》（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頁 9-11。 
38 Jennifer W. Jay, A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lism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Washington: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1), pp. 73-77. 
39 元．趙景良，《忠義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6 冊卷 6，序頁一下（總頁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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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流傳，故流傳不廣，名氣不大。至元亡以後，明人方重新發掘此書。文

中「讀而悲之」一語，揭示他們認為這總集有效見出元代宋遺民的情感與

精神面貌。《四庫提要》的史部記《宋遺民錄》一書時提及：「毛晉刻之，

附於《忠義集》之後。」 40  明明是兩部沒有直接關連的著作，毛晉

（1599-1659）卻因主題相似，而附《宋遺民錄》於《忠義集》後。可見

《忠義集》視詩為保存記憶與情感的工具，使它在歷經時代變遷後，於「宋

遺民」這命題上獲得代表性，深得認同和重視。 

四、文化抗衡：《月泉吟社詩》 

入元以後，文辭激憤如劉氏父子的遺民只屬少數。不少人深知亡

國定局無以逆轉，亦懼怕冷酷強硬的異族政權，不敢正面反抗。退而

求其次之策是自覺地與新政權保持距離，採取不合作和不妥協的態

度。他們相信，只要以遺民身分保持活動，就等於延續宋代的存在。

名聲較大又胸懷抱負的遺民，更欲把這種想法由一人之信念，推展為

各地宋人的集體意志。堅定的信念配合足夠的聲勢，即能組成統一的

群體，退能存宋，進可抗元。為此，謝枋得、汪元量、謝翱（1249-1295）

等致力奔走四方，高調地進行唱和、遊覽故宋勝地等活動，結果成功

引起各地遺民的興趣，逐漸建構出具規模的群體網絡。鑑於中國的傳

統學術系統鮮有能有效探究這類行動理念的論述，本文在此嘗試借用

美國媒體文化學者史蒂芬．鄧甘比（Stephen Duncombe）的「文化抗

衡」（Cultural Resistance）概念，以補不足。  

（一）有關「文化抗衡」的定義 
按鄧甘比的定義，所謂「文化抗衡」就是透過利用文化的力量，

對抗或改變當時具有主流地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不管行動

                                                 
40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 61，頁 548。案：這部《宋遺民錄》成書於元末明初，

編者不詳，並不是明人程敏政（1445-1499）的同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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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本身是有意為之還是不經意而行，而行動最後的成敗亦不會動搖其

「抗衡」的性質。41 鄧甘比特別強調，「文化抗衡」可以被視作等

同於「政治抗衡」（political resistance）的概念，其運作原理就是把

文化當作達成政治活動的踏腳石。42 究其原因，遭受抗衡的對象往

往是由權力支撐而成為主流的主張、價值觀或意識形態，抗衡者難以

避免地會抵觸抗衡對象背後的權威。就宋遺民的個案而言，他們要抗

衡的自然是作為當時社會大眾之主流共識的政治現實，即元室的統治

者地位。否定此項陳述，正是他們寄託於文化中的內容（content）。

至於他們實行「文化抗衡」的方法，一般是以詩歌為「形式」（form），

繼而採取結社、唱和、遊覽等活動（activity）。  

鄧甘比亦提到，由於文化的元素往往具有可供分享的性質，所以

它容易成為團結人們的焦點，最終建立出統一的社群（community）。

43 他們對抗元英雄的崇拜正是如此。以文天祥為例，奮戰到底，從

容就義的經歷使他被奉為忠君愛國的典範人物。從他生前至死後，藉

由鄧光薦等人迅速且反覆地寫作相關的傳記、詩詞，令英雄的故事傳

頌於各地遺民圈子中。是以許多遺民活動的內容都是圍繞著文天祥。

例如，於其在囚的時期，汪元量等人多次犯險探望，只求與其對話、

唱和，再把詩文傳播外界，從而彼此激勵；至其死後，祭祀他的活動

依然時有舉辦。值得墦意的是，按照當時的情勢，解救為元室囚禁的

宋人由始終至都是不切實際的，王炎午（1252-1324）等更幾次撰寫

作〈生祭文〉，勸文天祥「可死矣」，免得「伯夷久不死，必有飯之

矣」。44 此舉顯示這批遺民對局勢不抱希望，不認為文天祥的命運

以至趙宋的滅亡會奇蹟地逆轉。他們透徹地理解，文天祥的唯一生機

                                                 
41 Stephen Duncombe, Culture Resistance Reader (New York: Verso, 2002), pp. 5. 案：固然，其原來的

論述對象是存在於現代社會的文化現象，但就抗衡的動機和方式而言，本文認為實可比擬宋遺民

的處境和行動。 
42 同上註，頁 6。 
43 同上註。 
44 宋．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熊飛、漆身起、黃順強校點，《文天祥全集》（南昌：江西人

民出版社，1987），附錄二，頁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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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向敵人妥協，以至投降。事實上，根據其於下獄時寫下的書信，

他不但不責怪親弟文璧（1237-？）背宋降元，出仕新朝，又嘗向王

積翁（1229-1284）表示，在不為仕元的前提下，願以在野道士的身

份偶爾為元朝天下出注意。今人姚大力就此兩例認為，在大都經歷了

四年的囚禁後，文天祥縱有必死的準備，但在外部條件允許的情況

下，還是不曾排除「活下去」這個選項，難免令時人生出「所以久不

死者」的疑惑。45 顯然，「文丞相偷生」決不是宋人希望見到的結

局。  

反之而言，若他從容就義，則是有助成就精神上的價值，而這對

在生的遺民來說具重大的號召力。換言之，作為遺民群體中的領袖人

物，他們對在囚者的關注，並不是企圖解救對方，以至在任何程度上

改變事態的發展。這些活動也不求於恢復宋代的國運。他們的目標在

於把那些在囚者塑造成對外宣示的符號，也就是功業未成但精神不滅

的英雄人物。如是者，遺民群體的活動即能獲得明確且一致的焦點，

一方面易於感召原來不活躍的成員，一方面加強群體內部的信念和士

氣。霍爾特別提到，文化作為對抗政治的工具，往往會整合不同階層

與個體，令原來在不同層面上存有等差（divided），或者對不同事情

存有分歧（separated）的人組成新的群體。46 宋遺民群體正好具有這

類特徵，尤其汪元量在南宋時本來只是後宮的琴士，如劉辰翁言，其

工作就是「侍禁時，為太皇、王昭儀鼓琴奉巵酒」而已。47 他的地

位與朝廷的文武百官乃是天淵之別，不可能參與任何軍國政務。但這

無礙他在元初時與貴為丞相的文天祥溝通、唱和，文天祥更有一段〈書

汪水雲詩後〉對他稱頌有嘉。48 而在他遊走於江右、杭洲、瀟湘、

                                                 
45 姚大力，《追尋「我們」的根源：中國歷史上的民族與國家意識》（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

聯書店，2018），頁 325。 
46 Stuart Hall, “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pp. 239. 
47 宋．劉辰翁，〈湖山類稿序〉，宋．汪元量撰，孔凡禮輯校，《增訂湖山類稿》（北京：中華書

局，1984），附錄一，頁 185。 
48 同上註，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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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等地期間，非但沒有人質疑其地位，反而對他多有敬重。例如，

周方（生卒年不詳）言：「水雲生長錢塘，晚節聞見其事，奮筆直情，

不肯為婉孌含蓄，千載之下，人間得不傳之史。」49 如此熱烈的崇

拜，足以見出在遺民圈子中，成員的行動和決心比昔日的地位尊卑更

為重要。原來屬於不同階層的官吏、伶人都可同心一致，形成了結構

異於朝廷體制的群體。 

但無從否認，對從戰亂中僥倖生還的文人而言，為節義犧牲未免

是過高的要峻，生於一時激憤的感召亦難以長久維持。遺民圈子的關

注點，無非是不仕新朝。因此，另一類受推崇的人物就是拒絕仕元，

逃循野外的逸民。在傳統文化中，「遺」和「逸」的概念關係密切。

作為遺民傳統的根源，先秦的伯夷（生卒年不詳）、叔齊（生卒年不

詳）被《論語》歸類為「逸民」之列。50 古人成為「逸民」的原因

各有不同，有的是出於宗教信念，有的是基於人生信念，亦有的確實

是因為放不下與前代故國的連繫。在不少遺民眼中，「逸」既可清晰

地張顯對新時代的否定，又不至於主動挑起掌權者的惡意，算是較安

全的宣示方式。欲推崇這類隱逸的遺民，常見途徑是讓人讀其言而知

其人。傳世的總集中就有《柴氏四隱集》三卷。嚴格而言，這總集編

成於明代萬曆年間，但其編纂工作實始於元代，不宜忽略。  

（二）過渡：《柴氏四隱集》 
柴氏為江山縣嵩高里的大族。在宋理宗一朝，柴望（1212-1280）

為太學上舍，雖然一度獲罪下獄，幸而後來獲釋歸田，並再度被舉薦

為史館國史編校。其堂弟隨亨、元亨、元彪亦先後進士及第，大大振

興了家聲。入元後，四人拒絕出仕，終日賦詩吟詠亡國之悲，世稱「柴

氏四隱」。《柴氏四隱集》結集了他們的詩文，然柴元亨之作已佚，

故書中實餘三人之作，並以柴望的為多數。51 本於萬曆祖本的四庫

                                                 
49 同上註，頁 186-187。 
50 楊伯峻譯注，《論語譯注》（北京：中華書局，1980），頁 197。 
51 現存的《柴氏四隱集》版本頗為混亂，較為著名的有《四庫全書》本、嘉慶三年知不足齋鈔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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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柴氏四隱集》收錄了編者柴復貞和明人張斗（生卒年不詳）的序

之外，還有元人楊士弘（生卒年不詳）的〈宋國史柴望詩集原序〉。

52 這顯示收錄柴望所作的卷一在元代已有雛型，即楊士弘所見的詩

集。此序如此形容柴詩：  

公詩秉於忠義而攄於危迫，摛詞琢句，動諧音律。雄豪超逸，如

天馬之騰空；瀟灑清揚，如春花之映日。53 

在楊士弘對柴詩的評價中，「忠義」一詞再度出現。但風格「雄豪超逸」

和「瀟灑清揚」的柴詩，明顯不同於《忠義集》的激昂憤慨。在四庫本《柴

氏四隱集》中，柴望之作共 73 首，當中鮮有頌揚忠良或控訴叛徒的言辭，

只是充滿了思憶故國和歸隱田園的情懷。思憶故國的作品，如〈越王勾踐

墓〉、〈鳳凰台〉、〈即事〉、〈重到都門效轆轤體〉等，多是訴說故國破滅已

久，生者只能藉舊物、古跡記念日漸模糊的過去。至於有關歸隱之作，則

是遍及卷內的五首五律，還有七律〈靈芝寺別祖席諸友〉、〈歸來〉、〈寄徐

編校〉、七絕組詩〈上忠齋丞相〉。又有〈子陵台〉和〈富春嚴子陵祠〉二

詩，都是認同東漢人嚴光（生卒年不詳）拒為漢光武帝出仕之事，多少是

他本人的自況。而卷末的文類中甚至有〈和歸去來辭〉一篇，可見歸隱的

決心相當堅定。或問柴氏何以歸隱？這可從〈和通判弟隨亨書感韻〉中找

到頭緒： 

風沙萬里夢堪驚，地老天荒只此情。 

                                                                                                                      
道光二十五年（1845）本。三者的序跋、選錄篇章皆有不同。其中，前兩者皆是源自明人柴復貞

的祖本，只是知不足齋鈔本嘗以《陽春白雪》、《天地間集》、《江山縣誌》等書補入佚文。而

道光本則是柴氏後人在編修《江陽嵩高柴氏宗譜》時另行編纂而成的。詳細情況可見周揚波，〈道

光本《四隱集》的版本價值〉，《古籍整理研究學刊》第 6 期（2012 年 11 月），頁 46-48。 
52 四庫本中誤記撰文者為「襄陽楊仲弘」，正確的撰文者實為襄城人楊士弘，即《唐音》的編者。

四庫本大概混淆了楊士弘和「元詩四大家」之一，生於蒲城的楊載（字仲弘，1217-1323）。詳

細的考據可參考張劍、呂肖奐、周揚波，《宋代家族與文學》（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頁 160。 
53 宋．柴望等撰，明．柴復貞輯，《柴氏四隱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4 冊卷 1，

原序頁一下（總頁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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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但知王蠋義，人間惟有伯夷清。 

堂前歸燕春何處，花外啼鵑月幾更。 

莫話淒涼當日事，劍歌淚盡血霑纓。54 

憶及國破家亡這宗「淒涼當日事」，此詩展現出罕見於卷內的悲壯情調。

頷聯處引用了兩個先秦典故，代表遺民的兩種取向。戰國時，齊將王蠋（生

卒年不詳）拒為燕國所用，便「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55 殷人

伯夷則不恥仕周，決心「義不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56 透過

對偶的句式，柴望認為兩者的義舉實不相上下，王蠋一死固然稱「義」，

但留在「人間」的伯夷也是清高可敬的。他自身正是選擇了後者。再觀楊

士弘所言，可知入元後，所謂「忠義」尚有另一種異於《忠義集》的詮釋，

就是以故國之民的身份隱逸不仕。藉由推崇柴望這類典範人物，「逸」於

「遺」的意義得到確立，為未有選擇就義，仍偷生於世上的宋遺民找到釋

懷的新路向。 

不過，這些偶像的影響力不可能永恆不衰。隨時光流逝，現實局

勢不斷變化，宋遺民的信念不時受到挑戰。元初，科舉停辦宋人幾乎

無路可進。只有加入遺民之列，他們才覓得生活的支援，並慰藉亡國

之痛。每當元室的敵對行為變本加厲，尋求同胞支援的意欲都會變得

更強。例如是至元十五年（1278）的盜掘宋帝陵事件。《明史》記曰： 

夏人楊輦真珈為江南總攝，悉掘徽宗以下諸陵，攫取金寶，裒帝

後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名曰「鎮南」，以示厭勝，

又截理宗顱骨為飲器。57 

西域僧人楊璉真珈（即引文的「楊輦真珈」，生卒年不詳）恃朝廷授權，

                                                 
54 同上註，卷 1，頁十下（總頁 880）。 
55 漢．司馬遷，《史記》（北京：中華書局，1963），卷 82，頁 2457。 
56 同上註，卷 61，頁 2123。 
57 清．張廷玉等，《明史》（北京：中華書局，1974），卷 285，頁 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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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大量南宋宗室陵墓，不單搶奪陪葬品，更藉玩弄諸帝遺骸羞辱南人。

宋人既驚且怒，紛紛冒死抗爭。元人章祖程（生卒年不詳）記下林景熙

（1242-1310）一行人「相率爲采藥者至陵上」，以草囊收拾遺骸，又買來

魚網，從湖中撈出宋理宗的顱骨，秘密地葬於越山上。58 這等同挑戰元

人的權威，只是受激情驅使，一行人已置生死於度外。行動後，眾人更結

為汐社，成為越中的首個遺民詩社。59 正因為元室過度敵意與主動示威，

宋人的遺民意識才會變得高漲。本不欲為故國赴死者被迫抗爭，而遺民群

體的勢力亦得以擴展至更多地區。 

反過來說，當局勢趨於平穩，宋人的信念就會漸漸變得薄弱。拒

仕元者，理論上該與朝廷斷絕一切來往。但對於不事生產的文人來

說，生計實在難以維持。現實艱難，遺民的原則被迫作出調整。最明

顯的一點，莫過於是容許自己在元治下出任學官。雖說職銜是由蒙元

政權授予，但誠如今人方勇的分析，其職能不干軍機政要，亦無權於

統治百姓，稱不上是真正的仕途。60 如此界定，他們主觀上解決了

尷尬處境，但客觀而言，始終與元朝保持著曖昧的關係。況且，一旦

習慣了身處在元廷的體制中，部分文人難免會生出仕宦之心，日後容

易對招賢、舉薦之事動搖。宋遺民的意志在這般環境中默默遭受蠶

食。心存憂慮者只好嘗試為遺民圈子注入活力，以挽救淪喪的士氣。

總集《月泉吟社詩》乃此形勢下的產物。  

（三）《月泉吟社詩》的抗衡與焦慮 
有別於前文提及的幾部總集，《月泉吟社詩》收錄的是時人之作。

縱然當時已是蒙元的天下，但諸詩人皆是宋遺民的中堅份子，故其表

現與傳承的仍屬宋詩之範圍。事緣至元二十三年（1286），宋遺民吳

                                                 
58 元．章祖程，〈夢中作序〉，宋．林景熙著，元．章祖程注，陳增傑補注，《林景熙集補注》（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上冊卷 3，頁 317。 
59 錢汝平，〈楊璉真伽發陵與宋末越中遺民詩社〉，《紹興文理學院學報》第 29 卷第 3 期（2009

年 5 月），頁 81。 
60 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北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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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生卒年不詳）於浦江建月泉吟社，並邀請了方鳳（1241-1322）、

謝翱和吳思齊三人加入，合力舉辦一場徵詩活動。按公告，活動以「春

日田園雜興」為題，參與者需在限期前呈上律詩一篇，供方鳳等人品

評，並按次第授予布帛、筆墨之類的獎品。61 結果，各地詩社反應

熱烈，收來的詩篇共二千七百三十五卷，中選者亦達二百八十人。62 

現存的《月泉吟社詩》輯錄了前六十名之作，並且附有事前的題解公

告、〈誓詩壇文〉，以及揭榜後的〈摘句圖〉、〈送詩賞小劄〉、〈回

送詩賞劄〉，完整地紀錄了整場活動的始末。前人討論這部總集的意

義，焦點每每集中於活動的形式和用語。不論是品評次第、糊名批改

的步驟，還是「揭榜」、「選中」等見於公告上的字眼，都反映出對

宋代科舉制度的模仿。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形容，這根本就是一場私

設的科舉，是為對舊有制度的懷念與延續。63 就在一眾文人落泊於

四方，只能眷戀舊日夢想之際，吳渭等人舉辦這場詩賦比賽，重新給

予他們實踐自我價值的機會。這正如今人楊鐮言，月泉吟社重新開闢

一個類近宋代的競爭場域，使文人可重操故業，尋回尊嚴和榮耀，是

為一次對整個文人階層的心理補償。64 

但除了上述一點外，《月泉吟社詩》其實還體現了宋人對同胞失

節的恐懼。回顧元代入主南方的過程，忽必烈向來不太積極起用南

人，傾向行鎮壓之策，但到至元二十三年，他起用南宋降臣程鉅夫

（1249-1318），又命他「搜訪遺逸於江南」，最終成功請出大批宋

人出仕，而忽必烈亦確實給予他們中央朝臣之職。65 這批人當中最

為人熟知者，當數曾大力抨擊權臣賈似道（1213-1275），被宋人奉

為忠臣的葉李，還有身為宗室之後的趙孟頫。趙孟頫更是深受忽必烈

                                                 
61 宋．吳渭編，《月泉吟社詩》，《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9 冊，頁一上（總頁 619）。 
62 同上註，頁二十七下（總頁 634）。 
63 （日）吉川幸次郎撰，鄭清茂譯，《元明詩概說》（臺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頁 87。 
64 楊鐮，《元詩史》，頁 631。 
65 明．宋濂等，《元史》，卷 172，頁 4018。 



．東海中文學報． 

 ．176．

賞識，成為元代最著名的館閣文人之一。種種情況在堅持守節的宋人

眼中，是嚴重威脅，甚至是遺民圈子崩潰的象徵－宗室和忠臣都認

同了新政權，天下遺民豈不困惑？故月泉吟社的徵詩定於至元二十三

年至翌年春天，顯然是有意從速回應元室的招賢政策。  

這場活動選「春日田園雜興」為題，實有寄意於其中。在〈詩評〉

一段中，吳渭清楚指明詩題「蓋借題於石湖」。66 這位「石湖」就

是南宋人范成大（1126-1193）。范成大晚年閒居石湖，期間寫下一

批〈四時田園雜興〉詩，分為「春日」、「晚春」、「夏日」、「秋

日」和「冬日」五組，合計 60 首。近人錢鍾書認為，在田園詩的發

展過程中，這首組詩集合了來自《詩經》、陶潛（365-427）和元稹

三者的脈絡，是「中國古代田園詩」的集大成。67 而今人鄒艷進一

步提出，吳渭選定此題，有意遷就時人對南宋詩藝的熟識和掌握之

餘，也是特意引導參加者想起范成大過去出使金國時，在異族君王面

前抗節不屈，義無反顧的事跡，從而激勵處境相似的南宋遺民。68 假

如范成大當日沒有表現出這種民族節氣，晚年亦不可能以名臣賢公的

身分過著優厚的閒居生活，也無法寫下廣受傳頌的〈四時田園雜興〉。

對南宋遺民而言，這個近世而有名的史例，無疑是有力而易於理解

的。是以「借題於石湖」的決定含有深遠的意味。另一方面，吳渭亦

從詩藝技巧的角度闡釋了詩題背後的用意：  

詩有六義，興居其一。……作者固不可舎田園而汎言，亦不可泥

田園而他及。舍之，則非此詩之題；泥之，則失此題之趣。有因

春日田園間景物感動性情，意與景融，辭與意會，一吟風頃，悠

然自見，其為雜興者，此真雜興也。69 

                                                 
66 宋．吳渭編，《月泉吟社詩》，《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9 冊，頁二下（總頁 620）。 
67 錢鍾書，《宋詩選注》（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2002），頁 311-312。 
68 鄒艷，《月泉吟社研究》（北京：人民出版社，2012），頁 203-204。 
69 宋．吳渭編，《月泉吟社詩》，《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9 冊，頁二下至三上（總頁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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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詩學以「詩六義」為核心概念，而他把當中的「興」奉為首位，意味

著這詩題代表了詩學的精髓，最後脫穎而出者則是出色的詩人。這日後的

中選者奠定地位，助其成為遺民詩人的榜樣。其後則是對題旨的解釋。在

以「興」為尊的前提下，參加者的寫作方向實受到極大的限制，基本上不

離由景物「感動性情」的套路。那麼是否可以隨意抒發個人情感呢？這則

可從公告上的解題文字考究。為了示範「興」的手法，吳渭引用陶潛的《歸

去來辭》，結尾處更概嘆：「時文氣習未除，故多不認得此題之趣。識者當

自知之。」70 所謂「此題之趣」在此有兩重含義，一是字面上對解題方法

的分析，二是在遺民語境下，從引文見出的寄意。換言之，引《歸去來辭》

為例的目的不止於展示句式與技巧。身負遺民身分的參加者，在「春日田

園」的意象和陶詩的範例誘導下，都不難意會到此詩當述歸隱不仕的心態。 

從中選的作品可見，吳渭的誘導是有效的。全集六十篇作品，基

本上都是環繞著隱逸田園的命題。按照方勇的歸納，眾人的隱逸意識

既含有對古代高士的追慕，又譏諷俗人追求名利；他們一面享受田園

生活，矢志終生不變，一面提防受到世俗名利的誘惑。71 試以位列

首名的羅公福，即連文鳳（1240-？）所賦為例：  

老我無心出市朝，東風林壑自逍遙。 

一犂好雨秧初種，幾道寒泉藥旋澆。 

放犢曉登雲外壟，聽鶯時立柳邊橋。 

池塘見説生新草，已許吟魂入夢招。72 

首聯以「無心出市朝」的心態為綱領，引起後文對田園生活的描寫，還有

悠閒度日的自在心態。張宏生指出，在故國破亡的現實束縛下，連文鳳等

人不可能完全沉醉在所謂的「田園之樂」中。73 詩中的描寫只是婉轉地表

                                                 
70 同上註，頁一下（總頁 619） 
71 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頁 202-203。 
72 宋．吳渭編，《月泉吟社詩》，《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9 冊，頁一下（總頁 621）。 
73 張宏生，《感情的多元選擇》（北京：現代出版社，1990），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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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立場的手段。在徵詩活動的語境中，「市朝」可能不只是泛指與田園對

立的官場，而是專指當世的蒙元朝廷。品評者以「粹然無疵，極整齊而不

窘邊幅」為標準，認為此詩最成功。74 然這亦不能否定品評者對其態度的

認同。 

至於名列第二的，則為署名「司馬澄翁」的馮澄（生卒年不詳）。

其詩如下： 

編闌春思倩吟鞭，著面和風軟似綿。 

黃犢烏犍秧榖候，雄蜂雌蝶菜花天。 

把鉏健婦踏煙壟，抱甕丈人分野泉。 

忙事關心在何處？流鶯不聽聽啼鵑。75 

首聯先從明媚淡雅的春日風光起興，配合徵詩活動所要求的主題。頷聯和

頸聯集中表現田園生活的情趣，先是鳥獸與蜂蝶在農作物之間的活動，接

著把焦點轉移至人類，寫「健婦」與「丈人」如何勤快地工作。順序描寫

了「景」、「物」、「人」三個層次以後，詩人在尾聯對這些事物下一總結，

提出「忙事關心在何處」一問，又以對「流鶯」和「啼鵑」的取捨為回答，

揭示出安身於田園，享受以樸實生活為「忙事」的快樂與滿足。藉由清新

的詩歌語言、分明的四聯層次，詩人充分表現了「雜興」所在。 

不難發現，順應解題引文，提及陶潛本人的作品就有十數篇之

多，名列第三名至第六十名之間。如斯平均的分佈，可見品評者並不

介意有關意象的陳套與泛濫，反而認同這是遺民共有的寫作樣式。陶

潛之為詩歌意象，在元人，特別是宋遺民的創作中，是普遍的現象。

這源於他被宋人奉為「隱逸」的象徵，而其「隱逸」行為又往往被詮

釋為無法匡扶故國而逃避時局，以及本忠憤而恥仕二姓的義舉。76 這

                                                 
74 宋．吳渭編，《月泉吟社詩》，《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9 冊，頁一上（總頁 621）。 
75 同上注，頁一下（總頁 621）。 
76 薛寶生，〈宋元之際詩論家的陶淵明論〉，《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72 期（2017

年 8 月），頁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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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鄧甘比提到，「文化抗衡」不一定由文化符號的生產者提供的內

容和形式主導，接收者（audience）對符號的解釋（ interpretation）

也可以表現出抗衡的立場，包括為有符號賦予新的意義。77 宋遺民

作為接收者，對陶詩的解釋產生了新的意義。蕭統的〈陶淵明集序〉

言：  

嘗謂有能讀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吝之意祛，貪夫可以廉，

懦夫可以立，豈止仁義可蹈，亦乃爵祿可辭！78 

蕭統同樣欣賞陶淵明的人格，以為其文字可見出清廉、仁義等價值觀，卻

從未提及「忠憤而恥仕二姓」之類的形象。換言而之，宋人為了抗衡元室

的統治權威，遂藉由「尊陶」的文化為手段，並在解釋陶詩的過程中，加

入了配合元代時局，有利於抗衡活動的意義。詩人引陶潛以自況，為拒仕

元之志提供正當理據，亦找出有助堅持隱逸的精神寄托。要注意的還有〈摘

句圖〉的部分。顧名思義，吳渭以精益求精的態度，從六十首詩中折選佳

句。其中，在「起句」和「結句」兩欄中，他各選四聯： 

起句 名利有危機，老於農圃宜。     （無機老農） 

   驅卻餘寒碎土牛，田園生計又從頭。 （子問） 

   桃李場中已免參，只將農圃繋頭銜。 （田農夫） 

   風暖柴荊鳥語幽，麥髙麻矮野桑柔。 （唐人機軸）79 

結句 晴原望新麥，一片緑雲香。     （藍田道人） 

   桃李公門者，將蕪胡不歸。     （林泉生） 

   笑他思著蓴鱸者，卻感秋風始去官。 （傅九萬） 

                                                 
77 Stephen Duncombe, Culture Resistance Reader, pp.7. 案：鄧甘比在這部分又補充，儘管文化符號本

身可能擁有訊息，但若然不獲解釋，那麼那些訊息將不能發揮其作用與意義。換言之，在「文化

抗衡」的過程中，符號的意義傾向由接受者決定，其角色地位或比符號的創造者重要。 
78 梁．蕭統，〈陶淵明文集序〉，袁行霈，《陶淵明集箋注》（北京：中華書局，2003），頁 614。 
79 宋．吳渭編，《月泉吟社詩》，《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9 冊，頁二十五上（總頁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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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翁不識時宜甚，猶學淵明裹葛巾。 （才人）80 

關於〈摘句圖〉的取捨標準，吳渭並無多言。只是就其結果來看，八個句

子的形式似乎具有一致的傾向。在起句的部分，除了唐人機軸一句外，其

餘三句皆如宣言一般，像「名利有危機」、「桃李場中已免參」者，反對求

仕的立場清晰；而結句方面，林泉生、傅九萬和才人之句，同樣聲明了對

「去官」的決心。雖不否認〈摘句圖〉含有表揚詩藝句法的意圖，但作為

活動的總結，這些句子無疑再次申述了遺民的立場。換言之，在眾聲齊發

的效果下，《月泉吟社詩》表達了抗拒仕元就是宋遺民的共識。對外而言，

這彰顯了群體的聲勢；對內而言，則是眾成員對共同目標的重新確認，為

防離心而互相警醒。 

長久以來，遺民領袖總是憂慮利祿對節義的侵蝕。面對忽必烈的

招攬，《月泉吟社詩》則是努力鞏固遺民群體對不仕的共識。透過警

醒眾人安於隱逸，他們要抗拒的不在於名利，而是提供名利的蒙元政

權。但如今人的觀察，受形勢限制，他們表現的反抗色彩只能是保守

和消極的。81 在入元已久的時勢，這只是逆時代洪流而行的掙扎手

段，士節淪喪的情況終究有增無減。鄧甘比談「文化抗衡」時亦提到，

抗衡不一定是積極的，人們有時候只是希望逃離強而有力的現實政治

環境，建立一個容許表達非主流立場的「庇護所」－在這屬於小眾

的範圍內，問題看似得以克服，理想彷彿有所成就，但真實的外部世

界其實毫無改善。82 事實上，至延祐復科，投考者無數，包括從前

自居隱士的黃溍（1277-1357），而曾經入選《月泉吟社詩》的白珽

（1248-1328）和仇遠（1247-1326）後來也為元代出任學官。願保持

純粹的遺民身分者，少之又少。  

                                                 
80 同上註，頁二十七上（總頁 634）。 
81 郭鵬、尹變英，《中國古代的詩社和詩學》（北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683。 
82 Stephen Duncombe, Culture Resistance Reader, p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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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他人的追尋與延續：《谷音》 

無論是貫徹始終的敵視態度，還是力挽狂瀾地勸止同胞出仕，由

宋入元的一代宋人普遍困於國難的記憶中，對元室保持著抗拒的態

度。但對年輕一輩而言，心理負擔較為輕鬆。前述的趙孟頫、虞集等，

即使血緣上與故宋有關，但元代方是他們成長與成名的時代，故對仕

元有著異於那些遺老的想法。又如方鳳身為遺民的領袖，至死仍以宋

官職銜自居，卻「嘗手寫詩一章，介其孫壻吳萊來試春官」。83 可

見宋遺民以忠義為道德原則，但其適用範圍只在於自身一人，或同一

輩份的人罷了。他們不一定反對新一代投入新朝，兩代之間政治立場

或可切割。不過，與此同時，其實亦有年輕的文人嘗試追尋與繼承故

宋人事，令宋遺民的意志在入元以後仍持績了一段頗長的時間。前文

討論的《忠義集》明顯見出這一現象。從其父劉壎的生卒年推測，劉

麟瑞在宋亡時尚未長成。他以〈昭忠逸詠〉展現了自己作為宋人之後

的身分，與父親的〈補史十忠詩〉組成連接兩代的脈絡，體現出遺民

意識的傳承過程。尤其他事前特意搜集史籍不載的史料，象徵了後人

對父輩人事，以及自身文化淵源的追尋，別具意義。而趙景良合二作

而編之，擴充為《忠義集》，更是進一步延續上一代的志氣與義節。

在這部總集中，「忠義」不再單純是父子相承的使命。它藉由末兩卷

的諸家詩作，令兩父子投入了由不同遺民詩人共同組成的網絡，保存

了遺民整體代的記憶。 

至於在遺民圈子以外，其實還有部分元人嘗試保存宋遺民的志向

－儘管這或非他們的原意，但這些人卻意外地滿足了遺民的期望，

並有功於延續宋文化。其中一個重要的例子，就是杜本的《谷音》。

                                                 
83 元．柳貫，〈方先生墓碣銘並序〉，柳遵傑點校，《柳貫詩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卷 10，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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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錄有 101 首詩，包括無名者在內共有 30 名詩人。84 書名二字，

編者未有解釋，後世一般解作「山谷之音」、「進退維谷的困境之音」

或「流水擊石的自然之音」。85 陳冠梅則引《莊子．徐無鬼》為據，

認為這是「空谷足音」之意。86 眾說紛紜，然而仍可見出此書大抵

以隱逸者為主調。是以收錄其中的詩人基本上都遠離世事俗務，甚或

是名不經傳者，難以從其他史籍考其生平。這顯示出此書的文獻價

值，卻又引人猜測，他們的背景會否存有其他共通點。較為通行的說

法，就是張榘（生卒年不詳）言之「皆宋亡元初節士悲憤，幽人清詠

之辭」。87 毛晉又認為，此書當為「伯原所集宋末逸民詩」。88 徐

乾學（1631-1694）、朱彝尊（1629-1709）、王士禛（1634-1711）等

都順從此說。總言之，諸家相信此書有連結宋元之意，刻畫了宋人在

國亡後隱於元朝的精神面貌。現代學者倒是不以為然，尤其部分見於

集內的詩人是金遺民，又有的未曾經歷國亡，有的沒參與過遺民活

動。王次澄指出，杜本的焦點從來不在宋亡元立的政治動機，而只是

希望褒揚志同道合者，藉由彰顯當世隱士的高潔情操和沉鬱感受，以

宣揚自身相信的志節。89 

換而言之，古人以偏概全，錯誤地判斷杜本的焦點。可是，一如

前文提及，「遺」和「逸」向來是兩個時有重疊，難以一舉辨清的概

念。在那些奉行「逸」的人當中，的確有的以「遺」為動機。既然稱

之為「以偏概全」，則暗示了「遺」也是此書的部分內容。這點可以

從《忠義集》採錄本書詩歌的情況入手。考查《忠義集》的詩作，丁

                                                 
84 考《谷音》的版本，元人張矩（生卒年不詳）稱「詩一卷，凡二十三人，無名者四人，共一百首」，

明人毛晉則稱有二卷，「凡二十有九人，詩百篇」，卻與今傳之幾個清代刻本皆不相同。似乎至

四庫館臣時，這已是難以理清的疑難。見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 188，頁 1707。 
85 葛志偉，「《谷音》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論文，2010），頁 14。 
86 陳冠梅，《杜本及〈谷音〉研究》（北京：東方出版社，2007），頁 5。 
87 元．杜本，《谷音》（北京：中華書局，1958），附錄，頁 35。 
88 同上註，頁 36。 
89 王次澄，〈杜本及其所編《谷音集》－兼論傳統論述之疏失〉，《宋遺民詩與詩學》（北京：

中華書局，2011），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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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見（生卒年不詳）、鮑輗（生卒年不詳）、柯茂謙（生卒年不詳）、

程自修（生卒年不詳）、安如山（生卒年不詳）、師嚴（生卒年不詳）

六人的作品均見於《谷音》中。在此以師嚴的〈渡江〉為例。其詩如

下：  

塵門山人滄浪客，灑淚已枯眼見骨。 

風塵崢嶸萬里空，不知何處營三窟。 

城中性命湯火近，路窮援斷無消息。 

鼠竊狗偷何足憂，都將十指漫天日。 

大言濶步好公卿，三百年餘涵養成。 

已聞鄭五但搔首，復道龐涓豎子名。 

平時肉食誇果決，誰信臨危跋疐行。 

白頭面皺牙齒落，萬事巳矣秋風生。90 

詩作前半講述敵軍圍城，「灑淚已枯眼見骨」套用杜甫（712-770）在〈新

安吏〉中的用語，以見人們在戰亂中的無助、悲愴和絕望。91 而「城中性

命湯火近」一聯則寫局勢絕望，城內臣民九死一生。至於後半部分，則轉

為論述國朝奸臣當道，招來禍患。結尾一句「白頭面皺牙齒落，萬事巳矣

秋風生」說明詩人所寫實為往事，當下一切已成定局，亡國的命運及身為

其民的落泊皆不可逆轉。這類題材確實不似隱者之詩，反而見出懷念故國

的情緒。以此對比《忠義集》所錄，兩個版本的詩文並無分別，只是趙景

良言此詩題為「出襄陽渡江」，加入了地理座標，又於小傳中加插「賈似

道當國」一語，暗示師嚴不言他人，專諷賈似道。他的詩評亦曰：「襄圍

                                                 
90 元．杜本，《谷音》，卷上，頁 12-13。 
91 原詩為：「客行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吏，縣小更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行。中

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流，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

汝淚縱橫。眼枯即見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豈意賊難料，歸軍星散營。就

糧近故壘，練卒依舊京。掘壕不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行勿泣血，僕

射如父兄。」師嚴所賦取自「莫自使眼枯，收汝淚縱橫。眼枯即見骨，天地終無情」一段。見唐．

杜甫著，清．仇兆鱉注，《杜詩詳注》（北京：中華書局，1979），卷 7，頁 52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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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愁苦，似道之奸欺，此詩盡之矣。」92 這為詩文的指向一錘定音。趙景

良透過提供更加詳盡的資料，強化了師嚴的忠義形象，更配合其編選主

題。杜本不記上述內容，或是礙於資料不足，或是以為與《谷音》的主題

無太關係，略去不提。但肯定的是，《谷音》的部分容確實保存了遺民的

意識與情感。 

正如王次澄以為，杜本不是遺民，也不是特地為遺民而編纂《谷

音》一書。93 張榘對成書背景的記載嘗曰：「京兆先生早遊江湖，

得於見聞，悉能成誦，因錄為一編。」94 意謂《谷音》內的作品乃

來自他遊於江湖時的見聞。而除了《谷音》之外，根據虞集的記述，

隱逸詩人何失（1247？-1326）的詩亦是依靠杜本的記錄才得以流傳

於世。95 可見，他其實長期熱衷於追尋各類隱士的足跡，並且把記

錄他們的作品視作日常的活動。《元史》記曰，杜本一生漂泊於江湖

中，先後旅居京兆、天臺、清江等地域，後來又歸隱於武夷山中，務

求逃避朝廷的徵召。而他的為人「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

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為學者，皆濟之。」96 他本身已是

深有隱士的風采，而豪爽的結友方式令他易於接觸各地的隱士。賦詩

唱和作為古人的社交方法，自然引起了他對隱士之詩的重視。究竟該

人是否因遺民心態而歸隱，他大概不甚關心，但亦決不抗拒。另一方

面，正如歷史學者的觀察，儘管宋末抗元義士的事蹟仍在流傳，但對

於未曾親身經歷宋亡，或對此印象不深的年輕人來說，這些故事早已

經抽離了現實的政治語境，僅餘下道德教化的意義，而他們由此學習

到的忠義價值觀，不但被視作一種不限於特定時空的儒家精神文化，

更是用於侍奉當世共知的統治者，亦即元室。97 是以在杜本眼中，

                                                 
92 元．趙景良，《忠義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6 冊卷 6，頁十二上至十二下（總頁 949）。 
93 王次澄，〈杜本及其所編《谷音集》－兼論傳統論述之疏失〉，《宋遺民詩與詩學》，頁 1。 
94 元．杜本，《谷音》，附錄，頁 35。 
95 元．蔣易，《皇元風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20，頁十一下（總頁 152）。 
96 明．宋濂，《元史》，卷 199，頁 4477。 
97 Jennifer W. Jay, A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lism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pp.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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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遺民」並不是一個需要特別看待的身分。這批人與其他錄入《谷

音》內的人無異，既不值得刻意標出，亦毋須忌諱。實情不過是他來

者不拒地接納一眾隱士的作品，當中正好包含了部分宋遺民之作。因

此，即使他只是遺民圈子的局外人，亦從不以遺民意識為其關注點，

但就客觀結果而言，他有功於追尋與保存宋人的節義。這亦揭示了在

元代，對遺民意識的探討，有時不限於遺民圈子之內。  

元代國祚僅八十餘年，與較早的唐宋、較晚的明清相比，都要短

促。這導致能夠經歷元代統治的，其實只限於短短的兩三代人而已。

以杜本為例，其生卒年幾乎與元室一統中原的時期重疊。因此，只要

年輕一代對宋遺民群體產生興趣，就足以大幅延續宋人遺民意識於元

代的影響力。如元末紅巾軍之亂，韓林兒（1340-1366）與其羽翼就

以韓山童（？-1351）仍是以「宋徽宗八世孫，當主中國」為號召，

改國號為「宋」，又一度定都於南宋故都汴梁。98 作亂者的動機正

是在於挑動仍未完全消失於中原南部的宋遺民精神和記憶。99 至明

初，《忠義集》、《宋遺民錄》等紛紛通行於世，除了源於明室刻意

強調自己恢復中原正統之功外，亦是因為有關材料成功度過了短暫的

一代，至元末仍然得到保留和傳播，易於再現。  

六、結語 

宋亡元立，蒙古鐵騎顛覆了江南社會的風尚和規則。新的統治者

不如舊朝般看重南方文人的價值，甚至長期停辦科舉，窒礙了社會階

級的流動性，令文人身心俱苦。成為遺民是唯一的出路－他們透過

                                                 
98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122，頁 3682。 
99 美國歷史學家約翰．德達斯（John W Dardess）嘗分析，紅巾軍旨在吸納飽受天災折磨的農民，

遂引導他們把南宋想像為一個繁榮又公義的黃金時代。因此，他們只是挪用了殘留於各個地區的

宋遺民精神，而不是把宋遺民視作招攬對象。見 John W Dardess,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essianic 
Revolt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4 (1970): 543. 而事實

上，只有極少的宋遺民曾經投身元末的亂事，而當中大多都不是過去活躍於宋遺民圈子的人物。

見 Jennifer W. Jay, A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lism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pp.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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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各地同道，一面張顯故宋猶存的聲勢，一面從龐大的人際網絡中

尋求支援，免得流落於不承認其社會價值的時代中。文人若要宣示立

場，當然會訴諸自身所長，亦即寫作。然在此以外，總集的編纂風氣

亦不容忽視。尤其，元好問的《中州集》珠玉在前，令宋人意識到「總

集」與「遺民」的關係。綜觀元代的宋人詩歌總集，寄寓當中的遺民

意識不單濃厚，而且具有多種可能性，表現出編者在新時代下的不同

處境與選擇。就此，本文的發現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趙景良的《忠義集》滿載忠憤的情緒，直白地表達出對蒙

元統治者的敵意，以及對降元者的不滿。它以劉氏父子的組詩為骨

幹，附入其他節士的作品，構成了前呼後應的效果，並貫穿幾代人的

精神面貌。由此，詩歌成為了保存記憶和情感的載體，與既有的歷史

紀錄互相呼應之餘，亦補充了史傳未能充分展現的感性一面，詩藝技

巧反而不是最為人關注的範疇；當然，入元後，敢於正面對抗元室的

文人不多。長期面對新朝的名利誘惑，遺民難免擔憂。在困難重重的

環境下，詩歌作為一種流通於文人社群的文化，成為了抗衡政治權力

的手段。  

（二）利用詩歌的文辭特性和寫作技巧，宋遺民亦找到婉轉而安

全的表達方式，以避過與元室正面衝突的可能。《月泉吟社詩》由此

衍生。作為遺民圈子的領袖，方鳳等人試圖藉由充滿引導性的徵詩活

動，警醒眾人穩住決心。他們多番推崇陶潛的忠憤與隱逸，明言輕視

名利，無非是證明大家仍願堅持遺民的信念。問題在於，這是消極的

掙扎。元室的招賢對士節的蠶食只會變本加厲，遺民愈是竭力地高呼

歸隱田園之好，愈是見出背後的焦慮和無力，以及遺民群體日漸衰弱

的趨勢。  

（三）在短暫的元朝中，少數新生代願意承擔遺民的身分，令故

宋文化得以延續，還迅速接上明朝的歷史軌道。有趣的是，相比真正

的遺民，成就此事的往往是本意不在此的人。就如杜本雖非宋遺民，

但隨著遺民故事脫離現實局勢，被轉化為儒家價值觀與道德教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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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其《谷音》把遺民詩作納入意義更廣泛的「隱士逸民」概念中，

使當中的精神與記憶得以流傳和保留，留待後世重新發挖其原意。  

前人探討元代的宋遺民，多言其創作與唱和；而探討宋詩總集

時，則只在意其保存文獻的功能。本文試圖證明，總集－特別是以

小眾力量編成的一批－不單是文人情志的主觀載體，更是把一己情

志連繫至他人、他地，以至是其他時代的媒介，從而協助他們覓得自

信與認同。透過編選原則的操作，他們極力顯示對某一信念的堅持並

非孤單的決定。諸如趙景良和吳渭，他們的志向都不是當世的主流，

但其總集呈現的卻是得到古人、時人呼應不絕的情景。編者以這種建

構出來的情景面對當時的現實形勢，既為自我安慰，又是對其他群體

與主作的挑戰。同時，透過編選的過程，亦會反映出案遺民對詩歌這

一體裁的應用和定位，見出種種不同的詩學價值觀，例如是詩用於存

史的功能、產生抗衡的手段，還有作為一種束成文人群體文化的意義

等等。固然，本文涉獵有限，對元代宋詩總集的探討尚有不足，如編

者生平資料的缺乏、著作真偽之判辨等。只是，這些都決不能否定它

們作為探討遺民詩歌、詩學的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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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yalty and Resistance: The 
Loyalty to Song Dynasty Shown in 
the Anthologies published in the 

Mongol Yuan Era 

Ling, Chung Wing* 

【Abstract】 

Due to the founding of Mongol Yuan, the Song dynasty had fallen. 

However, the Song poets still kept writing poems and claimed 

themselves as the loyalists to Song, the previous dynasty. It was sure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etic history of Yuan. The Song loyalists tried 

their best to keep the memories about the replaced dynasty and 

expressed their own feelings towards the tragic history. In order to study 

the phenomenon, scholars usually focus on the poetries written by the 

loyalists. However, it is noticed that the anthologies published by these 

loyalists were also worthy of investigation. With their unique formats 

and features, these anthologies contained special poetic ideas and 

showed how the loyalists faced the new era. 

This essay contains four parts. First, it introduces the anthology 
titled Zhongzhou Ji [中州集] and points out how this book affected the 

Song intellectuals. The following two parts focus on two kinds of 

anthologies which represent different attitudes of the adherent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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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dynasty towards the new ruler. For the first kind, Zhongyi Ji [忠義

集], was a typical example. Its publisher insisted on the hostility towards 

the Mongolian and refused to accept reality. The publishers of the other 

kind also refus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court, but they clearly 

understood the real situation. Thus, they could only maintain the unity of 

the loyalists by passively advising their fellows not to surrender to the 
Mongolian. Among them, Yuequan Yinshe Shi [月泉吟社詩] was the 

best example. As a supplement, the final part of this essay talks about 
the anthologies titled Guyin [谷音].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showed 

how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 Yuan searched for the stories of loyalists 

and resulted in becoming a memory keepers of the Song dynasty.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although it might not be the original purpos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se younger generations fulfilled the wish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Song loyalists. 

 

Keywords: Anthologies, loyalist, Song poetry, poetic history of Yuan, cultural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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