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愈《送窮文》及其傳衍體式與

抒寫意義探析
 ?

鍾志偉

提　 　 要

“送窮鬼”是古代新年歲俗，以求袪癘禳災，迎富納吉。送窮成型於六朝，唐

宋蔚爲風氣，流傳至今。唐憲宗元和六年，韓愈首創《送窮文》，除記録當時儀式，

進而與窮鬼問對，抒情寫志，歷代續衍不絶。令人好奇的是，文人爲何一再摹寫

與重述？書寫樣態具有哪些承傳與嬗變？至今未獲學界關注。本文以《送窮文》

爲依據，上下求索。因韓愈仿自《逐貧賦》，首要分析揚雄寫作心態與辭賦手法，

爲韓文立下基調，其次，《送窮文》在韓集中歸入“雜文”，體式介於數種文體之間，

乃借鑒賦體、祝文與唐代小説，完成了以袪癘爲基型的傳衍體式。由此進入本文

重心，後世仿效，常見作者身分處境與心聲，自傳性强，故以創作心態爲視角，發

現抒寫類型有四：一是炫才，展示異代文人的競寫現象；二是娱情，受揚、韓二家

影響，具有抒放自我的自娱需求；三是淑世，部分賡續文章跳脱“悲己”情調，兼懷

天下，格局宏大；四是傳世，看似是仕途失敗者，卻從道德倫理獲得補償，重獲定

位與自我認同，盼能託言垂後。探索韓愈《送窮文》文章傳衍，可以檢視書寫創

變，發現遺落已久的書寫譜系。相關續衍不應視爲疊床架屋，而是不得不作，體

現多元敘事心態，而且集體證明韓愈《送窮文》藴藏的修辭力量與存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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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ÚOYô�smn�ådÉ$+=，Ð÷�fWûs¸，Ë�w%6、

&'、8´、()、 8、*+Yõ,，Tíò6-Od÷¿，#×!ÒÌ，¾S6

Þ.��Á�$�/。

“ÚO”5$，WÍÂsO�vã0（Ý ５０１—５６５）《荆�1õÊ》gÊ：“m

n�å，ÚO÷。”?O÷Y23（̧ »¥）dL，e,¹�45（６７４—７４６）《A

6µÊ》{：

按《金谷園記》云：高陽氏子瘦約，好衣敝、食糜。人作新衣與之，即裂

破、以火燒穿著之，宫中號曰“窮子”，正月晦日巷死。今人作糜、棄破

衣，是日祀於巷，曰“送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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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祖構，强顔自慰，借端駡世，韓愈《送窮》、柳宗元《乞巧》、孫樵《逐痁

鬼》出乎其類。……段成式《留窮辭》、唐庚《留窮》詩是其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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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譎諫、問對與抒情： 揚雄《逐貧賦》賦體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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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

大夫倪寬……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

孝……故孝成之世，論而録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

焉與三代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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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

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浄亡爲，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

貧賤。不修廉隅以傲名當世。家産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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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

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

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

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

復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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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子遁居，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

義弊，相與羣聚。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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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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惆悵失志，呼貧與語：“……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謂何？

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飱。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

之燕，爲樂不槃。徒行負笈，出處易衣。……厥咎安在？職汝爲之！舍

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

隨，陟彼高岡。捨爾入海，泛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沈載浮。我行爾動，

我静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瑏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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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

假。厥名三十税一，實什税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

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姦。瑏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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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曰：“……昔我乃祖，宗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

彫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

驕。瑶臺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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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吾身，謂予無諐。處君之家，福禄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

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

蔽，予獨露居。人皆怵惕，予獨無虞。”言辭既磬，色厲目張。攝齊而興，

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

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瑏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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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貧賦》長於解嘲，釋愁送窮，文士調脱，多原於此。瑏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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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貧》一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今人蓋

有未之見者。瑐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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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雲賦《逐貧》，退之文《送窮》。二作雖類俳，頗見壯士胸。瑐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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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賦體、祝文與小説： 韓愈《送窮文》
體式之變與創

　 　 《ÚO#》Y�Ùã���É（８１１），,ù¥¨O8¡]gû。çÍÉõé

ÕÚ，�#ÚO，..üÛ¼ij。�Ü（９９８—１０６１）《�"#«Ê》I：“,ï

d《ÚO#》、《1�º》、《ÇÃ+》、《©M》YvZ，8L6Ar¼z，íwÃ®

N。”瑐瑤]ÿ,ùL#Ú《©M》w#oMdÿ，《ÚO#》?n÷¿、《1�º》?

në�、《ÇÃ+》?nZ+，5Wn¥U，Qw¹«ÂM，瑐瑥zAµÝ，YNL

#ûûdËÞ。

,ù£µL#�ýv5ý，Ns{%$ü ç。Ñ�ßWr：

４５ 　 人文中國學報（第三十三期）

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á6Éÿ�,》（#$：�Kr+N，１９７９ É），� １２，( １７１３。�，ßÉ¼Âs《$
�É》。
,ù�，4«D，àáT�,：《I¢ÏÐâ�,》，� ３６，《"&#ÐÑîÒ$S》，Ó
１０７５，( ５ｂ。
£Ñ：《úüÀÒ·ÿD》，�]，《"&#ÐÑîÒ$S》，Ó ８６５，( １６ａ。
�Ü：《�"#«Ê》，�T，《"&#ÐÑîÒ$S》，Ó ８６２，( ９ａ。
mÆMû6《*W�#》ü#I：“/¾E�5WTa[�#，êUIuYWìÂ，ç$
L6�s�cêI^sY�f�ÏÁg[。……³ÉYTa.¿[#���®，êZ
â�c#^[`åífoö÷Ir�，Y9v[I，XÛYm=�……m=�S)m`
#^，�cÈhWÎãä，XYpÆêf{Å，Û¶Y¾:Pj�¢(�，MÏR]íwì
1。”《äH�》（ª®å：̈ $¢'r+N，２００２É），( １０５—１０６。



促使韓（愈）跳脱出當時人文章正統之框架，不好作朝章大典，而好作短

篇雜著；韓之古文實爲唐文進行“二次革命”，韓造的是一種全新的

古文。瑐瑦

,ù��æç，û#bs.DrO，)R#~Ë¡，è×éÉê、?*、ë#、

Z+、ÔIüP，§£#�Ä/;。,ùN64«D,ù#�，Eø《ÚO#》

uÖ“f#”，�Â,ùýc廣[，fgzk[~/。

　 　 （一）源生於賦

《ÚO#》j?*��W�。$>_¾《á-*》eµ，T?æ�[ìX�

À（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p~C¸m1�，±g|Ô���廣。�~，~

Cá-，,ù¡kd，¥$O÷�æ：

吾與子居，四十年余……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

學四年，朝韭暮鹽，唯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於何

聽聞，云我當去？……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茍備知，可數已不？子能

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回避。瑐瑧

?÷dB，Nsíî�Hï»á，B¡aL�sgÎ。,ù.m0O，p~Cx

.û.®，³×r6äc，ððMr-ñ`�：

予以吾爲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凡所以使吾

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園喜

方，羞爲奸欺，不忍傷害；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群

５５韓愈《送窮文》及其傳衍體式與抒寫意義探析　

瑐瑦

瑐瑧

Ñ�ß：《",ùd“wÉ$#”———ò",#ûû\5d÷5���》，Ñ�ß：《�¹
[ó¯：TaL�É#"¾》（#$：#Zmr+N，２００２），( １１４。
,ù�，ì|ôÆ,，ìõ�D�：《,Ðâ#�Æ,》（#$：öÐ#化，２００５ É），(
３２８。



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祗以自

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行殊，而丑心妍，利居衆后，責在人先；又其次曰

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仇怨。瑐瑨

,ù5¾~Cîn���+'f，X±zD'，f=�÷Ë�，øù�A。~C

Fáù\-/，,#��ÄoÓ¤�L�³，R��ù。“úO”nHÒ�?¨，

WÙÕ�；“�O”nH�±MKd�，|Ût$[�；“#O”nHL#Bsõ，

�wû¹�Y。“¢O”nHWü±öo�，“ôO”nHm·ô¤，½tdý8。

åb}l,ù《ÚO#》j?*��，É³¼á�¢QI（Ｌｉｆｅ Ｎａｒｒａｔｅ）

op&wmã，,ù6P~C，öÅ?*æä、��h!üP，bbösQI[

yY，ü(�ïåþ��_[�À*ÿ，�1yI±�，,¶6ù÷â；Dü(

�æjäsY�H[Ì\jyC，íhQõIòQ��，²《ÚO#》5$QI

j.±[�^#!。hQ，O÷|{RYû�C«，,ùBß1�“~¾�À”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T16÷�æ，§5ü ÛÜ[��QI(f，FÞû

��¢`%，ê/s�[XÐIU，QQIC[EYøyI[Í}AUÒ/r

�。çß，,ùT1O÷!"±�，BÀYúr6，�m�¢[]ÖAU：

……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

乖于時，乃與天通。……雖遭斥逐，不忍於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瑐瑩

$#�u¹n，�æ÷¢，RY*~QIs�^Ò\dûûÛù。�ß，(°I

v#$ÖZ：

窮到去祭送窮鬼，對儒者而言，其實是“濫祭”、是“淫祀”，“淫祀無福”

（《禮記·曲禮》之語），不祭也罷，所以主人最後“燒車與船，延之上

座”，寧守“固窮”之節，做個君子。這樣的檢討和反省，若非窮鬼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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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瑨
瑐瑩

,ù�，ì|ôÆ,，ìõ�D�：《,Ðâ#�Æ,》，( ３２８—３２９。
,ù�，ì|ôÆ,，ìõ�D�：《,Ðâ#�Æ,》，( ３２９。



與主人問答，便不易深入。故同樣主題，揚雄作《逐貧》只是“呼貧與

語”，貧未現身；韓愈卻幻化出五個窮鬼，所以尤爲精彩和深刻。瑑瑠

,ùïå{e�H[�¢yI，w��ÀüPò�¾r，íÂ~y¬¾ò%，

BÀ-}“�Y¨”[��，WX{ã��[#�[。OÉWy，XãÃX�，

0÷g�，{Ys=，y,LWæª½Îd]&，êY��º4，RY!4óh。

~Cá-，wDWD4¿r!Ì__WMD，-O¾Qmmåº，W¼Òv�

�；,ù5RÅì�r'，ïå6�“O”(Î�;，¿ÀÉLjÔ6d¶，X�

eò��)，Yú��[Ó*，w�Ä/üPÅ�¸m。《"]·d°N》ä：

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

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瑑瑡

《á-*》Q“68)+，�jî¶”，W�ÓWÆ6，d)ù\�/d{½，ôi

6¡E，Rp´d；,ùgÚ0O，�$�,，·A�cs6�¢]Ö，$�,ø

�®“ÉLgO”[L8¢ç。ÀãA[QoR�Qn，́ 7�Â~C。

　 　 （二）融入祝辭

《I#ºV》l“-”，ä：“õrr^�。á°á6B。”Êú��（１７３５—

１８１５）,：“ßwùV"A。hw6Bô¿R。”瑑瑢-#YL8#~，¾õ$/ù

T，6j¿÷.ï，__�/0$1õ,，2¡3^，w4±5o6。Þ�¬

《îõké》Ê9：

高陽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

７５韓愈《送窮文》及其傳衍體式與抒寫意義探析　

瑑瑠

瑑瑡
瑑瑢

(°：《f÷fù———,ù〈©÷〉�s�É#|¦》，《#T#�I》，２０１０É，) ３２J，
( ２８３。
ñ7�,，8&r廣º：《]w廣ºîS¢!》（#$：�mS>，r+ÉWF），( ２３２。
ú��,：《I#ºV,》（Ê�JìíÉ`49,!），üZ]，( １２ａ—１２ｂ。



曰“除貧鬼”。韓文公《送窮文》亦云：“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

車、縛草爲船，載糗與糧，三揖窮鬼而告之。”瑑瑣

O÷�¿Á�:、Ó;，gw�6mS¹《ÚO#》$è，�6ÚO，Ò|gÁ。

|�，À“ùbO÷Qad”̈ ，《ÚO#》ÚÊh�6jõ/<，Rû-3^，³

=《#y>8》ã《-Í》ä：

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自春秋已下，黷祀諂祭，

祝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蒯聵臨戰，獲佑

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于祝矣。瑑瑤

-#�+A�，Åé廣[， w#?$Ú，g�¿°，yØ²?I?，?^�b。

《ÚO#》{：

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途，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

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可捐。單獨一身，

誰爲風，與電争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瑑瑥

û�`À|¿、4�、c1，w*<Òy�，EY-#÷f。æå5《,ù〈ÚO

#〉jT@$A�$》�$：“,#、ú（ú5f）#ÅÊr6（�）�‘O÷’g

n，{¾Y�a®ÚOõgBC?-][¥µQ�。”瑑瑦õ$d:，2¡y�，J

6db±。Q=，��ÚO�5É$，�¬廣$��，a®3^，cY0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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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瑦

-î：《LÇI#m·》，¿�� ６，《"&#ÐÑîÒ$S》，Ó ９２５，( １８ａ。
³=4，w#ù,：《#y>8,》（$Â：6a#�r+N，２００６É），� ２，( １７６。
,ù�，ì|ôÆ,，ìõ�D�：《,Ðâ#�Æ,》，( ３２９。
æå5�$�åÚOYÎz]LTE�$A¿��，í�sTLõJ[a$/ù，ßY
öº《ÚO#》Ù"¨ç。O¿J¸»¥dL，¾]L¿ÀT÷¿bY6ÞT�dF÷、
O÷，_YE¿，gwbÏWN、=b=Ï，Yw,ùIÊòf。yQ《ÚO#》õÚO÷
[s�~ì，cY,ùGOÈõa®ÚO�#dG¥。FÂæå5：《,ù〈ÚO#〉j
TE、$A�$》，《E¹%`c�》（廣�：廣I¸Y¢'r+N，１９９９É），( ３７７—３８７。



,ù《ÚO#》Nfg!。|�，ú5fHõ,ùû《ÚO#》EM：“……�í

ùÉ²«]，Bû《ÚO-》。……”瑑瑧t�ç$-#，íè#6�C?-]d

“¥µ”，JY#¢化j#�化。#6X�¾ûRf4�a®-3èé，Æ��

õ(（１２１７—１２７７）《ÚO#》：“�KdU，1ÚdI，�LmJ$¦，KL$M，

�(NOPQR，bO÷sSQíd。ÞQ9TsU，Õ´�×，øÚdVd

W，XÓd，Jadä……。”瑑瑨eÆÜDY（１２３２—１２９３）《KO*》9ä：“ÜL

Z荆，[ø，\]，9(，E:^sM_，bO÷Qù`……”瑑瑩Y，gw，×éc

Å[\d-#，Äz.±C[，Y《ÚO#》�|EØ_mÛù。

-#÷f¼Âs~C《á-*》，üY^«³´“ÚO”·$，ìY~/õ$

Å]。�-j]，dL×化üP，y�Ö-#，c$,ùzA。³=《-Í》e

I：“i�n.華，Q|¿-{，R?ã?，¾s´a。43df，q?wI；õ

bdc，Ød=x：ß|pR。”瑒瑠w-#÷f�e¾¿，§ÒÇ)，jX#[

O÷�ù±�，µ5»¾´，y�69f《Õ#Lg》I：“¿�1��£h

+，ßisj，û¾X�。SzX�，(¨¿�ûY¹n。”瑒瑡êY,ù#ykl

[y/。¾¿Æß，,ùª¸z“R?ã?”，5hçþm�bc，XmÆ#T

��“WíõC，nw�û”，bÀn?d�，{Yû��¢.û。

　 　 （三）交涉小説

黄SÁ《跋,ïdÚO#》I：

《送窮文》蓋出於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文類俳，

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彩過《逐貧》矣。瑒瑢

９５韓愈《送窮文》及其傳衍體式與抒寫意義探析　

瑑瑧
瑑瑨

瑑瑩
瑒瑠
瑒瑡
瑒瑢

Â8oD：《�#�》，� ３３]，《"&#ÐÑîÒ$S》，Ó １３４３，( ９ｂ。
�õ(：《ÚO#》，《$�#》（]K：]K?Sr+N，̂ ù：&p¢'r+N，２００６
É），� ８１６７，Ó ３５３，( １１５。
ÜDY：《KO*》，《$�#》，� ８２７７，Ó ３５７，( ２８２。
³=4，w#ù,：《#y>8,》，� ２，( １７７。
FG9f，《ÕL#g》，� １０，《"&#ÐÑîÒ$S》，Ó １３５４，( ７９。
黄SÁ：《跋,ïdÚO#》，《$�#》，� ２３１６，Ó １０７，( ２。



á6,�5fö，X¡Âì=。�&mã，J,ùy/¸m[QIô7，�$«

g�ù。

1üçI，,ù¾QoT�£�ù、qÝj�ÀY�Þ，{j�sT�

[ÔIQodRô¸pß^。mrcë（１５５１—１６０２）《«¾》§I：

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録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

好奇，假小説以寄筆端。瑒瑣

,ù��É®gûL#，dfß$esû，¦�tXÝyI，Æ《ÇÃ+》û

s��0É，《ÚO#》ûs���É，Q《ªn�'ÉX》、《1�º》ûs��

cÉ，《>ö�IlÉ¾uv》ûs��ÈÉ，Åw+ÝÔIùx。£Lyw

《ÇÃ+》$V，�$,ùwL#>ûÔI，JhsÍÉ�zÔI。瑒瑤 es《�

ÕÉ�èQ》I：“QÔI»í�f´{dI，Þ�w�crd，eí<¢$¯

�，{�^½>=ò�²+doU。”瑒瑥ç$,ù×éÔId$eQo，�f6

§£L#[QIj{T，�s.yT�L#，Rf|*j²+66。Þæ4}

gO：

韓、柳之作與唐代傳奇小説交涉的實質，是在兩者奇詭俳諧的文體風格

中展現。瑒瑦

L#jÔId#~5ã，íw�sýP，¾QzµjÛA¿：Ý{�c。

�~，,ùQû“ÚO”�f：“���Émnìà�，r6ó~�ß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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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ë：《Aøá�«¾m�》，� ２０，《"&#ÐÑîÒ$S》，Ó ８８６，( １９ｂ—２０ａ。
FÂ£Ly：《,ùj�¬ÔI》，《£Ly�·þU�fQ》（$Â：�/·¢S·µ¨
ù�Sa，２００２É），( ４４１。
£Ly：《�ÕÉ�èQ》（]K：�/·¢S·µ¨ù�Sa，２０１５É），( ２３。
FGæ4}：《�¬L#jÔI[ôá———w,ù、 ã�[û,$OãTy》，《##
Zm�I》２００８É) ６８J，( １２８。



8，à*$+，9(t�，=���，¹�]�。”瑒瑧õø$�#{ãüU6÷.

ï[±Ý.®，�p~C��。ßX，~C¼so“-”d~�，,ù»G&“O

÷”Ü÷{ù，è�|“/C”±�d�ù：“�îrá，Æ�«C，®�®�，�

���，Ç�ûì，����，7fQ´，AJím。”sûO÷÷â，w�r6

ÊiYá¾c，�C��，§%¿�g，WµyI[f>�h。

�ú，²O÷jr6_BÐ�。~CY»üæüä，,ù§$ìæìä，²

Ñ(ã<.�Ð�d�ã��，jÔI[D¶ûemÉ，f=��&廣QI

rç。

WX，“r6sYO�%Á，]ü�î，�8j+，Îd]&”。©«ÚO，

æQ4O，yI�p0×。,ùQI，p~C�$����。ml��

（１５２６—１５９０）§I：

子雲《逐貧賦》固爲退之《送窮文》梯階，然太單薄，少變化，内貧答主人

“茅茨土階”“瑶臺瓊榭”之比，乃以儉答奢，非貧答主人也。退之横出意

變，而辭亦雄瞻，末語“燒車與船，延之上坐”亦自勝。瑒瑨

《ÚO#》ô,ùXJû,，5¾~C?*÷f，XY¾,¶ÚO<"、�£�

À， wª¡Á�，w�sûr6jO÷�ù，VÆO÷CQø¢"`，CQW

mr6，±X_m�ù，v¸y¿，��¯<g，�b+=?*�´r²æä，Q

Y�fÔI化Û2。

�^¿o，5ûÔß，《ÚO#》}¾�oº�3\，RÙ£�n，$ß�Ö

� QIô7，L}²?#~，wò¢$s5，í�ÇcsÓ[¤¢66。Q,

ùÍÉû《)ä>MS》EI：

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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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瑧
瑒瑨

,ù�，ì|ôÆ,，ìõ�D�：《,Ðâ#�Æ,》，( ３２８。
l��：《¥�î3Q》，� １４５，《"&#ÐÑîÒ$S》，Ó １２７９，( ２２ａ。



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于道哉！吾子其未知思乎！瑒瑩

,ù¾¿w#$¹，QWà¢。�6l¦®（９６２—１０２５）�《Ó;�i》，《b

c》¹>ìH（Ý¿ １４５—¿ ９０）《ZÊ·�§Ð+》]{：“nw�§，æ¬Ð

n，p|Ë2，�n"wÂA。……y·ZNä：‘Wn¸T，íwº¨。’¤h

YR。”瑓瑠Ld“c?”，rs�§、�?+=，û$ãfnÿvAdüP，f=#

^+E、̧ �66，Wcç)�©QSÞbc，üªK$fªD«。gw，Fî

",ùL#{：

志道修身，乃爲文立言之基本。世人常言韓公主文以載道，其實韓公之

意，乃謂必得道而後始能文也。瑓瑡

,�,ùbc#^，dc�,¾SÉW�Ç²、¢m[“«ö”#VÚ�，|{

ngÁ�、Íq，W�s��j��。rcë《¢z¬^》�I：

昌黎之有古意者，《毛穎傳》、《進學解》、《送窮文》，皆以文爲戲，示不欲

步驟前人也。世徒知其滑稽，而罔測其微旨所在，乃不佞竊獨窺之！瑓瑢

À#~!\，ÔIu$，QL#Î¢， dwmM¢化，fg£A$r，,ùL#

zû�ßY�f~�。《ÚO#》$eyIj±�，íij，*BO÷�c，S

É¹n，|{�y®C，ªYw#mM，)y¾er�¬s6¾�¬-Ý�d

�1�)，çQ�sp¹TÂ¢m，j`+d¢¯^j。êY,ùw#$¹

dzµj¾°，_,#Ý±b{d) ç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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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ä>MS》，ì|ôÆ,：《,Ðâ#�Æ,》，� ２，( ７９。
l¦®：《Ó;�i》（m,Ä&!），� ９４７th3，( １１０９８。
Fî：《f"�¬L#_ù》，P�%rD：《Ta#�Z"#(�（ù）》（#$：#§��
S>，１９８６É），( １０１２。
rcë：《¢z¬^》，《Aøá��》，� １０５，《"&#ÐÑîÒ$S》，Ó １２９０，( ７６０。



四、 摹與寫： 續衍韓愈《送窮文》之
表現心態與型態

　 　 ~Cá-，,ùÚO，��q�、�、�、m、Êv�#!，Ê²³（１７２９—

１８１３）《BÔ_*À》tI：

揚子雲《逐貧賦》，昌黎《送窮文》所本也。至宋、明而《斥窮》、《驅戇》、

《禮貧》之作紛紛矣。瑓瑣

²³mã(6�H。ÚÍÛ[ÚOçCdwx，Já~C《á-*》、,ù《Ú

O#》，*��6ÜDY《KO*》、m6黄Ìt（１４９６—１５４６）《d-*》，c�

�R。Öv�,[Y，²³Døm6%sS（１５９５¿X¾�）《T´*》Ò1S

û�R，íÂ.µs,ù《ÚO#》�，X�R¶�-O]ç[·X，fgµØ。

~、,.ûr pBr²æä，Äz���À，.±66í£。çß|}E

Ø，Ø·×|zûyX，í�öºû®$ÑQû，w�ÆÑÄ/。

　 　 （一）炫才：競寫心態

~C�$“*�，øw�R，q�mQn，»B·d?，̧ ¹Ø，ssó6

W�&R”。瑓瑤《á-*》5ô.±Ô*，R�o-、!�/。,ù《ÚO#》1ü

çºI§華，§Â~Cü»。X6�¾,#，À¢ç�I，§fá-、ÚO、4O、

×!、d-Y+=¢ç，RµØ¼÷、½¾、¿÷、́ ÷Yçþ，¦QID�ÀÁ，¦

w!B^Â?d，yçþ、h>、#�、üP，f¯f�，�`y/Í#�[sûAU。

q�ú5f（８０３—８６３）《ÚO#》Yj,#¸çd�Z，#6ßÆjs*

[yXdÒ4。ß#ûs ４５1，ç=4æ*ÉÃ，Ä¶:»，×《ÚO#》.|

O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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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瑣
瑓瑤

²³：《BÔ_*À》，��，ÑÅCD：《*À� 》（89：ù�Sa，１９８２É），( ８８。
Âg�，}ëL,，%®ÁrD：《«S·~C+》，� ８７�，( ３５７５。



予大中八年作《留窮辭》，詞人謂予辭反之勝也。至十三年客漢上，復作

《送窮祝》。是年正之晦，童稚戲爲送窮船。判筒而槽，比擇而閭。細泉

纏幅楮，飾木偶。家督被酒，請禳窮，將酹地歌舞，予謂窮曰：“予送非嚵

□崇曆戚，循陰索隙，膋葷瀹餅，直脰涎瀝者；非寒哭蔟磷，敗衣網身，惡

覷牆間，冷嘯淒辛者；非嚇覡嗾巫，欺癡嬈衰，燼藪瀦泉，擾押狐狸者。

噫！有才歉升窄，朘腸噦喀，幾童其筆，燥心汗滴，以是而殁者去些！有

開卷數幅，窒心妨目，襲經攻史，方寸日戚，以是而歿者去些！有議古酌

今，左淩右侵，麓垤酒涔，短淺不禁，以是而歿者去些！”瑓瑥

Þ“̂ 6h�?¾dÂR”，í¨¤6tÁ�,、úì#?Æ，ú5fRøêú

yIûÖ，Òh��H[¾û�f�à，Ä/j,ù*ÂdA5。

,、úì#JC¿gÂWÍÚO#，Ðfã¸。�~，ú#¯,#ûA，b

¸yÚO，ymîÇ（１４９５—１５７５）《îÈÉÀ》I：“�çL6（,、ú）《ÚO》

ìû，EsÉ Òrvü�：‘O�fX^，yÑdb4？’”瑓瑦ì#ç$¸ô，î

Ç�û《4O》É0^ì#。

hQ，ì#�"âã，,ùÚ0O，SÉ�Ì，|{�)，y8O÷mn，¾b

^M。¾mú5f，|6��ÁÝ，½4《Ê»fU》，òßÉ#，ËÃÔ4。XY

|A，��ÆrËÌ，yÍA�，iN��，ngºÎ。÷f(�，ú#~/r²

æä，QIüPW®,#«g，X¥w-3#^$r，RY�Â。]nÄ/，,ù

]nzõ�ù，ú#»wÝÏ¾Ðrd，�Â�Ñ。�8o（９６７—１０２０）《�#

�》w“#~”m(�#，ø《ÚO#》us“#”~d“DE”m，瑓瑧hQ，8o¼s

,，Q(ú，áL¢[(#Òv>Nú#]Ö，¼çEØ,ùQ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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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瑥
瑓瑦

瑓瑧

Â8oD：《�#�》，� ３３]，《"&#ÐÑîÒ$S》，Ó １３４３，( ９ｂ—１０ａ。
îÇ{：“mn�å，�pºµÓ，ç,ïd、ú5ftsYå8û《ÚO#》，�*《4O》
É，wo|\{：‘ÚOÑg_？ö£»´À？……O�fX^，yÑdb4。……TÔ
ç�Õ，DõÎÂp。’�çL6ÚOìû，EsÉ Òrvü�：‘O�fX^，yÑdb
4。’×ß$.�dH，üwd4a|ÈÅ�®/，»A�V�，§vÆ1Á�。”ÂîÇ
4，�z!Æ：《îÈÉÀ》（$Â：6a#�r+N，１９６１É），( １２６—１２７。
Â8oD，《�#�》，� ３３]，《"&#ÐÑîÒ$S》，Ó １３４３，( １ｂ。



��，EØ,ù《ÚO#》1Ö.yJ，û,§，çþ��。

fAç÷w“4O”¢ç，WÍRYú5f《4O?》，kW+。�6.~，

ÝÖd（？—１１８１）《4O#》§f?�L�[ûû45。X{：

子雲之《逐貧》、退之之《送窮》，辭各偉麗，余反之，作《留窮》。瑓瑨

á-、ÚO，ÐßÂ<，yÝÖd“¾Å”¢ç，4S×d：

屢空先生正月晦日揖窮鬼，與之坐，而告之曰：“子高陽之裔，顓帝之支。

衣必縷裂，食必用糜。生號窮鬼，没爲窮神。死以是日，人謂送貧。吾與

子遊於兹有時矣，其相得如膠漆之固，其相與如魚水之情。故不敢追逐

流俗，結柳車，縛草船，載糗與粻，繫牛引帆，以送子行。子能舍我而他

之乎？”瑓瑩

ghH¾,#Xe，çr²�È，h>üã。áø!ôb±，r6urùØ4，

(a“±”ø，§j,ù《ÚO#》#ÁW¸，ÙºÍÐº。eçO÷ÁÝ，¹r

r6¯�d{：

言未既，歘然若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人有蘭宫秘宇，雲

楣虹梁，棼橑布翼，棟桴高驤，蔕倒茄於藻井，飾華榱與璧璫。此宫室之

麗，人所共安也，而先生以余之故，獨得夫甕牖而蓬窻。六珍殊品，四膳

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尹公爨鼎，庖子揮刀。列方丈以華錯，陳員

案而星羅。此膏粱之味，人所同願也。而先生以余之故，獨得夫藜菽而

簞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碝磩綵緻，琳珉青

熒。珊瑚玉樹，周阿而生。此衆寶之奇，人所娱心而侈目也，而先生以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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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瑨
瑓瑩

ÝÖd：《4O#》，《$�#》，� ６０６６，Ó ２６９，( １３。
¸],。



之故，常捆載垂橐，曾不得一金之爲資。”瑔瑠

ÝÖd56ÚO~f，XR×é~C-、!�ÁûP，á¶Ð、³Ó、Økù��

��û，,2!6¨·Æ¬，�HuçO÷ÿº，ü´gf。��Ð_]，§?

�~、,，Q�>ÂBmYïåEØ，ÄzsÂ©#dbÂ/â。瑔瑡 Ý#Q0U

O÷��，,AâÖ,ù©#V'，u*�O÷�hW¸[\[：

子之儔朋，非三非四，在十除五……凡所以日訓誨於前，使吾佩聖人之

道而不爲流俗之歸者，皆子之志也。且夫刻剥侵削，肥己瘠人，漁民之財

以資厥身，此可以富矣，子則曰奈何傷吾之仁！其名曰仁窮。禄可茍求，

位可力致，見德不思，惟利是嗜，此可以富矣，子則曰奈何傷吾之義！其

名曰義窮。覬覦貪饕，進進不止，矯矯亢亢，罔顧廉耻，此可以富矣，子則

曰奈何傷吾之禮！其名曰禮窮。籠以術數，周以心計，揣摩低昂而罔市

利，此可以富矣，子則曰奈何傷吾之智！其名曰智窮。爲姦爲欺，爲鄙爲

吝，乖誕弗恤，貨殖是徇，此可以富矣，子則曰奈何傷吾之信也！其名曰

信窮。……吾其在下，得此五友，磨礱訓勵，以飭厥躬。吾其在上，得此

五友，傑卓清特，以奮厥功，使千百世之下，凛凛乎仰吾之清風，所謂富貴

不能移其志，勢利不能動其衷者也。瑔瑢

û�¶�,ù�0ONU，¥w¥、U、d、ú、à，E�®“0b”，IöAH�£，

j�¬M�Úw�Á^j。çß，!#~A,ù~ÚX4[�t±�，Xçn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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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瑠
瑔瑡

瑔瑢

¸],。
VÆ�õ(《ÚO#》Rø-、!�~sH，Æ：“6df�華ÛÜÝ，Þ^�ß，#àáâ。
�¼´�，h¦´ã，̈ |�d，òßOä？6dsÓ，å½<F，å�æ8，çè�_。�
¼Åé，�e´ê，-ø�ß，Y¨dë？Û6d¶，ìì|;，*þê黄，>í'î。�j
´®，ï@âÃ，ðñvò，<+�ó。snrd，�|¾,。Û6dô，0uõõ，öý÷
ø，>ù<ú。�fdó，1Bî(，ÉûQé，üßýþ。¨�®é，�Ç$ÿ？6dÿ
°，!ún°，m"##，£A$j。j%s�，®îî&，øÆ�'，ø´(ª。),d
d，*�ß»？”�õ(：《ÚO#》，《$�#》，� ８１６７，Ó ３５３，( １１５。
ÝÖd：《4O#》，《$�#》，� ６０６６，Ó ２６９，( １３。



4O，ûP{s6±，ÞW�¤¢O¿，Rp�,ùijyX，9+A\�Áµ。

《ÚO#》d+Ø，ÎfüÛÜ/â，̀ bQ¹,ùÚOüI：

時代 作 者 篇 目 引　 文　 出　 處

� l8《ÚO#》

',-è.íìnùíå，Ý�8´ÚO÷，Qadä：
“/�O�，6f÷0！……¾1f�，�ä,N，ã2Ã
V，#+´O，h÷$´，N»3�？7÷$f，2|
�ë。”瑔瑣

� ldM《4¼÷#》 �b,ù，B�0O。×5Çã，__µ�。瑔瑤

� ld�《4O#》
lLsY6hTé，7h~a，Ê³|H，Ù8w�：“Û¢
,L，A�2Ã，hLf¨，4�¿°。L»Wh，9-à
]，�W2T，2O��。”瑔瑥

�
ÜD Y《K O * î
X》

bO÷Qù`：“:µ化d¼¬，)ÝdÎ*Î。……;b
,L，�+j8。Î2]&，$2g<。”瑔瑦

� =`《ÜO#》
1�LÎ，û*á,。½�ÒÑ，¢$^'。
X�#N，û#Ú,。Îd]É，ÚQWb。
;�b~，;Db,，gO9M，Þ�;|。瑔瑧

m éõ�《ß¿÷#》
16{，6¾£»¿>d，-?»÷Öd，Y?f¿÷@？
 Aù�，,á0O，£fÐR，B#wßd。瑔瑨

Ê ,Ã�《O÷+》

�V¬d®f C~�，|6,ù�R，JW°QD~�Î
®，ä：“�y,ù¥²R。……”~�oEu�，�ä：
“,�øFÑ！”Gdb，ä：“L_N！1�,ïdwLy，
Wìs²�，�"ýH，OQ´u，|《ÚO#》íBtR。
L_N，́ Ã�。´�，!áÛ6。”瑔瑩

EØ·A.nj©#��，�b´ñ_õ，“,ùÚO”�f�e6Å，ÚÍï

å¹Åj¾û，å¬,ù©#Iújûû¾¿，R�mãû��《Ú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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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瑣
瑔瑤
瑔瑥
瑔瑦
瑔瑧
瑔瑨

瑔瑩

l8：《ÚO#》，《$�#》，� １７４８，Ó ８０，( １６８。
ldM：《4¼÷#》，《$�#》，� ４０６４，Ó １８５，( １４２。
ld�：《4O#》，《$�#》，� ４３７２，Ó １９８，( ３１。
ÜDY：《KO*》，《$�#》，� ８２７７，Ó ３５７，( ２８２。
=`：《¥º�》，� ２０，《"&#ÐÑîÒ$S》，Ó １１９２，( ２５。
¹#Â£�k：《LÇ£n》，� ６，《îÒ$S¬C¾S》（#O：Ç²#化IÖf¡N>，
１９９５É），Ó ２５２，( ７８。
,Ã�：《O÷+》，《Oá�》，� １２，《ERîÒ$S》（]K：]KLMr+N，１９９５
É），Ó １４１９，( ８。



�AÎ。EØû$jã¬¾d#，W) [Y.û~ì¦÷fÅf§µ，{$

)J*µ，j©#®f�#[。wl8《ÚO#》$V，jO÷æä，ü(�×

¹Å,#，å40O~Ó，̧ õµ�“O÷ÑÊ”~ì：

主人乃恐悚而前，攝衣謝之，“然則不敏，敢問何畏？”曰：“夫長足先趨，

長手疾取，見利忘義，喜得忘與，此名曰貪；笑面美口，拜膝喏手，進常在

前，退每居後，此名曰佞；負口苦身，中藏外貧，磨針續髮，補故代新，此名

曰吝；比終輕初，勇於利圖，閉目百思，開口千塗，此名曰巧。貪佞吝巧，

我實畏之，有不我遣，我背而馳。借問主人，子還有否？”主人乃愧心汗

手，澁舌訥口，鄙實無之，去留願受。瑖瑠

r6çÚ÷´(，��*�L÷©|JK。»@O÷Wii、K、L、7。r6

½YMg、Na，¹6.O。r²8P´?;，HQ�Â,ù，R6¢k。ßÿ，

l8gÐi、K、7，j,#sc。Qg§“L”，ç|6"ö»，�ÿ¾ù\å

sS)，¾Q~/�é、SÖ[N"ú¡g，íÂf¥O»jb，Ä»ò�[�

/Xp，�sÉLgO[rE~Ó，l8§f.n��1[ûÅ。

wßmã，,ù《ÚO#》+ØW#，rçdüYX�çT,#�Áí�，

_¾òId?，e�*Ý*k，5j©#�ô�，uRYjãû,，�¶rµA。

　 　 （二）娱情：祇以自嬉

l®$I：“,ïdWbÒO，xEd]，Âs#V，���d。hß_6

d�±，¼Î�ð。”瑖瑡5�,ù，XNs.û��³ô,#!ù。瑖瑢《Ú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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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瑠
瑖瑡
瑖瑢

l8：《ÚO#》，《$�#》，� １７４８，Ó ８０，( １６８。
l®$：《UO�》，� ２９，《"&#ÐÑîÒ$S》，Ó １１９０，( ４２３。
Æ《]ósS》�{：“¶O9Ý，_õfgÐ�VÝðd?。”《Ú�I$X》_{：“i
ùWv|z»½……|WR，¦Ðd；|±R，¦©d；|XR，¦æd。”OÄW�£*，
XWíW½。4Â,ù�，ì|ôÆ,，ìõ�D�：《,Ðâ#�Æ,》，� ３，( ９０；�
４，( １３６。



w“#O”�£“W�ü�，ððÝÝ，WíõC，Yw�û”。瑖瑣 ,#W�$l

6ãn，RZwY±。yø½（１６３１—１７０６）�{：

自訴實自譽也，與《進學解》同。瑖瑤

ü]T[。《ÚO#》wiN��，|{>N��[{n，.f°[，y¢�Îz

g�Q)û，ÜDY《KO*》Xä：

柳下惠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然而揚子逐貧，韓子送窮，何也？三子

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余感而作賦。瑖瑥

û�$pã\]ÈÉ（１２７３）1s，¼��¼，Ö�WõQMéwæ。½û《�

å³´ÚÅ^�~�4°ìí�É》m\，É{：“¾1�_õ，$-_*õ。

æh+y;，eMWeH。»W;`{，tagÛb。*üüÇË，êübc

P。Ñq§ì8，\de¿g。õ�Û»�，õ(Û»(。�(¼ff，ç%´

íÔ。”瑖瑦û�ºÒL�，®be�，{W�Öõ，fgrh�。《KO*》fÍi

d\，#TO÷füúÕ`：“;jk，b�bî，bÇÇÇ，ãÃOV。Òu,

L，{$�8。LÑ6Ç，Q_�d。……LgwïÅ�X，®Q®l，m)ô

�，nhT¨，»|úOd$R。”瑖瑧Eo�,ù“0O”。©�¦O÷�$ro

�[p懶、#^å9、�Èá�、X�¯¶，�(B�½YúO。Wæ¹起úO

j|ÛO÷~q。#^ûvíûr，XmÆX#Ù°，6ÆÑ&hs�s？�

ÑÀY“úO”，#$ýµsr~“(a”。û�w*$¹，�tu�/yv_

d，R{ä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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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瑣
瑖瑤

瑖瑥
瑖瑦
瑖瑧

¸],，( ３２８—３２９。
ø½：《��í®$�h·Ðâ~�$�h》，� ７，《îÒ$S¬C¾S》，Ó ４０４，(
３１ｂ。
ÜDY：《KO*îX》，《$�#》，� ８２７７，Ó ３５７，( ２８２。
ÜDY：《wx_�》，� ３，《"&#ÐÑîÒ$S》，Ó １１８９，( ４ｂ。
ÜDY：《KO*îX》，《$�#》，� ８２７７，Ó ３５７，( ２８２。



ÚÍiÄ¶�õ^)û《ÚO#》，õéfyz`%_h。ld�ÍÉ¢

é�{，ÌlaR®¼，)|õ}Xû《4O#》，�@ùíÉ`½。ûûÙ"

j,ùsÉ：

癸丑之孟春五日壬子，晨起，倦而假寐，見五怪物歘然俱至。衣裳藍縷，

容色枯悴……意若忿戾，曰：“我乃子之窮鬼。吾與子遊今三十年。子

在孩提，我矜我憐。及子稍長，戲遊蹁蹮。子能讀書，佐子精研。艱難辛

苦，不爾棄捐，望爾有成，報我周旋。事乃大謬，百無一然。子年日長，子

窮日熾，流離困頓，無復生意。半生應舉，無所識拔，易耨深耕，種而不

刈。偶得一官，日望其禄，不才無庸，所向墻谷。纓冠束髪，號稱曰儒。

不獲其利，茍得有餘，人皆爲之，爾獨不屑。朝不及夕，期彼歲月。爾子

爾妻，仰爾以豐，吟饑呻寒，我耳爲聾。人皆愉愉，爾獨悶悶，使我見子，

無疾而病。凡子之窮，不可殫論，有目未覩，有耳未聞：釀酒成醯，炊飯

成糜，投鼠中器，誤刀斷機，賣漿遇寒，曝麥逢雨，渡水覆舟，執爨焚宇。”瑖瑨

ß#��¸ã��ùÉ（１１３３），û�~åQã，»WÆA。Þ《ld�¾u》

9：“��ìÉ，wA¦ûë，.øõ�。mÉ£ê�ý�、Ð化2¿[，¥$E

��j�ù，ç®V。�g，�>)ü6，�á:�，ôÒ�hIG2。”瑖瑩í¨

ld�w�.Öõ。eû《õØ��»¥�#》�_：“��W.，�Ì�6。

c1�J，�¾Qû。¸íd1，�\�B。W�ú�，Ç?ü6。�~O�，

Aq´�。{ÑWZ，_\�_。……ºÞ��，#��u。l¥dr，#s¸

N。Ñ�Î²，B�ß�。……:«�，�T�%。äBo÷，̂ �«

T。……�-I�，�¾O�。”瑘瑠©�û�6�´d，®NWy，�/-�W

�。�ü®�½Ws�øO�，ü��ÔïÅ�X，�¸ãEw，(v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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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ß，WvWB“O÷”öº~y�[。í¨，û�EØ_Æ�Ø��，Ä/

�ºÕ0º�，R²¢�Ç�¸QWÒ[z_。

Dfû�¶�+=·X，µ��/çþ。VÆ，!�t|¼Qû《á�÷

#》。ÅÚO~f，¥w¼÷£A：

孫子病痁，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栗縮撼懷，有若仆子於嚴冰者；終則憤

胸爍肌，有若寘子於烈爐者。子知動作皆鬼耶？余試爲子逐之以文。”

樵應之曰：“余病誠鬼也……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刳心而死者立

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結纓而死者立於旁，

曰：‘當如此忠。’樵嘗欲不固其窮，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於旁，曰：‘當如

此廉。’樵嘗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梁汨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

信。’……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己日消。是殘吾生於痁鬼也，

子並爲吾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迎顔作怡……是爲諂鬼。

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弘者，剋己沽名，

飾情釣聲……是爲驕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

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舌交唇……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

榮，長劍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貫腐鏹磨……是爲

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歡販禄，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

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並爲吾招之。”其友不對。退

而歌曰：“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遊。君乎

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瑘瑡

q�L#ô ，!�î¡``，�#, ，|《á�÷#》E×å《ÚO#》。�

6l¢（１１５１—１２１３）《$²¾S》{：“《ÚO#》5¹《á-*》……。£hL

Ç#6ós¹o，Ñ¡？6>s�Â，W��OÄ。�ef《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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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瑡 !�：《á�÷#》，¹�ø½：《��í®$�h》，� １，《îÒ$S¬C¾S》，Ó ４０４，
( ２３ａ—２４ｂ。



|cmrs《á-*》，mw�d，ÑíÂg。”瑘瑢¤¥~C、,ù、!�[+Ø/

â。!�#�5W�,ùC¦§Á，XRs��，§sø�6Ð áöl×¨

©RR3起，«ÿ¼ö。û�øyÆ6[4$ª÷、ª÷、7÷、F÷，Q�÷â

26[Dü�：n、m、«、à，_û���÷â，sY“ÛMùO”“̈ Håö”。

5¬*¤6�#T�，WXïQê“?fÐsT？”Òîû�¸{yC，RY

�。F®�（１５８２—１６６４）《!úr6#》{：“16á-ÚOdû，8w-÷

ò?，4¯WA°，Q!÷»W�V。!�《á�÷#》Ðî÷dC，äª÷、ä

±÷、ä7÷、äF÷，Yî÷�，8!÷dõmkæR。”瑘瑣Úð!!�zA，R

ø“á�”ÒÖá-ÚOSûR�。

Öv,AY!�(ç，DÎ,É�.。x,²,：

瘧，痁疾，孫樵有《逐痁鬼文》，其事出此詩（韓愈《譴瘧鬼詩》），而其辭

則步趨公《送窮文》而爲之。瑘瑤

íh³Í.¸。,ù《4¼÷É》{：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余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瘧鬼威。乘秋作寒熱，翁嫗

所駡譏。求食歐泄間，不知臭穢非。……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

不忝厥祖？靦然不知歸。……贈汝以好辭，出汝去莫違。瑘瑥

L6bf|¼`%，Þ�Ø（１８０６—１８６４）《跋,É4¼÷�》I：“ßÉN{ç

Z¼Qû，|õÈ¾´��É�、Èn，NÀµ�(ìT®。……³À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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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²¾S》，� ６，《¾S�5ÄD》（$Â：T華S>，１９８５É），Ó ３０４，( ５８。
F®�4，Ft�,，F;�ÒÆ：《Fª_$�》（]K：]KLMr+N，２００３ É），�
２７，( ８２９。¶·«《Tq�L#±Lµ+》R�$“\《á�÷#》、《A¸u》，íIY_
ç_±÷_¾,ù[《ÚO#》�《1�º》”。¶·«：《«�#�[¹k》（$Â：$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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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j，w$Y¹，bÚ.õ�R。…… dÃNL!，WRº�w»¼¹Ý

�，ÁÁQY，N�ûA¼÷，QóW½L¢d，�¨¾Ù，ßEf��MR。”瑘瑦

,ùwZ~$Éþ，wÉ$¹，XW�¢m，É'“¿,wÁ?”，Ej《ÚO#》

¸üer，«w#VT~，ÀºWÁ。!�《á�÷#》AÎÊ¬(®ø½½

�，�{：“拔r《ÚO》、《ø7》]。”瑘瑧5¼F|A，XY¾zA]òì,ùì

�ðÝÉ#，R¬Ö¼÷、O÷ì �$，YrµA，Q²[Ðº，ÂÃ��，³

{�j《ÚO#》Ëm³ã。

ßX，X��2Rr/á¼÷#，ít$《ÚO#》Sû�R~[µØ/

â。�6om（１０４９—１１００）《í¼÷#》ûv§Á，5©�,ù、!�，~ì�

#$×L。�ÿùÉ（１０８０）Ð，om|¼，)B.û，~nnÄ，�《í¼

÷#》：

邗溝處士，秋得痎瘧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作。其始也，凄風

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沍壑陰崖，單衣犯雪；龜穹蠖屈，奄奄欲絶。

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方媒毒，回禄嗣災。躁外渴中，卧已復興。欲挾

斗杓，東適渤浡澥，酌以注嗌，未足爲快。徂酉盡戌，淟然霑汗，然後

乃已。瑘瑨

Å.¶sYom¶E，ÅÚO~fHû�H|¼��í¾Û，,É、!#�W

�d。|¼��，�6£n（１１３１—１１８９）D《ùç»üZè("》Wr¼dÆ

{：“Z�.{Ç，ü1d®，R�s®，¦wõ�，k5{Ç，ÃäF¼……Z

�{Ç，åû=，ÈWÉ，��ª¡，Ãä÷¼。”瑘瑩|¼½¯ÎÊJ[{Çô¬

d�，om�`¿Ë/;，ÅgÊ{，BÌ.Ç，QX¾ÍÎîéúJ(，�ù

+¿。gw，ÜÀ（１８５２—１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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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瑦
瑘瑧

瑘瑨
瑘瑩

�Ø：《́ `´É#�》，� ５，《ERîÒ$S》，Ó １５３４，t( ２６。
ø½：《��í®$�h·íd~�$�h》，� １，《îÒ$S¬C¾S》，Ó ４０４，(
２４ｂ。
om：《í¼÷#》，《$�#》，� ２５９０，Ó １２０，( １９８。
£nD：《ùç»üZè("》，� ６，《"&#ÐÑîÒ$S》，Ó ７４３，( ２１ａ—２１ｂ。



此脱胎《送窮》之文，奇警黔黑，滿紙突兀，自是才人極筆。首一段寫瘧

之狀，僕則五次嘗之，一無差謬，真善於體物矣。瑝瑠

QX，¼÷û<，omûM：“=0÷ùã±f÷，ñÏ|�，_¹ÐÑ，ÒÓ,

Ô，GwÕ，¶ÖQ1”，Å.Òs´gÊ�，w#×M：

嗟汝鬼物，亦道之孫。經緯星辰，啓陰閉陽。何獨迷繆，自喪耿光。依憑

草木，爲此不祥！瑝瑡

om�ïlM，Bw�MBØ，�¦÷�~²÷dM，8|a:Qb。《í¼÷

#》Ä/û�mÁÙh÷â，Q»År²æä，w“ n°M”�.¼÷，8r6

ÚhZÚ，y_ÅÛ{《c.》ûA，�"7°。

Dÿ，�#《�½¾#》YEØT�Â½¾çþ。½¾ü^，nÂs�6£

Ü（７９６—？）《ÎÝÞÉ》：

玉蕊一槍稱絶品，僧家造法極功夫。兔毛甌淺香雲白，蝦眼湯翻細浪俱。

斷送睡魔離幾席，增添清氣入肌膚。幽叢自落溪巖外，不肯移根入

上都。瑝瑢

£ÜbÏP，ßÉøß½õ6化，gô½¾j¼Þs�，J$�ÉTd“½¾”

>!，ßXoÂd。$�Æ黄SÁ《�¸�ÑÎS¼Þà&åù�》dù{：

“áâã;ä脚r，ù8HÇSî�。½¾fÄW�À，·åæçå(ï。”瑝瑣

O�fè�《>Þ》：“éêÄ�ì�ë，vì�Â�D¨。½¾Ñ(oùí，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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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ü»。”瑝瑤8×“½¾”Ä/#6Þ³¢¿�ð¿ûÅ。òõ�

（１１００—１１６３）《ú½¾》WØ�,：

蕭蕭冷官無一事，高齋搔首兀癡頑。睡魔襲我意蕭散，直來眉睫揚神

奸。……謾學昌黎送窮術，揮毫加點文爛斑。睡魔憑物對我語，勸我停

手開憤顔。自言宇宙若非我，人生俄頃無休閒。瑝瑥

�{Î,ù《ÚO#》�.，«wÉ#Ú¶½¾，J�ÉTø½¾jO÷³ôd

�V。ßXÆóTÉ（１２１９—１２９８）《½¾》É{：

睡魔如瘧鬼，日日應期來。符篆燒難却，茶槍戰不開。中宵翻醒去，當晝

又潛回。應是五窮數，留君共酌杯。瑝瑦

�ø½¾、¼÷、0O÷³ô，�6Î,ù��，w#VÚô[/âÀßíÂ。

《�½¾#》û�Õ�õ，ãáö（ÇKOÌãáö）6，A�M，１６ 1X®

Îp，*¸s(�÷Üø，ëáM¢Oãî�¹$$L£ð（？—１２１３）sP¨

á，ûv¸+，zM¢Oã，�$AÏ�Oã)0¹。瑝瑧《�½¾#》EwM¢

ù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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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瑥
瑝瑦
瑝瑧

è�：《>Þ》，《$�É》，� ２１５９，Ó ３９，( ２４３８５。
òõ�：《ú½¾》，《$�É》，� １９３６，Ó ３４，( ２１６１３。
óTÉ：《½¾》，《$�É》，� ３４３７，Ó ６５，( ４０９２７。
Þ|¤Låù《Kã�õ~�I{》9|�zIú：“~�5¶，ãRû，VÕü，~�ý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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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１，( １２—１４。



今但好睡，曾無知草木之不如也。元神離舍，渙散無歸，真氣去體，呼

吸無主，雲掩心天，波渾性海，慧鏡生塵，智劍無刃，以興爲寢，以明爲

晦，宴然如黑山，黯然如鬼谷。其酣兮如酒醉不醒，其瞑兮如藥酘酪

酢。其滋味兮如良魚入網羅，其意使兮如飢鼠貪畫餅。其鼾兮如雷電

攪萬山，其齅兮如波濤落崖井。……睡魔來也，與心猿意馬而作

伍也。瑝瑨

“½¾”ü^bÂs~Ï�#é，Æ�lJ(《R¸�Å》"“9”P：“dd::

Ö÷;，<<==¼Õ>。^áå?@´A，º÷B�C½¾。”瑝瑩�L4Mñ

《Ê+áõL]h》"~ÏyPI“OC½õ{�D，�{d3，½¾sE，½õ

D�TýÀQ�d。”???ß#ÅPs¸，{ûºyÌÎ½¾ðF，¾¿:¥Æ

ç。#{�¿Xí、̧ Áb~、ÎÀy²……8j~Ï�w6~$ÏG（6º

YüÔ²÷）ª¡s�，��Õ�õß#，§¨_b¹n。

ß#®Hb¼s，E,ùÚO�X，=,Aç±|?，AfIJ#«AH。

ôKd：

韓愈《送窮文》 白玉蟾《屏睡魔文》

ºádP
���Émnìà�，r6ó~�ß
 û8，à*$+，9(t�，=��
�，¹�]�。

|½¾R，rºs華L，MésNa，
化Q$OP，¥Q$QR。……üJ
ß tQS*¦，�TFQU�ö，¶
=QV8，�8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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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Ä

韓愈《送窮文》 白玉蟾《屏睡魔文》

÷ð/÷
�îrá，Æ�«C，®�®�，�h
i�，Ç�ûì，����，7fQ´，
AJím。

�îQrá|n，+yQ~t|÷，�
"W5，jkWM，��Q��，>y
Qíl，Ä7|f´，Ç¨|$½
¾R。

û�5¾,#，X#?ù«。`üÃQû， å½¾d!"，r6�m¾¿Rm

(P：

吾雖曰睡魔之精，乃汝自身之一靈。神清則睡魔去，神昏則睡魔生，但睡

其形而不睡其神可矣。???

û�h½¾´bÏ，Jºdü°，c½|÷，¬|¿，)~¾m化，gwRm�Ñ

Ymy，8�¿�B。û�《¢�Ò�"》RI：“n÷w*Á，nÁw*¿，n

¿w*$。�ßndüV，Æ�Hßö，ÀsndüV]¸{Ì，íÖMdÐ

¸，��hd°Å，ãÏhso,，_µ化süºR。”???íÝ�è。Énd*，

Y~Ï�r m¡，QjmÏ�d“÷*”f¶。õß，~Ï�*m¾、Á、¿，

p s#�，§á“ÚO”xDrO，í�½¾çþ。û�ß#Y±，R$EØ

%wM¢ùx，A�Ûù。��g�，�fqr（？—１３６２）《T½¾*》，m¬

fls（１４４６—？）《�½¾#》、OtÌ（Ý １５１０ É¿X¾�）《í½¾#》、Ê

f(uv（１８１５—１８８８）《T½¾#》，RS/û��/\¿，fg�Y。

µ�çþÎfm6%sS《T´*》。´�，Qw]·R，5bá-、ÚO

~ì，X#¿fX，�£Î~、,ì#�.：

昔揚雄有《逐貧賦》、韓愈有《送窮文》，凡以宣鬱抒衷，用附孔氏，各言爾

７７韓愈《送窮文》及其傳衍體式與抒寫意義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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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õ：《�½¾#》，《$�#》，� ６７５０，Ó ２９６，( ２１５。
Õ�õ：《¢�Ò�"》，《Mú》（$Â：#ùr+N，]K：]KSa，²I：²IL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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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之義。淵明有言：“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余業以戇廢矣！居間躊

躇，作《驅戇賦》，比之二氏，敢云肖哉。???

X#ô¬ù%，_,�Í《á-*》、《ÚO#》。û�>Nì#�f.f±\，

�ml¢)]Ö，íÂ5Y_¾，XpÇ²。%sSY<x�É（１５８０）1

s，[��3Ù(>�T，¾s()�，f《()\7》，îÒ'Ô�|6：“0n

LÉõîÊy，!ùÎ¬。|[Ù(õ，ÖzÐ�{ïd�，s!��gr¶，

�IzQ½Tã�，j虞]|¸¶u。Y$<xTN=ô*dn，yº[Wz，

o÷Z¼。”???ã�J�m¬R[O�[ãx%c，《mZ》Ê9：“}、m、�、e

®，sÌ«b�)，w~ã�$æºd�。”???çõ}Â�，û�~y[ß�

�，É#õf�Ðd«。《T´*》Eûs�g，#V½�：

楊子既逐，屏于田間，衆猶嗥嗥，聚蝱成山。哆彼文貝，羣飛刺天，九關峨

峨，一斥不還。……市虎嚙人，蜮沙含矢。厥諐所繇，戇故之以。迺叩靈

臺，呼戇與語，胡汝從余，津津自喜。進不程時，退不量己。不諧與人，不

洞事始。……他人朝夕，靈通與處，曲鈎公侯，從車上儛。而汝悮我，齬

齬踽踽。辱在泥塗，偕褐之父。妻孥尤余，咎實在汝。余静汝憩，余動汝

鼓。豈無他人，繄我是主。借曰未知，厥效可覩。汝其行矣，則莫余

侮。……戅曰唯唯，爲謝主人。余亦何負，汝亦何嗔。……刓方爲圓，於

余何有？余去不復，誰爲子友。……廷實負子，子則何罪？古人服義，過

亦不貳。請終事汝，亦又何懟。戅遂不去，寧甘廢棄。仲連有言，貧賤

肆志。???

ïZîn，öÅ´÷s�s�，YymSû�ìUto，�|Wz，R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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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è��、!s�Y�：《¦NîÒ$StC》（$Â：T華S>，１９９７ É），� １７９，(
２４８９。
>r�Y�，%®ÁrD：《mZ·(ô\ù》（#$：n#S>，１９８０É），� ７１，( １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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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Wå，́ ÷çþ5µ，�qH·，¼�,#dúO。¼#T“ÈK�

6，�S}B”“r{�L，L»ÑÖ？”“́ üWb，Mw´à”，º�9z，mÆ

'Ô�“����，¼¼�dåÐ”，jº�v #。

tßíÂ，�ej²[，Y《ÚO#》�|+ØW) d.ûyX，Y<�

âmY�H。çþ�ç#6åb�¢`%，¼qM�-O，DE�âRÿÎ�

(Z、¿½、́ QYºyg¨，¼tw“�Ò��”$(L，Jµû�û¸Ûãd

÷â。

　 　 （三）淑世：兼濟天下

?*r²æäòù _f：üYû�Gj，ìY$e6ù，ùY�Z6

ù。《ÚO#》Eô)üm，û�化ºæäü(，y°û�OK`�，__R��

N"�Á，���¿/{。

Î《ÚO#》��，�äEØ“�H”±��ë。hQ，³h（１１００—１１６３）

《ÚO#》uô“��”dû。

³hs��õÉ®ô1s，�[¸&�，V���ðô，XÎñ��d<，

£oõ-í�\，³e2$Ñ1。mÊ�ùÉ（１３７０É），<?A&。《?A&

�》} ２３Z?*，Æ《ÈÄ》、《Ñ��*》、《�v¶�.*》Y，�ûs�L

mÄd3，d�.º��。|《ÚO#》5¸ç,ù，uÀO÷Ö=Y<，$>

w-?$r，òá,ù、ú5fì¥ì#，¶Y��。�ú{：“;=fù�，8

�6º。���C�，|«®�。¶Öºò�，®�Qþ。_���，C"w

�。……�Ll\Q"ä：‘YO÷R。……6QÌd，OWíÈ。9■9�，

ídÛ(，íw´ÿ。’;ä：‘��。’”???O÷0�ídÑ(s？³hA4û：

乃致詞曰：“嗟爾窮鬼兮，無處我廬！……嗟爾窮鬼兮，無泊我市！九衢

四達平若砥，高樓大屋鬱雲起。冠裳濟濟集俊士，謀謨折衝格遐邇。汝

不可往耗儲偫，山川靈神歆穆祀，孟塗司刑伐爾死。嗟爾窮鬼兮，無依我

９７韓愈《送窮文》及其傳衍體式與抒寫意義探析　

??? ³h：《?A&#�（ÿù ）》（]K：]KLMr+N，１９９１É），� ８，( ２００。



城！……重門擊柝鍾鼓訇，斥堠謹肅列旗旌，汝不可往構妖獰。健兒披

甲眼若星，長戈勁箭穿爾形。嗟爾窮鬼兮，無適我野！田疇井井，治而不

苴。……歲時禋祀達方社，汝不可往原隰赭。朱衣赤郭騎駁馬，執汝臠

肉燔其裸。嗟爾窮鬼兮，無上天！……温涼嘘吹寒暑煎，陶治萬物成歲

年。汝不可往亂星躔，黔羸憑怒施椎鞭，破骸碎骨喪爾元。嗟爾窮鬼兮，

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洪纖蠢頑各奠位，汝不可往坤軸

臲。……嗟爾窮鬼兮，無潛於山！岩嶅石核立鍵關，丘林陵麓産植

蕃。……嗟爾窮鬼兮，無入于水！大□包納川瀆委，疏煩泄穢通脈

理。……大泊蕩蕩無涯垠，青冥杳茫不見人。……汝往居之寂無

鄰。……汝不寤兮滅爲塵，急急如律令！”???

J¾M¢�8©·O÷，EØüPAÜÂ，�÷?殺�h§%WA。�) [

Yû�W<.O÷�Xr6¶g，] Tr?È、ó�，��²÷dÿ，¼$6

®öI6Æ，F��X，�b�%。

³h��¦�Ë#´O÷，ÒheoµÍ“ÚO”ª¡，jç*U6]Öâ

ã，y/Í �VôdP¡。m6!��,A：

……韓退之有《送窮文》，段成式亦有《送窮文》，二子同時，想當時好尚

如此。國初誠意伯劉基亦有《送窮文》。韓所送者，利勢之窮；段所送

者，文字之窮；劉所送則天壤無窮鬼駐足之處，有天下一家之度，其識見

過二子遠矣，然詞華皆不可與昌黎同語也。???

³h�#h+¦WÆ,ù，hQE$²��Áºø，;¾²�，">dY?

�,ù。

m¬éõ�《ß¿÷#》_b�H，Qfl¢>�AH。X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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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人云“人精强則神輔之，困憊則鬼入之”，是誠有倦鬼耶？柳駡三尸，

韓逐五窮，良有激也，矢文以祛之。???

çÎ, ��，Ð)Qû，#b¹«。�#³{mn®ù，¾-#ä：“£！Û

],。¤E¥，Ê¦§÷。¨¾G©，ª�Ç6。Gw«»，ôw0�。nw

�Á，_w�¿。,Õ}(，}¬m。_w®'，ösP¯。0[�Ù，ýY

æM。”???�a¿÷，“6”J²÷¾Ág�·�*，}¬m，ýYæM。û�

§$5l5ld0，Hû�e，#{：“1¾¿°，±²Æ³，_�´#，1��

µ，N¶··，�wZå，²Ý,,，W¿nÓ。”???¸¸ÖÖ，¹ºæåÆ�5À

lld�。eh，«ÿ×�/{�º，çÎ¿÷ðF，¾¿:»：

彼誠至人，爾不能入。予獨何辜，爾不相恤。……不寢而夢，不醉而酲。

不疾而疲，不歎而伸。……若南郭子俛几而坐，北宫子喪志而出。……

如昌黎之昏花，步兵之眼白。……墜何郎之筆，落司馬之杯。……誦不

能句，讀未終篇。惟爾一至，令人茫然，如右軍之坦腹，靖節之高眠；又若

汪洋奥義，佶倔微言，凝思注想，欲探其玄。自爾一至，忽若澶漫，如尹文

之坐幻，達摩之逃禪。……子胡不歸爾之樂土，而顧撓我之胸臆？速去

速去！無留我側。???

û�aÅL6I�，y°Ð ¿X，í4¾x，=jl6¾Â。�#»Y¿÷

¾�：

我非爾仇，爾胡我責，適聞詈言，使我氣噎。爾不聞大明升而群陰伏乎？

天君主而百體從乎？……使爾神定而無隙，吾安能於爾而見，侵爾志則

１８韓愈《送窮文》及其傳衍體式與抒寫意義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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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８。
¸],。
¸],，( ７８—７９。



不立？……吾以安静爲體，柔廢爲形，入乎優游之室，憇乎偃仆之林。不

與精强者爲伍，而與懈怠者爲朋。鋭健者，吾即與之絶；安閒者，吾即與

之親。昔者董子下帷，吾不窺其幕；孫生閉户，吾不行其庭……惟有貴介

之子、落魄之夫，食厭粱肉、服羞綺羅，游娱既暇、歌舞方餘，徙倚高堂、燕

坐華居，思憇息而少安，甚與我而相宜。又有愚童下士，惡習詩書，便目

前之逸樂，忘腹中之空虚，絶想青雲之驥，閒過白日之駒，每欠伸而無措，

遂與我而相依。……吾嘗入汝絳室，窺汝靈臺。銀海茫洋，王樓虺頽。

心隨鴻鵠以俱往，神偕蝴蝶而飛來。吾乃解汝繫絡，弛汝形骸，雖一見而

傾倒，猶四顧而徘徊。爾胡不自反，而徒咎我爲，謂我鬼耶？……爾何不

勵精以爲刃，淬志以爲戈，鋭意以爲棘矢，殫力以爲桃弧，吾即與子而永

絶，安能復受子之刀刀乎？???

�#�ßÒrmA，û�C[YwW¿¼6，y×¿÷½��®Á¾懶¸，W

É{3dî，W¢S，.Epå，�h÷¿tU，¿÷sF。

DE�Ñ，�ÿ¿sX#：“6¾£»¿>d，-?»÷Öd”，Q�ú£ô

6d�Án�_Y{Ì。éõ�t¡<x�>，ß#»û�ÝÀ1gû，�

�~/�^（１５２２—１５６６）¿J[T�ÁâjU6P)，³´,ùd�e�H。

û��ºÁ6，JfB#�Â²���cÁ¾Ã\，¹�À¿，ShüZM�

#^。|#�üõ，《ÄÅÔ,》“ê«¥V”o{：“é#NN$Z[õ，f

《ß¿÷#》。¿äEwdìÉ，ê«¥¾V。O|#ûsÆ.1，�íÈÉ

N，](íì1，ÑÀÂd？®wæ#NN。N{：‘ß~Z·Ö，]ÇQí，ü

Ô«。’QN_wßÎÈ，=:N。”???|#½R.G�n66，É�Pa。í

Â¾ÚO+ØT，RYAÂd«;，ÖvüS。

O《ÚO#》�|+ØãA，5wU6OÄ$r，ê/Z�、>�yX�R

WcCt。³h《ÚO#》¦éõ�《ß¿÷#》，üw+=¢çO÷r.；üw

µØçþ¿÷r.，xPï，Rg1Sûdzk。

２８ 　 人文中國學報（第三十三期）

???
???

¸],。
ñaØ：《ÄÅÔ,》（m²�ìÉ,!），� １，( ２８ａ—２８ｂ。



　 　 （四）傳世：託言垂後

《ÚO#》5û�¢`%，XYRø�H+¾QITüUoù，*ü�/¾

yIÈT，ng#��lAU。

,ù《ÚO#》fí£[�+[，×ÀjO÷æä，)e�Z，�ø�/`

%Ê�、 Ë，hXwx化，5$@p[QI，f6$û�rz�¢×tdC[

jAU，REÇáLb[�l©»，ód5$MD�/。X�#6WÀEØ，?

|~f，J w÷¿dÛÜto，)µQI。sY，üU�sW5ý[yI，5

$üUÁ[yI。

Lm《ÚO#》js�EØ，QIT�füU�[、�~[rç�)：�

��¸。û�{eüU���Àõ.，ïå�lã<W¸，µ5s�ûe�Ì，

~/û�[×Íg，"ï�Ñ»Y“ãD”j“~Ã”。

《"]·d°N》：“Lä：‘ÉL(��QÃW�V。’”???ÉLg(，¾sW

�ãDwòWÎdÃ。,ùÒhøê yö×Â，×$�A�dº(，¾¿

《ÚO#》Ýr�E，Q�^Ò\，~ÉLgOdD，#“ãD”oU5ã；,ù

WXeBO÷I：“6�ü�，|A�Ñ？ÛãLÃ，5�WI。”???,ùRÉ9

¯|\，SÉYõé][���，¾Qá�®Ò-QÏ[to×È，���í

��í。R1Yü &Ø，XáQIyX�I，uYq [��å3。

ç$,ùIÍüUÁyI，Tù1�¢�Gj。�¬wXEØ,#ãA

�，Rïå“ãD”j“~Ã”，Äz�1�)[ÍöCÒ。gwÝÖd《4O

#》²r6�EXb[O÷�M：

得此五友，傑卓清特，以奮厥功。使千百世之下，凛凛乎仰吾之清風。???

¾¿�/-�¼tö�，uDÿkv>Nj.Ð：CÃ+�。fý�M，̧ 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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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w，|{íø《ÚO#》�|+Ø#^，t$)µöº�H[üZ

²n。�õ(（１２１７—１２７７）《ÚO#》dûûyX_sï：

窮鬼听然而笑曰：“……昔在元聖，厄於陳蔡，我惟相之，道垂千載；顔氏

庶幾，簞瓢屢絶，我惟輔之，名高十哲；後有昌黎，五窮爲祟，奮爲文章，流

傳百世，是三儒者後世所宗，處困而亨，窮而不窮。……”於是，區子竦

然，拂冠振衣，挽窮鬼而留之曰：“……吾不知孔顔氏之徒與？昌黎氏之

徒與？”???

û�¹n��，½â]"YzÍKL、}r、,ùº]，Xª�u¢m。�õ(

!P)\，tR�"¯ÉM（１２１３—１２７５）誤a，WI，e£�B\，WÅ。Ñ

yQQÈ�þú，uÍóP。û�BÀ�#ÚO，)µrO“�Y¨”，È�L

Ir“ÛW¨K}¥dîj？Ðâ¥dîj？”§ºµÍO、Äì�Óßyö，

fl�$è，�Ò5�，OQWO，�Aç�KL、}r、,ù$�\。mÉûP

]ÂÊ¬,Ã�《O÷+》：

窮鬼曰：“先生以是爲余罪乎？……而吾能使先生歌，使先生泣，使先生

激，使先生憤，使先生獨往獨來而游於無窮。凡先生之所云，固吾之所以

效于先生者也，其何傷乎？且韓愈氏迄今不朽者，則余爲之也，以故愈亦

始疑而終安之。自吾遊行天下久矣，無可屬者，數千年而得韓愈，又千餘

年而得先生；以先生之道而嚮往者曾無一人，獨余慕而從焉，則余之與

先生，豈不厚哉？”???

ß#ûs,Ã� ２６1，®ÝÊ{，TÓ'�，y¹¾,ù0O�y，.û�º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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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6黄Ìt《d-*》I：“繇Ymd。v,�5Ã，�,�Ú®。……Û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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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ø=`«s¸�。Þ《�Z》!+Ê9：

賈似道方以却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

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

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

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嚮受

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

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鬭，死者數

人，經獨與六人處别舘。又九年，丞相伯顔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中都

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

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既泄，尋亦竄死。經歸道病，帝敕樞密院及尚

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闕，錫燕大庭，咨以政事，賞

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爲護喪還葬，謚文忠。明年，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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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pT0O÷7Ìr6"�，yQ/C：

自子之生，與子後先，子坐我立，子行我前。子初爲學，日鑿混沌，我窒其

竅，使汝好問。子初飭身，百務紛紜，我乃拂亂，使汝多聞。汝初著述，造

物充斥，懼或有傷，則閣子筆。子初論説，天地決裂，懼或泄漏，則捫汝舌。

人方事近，我推汝遠，適越面燕，迂塗宛轉。人方事巧，我推汝拙，抱甕澆

畦，匍匐出穴。人方事易，我推汝難，回天止日，測海移山。……人或相

窘，懼汝不忍，我則抑遏，使汝憤藴。人或汝傲，懼汝與校，我益以德，使汝

不報。……今子一旦，賁于丘園，安車束帛，平地青雲。一爲執政，再授宣

撫，便欲相疎，喜樂讎苦。虎符龍節，附翼攀鱗，建旆南來，棄予于貧。糟

糠之妻，猶不下堂。貧賤之交，猶不可忘。……始吾謂子，得志堂堂，今乃

楚囚，索莫荒涼。始吾恨子，今爲子悲，風馬雲旗，薄言旋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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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Î[u@，]f ès�[/{-Ý。A4，û�p=Ýäd，Ämy\：

余乃惻然，如夢如覺。……仲尼嘗窮，不窮其聖，顔淵嘗窮，不窮其行。

原思嘗窮，不窮其性，范丹嘗窮，不窮其政。一時之窮，千載之幸，是數聖

賢，可爲龜鏡。求爾不得，敢不承命。昔者子雲，作賦逐汝。竟自投閣，

漫爲章句。後來文公，作文送汝。延之上坐，送而不去。余學非揚，余德

非韓，固窮守道，素行憂患。安子不得，其敢棄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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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顛連，實如倒懸，解而休之，兩君一天。誰知姦宄，又欲下石，從渠捃

致，我心不忒。不作盧昶，食豆辱國，不作苟純，輸情爲賊。終合千古，照

耀簡策，盡其在我，窮非所恤。???

Ñaï@，y.�ºQBd，íÂ=`+�O�，rs¥1Lë。�“ÑÉü

²”[¼�ë5，RÄîû�îKü®dÿôã<。tß，=`�《ÜO#》，W

<Y.º，Ñ½WY~/Í=`jb|º，òb²�[��P)。û�«?|

#，wÊ�+�，³{íWÎN！

五、 總　 　 結

ü»yI"çQo(fW¸，¥kIU[AU。,ù《ÚO#》ÚWÍO

÷，SÉüZ©÷)×[#^，|{Y�B÷.C[jÛQI.®，)µQo

U6z_`%，³áÉLgO[��(B，rz&ºã¢dM，)e���¸，

c t$ü ruj)�。ÊÜÎv（１６２８—１６９７）tÅ»$g[#Vû��

《ÚO#》[¤¢gÎ：

覺得世界中利禄貴顯，一文不值，茫茫大地，只有五個窮鬼是畢生知己，

無限得力，能使古今來不得志之士，一齊破涕爲笑，豈不快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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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ｏｆ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ｏｆｆ ｇｈｏｓｔ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ｗａｓ ａ Ｎｅｗ Ｙｅａｒ ｃｕｓｔｏｍ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ａ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ｗａｒｄ ｏｆｆ ｐｌａｇｕ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ａｎｄ ｐｒａｙ ｆｏｒ ｇｏｏ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ｌｕｃｋ． Ｔｈ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ｘ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ｅｒａ，ｂｅｃａｍ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ｎ ＴａｎｇＳｏｎｇ ｔｉｍｅｓ，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ａｓｓｅｄ ｄｏｗ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Ｙｕａｎｈｅ ｒｅｉｇｎ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８１１），Ｈａｎ Ｙｕ （７６８ ８２４）ｗｒｏｔｅ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ｏｆ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ｕｃｈ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ｏｒ ｇｈｏｓｔｓ． Ｏｎｅ ｆｅｅｌｓ

ｃｕｒｉｏｕｓ ｔｏ ａｓｋ ｗｈｙ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ｏｆ ｌａｔｅｒ ｔｉｍｅｓ ｒｅｗｒｏ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ｔｏｌｄ ｔｈｉｓ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ｗｈａｔ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ｉｎｔａｃｔ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Ｔｈｅｓ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ｈｉｔｈｅｒｔｏ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ｕｎｈ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ａｋｅｓ Ｈａｎｓ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ｏｆｆ ｔｈｅ Ｇｈｏｓｔ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ｗａｓ ａｎ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ｎｇ

Ｘｉｏｎｇｓ （５８ ＢＣ １８ ＡＤ）“Ｒｈａｐｓｏｄｙ ｏｎ Ｅｘ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ｏｕｒ ｆｉｒｓｔ ｔａｓｋ ｉ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Ｙａｎｇｓ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ｈｉｓ ｕｓｅ ｏｆ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ｔｏ ｓｅｅ ｉｎ

ｗｈａｔ ｗａｙｓ ｔｈｉｓ ｐｉｅｃｅ ｓｅｔ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ａｎ Ｙｕｓ ｅ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Ｈａｎｓ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ｅｓｓａｙｓ”ｉｎ ｈｉ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Ｉｔｓ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ｖｅａｌ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ｙｌｅｓ，ａｎｄ ｉ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ｓｅ，ｐｒａｙｅｒｓ，ａｎｄ ｎｏ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ｓｅ ｗｏｒｋｓ ｄｅ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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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ａｎｇ Ｘｉｏｎｇ，Ｈａｎ Ｙｕ，“Ｓｅｎｄｉｎｇ ｏｆ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ｂａｎｔ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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