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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經魏晉至唐代的逐漸轉變，宋代筆記不再拘泥於補史之闕，而是以記録身

邊百事乃至個人經歷、心情感悟爲旨歸。衆多筆記中，歐陽修的《歸田録》與蘇

軾的《東坡志林》在承有紀實的史學傳統時，記録日常，平凡俗事之中，見出新

奇，傳達意味，具有了資閑談與“自怡”的性質，顯示出對傳統筆記紀實性的新

發展，是爲拓展了筆記在表現内容上的寬度和廣度。其關注個體日常生活表

現内在情韻的文本因素爲後世筆記創作提供了新的審美視角。

關鍵詞：《歸田録》　 《東坡志林》　 日常轉向　 世俗化　 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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ÐmN¬ChSR�Yø|2Öz“Z3”，¦fZm¦+Êm。瑑瑤 0¬�Ä

dõ，ê ²"ÕcU[化�"[�oLLfgÙ�，!�Ù（９０１—９６８）《$

=Æn》T，ÀYneÖÍU6化ùx[+"，6¾“·ZNä”[(f，��w

“ð�Lä”.H，�.U6Âº。|X¦�[«Ê，vÆ�3Û6çuf«

Ê，《�pNWh》、《%#NW�》、《�"#N«Ê》、《l#mNûI》Y，«Ê

TÅ·AwgÊor6N[to，�.�s�~IU[�"，êm4û[�o

}¾w6¬n，U6化ùxvz[§£，X4o��H[+"]nu�$Af

¦��f。瑑瑥 ��¸ã"DìÉ（１００５），>Ë�（９４２—１０１４）û5《V»■

s]�Ê》，»efgµ[k化Í，û�Ynw“;”[BØr/¾#T，ÆXT

“;¼cô¿，íäÉT，�jV?ñs]8b，$;I��、v�]0¬®

I”。瑑瑦 �ì“Ël>8Nÿ+”o：“;Aõ，þ�]8gI……;þÂX9、

RÐYN(°þL。”瑑瑧“²�Êã”o：

余在江南掌轉輸之明年……余求得法定鄉人徐滿者，少與之狎……余

遣滿招之，赦其罪……余未半歲，自京奏公事回，泝流至虔州……余自

暫離洪州來上京，卻歸江南……余未及解帶，懷琪獨候謁，未及與接

談……余亦惘然嗟歎者久之……余告以起發之由，且請諸公不得出

門……余驚起問之，即懷琪之虞候爾。瑑瑨

#'T，Q�Íû�[U6`�，RñÒÍû�r~[[�"。�»R《u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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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Âg�，<Â《�>�9SC》、《îÒ$StC》YAßChSø|ÐÖ“L3ÔI
®m”。
《�"#N«Ê》、《%#NW�》、《l#mN«h》Y«ÊT，�o�üÏs�#T，ïZ
p±��Ü、%ò、ltYÃNm»[¨Cd±，g±hô�$´ü，jû,T4o�U6
化[+"Wô¸üª¡。
>Ë�：《V»■s]�Ê》（$Â，,-&S'，１９３９É），( １。
>Ë�：《V»■s]�Ê》，( １１—１４。
>Ë�：《V»■s]�Ê》，( １７—１９。



h》ÀßAE>¥4û，Þ!U6化ùx，ef44o��H[+"]n。

�»R5�n“WS6dåÏ”，SÉöóÍ���]�U6化+"[Û

!，X¸¸Ë�[+"�p,s�#dT。�ü)ìí�o，Êo55`4«

?（Ï ９０７—９７７）“°a°Wu”“çan$b”üI，�Ò��sû，erÍ·

¹bôÔ�[CÆe5。Æ·¹�Â55，|µþXpíÂü¼：“"w´Ó，

Ø4d”，�ß，55gÐWû：“g<Qb”，³=·¹WX]!õM：“,�]

d”，Àß，4«?WX[¾cY“gö”，瑑瑩ÀYïåêü�Ð[��sû，·

¹�N�®[ck�;、&V6y[jÛ66jìx�ø[C÷65svz

ÍÍÎûò[y/，̧ õ�»RU6�s·¹W#Æ�[~RÀCh÷�

Ö¾VZ�®dTÍ。ê �ps�#dT[¸¸Í�[+"(f，¾《Io

\Ü》TvzÍíÁ[Z¯j.~。Æ“Êp÷�Ó”T，瑒瑠ÊQÍû�p÷�

Ó[ÔIjgE。¾ÊQåbDçdIT，û÷�Ó¼ü，u:äzEõf�、

�\Q&[�/Xp，är8�H¾¿º�[6��ö。àçá$T�íK

)，.ä�h¢%，ÀÊQQ�.+"，<Êû��/T[ü!gÎ，³Wç*

±�[#��Iö[²³，rdg�，«_�d，“»fh+QÍ´h+[è

é”。瑒瑡 ]Æ“"R*¿�LÀ”，ß#û¾�ÿ�É（１０８３），@#ÉÈXîÉ

õ®。Ï�ßõ �黄�，¾黄�[Ï�，ûè¤¤LÀ"R*¿。~jLÀ

}"“¡[��，�xfì，Xûiy，¶´Âº。w�md，iyûÒ，Âº{

h”[R*æç，XÅ“S�ß”ü'，瑒瑢�hå�áz9ÿ6øq6�ùÌú

)ûAdI，i ü¶，¾¿åLWv&M，XYÛÞ�/[¸HÀ¾êýX

[å�Tvwê/。�#"ÉV¨åù，��å*，u±àà，��)ª，-起

iD。êëoCÅY¾� ÄÄ(fT，sVZ�®�1û�[grggw

�_m[±gã<。

r~[�~¾[Ä/Y¾¬6化�/Ê9[ÄR�，û�U6±g、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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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瑩
瑒瑠
瑒瑡
瑒瑢

�»R：《uóh》，《$�«Ê（)üD）》，Ó ５，( ２４４—２４５。
Ï�：《Io\Ü》，( ４。
Ê：《Ê�》（$Â：T華S>，１９８３É），( ５３１。
Ï�：《Io\Ü》，( ８。



�6"¾¿[�î。û�__ïå�º[tÞ，Qû�º[�/j¢_、±¿

j��，�À[ÄÄ±g。?Æ£25（１９０４—１９９８）gn：“�«d~0n�

p，Q�6WßÂ<……¦û6±，¦oùö，¦ÊüõdcÀ，¦Qü÷�ß，

�=Y�{36�·A)ôM[#V。”瑒瑣û��s#%、�æ、6I、�X[A

ÂjgEs¾«ÊTvzÍy/。《Io\Ü》T，û�¾“Êp÷V”T4ñ1

åj¤6“�=nr，+´OþÓ]”îÿ1³[ô�±"，瑒瑤.ûÍû�û®

)ç，́ guF[yÝ，Ä/ÍÏ��6�[34jÈñ。“ulLã”T，YZ

ruÍj¤6、l¥X¤¾ü起[îO<"，á!«�~，¦6³´�É，WÂ

�"，́ ¡OI。QÆÇ>ëë�?b�É，ÇÉlLãeWyvÉÍ?，�x

�ÑV，�hQ(。瑒瑥 rHd¿�"OI，¾1mnD´s9gÍXK，ûgÍ

ûj�Ù。“£¥*Ï”T，$#�*Ï[÷c、h>、qÝ、kH、6IYü�W

á«µ，<ÏÐ“�sÏX”[.�1�,¶。@ÅùUq~，û.h“Æ�h

"w，Æ.TÀ，Æ�-J”，ùR�q，ÀùâQAâQðâ，�ùy/ÍC6

_m、ñ2«¬[�h"m，A��#wChTÀ，D$éÁ，Êj¤®[À]。

TWXü«，“G¯WÒ，{：‘T,üBÝûß�，8,û。’”瑒瑦µhg×��，

j.�s�c，$#�õ0$ü~。~�.�ûm�s�，hXw6Iû��

,ö，fmfÙ，®À{@，����。

三、 二種筆記日常書寫的筆記史意義

《uóh》�《Io\Ü》wD#[üP，�$�Ý÷sûU6�/，³=«

ÊTåb化SûT,)er��[¬¾，X³WY,A�化�H，QYy/r

åb�/T¸{[、f4b6ÏíwxO[�H，øåbzidùj�H[±

g�^ü起，~/r�#6���/{X�±g~%[�)，4)Sû¬6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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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Ê#(¢》（]K：]KLMr+N，１９７９É），( ２。
Ï�：《Io\Ü》，(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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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6¢¿，w»¸[%`üPð(ÍziÆ>dù[AÝ，ê åb×

L[SûxLÍ«Ê[Ä/.Þ，üN�p]Y�ÍX�«Ê[�o¹f。

ü(�，ß#6«ÊTngÍ�s�$åb�/ÆI[Êo，�±s

“́ �L}”[�/ÆI，ds“P#ÄW^^�y”。í�Ê9s�YIú[

�E，¦$“Z[dgWÊ”[�rÊI，¦�9“�n4I”，瑒瑧¦FsÐ÷�

$�a®fI。�/T[((��，I´m�，û�s�Ehds«H。Æw

�（１００７—１０８８）《I_ÊI》X{：“�½jR�Z，Â�ds64SwoÈõ

dI，Xä5ÉfíOm���。Qu¬w�¤�N，¼%#N《W�》、�»

´2《uóh》，hÐÊg�QÎf$5�。�ÞîI，åsg¶dI_ºÉ�

�，çu'ÑT�¾táõôp]n，jÌP$+I，ç'�d。”瑒瑨eÆîÒ'

Ôh《%Z》“i�r2y、&]û�，ÄCg�，\ûDh”，瑒瑩h《̧ _¢h》

“]��r�^，��sÌIé，w�#�ÉÀbce"dô，�gÂ�，\

ûÊh”。瑓瑠 êë«Ê�Yû�ÄCgA，A�g�，«_�d。|P¡Á\，

Æ�Âç，�/���zûÛù，__RÈîv·AQ_m。´ð��Tg

n：“‘«Ê’ü^!WD#[ü~。”瑓瑡�>�（１９１３—２０００）¾W��¬«Êõ

_I：“êë$ä»|¦�[û,，�h�Yrsû®Þ[�üÊh，QWYû

Ï¾yße[I^。XRmç$WY,A$#，N"[¸{�û®[°ÈR

ÀìÂ�h�î。”瑓瑢

Dü(�Y«Êzûf4�~¾yöz([�:ç*，ûûbb�Y$

ÍZw�Y。Æ《̂ ¢¾]》dû�8L�h：“;w�zÝXë¤sjWI}

�Â�、7誤Oè，°Q|!fÎÛ�，çüS5D，C$《¾]》，WN�s�

�，Zw�ÈQ�。”瑓瑣eÆÊË�o|《ì_�«》[ûû{X：“õõÊ«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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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瑧
瑒瑨
瑒瑩
瑓瑠
瑓瑡
瑓瑢
瑓瑣

GÂ£#µ：《#nÔIY�.yZ》（�«：�«�r+N，２００２É），( １７９—１８０。
w�：《I_ÊI》（$Â：T華S>，１９８０É），( １。
´ÉY：《îÒ$StC》，( １０３６。
´ÉY：《îÒ$StC》，( １１９７。
��T：《¢W«ÊÔI�L¬ÔI[4m》，《LM�ör+±@�I》２００３É) ３J。
�>�：《́ hº》（]K：]K#%r+N，１９９８É），( １１９。
8L：《̂ ¢¾]》（$Â：T華S>，１９９７É），( １。



·，�g¿Q\d，5´�Ý"，hAzEÀ，_Ü�í。”瑓瑤Íû'��|《£

�》$“s�¶áT，́ j(]，fgÊu，Ú£v�Ñ，̈ -¾)，5bc(]，

´gWf，Q�n°M®f¬V。�Q2nd，»½hÆÂz�，y6*2�

W，ü"sOR。çÃdä‘£�’，Zw�Y。”瑓瑥P`ûû《-Ü�î》»_

_Y“¦½h"y，¦Ãh�)，Ú8´L«d”。瑓瑦 �¦Yw#$¹，Æ<=

v�：“sÌûÔI，fÊg�Â，!w$p¹”，瑓瑧ÇY_{：“�s´Ed

®，_�w#V$¹”。瑓瑨 v�nIÄm，û�zû«Êbb�$Zw�Y，A

¾“öÄ”，W*Y�«:nÀÙ�起“.Zd�”[)¡。

�]go，ì «ÊQûû�W$zå[N"�/，Ä/W¸{[±g，

�Tsåb、U6[æç，|tË，]�ãr，��;�Ô{。zi$IdT，Â

rµÝ，+ÄAH，Q�fÍ<ÄWj“�È”[[\，Ò°r�+=«Êg{

[[µ.y，ÞYÊhåb<ÄW[�Èdû，_Y��ÄÄj�Z{e[9

~，Y$NyÍ«Ê¾Ä/~ì][Lp�廣p。|�,U~åb�/Ä/

~¾±4[#!çÞ$X�«Êzûð)Íµ[Y�to。

（作者：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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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û'：《£�》，《"&#ÐÑîÒ$S》（#$：#§,-&S'，１９８６ É），Ó ８６４，
( １０５。
P`：《-Ü�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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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書

l�d：《Ò�ºWh》，《��«ÊÔIm》。]K：]KLMr+N，２００１É。

Ý¯�：《�[×Â：$�sÌ[Y�rEjç*》。]K：]KLMr+N，２０１３É。

ªÐô：《TaÔIc�"》。]K：]Kù�Sa，１９９４É。

´ÉY：《îÒ$StC》。$Â：T華S>，１９９７É。

-.：《Io\Ü》。$Â：T華S>，１９８１É。

£25：《«Ê#(¢》。]K：]KLMr+N，１９７９É。

ßÒë：《þúfÊ》。$Â：T華S>，１９８５É。

Ñ"：《(gg�》。$Â：T華S>，１９８３É。

Íû'：《£�》，《"&#ÐÑîÒ$S》，Ó ８６４。#$：#§,-&S'，１９８６É。

w�：《I_ÊI》。$Â：T華S>，１９８０É。

�1：《Dü C«———Kÿ«�DWh》。]K：B¶�r+N，２０１１É。

MÛÄ：《�¬«ÊÔIÜh》。OÂ：��r+N，２００８É。

ÊË：《ì_ù«》，《$�«Ê（)0D）》。��：âr+N，２０１２É。

8L：《̂ ¢¾]》。$Â：T華S>，１９９７É。

)TM：《8w_�》。]K：]KLMr+N，１９８９É。

ÇY：《i,D》，《$�«Ê（)îD）》。��：âr+N，２００８É。

Ê：《Ê�》。$Â：T華S>，１９８３É。

£#µ：《#nÔIY�.yZ》。�«：�«�r+N，２００２É。

!Î：《$P\》。]K：L�#�r+N，１９５７É。

[<á�}：《0�ÔIm》。]K：]K#%r+N，２００９É。

黄SÁ：《黄SÁ$�》。5s：îº�r+N，２００１É。

>Ô：《̄ ¥õh》，《��«ÊÔIm》。]K：]KLMr+N，２００１É。

>Ë�：《V»■s]�Ê》。$Â，,-&S'，１９３９É。

黄1D：《�»R�+》。OÂ：OÂ�r+N １９９８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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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hÀ》，《$�«Ê（)ìD）》。��：âr+N，２００６É。

�>�：《́ hº》。]K：]K#%r+N，１９９８É。

�»R：《�»R$�》。$Â：T華S>，２００１É。

�»R：《uóh》，《$�«Ê（)üD）》。��：âr+N，２００３É。

�»R：《uóh》。$Â：T華S>，１９８１É。

Ï�：《Io2í�》。^ù：黄áSN，２０１０É。

Ï�：《Ï�É�》。$Â：T華S>，１９８２É。

Ïj：《8º5\》。$Â：T華S>，１９８２É。

²�：《�0¬«ÊO"》。$Â：T華S>，２００９É。

P`：《-Ü�î》。$Â：T華S>，１９８３É。

二、論文

4U：《�»R«Ê〈uóh〉[jÛ��j#化AU》，《5ÜÌN"rU�ú�I》２０１６ É

) ３J，( ３５—３７。

4ËÌ：《〈Io\Ü〉、〈8k«Ê〉#~�AU/0》，Ì�ë¹�Ís"#，２０１７É。

4Op：《〈Io\Ü〉O"》，《#化zµÁp/0》２０１７É) １J，( ５４—５８。

!ãv：《×LÄõ[åb："〈uóh〉[~fz"�«ÊZAU》，《KO��I（6#N

"ó�+）》２０１８É) ３J，( ９２—１０１。

!ãv：《×LÄõ[åb："〈uóh〉[~fz"�«ÊZAU》，《KO��I（6#N

"ó�+）》２０１８É) ３J，( ９２—１０１。

1IK：《)C·n諍·uó———�»R〈)C*〉、〈uóh〉T[諍Ôj-Ý》，《#�j#

化》２０１３É) ２J，( ８１—９５。

^é#、Êï：《�s0�!〈Io\Ü〉[¸Bæç———òWíì�!〈Io~�\Ü〉[í

à[》，《OÂë¹�#�ú�I》２００２É) ４J，( １６３—１６７。

>Km：《�»R〈�üÉÀ〉j〈fS〉、〈uóh〉d��———òW�»R〈�üÉÀ〉[û

û》，《#�ûí》２００９É) ６J，( ３４—４４。

��T：《¢W«ÊÔI�L¬ÔI[4m》，《LM�ör+±@�I》２００３É) ３J，( ２—４。

³ë�：《〈Io\Ü〉：Y�¿HjSû\5》，《*¯》２０１６É) ３J，( １６１—１６５。

³ë�：《〈Io\Ü〉：Y�¿HjSû\5》，《*¯》２０１６É) ３J，( １６１—１６５。

õÂ：《>"〈uóh〉�〈�aZ.〉[PjWP》，《&p#�（�=n）》２０１４ É) ４ J，(

２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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