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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智群 * 

 

 

摘要 

 

 

平淡，宋人有意追求的詩境，也是論及梅堯臣詩風的重心，然而面

對中年喪偶的死別，生命消逝的哀慟，如何平淡？在宋詩尚素的創作意

識下，何以抒情？本文即以此作為問題的起點，考察梅堯臣二十餘篇的

傷悼之作，結合悼亡詩的傳統，釐清其通與變的進展情況，提出梅氏以

「意脈的暢達」、「追憶的點染」及「虛實的張力」等表現手法，使其悼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建議，獲益良多，

特此致謝。 

本文收稿日期：2013年 6月 25日；審查通過日期：2013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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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詩在承繼前人之餘，開創出個人的抒情特點。 

 

 

關鍵詞：悼亡、梅堯臣、抒情、表現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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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rence in meaning, Recollection as the 
theme, and Changing between reality and 

imagination──On Mei Yaochen’s Mourning 
Poems of lyrical characteristics 

 

 

Huang, Chih-Chun 

 

 

Abstract 

 

 

Pingdan, or simplicity and plainness, is the ideal of the artists, 

including Mei Yaochen, in the Song Dynasty. However, how could an 

artistic remain plain or pedestrian in his works in the face of 

bereavement and deaths of his loved ones?  Based on this research 

question, this study set out to investigate over 20 Mei’s mourning 

poems and analyzed how Mei Yaochen continued and transformed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mourning poems and expressed his affectio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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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own literary techniques such as—coherence in meaning, 

recollection as the theme, changing between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Keywords：mourning, Mei Yaochen, expressing affection, technique of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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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意、追憶與虛實 

──論梅堯臣悼亡詩的抒情特點 

 

 

 

黃智群 

 

 

一、前言 

 

 

  論及宋詩特色，多與唐詩相較，前者以理趣見長，後者以情韻取勝，

如吉川幸次郎認為宋調異於唐音的重點在於「悲哀的揚棄」，1龔鵬程則指出

宋詩以「知性的反省」為其基本風貌，與唐詩偏於「情感的浸潤與擴散」

判然有別。2然而，宋人並未否定緣情的傳統，「詩者，人之情性也」3，是

1〔日〕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社，1977年），頁 32。 
2 龔鵬程：〈宋詩的基本風貌：知性的反省〉，見《文學與美學》（臺北：業強出版社，

1986年），頁 183-184。 
3〈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見劉琳、李勇先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

出版社），第二冊，頁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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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藻飾的去取、情思的起落間發展新的美感取向與規範，換言之，則是於

「表現」的論述、實踐上不必亦步亦趨，一味「複製」前人的足跡。 

  被譽為宋詩「開山祖師」的梅堯臣對此則言：「詩本道情性，不須大厥

聲。方聞理平淡，昏曉在淵明。」4點出詩應收斂浮聲麗彩，寧靜其表而內

蘊深厚的情感，遂令後人開展出「不大聲色」的詩學理論。5平淡，宋人有

意追求的詩境，也是談及梅堯臣詩的論述重心，其中的「悼亡」詩作值得

我們關注，一是此題材在梅集中占有一定比例，且有意成為一系列的作品；

二是就創作量而言，共二十餘首悼亡詩，6是北宋最多產的作家，有其代表

性；三是中年喪偶、哀悼亡妻的死別，最具情感性與個人性，更可由此角

度觀看宋詩別於前人的美感特質。 

    目前雖有數篇論著，然而似有可再開展的空間，7因為，倘若以悼亡詩

4 〈答中道小疾見寄〉，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臺北：源流出版社，

1983 年），頁 293。本文的梅詩皆引自於此，為免繁雜，之後僅標註頁數，不另行附

註。 
5 詳見劉正忠：〈不大聲色：宋代詩學的表現理論〉，收於《宋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年），頁 559-598。 
6 本文採廣義的悼亡概念，因此不限於以「悼亡」為題，而是包含描寫喪妻之痛，對亡

妻的思念與懷想之詩作。梅氏悼亡詩的寫作時間與作品請見〈附錄〉。 
7 如張健〈梅堯臣的悼亡詩〉，針對數首作品進行串講，較屬賞析的性質，見《宋代文

學研究叢刊：第三期》（高雄：麗文文化，1997 年），頁 257-265。大陸部分有王淮

喜、陶廣學、盧瑞彬、萬豔紅等人的論著，皆是將梅氏悼亡詩的內容進行分類，並簡

述其特色，使人能窺其梗概，分見王淮喜：〈伉儷之悲 斷腸心碎──梅堯臣悼亡詩敘

議〉，《湖北教育學院學報》第 7期（2007 年），頁 6-7；陶廣學、盧瑞彬：〈梅氏

悼亡詩的平淡邃美及其倫理文化意義〉，《社會科學論壇》第 2 期（2008 年），頁

105-107；萬豔紅：〈此恨不可窮 悲淚空流枕──論梅堯臣悼亡詩的創作內涵及抒情

藝術〉，《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第 9期（2009年），頁 47-48。另有胡旭的《悼

亡詩史》，梳理出自先秦至晚清的中國悼亡詩發展脈絡，針對代表詩人做具體的藝術

分析，梅堯臣亦列於其中，深具參考價值，見胡旭：《悼亡詩史》（上海：東方出版中

心，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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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多深情而言，平淡似乎是相背反的概念，令我們不禁要探問：在生命消

逝的深沉哀慟中，如何平淡；在宋詩尚素的創作意識下，如何抒情？欲討

論這項議題，則須先釐清梅堯臣「平淡」的詩學主張，並梳理悼亡詩的發

展脈絡，挖掘足以作為參照的對象，以呈顯梅氏悼亡詩在表現手法上的承

傳與創變，進而歸結出創作實踐上的抒情特點。 

 

 

二、詩的「悼亡」與「平淡」 

 

 

（一）悼亡詩的傳統 

 

悼亡，顧名思義乃是追念死者，文學中的表現可遠溯《詩經》，〈邶風‧

綠衣〉描寫詩人透過一套葛布做的綠衣黃裳，想起已逝世的妻子，開啟了

睹物思人的追悼模式；〈唐風‧葛生〉的前二章寫喪偶者的葬身之地，營造

出一種晦暗的氛圍，第三章轉換空間，寫臥室中的寢具、陳設，然而無論

身處何處，出現的都是生者孤獨悲傷的形象。四、五章則以晝夜流轉、寒

暑更迭說明喪偶的日子漫長難度，於是最終發出願早日至地下與妻子相聚

之感嘆。8觸景生情、哀思難忘易獲得共鳴，描寫模式也被後代詩人承繼。 

  然而，詩三百雖有悼亡作品，但詩歌冠以「悼亡」之名，實自西晉潘

8 關於這二首詩歷來的詮釋，可參裴普賢編著：《詩經評註讀本（上）》（臺北：三民書

局，2001年），頁 63-64、27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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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始。他的〈悼亡〉三首章法大體相同，從歲月的流逝寫起，歷述亡妻的

遺物遺跡，並由追憶的沉溺衍生幻覺，最後回到現實，抒發煢然獨立的悲

傷。書寫的重心主要放在詩人身上，表現無窮盡的追思。 

  至唐代韋應物的悼亡之作出現，則添入了亡妻的形象，增加了彼此曾

經一同生活的切片，尤其通過描寫子女的感受及表現，來傳達傷悼之情是

其特出之處；韋應物後，將夫妻間日常瑣事寫入悼亡詩中，已成詩家慣例，

元稹的〈遣悲懷〉三首則加強了敘事性，詩中幾個生活場景環環相扣，並

以時間為序，寫其妻從幼時的富貴嬌女，下嫁詩人後的飢寒交迫，至妻子

亡故後詩人的傷感，詳盡真切。此外，元稹也透過夢境來悼念妻子，折射

出現實生活的淒惶。9 

  悼亡詩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確立了追悼的對象乃是妻子，但詩題並

不侷限於「悼亡」二字，〈悼室人〉、〈傷逝〉、〈遣悲懷〉等亦是追悼亡故之

妻的作品。因此，本文在選擇梅氏悼亡詩上，除了標明悼亡的作品外，懷

想、追憶妻子，或因喪妻而哀慟的篇章，由於屬於同一類型，故將納入討

論範圍。 

  傳統悼亡詩累積了眾多題材及慣用的內容，不外乎是寫詩人自身的悲

痛，描繪亡妻的德行之美，或是藉由居處、墓地及遺物來懷想亡者，以及

用夢為題抒發悲情。是以，欲探究宋代梅堯臣的悼亡之詩，則應轉換焦點，

進而關注其表現的手法，是如何達到平淡的詩境；換言之，不是表現什麼，

而是如何表現的問題。 

9 以上參自胡旭：《悼亡詩史》，頁 1-8；蔣寅：〈悼亡詩寫作範式的演進〉，《安徽

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期（2011年），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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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梅氏的平淡詩學 

 

  「平淡」一詞是談及梅堯臣詩常見的論題，卻多偏向「風格」之詮釋，

以致產生爭議，如宋之朱熹批評梅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10近人錢

鍾書說其詩：「『平』得常常沒有勁，『淡』得往往沒有味。」11其實歐陽修

在〈梅聖俞墓誌銘〉中所作的評價已說得清楚： 

 

其初喜為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

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
12
 

 

清麗、閒肆、平淡和雕琢、怪巧、老勁並存，「辭非一體」點明了梅詩具有

多樣的風格，且今存梅詩有二千多首，亦無須一一比對或尋出反例，因為

本文並非欲舉其詩作以證其風格平淡，而是在確立了相對於濃、麗、奇的

平淡，乃是梅氏、宋人們心中詩美之極境的前提下，13觀察其創作實踐，是

10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 139，

頁 3313。 
11 錢鍾書：《宋詩選註》（臺北：木鐸出版社，1984年），頁 16。 
12 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 33，

頁 497。 
13 梅堯臣云：「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845）；歐陽修

認為：「古味雖淡醇不薄」（《歐陽修全集》，頁 2）；蘇舜欽亦云：「不肯低心事鐫

鑿，直欲淡泊趨杳冥」（《蘇舜欽集》〔臺北：河洛出版社，1976年〕，頁 17）；王安

石提出好詩應該：「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王安石詩集》，收於《王

安石全集》下冊〔臺北：河洛出版社，1974年〕，頁 200）；蘇軾標舉：「發纖穠於

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蘇東坡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後集，頁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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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趨向此一理想，又或是在追求的過程中，是如何的「唯造平淡難」。 

  於是接下來，我們便須探詢「平淡」在梅氏心中的意涵，關於此項討

論，學界成果甚豐，14本文認為莫礪鋒先生的說法可視為最基本的理解，他

認為平淡最初指的是辭句簡樸、思慮平夷，如鍾嶸《詩品》對玄言詩的評

語，後經唐代王維、韋應物等詩人對陶淵明的承繼，而表現出「高雅閒淡」

之詩風，平淡漸趨為被認可的美學。透過梅堯臣的詩論，如「因吟適情性，

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刺口劇菱芡」（〈依韻和晏相公〉，頁 368），「作

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既觀坐長嘆，復想李杜韓」（〈讀邵不疑學士詩

卷，杜挺之忽來，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輒書一時之語以奉呈〉，頁 845），

指出梅堯臣所謂的平淡，不僅僅是王、韋所代表的淡泊閒遠，而是一種爐

火純青的藝術境界，易言之，則是把心中激情烈響寓之於閒淡語氣，即蘇

軾所言「質而實綺，臞而實腴」15，乃陶淵明之絕詣，但並不意味著只能做

「田家語」，而是日常所見之景，眾人所皆有之情，都可藉由質樸的文字娓

黃庭堅推許杜甫夔州律詩：「平淡而山高水深」（《豫章黃先生文集》〔臺北：商務印書

館《四庫叢刊》本，1979年〕，頁 201），足見崇尚平淡，視之為詩歌的審美理想，

乃有宋一代的共識。 
14 例如：法‧余蓮著，卓立譯：《淡之頌：論中國思想與美學》（臺北：桂冠出版社，

2006年）；程杰：《北宋詩文革新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七章，

頁 146-179；黃美玲：《歐、梅、蘇與宋詩的形成》（臺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

第五章，頁 125-172；李貞慧：〈「平淡」文學觀的歷史發展──自漢至北宋中期的考

察〉，《蘇軾「意」、「法」觀與其「古文」創作發展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

所博士論文，2002年），頁 464-509；謝佩芬：《北宋詩學中「寫意」課題研究》（臺

北：臺大出版中心，1998年），頁 114-154；蕭淳鏵：《北宋「平淡」文學觀之研究》

（臺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1年）；莫礪鋒，〈論梅堯臣詩的平淡風格〉，

《唐宋詩歌論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 223-237；韓經太：〈中國詩學

的平淡美理想〉，《中國社會科學》第 3期（1991年），頁 173-192。 
15 〈與蘇轍書〉，《蘇東坡全集》，續集卷三，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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娓道來，可是又不僅止於此，而是又融入了韓、孟詩中苦澀、勁峭之元素，

使得各種情感內蘊，用一種經過錘鍊的平和語言表現出來，試圖開闢新的

詩歌境界。16綜上所述，或許我們可以說梅氏所追求的平淡詩美，在語言上

是去除了雄奇、典雅的文字，題材上則將目光投注於日常，情感面則是率

性達真、出於肝膽，以揉合出一種讀之而有餘味的詩歌美學，亦因為這是

理想之境，所以無法一蹴可幾，而是要不斷的摸索、嘗試，因此一種「漫

然隨意、平實無華的寫作態度」17也就於焉而生。 

  梅氏的悼亡詩集中於慶曆四年至八年間，觀察其創作現象，似乎越接

近妻子歿世的詩篇，則悲慟愈深，文字餘味較少；時間越後，則多思念懷

想，委婉中韻味較多；而在這一近一遠之間，夢境反覆的出現，詩人欲以

變形的時空與亡妻相見，以解心中之思念。因此，本文擬從三個面向：語

言運用的直接暢達、對往事追憶的頻繁點染、現實與夢境的交相對映，結

合其平淡的詩學主張，具體指出梅氏悼亡詩表現手法中的抒情特點。 

 

 

三、意脈的暢達 18 

16 參自莫礪鋒，〈論梅堯臣詩的平淡風格〉，《唐宋詩歌論集》，頁 223-237。 
17 程杰：《北宋詩文革新研究》，頁 173。 
18 「意脈」一詞援自葛兆光《漢字的魔方》，指的是：「詩歌意義的展開過程，或者換

句話說，是詩歌在人們感覺中所呈現的內容的動態連續過程。」見氏著：《漢字的魔

方》（香港：中華書局，1989 年），頁 44。宋人作詩「重意」，如吳喬《圍爐詩話》

云：「宋人作詩，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達。」創作的意識自然影響著表現的方式，

故此處謂之「意脈的暢達」。龔鵬程亦認為相較於唐詩「意象併合」、「同時疊現」

的美感效果，宋詩獨具的表現型態則在於作者向讀者解釋事件、陳述經驗，是「我」

的感知與思省所賦予的辨識。（見〈宋詩的基本風貌：知性的反省〉，頁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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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堯臣二十六歲時與謝濤之女、謝絳之妹結婚。慶曆四年（1044）的

夏天，堯臣四十三歲，湖州監稅任滿，攜同全家前赴東京途中，路經高郵

三溝，謝氏不幸病歿。19對詩人而言，這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不久便寫下〈悼

亡〉三首抒發心底的悲慟，先看其一： 

 

結髮為夫婦，於今十七年。相看猶不足，何況是長捐。  

我鬢已多白，此身寧久全。終當與同穴，未死淚漣漣。（頁 245） 

 

以樸素的詞句道出喪偶的傷感，採用賦法，直抒其情，十七年的夫妻不僅

沒有厭倦，甚至宛若新婚般相看不足，因此一旦永訣，詩人痛哭失聲，泣

涕漣漣，認為自己兩鬢斑白，來日無多，將可與之葬於同穴。堯臣似乎無

暇顧及詩之含蓄，直訴對妻子驟逝的悲苦，我們不見一群意象的組合顯現，

使得詩歌有著微妙的意蘊，而是很清楚的將情感與意義傳達給對方。首聯

與次聯、三聯與尾聯不僅意脈相接且語序連貫，並讀之方能顯示意味，這

是梅氏悼亡組詩的特色。次看其二： 

 

每出身如夢，逢人強意多。歸來仍寂寞，欲語向誰何。  

窗冷孤螢入，宵長一雁過。世間無最苦，精爽此銷磨。（頁 246） 

19 梅堯臣之生平，除參閱《宋史》，主要依據朱東潤：《梅堯臣傳》（北京：中華書局，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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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句亦是散文式的敘述，說明妻死之後，出門恍惚如夢，逢人只能勉強

寒暄，返家則寂寞難當，無人可談心訴苦。五、六句的孤螢、一雁象徵自

身的寂寥，窗冷、宵長則營造出陰暗、淒冷的意象，有物色與情意相互引

生的效果，但詩並不止於此處，作者仍現身直言最苦之處在於喪妻，使得

心靈受盡煎熬。再看其三： 

 

從來有脩短，豈敢問蒼天。見盡人間婦，無如美且賢。  

譬令愚者壽，何不假其年。忍此連城寶，沉埋向九泉。（頁 246） 

 

前二首詩人彷彿在向逝去的妻子坦訴心中的沉痛，然第三首則改跟上蒼對

話，雖承認人之生命長短有定數，但心中的遺憾是無法掩飾，於是向老天

詰問為何不肯多給妻子一些壽數，最後更進一步逼問蒼天，如何忍心將此

難得的女子深埋於黃泉。詩中我們不見什麼艱澀的難詞、典故，甚至直率

的說妻子「美且賢」，陳衍在《宋詩精華錄》中對此評曰：「情之所鍾，不

免質言。雖過，當無妨也。」20這樣的「拙句」雖失去了含蓄的美感，卻使

語言轉向對「意」的傳遞，這是梅氏「平淡」觀下寫作態度的實踐，如程

杰指出：「不求深意，不必好句，實話實說便敷衍成篇。梅詩多老實話、嘮

叨話、多疏漫語、淡拙語。」21〈悼亡〉三首正看出梅氏在詩歌創作上的特

點。 

20 清‧陳衍評選：《宋詩精華錄》（南昌：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 31。 
21 程杰：《北宋詩文革新研究》，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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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堯臣的〈悼亡〉三首自然令人聯想到潘岳的創作，就悼亡詩的傳統

來看，自潘岳的〈悼亡〉確立此文學類型後，組詩的運用成為傷悼之作常

見的形式，如江淹〈悼室人〉十首、元稹〈遣悲懷〉三首、韋應物〈悼亡〉

十九首等，梅堯臣與之相比如何後出轉精，表現有所區隔？六朝潘岳的〈悼

亡〉三首多以時空的推移、轉換來編織對亡妻的回憶及悲痛之情，如其一

言賭物思人及孤獨的驚惶，其二言人去室空的淒涼之狀，其三言臨望墓墟

的惆悵，在詩中大量運用了情景交融的表現手法，像是三首的開篇皆是以

時光流逝的蒼茫與環境、物象來渲染悲傷的氛圍：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  （其一）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其二） 

凄凄朝露凝，烈烈夕風厲。……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其三）
22
 

 

潘岳將景物、情思相互融合，使讀者籠罩在無盡哀傷的情調中。若我們細

品〈悼亡〉之二，更可以發現彼此在抒發「哀慟」之情的差異： 

 

……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盻

枕席，長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

覩爾容。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胸。霑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

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上慚東門吴，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

22 見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頁63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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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志難具紀。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
23
 

 

「豈曰」二句承接之前的「涼風升」、「夏衾單」，表面意思是誰來與我共度

嚴冬，但重點不在外面的冷寒，而是心有寒意，外在的時節可比作人生的

谷底，無人能分擔內心的憂傷、挫折。「朗月何朧朧」對照首句「皎皎窗中

月」，外在的月其實未變，而是詩人內在情緒的翻騰，淚眼望見月光以致朦

朧。其次，詩人以空床、清塵與悲風，再度渲染悲戚的氛圍，並用「齊人

少翁設帷帳招魂」的典故，點出詩人的思念之深。由於過度悲傷，無法壓

抑而引起心海的奔騰，導致出現對亡故者仍「目存形」、「音在耳」的精神

渙散之態，但詩人亦警覺到自身陷溺於悲哀，於是說出愧於東門吳、莊子

的達觀。想記下哀傷之情，但心緒難以理清，面對命運如此的安排，只能

徒呼無奈。 

  整首詩可見到作者巧思安排，層疊遞進，細密曲折，「淚眼」、「孤單」、

「思念」不直接道出，而藉由時節的轉換、今昔的對照，以及景境的營造

與用典，表達哀慟之意。相較之下，梅堯臣的詩少見形象物色，亦無情景

意境，而是以口語出之，但非隨意敷衍，細察之仍可見經營的痕跡，如用

對比的方式：「不足」、「長捐」、「已多白」、「寧久全」、「每出」、「歸來」等，

形成了特殊的張力；或是在句意連貫上綿密絲連，如「結髮」、「鬢白」、「同

穴」，以及「寂寞」、「無語」、「孤螢」等，傳達對妻子的眷戀與自身的哀嘆。

相較於潘岳之詩，梅氏的〈悼亡〉直抒胸臆毫不假借，有意的散文化而形

23 同前註，頁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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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種簡古的風格。24 

  再看唐代元稹的〈遣悲懷〉三首，文藻與表現的方式與潘岳極為不同，

採取的是隨物賦形，文思構築是單向而直貫的，梅堯臣的創作則較接近於

元稹。整組詩則可看做是元稹妻子韋叢一生的縮影，試引其一： 

 

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

金釵。 

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

營齋。
25
 

 

首聯引用典故，以東晉宰相謝安最寵愛的侄女謝道韞借指韋氏，以戰國時

齊國的貧士黔婁自喻，其中含有對方屈身下嫁之意。「百事乖」，是對韋氏

婚後七年間艱苦生活的簡括，用以領起中間四句。妻子費盡心思為丈夫做

衣，用金釵換錢替丈夫買酒，平時只能食野蔬卻甘之如飴，依靠古槐落葉

以作薪炊，見其吃苦耐勞，活畫出賢妻的形象。尾聯，詩人從追憶中突然

驚覺，發出無限抱憾之情：而今自己雖然享受厚俸，卻再也不能與愛妻一

道共享榮華富貴，只能用祭奠與延請僧道超度亡靈的辦法來寄託自己的情

思。出語雖然平和，內心深處卻是極其淒苦。〈遣悲懷〉之二、三的思路與

24 柯慶明在討論宋詩的美感特質時，舉梅堯臣詩〈蕪湖口留別弟信臣〉以點出這樣的創

作意識與表現手法，與此處頗為相類。援引自柯慶明：〈試論漢詩、唐詩、宋詩的美

感特質〉，《中國文學的美感》（臺北：麥田出版，2000年），頁 242-244。 
25 見唐‧元稹著，周相錄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2011 年），卷 9，

頁 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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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流程與之一是一脈相通，元稹以敘事結合抒情的手法，形成特有的哀

悼風格。 

  梅堯臣顯然承繼了元詩俊朗直率、淺切通暢的特點，但相較之下，堯

臣的悼亡組詩用五言更為凝鍊，且採古詩的形式比起元稹的七律，不用典

故、不設對仗，更感情真意切。梅氏不在聲色上刻意營求，26則能與其「平

淡」觀有所聯繫，因為「如果創作者著力於組織華麗、雕刻精美的文詞營

造，當讀者閱看作品時，他的注意力將會置放在字詞語句的解釋、欣賞上，

勢將因而忽略主體蘊藏在文詞之內的感思訊息」。27雖然他的目標是要「含

不盡之意」，似與〈悼亡〉三首的淋漓宣洩有所距離，但這是詩人在邁向實

踐文學觀的嘗試之路，自然難臻於理想，或許新滋味無法不斷生發，但「意」

的傳達卻是未曾減損。 

  梅堯臣的〈淚〉詩，雖未言是悼妻之作，但〈悼亡〉三首之後，便寫

下了這首詩，創作的時間相近；「日夜自涓涓」、「愁腸苦」、「白髮」等用詞

與〈悼亡〉組詩的「淚漣漣」、「鬢白」相類，因此可視為悼亡之作。只是，

此詩除了「意切」的表現外，更值得關注其意象的運用： 

 

平生眼中血，日夜自涓涓。瀉出愁腸苦，深於浸沸泉。 

紅顏將洗盡，白髮亦根連。此恨古皆有，不須愚與賢。（頁 246） 

 

26 此處的「聲色」係指對於詩文的藝術經營，如聲者講求疾徐、剛柔；色者講究煉字造

句與隸事，所謂「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聲色之間」，詳參清‧姚永樸：《文學研究

法》（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頁 144-157。 
27 謝佩芬：《北宋詩學中「寫意」課題研究》，頁 150。 

                                                



 

 

 

 

 

 

 

 
18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25 期（2014 年 3 月） 

 
 

 
 

前六句突顯因喪妻而受到重挫的身心，然作者並非信筆寫來，而是可見其

錘鍊之功。如首句捨棄前人常用的「淚」，而用「血」字，令人怵目，連接

後面的日夜涓涓，強烈的傳達詩人無法止息的痛楚。之後，更逐步加深喪

偶的苦痛，延續著前面的意象，詩人用一「瀉」字，彷彿內心的憂愁都藉

由「眼中血」而宣洩，且已不只是涓涓不停，更是深於沸泉，足見愁苦之

多；於是，原先青壯的容顏被這無止盡的血淚給洗盡，衰老的象徵──白

髮自然接著出現，只是用了「根連」的意象，永遠無法除去一般，那喪妻

的憂苦已根深蒂固在詩人身上，使其備受折磨。 

  不過，詩人所凝視的並非是情緒的最高點，詩作的最後乃用道理來化

解上述深刻而驚心的痛楚：自古至今、無論愚賢，皆有喪偶之痛，則我亦

能稍加釋然，如此的寫法或可為宋調的先聲。天聖九年（1031），梅堯臣任

河陽縣主簿，距洛陽甚近，當時西昆詩派的首要人物錢惟演留守西京，特

嗟賞之，《宛陵文集》中的部分詩作亦可見到受其影響。然而十年過後，北

宋詩文已走上革新之路，力矯淫巧侈麗的晚唐風調，同以〈淚〉為題的詩

歌，《西崑酬唱集》亦錄有數首唱和之作，如錢惟演所寫：「鮫盤千點怨吞

聲，蠟炬風高翠箔輕。夜半商陵聞別鶴，酒闌安石對哀箏。銀屏欲去連珠

迸，金屋初來玉筯橫。馬上悲歌寄黃鵠，紫臺回首暮雲平。」28此乃師法李

商隱的〈淚〉詩，用的是江淹〈別賦〉的寫法，一句一典，相較之下，梅

堯臣出於肺腑的悼亡詩，「剝除不必要的修飾形容，呈現最直接的感官印

象」29，在用字遣詞、意象構築、藝術表現上已展現出與營求華麗的西崑體

28 宋‧楊億編：《西崑酬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 125。 
29 謝佩芬：《北宋詩學中「寫意」課題研究》，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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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的面貌。 

  通過書寫子女的感受、動作來傳達自身對亡妻的傷感與悼念，唐代詩

人韋應物是開風氣者，如〈出還〉：「悽悽動幽幔，寂寂驚寒吹，幼女復何

知，時來庭下戲」，幼女無知的歡樂與喪妻之痛形成鮮明而尖銳的對照，感

情越加悲苦；〈送終〉：「童稚知所失，啼號捉我裳」，描摹子女知其喪母的

形象，生動且令人鼻酸，從而襯托出詩人的中腸鬱結；〈往富平傷懷〉：「今

者掩筠扉，但聞童稚悲。丈夫須出入，顧爾內無依」，烘托出亡妻孤兒的淒

清之景，暗示自己難以言說的痛苦；〈傷逝〉：「單居移時節，泣涕撫嬰孩」，30

單居點出了喪偶的事實，本已悲苦難耐，卻仍須撫慰子女，哀憐其如此幼

小便失去母親的照顧，不禁思念亡妻而涕淚長流。另外，還有李商隱的〈房

中曲〉：「嬌郎癡若雲，抱日西簾曉」31，則藉由描寫孩子的無憂無慮，仍在

酣睡而全然不覺失母之悲，以樂景帶出哀情。 

  相對於韋詩中反覆渲染兒女的哭啼襯出心中悲悽、李詩以「幼不知哀」

反襯悼亡之痛，梅堯臣則以平凡瑣碎的生活，像日記般的表現手法，在今

昔對照下，哀憐子女喪母缺乏照顧的狼狽，帶出己身失偶的悲情，如〈正

月十五夜出迴〉： 

 

不出只愁感，出遊將自寬。貴賤依儔匹，心復殊不歡。漸老情易厭， 

欲之意先闌。卻還見兒女，不語鼻辛酸。去年與母出，學母施朱丹。 

今母歸下泉，垢面衣少完。念爾各尚幼，藏淚不忍看。推燈向壁臥， 

30 以上詩句分見唐‧韋應物著，孫望編：《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北京：中華書局，

2002年），卷 3，頁 135-139。 
31 唐‧李商隱著，馮浩箋注：《玉谿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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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腑百憂攢。（頁 268） 

 

正月十五是團圓的日子，但與妻子卻天人永隔，愁苦無法驅散只好出遊以

求自寬。然而所見皆有伴侶相隨，心中的鬱悶更為難解。於是返家，見到

兒女想起與其血脈相連的妻子，忍不住悲從中來，去年妻子尚在，孩兒能

學母親施丹抹粉，可是現今失去了母親的照料，年幼的孩子蓬頭垢面、衣

衫破爛，憐傷之情油然而生。但在子女面前，做為父親的詩人不能輕易的

落淚，只能在心底不斷地累積著無限憂傷。梅堯臣在此詩收起了直露的哭

嚎與呼喚，從子女的身上抒發對妻子的悼念，刻意從平凡事物中發掘不平

凡的措意，如〈秋日舟中有感〉一詩，便有「兒嬌從自哭，婢騃不能呵」、

「弊衣留暗垢，殘藥恨沈痾」的父子乏人照顧的困頓，另外亦曾寫下幼子

秀叔因謝氏死後長期無人照料，多日不能沐浴，滿頭蟣蝨之狀：「蒸如蟻亂

緣，聚若蠶初出。鬢搔劇蓬葆，何暇嗜梨栗。」32表面上雖是憐憫孩子，但

追索其因，根本上仍是藉此悼念妻子的病亡，雖然擇題選材被批評為「臭

腐」33，但不嫌俗惡的嘗試著實開拓了悼亡詩的新角度。此外，梅堯臣亦歷

經喪妻復喪子的巨大變故，於是雖命名為〈悼子〉，但實為母子同悼，詩中

同樣的是捨典故、意境，而講求意脈暢達： 

 

舟行次符離，我子死阿十。臨之但驚迷，至傷反無泣。款定始懷念， 

內若湯火集。前時喪爾母，追恨尚無及。邇來朝哭妻，淚落襟袖濕。 

32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349。 
33 朱東潤：〈梅堯臣詩的評價〉，《梅堯臣集編年校注‧敘論一》，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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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復夜哭子，痛併肝腸入。吾將仰問天，此理豈所執。我惟兩男子， 

奪一何太急。春鳥獨蔓延，哺巢首戢戢。（頁 286） 

 

《文心雕龍》云：「辭之所哀，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慟。」34稚子

的夭折除一般的傷逝之外，更令人憾其無辜，猶在天真未鑿的階段，竟遭

受天之重罰而喪命，足見詩人的愴痛，尤其是在妻子身亡後不久之事，更

使得梅堯臣肝腸寸斷，不免發出對天理的詰問，將究責指向上天，無法理

解祂的裁斷。內容傳達朝哭妻、夜哭子的悲恨，誠如柯慶明所言：「反映的

正是對於美好生命的眷眷深情與無可抵拒命運之殘酷的體味」35，以詩來代

替哀辭、誄文，其本質與手法亦是盡「哀」而已。清人葉燮《原詩》評梅

堯臣云：「獨創生新，必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鋪寫，曲折累層以赴之，

竭盡乃止。……然含蓄渟泓之意，亦少衰矣。」36上述所舉的悼亡之作，以

散文句法、日常語言傳達內心的憂傷，側重對「意」的溝通，「適情性」而

不矯情詐偽，是符合其「平淡」的部分要求。 

 

 

四、追憶的點染 

 

34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龍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41。 
35 柯慶明：〈「哀」「弔」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清華中文學報》第 4期（2009

年 12月），頁 212。 
36 清‧葉燮：《原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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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亡，除了當下因壓抑不止的情感宣洩外，基本上是在寫一種懷悼之

感，若追溯「悼亡」之名，則已揭露此情感模式，據清人趙翼《陔餘叢考》

指出：「壽詩、挽詩、悼亡詩，惟悼亡詩最古。潘岳、孫楚皆有悼亡詩，載

入《文選》。《南史》：宋文帝時，袁皇后崩，上令顏延之為哀策，上自益『撫

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此『悼亡』之名所始也。」37物存人亡、景在侶

失，往往喚起對逝去之人的感懷。是以，梅氏部分的悼亡詩作則是透過時、

地、物的今昔對照，以「追憶」的表現手法來傳達內心的傷懷。 

  梅堯臣之妻卒於七月七日，是中國傳說中牛郎織女相會之期，更容易

觸動詩人的伉儷之情，因此在其妻病歿後一年的七夕寫下了此詩： 

 

去年此名肝腸絕，歲月淒涼百事非。一逝九泉無處問，又看牛女渡

河歸。（頁 307） 

 

憶起妻子亡故之際，痛不欲生，接著幼子亦赴黃泉，生活變化之巨大，令

詩人倍感孤獨。時值七夕，想到牛郎、織女尚可一年相見一次，自己卻與

亡妻相期渺渺，無限的感慨已含蓄其中。詩句寫來平實淺易，然而由於是

感懷，少了號天哭地的痛泣，多了悼念的綿綿之情。唐代李商隱在妻子王

氏去世後的第二年，閏七月，亦作了首悼亡詩〈壬申閏秋題贈烏鵲〉，相比

之下，各顯雙方之特色： 

 

37 清‧趙翼：《陔餘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卷 24，頁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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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樹無依月正高，鄴城新淚濺雲袍。幾年始得逢秋閏，兩度填河莫

告勞。
38
 

 

首句用曹操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39之典，暗喻

自身漂泊寂寥，次句用鄴下諸子自喻，傳達幕下官宦生涯的艱辛。三、四

句言今逢秋閏，牛、女一年內得以再次相會，希望烏鵲不辭勞苦，成全相

聚。表現上似乎無悼亡之意，但這正是詩人著筆的特點，如馮浩所云：「上

二句則兼失偶言之，其深處真未可輕測。」40詩人心懷鬱陶，情感的描繪較

為幽微，須細心咀嚼。近人張采田即指出：「此詩蓋初承東川之辟，又新悼

亡，故詩意隱曲，真善於埋沒意緒者，不見其淺也。」41相較於李商隱詩意

的幽深曲折，梅堯臣的悼亡詩少用典故，且側重於把情感與意義傳遞給對

讀者，使詩之意脈得以暢達，又由於妻子正卒於七夕之日，難以釋懷的悲

傷情緒則更為顯明。同樣的以佳節寄哀情，可見於梅堯臣的〈元日〉詩：「豈

意未幾年，中路苦失配。嘉辰眾所喜，悲淚我何耐。曩歡今已衰，日月不

可賴。前視四十春，空期此身在。」42這是慶曆六年的作品，距離喪妻已兩

年，在新春熱鬧的氣氛中，詩人興起的是失偶的悲哀，昔日與妻共樂的情

景已不復在，而今眾人喜於年節的到來，自己卻不禁追憶起故妻，而深陷

傷感的悼念之中。 

38 唐‧李商隱著，馮浩箋注：《玉谿生詩集箋注》，頁 456。 
39〈短歌行〉，《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349。 
40 見唐‧李商隱著，馮浩箋注：《玉谿生詩集箋注》，頁 456。 
41 張采田，《李義山詩辨正》，轉引自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臺北：

洪葉文化，1992年），頁 1200。 
42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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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寫完〈七夕有感〉不久，詩人亦因秋季的蕭索聯想起自身的煢煢

獨立，進而抒發懷想之情： 

 

風葉相追逐，庭響如人行。獨宿不成寐，起坐心屏營。哀哉齊體人， 

魂氣今何征。曾不若隕籜，繞樹猶有聲。涕淚不能止，月落雞號鳴。 

（〈秋夜感懷〉，頁 309） 

 

此詩善用「聽覺」為引線，串起對亡妻的思念。首聯寫秋風颯起，黃葉紛

飛的景象與聲響，順勢帶出三、四句的輾轉難眠，但主要的原因在於孤獨

一身，因此憶起昔日的枕邊人，現今已化為縹緲的魂魄。「齊體人」化用潘

岳〈悼亡賦〉中的「全身之半體」43，亦呼應了「獨宿不成寐」的感嘆，環

環相扣，文思縝密。隕籜在此指脫落的樹皮或落葉，繞樹仍能發出聲音，

反襯魂氣的無聲無息，傳達出與妻子永絕的事實，因此淚如雨下直至天明。

整首詩曲折有致，且娓娓訴來「不須大厥聲」而有平淡深遂之情韻。 

  因為謝氏是卒於路經高郵三溝的舟中，故地重遊之際，定令詩人有無

限的傷感，遂提筆寫詩追憶： 

 

甲申七月七，未明至三溝。先妻南陽君，奄化向行舟。魂去寂無跡， 

追之固無由。此苦極天地，心瞀腸如抽。泣盡淚不續，岸草風颼颼。 

柎殭尚疑生，大呼聲裂喉。柁師為我歎，挽卒為我愁。戊子夏再過， 

43 見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卷 91，1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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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昔涕交流。恐傷新人心，強制揩雙眸。未及歸旅櫬，悲恨何時休。 

（〈五月二十四日過高郵三溝〉，頁 457） 

 

詩作於慶曆八年，梅堯臣已再娶刁氏為妻，然而重經舊地仍不免興起謝氏

病歿的哀戚，詩的前半便是在還原那個令人肝腸寸斷的夜晚：慶曆四年的

七夕，妻子魂歸於天，詩人用極天地、腸如抽來形容當時的悲苦萬分。接

著撫摸著妻子的遺體，仍不願相信死亡的事實，以為尚存生機，大聲呼喊

期盼挽回悲劇，同行的船主、舵工看了都為之愁嘆不已。詩的後半則回到

當下，今昔對照使詩人抑制不住傷懷，然而新婦在旁，只好趕緊抹去淚水，

但悼念的悲恨卻難以休止。同年的八月二十二日梅堯臣又重過三溝，「西風

滿眼是秋蕖」（頁 469），所見仍是一片衰敗之景，呈現人生的缺憾。 

  睹物而思人是悼亡懷想最常見的一種手法，《詩經‧綠衣》已開其端，

詩人翻看亡妻為之縫製的衣服，一針一線包含著深厚的感情，也引發詩人

的思念，憶及妻子生前的持家賢慧與相處的情誼，物尚存而人已逝，頓生

淒涼。此筆法影響著後代的創作，如韋應物〈悲紈扇〉：「非關秋節至，詎

是恩情改。掩嚬人已無，委篋涼空在。何言永不發，暗使銷光彩。」44一改

班婕妤〈怨歌行〉以紈扇為喻，因色衰失寵而懷悲的用意，強調物在人亡

的憂苦。日人近藤元粹對此評曰：「亡後一事一物，無不傷心，多情誠實之

人總如是。」45梅堯臣承繼以物抒情的表現方式，並著重用物來襯出妻子的

美德，則是其特點。先看〈悲書〉： 

44 唐‧韋應物著，孫望編：《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頁 146。 
4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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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愁快於刀，內割肝腸痛。有在皆舊物，唯爾與此共。衣裳昔所製， 

篋笥忍更弄。朝夕拜空位，繪寫恨少動。雖死情難遷，合姓義已重。 

吾身行將衰，同穴詩可誦。（頁 351） 

 

首聯的「刀」、「割」取譬生動，傳達詩人的斷腸，其次言明是舊物興起的

悲愁，接著以藏放在竹器中故衣為代表，妻子遺留的一絲一縷，都能成為

勾起詩人痛苦的回憶，進一步抒發昨是今非的感嘆，然而試圖排解入骨之

痛是徒勞的，只能吟誦著《詩經》「生則同衾，死則同穴」之句，期盼未來

能與亡妻同穴共眠。值得注意的是令詩人追憶懷想的是妻子的「情」與

「義」，即是〈悼亡三首〉所言的「無如美且賢」，正是因為亡妻擁有的「善」

的質性，才使得詩人對其有著綿延的情思。再看〈梨花憶〉一詩： 

 

欲問梨花發，江南信始通。開因寒食雨，落盡故園風。白玉佳人死， 

青銅寶鏡空。今朝兩眼淚，怨苦屬衰公。（頁 358） 

 

梅堯臣和謝氏皆江南人，對江南梨花開放時天地間一片素白的風光，多所

賞玩。但是，高潔的梨花，生命極其短暫，與亡妻的容貌、品德、早逝等

情形關聯格外密切，不免讓梅堯臣心生聯想，於是觸動了悼亡情懷。46面對

自然的物色尚能有此懷想，那麼故人親栽與喜愛的植物便更將引發詩人的

追憶，從詩題來看就是一篇小序，〈麥門冬，內子吳中手植，甚繁鬱，罷官

46 參自胡旭：《悼亡詩史》，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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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之而歸，不幸內子道且亡，而茲草亦屢枯，今所存三之一耳，遂感而賦

云〉： 

 

香草葉常碧，本生巖澗邊。佳人昔所愛，移植堂階前。自吳北歸梁， 

復以盆盎遷。佳人路中死，此草未忍捐。與我日憔悴，根不通下泉。 

勤勤為澆沃，稍見萌穎鮮。終當置墳側，長茂松柏埏。
47
（頁 357） 

 

感物懷人，香草似已成為亡妻的化身，稱其「佳人」即再次突顯妻子的良

善，而麥門冬的陪伴雖會觸動哀思，卻也能給予慰藉。此外，香草亦與詩

人相通，日漸憔悴，成為思念的象徵，於是決定置於墳側伴隨亡妻，正是

「終當與同穴」的表徵。堯臣於慶曆八年亦有〈寄麥門冬於符公院〉一首，

同樣是以物做今昔對照的悼念。不論是七夕、元日或秋夜，還是三溝、舟

中，抑或是舊衣、梨花與香草，故人熟悉的一切都成為了美好追憶的點染，

有了眼前舊日之景物，重遊昔日之故地，逝者的永絕才能突顯出來，詩人

與亡妻曾有過的歡晤，而今的失落才得以昭示。 

  詩人追憶亡妻除了悼念失去的悲苦外，更有對其美善的懷想，似乎在

哀祭的作品中，文人才得以抒吐對女性的依依款曲，如《世說新語‧文學》

載謝太傅問主簿陸退：「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

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48就悼亡詩的傳統來看，六

朝時期潘岳、江淹等人的創作，多著墨於自身的苦痛，以及悲淒情景的營

47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357。 
48 南朝宋‧劉義慶編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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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抒情自我」十分顯明，但「抒情對象」顯得模糊，正如林文月認為潘

岳的三首悼亡詩「確實道出夫妻親密之關係與恩愛之感情，但連綿達四四

○字的長詩之中，竟一不及於楊氏生前之容貌性情，或言行特徵，或具體

事跡，以致令讀者詠頌其作，雖然深深感染詩人哀痛之情，卻無從把握其

所哀悼之對象。」49直至元稹、韋應物的悼亡作品，妻子賢淑的形象才躍然

紙上，以生活的點滴加深彼此情感的厚度，元稹〈遣悲懷〉可謂典型。梅

堯臣的悼亡詩則受元、韋的影響較大，除了淺近的語言外，以敘事勾勒妻

子的賢慧亦是其所常用的表現手法，如〈懷悲〉： 

 

自爾歸我家，未嘗厭貧窶。 夜縫每至子，朝飯輒過午。十日九食

齏， 

一日儻有脯。東西十八年，相與同甘苦。本期百歲恩，豈料一夕去。  

尚念歸終時，拊我不能語。此身今雖存，竟當共為土。（頁 286） 

 

前半則回顧謝氏婚後的生活，「夜縫每至子」的無微不至恰與其歿後父子的

「弊衣留垢」形成對照。謝氏不好虛榮，辛勤持家，隨夫君到處奔走，同

甘共苦，一名具有婦德的女子形象便由此彰顯。後半則書寫悲情，亦是平

直道出，妻子猝然撒手人寰，令詩人思之神傷，尤其臨終前妻子拊住夫君

之手，無法再語的動容景象，反過來突顯出亡妻對詩人的不捨，是情與義

的表現，於是堯臣才一次次的表訴不久將歸九泉之下，與其妻相見。另看

〈初冬夜坐憶桐城山行〉： 

49 林文月：〈潘岳的妻子〉，《中古文學論叢》（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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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昔吏桐鄉，窮山使屢躡。路險獨後來，心危常自怯。下顧雲容容， 

前溪未可涉。半崖風颯然，驚鳥爭墮葉。修蔓不知名，丹實坼在莢。 

林端野鼠飛，緣挽一何捷。馬行聞虎氣，豎耳鼻息嗋。遂投山家宿， 

駭汗衣尚浹。歸來撫童僕，前事語妻妾。吾妻常有言，艱勤壯時業。 

安慕終日間，笑媚看婦靨。自是甘努力，於今無所懾。老大官雖暇， 

失偶淚滿睫。書之空自知，城上鼓三疊。（頁 317） 

 

此詩追憶天盛五年（1027）時，梅堯臣婚後不久，調任桐城主簿，道途的

艱辛與出行遇虎的故事。詩人鉅細靡遺的記錄下所見所聞，以及當時內心

的膽戰，彷彿遊記般的詳述。返家後將遇險的經過告知妻子，謝氏則不斷

勉勵詩人該奮進向上，不可因些微的挫折或阻礙而有所驚懾退縮。回想這

些往事令詩人泣淚漣漣，因妻子已離開人間，無人聽他訴說內心的驚惶，

亦乏人在旁督促他的上進，對妻子的依賴與她的賢德都濃縮在此首敘事性

極強的悼亡之作。正如論者所指出：「相較於傳統標榜『淡』或『平淡』者

之偏重寫景、抒情，同樣追求『平淡』的梅堯臣詩，卻明顯向敘事敧側，

這不能不說是『平淡』文學觀的一個重大改變。……梅堯臣理想中的『平

淡』，與前人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其『立足人間』，是真正深入現實生活，

從平凡瑣碎、甚至是卑微不堪中去發現的『平淡』。」
50
從容貌、言語、行

為、動作等瑣碎的描摹中，可以看見梅氏悼亡詩中抒情對象的立體，對照

50 詳見李貞慧：〈「平淡」文學觀的歷史發展──自漢至北宋中期的考察〉，頁 503、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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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代其所寫的〈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足可印證梅堯臣對其亡妻的感

念不忘。 

 

 

五、虛實的張力 

 

 

  夢境的虛實可用來寄託詩人的無限懷思與無奈悲苦，江淹、沈約等曾

嘗試在悼亡詩中寫入夢境，如〈潘黃門‧述哀〉云：「銷憂非萱草，永懷寄

夢寐。夢寐復冥冥，何由覿爾形。」51詩中則表露期盼藉由夢境能再見亡者，

以解思念之愁，然夢中晦暗迷茫，只有徒留哀傷而無法如願。至韋應物、

元稹的悼亡詩則有較多涉及夢之題材，畫面真切且情節完整，提供詩人獨

特抒發思念的方式，也是詩中常見的表現手法。梅堯臣可說是其後「多夢」

的作家，形形色色，似乎隨時皆能夢見亡妻，因為有了夢，詩人便可跨越

生死的界線，運用此變形的時空來慰藉孤身在世的寂寥。先看〈來夢〉： 

 

忽來夢我，于水之左，不語而坐。忽來夢余，于山之隅，不語而居。 

水果水乎，不見其逝。山果山乎，不見其途。爾果爾乎，不見其徂。 

覺而無物，泣涕漣如，是歟非歟。（頁 278） 

 

此詩頗似《詩經》歌謠形式的遺留，反覆永嘆、飄忽游移形成若真若幻的

51 見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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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境。夢中之山水虛實難辨，誘發詩人不禁探問著：夢中的她真的是摯愛

的亡妻？現實中病歿的一幕仍深印腦海，但此刻其人之形驅又如此切實，

甚感怪異之際，睡夢已醒而空無一物，不禁潸然淚下，「是歟非歟」則仿自

漢武帝〈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52似將虛

幻視為真實，而越發悲傷與思念，在另一首〈夢覺〉詩云：「復存來告言，

言虛音匪默。是覺曷為真，覺夢可以惑。」（頁 329）亦有同樣的表現方式，

帶有「莊周夢蝶」的意味。隨著夢境的常見，妻已亡故的清醒認識，讓詩

人在入夢、覺夢之間形成了悲、喜的張力，試看〈夢感〉： 

 

生哀百十載，死苦千萬春。 何為千萬春，厚地不復晨。我非忘情

者， 

夢故不夢新。宛若昔之日，言語尋常親。及寤動悲腸，痛送如刮鱗。 

（頁 312） 

 

首聯先訴悲苦的情緒，進一步詰問歷經嚴冬之後可見春光，何獨墓地仍一

片死寂淒清，令人難掩傷感。接著自白非忘情的聖人，而是「情之所鍾，

正在我輩」53，受著悲歡哀樂所牽引之人，所夢則為思念已久的亡妻。在夢

中與平常無異，與妻子的相處是親密無間，「言語尋常親」是夢境的真實，

然而夢醒之後，才發現是實境中的幻覺，「刮鱗」一詞將內心的愁苦表達得

淋漓真切。元稹有〈感夢〉一詩可與之相對照：「行吟坐歎知何極，影絕魂

52 同前註，頁 96。 
53 南朝宋‧劉義慶編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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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動隔年。今夜商山館中夢，分明同在後堂前。」54詩人因思念之深而於夢

中與妻子相見，強調了夢境的「分明」，則隱含著夢醒之後的失落。韋應物

亦有〈感夢〉詩：「歲月轉蕪漫，形影長寂寥。仿佛覯微夢，感歎起中宵。

綿思靄流月，驚魂颯迴飆。誰念茲夕永，坐令顏鬢凋。」55亦是寫睡夢中與

亡妻相見，但詩人著重於半夢半醒間的恍惚，醒覺之後的獨坐天明，蘊含

強烈的思念之情。梅氏以夢寫悼亡，則是在重現生前的相處情景、與夢醒

之後的淒涼與遙想間，令詩境騰挪跌宕，愈轉愈悲，如〈椹澗晝夢〉： 

 

誰謂死無知，每出輒來夢。豈其憂在途，似亦會相送。初看不異昔， 

及寤始悲痛。人間轉面非，清魂歿猶共。（頁 338） 

 

首聯質問誰言死後之人無所感，否則亡妻怎會每在他出外之時便入夢相

會。之後妻魂在夢裡仍如常關切著詩人的安危，猶如在〈靈樹鋪夕夢〉詩

中：「自置五色絲，色透縑囊過。意在留補綴，恐衣或綻破。」（頁 338）即

使身歿仍然掛心著夫君的生活，於是晝夢、夕夢彷彿伴隨左右，細心叮囑、

悉心照料、補衣縫製，也只有藉由夢境，詩人才能再次重溫妻子的關懷。

這乃是承繼元稹〈江陵夢〉三首之一的表現型態：「依稀舊妝服，晻淡昔容

儀」、「撫稚再三囑，淚珠千萬垂」、「言罷泣幽噎，我亦涕淋漓」，56元稹花

費了大量的篇幅在刻劃夢中妻子的穿著、容貌、動作、日常生活的叮囑，

然而梅堯臣在此似乎刻意的節制敘事，因為詩人表現的重點在於虛、實之

54 唐‧元稹著，周相錄校注：《元稹集校注》，頁 251。 
55 唐‧韋應物著，孫望編：《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頁 149。 
56 唐‧元稹著，周相錄校注：《元稹集校注》，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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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所造成的衝擊，如〈不知夢〉亦是如此的表現方式：「夢中不知夢，但謂

平常時。相與共笑言，焉問久別離。有贈若有得，及覺已失之。人生在世

間，何異夢寐為。」（頁 327）待「及覺」、「及寤」之時，往昔與今日的時

空對照，親密美好與孤單殘酷，形成動魄的張力，令詩人不禁發出「此恨

不可窮，悲淚空流枕」（〈夢覩〉，頁 350）的感嘆。 

 

 

六、結語 

 

 

  平淡，乃梅堯臣詩所追求的理想，然而悼亡之作本多深情，在創作實

踐上該如何達到這詩境之極美，是本文初始的叩問。慶曆五、六年是梅堯

臣對詩歌「平淡」發論最多、最集中的一個時期，梅氏悼亡詩的系列之作

則始於慶曆四年。如果「平淡」是作詩所高舉的準則，那麼此時的創作可

視為追求理想的藝術進程。但欲達致藝術上老成的表現，則仍須經生命的

沉澱與試煉。朱熹曾批評梅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或許作品未能被

視為真正「平淡」的典型，但卻不應忽視梅堯臣追求平淡的意圖及嘗試。 

  經過上述的討論後，我們發現梅氏悼亡詩並非完全能吻合平淡的要

求，也許是摯愛之人生命殞落的當下，詩人仍無法收斂其悲痛之情，然而，

創作上的某些趨向則能察覺詩人努力的抑制自己，使鬱積的愁苦悲傷則越

顯聚歛，以盡力符合其文學主張。首先，在語言運用上刻意捨棄華麗的對

偶、典故，亦不致力於營構悲涼的景境，乍看彷彿「拙句」，卻是充滿著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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鍊，以特殊的意象（如眼中血、白髮根連）加以串連，使全詩意脈暢達，

而不幽微晦澀。 

  其次，對往事的追憶，除了延續前人以今昔對照寄託無限懷思外，我

們能發現身為詩人的敏銳，例如以隕籜聲反襯亡魂的無聲無息，或是向敘

事敧側，以其日常瑣事勾勒賢妻的形象，亦是趨向平淡的實踐。 

  最後，善用夢境的特性，卻未有大篇幅的夢中場景，亦未使情緒無限

的蔓延，而是著重於虛實之間的悲喜張力。另外，亦有部分詩作的結尾定

於一個饒富意味的畫面，或是轉向對天理的追問與探求。這些表現的手法

皆使得梅氏悼亡詩之面貌能在承繼前人之餘，開創出屬於個人的抒情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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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梅堯臣悼亡詩一覽表 57 

 
 寫作年代 詩題 

1 慶曆四年 〈悼亡〉三首 

2 慶曆四年 〈淚〉 

3 慶曆四年 〈秋日舟中有感〉 

4 慶曆四年 〈書哀〉 

5 慶曆四年 〈新冬傷逝呈李殿丞〉 

6 慶曆五年 〈正月十五夜出迴〉 

7 慶曆五年 〈來夢〉 

8 慶曆五年 〈悼子〉 

9 慶曆五年 〈懷悲〉 

10 慶曆五年 〈七夕有感〉 

11 慶曆五年 〈秋夜感懷〉 

12 慶曆五年 〈夢感〉 

13 慶曆五年 〈初冬夜坐憶桐城山行〉 

14 慶曆六年 〈元日〉 

15 慶曆六年 〈不知夢〉 

16 慶曆六年 〈夢覺〉 

17 慶曆六年 〈椹澗晝夢〉 

18 慶曆六年 〈靈樹鋪夕夢〉 

19 慶曆六年 〈三月十四日汝洲夢〉 

57 資料來源以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注》為據，並參考胡旭《悼亡詩史》第三章第二

節，增刪、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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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慶曆六年 〈憶吳松江晚泊〉 

21 慶曆六年 〈憶將渡揚子江〉 

22 

慶曆六年 

〈丙戌五月二十二日晝寢夢亡妻謝氏同在

江上早行忽逢岸次大山遂往遊陟予賦百餘

言述所覩物狀及寤尚記句有共登雲母山不

得同宮處倣像夢中意續以成篇〉 

23 慶曆六年 〈夢覩〉 

24 慶曆六年 〈悲書〉 

25 

慶曆六年 

〈麥門冬內子吳中手植甚繁鬱罷官移之而

歸不幸內子道且亡而茲草亦屢枯今所存三

之一耳遂感而賦云〉 

26 慶曆六年 〈梨花憶〉 

27 慶曆八年 〈戊子正月二十六日夜夢〉 

28 慶曆八年 〈五月二十四日過高郵三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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