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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

主持人语:
该组论文是本人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目前已经逐渐成为学界所关注的重点,由于其复杂的转折性、过渡性与驳杂性的

丰富内涵,提供了巨大的学术研究空间,从而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本组文章由三篇组成:王洪军

《从幕府到竹林:汉魏易代之际的思想转型与文学书写》一文,从文人价值选择到文学思想构成的发展

过程角度,较为细致梳理了汉魏之际文学思想演变的线索,将该时期文学思想的研究落于实处;孙学堂

《唐末文儒的身心困局与情理冲突》一文,则是对于皮日休个案的深入研究,探讨其在易代之际价值选

择的矛盾多元与文学思想及创作的复杂状况,为易代之际的文学思想研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经验;
左东岭《台阁与山林:元明之际文坛的主流话语》一文,乃是对于元明之际文学思想主潮的提炼与概括,
意在通过王朝政权更迭、文人身份转化以及南北文化交融等因素,如何在纷繁多变的文坛构成了一种台

阁与山林的主流话语。 通过这三篇文章,不仅展现了各自本身的学术创获,同时也体现了易代之际文学

思想研究的主要特点与研究方式。 (左东岭)

从幕府到竹林:汉魏易代之际的
思想转型与文学书写

　 　 　 王洪军

摘　 要:　 在汉末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的时代变局下,作为大一统政治培养的社会精英,
经历两次党锢之祸的无情杀戮、理想信念的摧残,出现了知识群体与汉代政治疏离的现

象。 知识人从魏阙走向了幕府,最终归乐竹林,艰难地完成了儒生、文士、文人的身份转

换;思想则由温厚、激荡走向了竹下玄虚的人生定位。 而作为思想、情感镜像的文学也

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无论是文学主题,还是文学本体,都标注了古代文学一个新的高

度,为后世文学提供了新的书写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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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 而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又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长期的人

文滋养,并与现实政治、社会环境相互作用,才能涵养出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 处于思想转型以及文学

新变的汉末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无论是建安风骨,还是竹下风流,如果我们需要选取考察源流的

一个起点,这个点固然是多元性的,但汉桓帝时培养的三万余太学生,恰恰可以作为风萍之末的讨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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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苏轼即说:“稷下之盛,胎骊山之祸。 太学三万人,嘘枯吹生,亦兆党锢之冤。”①就党锢之祸而言,坡
翁的见解是深刻的。 对于易代之际的思想转型、文学转关而言,三万太学生更是积极的人文条件。 太学

生是作为官吏的储备力量而存在的,三万余太学生大多白首空归而委身乡野,这样就形成了从庙堂到江

湖无处不在的文明承载者、文化传播者。 知识群体的增加以及下移,由此开拓了汉代文化的新风尚,孕
育了魏晋的魁奇风骨与“一往情深”,呈现出各具特色、各领风骚的文学镜像。

一、“游学增盛”:知识群体思想生活多元分化的内因

无论是思想的发生,还是文学的兴起,都离不开知识人的参与。 作为汉代知识阶层形成的生力军,
西汉博士弟子,东汉太学生,这里不包括博士、儒生的私学弟子,基本上都是以等额规模培养的官吏,即
每一位博士弟子或者太学生,都会被政府选拔为各级官吏,这是极其令人羡慕和荣耀的仕进路途。 而东

汉和帝以后,官学制度松弛,博士私学教育繁盛,一人开门,则有徒众数百人,甚至上千人。 本初元年

(146)四月,梁太后颁布了两项诏令,一是郡国举荐 50 岁-70 岁明经诣太学学习,二是大将军至六百石

遣子弟赴太学受业。 最关键的是考课制度的改革,即“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

人”;“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

进”。② 这就令很多儒生看到了进入官吏队伍的希望,无疑刺激了儒学队伍的扩大。 需要说明的是,郡
国所举明经年龄范围扩大,明经又基本上是博士或者民间大儒的私学弟子,客观上促进了东汉末叶私学

的发展。 像我们熟知的,马融有弟子四百余人,升堂入室者五十余人;李膺教授弟子常千人;郑玄耕读东

莱,学徒相随数百人,其他博士、大儒在籍或不在籍的私学弟子还有很多。 据统计,到了汉桓帝永寿三年

(157),全国人口数量达到了五千六百多万人,按太学生三万人计,太学生所占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万

分之五。 实际上,这一比例还要高得多,因为其中并不包括博士或者大儒的私学弟子。 如果加上这些私

学弟子以及各级儒官、文吏,估计此时东汉的知识人将占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 这不仅在两汉历史上,
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无须考察梁太后颁布就学诏令的初衷,客观上

已经刺激了汉代儒学的大规模传播,无形中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民智开启的新时代。 春秋末期的大规

模的私学授受是我国古代社会民智开启的发端,它造就了稷下学派以及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仅传播了学

术,更重要的是传播了思想,使中国的思想、哲学汇入到了世界历史的大潮中,我们与世界古代多国共同

进入了哲学突破的时代,这在中国思想史上、世界哲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桓帝以降,儒学培养出来的社会精英,大量存在于社会生活中。 他们求学的初衷,是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所以心系政权,关注家国、民生。 民智开启,知识下移,不治而议论的复古风气勃然而行,其行

为表现在以私意左右上层官吏的意识,甚至是直接上书以达天听,客观上造成了干预朝政的后果,在各

方面权力斗争中,最终导致党锢之祸的发生,汉末儒生成为皇权政治的牺牲品。 袁宏总结汉代士风的变

化时说:“高祖之兴,草创大伦,解赭衣而为将相,舍介胄而居庙堂,皆风云豪杰,崛起壮夫,非有师友渊

源可得而观,徒以气勇武功彰于天下,而任侠之风盛矣。 逮乎元成明章之间,尊师稽古,宾礼儒术,故人

重其学,各自是其业,徒守一家之说,以争异同之辨,而守文之风甚矣。 自兹以降,主失其权,阉竖当朝,
佞邪在位,忠义之士发愤忘难,以明邪正之道,而肆直之风盛矣。”③皇权对于婞直士风的无情打击,引起

了知识阶层的对于致君尧舜理想、修齐治平行为的自我反思,从而开启了儒学内部的自我批判,直接导

致了儒家知识分子思想行为的分化。 桓帝延熹二年(159)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等上疏推荐大儒徐穉、
姜肱、袁闳、韦著、李昙,诸人皆辞疾不就。 中平五年(188),灵帝征拜申屠蟠、荀爽、郑玄、韩融、陈纪等

十四人为博士,无一人赴任。 汉代儒生的荣耀———被朝廷拔擢,遭遇了两次党锢之祸的残酷杀戮,被有

识之士清醒地摈弃,一部分士人走上了与汉代政治分道扬镳的路途。 更有甚者,并不仅仅是抛弃主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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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那么简单,开始反思处士横议以及婞直士风带来的政治危害,甚至预判出汉代政权的走向。 其中,申
屠蟠认为:“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①徐穉驰

书告诫士人领袖郭太:“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②在他的影响下,郭太也对朋友说

过同样的话:“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③陈蕃、窦武之死,郭太忍不住叹息:“‘人

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未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④至此,大一统政治格局下形成的角色意识,在
知识精英的思想世界里,“学而优则仕”的信念,治平天下、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逐渐淡漠、退化,最终

流于无形。 罗宗强先生认为名士风流与凄凉血泪交织的心绪,“对于士这个阶层来说,这种悲哀甚至悲

凉的心绪,正是他们和大一统政权在内心上疏离的最后一丝眷恋。 这种悲哀心绪,和对于腐败朝政的疾

视与批评(抗争与横议),伴随着他们从忠心耿耿维护大一统政权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走向自我。 这一

转变是巨大的。 没有这个转变,就不会有后来玄学的产生”⑤。 诚然,一部分儒家士人,不仅家国责任淡

化,甚至消失,个体的道德操守也在发生着变化。 大儒马融为人任性,不拘儒者之节,绛帐授学,班列女

乐。 其人生信条是:“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
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⑥至汉桓帝时,马融已经仕为南郡太守,因触忤外戚

大将军梁冀,被免官剃发,流放到朔方郡。 赦还后,竟为梁冀飞章诬陷李固,大将军长史吴祐怒对马融

说:“李公之罪,成于卿手。 李公即诛,卿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⑦马融又作《大将军西第颂》,歌其功颂

其德,以此为正直士人所讥笑。 马融侄女婿赵岐就曾嘲讽说:“马季长虽有名当世,而不持士节,三辅高

士未曾以衣裾襒其门也。”⑧范晔为马融作传,也批评说:“羞曲士之节,惜不赀之躯,终以奢乐恣性,党附

成讥。”⑨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坚守道义,马融固然传播儒学而有功于当世,但其行为对于儒家教义的

破坏是致命的。 就此,余英时论曰:“此种‘生贵于天下’之个人主义人生观,正是士大夫具内心自觉之

显证。”实际上,这并不是人生观的自觉,而是汉代传统士人精神的变异,是儒家知识分子内部个体的

精神乃至人格的裂变。 只是这种改变,在东汉末叶的历史以及思想大潮中显得尤为突出罢了。
温润如玉的儒家君子人格,被充满个性的张扬不羁所替代;精神上的疏离,个性自我的释放,成为汉

末士林潜滋暗长的流波。 一些志存高远的士人,坚守着儒家的理想和道德,与宦官、外戚做着考验精神

和意志力的殊死争斗,为了皇权却得不到皇帝的谅解,鲜血淋漓的杀戮几乎终结了汉代士人的群体精

神。 而一部分士人,在任情逍遥、激扬个性方面,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想。 张升任情不羁,赵壹恃才倨

傲,为乡党所排摒。 前者侈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其有知我,虽胡越可亲,苟不相识,从物何益?”

后者作《刺世疾邪赋》,以舒其怨愤。 二人被范晔写入《文苑列传》,虽然背离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风

流,怨而刺的文学风格还是使汉末的文学出现了一抹亮色。 离经叛道,狷介狂傲,在《文苑列传》最后一

个传主祢衡身上表现得更为鲜明。 更有甚者,时人谓之狂生的向栩,名自己的弟子为“颜渊”“子贡”“季

路”“冉有”,又或“或骑驴入市,乞丐于人。 或悉邀诸乞儿俱归止宿,为设酒食”,狂放不羁,性情怪异,
在汉末已经肇端。 当然,一部分儒家士人不隐不仕,开启了中国士人的新的生活方式,奠定了文人生活

隐逸基调和生命华章。
汉代知识人走了一条儒生、文士到文人激情蜕变的道路,也是汉代政治思想转型的必然结果。 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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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教义影响的儒生,将人格内塑而达至温柔敦厚作为个体理想和追求目标,究心典籍就变成儒生的道

义追求。 与此相对照,优游诗酒,醉心诗赋成为文人的特质,尤其是竹下文人的生命追求。 文士介于二

者之间,既有着儒家的人格追求、道义精神,同时,赋诗唱和成为这一群体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汉末,这
样的文士更多的是集中在幕府之中,而不是朝堂之上。

二、幕府掾署:驰骋文辞的栖息地与精神家园

东汉士人有着进入幕府供职的文化传统,也是士人曲折实现从政理想的一种变通方式,即展现才能

得到幕主的赏识,通过幕主的荐举达到干谒世主的目的,从而实现跻身官僚体制之内的理想。 东汉幕

府,无外乎是将军幕府、州郡幕府。 首开幕府的是东平王刘苍,依次是章帝建初三年(78)
 

马防开府、永
元元年

 

(89)窦宪开府,由此掀起了东汉幕府文学的一次高潮。 汉明帝、章帝父子喜好文章,又是东汉鼎

盛时期,游走于幕府和庙堂之间的士人有着超乎前代的国家荣誉感,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向心力,这时

幕府文章以歌颂国家文治武功或者幕主的军功伟业为主,文学幕僚的歌颂造就了东汉文学的辉煌。 所

以,范晔说:“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 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
固为中护军。 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①之后,东汉外戚权臣相继拜为大将军,基本都建立了自己的

幕府,如汉安帝时邓骘、阎显,汉顺帝时梁商,汉桓帝时梁冀,汉灵帝时窦武、何进等。 安帝之后,汉代政

治进入皇帝、宦官、外戚、儒官相互倾轧的统治时期,外戚生存的政治环境异常险恶,当然也与外戚本身

权势熏天、嚣张跋扈、为所欲为有关。 幕府之中的士人,往往也处在惊恐不安中。 即便这样,逃遁山林、
游走巉岩的士人依然很少。 永元四年(92),汉和帝逮捕窦宪等人,收缴其大将军印绶,“宪、笃、景到国,
皆迫令自杀,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②。 汉桓帝与单超等五中常侍诛杀大将军梁冀,“其它

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③。 由于朝廷内部各势

力集团政治斗争的激烈以及皇位迁移所造成的政治冲击,东汉末叶的文士游幕出现了重大的政治风险。
而两次党锢之祸后,外戚何进被诛,东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了。 朝廷权力控制的软弱以至于松弛,各地

强势军阀相继建立了幕府,于是文人从朝廷、外戚幕府转而投奔了各地军阀,相继发挥他们的作用,呈现

他们的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汉献帝时期,建立幕府或曰霸府的有袁绍、袁术、刘表、曹操、孙策、刘备等。 投身于幕府中的士人,
对于汉代皇权的忠诚程度严重分化,其中不乏有像荀彧、荀攸叔侄以“兴复汉室”为己任、韩嵩欲“成天

子之臣”、臧洪“投命于君亲”者,然而有这样思想的士人已经如凤毛麟角一样稀少,大多数士人进入了

士无定主自由选择的状态。 作为讨伐董卓之关东联军盟主,袁绍首先建立了自己的幕府,文士有田丰、
沮授、许攸、郭图、逢纪、审配、辛评、辛毗、陈琳、崔琰以及荀彧等。 建安二年(197)袁术称帝,建立的小

朝廷,文士杨弘、阎象、李丰、袁胤、袁涣等参与政事。 初平三年(192),荆州刘表开府,幕僚有韩嵩、王
粲、傅巽、伊籍、蒯越等。 在汉末动荡不安中,袁绍、袁术、刘表幕中的文士,审时度势,最后大多选择归顺

了曹操,如许攸、辛毗、陈琳、崔琰、荀彧、袁涣、王粲、韩嵩、蒯越、傅巽等。 当时,较为稳定的是江东孙策、
孙权兄弟幕府,有张昭、张弘、周瑜、鲁肃、陆逊、诸葛瑾、步骘、虞翻等;荆州刘备幕府有孙乾、简雍、麋竺、
诸葛亮、庞统等,分别成为建立吴、蜀二国的文士精英。 当然,在汉末人才济济的幕府,唯曹操而已。 曹

操麾下除了上述归顺的文士外,还有郭嘉、荀攸、程昱、王朗、司马懿、刘廙、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
繁钦、路粹、丁仪、丁廙、司马朗等一百余人。 战乱频仍,士人的流动性非常大,如贾诩先从董卓,再归张

绣,三奔曹操,而曾经隶属于曹操阵营的陈宫,又选择了投奔吕布。
政治的分裂预示着权力的分裂,地域的分裂必然出现思想的分裂以及精神上的变异。 军阀割据势

力的出现,幕府士人有意或者无意地入幕选择,恰恰是汉末士人思想分裂最初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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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为其主的思想成为士人的主导思想,汉代四百年来培养的家国精神、皇权意识已经成为一种高度,却
是在一段时间内被逐渐抛弃的思想,而士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私欲与皇权努力铸就的家国意识与主

权精神所造成的矛盾,即自由个体与皇权意志的对抗,造成了血淋淋的杀戮。 这样的政治史也是士人的

血泪史,又持续了四百年之久,至隋唐统一才稳定下来。 汉末魏晋南朝时期的政治就是皇权与个体之间

合作与对抗的矛盾,虽然士人以血淋淋的代价确立了个体自我自由生存的人生范式,但魏晋时期让人铭

记的自由精神之人性辉光永远让人向往,成为一种永恒。
汉末曹魏易代之际士人主体精神意识的自我改变,令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

化。 建安五年(200),鲁肃为孙权密谋了“鼎足江东”的计策;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给刘备描绘了三

分天下的蓝图;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上书曹操,俯首称臣,言说天命,陈群、桓阶劝进。 就在这些士

人汲汲乎另一种功名的时候,建安五年(200),应玚参与了官渡之战,而陈琳作《为袁绍檄豫州文》,嬉笑

怒骂痛快淋漓。 建安九年(204),刘桢从曹操征邺。 次年(205),陈琳被俘。 《魏书》云:“袁氏败,琳归

太祖。 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①我们

在《献帝春秋》中看到陈琳如此作答:“矢在弦上,不得不发也。”②
 

不得已而为之的窘态昭然若揭。 但

《长短经》却有这样的记载:“陈琳典袁绍文章,袁氏败,琳归太祖。 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

状孤而已,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谢曰:‘楚汉未分,蒯通进策于韩信。 乾时之战,管仲肆力于

子纠。 唯欲效计其主,助福一时,故跖之客,可以刺由,桀之狗,可以吠尧也。’”③也就是说,在袁言袁,在
曹言曹,各效其主,幕府文士思想意识与精神境界在此有了极其鲜活的表现。 曹操爱陈琳之才而不咎其

事,署为司空军谋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 阮瑀受业于蔡邕,有文名于当时,是被曹操强迫入幕的。
《文士传》载:“太祖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偪促,乃逃入山中。 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④

建安十二年(207),徐幹来归,被曹操辟为司空军谋祭酒。 建安十三年(208),寄身于荆州刘表的王粲,
和刘表之子刘琮降曹,被任命为丞相掾。 是年,孔融被曹操诛杀。 以上七人,被曹丕称为建安七子,也是

那个时代最为优秀的文人。 曹丕、陈琳、阮瑀、徐幹、刘桢、王粲、应玚等参与了赤壁之战,大军还至襄阳,
陈琳、王粲、应玚同作《神女赋》。 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留守邺中,曹丕、曹植兄弟与除

孔融外的六子以及吴质等游宴赋诗,同题述作。 若干年后,曹丕记忆犹新:“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

忘。 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 驰骋北场,旅食南馆。 浮甘瓜于

清泉,沈朱李于寒水。 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 舆轮徐动,参从无声。 清风夜起,悲笳

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 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⑤又曰:“昔日游处,行则连舆,
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 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

也。”⑥建安二十二年(217),爆发大疫。 王粲、陈琳、应玚、刘桢染疫而亡。 四十八岁的徐幹在“建安二

十三年春二月遭厉疾,大命殒颓”⑦。 次年(219),曹操病殁,建安文人走过了辉煌的生命进程,人生以悲

壮的死亡而落幕。 曹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⑧建安幕府士

人的落幕,恰恰成就了一个时代的开端,带着野心和文心的曹丕建立了曹魏政权,不拘细行的文人脱离

了幕府,逃避了魏阙,走入林下,酣畅淋漓地纵歌,肆无忌惮地喝酒,飘飘欲仙地吃药,进入了“独与天地

精神往来”的自由逍遥境界。 恰如宗白华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

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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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一个时代。”①

三、竹林风流:人生逆旅的精神反抗与价值追寻

我们知道,秦始皇任用李斯等人,采取了法家思想作为治国方策。 而法家对于人的个性和个体生命

的蔑视,决定了它无力承担起凝聚思想、稳定社会的重任;刘邦建汉,意识形态采取了黄老道家思想,这
是一种无奈的被动的无为,对于社会现实采取的是放任的姿态,客观上表现得无所作为,这与儒家积极

进取的教义和命世精神扞格不入。 从汉初到景帝末,国家承平日久,“儒家的理想主义终于向现实主义

靠拢,而儒者的思想学说也终于向政治意识形态倾斜”②。 年轻的欲有所作为的汉武帝即位,谋求新秩

序的建立,采取了儒家的治国方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此后汉代的统治思想。 由此可知,
汉代儒学的政治事功最初是强制性的,强迫得久了就变成了无法逾越的规则,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自觉。
四百年的仄仄独行,走过了宣、元时期的辉煌,有过洋洋乎永平的盛世气象,由于缺少其他思想派别的挑

战与砥砺,虽然经过各种调适和补充,儒家经学并没有被怀疑,也没有遭到反抗,独尊的儒学最终走向了

衰败。 在民智再次开启的桓、灵时代,对于儒家思想、儒学精神的质疑,首先来自经学培养出的社会精英

们,表现出个体自我价值的危机,也是儒学发展的危机。
历史是螺旋式前行的,思想的发展也是曲曲折折的。 春秋中后期私学的兴盛,使历史进入民智开启

的时代,从而迎来了百家的思想争鸣。 桓灵帝时期太学的空前发展,再一次大规模地传播了知识,开启

了民智;儒家学术的传承者,也是思想者,甚至是那个时代的反叛者,在特定的时代,遇到合适的土壤,再
一次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必然到来。 也就是说,知识人聚集的地方,就是产生思想的地方,而理念与个

性使然,必然发生思想的对抗,导致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生。 汉末文士、文人游走于诸侯军阀之间,思想运

动的先声已经开始发生。 就在儒学自我否定、儒家士人自我怀疑的东汉末期,道家学说再次进入了儒家

士人的思想意识,而思想者们这次选择的是对于被儒家伦理深自束缚的人性进行反拨的老庄之学,并且

快速地在士人中弥漫开来。
就在马融以道家的行为准则,行儒家之功的时候,本应该是儒家人文理念坚定维护者、支持者的汉

代统治阶层内部也发生了思想行为的变异。 延熹八年(165)正月、十一月汉桓帝连续两次派人到苦县

祭祀老子。 九年(166),祠黄老于濯龙宫。 故而《西域传记》说:“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 百姓稍有

奉者,后遂转盛。”③此后,襄楷上疏谏汉桓帝有言:“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

恶杀,省欲浮屠。”④儒生的警告没有奏效,而在这一年发生了党锢之祸。 显然,汉桓帝并没有变儒入道,
对于“党人”的残酷杀戮证实了这一点。 熹平二年(173),陈愍王刘宠与前国相魏愔“共祭黄老君,求长

生福而已”⑤,可以给我们解开汉桓帝崇信黄老以及佛教的原因:此前的汉冲帝、汉质帝年命不永,至延

熹八年(165),34 岁的汉桓帝尚无子嗣,两年后薨逝。 崇尚黄老、浮屠有祈求长生之命意。 道家养生说,
始于《道德经》第六章“谷神不死”、《庄子·在宥》 “黄帝见广成子”;由于皇帝信好,逐渐形成了风气。
《后汉书·逸民传》的传主基本上是桓、灵帝时期人,以此可见一斑。 同时,出现了道教经典著作《太平

清领书》(《太平经》)《老子想尔注》,道家已经向道教发展。 龚鹏程从《太平经》中解读出了“不舍世而

超脱”的人生型态:“所谓不舍世而超脱,指它虽提倡长生、虽讲成仙,但并不否拒此世之道德行为规范

及社会组织结构。 它反对捐妻子、入山林;其守一存神,宗旨乃在在世而度世。 治身与治国,在其理论中

有奇妙的统合关系。”⑥诚然,道教出现之后一时段,儒家士人的生存状态和理想追求就在于此。 而更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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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地说,这样的人生型态,主要是受道家哲学的影响,而不是道教。
儒生对于老子的研究,非隐逸之士单纯追求的玄虚,而是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 在东汉中晚

期,马融比较早地为《老子》作注,马融弟子郑玄也注了《老子》。 “郑玄不仅为《易》注输入大量理性因

素,指出了由象数到义理的发展方向”①,王弼的《老子注》直接承袭了郑玄援道入儒的注经方式,建立起

系统的玄学理论体系,直接开魏晋玄学风气之先。 《世说新语·文学》载:“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

辅嗣。 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②正是在

何晏、王弼的推动下,正始玄学扭转了汉代四百年的儒家思想,使士人们抛弃礼法,由内塑转而外放,追
求精神上的卓越。 如果说司马氏发动的高平陵之变,是一场政治阴谋,不如说是儒家政治势力对于新兴

起的哲学新思想(一种异端)的毁灭性打击。 但是,虽然天下名士为之减半,玄学的趋势已经形成,思想

却不会因为领袖人物的逝去而失去,“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追求和精神释放,使竹林诸贤不失时机

地出现在魏晋的历史舞台上。 而士人对道家的关注点,从《道德经》转向了更加注重个体逍遥精神的

《庄子》。
在魏晋易代之际残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安顿生命、栖息心灵是竹林士人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

道家思想的接受和实践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阮籍以深醉而佯狂避祸,嵇康以服食追求养生,刘伶裸形于

屋中,种种行迹,追求的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旨趣。 林下诸贤寻找一种超然的生命安放方式,即选

择了庄子的任达逍遥,不过是以一种行为方式对抗另一种行为方式,其中不免有矫饰伪作的成分。 阮籍

率意独驾,途穷而痛哭;嵇康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向秀大畅玄风,又著《思旧赋》,无不说明他们心中

充满了痛苦和无奈,所以,竹林诸贤的行为中有诸多不可解之处。 阮籍不让其子模仿父兄的行为,嵇康

临终将其子托付给山涛,除了刘伶病殁外,其余诸贤都有出仕的人生经历。 这从侧面说明,林下诸贤畅

言老庄是一种精神趋向,是理想的人生状态的一种追寻,是别样的人生境界。 李泽厚以为,魏晋之际,旧
的规范制度和社会秩序已经崩溃,士人开始对于外在权威进行否定和怀疑,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自省和追

求,“人(我)的自觉成为魏晋思想的独特精神,而对人格本体构建,正是魏晋玄学的主要成就”③。
元代历史学家郝经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评魏晋时代的玄学宗尚,说:“汉魏之季,何晏、王弼始好

老庄,尚清谈,谓之玄学。 学士大夫翕然景向,流风波荡,不可防制。 于是嵇康、阮籍、籍兄子咸、山涛、向
秀、王戎、刘伶皆一时名流,跌宕太行之阿,号竹林七贤,蔑弃礼法,褫裂衣冠,糠粃爵禄,污秽朝廷,婆娑

偃蹇,遗落世故,颠颠痴痴,心死病狂。 乃敢非薄汤武,至于败俗伤化,大害名教。 或临丧而剧饮,或途穷

而恸哭,或箕踞而为锻,或荷锸以自埋,解弛乐浪,旷然以为高。”④显然,缺少了对于魏晋时代个体生命

价值与生命精神的关照,以及魏晋人风神对于中国士人人格形成中的重要价值的理解,具有时代的思想

局限性。

四、易代之际文学书写的主题变迁与情感表达

历史学家贺昌群先生以为:“若历史家承认有所谓时代精神( the
 

spirit
 

of
 

a
 

time),为支配其时代心

理之绝大势力,其他一时发生之现象,虽若非其时代精神所可产生者,而其实亦受时代精神之支配。”⑤

迥然有别于两汉的魏晋,时代精神滋养了一代士人的生活历程和人生体验。 司马迁说:“史者,儒之一

端。 文者,儒之余事。”⑥在汉末魏晋易代之际,诗文并不是儒之余事那么简单,高者上升至“经国之大

业”,沉入现实生活,又成为文人的乐趣、抒发心迹的雅事。 当文士蜕变成文人,诗赋文章之事也由被动

变成自觉地主动,文学的特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造就了汉魏晋易代之际文学特殊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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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爰颂其德”到“游心自娱”
东汉明帝之后,汉代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对于胸怀致君尧舜而使天下化之理想的儒家士人也是一种

鼓舞,为了表达对君主、朝廷的颂扬之意,上疏达意,诗赋显志,便成为儒家士人表达心志的手段。 “颂

者,容也。 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文心雕龙·颂赞》)。 歌颂社会,称扬汉代君主的德行治功已经成为

文人的共识,王充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他认为:“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

彰,万世乃闻。”①鸿笔之臣润色帝王德业,这是儒生士人的传统使命。 特别是在汉代,除了西汉初的几

代君主,后世的汉代君主几乎都是按照儒家理想打造出来的人格模式,治国方略虽有异,却是大同的,那
么汉代君主取得的政治成绩,就是儒家士人可以炫耀的资本,同时,宣传国家的盛世太平,歌颂帝王的文

治武功,都成了儒家士人以及文人政治议题和文学想象中不约而同的主题。
《论衡·颂圣篇》屡次强调:“晓主德而颂其美,识国奇而恢其功”,“虞氏天下太平, 歌舜德;宣王

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棠树,是故《周颂》三十一,《殷颂》五,《鲁颂》四,凡颂四十篇,诗人所

以嘉上也。 由此言之,臣子当颂明矣”。② 王充毕竟处在东汉社会的繁荣富庶期,国家和社会稳定,经济

繁荣,儒生以及文人的思想依然处于经学恢复而一展身手的亢奋状态,对于国家的褒美之情溢于言表,
发乎心,显乎情,寓于文。 所以像王充这样,思考儒生使命,着力进行思想建设以及抱着文学期待的儒生

璀璨如星云。 文学本身就是儒生之余事,也就是说儒生本身的学术以及文化积淀为文学创作活动的展

开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又有用文学进行讽谏的传统,所以不待王充的大声疾呼,歌
功颂德一直存在于朝堂之上,这是永远无法忽视的事实。 歌颂大汉之德成为汉代士人歌咏的主题之一。
身居魏阙的士人如此,幕府文人依然有如此浓烈的情怀。 永元元年(89 年),大将军窦宪北征匈奴,班固

为中护军随行,为记窦宪伐匈奴之功而作《封燕然山铭(并序)》以及《窦将军北征颂》,傅毅作《北征颂》
《窦将军北征赋》,崔骃作《北征颂》《大将军西征赋(并序)》,颂扬窦宪的北伐之功。 史岑为邓骘作《出

师颂》,马融为梁商作《梁大将军西第颂》,皆为颂美功德。 当然,此时的美圣德,是在歌颂大汉国威军威

的情况下,对于幕主的称扬伐美。
曹操幕府中文士延续了用赋颂的方式称扬幕主武功征伐的勋绩,如王粲《征思赋》 《浮淮赋》,徐幹

《西征赋》《序征赋》《从征赋》,陈琳《神武赋》《武军赋》,应玚《撰征赋》《西征赋》,阮瑀《纪征赋》,曹植

《车征赋》等,讴歌了曹操北伐南征的功勋。 最值得称道的是,建安十三年(208),赤壁战败后回师行军

至江陵,有感于宋玉《神女赋》,王粲、陈琳、应玚同时具作《神女赋》,骋才言情,讽谏的意味已经消失,成
为个体才华和情思的表征。 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建安诸子游宴赋诗,阅景抒怀,诗赋

由庙堂走向生活,成为文人抒发性情的手段,情感依托的载体。 刘桢《赠五官中郎将》:“明月照缇幕,华
灯散炎辉。 赋诗连篇章。 极夜不知归。”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

……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 为且极欢情,不醉其无归。”曹植《公燕诗》:“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
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公燕诗》又曰:“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 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此

时,宾主之间是欢愉的,文学创作是兴之所至的情感抒发的结果。 《文心雕龙·时序》曰:“傲雅觞豆之

前,雍容袵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文学褪去了讽谏的政治光环,成为樽前宴后抒发

情感的工具。 其中不免歌功颂德成分,但都出自真诚,是富于个体真诚情感的书写,这样的文人风流与

情感书写,成就了建安文学独特的文人气质,流风以远,衍变成文学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2. 从“反情合志”到“以情纬文”
随着汉末儒学教育体制的崩溃,文士开始追求个体的生命意义以及闲适的人生旨趣,易代之际的诗

歌突破了儒家伦理教化的价值和意义,《诗》之温柔敦厚,赋之讽谏,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政治语境以及思

想文化土壤。 传统意义上的儒林已经不能涵盖所有的士人,范晔不得不正视汉末出现的文学现象,将一

类人归入《文苑传》。 范氏的概括和总结是“情志既动,篇辞为贵。 抽心呈貌,非雕非蔚。 殊状共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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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异气。 言观丽则,永监淫费”①,情感恣肆,语言华美,蔚为大观,志趣相同者甚至同题同作,展现新的

文学风貌。 不可否认的是,受汉代四百年经学教育的影响,诗赋讽谏的价值没有也不会完全消失。 正因

为诗赋的意义在于政治的功用,诗歌情感的表现含蓄而内敛,这是符合温柔敦厚的儒家文化教育宗旨

的。 《诗》《骚》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发展源头,也是两种不同的审美范式。 前者在诗之为《诗》的

本原状态,是抒情的诗歌,感情奔放而热烈。 诗一旦上升为经,就变成了饱含政治意味的诗三百,汉人经

学诠释的着眼点全在于礼乐教化,强调的是美刺讽谏,最后达到儒家士人共同的致君尧舜的政治目的。
《礼记·乐记》曰:“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又曰:“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因为,诗歌

是政治的,接受的对象是君主,所以,诗歌表现出温柔敦厚的中道和平气象。 在经学教育的体制内,培养

的是比德如玉的温润君子,深受这样教育影响的汉代士人,创作出的诗赋表现出了反情和志的创作风

格。 东汉中后期经学教育体制崩溃,经学对于人的思想,尤其是人性的控制力度减弱,以《古诗十九首》
为代表的文人诗,建安诸子的诗赋,基本挣脱了经学思想控制以及情感的束缚,或缠绵哀怨,或低回婉

转,或高亢浏亮,非常注重个体自我情感的淋漓表达。 所以,汉末魏晋易代之际文学情感的发抒,突破了

汉代经学的禁锢,书写个体的情感体验,感物缘情是这一时期诗赋的显著特点。
中国诗歌历来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划分,也就是《诗》 《骚》的文学传统。 前者是写实的,后者

是浪漫的,抒情的。 作为荆楚文化代表的《楚辞》,成为浪漫主义的文学的先声。 《楚辞》 “书楚语,作楚

声,纪楚地,名楚物”②,是楚文化孕育出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传统,而世代相传的楚人的文化、思想、性情

孕育着楚人的文学感悟以及文学精神。 太康十年(289),楚文化的杰出代表,钟灵毓秀的陆机、陆云兄

弟来到了洛阳,引起了洛阳文人的极大关注。 不仅因为江左陆氏是曾经的豪门,也是因为二者的才华。
太常张华曰:“伐吴之得,利获二俊。”③西晋士风浮华,追求诗歌的技巧与形式,呈现出绮丽与繁缛的文

风,刘勰批评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 ……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

妍。”④
 

然而,从个体的创作动机与审美取向上来说,陆机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主张。 实际上,
缘情说是对于荆楚文化孕育出的浪漫主义的骚赋文学以及汉末文人诗歌、汉乐府创作经验的总结,是中

古诗学理论和诗歌观念的创新。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 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

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 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 徒以赏好异情,
故意制相诡。 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 缀平台之逸响,采南

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⑤。 沈约在为谢灵运作传时,总结了前代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以情纬

文”的观点,道出了建安魏晋文学的总体特点。 明代的胡应麟又作如是观:“《文赋》云:‘诗缘情而绮

靡’,六朝之诗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⑥显然,胡氏认为诗缘情诗学理论的提出是汉晋抒情文学的转

关。 詹福瑞先生阐释得尤为详细,他说“陆机及其后的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

‘诗缘情’的转变”⑦,触及到了魏晋文学发展变化的实质。
3. 从“梗概多气”到“境玄思澹”
东汉末期,由于战争以及地震、水旱灾害频发,又伴随着全国性大规模的疾疫,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

果就是人口急速大量减少。 据《文献通考》⑧记载:桓帝永寿二年( 156),东汉人口达到了极盛,计

50066856 人。 遭逢黄巾之乱、董卓之难,军阀之间混战,又汉末大疾疫,至三国鼎立时初期,魏国人口

443 万人,蜀国人口 90 万人,吴国人口 230 万人,三国人口总计 760 多万人。 不足百年间,人口几乎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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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倍的速度下降,整个社会弥漫着浓重的哀伤气氛。 《搜神记》载:“汉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 。 酒

酣之后,续以挽歌。 魁 ,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 ……自灵帝崩后,京师坏灭,户有兼尸虫而

相食者。 魁 、挽歌,斯之效乎?”①干宝的说法,范晔《后汉书》亦有相应的记载。 永和六年(141)三月

上巳,大将军梁商大会宾客于洛水之滨,“宴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

涕”②。 武人尚且如此之悲伤,文人自然不免。 《古诗十九首》就是汉末文人悲歌的具体表现。 《诗大

序》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③怨怒、哀思

恰恰是汉末文人诗歌的共有特征,刘勰论述建安时期诗歌特点时就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

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④实际上,哀怨的极致呈现方式恰恰是悲愤,嵇康《声

无哀乐论》有言:“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哀切之言。”⑤这一点在曹操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薤露》《蒿

里行》本来是汉末流行的挽歌,曹操用其题而反其意,直接写成抒情诗,哀婉中有悲凉感慨,冲淡了哀歌

的情感色彩。 如“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薤露行》),“白骨露于野,千
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蒿里行》),悲伤中不乏武人的豪迈、慷慨。 流行最广的《短歌

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更是体现了凄苦悲凉之中含有

不羁的风格。 对于汉末的其他文人来说,与曹操相比,气格卑弱,难有曹操那样的慨而慷,即便是号称建

安七子之冠冕的曹植,虽然也长于军中,《诗品》称其诗“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美则美矣,与“幽燕老

将”之“气韵沉雄”相比,还是偏于柔弱。 繁钦《与太子笺》所言,几乎是那个时代诸子诗文风格的侧写:
“暨其清激悲吟,杂以怨慕,咏北狄之遐征,奏胡马之长思,凄入肝脾,哀感顽艳。 是时日在西隅,凉风拂

祍,背山临溪,流泉东逝,同坐仰叹,观者俯听,莫不泫泣殒涕,悲怀慷慨。”⑥

在死亡和政治迫害面前,文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不断被挖掘,甚至逐步走向超越。 在正始玄学

的启蒙和引领下,阮籍将老庄之道视为自己的人生哲学,虚构了超世绝俗的“大人先生”作为自己的人

生标的,体验并实践着玄学人格的美学意味以及形而上的人生况味。 也就是说,如果不去隐遁山林,脱
离恐惧的唯一办法就是对于现实生活的逃避。 这种逃避造成了思想上的玄远,行动上的趋利避害,就像

《庄子》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丑陋的大树,不用才能全身而免被刀锯之祸,所以,汉末以来道家思想混

入了士人的精神意志,甚至影响了士人群体中主流的价值取向,《庄子》逍遥自得境界成为汉末之后魏

晋人的思想旨趣以及人生镜像。 《文心雕龙·隐秀》谓阮籍诗“境玄思澹,而独得乎优闲”,这是这个时

代玄学影响下的文学自然的反映。 魏晋文人自纵放达的逍遥的人生体验,超越世俗生活的迁绊,将目光

投向山水自然、日常生活,用审美的眼光仔细审视天地之间的大美,谛听自然的生动韵律,完成了精神家

园与世俗世界的契合统一。 在缥缈的游仙以及言之玄远的诗歌之外,山水不仅是生活的视界,也是文学

颂达的主题。 《世说新语·言语》曰:“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
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⑦又曰:“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浄,都无纤翳。 太傅叹以为佳。 谢

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⑧在东晋风流倜傥名士眼中,星云、山水、花鸟、草木无不暗含

玄意,由精神世界的遨游走入静明山水的徜徉,诗歌从玄言派生出了山水,中国文学进入了另一种境界,
既是人生的,也是文学的静谧和安详。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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