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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

唐末文儒的身心困局与情理冲突
———皮日休思想与古文平议

　 　 　 孙学堂

摘　 要:　 学界高度评价皮日休小品文中的民本思想和批判锋芒,却忽略了他在《汉斩

丁公论》《斥胡建》《旌王宇》等大量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旗帜鲜明的忠君观念。 《鹿门隐

书》《原谤》等文通过古今对比讽刺“王天下者”,的确具有较强的批判色彩,但其矛头并

非指向唐末皇帝,更不能视为皮日休参加农民起义的思想基础。 皮日休极力宣扬“忠

孝”观念,而史料却记载他参加了黄巢起义。 这颇具讽刺意味的结局,代表了唐末文儒

的立身困局,也说明儒家学者在易代之际如果知进而不知退,势必陷入知行背离的尴尬

境地。 皮日休的古文中既有理性化的明道诉求,又有高度感性化的愤激情绪,二者糅和

而不免冲突,形成了《皮子文薮》的独特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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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皮子文薮》提要云:“宋晁公武谓其尤善箴铭。 今观集中书序论辨诸作,亦多能原本

经术。 其《请孟子立学科》、《请韩愈配飨太学》二书,在唐人尤为卓识,不得仅以词章目之。” (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整

理本,第 2025 页)同卷《笠泽丛书》提要云:“惟杂文则龟蒙小品为多,不及日休《文薮》时标伟论。” (第 2026 页)关于“文

儒”的概念,可参见葛晓音:《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文学遗产》,1998 年第 2 期。
②　

 

参见王国轩:《皮日休与晚唐儒学》,《孔子研究》,1989 年第 1 期。

皮日休能够“本源经术”,时有“卓识”“伟论”,可以视为唐末“文儒”之代表。①长期以来,文学史研

究者从民本思想或批判现实的角度对他评价很高,并认为这是他参加黄巢起义的思想基础;也有人从儒

学史角度,认为他推崇孟子、王通和韩愈,弘扬儒家道统,在理学发展史上有一定贡献。②然前者强调其

思想锋芒,后者则有关于对皇权之维护。 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如何共存于他的思想观念中? 应该予以

怎样的评价? 如何影响到他的诗文创作和文学思想? 在易代之际是否有一定典型意义? 这些问题都值

得探究。 本文拟谈一点初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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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皮日休的忠君论

过去研究者对皮日休的批判锋芒评价很高,如萧涤非先生认为他的“民主思想”受到孟子启发,“但

更为大胆而彻底。 孟子还是多少为周武王辩解,而皮日休则是完全替人民讲话的”①。 刘扬忠先生说:
皮日休的许多议论“具有鲜明的民主性和强烈的反叛性”,“比稍前他的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的可笑吟咏,不知要高出多少倍”。② 而对于皮日休的忠君观念,人们要么完全忽视,要么视为其思想中

保守的一面而一笔带过③,也偶有文章对此有所认识,但因时代原因,未能予以客观评价④。 其实要讨论

皮日休的思想及其在儒学发展中的作用,这一问题是绕不开去的。
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语见其《琴操十首·拘幽操》,其小序云“文王羑里作”,是揣摩周文

王绝对忠心于商天子纣的心怀。 从现代的民主观念看,这当然属于“理想奴才”⑤的思维方式,体现出儒

家思想的局限性。 但在中唐时代,无疑具有维护大一统政权的现实意义。 皮日休仰慕韩愈,非但倡扬道

德仁义、《诗》《书》礼乐的思想完全一致,极端的忠君观念也并无差别。 其《题安昌侯传》谓:“夫宰相之

节,以己道辅上。 天地平则致于君;夷狄服则致于君;风教行则致于君。 苟天地有灾则归于己;兵戈屡动

则归于己;万物有妖则归于己;时政有弊则归于己。”⑥这不完全就是“臣罪当诛兮,君王圣明”的意思吗?
忠君观念在皮日休的文集中表达得比韩愈更理性、更清晰。 《口箴》说:“出为忠臣,言则及君。 入

为孝子,言则及亲。 非君与亲,则宜默云。”(第 66 页)《目箴》说:“古之忠臣,古之孝子。 上立大业,中光

信史。”(第 67 页)《食箴》说:“故食于天子者,则死其天下;食于诸侯者,则死其国;食于大夫者,则死其

邑;食于士者,则死其家。”(第 71 页)《陵母颂》说:“男子少服教,壮行义,忠义贞烈,虽死不辱,鼎镬在前

而不惧,锧笮被体而无怨。”(第 61 页)《祝疟疠文》则从反方向说:“有事君不尽节,事亲不尽孝,出为叛

臣,入为逆子,天未降刑,尚或窃生,尔宜疠之。”(第 54 页)《春秋决疑》说:“人之生也,上有天地,次有君

父。 君父可弑,是无天地。 乃生人之大恶,有识之弘耻。”(第 37-38 页)
皮日休论历史人物,往往考察其是否忠君;而忠之与否的标准,主要在“心”而不在“迹”,这是皮日

休忠君论的主要特点。
最典型的例子是《汉斩丁公论》。 丁固放走刘邦,在刘邦定天下后反遭诛杀,原因是刘邦认为他对

项羽不忠。 刘邦要用丁固作为典范来宣扬忠君观念。 从时势角度说,刘邦的做法没什么不妥,后人也罕

有异论。 而皮日休却认为:“忠之为称也,盖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误贰其心;不以辩说贰其心;不以疑

惧贰其心者也。”(第 58-59 页)从“不贰心”角度来考察,他认为丁固实无不忠之举,反倒是韩信、英布、
陈平等人先后离开项羽而投奔刘邦,皆从个人利益出发权衡个人去就,才是“贰其心”———“淮阴不以猜

误而去项乎? 淮南不以疑惧而去项乎? 曲逆不以辩说而去项乎? 去彼而就此,果谓忠乎? 果谓不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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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萧涤非:《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五九年版皮子文薮前言》,《皮子文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
第 3 页。

 

刘扬忠:《皮日休简论》,原载《中国古典文学论丛》(一),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兹据《刘扬忠学术论
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第 63-64 页。

 

如郑庆笃先生说:“在风雨飘摇的唐朝末年,皮日休如此大声疾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新振兴儒家道统的
权威,其目的是发挥其治世济民的功能,以维持唐王朝的统治。 他还十分强调等级、正名,反对僭越。” (原文《论皮日
休》,载《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 年第 1 期;兹据吕慧鹃、刘波、卢达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济
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 594 页)

沈开生认为:“对于封建统治的标志———皇权,皮日休正是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偶象来崇拜。”又说:“皮日休
对所谓‘犯上作乱’者的仇视,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作者采取的“阶级立场”决定了该文整体上对皮日休取批判态
度,并非客观的学术评价。 见《皮日休同情农民起义吗? ———论皮日休的地主阶级立场》,《北方论丛》,1982 年第 2 期。

 

鲁迅:《“碰壁”之余》说:“然而,惭愧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式的理想奴才。” (鲁迅:《华盖集》,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25 页。)

萧涤非、郑庆笃整理:《皮子文薮》,卷八,第 91 页。 按该本无“万物有妖则归于己;时政有弊则归于己”二句,兹
据《全唐文》卷 799 补入。 以下凡引皮日休诗文,悉据此本,为避免繁琐,仅随文标明页码。

 



是利则存,不利则亡者也”。 皮日休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不忠,而丁固放走刘邦,不过是一念之仁:

则丁公临敌,舍敌无杀,诚恻隐之仁者,岂有猜误、辩说、疑惧者耶? 有利则存、不利则亡者耶?
与其不忠,则彼三侯者,未可免鼎镬之诛,刀锯之刑也。 是高祖斩之,果不为当。 (第 59 页)

平心而论,丁固在两军胜负的紧要关头而生恻隐之仁心,显然缺乏明见和决断,皮日休此说不免迂阔。
但他强调丁固始终没有因两军形势悬殊或自己是否受到重用而与项羽有“贰心”,却也是事实。 以此论

定韩信、英布、陈平为不忠,堪称“诛心”之论。 人们可以拿许多理由反驳皮氏之言,而毋庸置疑的是,他
所强调的,乃是一以贯之的忠诚之心。

另一个例子是《斥胡建》。 胡建作为军正丞擅斩不法御史,受到汉武帝表彰,班固《汉书》也称赞他

“临敌敢断,武昭于外。 斩伐奸隙,军旅不队(坠)”①。 从事件本身看胡建并无不忠之迹。 而皮日休却

说建“乃一夫之暴贼上吏者也,以辱国威。 国威者,军刑者也”(第 80 页)。 他认为,赏罚之权出自朝廷,
胡建发现问题只能上报,无权擅杀,“擅命”背后潜藏的定是不忠之心。 故文章结尾说:“过直近乎暴物,
过讦近乎擅命,有之不戢,在家为贼子,在国为乱臣,其建之谓矣!”这一看法与前人大异,近乎骇人听

闻。 其实这正是一种“诛心”之论。 因为历史上大量的事实证明,奸恶之人行其奸恶之事,往往会以“临

敌敢断”和“斩伐奸隙”为借口。 历史已成陈迹,皮日休所针对的主要不是胡建本人的是与非,其立论目

的在于警告可以预见的仿效者。
还有一个例子,是论王莽之子王宇。 就历史事实论,王宇反对王莽篡汉,或许完全出于惧祸心理。

皮日休却将其抬高到“忠烈”高度,《旌王宇》说:

若宇之道,真忠烈之士哉! 不以其父得天下为利,以反道为虑。 不以已将为天子之子为贵,以
愆咎为戒。 呜呼! 宇之道,大不负天地,幽不惭鬼神,贞不愧金石,明不让日月,于臣子之义,备矣。
(第 79 页)

皮日休认为王宇抵挡住了“将为天子之子”的极大诱惑,其心其行光明磊落。 其说恐怕过于拔高了

王宇的品格。 但将其旌褒上升到“忠烈”高度,正表现了皮日休倡导忠君的立场。 就儒家之道而言,可
以称之为另一意义上的“诛心”之论,其目的在呼唤效仿者,同时也是宣扬无条件的忠君观念。

再就是论杨雄。 《九讽系述》称杨雄文近孔、孟,评价很高,《法言后序》则对其《剧秦美新》表示不

满,谓“雄之道于兹疵也”。 他不满的是《法言·至孝篇》赞王莽所说的“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
劳则过于阿衡”的话:

说者以为杨子逊伪新之美,又以为称其居摄之前云。 呜呼! 日月岂卒能逊莽乎? 未若无阿衡

之称也。 (第 64 页)

这段话虽然很短,但行文晦涩。 宋僧人智圆《闲居编》卷十二《广皮日休法言后序》把皮日休的意见

略加发挥,而语言比皮日休更明畅,实可以视为皮氏之说的注脚。 兹征引如下:

《法言》之为书也,广大悉备,二帝、三王、姬公、孔子之道在此矣,百王之模范欤! 万世之蓍蔡

欤! 孟轲以来,力扶圣道者,未有如子云者也。 夫圣以降,言欤行欤,难其无玼乎! 是故雄之贤,而
有媚莽之言也。 《至孝篇》曰:“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李轨以为称莽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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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卷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2928 页。
 



以前之美。 《剧秦美新》云“大新受命上帝”,岂居摄以前邪? ……或杨子言逊之为权也。 噫,子云

学何道邪? 学他道也,吾不知其逊不逊也。 果学仲尼之道也,夫子之逊未闻若《至孝》《美新》之佞

者,吾以为媚莽之言是也。①

“阿衡”就是伊尹,古之贤臣。 杨雄说王莽勤劳过于伊尹,贤德堪比周公,实是谄媚。 有人替他辩

解,说他的话只不过表现了对王莽的逊顺姿态,且称颂的是摄政之前的王莽。 皮日休和智圆不同意此种

辩解,认为杨雄就是在谄媚王莽。 智圆在文中明确提到:“先儒之说皆为子云文过而讳恶耳……惟李唐

皮日休以斯言为非,故撰其《(法言)后序》以明之。 吾韪之,故广焉。 吁,向使子云深思道之行丧、人之

死生有天命者,于言则无‘过阿衡’之佞也,于行则无惧祸投阁之事也,不亦尽善乎。”智圆还谈到了另外

一层考虑,即为杨雄辩解将会鼓励鼎革时期的“骑墙派”———“使万世之下,不肖辈遇其闚觎神器者,不
能自正,必曲媚以事之。 果成也,则曰‘我知天命之有往也’;果不成,则曰‘我学子云之逊也’。 千诳万

诈,革面取容,岂不由踵《美新》之弊乎?”这是皮日休的短文没有谈到的,却也符合他的思想。

二、皮日休对唐末皇帝是何态度?

《鹿门隐书》常通过古今对比,表达对为政者的不满,如说“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古之用

贤也为国,今之用贤也为家”,“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等,这些话今人多视为

“民本”或“民主”思想的宣言。 其实如果细察原文语境,而不务断章取义,就会发现:1. 这些话的主要目

的不在批判,而是宣扬尧、舜之世的“仁”道。② 尤其是就创作意图说,谓“息于道,思其所未至;息于文,
惭其所未周。 故复草《隐书》焉。 呜呼! 古圣王能旌夫山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第 108 页)可知他作

《隐书》为的是完善他所追求的“道”与“文”,主要目的在“旌善”,其意图是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其
批判性的锋芒是不自觉的流露,体现了皮日休思想中的情理矛盾,这一点下文还会详谈。 2. 皮日休的矛

头并未直接指向唐末,更未指向唐末皇帝。 其所谓“古”,是指上古盛世,他理想的君主是尧、舜。 其中

有一段说:

民之性多暴,圣人导之以其仁;民性多逆,圣人导之以其义;民性多纵,圣人导之以其礼;民性多

愚,圣人导之以其智;民性多妄,圣人导之以其信。 ……后之人反导为取,反取为夺,故取天下以仁,
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国以义,得国而不义矣;取名位以礼,得名位而不礼矣;取权势以智,得权势而不

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 尧、舜导而得也,非取也,得之而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

仁。 吾谓自巨君、孟德已后,行仁义礼智信者,皆夺而得者也。 悲夫! (第 109
 

页)

尧、舜将本性暴、逆、纵、愚、妄的百姓“导”向仁、义、礼、智、信;从周文王开始变“导”为“取”,只不

过他取天下以后还保持了仁义。 从王莽、曹操开始是“夺天下”,这是指以“禅让”的名义巧取豪夺。 汤、
武、秦、汉之天下本来是争夺而得,就不用说了。 他所谓“今”,是指商、周尤其是秦、汉之后。 他在《请韩

文公配飨太学书》中说“仲尼之道,否于周、秦,而昏于汉、魏,息于晋、宋,而郁于陈、隋” (第 104 页),又
《读司马法》说:“汉、魏尚权,驱赤子于利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由士为诸侯,由诸侯为天子,非兵

不能威,非战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 (第 73 页)汉武帝在唐前算较为开明的君主,《鹿门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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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兹据《全宋文》,卷三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八册,第 222 页。 个别标点不同。
 

郭预衡先生早在 1965 年就批评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对皮日休《鹿门隐书》中“强烈的战斗性”评价过高,
认为其中“表现的对人民的态度相当恶劣;虽然对封建统治者有所批评,却也不过是站在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立场
而进行讽谏的’”。 见《论唐代几个作家的评价问题———读游国恩等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隋唐五代文学”》,兹
据郭预衡:《古代文学探讨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22 页。

 



书》却说:“自汉至今,民产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仅乎? 卫青、霍去病乎? 设遇圣天子,吾知乎桑、
孔不过乎贾竖,卫、霍不过乎士伍。” (第 116 页)可见在皮日休眼中,三代以下从未出现真正的“圣天

子”。 萧涤非先生说:“原来所谓创业垂统的圣帝明王,从皮日休看来,都不过是屠杀的最大刽子手而

已。”①诚然如此。 也就是说,皮日休批判的“今”包括战国之后所有“创业垂统的圣帝明王”,而并非指

唐末乱世中苟延残喘的皇帝。
刘扬忠先生引《六箴序》“帝身且不德,能帝天下乎? 能主家国乎”,说皮日休“愤恨唐末糜烂的朝政

和黑暗的社会,对腐朽势力的总头子昏君暴君尤其咬牙切齿”,其实这里的“帝身”是比喻,“心为己帝,
耳目为辅相,四支为诸侯”(第 65 页),谈的是人生修养问题。 扬忠先生还说皮日休“直斥‘君为秽壤,臣
为贼臣’”②,其实《心箴》的原话是:“危乎惕哉! 臣之谏君。 辅相不明,诸侯不宾。 君为秽壤,臣为贼

尘。 未及于斯,良可自勤。”(第 66 页)强调辅相之重要、之责任在于匡谏君主,在他看来,只要国家还没

有覆灭,以辅相为首的臣子就要鞠躬尽瘁、不懈努力。 这是典型的忠君论,而不是“直斥” 唐末君王

残暴。
唐末王朝岌岌可危,强蕃外敌皆“闚觎神器”,皇帝与藩镇之关系,就像战国时期的天子与诸侯。 正

如皮日休《晋文公不合取阳樊论》所说:“君弱臣侈,拨去古法。 能立一功者,先伺君地焉;能立一勋者,
先窥君器焉。”(第 55 页)该文批评晋文公“虽有入天子之功,而有凌天子之威”,认为他不应该接受周天

子的阳樊之赐,且替他“草拟”了一份谦恭的“谢表”,中云:“臣重耳以眇眇之德……杀凶臣,定王室,乃
臣之常也,不足赏也。 ……苟以畿内之地为臣之邑,是上滥其赐,下僭其受也。 虽天王之荐宠臣,其若宗

庙之灵,百姓之心,后世之罪何?” (第 56 页)在皮氏看来,尽管藩镇强悍、皇帝衰弱,但藩镇必须谦恭逊

顺,因为臣必须忠于君。 他旌王宇、刺杨雄,宣扬绝对忠君,其现实意义也是非常清楚的。 《鹿门隐书》
中还谈及:

今道有赤子,将为牛马所践,见之者,无问贤不肖,必惕惕然皆欲驱牛马以活之。 至夫国有弱

君,室有色妇,有谋其国,欲其室者,惟恨其君与夫不罹赤子之祸也。 噫! 是复何心哉? (第 111
页)

这里说的“弱君”,可以理解为隐指唐末皇帝。 其《白门表》写到徐州屡次逐杀朝廷命官的“银刀

族”,藉一老翁之口说他们“皆贼而不贡,兵而不从,死而辄代,名为列藩,实一州之主也”。 这其实都是

皮日休自己的看法,又谓:“且兵者,圣王不能免其征,仁帝不能无其伐。 是以逆者必杀,顺者必生。 所

以示天下不私也。 ……故春秋讥世卿得专公禄者,以春秋小国,尚贬而不空,况今圣天子在上,百执事称

职,万方雀息以无虞,四夷骏奔而入贡哉?”(第 81-82 页)这些话都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足以证明皮日

休立足于唐王朝的耿耿忠心。
《皮子文薮》编于皮日休进士及第前,他应该尚未获得与皇帝见面的机会,他对君王的忠爱完全发

自所受教育而形成的理念。 历史上桀、纣之类暴君是他批评的对象,当他的笔下出现这类暴君时,一定

要说是影射唐末君王(如懿宗),是缺乏足够根据的。 最典型的是《原谤》,结尾一段最常被人们引用:
“呜呼! 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 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
折而族之,不为甚矣。”(第 31 页)人们普遍将其视为皮日休“民本”或“民主”思想的体现。 而结合全文

来看,其核心观点在:“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 天尚如此,况于君乎? 况于鬼神乎? 是其怨訾恨讟蓰倍

于天矣。”郭预衡先生的解释才是合理的:“皮日休对人性有个基本的看法,即:善者少而不善者多。 他

对于‘下民’之‘不仁’作如此的估计,并不可怪。 既怨天,又谤圣,当然也敢于对抗天子。 无法无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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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萧涤非:《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五九年版皮子文薮前言》,《皮子文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
第 3 页。

 

刘扬忠:《皮日休简论》,《刘扬忠学术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第 63-64 页。
 



得戒惧。”①皮日休把民众差不多视为难缠的“刁民”,怎能说是“民本主义”? 这里所言“后之王天下”实

际包含了历史上众多的“圣帝明君”,所指十分广泛。 即使有影射唐末皇帝的意思,其语气也是警告,犹
言:“难以餍足的民众对尧、舜尚且不满,你们比不上尧舜,民众殴打、羞辱、驱逐你们,也算不上过分。”
而绝非说自己要参加到民众中去。

人们还常引《反招魂》中“其君雄虺”,谓隐指唐末皇帝之残暴。 其实下句就是“其民封狐”,“食民

之肝鬲以为其肉兮,摘民之发肤以为其衣”的,不仅包括统治者,也包括“难化”的民众。 该文宣称“忠放

不如守介而死”,与《九讽》一样都是以屈原的口吻写的,属于“代言体”。 郭预衡先生说:“皮日休对于

当代统治者似已不抱什么幻想,故出此言。”②或许有一定道理。 但全文弘扬的还是“忠烈”观念:文中以

比干、伍子胥、弘演之魂自比,说自己从来不会贪生怕死,结尾说:

帝命余以辅君兮,亦以君之忠介些。 自今以忠而见闻兮,尚盘桓而有待些? 将自富贵而入羁旅

兮,其志乃悔些? 将恋骨肉而惜家族兮,何不自裁些? ……君乎! 慎勿怀故都之恋,归来乎! 余为

君存千古忠烈之荣枯些。 (第 24 页)

在一层层的反问③中,忠君感情的表现相当浓烈。
综上所述,皮日休无论是在论历史人物时,还是论及弱君或暴君时,都表现出很强的忠君观念。 无

论在“民本”还是“民主”的立场看,相比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皮日休都是倒退的;而从强调“忠

君”的立场看,皮日休则比孟子走得远了太多,也超过了韩愈。 要考察皮日休在儒学发展、理学兴起过

程中的地位,必须正视这一事实。
陈寅恪先生论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地位”,第一个方面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④

皮日休请孟子为学科、作《文中子碑》高度评价王通、请韩愈配享太学,继韩愈之后在这一方面也有所贡

献。 俞樾《桐城洪晴川所著书序》谈及谁有资格从祀孟庙,便高度评价皮日休,说:

按《北梦琐言》云,咸通中进士皮日休上书两通,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略言圣人之道不过乎

经,子不异道者孟子也,请废《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其义者,科选请同明经。 夫《孟

子》一书,自汉以后皆侪于诸子,唐初陆德明作《经典释文》有《老子》《庄子》而无《孟子》,是视《孟

子》且不如《老》《庄》矣。 皮日休生于唐末,乃发此议。 厥后《孟子》遂列于经。 而自明以来,用以

取士,皆皮氏发之也。 其又一议,则请以韩愈配享太学,至今亦循用之。 其所见卓卓如此,岂仅诗人

也哉? ……以之从祀孟庙,视孔道辅之徒以求得孟墓而从祀者更为允矣。⑤

忠君,是儒家“道统”的主要观念之一,由唐到宋道统论日益发展,忠君观念也处在不断的强化中,
皮日休的忠君论是顺应历史趋势的。 郭绍虞先生说:“皮日休的思想,实上承韩愈以文明道之旨,而益

以阐发,遂不自觉地开宋学之风气者。”又说:“明白皮氏之论文,再去看宋代道学家的文学观,然后知其

一再演进,非推而至于极端不可。”⑥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郭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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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29 页。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68 页。
 

萧涤非先生的标点都用句号,窃以为是反问语气,应该用问号。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 年第 2 期。 兹据《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 319
页。

 

俞樾:《春在堂杂文》,六编补遗卷一,清光绪刻本。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年据 1934 年商务印书馆本重印,第 179 页。
 



三、皮日休的身心困局

鲁迅先生说“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①,这话就陆龟蒙说是对的,就皮日

休说则与事实不符。 此种印象可能来自《鹿门隐书》,其序曰:“醉士隐于鹿门,不醉则游,不游则息。”
(第 108 页)其所谓“隐”是指少年时期的乡居读书,暂时“游息”以求“道”和“文”,为将来的出仕做准

备,也即后来《太湖诗序》所说的“耨鹿门,渔泂湖,然而未能放形者,抑志于道也”(第 163 页),其精神固

非真隐。
儒家思想有两个重要侧面,一是强调仁政和忠孝节义,体现的是社会关怀、群体意识;二是“曾点气

象”“孔颜乐处”,强调个体悟道的体验,与道家思想和审美愉悦气息相通,体现出超越追求。 唐代的文

儒对后一方面普遍重视不够,皮日休更是如此。 他对儒道的理解相当拘执,缺乏超越追求和审美情怀,
对道家学说更是反对,如《请孟子为学科书》谓“庄、列之文,荒唐之文也。 读之可以为方外之士,习之可

以为鸿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时补教为志哉?”(第 106 页)其《秋夜有怀》诗云:“梦里忧身泣,觉来衣尚

湿。 骨肉煎我心,不是谋生急。 如何欲佐主,功名未成立。 处世既孤特,传家无承袭。 明朝走梁楚,步步

出门涩。 如何一寸心,千愁万愁入。” (第 132 页)不求个人富贵,要建立朝功名,“忧泣”是欲进而不得

之故。
汲汲求进使皮日休的想法时陷偏激,在文章中也表现出一些逻辑错乱。 如《移元征君书》把隐者分

为三种,他只认同“道隐”———“时弊不可正,主惽不可晓,进则祸,退则安”,为不得不隐。 另外两种“名

隐”和“性隐”,他都评价不高,称“名隐者小人也,性隐者野人也”。 该文同时强调真正的“道隐”从未有

人留下姓名,“道隐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尚”(第 102 页),也就是说,以隐逸知名者皆非“道隐”。
由此皮日休说元征君声名已高,得到了朝廷的征聘,就做不成“道隐”了。 在此皮氏陷入了逻辑混乱:前
文强调“道隐”的条件是现实之“不可为”,后文却强调“道隐”者之声名“不可知”,前后矛盾。 按照前文

的逻辑,如果元征君看清了现实、自觉回天无力,“进则祸,退则安”,完全是可以称作“道隐”。 之所以陷

入这个矛盾,就是因为他汲汲求进,且要劝元征君求进。 他对时局的估计过于乐观,完全意识不到自己

已面临“进则祸,退则安”之境。 《资治通鉴》称:“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 关东连

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②而皮日休在信中却称唐

懿宗为“明天子”,说“今天下虽无事,河湟有黠虏之患,岭徼有逋蛮之虞,主上焦心灼思,晏询夜谋,宰相

战栗岩廊,百执事奔走于朝右,然尚未复贞观开元之大治”。 因此他认为元征君面对朝廷征聘,“宜倒衣

以接礼,重趼以应命,赴明天子千年之运,成大丈夫万世之业,勋铭于钟鼎,德著于竹帛” (第 102 页)。
可以说,是求进的热情压倒理性,干预甚至破坏了文章的逻辑。 又如《鹿门隐书》有云:

 

伯夷弗仕非君,弗治非民,治则进,乱则退。 吾得志,弗为也。 不仕非君,孰行其道? 不治非民,
孰急天下? 以非君乎? 汤不当事桀,文王不当事纣也。 以非民乎? 桀民不赴殷,纣士不归周矣。 故

伯夷之道过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第 112 页)

这段话在逻辑上也有些问题。 前面的“非君”是站在伯夷的立场上说的,指的是周武王,意思是“非

旧君”;但后面“以非君乎,汤不当事桀,文王不当事纣”,则是指“不合格的君主”。 全文表达的观念是:
无论君主多么昏聩,为了“行道”,一定要出仕。 什么是“非民”? 从下文“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纣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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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著作初版精选集·南腔北调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81 页。
罗根泽先生也有类似说法,其《中国文学批评史》说“皮陆是隐逸派,所以栖隐林泉,又将原来的古文拉到隐逸方面”,又
说皮日休“视文学为隐逸者的自慰的消遣品、骄人的工具”。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二“乾符元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版,第 17 册,第 8174 页。
 



归周”来看,似乎是夏桀所治之民(对于商汤而言本非其民)、商纣时代的“士”(对于周武王而言本非其

民),而事实是“桀民赴殷,纣士归周”,此二例不能称作“非民”;退一步说,即使事实是“桀民不赴殷,纣
士不归周”,这仍然是“不仕非君”,不能作为“不治非民”之例。 “非民”的概念似乎是为了与“非君”对

偶提出的,应该是指性近“暴、逆、愚、妄”的民众。 他要表达的意思大概是:即使面对难于治理的民众,
也一定要出仕,是谓“急天下”。

这里的逻辑错乱,恐怕也要归因于皮日休汲汲求进的人生态度。 举伯夷、叔齐为“治则进,乱则退”
之例本就不妥,且还要说这样的人生态度不合理,就更有问题。 《首阳山碑》:

天必从道。 道不由天,其由人乎哉? 大圣应千百年之运,仁发于祥,义动于瑞。 上,圣帝也。
次,素王也。 莫不应乎天地,亘乎日月,动乎鬼神。 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穷生。 确然金石不足为

其贞,澹然冰玉不足为洁,非自上古圣人,不以动其心,况当世富贵之士哉? 斯自信乎道,天地不可

得而应者也。 呜呼! 夷齐之志,尝以神农、虞、夏形于言,由是观之,岂有意于文、武哉? 然迹其归

周,不从谏而死。 彼当(疑为尝)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 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谏,则夷、
齐之死,宜矣。 太史公以其饿死,责乎天道。 呜呼,若夷、齐之行,可谓道不由天者乎? 如不得仁而

饿死,天可责也。 苟夷、齐以殷乱,可去,而臣于周,则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阳之阨乎? 若夷、齐者,
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应者也。 天尚不可应,况于人乎? 况于鬼神乎? (第 44 页)

这里对夷、齐的评价比《鹿门隐书》略高。 如果不仔细看,会认为全文在褒扬夷、齐,古今不乏学者

这样理解。① 文中的确从“贞”“洁”“不动心”“自信乎道”等角度高度评价了夷、齐,这可以视为“尊题”
的需要。 但文章认为,二人所守之道既非“圣帝”之道,也非“素王”之道,圣帝、素王都是“应乎天地”
的。 文章谓夷、齐求仁得仁,故不必责天;谓“苟夷、齐以殷乱可去而臣于周,则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阳

之阨乎”,等于说二人本可以救时辅政,大有作为,却不能顺应天意,实近乎咎由自取。 这与《鹿门隐书》
的观点是相近的。 只是这里采用的说法不是说夷、齐不应天,而是说“天不可得而应”“道不由天”,更加

张扬了夷、齐作为忠臣坚守信念的气节。
儒家的忠君论在涉及“汤武革命”问题时大都会陷入逻辑困境。 孟子是儒家鼓吹“汤武革命论”的

代表,但孟子很少谈忠君。 皮日休受孟子影响,《鹿门隐书》似接受了“汤武革命论”,故颇不满夷、齐;但
他又处处强调忠君,故《首阳山碑》对夷、齐又评价很高。 在皮氏看来,汤、武虽非“圣天子”,却还是仁义

的“贤君”,而三代以下并无一个圣贤之主。 像汉高祖刘邦,人们多以为其得天下最正,而皮日休《新城

三老董公赞序》说:“在汉之取天下也,三杰而已矣。 萧何苦民力以给兵输,韩信杀民命以骋战功,留侯

设诡策以离秦、项。 当其时,未闻以仁义说于君者。” (第 50 页)幸好刘邦听从董公之说为义帝发丧,才
“至使天下宗汉”,他赞董公说:

皤皤董公,一言汉昌。 一人弑君,天下皆伤。 一人哭君,天下皆丧。 项由是弱,汉由是强。 扶义

而征,可至轩黄。 唱仁而战,可至武汤。 用于天道,折彼雄铓。 繄公之道,与汉而光。 (第 50 页)

这显然过于夸大了董公的贡献,但正可见皮日休对仁义、对武汤、对汉高祖及其诸功臣的评价。
一方面强调绝对忠君,另一方面又对秦汉以来的所有君主十分不满,这两个方面虽非直接矛盾,但

其基本精神却不能不冲突。 皮日休的所谓“民本”倾向和对历代统治者的愤激之语,全来自后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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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明代祝允明《罪知录》卷三“予夷齐”认为“伯夷,叔齐,圣也”,就引了皮日休这段话作为论据,见《祝允明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版,第 699-700 页。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册说:“司马迁因夷、齐饿死而‘责乎天道’,皮
日休则以为夷、齐‘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应者’。 司马迁所责者天,实在于人,是愤世之辞;皮日休称‘守道以介死’,无
所责于天,更无所应于人,是傲世之辞。”(第 330 页)也是认为皮日休褒扬伯夷叔齐。

 



是他关于“圣王”的理想太高,而不是“替人民讲话”。
对皮日休而言,如何评价汤、武和夷、齐还仅仅是个逻辑困局;而是否接受并参加农民起义,很快成

了现实中的立身困局。 许多正史、野史、笔记资料,如《旧唐书》《资治通鉴》《南部新书》《北梦琐言》《唐

语林》等都记载皮日休任过黄巢的翰林学士;而自宋初尹洙至南宋陆游,直到明清时期,还有更多学者

都不信这些记载。 他们所持的逻辑很清楚:一个懂得推尊孟子、王通和韩愈的人,一定是“知道”、立身

有本的,一定是忠君而不会从“贼”的。 上世纪有大量文章重新讨论这一问题,萧涤非、缪越、刘扬忠、郑
庆笃、郭预衡、申宝坤等学者一致认为,不应质疑早期史料的记载,皮日休参加了黄巢起义应该是无疑

的。 尽管他们对皮日休参加起义是主动还是被迫、参加起义之后的下落等问题还有争议。① 他们的一

系列文章和争议都基于特定的思想背景,那就是以“革命”和“思想进步”为荣。
将皮日休的人生悬案与他的忠君观念联系起来考察是饶有趣味的。 如果他对唐王朝绝对忠诚,就

不可能主动参加黄巢起义。 如果没有得到唐王朝覆灭的确切消息就顺从了黄巢,他就成为了自己所讥

诮的“有利则存、不利则亡”的“贰心”人。 在他的思想观念中寻求参加农民起义的思想基础,其实不是

什么“民本”或“民主”思想,而是对汤武革命有限的认同。
极力宣扬“忠臣孝子”观念,自己却以“失身”“从贼”告终(至少史料记载是如此),这实在是很可悲

的。 皮日休作为唐末文儒的代表,在易代之际陷入了立身困局。 他与陆龟蒙齐名,才力甚至在龟蒙之

上,而在后代士大夫中获得的评价和影响却远远不及陆龟蒙,与此有极大关系。 即使在更长远的历史

上,皮日休也有一定符号意味:强调忠君孝亲的儒家学者在易代之际如果知进而不知退,势必陷入知行

背离的尴尬境地。

四、皮氏古文的情理冲突

《皮子文薮》中的许多文章都是以愤激的面貌出现的,如《鹿门隐书》的许多话之所以容易被断章取

义,正是职此之故。 鲁迅先生将其与陆龟蒙小品文并称,说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终究

不错。 他的文章,常常是理性的“明道”“穷理”与感性的愤激、讥讽杂糅在一起。
皮日休虽未明确提出“文以明道”说,但他有许多表述与此相符。 他常将“文” “道”并提,如《鹿门

隐书》说“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货而富者曰文” (第 116 页),《口箴》 说“以道为饮,以文为食” (第 106
页),《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说韩愈“身行其道,口传其文”(第 105 页)等。 《原化》说:“其道则存乎言,
其教则在乎文。 有违其言、悖其教者,即戾矣。” (第 26 页) “道存乎言”,也就是“言以明道”,这里说的

“文”与“言”似并无不同。 《请孟子为学科书》说:“圣人之道,不过乎经。 经之降者,不过乎史。 史之降

者,不过乎子。”(第 106 页)经书即圣人之文,明圣人之道;由经到史再到子,著述皆有价值,但其价值依

次递减,这是以明道之文为上。 该文还说:

故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 若然者,何其道晔晔于前,其书没没于后? 得非

道拘乎正,文极乎奥,有好邪者惮正而不举,嗜浅者鄙奥而无称耶? (第 106 页)

他认为《孟子》继六艺、得“圣人之微旨”,价值极高,近于经书。 谓其“道拘乎正,文极乎奥”,“拘”字一

般说来带有不满之意,但据上下文之语境,这一评价肯定不含贬义,似是从“好邪者”的立场才这样说。
“正”和“奥”是皮日休心目中儒家经典的共同特征,他的文章有时晦涩难解,与他对儒家经典的此种认

识和学习有关。 他在《移成均博士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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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申宝坤:《皮日休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讨论综述》,《枣庄师专学报》,1985 年第 1 期。
 



夫圣人之为文也,为经约乎史,赞《易》近乎象,《诗》《书》止乎删,礼乐止乎定,《春秋》止乎修。
……其幽幽于鬼神,其妙妙于玄造。 (第 107 页)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皮日休则用“约、赞、删、定、修”等字眼来概括其著述方式。 这样的著述方式

把微言大义蕴乎其中,因而其宗旨“幽” “妙”,需要后人通过经典的训解,勤以“讲习之功”,才能达到

“行决句释”,使幽者明而妙者显。 皮日休认为,在“讲习决释”方面,太学做得很不够,说:“西域氏之教,
其徒日以讲习决释其法为事,视吾之太学,又足为西域氏之羞矣。”他肯定佛教徒所注重的阐释与讲习,
希望儒家学者汲取佛教徒注重义理思辨的长处,借鉴其方法。 这是对汉儒章句训诂之学的反拨,在唐宋

儒学转型、新儒学崛起的过程中,这也是顺应趋势的。 陈寅恪论韩愈在唐宋文化转变中贡献的第二点是

“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并说“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 皮

日休在这一点上也是紧随韩愈之后的。 郭绍虞先生甚至认为皮日休这种主张“竟是开宋儒讲学的风气

了”①。
因为圣人之文隐而奥,圣人之道幽而妙,所以皮日休认为要“明道”,必须去积极寻求,这个过程就

是“穷理”。 《文薮序》说:“文贵穷理,理贵原情,作《十原》。”有人认为皮日休与韩愈不同,“不提倡‘明

道’而讲究‘穷理’”②,其实二者并无差别。 所谓“理贵原情”之“情”,窃以为并非我们常说的“感情”,
实际是推原圣贤之情,也就是推原儒道之本意,与“尽性”意义相近。 皮日休在《十原系述》中说要“穷大

圣之始性,根古人之终义”,“穷理尽性,通幽洞微” (第 25 页),就是要通过文章来明道,他自称要“补

《三坟》之逸篇,修《五典》之墮策,重为圣人之一经”,可见对这组文章很自负。 兹以这一组文章中的部

分内容为例,分析其情理杂糅而不能不有所冲突的特点。
《十原》在结构上并无严密组织,《原亲》 《原己》偏重阐发人生义理,其他八篇都讨论社会问题,虽

然表现出推本溯源的倾向,且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指归,但与韩愈《五原》相比,在理论深度上逊色不少。
从文章艺术角度衡量,其长处恰在讽刺性和抒情性,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明道”或“穷理尽性”的初衷。

如《原化》针对儒家影响力远不及佛教的现状,试图回答“岂圣人之化,不及于西域氏邪”的疑问。
他的回答,一则曰“天未厌乱,不世世生圣人”,强调儒家思想有力的继承者少,二则曰西域氏“岳其基,
而溟其源”,强调佛教影响力巨大,然后打比方说:“譬如天下之民,皆桀之民也,苟有一尧民处之,一尧

民之善,岂能化天下桀民之恶哉?”(第 26 页)既没有阐明儒家之道比佛教高明在何处,也没有提出积极

的解决方案,实际是承认了“圣人之化,不及于西域氏”。 这就使文章未能在“原”或“穷理尽性”的向度

展开,与韩愈《原道》相比,其思辨性和理论水平远远不及。 文章结尾说:“呜呼! 今之士,率邪以御众,
握乱以治天下。 其贤尚尔,求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难哉! 不曰难哉!”(第 26 页)以“呜呼”引起的慨叹现

实的结尾是仿效韩愈《原毁》的结尾:“呜呼! 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

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③韩愈的感慨是深沉的,而皮日休的感慨则更加愤激。 这样,就
把阐发儒家义理的理论文写成了愤激、讽刺的小品文。 人们熟知的《原谤》,尤其是结尾部分,深广的愤

激之情弥漫于字里行间,盖过了理性和逻辑,违背了“穷理尽性”的初衷。 《原己》倡导辩证看待尊重自

我人格的问题,与孟子所谈的“大丈夫”人格前后相承,构成理性的主体部分。 结尾说:“呜乎! 吾观于

今之世,谄颜媮笑,辱身卑已,汲汲于进,如竖貂者几希!” (第 29 页
 

)④则是感慨愤激之词。 《原用》说

“圣人不求用而民用之,求用而圣人不用之”(第 30 页),也是说帝王要向尧舜学习,这是理性的;但结尾

121

孙学堂　 唐末文儒的身心困局与情理冲突———皮日休思想与古文平议

①
②

③
④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年据 1934 年商务印书馆本重印,第 179 页。
 

赵义山、李修生《中国分体文学史·散文卷》认为:“皮日休反对佛老,尊崇韩愈,但为文主张与韩愈不同,不提倡
‘明道’而讲究‘穷理’……其‘穷理不是空谈心性’,而是有所讽谕……他继承的是白居易‘为事’、‘为时’而作的讽谕传
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35 页。

 

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4-25 页。
按:这里“竖貂”似是“鲍庄” (即鲍牵) 之误。 因为前文说“均是敬也,均是害也,其媚与直不同也”,竖貂为

“媚”,鲍牵以“直”,结尾慨叹当今媚者多而直者少。
 



一转,提出“孔子奚不用鲁”的疑问,回答说“用之则鲁化,不用之天下奚化”,谓孔子未被鲁国重用,才得

以将其道载诸著述,传之后世。 这显然将儒家之道的影响力过于夸大了,与《原化》篇谈到的儒家危机

对读可知,这里表露的仍然是作者的情绪,只不过不再是愤激,而是以道统自居而不屑于一时之“用”的

傲世。
韩愈有《五原》一类说理之文,也有《进学解》《送穷文》等“长于牢骚”的抒情文。 而皮日休却把本

应是高头讲章的“穷理”之文也写成了愤激的抒情文,或者说,竟在说理之文中参入大量抒情成分,可见

其忧愤如何深广,见得理性已经无力驾驭和控制情绪了。
《十原》中现实针对性最强的是《原宝》,批评的是百姓不重粟帛而重金玉的现实。 当今学者对此文

评价较高。① 从“原”的角度,他说“金玉者,古圣王之所贵也。 ……如舜不修五玉,禹不铸九金,三代之

祭祀不以玉,货贿不以金矣”,这虽是儒家迷信圣人的言论,却不至十分荒谬。 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实是

简单粗暴而天真的:“苟为政者下其令曰,金玉不藏于民家,如有藏者,以盗法法之,民不藏矣。” (第 27
页)千百年来世人以金玉为贵的社会心理既已形成,要下令以刑法禁止民家藏金玉,非但难于执行,且
会强化等级观念,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 这就暴露出皮日休之“道”与社会发展脱节的弊端。 《原兵》认

为蚩尤系黄帝时之诸侯,而非相传所言之天子或庶人,惟其如此,才能说黄帝“征而灭之”。 这是儒家重

“名实”之辨析,皮氏认为其关乎“大圣之深旨”(第 32 页)。 《原祭》认为出兵时的祭祀应该“轩辕为主,
炎帝配之”,而不应祭蚩尤。 其说虽不为无见,从儒家立场看对世道人心也不无裨益,但在危机四伏的

唐末社会,其说毕竟高而不切,称之为“在乱世中空言明道”②并不冤枉。
无论是文章中的逻辑错乱,还是“尽性穷理”之文中强烈的愤世抒情色彩,抑或是针对社会弊病所

提出的高而不切的解决方案,都是“汲汲求用”的热情有余而理性思考不足的表现。 对于儒者而言,用
世热情当然可贵,但更可贵的还是对于社会民生的理性洞察。 皮日休文章的显著缺点,在于感情往往凌

驾于理性之上。 而当真正需要抒写真情的时候,比如《九讽》系有意续《离骚》之作,本该写出深婉的情

思,他却写得太过质直。 其中《正俗》云:“吾欲以明哲之性辨君臣之分兮,定文物之数。 吾欲以正讦之

道兮,进忠贤而退奸竖。 吾欲以醇釀之化兮,反当今而为往古。 吾欲以忖度之志兮,定觚圜而反规矩。”
(第 14 页)《纪祀》云:“神之化兮何方? 人之艰兮至此。 胡不化其邪而为正兮,胡不返其戾而为义。 胡

不转其亡而为兴兮,胡不易其乱而为治。”(第 18-19 页)完全就是理念的表达,而并无深情婉思。 《反招

魂》也是如此。 故严羽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若皮日休《九讽》,不足为骚。”③晁补之《变离骚

序上》说:“皮日休《九讽》专效《离骚》,其《反招魂》靳靳如影守形,然非也,竟离去。 画者谨毛而失貌,
呜呼,《离骚》自此散矣。”④这固然与皮日休的才力不足有关,但也与其创作意图存在重理念的成分有

关,《九讽系述》说:“吾之道不为不明,吾之命未为未偶。 而见志于斯文者,惧来世任臣之君因谤而去

贤;持禄之士以猜而远德。”(第 14 页)为“君”为“士”而作,确乎又是要“讽谕”而非抒情了。
除了情与理的冲突之外,皮日休的观念和诗文中还存在明显的尚质实与重才思的矛盾,篇幅所限,

笔者将另文专论。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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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如郑庆笃先生说:“在这样简短的文章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进而分析了问题的产生和危害,最后提出了解决的
办法,说理周详,令人信服。”见吕慧鹃、刘波、卢达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 5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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