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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韩愈对欧阳修“穷而后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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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阳修“穷而后工”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地位极高ꎬ对于这一理论的溯源ꎬ现普遍认为中唐时代

韩愈的“不平则鸣”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而事实上ꎬ如果通过比较ꎬ仔细探寻欧阳修“穷而后工”论对于柳宗

元、韩愈相关文学思想的承接ꎬ就会发现柳宗元的“感激愤悱”对其影响则更为直接ꎮ 这主要表现为:其一ꎬ柳宗

元“感激愤悱”与“穷而后工”论在内在关联程度上更为接近ꎬ甚至在阐述的句式上也非常相似ꎻ其二ꎬ在宋代ꎬ
“感激愤悱”比“不平则鸣”有着更适合于“穷而后工”论的接受语境ꎻ其三ꎬ欧阳修把柳宗元作为其“穷而后工”
论的典型实践者ꎮ 这些因素表明ꎬ欧阳修“穷而后工”论与柳宗元“感激愤悱”具有亲缘性、相似性ꎬ是一个一脉

相承的话语谱系ꎮ 基于这一研究ꎬ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穷而后工”论的历史渊源和丰富意蕴ꎮ
〔关键词〕柳宗元ꎻ韩愈ꎻ欧阳修ꎻ“穷而后工”论ꎻ影响关系ꎻ新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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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穷而后工”论主要见

于他的«梅圣俞诗集序» 〔１〕、«梅圣俞墓志铭» 〔２〕

和«薛简肃公文集序» 〔３〕 等文献之中ꎮ 对于“穷
而后工”论的溯源ꎬ现普遍认为ꎬ唐代韩愈(７６８—
８２４)的“不平则鸣” 〔４〕 对其产生了直接影响ꎬ是
其重要源头ꎮ 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较为集中

在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材和文学理论专

著之中ꎬ〔５〕通过广泛传播ꎬ这也极大提升了“穷而

后工”论的历史地位ꎮ 毫无疑问ꎬ这些成果对于

追溯“穷而后工”的历史渊源ꎬ揭示“不平则鸣”
对于“穷而后工”的历史影响ꎬ是具有筚路蓝缕

之功的ꎮ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ꎬ现在我们所能见到

的关于欧阳修“穷而后工”论直接承接韩愈“不
平则鸣”的论断ꎬ大都也只是局限于近现代学者

研究中的一些结论性观点ꎬ对于两者之间的关联

度和接受原因还缺乏深层次的分析ꎮ 同时ꎬ还必

须看到ꎬ有一些学者对于欧阳修“穷而后工”论

与韩愈“不平则鸣”直接承接的关系提出了疑

问ꎬ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ꎬ甚至

是两个不同的范畴ꎮ〔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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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上述情况ꎬ我们就会思索ꎬ在对“穷而后

工”论的溯源中ꎬ除韩愈“不平则鸣”之外ꎬ是否

还存在着其他对其产生更深刻影响的文学理论

呢? 实质上ꎬ已有学者把与韩愈同时代并与之在

文学史上相提并论的柳宗元(７７３—８１９)所提出

的“感激愤悱”同“不平则鸣”进行了对比ꎬ一方

面认为两者存在着相通之处ꎬ另一方面指出“感
激愤悱”在内涵上更加丰富深刻ꎬ在现实意义上

更为积极进步ꎮ〔７〕那么ꎬ我们就有理由推断ꎬ柳宗

元“感激愤悱”对于欧阳修“穷而后工”论的影响

程度是不可能低于甚至有可能高于韩愈“不平则

鸣”的ꎮ 基于此ꎬ我们无论如何ꎬ也不能只是偏执

于一端只看到韩愈的“不平则鸣”ꎬ却不顾柳宗

元“感激愤悱”对于欧阳修“穷而后工”论的影

响ꎮ 可目前学界尚没有专文把柳、韩两人在此方

面的文学思想对“穷而后工”论的影响关系进行

较深入的比较ꎮ 本文就是基于这些认识ꎬ有意进

行一些尝试ꎬ望以此来说明“感激愤悱”对欧阳

修“穷而后工”论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ꎬ是其

重要的源头ꎮ

二、柳宗元“感激愤悱”与“穷而后工”论
在内在关联程度上更为接近

　 　 柳宗元“感激愤悱”的文学思想主要集中在

以下文献之中ꎬ他在«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

和诗序»说道:“君子遭世之理ꎬ则呻呼踊跃以求

知于世ꎬ而遁隐之志息焉ꎮ 于是感激愤悱ꎬ思奋

其志略以效于当世ꎬ以(故) 形于文字ꎬ伸于歌

咏ꎬ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ꎮ 娄君志

乎道而遭乎理之世ꎬ其道宜行ꎬ而其术未用ꎬ故为

文而歌之ꎬ有求知之辞ꎮ 以余弟同志而偕未达ꎬ
故为赠诗ꎬ以悼时之往也ꎮ 余既困辱ꎬ不得预睹

世之光明ꎬ而幽乎楚越之间ꎬ故合文士以申其致ꎬ
将俟夫木铎以间于金石ꎮ 大凡编辞于斯者ꎬ皆太

平之不遇人也ꎮ” 〔８〕 柳宗元自身与文中的娄二十

四秀才(娄图南)有着相似的境况遭遇ꎬ故以诗

文赠之ꎮ 该文认为“君子”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力

是“感激愤悱”之情ꎬ进行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在

文章、歌咏中得以体现济世之心ꎬ以求有益于世ꎮ
那么ꎬ这种积极用世的“感激愤悱”之情来自何

处呢? 柳宗元在«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中进而

指出:“吾观古豪贤士ꎬ能知生人艰饥羸寒、蒙难

抵暴、捽抑无告ꎬ以吁而怜者ꎬ皆饱穷厄ꎬ恒孤危ꎬ
訑訑忡忡ꎬ东西南北无所归ꎬ然后至于此也ꎮ 今

有吕氏子名让不目小民农夫耕筑之倦苦ꎬ不
耳呼怨ꎬ而独粹然怜天下之穷氓ꎬ坐而言ꎬ未尝不

至焉ꎮ 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 积于中ꎬ得于诚ꎬ
往而复ꎬ咸在其内者也ꎮ 彼告而后知ꎬ示而后哀ꎬ
由外以铄己ꎬ因物以激志者也ꎮ 中之积ꎬ诚之得ꎬ
其为贤也莫尚焉﹙吕让﹚今来言曰:‘道不

可特出ꎬ功不可徒成ꎬ必由仕以登ꎬ假辞以通ꎬ然
后及乎物也ꎮ’” 〔９〕 认为“志士”们的“感激愤悱”
之情来自于对社会人生的深入关切ꎬ来自于对百

姓苦难遭遇的感同身受ꎬ主张把个人的情感和积

极用世相统一ꎬ创作出“以效于当世”的文学作

品ꎮ
细加比较ꎬ柳宗元“感激愤悱”与欧阳修“穷

而后工”论的文学思想在内在关联的程度上基本

接近ꎬ而在这些方面韩愈的“不平则鸣”很少或

者没有较深入的论及ꎬ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ꎮ 本

文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ꎬ〔１０〕 将范围和内容进行

拓展ꎬ现试比较如下:
其一ꎬ在创作主体方面ꎬ柳、欧两人都强调文

学创作是“君子”所为ꎮ 柳宗元认为由于“感激

愤悱”而进行文学创作的人ꎬ大都是“思奋其志

略以效于当世”的“君子”ꎻ〔１１〕 欧阳修也指出“见
于文章”是“君子之学”ꎬ〔１２〕并且特别推崇梅尧臣

“可谓君子者也”ꎮ〔１３〕 何谓君子? “天下之有德ꎬ
通谓之君子ꎮ” 〔１４〕这道出了君子的共性ꎬ但柳、欧
两人在其文论中所指的“君子”还呈现出特定的

涵义ꎮ 首先ꎬ对于他们的人生遭遇ꎬ柳宗元称其

为“太平之不遇人”ꎬ〔１５〕 欧阳修称其为“失志之

人”ꎮ〔１６〕其次ꎬ对于他们的人生志向ꎬ柳宗元提出

“君子学以植其志ꎬ信以笃其道”ꎬ〔１７〕认为真正的

“君子”都是立志笃道之人ꎮ 对于“志”与“道”的
涵义ꎬ柳宗元进而指出“唯以中正信义为志ꎬ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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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孔子之道”ꎮ〔１８〕欧阳修是一个“君子”意识

很强的人ꎬ他认为君子的操守是“所守者道义ꎬ所
行者忠信ꎬ所惜者名节”ꎬ〔１９〕君子的作为是“修之

于身ꎬ施之于事ꎬ见之于言”ꎬ〔２０〕 君子的性格是

“仁厚乐易ꎬ未尝仵于物而不怨怼ꎮ” 〔２１〕两人

基于对文学创作主体“君子”之一致的认识ꎬ也
必将这一理念贯穿于文学实践中ꎬ在文学思想上

具有更多的共鸣ꎮ
其二ꎬ在创作动因方面ꎬ由柳宗元的“感激愤

悱” 〔２２〕 到欧阳修的 “感激发愤” 〔２３〕 和 “忧思感

愤” 〔２４〕ꎬ都强调情感的感愤激发是文学创作的动

力ꎮ “愤悱”一词最早出自«论语述尔»的“不
愤不启ꎬ不悱不发”之语ꎬ前后句为互文ꎬ“启愤”
“发悱”也可视为“发愤” “启悱”ꎬ因此从字面上

看ꎬ柳宗元所主张的“感激愤悱”与欧阳修的“感
激发愤”是基本一致的ꎮ 朱熹的«论语集注»解

释说“愤者ꎬ心求通而未得之意ꎻ悱者ꎬ口欲言而

未能之貌”ꎮ 从中可以这样理解ꎬ“愤”谓思虑不

通畅之时烦闷郁积的心理状态ꎬ“启愤”即通过

启导使憋闷的心理状态得以疏解ꎻ“悱”谓心有

所思而口不能言的状态ꎬ“启悱”即通过恰当的

词语为载体以表达出来ꎮ 总体而言ꎬ所谓的“愤
悱”或者“发愤”是指“作家创作前情感郁积于心

的憋闷的心理状态”ꎮ〔２５〕进而言之ꎬ柳宗元的“感
激愤悱”主要是指文人出于对社会的深刻理解和

责任担当ꎬ而产生出一种愤激的变革现实的情绪

和要求ꎮ 当“贤者不得志于今”ꎬ〔２６〕 这种激愤之

情未能实现之时ꎬ就要“发其郁积”ꎬ〔２７〕就会把这

种情感寄诸文学作品中ꎬ以求得世人了解的言

辞ꎮ 欧阳修的“感激发愤”主要指“失志之人”在
经过“忧思感愤之郁积”后ꎬ所发出的忧时愤世

而不能的深沉感叹ꎮ 欧阳修的文学作品多忧愤

之气ꎬ如ꎬ他在«读李翱文»的文后所发出的“呜
呼ꎬ在位而不肯自忧ꎬ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ꎬ可叹

也夫”的感慨ꎬ清人林云铭对此评说道:“是篇虽

赞李翱ꎬ却是借李翱作个引子ꎬ把自己一片忧时

热肠血泪ꎬ向古人剖露挥洒耳ꎮ 文之曲折感怆ꎬ
能令古今来误国庸臣无地生活ꎮ” 〔２８〕 我们循着这

一启示ꎬ对欧阳修的文献进行检索ꎬ发现他的作

品中共有 ２９２ 处发出了“呜呼”的感叹ꎬ而柳宗元

更是甚于此ꎬ有多达 ３８１ 处的“呜呼”感叹之词ꎮ
由此可见ꎬ柳、欧两人的忧时伤世之情的深沉激

切程度之深ꎮ
相比较而言ꎬ韩愈“不平则鸣”与柳宗元“感

激愤悱”在对情感理解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ꎮ 一

是产生情感的途径不一样ꎮ 柳宗元的“感激愤

悱”来自于对社会人生的深入了解ꎬ因此与积极

用世联系起来ꎻ韩愈的“不平则鸣”来自于外在

事物的触发ꎬ更多强调个人情绪的变化ꎮ 二是包

含的内容不一样ꎮ 韩愈“不平则鸣”中的“不平”
之情“它不但指愤郁ꎬ也包括欢乐在内”ꎬ〔２９〕柳宗

元“感激愤悱”之情主要是指对社会现实的“忧
愤”ꎮ 三是呈现的状态不一样ꎮ 韩愈的“不平则

鸣”之情多是在“情不能已”的情况下自然产生

的ꎬ感性色彩较浓ꎮ 这种因外物而起、率性而为

的情绪表达方式ꎬ也正是柳宗元所不满的ꎮ 柳宗

元指出:“告而后知ꎬ示而后哀ꎬ由外以铄己ꎬ因物

以激志者也ꎮ” 〔３０〕 认为那些要别人告诉才知晓ꎬ
给看了才心动的人ꎬ只不过是暂时受到外物的影

响刺激而已ꎬ最后导致这种情感的产生是被动的

和短暂的ꎬ而柳宗元主张的情感是“积于中ꎬ得于

诚ꎬ往而复ꎬ咸在其内者也”ꎬ〔３１〕这种情感是由内

及外的ꎬ具有自觉性和主动性的特征ꎬ持续的时

间也会更长ꎮ 宋代李涂在比较柳宗元、韩愈、欧
阳修等人在文中所呈现的情绪特征时说:“子厚

发之以愤激ꎬ永叔发之以感慨ꎬ子瞻兼愤激感慨

而发之以谐谑ꎬ读柳、欧、苏文ꎬ方知韩文不可

及ꎮ” 〔３２〕

其三ꎬ在创作手段方面ꎬ从柳宗元的“形于文

字” 〔３３〕到欧阳修的“寓于文辞” 〔３４〕ꎬ都强调在有

才不被用的情况下ꎬ通过文学辞章来寄托自己的

情志ꎮ «论语»有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ꎮ”
古代士人最理想的选择是从政为官ꎬ以求建功立

业ꎻ而当左迁失意、困守穷厄之际ꎬ就会退而求其

次把人生价值的实现转向文章诗艺ꎬ通过文学辞

章来言志明道、发愤抒情ꎮ 对此ꎬ柳宗元曾指出: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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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者不得志于今ꎬ必取贵于后ꎬ古之著书者皆是

也ꎮ” 〔３５〕 无所用于世的君子必然会激发愤悱之

情ꎬ通过“形于文字”达到“文以求其志” 〔３６〕 的目

的ꎮ 欧阳修认为当“蕴其所有ꎬ而不得施于世”
之时ꎬ就会理性地进行“寓于文辞”的写作ꎬ实现

“文章发于其志” 〔３７〕 的主张ꎮ 对此ꎬ韩愈也曾指

出:“是故文章之作ꎬ恒发于羁旅草野ꎻ至若王公

贵人气满志得ꎬ非性能而好之ꎬ则不暇以为ꎮ” 〔３８〕

但相比而言ꎬ柳、欧两人所指出的文士创作更多

的是创作主体的理性选择ꎬ作为人生事业有意而

为之ꎬ韩愈在此方面并没有明确强调ꎮ
其四ꎬ在创作目的方面ꎬ从柳宗元的“效于当

世” 〔３９〕、 “ 施 于 人 世 ” 〔４０〕 到 欧 阳 修 的 “ 施 于

世” 〔４１〕、“施之于事” 〔４２〕ꎮ 所有这些都是柳、欧两

人服务于现实之“文用观” 的共同体现ꎮ 实质

上ꎬ不管柳宗元的“感激愤悱”之情或是欧阳修

的“感激发愤”之情ꎬ都是在无法直接“效于当

世”“施于世”ꎬ即无法“行其道”而“立功”的情况

下转身文学创作的ꎮ 他们这样做ꎬ一方面当然是

希望通过自己所著述的文学辞章达到其人生价

值的实现ꎬ另一方面ꎬ更重要的还是在于通过文

章以“明道”ꎬ以达到辅时及物和经世致用的目

的ꎮ 诚如 柳 宗 元 所 言: “ 思 报 国 恩ꎬ 独 惟 文

章ꎮ” 〔４３〕“道不可特出ꎬ功不可徒成ꎬ必由仕以登ꎬ
假辞以通ꎬ然后及乎物也ꎮ” 〔４４〕 那么柳宗元如何

使文章“效于当世”呢? 可以从他的«送邠宁独

孤书记赴辟命序» 〔４５〕 窥见一斑ꎮ 他在赠序中对

友人独孤宓谈到ꎬ即将作为一名书记官ꎬ如果把

文职人员看成只是做一些“曳裾戎幕之下ꎬ专弄

文墨ꎬ为壮夫捧腹”的事情ꎬ那就是“甚未可也”ꎻ
指出文人的职责可以“发群谋于章奏之笔ꎬ上为

明天子论列熟计ꎬ而导扬威命”ꎬ也就是说能在奏

章中充分反映将士们的智谋ꎬ向天子陈述成熟的

计策ꎬ借以宣扬朝廷的威严和命令ꎻ还应该“赋从

军之乐”以鼓舞士气ꎬ用“移书飞文”来“谕告”民
众和犒劳欢迎朝廷的军队ꎬ只有这样才是“真可

慕也”ꎮ 欧阳修反复强调:“君子之于学也务为

道ꎬ为道必求知古ꎬ知古明道ꎬ而后履之以身ꎬ施

之于事ꎬ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ꎬ以信后世ꎮ” 〔４６〕 欧

阳修所主张的“道”ꎬ主要指生活中的“百事”ꎬ他
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ꎬ曰:‘吾文士也ꎬ职于文

而已’”ꎬ〔４７〕对于这种溺于文事而不关心现实的

态度是深为不满的ꎮ 对于柳、欧两人所呈现出的

这一共同点ꎬ当代散文家和学者孙犁 (１９１３—
２００２)指出“欧文多从实际出发ꎬ富有人生根据ꎬ
并对事物有准确看法ꎬ这一点ꎬ他是和柳宗元更

为接近的”ꎮ〔４８〕 反观韩愈的文学思想ꎬ他在唐代

古文运动中的文学主张重在复古ꎬ对于社会政治

的作用涉及相对较少ꎬ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的失

意哀怨ꎮ 对于柳、欧两人“文用观”与韩愈“不平

则鸣”的区别ꎬ周楚汉在其著作«唐宋八大家文

化文章学»中明确指出:“‘感激愤悱’与韩愈«送
孟东野序»的‘不平则鸣’有所不同ꎬ‘感激愤悱’
强调‘效于当世’ꎬ与‘有益于世’的文用观联系

密切ꎻ‘不平则鸣’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要求ꎮ” 〔４９〕

其五ꎬ在创作态度方面ꎬ从柳宗元的“不苟悦

于人” 〔５０〕到欧阳修的“不求苟说(悦)于世” 〔５１〕ꎬ
都秉承不以个人荣辱为念ꎬ而为时代社会立言的

写作态度ꎮ 写作动机决定了写作的态度ꎬ柳宗元

以“利安元元为务”ꎬ心中所思所念的是他心中

的“道”ꎬ所以他的一生“终能毋与世俯仰以自别

于小人”ꎬ〔５２〕绝不会通过媚俗附时来换取一时之

誉ꎬ而是反复强调为文之要在于“不苟悦于人”
“不为流俗所扇动”ꎮ〔５３〕欧阳修的一生不尚时好ꎬ
不慕荣利ꎬ主张为文要“多论当世利害”ꎬ〔５４〕坚守

着自己的文学标准和创作态度ꎬ这与柳宗元的文

学思想是非常接近的ꎮ 他对于梅尧臣“不求苟说

(悦)于世”的态度给以赞赏ꎻ在«仲氏文集序»中
对于作者仲讷“不苟屈以合世”而创作的“抑扬

感激ꎬ劲正豪迈”之作品ꎬ认为“必将伸于后世而

不可揜(掩)也”ꎮ〔５５〕

其六ꎬ在创作内容方面ꎬ由柳宗元的“能知生

人艰饥羸寒、蒙难抵暴、捽抑无告” 〔５６〕 到欧阳修

的“道羁臣、寡妇之所叹ꎬ而写人情之难言” 〔５７〕ꎬ
都强调作家对于社会人生体验的深度和生命情

感体验的浓度ꎬ决定着文学作品的高度ꎮ 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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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激所愤的正是百姓遭受之苦ꎬ所忧所忡的正是

“辅时及物”之道的实现ꎬ这才是“感激愤悱”的

根源ꎮ 他主张以“辅时及物”作为创作的主要内

容ꎬ把眼光投向社会人生ꎬ从自己的不幸遭遇和

生活体验中去进行深刻的领悟ꎬ所以说:“吾观古

豪贤士ꎬ能知生人艰饥羸寒、蒙难抵暴、捽抑无

告ꎬ以吁而怜者ꎬ皆饱穷厄ꎬ恒孤危ꎬ訑訑忡忡ꎬ东
西南北无所归ꎬ然后至于此也ꎮ”主张文士在遭受

穷厄之时ꎬ能把个人的情感与社会相联系ꎬ把自

己的遭遇与民众的苦难相统一ꎮ 欧阳修主张诗

歌应该“刺口论时政”ꎬ〔５８〕 要能够“道羁臣、寡妇

之所叹ꎬ而写人情之难言”ꎮ 相比而言ꎬ韩愈的

“穷苦之言易好” 〔５９〕 只是一句结论性的话ꎬ至于

作品中的哪些内容为“穷苦之言”并没有提及ꎮ
同时韩愈“不平则鸣”所“鸣”的关注点“是从个

人的哀怨失意ꎬ遭穷困的角度提出问题的ꎬ缺乏

更广阔的社会内容”ꎮ〔６０〕

其七ꎬ在创作规律方面ꎬ柳、欧两人都揭示了

文人之“穷”与文学作品之“工”的因果关系ꎮ 文

人在经历“穷”的过程中ꎬ会形成苦闷的情绪ꎬ并
且这种苦闷在一定的条件下能转化为精神的动

力ꎬ促使作家“穷”而激发感愤ꎬ以强烈的情怀使

命加深对社会人生、生命真谛的体验感悟ꎬ从而

达到作品之“工”的程度ꎮ 童庆炳先生对此曾指

出:“正是在‘穷’中ꎬ诗人蓄积了最为深刻、饱
满、独特的情感ꎬ正是这种带着眼泪的情感ꎬ以一

种强大的力量把诗人推上了创作之路ꎮ” 〔６１〕 欧阳

修“穷而后工”论阐释了作家在遭遇了现实生活

的“不幸”之后ꎬ如何实现思想情感的深化以及

由此向艺术美感转化的过程ꎮ 他指出不得施于

世的穷困之人ꎬ往往因不得志而自放ꎬ因自放而

外见ꎬ因外见而感愤郁积ꎬ因感愤郁积而兴于怨

刺ꎬ最后表现为具有一定情感和美感的文学辞

章ꎮ 柳宗元的“感激愤悱”说也指出ꎬ“未得行其

道”的“古豪贤士”ꎬ在“知生人艰饥羸寒、蒙难抵

暴、捽抑无告”的感受之后ꎬ通过“发其郁积”和

“读百家书ꎬ 上下驰骋”ꎬ 最后 “得知文章利

病”ꎬ〔６２〕达到了文章之“工”ꎮ

对此相比较而言ꎬ韩愈的“不平则鸣”主要

是揭示创作的动因ꎬ而“穷而后工”论却更在于

“强调诗人之穷与诗之工的因果关系”ꎮ〔６３〕 韩愈

的“穷苦之言易好”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作家遭遇与文学成就的关系ꎬ但“穷苦之言易

好”强调的是作品内容之“穷”ꎬ而“穷而后工”强
调的是创作主体的人生遭际之“穷”ꎮ “穷苦之

言易好”只是一个结论性的观点ꎬ比较简略ꎬ而欧

阳修的“穷而后工”论却对由“穷”到“工”的过程

和原因有着较为深入的论述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ꎬ通过以上的比较就会发

现ꎬ柳、欧两人在阐述各自的理论主张时ꎬ两者除

了具有基本一致的内涵意蕴外ꎬ在阐述方式上ꎬ
甚至在所使用的词汇和表达的句式上也非常相

似ꎮ 现试举例如下(见下页表 １)ꎮ
根据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说ꎬ接受者

会根据当时所具有的人生经验和审美体验等对

接受对象所呈现的形式和内容等产生预测和期

望ꎬ并转化成为定向性心理结构图式ꎮ 显然ꎬ柳
宗元“感激愤悱”的内容和形式对于欧阳修的

“期待视野”而言ꎬ与其定向性心理结构图式是

非常吻合的ꎮ 读者出于对接受对象的过分熟悉

或者喜爱ꎬ就会不自觉地化用甚至直接承袭原有

的呈现方法ꎬ接受其外在的形式ꎬ这也是其定向

性心理结构图式的实现ꎬ是一种最直接的接受行

为ꎮ 这种外在形式上的相似性是以最直观的方

式表明ꎬ“穷而后工”论与“感激愤悱”具有亲缘

性ꎬ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话语家族系统ꎮ

三、“感激愤悱”比“不平则鸣”有着更适合

“穷而后工”论的接受语境

　 　 文学史上的晚唐、五代乃至宋代初期ꎬ受到

“不平则鸣”等诗学观念影响ꎬ由于过分强调诗

歌对于情绪的宣泄作用ꎬ导致了“非穷途而悲ꎬ非
乱世而怨” 〔６４〕 等文学表达中伪情绪的泛滥ꎮ 对

此ꎬ在时代变革和文风发生根本变化的大背景

下ꎬ由于“出于诗学内部自身新变的要求ꎬ也出于

宋代社会政治和道德的要求ꎬ宋人对‘诗可以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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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和‘不平则鸣’ 的流行说法提出了尖锐的挑

战”ꎬ〔６５〕于是对诗歌所承担的功能和所表达的内

容进行了规范修正ꎬ主张化激情为温情ꎬ以作“忧
世之言”取代“叹老嗟悲”和“羁愁感叹”ꎮ 北宋

时欧阳修“穷而后工”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应运而生的ꎬ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ꎮ 就此而

言ꎬ欧、柳两人的文学主张在对于“穷”的理解和

对待“穷”的态度上ꎬ比韩愈“不平则鸣”则更趋

于一致ꎬ这使“感激愤悱”之思想能够与这个时代

同频共振ꎬ也就有着比“不平则鸣”更适合“穷而

后工”论的接受语境ꎮ
其一ꎬ对于“穷”之涵义的理解ꎮ 欧阳修所理

解的“穷”主要是“失志之人”在“蕴其所有ꎬ而不

得施于世”时的一种遭遇ꎬ是指政治理想无法实

现ꎮ 显然这里的“穷”是相对于“达”而言的ꎬ属
于政治的范畴ꎮ 对于“穷而后工”论的主要代表

人物梅尧臣的人生遭际ꎬ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

序»中说他:“少以荫补为吏ꎬ累举进士ꎬ辄抑于有

司ꎬ困于州县凡十余年ꎮ 年今五十ꎬ犹从辟书ꎬ为
人之佐ꎬ郁其所畜ꎬ不得奋见于事业”ꎮ 对于柳宗

元“感激愤悱”说中的代表人物娄图南秀才ꎬ他本

“志乎道”ꎬ却遭遇了“其道宜行ꎬ而其术未用”的
人生坎坷ꎬ乃至柳宗元在文后感慨道:“大凡编辞

于斯者ꎬ皆太平之不遇人也ꎮ” 〔６６〕 清人宋荦对此

指出:“盖尝闻诸孔子曰:‘君子通于道之谓通ꎬ穷
于道之谓穷ꎮ’凡位不配德ꎬ任不展才ꎬ是皆所为

不得志而穷焉者之事也ꎮ” 〔６７〕 可见ꎬ欧、柳文论中

关于“穷”之涵义的理解大致属于“不得志而穷”
这一类的ꎮ 相比较而言ꎬ韩愈在“不平则鸣”中所

指的“穷”ꎬ其主要内容是指“穷饿其身ꎬ思愁其心

肠” 〔６８〕的个人困穷生活状态ꎬ对于生活困顿的过

分强调ꎬ显然属于经济的范畴ꎮ 韩愈在«送孟东

野序»文中所描述的“不平则鸣”代表人物孟郊ꎬ
他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ꎬ贫寒的生活和

苦涩的人生使孟郊常在其作品中“自鸣其不幸”ꎮ
在宋代ꎬ士人群体的经济待遇是相对优渥的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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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肩负的主要是“居庙堂之高ꎬ则忧其民ꎻ处江

湖之远ꎬ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政治

担当ꎮ 显然ꎬ在士人群体洋溢着政治情怀与使命

担当的时代背景下ꎬ由于柳宗元“感激愤悱”对于

“穷”之涵义的理解与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是

一致的ꎬ也自然就比“不平则鸣”更加深刻地影响

着“穷而后工”论ꎮ
其二ꎬ对待“穷”的态度ꎮ 在宋代ꎬ性命之学

盛行ꎬ文士们追求的是一种身达心亦达ꎬ即使身

穷心亦达的精神境界ꎬ所以“无论是司马迁的‘发
愤著书’还是韩愈的‘不平则鸣’都未能得到宋人

的呼应ꎬ因为这两个命题都含有发牢骚之意ꎬ与
宋人的中和诗论相左ꎮ” 〔６９〕 以“自持、自适”的心

态推崇“穷而后工”成为宋人在这个时代精神的

集中体现ꎬ也是对于诗歌本质的理性探讨ꎮ 苏轼

说:“非诗能穷人ꎬ穷者诗乃工ꎮ 此语信不妄ꎬ吾
闻诸醉翁ꎮ” 〔７０〕王安石也在其«哭梅圣俞»一诗中

评价梅尧臣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成就时ꎬ有感而

发:“诗人况又多穷愁ꎬ李、杜亦不为公侯ꎮ 公窥

穷阨以身投ꎬ坎轲坐老当谁尤ꎮ” 〔７１〕 欧阳修作为

这个时代的精神象征ꎬ对于外在的得失ꎬ他认为

应该做到“君子轻去就ꎬ随卷舒ꎬ富贵不可诱ꎮ 故

其气浩然ꎻ勇过乎贲、育ꎬ毁誉不以屑ꎬ其量恬然

不见于喜愠”ꎮ〔７２〕所以ꎬ他所郁积的“忧思感愤”ꎬ
是一种深沉忧患意识ꎬ而非穷酸的牢骚不平ꎻ所
要作的是“忧世之言”ꎬ而非“戚戚怨嗟ꎬ有不堪之

穷愁”ꎮ〔７３〕这种不戚戚于个人进退得失和心忧天

下的情怀ꎬ正如欧阳修在«梅尧臣墓志铭»中赞叹

梅尧臣所言ꎬ称其:“不戚其穷ꎬ不困其鸣ꎮ 不踬

于艰ꎬ不履于倾ꎮ 养其和平ꎬ以发阙声ꎮ”欧阳修

秉承身穷志亦达的理念ꎬ努力化悲怨为旷达ꎬ化
酸楚以闲暇ꎬ把文学创作作为安顿人生精神的家

园ꎬ真正做到了自己所标榜的“能不戚戚于穷厄ꎬ
而泰然自以为乐者所以自乐而忘忧者诗

也”ꎮ〔７４〕

柳宗元的“感激愤悱”对传统的由穷而生怨

的观点有所突破ꎬ在才不被用ꎬ身处穷厄之时ꎬ秉
持着“贫者士之常ꎬ今仆虽羸馁ꎬ亦甘如饴矣” 〔７５〕

的态度ꎬ认为应该“居易俟命ꎬ乐天不忧”ꎬ〔７６〕 要

积极入世ꎬ能知百姓的“艰饥羸寒”ꎬ为他们的苦

难而奔走呼喊ꎮ 在“感激愤悱”之情主导下ꎬ柳宗

元文章内容充满了进取精神ꎬ较之于韩愈的“不
平则鸣”在情感基调上色调亮丽ꎮ 宋人葛立方曾

感慨“柳子厚可谓一世穷人矣”ꎬ〔７７〕 然而他始终

秉承着“守先圣之道ꎬ由大中以出ꎬ虽万受摈弃ꎬ
不更乎其内” 〔７８〕的信念ꎬ在艰难困厄中保持着当

初人生的本色ꎮ 柳宗元的一生成就正如宋徽宗

在其«初封文惠侯告词»中所说:“文章在册ꎬ功德

在民ꎮ 昔有其人ꎬ是为不朽ꎮ”
虽然欧阳修非常尊崇韩愈ꎬ但对于韩愈在体

验了“不平”遭遇之后的“自鸣其不幸”的狭隘表

现也提出了批评ꎮ 韩愈曾写过«感二鸟赋»ꎬ对此

欧阳修说道:“愈尝有赋矣ꎬ不过羡二鸟之光荣ꎬ
叹一饱之无时尔ꎮ 此其心使光荣而饱ꎬ则不复云

矣ꎮ” 〔７９〕认为韩愈终不能摆脱个人穷通得失的卑

微情感ꎬ对此指出:“(韩愈)当论事时ꎬ感激不避

诛死ꎬ真若知义者ꎻ及到贬所ꎬ则戚戚怨嗟ꎬ有不

堪之穷愁形于文字ꎬ其心欢戚无异庸人ꎬ虽韩文

公(愈)不免此累ꎮ 用此戒安道ꎬ慎勿作戚戚之

文ꎮ” 〔８０〕显然欧阳修对于韩愈在贬谪之后的“戚
戚怨嗟”之表现和所作的“戚戚之文”是不满的ꎮ

四、欧阳修把柳宗元列为其“穷而后工”论的

典型实践者

　 　 欧阳修之所以把柳宗元列为其“穷而后工”
论的典型实践者之一ꎬ显然是因为认为柳宗元的

文学思想较好地印证了他的这一论断ꎬ当然也希

望借此来惜人叹己ꎮ 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赞赏柳

宗元寄情山水以消解苦闷的生活方式ꎮ 欧阳修

指出“穷而后工”者的生活方式大多是“多喜自放

于山巅水涯ꎮ 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ꎬ往
往探其奇怪” («梅圣俞诗集序»)ꎮ 柳宗元在长

安政治改革失败后ꎬ被贬谪到相距两千余里的永

州ꎬ以“戴罪”之身寄寓于山水自然中ꎮ 在此漫长

的十年(８０５—８１５)里ꎬ他的日常生活大都就是在

“上高山ꎬ入森林ꎬ穷回溪ꎬ幽泉怪石ꎬ无远不到ꎮ
—５２１—

柳宗元、韩愈对欧阳修“穷而后工”论影响关系新辨



到则披草而坐ꎬ倾壶而醉” 〔８１〕 中度过的ꎮ 实质上

欧阳修自身的生活也是如此ꎬ他认为“荫长松ꎬ藉
丰草ꎬ听山溜之潺湲ꎬ饮石泉之滴沥ꎬ此山林者之

乐也”ꎮ〔８２〕 二是同情柳宗元艰难困苦的创作环

境ꎮ 欧阳修在其编撰的«新唐书»中对柳宗元在

贬谪之后的创作环境ꎬ有着具体的描述:“(柳宗

元)既窜斥ꎬ地又荒疠ꎬ因自放山泽间ꎮ 其堙厄感

郁ꎬ一寓诸文ꎬ 仿 « 离骚» 数十篇ꎬ 读者咸悲

恻ꎮ” 〔８３〕三是感叹柳宗元的忧时虑世之心ꎮ 欧阳

修在其«永州万石亭寄知永州王顾»一诗对柳

宗元的人生遭遇和写作成就发出感慨:“天于生

子厚ꎬ禀予独艰哉ꎮ 超凌骤拔擢ꎬ过盛辄伤摧ꎮ
苦其危虑心ꎬ常使鸣声哀ꎮ 我亦奇子厚ꎬ开
编每徘徊ꎮ” 〔８４〕 欧阳修在晚年的«薛简肃公文集

序»一文中还念念不忘地感叹柳宗元等人在艰苦

环境中所体现出的“苦心危虑”ꎬ并最后实现了

“穷而后工”的事业ꎮ 从“苦其危虑心”到“苦心

危虑”ꎬ欧阳修一再强调了柳宗元的“危虑”之心ꎮ
根据辞海的释义ꎬ“危虑ꎬ犹苦思”ꎮ 关于这一写

作思想ꎬ在柳宗元自身的文论«答韦中立论师道

书»一文中也得到了印证ꎬ他说:“吾每为文章ꎬ未
尝敢以轻心掉之ꎬ惧其剽而不留也ꎻ未尝敢以怠

心易之ꎬ惧其弛而不严也ꎮ 此吾所以羽翼夫

道也ꎮ” 〔８５〕可见ꎬ柳宗元这种“危虑心”是在经常

有意识地克服“轻心”和“怠心”中实现的ꎮ 这种

“危虑心”ꎬ它“不仅仅是对事物的认识深度的问

题ꎬ它体现出作家的一种胸襟气度ꎬ乃至于对社

会人生的终极关怀”ꎮ〔８６〕

反观欧阳修自身ꎬ他四岁丧父ꎬ“母郑ꎬ守节

自誓ꎬ亲诲之学ꎮ 家贫ꎬ至以荻画地学书”ꎬ〔８７〕 做

官四十年ꎬ却三次被贬地方为官长达十余年ꎬ可
他“天资刚劲ꎬ见义勇为ꎬ虽机阱在前ꎬ触发之不

顾ꎻ放逐流离ꎬ至于再三ꎬ志气自若也”ꎬ〔８８〕 在困

难面前他奋不顾身ꎬ在逆境之中能够处之泰然ꎮ
由此可见ꎬ欧阳修“穷而后工”论虽然是以柳宗元

等人为代表ꎬ实质上也是自己人生的缩影ꎮ 梁启

超曾称欧阳修为“‘发愤为雄’的史家”ꎬ〔８９〕 把他

与司马迁相提并论ꎮ 由此可见ꎬ欧阳修与柳宗元

都有着长期身陷穷厄而文学有成的人生经历ꎬ实
质上他俩都是“穷而后工”论的典型印证者ꎮ 这

也必然使欧阳修与柳宗元惺惺相惜和神通共感ꎬ
在心灵上走近并接受柳的“感激愤悱”之思想ꎮ

五、结　 语

综上所述ꎬ在追溯欧阳修“穷而后工”论的源

头时ꎬ如果只是强调韩愈“不平则鸣”对其产生的

影响ꎬ而对柳宗元的“感激愤悱”置之不顾ꎬ这显

然是有失公允的ꎮ 本文把柳、韩相关文学思想对

欧阳修“穷而后工”论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比较ꎬ其
中虽也难免存在偏颇之处ꎬ但这是一种尝试ꎬ我
们从中看到了“穷而后工”论与柳宗元“感激愤

悱”存在着紧密的联系ꎮ 由此可以认为ꎬ柳宗元

的“感激愤悱”无疑对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产

生了直接影响ꎬ是“穷而后工”论的重要源头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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