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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色朝甜酒﹒天香夜染衣

一一林語堂先生《蘇東坡傅》

所提到的東坡兩首詩辨析

P東新雄

林語堂的〈蘇東坡傳〉第十一章〈詩人、名妓與和尚〉一節說:

『不過蘇東坡心靈的一角很少人發覺，蘇太太一定知道。那就是他對堂妹的初戀，此人

的名字不幸我們無法察知。蘇東坡一向沒有心機，一定對太太說起這件事。他對堂妹的情感

埋在兩首詩中，研究他作品的人都沒有注意到。

蘇東坡並不是一年到頭住在杭州，他常常到西邊和北邊走走。一零七三年十一月到一零

七四年三月他曾到附近的上海、嘉興、常州和鎮江旅行，這些地方宋朝時都屬斯江省。他堂

妹嫁給柳仲遷，住在鎮江附近。他在堂妹家住了三月，雖然也寫了不少旅遊詩，並且經常和

堂妹的翁公柳瑾一起寫作和旅行，他從來沒提過堂妹的丈夫，也沒有寫過詩給他。他曾寫一

首詩描寫堂妹家的宴席，堂妹的兩個見子要他親筆題字，他也寫了兩首詩給他們。蘇東坡很

敬重柳瑾的詩篇和書法，也常顧念堂妹的小孩。但這段時間完全不提堂妹的夫婿就很難解釋

了。

此行所寫的兩首詩暗示他和堂妹不尋常的交情。一首是寫給刁景純的，主題是回憶他在

宮中所見的一朵花。其中兩旬如下:

「厭從年少追新賞，閒對宮花識舊香。」

他當時並非面對宮花，因為他根本不在宮襄。「厭從年少」一定是形容他自己，而「

花」本來代表女性， r 舊香」也許是一段舊情。』

林語堂所提到「厭從年少」這首詩，它的全名是〈刁景純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

詩曰:

上花去換自 1乍汗。對即是手法從回去爭。 j最成平決這新賞，開對宮，干已報禧

香。欲贈佳人非又滑，好想幽 1鳳正客洗洞。鶴林神女鼎沸尾，為，用 1可平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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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御。

公有〈哭刁景純〉詩云:

言賣書是皂插輩，每中民主不旱。紛紛品平喝，福海見此考。此老女口拉拍，不

受霜雪捕。直;從毫末中，自養 j~ 合把 o ~::干乏近用，十歲自枯 1i~ 。文許

會無正始，定L 白費拳峙。平主系，人廟，白為，等女口緝。是非誰難齊，反星星看

會主子。甫平旅吳趣，把酒廈壽考。于口戶可無是夜，冒過跡未掃。但其口混混

合，'*省~丘F嫂。肘持合八+ ' j友會長口難悔。昨日古文人書，達平畏縮

緝。 1易也足措 71~ ，注:是要率寒謊。是真全不見人，疲篤室建卑。我欲;.:r.束

寺，說尊酌行深。說:胡無賀監，慟哭格已) i吏。忍見萬和用，荒地注私

羊。

施註: r 刁景純名約，丹徒人，少卓越有大志，刻苦學問，能文章，始應舉京師，與歐

陽永叔、富彥國聲譽相高下。天聖二年壹進士第'當官正辭，毅然有不可奪之色，其在寵碌

之際泊如也。故屈於為郎，施不大耀，士友歎息，而景純未嘗以為恨，好急人之難，海內之

人，識與不識，多歸之。不治產業，賓客故人常滿其門，尊酒燕娛無虛時，重義輕施，有古

人之風，年八十四，屬疾。王左丞和甫守潤，往問焉，隱几笑語如平時，和甫登車，巳逝

矣。妻江，先景純一年卒，東坡此詩，形容其平生略盡云。」

〈續通鑑長編) : r 康定元年十月，命館閣校勘刁約、歐陽修同修禮書，慶歷元年十二

月殿中丞刁約為集賢校理，四年十一月太常博士刁約通判海外I' 坐進奉院祠神，蘇舜卿召妓

會害事也。至和元年十月以開封府推官祠部員外郎，提點在京刑獄，因約私言溫成后擴中物

多侈麗，故出之。三年二月，有詔召遺，嘉祐元年八月判度支勾院，代范師道為契丹國母正

旦f吏。」

瞭解了刁景純事跡後，再來看此詩，是不是與林語堂氏所說的，以「舊香」表示一段舊

情。詩的首旬，‘上苑夭桃自作行"。唐文德皇后〈春遊曲>: r 上苑桃花朝日明。」上苑

是皇帝的御花園，宋代進士及第，皇帝賞賜鹿鳴鐘，在御花園舉行。御花園中的標豔桃花，

茂密成行。“劉郎去後幾回芳。"作者以劉郎自比，劉禹錫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師，<

戲贈看花諸君子詩>: r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襄花千樹，盡是劉郎去

後栽。」太和二年三月復來遊作絕句詩並引曰:予貞元二十一年為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

花，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

如爍晨霞，進作詩以紀一時之事，旋左出牧，今十有四年，得為主客郎中，重遊茲觀，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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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詩曰: r 百敵庭中半是

苔。桃花落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詩謂我如劉郎離開京師後，上

苑的桃花又不知開了幾回了。而我卻一直滯留在外，何時能夠召回京師，仍不可知。

“厭從年少追新賞"當年東坡二十二歲以第二人中進士，皇帝賜挂上苑，一時以國士目

之，可是現今流落在外，仍無歸期，所以懶得去追憶當時被人稱賞時的情景。“閒對宮花識

舊香。"吳曾〈能改齋漫錄} : r 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中，人始稱

傅，東坡諸公繼有詩詠，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態作瑞字。〈廬山紀事〉

南唐時，從廬山移植瑞香花於蓮萊殿，號日紫蓬萊。」今以杭州通判之閒差，職務請閒故有

空閒的時間，來此欣賞宮中舊日所認識的名花。

“欲贈佳人非i乏補"。想以此花贈送佳人，用意非如〈詩經﹒鄭風. 1較有}詩所云:

「伊其相諱，贈之以苟藥。」那種男女之間戲諱的意思，而是別有用心。這就隱含著把自己

比作瑞香花，想把名花贈送給佳人，而此佳人就是神宗皇帝，欲把最好的人才送給皇帝進

用，但如果皇帝依然不知進用。“自于初幽佩吊沈湘。"最後只好佩帶此花衷吊屈子之沈於湘

水。隱含若皇帝不知進用，最後己也可能像屈子一樣，抑鬱以終，自沈;日羅以殉身。

“鶴林神女無消息，為問何年返帝鄉。"鶴林、潤州寺名。〈古今詩話} : r 殷七七字

文祥，周寶於長安識之，及寶移鎮漸西，七七忽到鶴林寺，杜鵑花高丈餘，每春末，花爛

煌。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僧自天台僻孟中以華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揖飾，花院鎖閉，人

或窺見女子紅裳豔麗，游於樹下，俗傳女子花神也，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

絕，嘗閩能開非時之花，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否?七七諾之。乃前三日往鶴林宿焉，中夜

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為上元所命司此花，在人間巳逾百年，非久即歸閩苑去，今與道者共開

之，於是女子儼然不見，及九日，爛煙如春，寶異之，游賞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

地，其後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闌苑矣。」此詩謂像鶴林神女如此稀奇名貴之花，自其

不見，迄無消息'猶之一蓋世奇才，自從外放，迄無內調之消息，試問何年才能調回京師帝

王之朝廷耶?

此詩因有寄託，好些心願，不可說得太清楚，故意含混其辭。紀昀曰:“後四旬寓興深

微，置之玉溪生集中，不可復辨。"林氏所以指為一段舊情，大概也就是這種緣故吧!

林語堂又說: r 另一則寫給杭州太守陳襄的詩含意更為明顯。主題是他春歸太遲，錯過

7牡丹的花季。(這篇詩的序很長)他回到杭州，牡丹花季確實巳經過7 。不過，他暗喻一

個為人妻的女孩子則是不容置蜓的，而且詠牡丹的詩，也沒有理由提到兩個傷春的典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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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瞭解他的暗喻，我必須引述九世紀一位少女(杜秋娘)十五歲所寫的詩:

勸括其恃金縷衣，勸艾吉惜冒且具平峙。

花朋堪折直 5頁抖，其 j手無花室折執。

因此「空折枝」就變成錯過青春戀情的比喻。和她同代的杜牧也寫過下列一首詩:

自是尋吞寺較逞，末清桐帳延至今日寺。

狂風搖直深紅色，綠茉成 P拿手肅執。

自從杜牧寫這首詩之後， r 緝葉成陰子滿枝」就常用來形容子女眾多的母親，因為中文「

子」字代表「果實」和「兒子」

蘇東坡這首詩患諸不太連貫，特別用了「金縷」、「成陰結子」、「空折枝」等字眼。

羞歸應為，賞花期。已是成障結手持。與知寒情幌我考，遣春無中民賴先古

詩。玉壺末見朝吾甘酒，金縷袖章之室折執。從此平平定相見，欲師老圓周

喜怒逞 。

這首詩既不適合陳襄，也不適合牡丹，仔細研究根本文不對題。成陰結子不該用來形容

牡丹。他沒有理由叫陳襄「憐」他老。「從此年年相見 J '是送別的誓語，回來見老同事的

人不宜亂用;用且蘇東坡也不想設一個農莊，住在陳襄隔壁。若指陳囊，惋歎一個女人成陰

結子尤其顯得奇怪。不錯，唐詩中間的兩聯必須名詞、形容詞對仗，有時候中間的兩組對旬

完全是修飾用語，前兩句和未兩句才代表真正的詩題;不過結構完美的唐詩應該渾成一體。

蘇東坡的詩很少結構這麼差，中間幾行完全填空用的。反過來說，若把這首詩當做為堂妹而

作，全詩的思緒和主題就統一了。第一行說他錯過花期一一少女的青春一一而羞於回家。第

二旬說她有子女了。第三旬要她憐，惜，並表示自己的寂寞。第四句說他今年春天有她相伴，

過得很幸福。五六兩句明白惋歎自己沒有把握青春。七八兩句比較容易瞭解。這時候蘇東坡

坡曾寫一首詩說他想住在常州，離柳家不遠。後來他確實在常州買了一座房子和農莊，日後

他就死在那兒。

我知道蘇東坡的崇拜者一定會和我爭辯，說我暗指他偷戀堂妹。這會不會構成他人格的

污點，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如果真有其事，理學家一定看不起蘇東坡。但是堂兄妹表兄妹相

戀，自古皆然。蘇東坡不能違背禮俗，娶同姓的堂妹為妻。 J

好了。我們引用了林語堂這麼多的解說，現在要看看這首詩的真正的意義，是不是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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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堂先生所分析的那樣。這首詩的詩題是〈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見寄，次

其韻，復決一首送赴闕〉詩一共有兩首，除林語堂所引的那首之外，還有一首是:

其食費在九日期。人主窮連可無峙。十平且就三 L都賦，萬戶經輕干首

詩。天靜 1暴瑞猶散冀，月明驚鵲禾安拉。另吉看穴月 2可無朮，萬角斗荒釀到

自遲。

現在我們來分析這兩首詩，這兩首討是和周卸的。周部字開祖，為錢塘令，在地位上說

來應是東坡的部屬。絕不是寫給陳襄的詩，陳襄是杭州知州，地位上是東坡的長官。“羞歸

應為負花期。"題目上講得非常清楚，杭州牡丹開時，東坡猶在常州與潤州，辜負了牡丹的

花期，所以他為自己未歸找一藉口，不好意思回到杭州，是因為辜負了牡丹花的開花期。因

為東坡自從外調到杭州以來，每年牡丹花季，他都留在杭州與太守及錢塘、仁和兩縣令一起

嘗花，熙寧五年三月與太守沈立同游吉祥寺，觀牡丹於守磷之圈，井作〈吉祥寺賞牡丹〉

詩;熙寧六年，太守換了陳襄'是年三月，吉祥寺牡丹將落，而陳襄不至，東坡有吉祥寺花

將落而述古不至〉詩:

今嚴東風巧葫載。含情只 i考 1支 Z古來。

對花無 f言花鹿嘿，直是明早恆不朋。

又有〈述古聞之明日即至坐上復用前韻同賦〉詩:

仙衣不用剪刀訣。國色年刀直甘 gp ，冒來。

太?開花花不語，為，兌取落為，1&閉。

可見年年花季東坡都在杭州城襄嘗花，惟今歲因赴常潤脹蝕，至花開時節，猶滯留常潤，故

詩云“羞歸應為負花期" 。

“己見成陰結子時。"林語堂說「成陰結于」不該用來形容牡丹，為什麼不該?他沒有

說清楚。我查《本草) ，李時珍曰: r 牡丹以色丹者為上，雖結子而根上生苗，故謂之牡

丹。唐人謂之木苟藥，以其花似苟藥而宿幹似木也。』集解曰: r 花有有黃紫紅白數色，其

莖模枯燥黑白色，二月於價上生苗葉，三月開花，五月結子，黑色，如雞頭子大。」按牡

丹，春天生葉後開花，呈紫、紅、淡紅或白色。花盤袋狀，包藏心皮，菁英果二至五個，密

生短毛。由此可見牡丹是會結子。詩意是說牡丹花開過了，到了綠葉成陰而結果的時候了，

無非是承上說明錯過花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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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物寡情憐我老"牡丹花開得那麼美麗，我都不回來觀賞，連對牡丹花都那麼無情，

可悲傷的我是老了，對一切事物都不感興趣了。

“遣春無恨賴君詩"所幸由於你的來詩，讓我也瞭解到杭州牡丹盛開時的情形，排遣春

情可無遺憾。

“玉畫不見朝耐酒.. (撫異記) : r 太和中有程修己者，以善畫，會內殿賞花，上問修

己日 '0 今京師傅唱牡丹詩，誰稱首?對曰:“國色朝甜酒，天香夜染衣。"上歎賞移時。」

又〈南部新書) : r 唐玄宗內殿賞牡丹，謂穆修己曰:“今京昌詩，誰為首出? ..修己曰:

“李正封詩:國色朝甜酒，天香夜染衣。"楊貴妃侍側，上曰:“妝矗前飲以一紫蔑酒，則

正封之詩見矣。"」玉臺即玉堂，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承旨處。揚雄〈解嘲>: r 歷金

門，上玉堂。」曹植〈冬至獻襪履表>: r 茅夜之陋，不足以入金門、登玉臺也。」黃庭堅

〈荊江亭~r事詩>: r 玉堂端要真學士，須得傭州禿鬢翁。」此旬殆謂翰林院已無“國色天

香"一等一的好手，而己則淪落，不為用君上所用，亦所以寄懷自傷。“金縷猶歌空折枝

。"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錫妾，嘗為鉤唱詞云「勸君莫情金縷衣，勸君情取少年

時。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杜秋根尚且歌金縷曲，勸鋪珍情少年時，莫待無

花空折枝，己亦“國色天香"之牡丹一樣，君欲用之，則宜早用，莫待衰老無用之時，則悔

之何及。

“從此年年定相見，欲師老圖問獎遲。"詩意謂苟不為用，則己當退為老圖以種花，種

花自必種牡丹，故年年定可相見。全詩一氣呵成，結構嚴密，脈絡分明。而林語堂先生竟謂

暗戀其堂妹，實不知從何處得到這樣一種線索，而作這樣解釋!

次首送周到1赴闕，詩意更為清楚。

“莫負黃花九日期，人生窮違可無時。"詩意用黃花晚節的意思，說菊花至霜期而開，

益顯堅貞。人的一生，意與失意，並沒有一定的時限，時來自可轉運。

“十年且就三都賦，"不得意之時，何妨閉戶著書，像左思一樣撰就〈三都賦>.而令

洛陽為之紙貴。

“萬戶終輕千首詩。"縱使被封為萬戶侯，也抵不過千首詩的價值高。

“天靜傷源猶戰翼." (戰國策) : r 更嬴與魏王處京畫之下，有間，雁從東方來，更嬴以

虛設而下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嬴曰:此孽也，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

悲鳴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此謂己猶受傷之

雁，縱然天空無風，而仍戰翼不敢高飛，怕舊瘡再發。東坡在熙寧四年的時候，因與王安石



國色朝 ~tt酒﹒天香夜染衣

43

政見不合，王安石推行新法，當時反對的人太多，安石怕神宗變法意志不堅，為眾人所動

搖，所以竭力勸說神宗，為人主者必須“獨斷"。有一個獨斷皇帝在上，必然連帶產生“專

任"的大臣於下，這樣君臣固結，排除異議，這是王安石鞏固新政，維護其領導地位的上

策。蘇軾為了揭發安石“獨斷"的陰謀，但限於位卑職小，無從向皇帝進言。正好遇上開封

府考試舉人，蘇軾被源為考官，就借發策(出考題)來揭露陰謀，鼓勵正論。他的策題是:

「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公專任管仲而霸，燕嚕專任子之而敗，

事同而功異。」這個考題，被安石看到了，以為在諷刺他，所以十分震怒。這時御史缺人，

神宗詔侍從近臣舉薦諒官，翰林學士范鎮應詔薦舉蘇軾，可當大任。王安石怕蘇軾當了御

史，時時與他作對，貝 IJ新法的推行，就十分不利。所以先下手為強，唆使他的姻親謝景溫先

發制人，奏劫蘇軾前於英宗治平三年丁父憂 γ 扶喪歸蜀時，沿途妄冒差借兵卒，並在所乘坐

的船上，販運私鹽、蘇木家具和瓷器圖利。這件劫案，詔下江准發運湖北運使逮捕當時的嵩

工水師，嚴切查間，又分文六路，按問水陸所歷州縣，一一盤查被蘇軾所差借過的兵夫舵

工，偵訊不斷，故意把這案子，鬧得雷厲風行。但因本非事實，窮治年餘，終無所得。因為

謝景溫是御史，許以風聞言事，可以不負責任，而橫遭誣陷的蘇軾要自己學證無有其事，弄

得蘇軾頭痛不己，所以終於請求外調，而被調來抗州做通判。詩襄的傷鴻，就是把自己來做

為譬喻。

“君看六月河無水，萬餅龍聽到自遲。"龍賴、大舟。蓋謂己無援以 j腎，則大才難進，

如河之無水，則大舟不行。紀曉嵐云: r 前首感牡丹，此首送赴闕。用比覺深誓。」趙克宜

評說: r 悽惋之音，不失溫厚。」

這兩首詩非常明顯，前首答周郡的賦牡丹，後一首則因周部被調回朝，故作詩相送，詩

意上，與其堂妹毫不相涉，不知林語堂先生，何以想到東坡跟他堂妹的戀情上面去了。徐復

觀先生〈林語堂的蘇東坡與小二娘〉一文說: r 感到東坡一生，除了太愛開笑的這一點外，

他的寬厚、純潔、灑脫的心靈，正代表了一個偉大文學藝術家的人格。一定要以捏造的方式

去誣螃他，我不知對林氏有何益處? J 這話說得一點都不錯。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十五日脫稿於臺北市和平東路餵不舍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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