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後《赤壁賦》題旨新探 
 

朱靖華  

 

 

蘇軾的前、後《赤壁賦》，作為「超絕古今」（見嘉樂齋選評

注《三蘇文範》引呂東萊語）的絕唱，它已經陶冶和影響了千百

年來的讀者；至於它的題旨，自北宋以來卻評說差謬、議論紛然，

往往令人真偽莫辨、茫然若失。如有人說其題旨是抒發「遺世之

想」（見《三蘇文範》引茅鹿門語）者，有說乃敘其「弔古不盡

之意」（見《三蘇文範》引錢本寰語）者，有說是舒其「山水之

癖」（見《三蘇文範》引虞伯生語）者，有說是「發胸中曠達之

思」（見《三蘇文範》眉批）者，而今人則多說其詠物寄慨、闡

述人生哲理者⋯⋯總之，說法紛繁、互相齟齬，甚至都沒有對兩

賦的思想內容進行具體、深入的探索，提出系統而完整的說明，

以致迄今未能統一認識，這實是文學史上一大憾事。 

 

當然，要準確而完整地概述一篇名作的題旨，談何容易？正

像德國大詩人歌德所說：「優秀的作品，無論你怎樣去探測它，

都是探不到底的。」蘇軾的《赤壁賦》大概就是屬於這一類優秀

的文學作品吧，這也許是歷代評論家之所以各執一隅、莫衷一是

的原因吧！ 

 

但是，任何一篇優秀的文學作品，它的題旨儘管渾厚豐富，

難以探測到底，但它總有其寫作的基本現實內容和創作思想依

據，只有準確地觀察了它的基本現實內容和思想依據，才能進一

步發掘它借以昇華的深刻含義和具有典型性、普遍性的理性概

念。特別像蘇軾的前、後《赤壁賦》這樣的千古絕唱，它決不可

能只是隨意抒寫，失去憑借，而讓讀者撲朔迷離、無所適從的。

不然的話，《赤壁》兩賦也就難以被稱作「超絕古今」的代表作

品了。 

 

事實上，蘇軾作文最講求立意，他從不虛發，力主「有為而

作」，而且認為「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見何薳《春

渚紀聞》）。蘇軾撰寫《赤壁》兩賦，應該是有其基本現實依據和

基本題旨的，只可惜後世「知音」者少，還未能將其苦心孤詣揭

示出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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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探索和研究《赤壁》兩賦的豐厚題旨，首先應依據

作品所提供的藝術形象本身，同時還應該聯繫作者的創作動機、

創作背景及其個性品格，進行多方面的觀察和探討，才能較準確

地觸及其底蘊；否則，僅是依靠作品中的隻言片語而斷章取義，

或者主觀臆測，妄加評論，那就要失之毫釐，謬之千里了。 

 

元豐五年（1082 年），蘇軾在黃州寫完前、後《赤壁賦》之

後，他的友人──反變法的友人傅堯俞，派人到黃州來向蘇軾索

求近文，蘇軾便把他的前《赤壁賦》親書送之，並在文末題《跋》

云：「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

（傅堯俞的字）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

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後赤壁賦》，筆倦未能寫，當俟

後信。」（蘇軾：《書〈赤壁賦〉後》） 

 

這篇題跋，文辭真摯、語意懇切，決非虛詞妄言，因而它對

我們理解兩賦題旨至關重要。而從整個賦文的寫作筆法上看，借

景抒情、詠古寄慨，似有其深微隱曲之處；再從兩賦中的客──

故隱其友人楊世昌、李委等人之名的作法上（在這蘇軾創作中是

罕見的），似是心有餘悸，擔心一旦事發、牽連親友。這也佐證

它的內容似有所影射。 

 

那麼，蘇軾創作《赤壁》兩賦之際，緣何會有「多難畏事」、

「未嘗輕以示人」的思想苦衷，並一再勸勉其友人「必深藏之不

出」呢？很顯然，內中必有深意在焉。 

 

 

一、《赤壁》兩賦深意探微 

 

《赤壁》兩賦的深意究竟表現在哪裡？看來，似乎需要先做

一番探索隱密的工作。 

 

本來，對待蘇軾的豪放粗獷、真率無羈的作品，無需做甚麼

探微的工作，但處在戴罪黃州的特殊境遇中卻事有例外。 

 

其一，哀怨宋神宗被讒佞包圍，「尊主澤民」的報國壯志難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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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蘇軾身經「烏台詩案」文字獄的迫害被貶謫黃州，實

際已形同政治囚犯，沒有行動自由，「平生文字為吾累」的特殊

感受，使他寫作詩文時，常常運用托物寄意的隱晦方法，這形成

蘇軾這一歷史時期創作風格的重要特徵之一。譬如他曾借海棠自

況，戲謔自己處於「粗俗」的桃李之中；他曾借石榴花的素質，

表現自己的高風絕塵和孤傷抑鬱的情懷；他曾借孤鴻的形象，顯

示自己雖遭貶謫，但誓不苟合世俗和對險惡環境決不屈從的高貴

情操；他曾借任憑風雨吹打，表示自己決不恐懼政治迫害的激憤

之情⋯⋯如此等等。《赤壁》兩賦的迂迴曲折的筆法，便使它在

一定程度上障礙了讀者對其題旨的正常理解。 

 

蘇軾是一個自幼懷有「書劍報國」（見《九月二十日微雪懷

子由弟》之二）和「致君堯舜」（《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

子由》）大志的人物，雖由於變法浪潮的衝擊以及「烏台詩案」

的打擊，他並沒有真正走向意志消沉和超然物外，在極度困厄的

貶謫生涯中，他的「尊主澤民」、「經世濟時」的理想亦時時泛起：

「願為穿雲鶻，莫作將雛鴨」（《給友人陳慥》）。他在到黃州謝表

中更說：「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為異物，若獲盡力

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這話說

得可謂披肝瀝膽，刻骨銘心。因此，他戴罪黃州，「雖廢棄，未

為忘國慮也」（《與滕達道書》）。至於所謂「睡足吾無求」等詞語，

只是一時的牢騷話而已。 

 

蘇軾作為一個封建士大夫，他的報國壯志總是寄托在「忠君」

的基礎上，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身處逆境而不甘沉淪的情懷，

卻構成了他此時此地的基本矛盾，這個矛盾貫穿了《赤壁》兩賦

的全篇始終。 

 

在《赤壁賦》的開頭，蘇軾寫他與「客」泛舟赤壁之下，飽

覽了「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的景色之際，頓時高誦起「明月之

詩」、「窈窕之章」來。 

 

「明月之詩」、「窈窕之章」，指《詩經‧陳風‧月出》，其首

章云：「月出皎兮，佼人（美人）僚（美好）兮，舒窈糾（窈窕）

兮，勞心悄（憂）兮。」（其餘二章內容基本相似）這首詩是寫

主人公在皎潔的月光下，勾起了對美人的懷念和憂傷之情。而

後，作品又接著描寫當赤壁「月出於東山之上」、「飲酒甚歡」之

時，詩人再扣舷而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溯流光，渺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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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這段歌辭是繼誦《月出》的「佼人

僚兮」之後唱出的，它顯然是有意模擬屈原的《思美人》及《湘

君》（九歌）中的「桂棹兮蘭枻」等詩句而創作者。 

 

詩人此時此地為什麼偏偏高誦「明月之詩」、詠唱「望美人

兮天一方」的歌辭？難道是詩人在玩山賞水之際，突然興從中

來，眷念起他的美妾、或者要追求什麼新的情人？當然不是。這

裡的「美人」，實際是借屈原之句指他心目中的「聖明天子」宋

神宗！我們知道，蘇軾平生非常敬仰和同情屈原的忠君愛國的節

操，並非常欣賞屈原賦中一再用「美人」比喻楚君懷王的藝術方

法。這裡，蘇軾明顯是借屈原「思美人」的情感抒發他內心懷念

宋神宗的抑鬱之情，他是在憂慮楚懷王被奸佞權臣蒙蔽、包圍而

拋棄屈原的史實的重演。而事實上，宋神宗當時也確實是被新法

派中某些投機分子和權臣們所包圍了。 

 

前、後《赤壁賦》寫於元豐五年的秋、冬兩季，在這個短短

的時期裡，宋廷變法派表現了重大的政治轉向，不論內政外交，

都陷入了嚴重的折困之中。對內來說，變法派內部由於長期內

訌，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個人野心家、投機分子如呂惠卿、章惇、

蔡確等人相繼為相，朝政混亂、民怨沸騰，繼而宋神宗親政，卻

又懾於豪門權貴的壓力，採取了妥協容忍的政策，受到了大批逢

迎阿諛的權奸、政客的包圍。據朱熹說：「到元豐年間，事皆自

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朱子語類》卷一三○）

蘇軾的被捕入獄，險些被殺頭，就是由於宋神宗受到舒亶、李定

等一幫小人的愚弄而造成的惡果。當時，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

就曾語重心長地勸諫宋神宗說：「陛下固聖，而左右輔弼，宜擇

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則朝廷尊。至於論事苟取容悅，偷為一

切之計，人主將何便於此！」（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七‧

元豐五年六月）這說明宋神宗縱容、支持投機政客，已達到登峰

造極的地步。這樣的政治現狀，豈不與屈原受讒而遭流放的情境

有某些相似之處嗎？ 

 

蘇軾作為一個忠君憂國的詩人，他雖然身陷囹圄，而對「君」

的情思不絕如縷。只可惜，他目前與世隔絕，無法見君；而更重

要者，他所思念的君王，又已經與他政見乖謬、分道揚鑣了。所

以，蘇軾只能在蹭蹬失意、悲憤交集的痛苦中，帶著「勞心悄兮」

的情懷，失聲哀嘆著「望美人兮天一方」的可悲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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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美人兮天一方」的哀嘆，表露了蘇軾的政治思想的幻

滅，他感到無所作為，只有把滿腔的幽怨和悲憤，寄托於洞簫的

伴奏聲中，從而獲得少許的精神慰藉。於是，「倚歌而和之」的

吹簫者，便奏出了「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悲音，這便是

蘇軾欲把他內心鬱結的忠君憂民而報國無門的心情訴之於山水

和人間的藝術概括。 

 

這種悲憤的政治責難，這種對「聖明天子」（美人）的絕望

的哀嘆，難道不使蘇軾產生不敢「輕以示人」和「多難畏事」的

念頭嗎？難道這不應該是蘇軾勸其友人「必深藏之不出」的原因

之一嗎？ 

 

其二，借古喻今，諷刺宋神宗和變法派在邊事戰爭中急功好

利、喪權辱國。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動機之一，是與他要抵禦外族

（西夏、遼）侵擾，「用功開邊，復中國舊地，以成蓋世之功」

（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七‧元豐五年六月）有關。抵禦

侵擾、收復失地，實在無可厚非，蘇軾對此也是贊成的；所以當

戰爭一旦打響，他也期望僥倖獲勝，忽聞戰場捷報，他也歡欣鼓

舞、拍手稱賀（見《聞洮西捷報》等詩）。但是，就整個對外戰

爭大局來看，蘇軾是持保留意見的。他認為當前國內戰勝條件（包

括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尚不具備，宋神宗年輕氣盛、急功近

利，為求邊事速勝，竟驕縱盲動而必遭潰敗，也必將導致喪權辱

國的嚴重後果。為此，蘇軾特寫了《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等，勸

諫宋神宗說：「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如今朝廷「盛氣於

用武」，則有諸多致敗的因素：(1)朝中小人和「淺見之士，方且

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

禍」；(2)「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3)

「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徵稅之

儲，上供殆盡」；(4)「近歲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

死將半」，如果匆猝挑起邊界戰爭，必釀成「邊事方深，內患復

起」的嚴重局面。蘇軾這些分析，後來事實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但宋神宗當時竟置若罔聞，棄之不顧。其實，這種危難景況，即

連王安石也曾力主「待時而動」，勸諫宋神宗「用兵」要持審慎

態度。但是宋神宗卒不予聽，而於元豐四、五年間，肆意發動了

北宋開國以來最大的兩次邊疆戰爭，結果，迭遭潰敗，使宋廷蒙

詬受辱，國勢驟弱。前《赤壁賦》正寫於第一次邊疆戰爭失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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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當時，宋神宗在元豐四年（1081 年）秋，調動了李憲等五

支約三十五萬的大軍（包括運輸民夫共約六十萬）企圖一舉攻克

興、靈二州，消滅西夏，但戰中將帥無能，互相嫉妒，缺乏統一

指揮，最後在靈州城下，被西夏打得潰散逃竄，軍隊民夫死傷者

不下三十萬，成為歷史上驕縱輕敵的一次典型的失敗戰例，性質

上頗似曹操兵敗赤壁的史跡。 

 

於是，蘇軾面對赤壁之戰的歷史故壘，借「客」之言，抒發

了他否定曹操的弔古傷今之情，寄托了他對邊事失敗的可悲現實

的批判和論斷。 

 

當然，僅僅說明歷史背景與《赤壁賦》創作時間上的偶合，

還不能真正說明《赤壁賦》的題旨與歷史事件的關係，必須找到

歷史事件對蘇軾創作《赤壁賦》的某種生活誘因，才能說明《赤

壁賦》確有概括歷史內容的創作意圖。 

 

果然，今據蘇軾其他著作記載，得知蘇軾在創作《赤壁賦》

的前夕──元豐五年六月底前後，有個跟從宋將高遵裕西征敗歸

遭貶的張舜民（即張芸叟），被謫郴州繞道來黃州謁見蘇軾。在

蘇軾與之同遊武昌（今鄂城）樊山之際，張舜民向蘇軾詳盡地敘

述了宋師敗退靈、武，「一軍皆潰」的近事；當蘇軾讀罷張詩「十

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骨」（見《本集》書張芸叟詩）

的慘情之後，他悲憤填膺，感慨萬千，故於七月十六日與「客」

泛舟赤壁之際，借景抒情，寫出了冠絕千古的《赤壁賦》。 

 

那麼，蘇軾在《赤壁賦》中又是怎樣對這些朝政史實進行了

諷諭和概括呢？文學創作決不是歷史事件的翻版，特別是詩賦短

文，它不可能對史實進行全面的鋪述，而往往採取寓意寄慨；更

何況，蘇軾當時在黃州的處境是「杜門思愆」，他對戰事雖芒刺

在背、不吐不快，但也只能使用「托事以諷」的隱晦手法。這就

使《赤壁賦》在概括時勢的題旨方面，表現了它特有的寄寓方式。

於是，兵敗赤壁的故事便被隨手拈來。 

 

首先，在蘇軾的心目中，曹操是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權臣

的典型形象。蘇軾在其詩文中，以曹操比擬當朝權臣的事例是屢

見不鮮的，但他並不專指哪一個人，而常常是針對整個變法派及

其當權者而言者。突出的如元豐元年在徐州寫的《答范淳甫》詩，

其中有云：「而今太守老且寒（作者自狀），俠氣不洗儒生酸。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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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范淳甫，即范祖禹，與蘇軾

同是反變法的好友。此詩是蘇軾向友人報告近況並抒發其對變法

派的憤慨而寫成的。詩中全用與徐州有關的人和事巧設比喻，把

矛頭直指當時掌權的變法派的首領們。據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

注集成》卷十六「案語」云：詩中「呂布」，乃「譏呂惠卿、曾

布，雖黨安石（曹瞞），終無成也。」並解釋說：「時淳甫在君實

（司馬光）處，故打此讔謎，以博一笑。」可見，這裡的「曹瞞」，

是比喻了王安石。但是，蘇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隨著時勢的更

迭而隨時把曹操比喻成其他變法派的執政人員。如遭貶海南儋州

時，蘇軾曾寫了《和陶雜詩》（其六），他又借「孟德黠老狐，奸

言嗾鴻豫」的歷史陳跡，比喻和揭示了當朝奸相章惇、蔡卞之流

的黑暗政治。而在《赤壁賦》（包括《赤壁詞》）中的曹操，則顯

然是指包圍、蒙蔽宋神宗的權奸小人如呂惠卿、章惇、蔡確，乃

至舒亶、李定等一班權奸佞臣們，正是由於他們的愚弄「聖上」，

操柄弄權，才把國家社稷推進到蒙恥受辱、日暮途窮的可悲境地。 

 

當然，《赤壁賦》中的曹操，還有諷諭驕縱輕敵而慘遭失敗

的含義在內（這恐怕也涉及到宋神宗，雖然蘇軾並無意把曹操專

指宋神宗）。歷史上的曹操，擁兵八十萬，氣吞宇宙，一舉滅荊，

目中無吳，但他忘記北方將兵不識水性的弱點，他所遇到的對

手，又是足智多謀、英武善戰的周瑜，他沒有明白「此不可以聲

勢恐喝取也」，結果，「帝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

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引文見蘇軾《魏

武帝論》）這些既往史跡，與恃強凌弱、驕縱輕敵、不善騎兵而

慘遭西夏鐵騎踐踏致敗的宋神宗等人，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賦中的周瑜，作為曹操的對立面，他是被蘇軾推崇和頌揚的

人物，其原因首先在於他是一個「志在靖難」（蘇軾《孔北海贊》）

者，同時又是一個具體地敗曹於赤壁的英雄。蘇軾既把曹操視作

朝中權臣和亂政的典型，他必然要把反曹的人物當作自己心目中

的偶像加以謳歌。出自這種動機，不僅是周瑜，舉凡諸葛亮、孔

融等人物也都在蘇軾的詩文中被備加讚賞。有時，蘇軾出於忠君

憂國的需要，他甚至將周瑜等人欣然自比。 

 

「志在靖難」，這就是蘇軾屢屢在其賦和詞中大肆宣揚周瑜

武攻氣勢的內在原因。 

 

說到這裡，很有必要補充說明一點，即蘇軾曾在賦中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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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之言，有稱曹操為「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的看法，這

與上述說法是否有矛盾？在我看來，蘇軾是把曹操的武功與人品

嚴格區分開的。蘇軾認為：「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

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嬰涕

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偽，死見真性。世

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如從「臨難不懼，談

笑就死為雄」的觀點來看，則「視公（指孔融）如龍，視操（曹

操）為鬼！」（蘇軾《孔北海贊》）這就是蘇軾的結論。因此，我

們決不能看到蘇軾曾對曹操說過一兩句好話，就以為蘇軾是在大

節上肯定和頌揚曹操了。 

 

縱觀前述，蘇軾以曹操兵敗赤壁借古諷今，它不僅涉及變法

派，而且還涉及宋神宗，這樣的創作動機難道是可以「輕以示人」

的嗎？ 

 

 

二、懷古傷今、狀物聯想，把事物內在含義典型化、概括化， 

上升為人生哲理 

 

闡明了曹操兵敗赤壁的借喻意義，《赤壁賦》的題旨似乎已

經基本明確；但是，《赤壁賦》作為一篇冠絕千古的名作，它的

豐富題旨似乎並沒有就此停頓。 

 

這是因為，任何一篇優秀的作品，它雖然必以現實生活為基

礎，但它並不機械地反映生活；而更重要的，是它在攝取生活形

象的基礎上，挖掘它的內在深刻含義，加以典型化、概括化，而

後使它昇華為有益於人生實踐的哲學理念。 

 

蘇軾是一個善於運用奇妙的聯想，或懷古傷今、或狀物寫

景，以抒發議論、闡釋哲理的藝術大師。 

 

就《赤壁賦》全文的文氣和層次來看，它從曹操兵敗赤壁之

論，立即轉入「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哀嘆以及「挾

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的幻想，正反映了這種理念昇華的

過程。我認為，蘇軾這是在借歷史和現實的實踐經驗，進一步概

括他的「變」與「不變」的人生哲理以為精神寄托，並擴而展之，

使之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處世理念。正因為如此，賦作便出現了

題旨深化的趨勢。茅鹿門說得好：「長公有此一段見解（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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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變」），才借周瑜事相感發。」（見《三蘇文範》引）這是

很有見地的。 

 

對曹操而言，蘇軾確實希圖今世再現志在靖難的周瑜，但這

僅就其成敗的結果而言者；而在具體作法上，蘇軾並不主張與變

法派當權者進行一場殊死的刀對刀、槍對槍的速決殲滅戰。 

 

為什麼這樣說呢？蘇軾出自忠君的目的，他對朝中權臣從來

是主張「寬之以待其變」的（這當然反映了蘇軾政治上的某些局

限性）。在《大臣論（上）》中，蘇軾早就說過：「以義正君而無

害於國，可謂大臣」，又說：「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

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

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

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

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君不誅而吾誅之，

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以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

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

有癭，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

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

之故也。」那麼，既然「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對待「國

之小人」，究竟應該怎麼辦呢？蘇軾接著又在《大臣論（下）》中

繼續發揮道：「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

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

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若夫智者則

不然，內以自因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

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

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

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不為之先，故君子怒而

勢不逼。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而君子不務寬之待其變，

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 

 

這就是蘇軾的「擊小人」之策。蘇軾作為一個「迫於人」的

智者，他的著眼點，乃在於「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

亦即在自己內部逐漸積蓄和發展正義力量──守志如一，「不

變」。「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亦即在外表上

順從小人之意，使其不覺而昏其智──促成小人之「變」。等到

膿包成熟，問題暴露，君子即可「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

這是一種「用力也約，而無後患」的最可靠、最穩妥的擊敗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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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這就是蘇軾的「寬之以待其變」的策略，也就是賦中所

體現的以不變應萬變的戰略精神，這種策略應該說，是有其樸素

辯證法的合理因素的。 

 

既然要「寬之以待其變」，也就不能操之過急，「急之以合其

交」，是難得成功的。蘇軾對這一觀點曾不止一次地闡發過。又

如他在《和陶詠荊軻》裡，曾通過秦始皇亡於暴政的歷史經驗，

揭示出「功成志自滿，積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

的歷史規律──蘇軾認為，待其惡貫滿盈，終當受誅。於是，蘇

軾在《赤壁賦》中才謳歌了「不變」終將戰勝「變」的哲學觀點。

這種「徐觀可安行」的一貫思想，便決定了賦作的紆緩而又激昂、

曠達而又自信的基調。 

 

另一方面，蘇軾是個善於將生活實踐升發為人生哲理的思想

家，他還面對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山、水、風、月，結

合著對歷史、時勢的認識和看法，形成他高超的「變」與「不變」

的理論，作為他精神慰藉的思想支柱。 

 

蘇軾從來是傾慕明月、清風、高山、流水的無窮無盡的，他

說：「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以「未嘗往」、「莫消長」與瞬息萬變的社會人事相比，自然便又

有了人生渺不足道、似「滄海一粟」的感慨。在這個意義上，蘇

軾的認識又在昇華，即不論權臣曹操也好，英雄周瑜也好，都同

樣是「如昨日耳」（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八《東

坡三》），「今安在哉！」從感情上說，作為權臣曹操，就讓他隨

著時光的流逝而逝去吧，而作為胸懷大志的英雄義士，在「哀吾

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之餘，應該有其與世長存的良好命運。

怎樣獲得？那就只有把自己的高潔品格與大自然的造化結合起

來、融為一體──「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只有這樣，

才會具有永久的生命力。這也正是蘇軾最終概括出「蓋將自其變

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

皆無盡也」的理論依據。 

 

於是，意與境會，情與理合，蘇軾便把他鬱積在內心的種種

悲憤、惆悵加以自制，並把他的宏偉抱負、深謀遠見交織、融匯

於他所渴慕的大自然的江山美景之中去。因而，他以飽滿的熱情

歌頌了大自然的「不變」（今天看來，這種「不變」只是相對而

言者），實質上也就是對自己的守志如一的志向的謳歌；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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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詛咒權奸小人的「必變」。最後，蘇軾終於在「造物者

之無盡藏」中、在「滿江風月不論錢」的大自然的無私薰陶中，

得到了解脫、感到了溫暖、獲得了慰藉。於是，蘇軾便在精神上

放任曠達，無所憂慮了；「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

方之既白。」文章也便在這哲理與詩情高度完美統一的境界中戛

然而止。 

 

由上可見，賦中對兵敗赤壁的描述，決不是「山水之癖」的

發泄，也不是「弔古不盡之意」的歇斯底里的發作。清代詩人朱

日浚《赤壁懷古》詩說得好：「赤壁何須問出處，東坡本是借山

川。」謝功肅《東坡赤壁考》也說得好：「發抒牢騷，假（借）

曹（操）、周（瑜）以寓意。」──可見，這是極為明顯的「托

事以諷」的藝術手法。因此我們說，蘇軾的《赤壁賦》是在模山

範水之際，把他鬱結在內心的報國無路、壯志難酬的悲憤和哀傷

等複雜感情給予了藝術的概括和總結──他是在痛定思痛的大幻

滅之後譜出的血淚交織的大樂章，它是借山水景物言志詠懷的慷

慨悲歌，故而全賦充滿了蒼涼激越的格調，也表現了深沉而積極

的文思。正所謂「高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登臨偶自寫，激越

蕩乾坤」（蘇軾《阮籍嘯台》），這是蘇軾一貫的創作主張。 

 

再者，蘇軾決不是一個一味嚮往「遺世之想」的消極頹廢者，

他賦中所謂的羽化登仙，也只是他「高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

的遐思表現；他的「激越」情懷，正像他在賦中所描繪的「舞幽

壑之潛蛟」，那深藏的壯志雄心和政治抱負，像潛伏在深壑的蛟

龍，並不易被人發現，但它卻在暗中積蓄著力量，舞動著身軀，

而一旦出水騰躍，將使浪翻舟覆，世駭俗驚。《三蘇文範》眉批

指出道：「讀者嘆賞其辭，尤宜尋繹其趣」，這對我們探討兩賦題

旨，應是一種鞭策和鼓舞。 

 

其實，歷史上對兩賦「尋繹其趣」的人是有的，蘇軾的苦心

孤詣，並不會杳無「知音」。例如《三蘇文範》引文衡山曰：「東

坡先生元豐三年謫黃州，二賦作於五年壬戌，蓋謫黃之第三年，

其言曹孟德氣勢皆已消滅無餘，譏當時用事者。嘗見墨跡寄傅欽

之者云：多事畏人，幸無輕出，蓋有所諱也。然二賦竟傳不泯，

而一時用事之人何在？」這樣一語道破的看法，不是堪使蘇軾含

笑九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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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赤壁賦》的再創作及其思想作用 

 

前《赤壁賦》的題旨既已清楚，那麼，《後赤壁賦》呢？我

認為，《後赤壁賦》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情趣與前《赤壁賦》基本

是一致的，只不過前《赤壁賦》側重於人生哲理的闡發，而《後

赤壁賦》則偏重於藝術形象的渲染罷了──在《後赤壁賦》中，

作者雖未再度提及曹操兵敗赤壁的史實，但它卻以藝術形象複製

並加深著前《赤壁賦》的題旨和哲理，這是作文的「未始相襲」

的要訣的反映。《三蘇文範》眉批曰：《後赤壁賦》「仍用風月為

主，二字乃長公一生襟懷。」這有力地道出了兩賦之間的內在聯

繫。 

 

但是，《後赤壁賦》決非畫蛇添足之作。不然，既有了冠蓋

千古的前《赤壁賦》，又何必再有《後赤壁賦》的續作？很顯然，

《後赤壁賦》亦當有其感時詠志的特殊旨趣──意猶未盡，「不

能不為」者也。 

 

《後赤壁賦》恰好寫於宋神宗發動第二次西邊戰爭而慘遭潰

敗之時日。這次戰爭失敗的後果更為嚴重，它使「官軍、熟羌、

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見畢沅《續

資治通鑒》元豐五年九月、十月），而後並導致了宋神宗本人的

抑鬱致死。因而《後赤壁賦》在思想格調上要比前《赤壁賦》壓

抑、深沉得多了。 

 

當時，宋神宗信任、重用呂惠卿推薦的徐禧為邊事統帥，此

人迂腐教條、好紙上談兵而又剛愎自用、狂謀輕敵；他在宋神宗

面前建議修築永樂城以控制橫山之險，並大吹「西北可唾手取」。

然而橫山乃西夏國門，永樂城剛築成，即迫使西夏「傾國而至」，

軍馬「不見其際」。當此大兵壓境、千釣一髮之際，徐禧又不聽

同僚忠言，反而標榜「不鼓不成列」的宋襄之仁；結果，使西夏

銳利驍勇的「鐵鷂子軍」贏得時間，從容圍定永樂，切斷水源，

使城內將士「渴死者大半，至絞馬糞汁飲之」（同上），城寨被一

舉攻陷，軍馬幾乎全部覆沒，宋廷從此國勢大弱，瘡痍滿目。我

們看到賦中所描寫的「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等話，

雖然是即景之作──七月之遊，赤壁所呈現的是「水光接天」、「萬

頃茫然」的風貌，而十月之遊，卻是「斷岸千尺」、「水落石出」

的情狀，方隔三月，已是面目皆非，這怎麼能不引起詩人的「江

山不可復識」的哀嘆？但是誰都知道，蘇軾從不即景賦景，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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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語即情語」（王國維語）。通常，特別是在黃州，蘇軾的大多

數寫景作品，莫不傾注了他的主觀情感，因而一切景物描寫，都

不是純客觀的圖景複製。在這裡，我懷疑未必沒有作者借赤壁冬

景與秋景不同的對比來隱喻國土凋零和國勢衰落的因素在內。 

後賦「攝衣登山」一段驚心動魄的描寫，按照一般規律，同

樣含有「托意高遠」、「寄物自遣」的情趣。它似是刻劃著詩人對

時勢變遷的驚詫和哀怨，也表現了蘇軾在風雲變幻的政治漩渦中

的涉險精神。江山景物的速變，與蘇軾政治處境的驟遷，有著多

麼相似的關聯啊！那「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

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的攀援描繪，不正反映出蘇軾在政治

上的探索追求，並暗示出朝廷政局的艱險可怖嗎？而那「劃然長

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的逼真描述，則又隱括出

國難未已、心潮澎湃的激越情緒和令人毛骨悚然的險惡處境。於

是乎，詩人只得「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久留也。」

這也很自然地傾吐了詩人對時勢的無能為力和企圖遠避的悲憤

心境。對此，《三蘇文範》眉批精闢地指出：「東坡不得志於黃，

故其文字亦肖瑟，如劃然、悄然、肅然，四顧寂寥等句，猶有未

平之氣也。」因而對後賦的某些低沉描寫，決不能簡單地看成是

消極悲觀的情趣，而應看作是「有未平之氣」的典型反映。 

 

處在流放和囚犯般地位的蘇軾，他對時勢只能是「自慚無補

絲毫事」（蘇軾《初到黃州》）；為了排遣胸中的政治苦悶、擺脫

世間的榮辱利害，無奈何，他只好重返大自然的懷抱：「反而登

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從而在自我解脫中表現出作

者對朝廷政治的無所作為的感傷心境。──在這裡，蘇軾不僅複

製了前《赤壁賦》的思想哀嘆，並更加豐實地補充了他的壯志難

酬的苦悶不平。 

 

因此，賦的末段仍有耐人尋味的地方，即那「橫江東來，翅

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的孤鶴形象，以及

夢道士問及「赤壁之遊樂乎」的對話的描述，表面看來，似乎是

蘇軾超脫世塵、追逐閒雲野鶴的情趣表現，但實際上，作為不甚

相信「所謂超然玄悟者」（《答畢仲舉書》）的蘇軾，他並不是真

正悟到了羽化登仙的樂趣，而是在「道士顧笑，予亦驚寤」的點

染中表現出對時勢的覺醒──他要從冷酷的現實中醒來，願化作

一隻超世絕塵、高風亮節的孤鶴翩然飛去⋯⋯。因此，從某種意

義上講，孤鶴化道人的夢境描述，不僅形成為全賦的高潮，也正

是詩人的興會淋漓之筆，它與前《赤壁賦》的「飄飄乎如遺世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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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羽化而登仙」的設喻描繪，恰成對照，遙相輝映。 

 

運用神幻的描寫闡發哲理，是蘇軾《後赤壁賦》藝術風格的

基本特徵。在這裡，虛幻的夢境正就是蘇軾揭示理趣的一種藝術

手段。 

 

同時，還再度表現出蘇軾是一位善於把目睹實見的事物通過

奇妙聯想寄托情思的傑出作家，舟中遇孤鶴掠過的事情是生活中

真實發生的自然現象（據蘇軾《為楊道士書貼》載：「十月十五

日，與楊道士泛舟赤壁，飲醉。夜半，有一鶴自江南來，掠予舟

而西，不知其為何祥也。」），詩人借助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出

人意表地把他內心鬱結的種種複雜感情化為可感的藝術形象─

─極大難事照極微事實，而意在言外，此古文之法之力也。 

 

「顧我無足戀，戀此山水清，新詩如彈丸，脫手不暫停。」

（蘇軾《次韻答參寥》）蘇軾的筆是不會停頓的，不管他遇到多

麼大的艱難險阻。「多難畏事」與「脫手不暫停」的矛盾，形成

了詩人蹉跎坎坷一生的曲折道路，前、後《赤壁賦》的創作，就

是這種矛盾、曲折道路的典型寫照。 

 

與此同時，《赤壁》兩賦題旨的昇華和典型化，也使詩人的

哲理具有了社會性和普遍性，它能使某些遭際相似的世人，啟示

了身處逆境的歸向，解決了人生道路上的重大理論實踐問題，這

也是為什麼兩賦會使千百年封建社會中的憂國義士、逐臣遷客讀

之而發生感情共鳴、並為之傾倒的根本原因所在。 

 

 

 
（引自《蘇軾論》，京華出版社，1997 年 12 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