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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篇章――文白經典教學

崔文東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國風．關雎》



一、《詩經》簡介

《詩經》是我國春秋中期以前的一部詩歌總集。

它的作者上自君王、勳臣，下至農夫、戍卒、怨婦。《詩經》原

稱《詩》或《詩三百》，漢代始稱作《詩經》。全書收詩三百零五篇，

按音樂的風格和作品的內容分為風、雅、頌三大類。

• 〈國風〉絕大多數為民歌，其作者以下層勞動人民為主，有的經長久流

傳，故時間跨度較大。



• 〈雅〉詩因是兩次編入，且篇幅太大，分為〈小雅〉、〈大雅〉兩部

分。〈小雅〉七十四篇主要為貴族、官吏的作品，西周、東周作品都

有， 而以厲王、宣王、幽王時為多。〈大雅〉三十一篇，全部為貴族

、官吏的作品，多產生於西周鼎盛之時，少數產生於西周末年。

• 〈頌〉詩包括三部分：〈周頌〉三十一篇是周王朝宗廟祭祀和典禮儀

式所用樂歌，作於西周初年，當出於史官、樂師之手；〈魯頌〉四篇

，為春秋時魯國的頌歌和儀式樂歌；〈商頌〉最早應產生於商代，宋

人所傳，流傳中有所改易潤飾。



《詩經》中的作品，內容十分廣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時期，尤其是西

周初至春秋中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詩經》可以說是一軸巨幅畫卷，

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以及世態人情、民俗風習等等，在其中

都有形象的表現。

內容：祭祖頌歌和周族史詩、農事、宴饗、怨刺、戰爭徭役、婚姻愛

情等。



不同意見

說詩者常常喜歡用後世的山歌、民謠與詩類比，其實無論創作手法、

修辭手段抑或思想境界，二者都遠不在一個層次上。詩生長在一個從物質

到精神都為宗法貴族體制所籠罩的社會裏，大部分作品，從內容到語言，

都很難說是民間的文學。

——揚之水《詩經名物新證》

〈國風〉中的詩歌可以斷定大多與周代貴族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除

了 一些不能確定的以外，絕大部分屬於貴族文人作品。

——陳致《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 詩經》



兩種理解模式

采詩 — 采詩人 — 各地民歌 → 周王室樂官「太師」

獻詩 — 各國樂師 — 諸侯之樂獻給天子 → 周王室樂官「太師」



二、《詩經》的傳承

《詩經》作為一部古代的詩歌總集流傳到漢代，已經成為一種具有各

種不同派別的學問。齊（轅固生所傳）、魯（申公所傳）、韓（韓嬰所

傳）三家詩都立於學官，成為官學，三者全屬今文學派。毛詩後起，屬

古文學派，其學直到漢末，還不曾被官家承認而只通過私學在社會上流

傳，但不意卻能獨步於後世。齊、魯兩家，各以地名稱學，可見系當時

的地方學派；韓、毛兩家，各以姓氏稱學，可見均系一家之言的學說。

但這四家詩學，都同屬漢代的學風，其解《詩》雖大相徑庭，可是在推

斷方法上出手卻如出一轍。



毛詩的傳授源流相傳為：孔子刪詩授卜商（即子夏），商為之序，

後來遞相授受到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故訓傳》，授趙國毛萇。

時人稱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故稱《毛詩》。漢末鄭玄為之作箋，

唐孔穎達等又因鄭箋作《正義》。到清代，馬瑞辰著《毛詩傳通釋》三

十二卷，除糾孔之失外，頗多創見。陳奐著《詩毛氏傳疏》三十卷，又

舍鄭用毛，發揮義蘊頗多。以上諸書，當是研究漢代《詩經》學的最重

要的參考書。



三、《詩經》的藝術特點

《詩經》關注現實，抒發現實生活觸發的真情實感，這種創作態度，

使其具有強烈深厚的藝術魅力。

賦、比、興的運用，既是《詩經》藝術特徵的重要標誌，也開啟了我

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關於賦、比、興的意義，歷來說法眾多。簡

言之，賦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

達出來。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來

做比喻。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了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唱，

所以大多在詩歌的發端。



〈毛詩序〉：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赋，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

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

《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大師教六詩：

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孔穎達《毛詩正義》：「 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

朱熹《詩集傳》：「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

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三：「 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索

物以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四、〈周南〉

此詩為〈周南〉首篇。

《韓詩序》：

「南，國名也，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引）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一：

「周初所分周公、召公采邑之地，以陝原（今河南三門峽西南）為斷

，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乃《詩》不繫以陝東、陝西而各繫以『南』者

，『南』蓋商世諸侯之國名也……周、召二公分陝，蓋分理二國之地，故周

、召各繫以南。」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樂貞子

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春秋以前漢水以北小國如冉阝、息、應、蔣、道、隨等都是姬姓，

這些姬姓國的分佈，正反映了周王朝政治和文化的影響與擴散。編詩者

輯〈周南〉、〈召南〉置於書前，則其意在於反映召穆公、周定公的業

績可知。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

「南係獻於宗廟之器物，……余以為殆鐘鎛之類之樂器，蓋即鈴也。……

《小雅》之『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實即『以雅以

鈴』，及『胥鼓鈴』也。又《詩》之周南召南，大雅小雅，揆其初，當亦

以樂器之名孳乳為曲調之名。猶今人言大鼓、花鼓、魚琴簡板、梆子、灘

簧之類耳。 」



，寤寐思服（8）。悠哉悠哉（9），輾轉反側（10）。求之不得

參差荇菜

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左右芼之（12）。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11）。

，鐘鼓樂之（13）。

關 雎

關關雎鳩（1），在河之洲（2）。窈窕淑女（3），君子好逑（4）。

參差荇菜（5），左右流之（6）。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7）。

五、〈關雎〉



(1) 關關：擬聲詞，像雎鳩雄雌和鳴之聲。雎鳩：也叫王雎，《禽經》稱為

「魚鷹」，喜在江渚河邊食魚。宋朱熹《詩集傳》說：「雎鳩，小鳥， 狀

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則 其

文化意象同後代的鴛鴦相近。

(2) 洲：水中的陸地。

(3) 窈窕：美好的樣子，疊韻聯綿詞。漢揚雄《方言》：「秦晉之間， 美心

為窈，美狀為窕。」淑：清白純潔。《說文》：「淑，清湛也。」

(4) 君子：一般為貴族男子之稱（後也引申為妻對夫之稱，如《詩·王風· 君子

于役》）。逑：「仇」的借字，配偶。

(5) 荇菜：也作苦菜，別名金蓮兒、水荷。水生多年生草本植物，莖、 葉均

可食用。



(6) 左右：雙手。流：「摎」的假借字，摘取。此以在水中摘取荇菜比喻對女

子的追求。

(7) 寤：醒着。寐：睡着。

(8) 思服：思念。《詩集傳》：「服猶懷也。」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以

為「思」為語詞，曾運乾《毛詩說》以為「思」同於「斯」，也可通。

(9) 悠：形容思念深長。

(10) 輾轉反側：翻來覆去，形容因思念而不能入睡的樣子。

(11) 友：此用為動詞，指以琴瑟傳遞情意。

(12) 芼：「覒」的假借字，擇取。《說文》：「覒，擇也。」

(13) 樂：用為動詞，使之快樂。



文化內涵

1.「雎鳩」為何鳥？自古至今，說法不一。

或說為「鵰」，或說為「雁」，或說為「鳧」，或說為「天鵝」。

《毛傳》：「雎鳩，王雎，鳥摯而有別。」

《鄭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爾雅·釋鳥》：「雎鳩，王雎也。」

比興手法



2.「窈窕」

《毛傳》：「窈窕，幽閒也。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善女。」

《鄭箋》：「言後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

眾妾之怨者。」

孔穎達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

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局處

，故云幽閒，言其 幽深而閒靜也。」



3.「好」

好字，從女從子，其本義，動詞當為男女相愛，名詞當為匹耦，形容詞美

好，乃其義之引申耳。

《牡丹亭》「閨塾」

(末)興者起也。起那下頭窈窕淑女，是幽閒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來求

他。(貼)為甚好好的求他？(末)多嘴哩。



七、闡釋方向：

文王后妃讚歌說

《毛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

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是《關雎》之

義也。 」

鄭玄《毛詩傳箋》：「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己職也。」

朱熹《詩集傳》：「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

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



朱熹《詩集傳》：「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

太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

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

，故作此詩。」

姚際恆《詩經通論》：「美世子娶妃初婚之作，以見嘉偶之合初

非偶然，為周家發祥之兆，自此可以正邦國，風天下，不必實指太

姒、文王。 」



戀歌說

聞一多《風詩類鈔》：「女子采荇於河濱，君子見而悦之。」

袁梅的《詩經譯注》：「這是古代的一首戀歌。一個青年愛上了那位

溫柔美麗姑娘。他時刻思慕她，渴望和她結為情侶。」

高亨《詩經今注》：「這首詩歌唱一個貴族愛上一個美麗姑娘，最後

和她結了婚。」



婚歌說

方玉潤《詩經原始》：「小序以為后妃之德，《集傳》又謂宮人之詠

太姒，皆無確證。……此詩蓋周邑之詠初昏者，故以為房中樂，用之鄉

人，用之邦國，而無不宜焉。」

吳闓生《詩義會通》：「蓋此篇言婚禮，次篇（葛覃）言歸寧，皆房

中樂章所歌，未必定為某子某人而作。」



詩經闡釋中的矛盾

民歌 vs 樂歌

平民 vs 貴族

抒情 vs 教化



〈陳情表〉

李密



一、文體：表

表，古代臣下向帝王上書言事的一種文書。我國古代臣子寫給君主的

呈文有各種不同的名稱，戰國時期統稱為「書」，如李斯〈諫逐客書〉。

到了漢代，這類文字分成章、奏、表、議四小類，劉勰《文心雕龍．章表

篇》說：「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情，議以執異」，可見表雖是

一種公文文體，但並不是表達對國家大事的意見主張，而只是古代臣子

為了向皇帝陳述自己的請求而使用的文體。



因此，奏議類的公文是以議論為主，而章表類的公文則是以抒情為

主。 中國文學史上有一些著名的以「表」這種文體寫作的文章，如孔

融的〈薦禰衡表〉、曹植的〈求自試表〉、諸葛亮的〈出師表〉、李密

的〈陳情表〉等。



二、作者簡介

李密（224-287），又名虔，字令伯，蜀漢西晉間犍為武陽（今四川彭山

東）人。父早亡，母改嫁，由祖母劉氏撫養成人。及長，治《春秋左氏

傳》，博覽多通，機警辯捷。早年曾任蜀尚書郎、大將軍主簿等職。曾

多次奉命出使吳國，頗有辯才。蜀漢滅亡後，晉武帝司馬炎徵其為太子

洗馬，他以祖母無人奉養為由，上〈陳情表〉固辭。及祖母卒，服喪期

滿，以太子洗馬徵至洛陽。後出為溫縣令、漢中太守等職，為官耿直。

因寫詩獲罪免官，卒於家。



三、寫作背景

公元263年，司馬昭子司馬炎（晉武帝）廢魏帝曹奐，建立了西晉王朝。

當時東吳尚踞江左，晉武帝為了安撫蜀漢舊臣，同時也為使東吳士臣傾心相

就，以減少滅吳的阻力，對蜀漢舊臣採取了懷柔政策，授予官職以示恩寵。

與此同時，當時李密以孝聞名於世，晉武帝承繼漢代以來以孝治天下的策略

，實行孝道，以顯示自己清正廉明，同時也用孝來維持君臣關係，維持社會

的安定秩序。正因如此，李密屢次被徵召。李密作為亡蜀之臣，心存疑慮，

進退兩難。若辭不赴命，必引起皇帝猜疑，受到怪罪；若赴命任職，又非李

密的本意，於是以「烏鳥私情」，祖母「供養無主」為由，寫了此表。



嵇康之死

《世說新語．容止》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

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

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世說新語．雅量》：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

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

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陳情表（選自《文選》卷三七，中華書局1977年版）

臣密言（1）：臣以險釁（2），夙遭閔凶（3）。生孩六月，慈父見背（4）；

行年四歲（5），舅奪母志（6）。祖母劉憫（7）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

疾病，九歲不行（8），零丁（9）孤苦，至於成立（10）。既無伯叔，終鮮

（11）兄弟，門衰祚薄（12），晚有兒息（13）。外無期功強近之親（14），內無

應門（15）五尺之僮（16），煢煢孑立（17），形影相弔（18）。而劉夙嬰疾病

（19），常在牀蓐（20），臣侍湯藥，未曾廢離（21）。

四、文本細讀



(1) 「臣密言」開頭先寫明上表人的姓名，是表文的格式。當時的書信

也是這樣。

(2) 險釁：艱難禍患，指命運不好。險，坎坷。釁，禍患。

(3) 夙遭閔凶：小時候就遭到不幸。指自己幼年父死母嫁。夙，早時。

閔，通憫，指可憂患的事（多指疾病死喪）。凶，不幸。

(4) 見背：棄我而死。

(5) 行年四歲：年紀到了四歲。行年，經歷多年歲。

(6) 舅奪母志：舅父強行改變了母親想守節的志向。這是母親改嫁的委

婉說法。

(7) 憫：悲痛、憐惜。



(8) 不行：不能走路，這裏是說柔弱。

(9) 零丁：通「伶仃」，孤獨的樣子。

(10) 成立：成人自立。

(11) 鮮：沒有。鮮本指少，這裏是「無」的意思。

(12) 門衰祚薄：家門衰微，福分淺薄。門，家門。祚，福分。

(13) 息：子。

(14) 外無期功強近之親：沒有什麼近親。外，指自己一房之外的親族。 古

代以親屬關係的遠近制定喪服的輕重。期，穿一週年孝服的人。功，

穿 大功服（九個月）、小功服（五個月）的親族。這都指關係比較近

的親屬。 強近，勉強算是接近的。



(15) 應門：照應門戶。

(16) 五尺之僮：五尺高的小孩。漢代的五尺，相當於現在的三市尺多。

僮，童僕。

(17) 煢煢孑立：孤單無依靠地獨自生活。煢煢，孤單的樣子。孑，孤單。

(18) 弔：安慰。

(19) 夙嬰疾病：早已疾病纏身。指得病多年。嬰，纏繞。

(20) 蓐：通「褥」，墊子。

(21) 廢離：指停止侍奉，離開。廢，廢止。



逮奉聖朝（1），沐浴清化（2）。前太守臣逵（3）察（4）臣孝廉（5）；後刺史

臣榮（6）舉臣秀才（7）。臣以供養無主（8），辭不赴命（9）。詔書特下，

拜臣郎中（10），尋（11）蒙國恩，除臣洗馬（12）。猥（13）以微賤，當侍東

宮（14），非臣隕首所能上報（15）。臣具以表聞（16），辭不就職。詔書切

峻（17），責臣逋慢（18）；郡縣（19）逼迫，催臣上道；州司（20）臨門，急

於星火（21）。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22），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

許（23）。臣之進退，實爲狼狽（24）。



(1) 逮奉聖朝：到了晉朝建立。逮，及、至。奉，承奉。聖朝，指晉朝。

(2) 沐浴清化：（自己）受到晉朝清明的教化。沐浴，這裏指蒙受。清化，

清明的教化。

(3) 太守是郡的最高行政長官。

(4) 察：考察和推舉。

(5) 孝廉：漢代以來薦舉人才的一種科目。舉孝順父母、品行方正的人。

漢武帝開始令郡國每年推舉孝廉各一名，晉時仍保留此制，但辦法和名

額 不盡相同。

(6) 刺史是州的最高行政長官，這裏指益州刺史。

(7) 秀才：漢代以來選拔人才的一種察舉科目。這裏是優秀人才的意思，

與後代科舉的「秀才」含義不同。



(8) 供養無主：供養祖母之事沒人來做。主，主持、做。

(9) 辭不赴命：辭謝未接受任命。

(10) 拜臣郎中：任命我為郎中。拜，授官。郎中，尚書生的屬官。

(11) 尋：不久。

(12) 除臣洗馬：任命我作太子洗馬。除，授予官職。洗馬，即太子洗馬，

太子的侍從官。

(13) 猥：自謙之詞，猶「鄙」。

(14) 當侍東宮：擔任侍奉太子的職務。當，任、充當。東宮，指太子， 因

太子居東宮。

(15) 非臣隕首所能上報：（皇帝恩遇優厚）不是我殺身所能報答的。隕首

，頭落地。



(16) 具以表聞：（把自己的苦衷）在奏表中一一呈報。具，詳盡。聞，

使上聞。

(17) 切峻：急切嚴厲。切，急切。峻，嚴峻、嚴厲。

(18) 逋慢：有意迴避，怠慢上命。逋，逃脫。慢，怠慢、輕慢。

(19) 郡縣：郡縣的官員。

(20) 州司：州官。

(21) 急於星火：比流星的墜落還要急。指催逼得十分緊迫。星火，流星

的光。

(22) 日篤：一天比一天沉重。篤，病重。

(23) 告訴不許：申訴不被允許。告訴，申訴（苦衷）。

(24) 狼狽：形容進退兩難的情狀。



伏惟（1）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2），猶蒙矜育（3），況臣孤苦，特

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4），歷職郎署（5），本圖宦達（6），不矜名節（7）。

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8），寵命（9）優渥（10），豈敢盤桓

（11），有所希冀（12）。但以劉日薄西山（13），氣息奄奄（14），人命危淺

（15），朝不慮夕（16）。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母孫二人，更相爲命（17），是以區區（18）不能廢遠（19）。



(1) 伏惟：俯伏思量。古時下級對上級表示恭敬的用語，奏疏和書信裏常 用。伏

，俯伏。惟，想。

(2) 故老：指年老而有功德的舊臣。

(3) 矜育：憐惜養育。

(4) 少仕僞朝：年輕時作偽朝的官。僞朝，對晉稱被滅掉的蜀國。

(5) 郎署：郎官的衙署。李密在蜀國曾任郎中和尚書郎。署，官署、衙門。

(6) 本圖宦達：本來就希圖官職顯達。

(7) 不矜名節：並不想自命清高。矜，自誇。名，名譽。節，節操。

(8) 過蒙拔擢：受到過分的提拔。過，過分，指屢次遷升。拔擢，提拔、提升。

(9) 寵命：恩命。寵，恩榮。



(10) 優渥：優厚。

(11) 盤桓：猶豫不決的樣子。

(12) 希冀：希望、企圖。這裏指非分的願望。

(13) 日薄西山：太陽接近西山。用日落比喻人的壽命即將終了。薄，迫近。

(14) 奄奄：氣息微弱、將要斷氣的樣子。

(15) 危淺：活不長。危，危弱。淺，指不長。

(16) 朝不慮夕：早晨不能想到晚上怎樣。這裏是說隨時都可能死亡。

(17) 更相爲命：相依為命。更相，交互。

(18) 區區：拳拳。形容自己的私情。

(19) 廢遠：廢止奉養祖母而遠離。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

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1），願乞終養（2）。臣之辛苦（3），非獨蜀之

人士及二州牧伯（4）所見明知（5），皇天后土實所共鑑（6）。願陛下矜憫

（7）愚誠（8），聽（9）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10）。臣生當隕首

（11），死當結草（12）。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13），謹拜表（14）以聞。



(1) 烏鳥私情：烏鴉反哺之情。比喻人的孝心。晉成公綏〈烏賦‧序〉：

「夫烏之為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為吉鳥。」（《藝文類聚》卷九二）

(2) 願乞終養：希望求得奉養祖母到最後。

(3) 辛苦：辛酸悲苦。

(4) 二州牧伯：這裏指太守逵與刺史榮。二州，指梁州和益州。牧，古代稱州的

長官。伯，長。

(5) 所見明知：所看見的，明明白白知道的。

(6) 皇天后土實所共鑑：天地神明實在也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鑑，察。

(7) 矜憫：憐恤。

(8) 愚誠：愚拙的誠心。



(9) 聽：任，這裏指准許、成全。

(10) 庶劉僥倖，保卒餘年：或許能夠使劉氏僥倖地壽終。卒，終。

(11) 生當隕首：將來要不惜性命為國出力。

(12) 死當結草：《左傳·宣公十五年》記的一個故事說，晉大夫魏武子臨死

時，囑咐他兒子魏顆把武子的愛妾殺了殉葬。魏顆沒有照辦而把她嫁

出去了。後來魏顆與秦將杜回作戰，看見一個老人結草，把杜回絆倒

，杜回因此被擒。魏顆夜間夢見這個老人，自稱是那個再嫁之妾的父

親，特來報恩的。後世用結草代指報恩。

(13) 犬馬怖懼之情：這是臣子謙卑的話，用犬馬自比。

(14) 拜表：拜上表章。



對照〈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

存亡之秋也！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

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五、文章層次

第一段主要圍繞「夙遭閔凶」展開對身世敘述，簡要概括作者遭遇了哪

些不幸？

「閔凶」之一：父喪母嫁；

「閔凶」之二：多病零丁；

「閔凶」之三：門衰祚薄；

「閔凶」之四：夙嬰疾病。



成為孝子典範：

「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

之日短也。」



第二段主要圍繞「忠孝難兩全」這個中心，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敘地方舉薦，辭不赴命：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

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

第二層：寫詔書特下，辭不就職：

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

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

第三層：寫詔書切峻，進退兩難：

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

為狼狽



忠孝衝突

對照《三國演義》

徐庶：「老母手書來喚，庶不容不去。非不欲效犬馬之勞，以報使君；

奈慈親被執，不得盡力。今當告歸，容圖後會。」玄德聞言，大哭曰：

「母子乃天性之親，元直無以備為念。待與老夫人見之後，或者再得奉

教。」徐庶便拜謝欲行。



第三段結尾落在辭官養親上（「是以區區不能廢遠」），是從哪幾個角

度來敘述辭官原因的？

一、抓住晉「以孝治天下」的大理，解釋自己應得到同情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



二、自陳宦歷，稱頌君恩，表明辭職與「名節」無關，以求皇帝諒解；

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

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

•《古文觀止》評︰「密以蜀臣而堅辭晉命、恐晉疑其以名節自矜，故

作此語。」

三、正面陳述劉之現狀，是「不能廢遠」的唯一原因。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

養劉之日短也。



由本段可見全文感情真摯，悲惻動人的原因是什麼？

明確：

1 事之實：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

2 言之切：願乞、願矜憫、聽臣微言、明知、共鑑。

3 心之誠：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六、寫作效果

《晉書》本傳：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

(《華陽國志》卷十一：「(帝)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群縣供其祖母奉

膳。」)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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