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文把北宋老莊之學與詩文貫通起來加以研究，梳理、探討了北宋老莊之學形成的背景、

特點，重點分析了北宋詩文作家之老莊解悟、隱逸心態及詩文理念、創作特色等同老莊之學的

複雜關係。第一章是北宋文化語境轉換視閾下的老莊之學。我們主要關注的是北宋老莊之學的

特徵及其在三教或者說三家融合中的作用和地位。第二章是老莊思想對北宋士風、心態及吏隱

的浸染。我們主要關注的是士人與老莊思想的如何相互融合、相互生發。第三章是北宋詩文中

的老莊思理、情愫。北宋詩文的體裁多樣，我們主要從亭臺樓宇、遊覽、詠物詩文這三類比較

有代表性的例證加以探究，以見一斑。如北宋亭臺樓宇詩文或寄託無為而治的理想，或流露老

莊適性情愫等，表現出老莊之學對他們的深刻影響，以及生活之中老莊式的感悟對老莊思想發

展的推進作用。第四章是北宋詩文理念與老莊審美取向，其中關注的主要是「意趣」。第五到第

七章是以個案的形式展示蘇氏兄弟、王氏父子和道學家、道教徒的老莊之學是詩文之間的相互

影響。如第五章關注的是蘇軾老莊思想與現實政治人生如何完美融合，其社會生活、文學創作

如何老莊化，使之更有意趣，不失為後代之自我精神的楷模。

作者簡介

張記忠，男，1977 年生於河南中牟縣蘆醫廟鄉蘆醫廟村。1992 年考上滎陽中等師範，後改名為

鄭州二師。1995 年畢業後入職中牟縣十八中學為中學老師，也做過小學老師。後來 1998 年到

2001 年在河南大學中文系函授大專，又於 2006 年到 2008 年脫產專升本，再於 2010 到 2013 年

碩士研究生畢業，都在河南大學文學院。碩士師從耿紀平師學習先秦文學，興趣點主要在老莊

孔孟。2014 年到 2017 年在湖南師範大學跟李生龍師學習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李師已仙逝。畢

業後先在玉溪師範學院文學院當老師，現為安陽師範學院學院文學院老師。主要教中國古代文

學史等課程。



 

 

 

 

序 

－序1－ 

序 

 

蔣寅 

 

 

 

 

先秦諸子中，《莊子》未必是對中國人影響最大的一種，但一定是被後世

感覺最有趣的一種。而且就文學而言，它一定對後世的文學影響最深。《莊子》

最有趣的地方，還不在於其中的奇人異事、詼諧的寓言以及汪洋恣肆的語言

風格，它出於那麼古老的時代，卻已揭示了人生意義的虛無本質，與當代存

在主義哲學的觀念相通；它標舉的「無待」境界，象徵著人類對自由的永恆

追求。這種洞達人類生存底蘊的思想，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思想史上都是空

前深刻的，啟迪和塑造了一代一代文人的世界觀，拯救了無數不屈的靈魂渡

過苦難的深淵。我不止一次聽到前輩師長說，在那至暗的年代，精神的恐懼

和苦悶到了極點，只能靠讀《莊子》來舒解，以至於《莊子》成了他們心靈的

導師和摯友。《莊子》的精神，對於他們是那麼熟悉和親切，甚至不用研究也

不用寫論文，《莊子》就已融化在他們的精神中。先師程千帆先生曾說，他最

尊敬的前輩劉弘度（永濟）先生，對《莊子》下過很深的工夫，但平時從來不

講論，只是詩詞中時時流露出《莊》意。即使在最一般的意義上說，《莊子》

在哲學和美學上對中國文人的影響也一定是超過儒家經典的，這一點早已為

劉紹瑾《莊子與中國美學》、方勇《莊子學史》等著作所揭示和肯定。但具體

到各個歷史階段，仍有許多問題有待於深入發掘。 

2017年 5月，我受邀評審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古代文學專業博士論文

並主持答辯。張記忠的學位論文《北宋老莊之學與詩文研究》，一看題目就讓

我眼睛一亮。北宋的莊子學及其與文學的關係的確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研究課

題。以我的淺見，儘管唐代奉老莊道教為國教，朝廷還設有「洞曉玄經」及

「道舉」等以《老》、《莊》道家典籍應舉的科目，但社會上通常將道家之學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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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外修煉之術，而道教是否能與儒學並尊也需要通過「三教論衡」來辯論。

一般文士對老莊道家的態度一如對佛教，無非取其出世趣味，在詩文中掉弄

一些方外煙霞、出世輕舉的超越性話語而已，並沒有多少義理的皈依。宋代

則不同，士大夫之沉浸於老莊道學一如其醉心於佛學禪理，並借助於《易》

理將兩者加以溝通，最終形成以儒家經典為本而融釋道義理於一體的新儒學

――理學。而老莊道家的思想方法和美學趣味也只有到這個時候才完全突顯

出來，成為中國古代文化和美學的鮮明的底色。 

記忠這部專著首先將老莊之學放到北宋文化語境轉換的視閾下加以考

察，研究主體由唐代的道教徒變成了士大夫，這一群體更重視老莊之學與現

實的關係，將老莊之學政治化、功利化，並較唐代的三教並行更注重三教之

會通，不僅以儒解莊（老）或援莊（老）入儒，同時也以釋（禪）來解莊（老），

形成北宋思想中三教合流的思潮。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分析了北宋作家

的老莊解悟、隱逸心態、詩文理念、創作特色等與老莊道學的複雜關係。緒

論之外，用四章的綜合研究、三章的個案研究，討論了北宋亭臺樓宇、遊覽、

詠物詩文和蘇氏、王氏父子及理學家、道教徒的相關創作，就文學與老莊道

學的關聯論述了北宋文學所表現的平淡中有雄奇、淡泊中有豪情的異於前代

的淵放風格。這一認識出自細緻的考察、分析，明顯較學界的一般看法更為

清晰、更為深刻。 

在受老莊道學影響的生活觀念方面，記忠重點分析了「吏隱」觀念與文

人生活、詩文創作的關係。文學中的「吏隱」主題及其藝術表現問題，最早是

我在《吏隱：謝朓與大曆詩人》（1992）、《「武功體」與「吏隱」主題的發展》

（2000）及《古典詩歌中的「吏隱」》（2004）諸文中加以討論的，本書又對北

宋詩文中「吏隱」觀念的日常化及藝術表現的發展做了更為細緻的闡述，指

出北宋士大夫在生活中隨時感悟，在心理上愈益接近和認同老莊，逐漸使吏

與隱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相互融合的思想基礎。書中將士人的吏、隱概

括為居地方治民清淨者、身在朝堂心在山林者及居地方有所為者三類，認為

經過蘇軾等人的努力，吏和隱終於相融為一，形成了一種更適性的生活方式

――吏隱。這一分析和論述是很有意義的，較大程度地深化了吏隱問題的研

究。 

記忠師從於李生龍教授，算是馬積高先生的再傳弟子。李生龍教授著有

《無為論》、《道家及其對文學的影響》、《隱士與中國古代文學》、《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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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古代文學》、《墨子譯注》、《傳習錄譯注》、《占星術》、《道家演義》等著

作，是國內有數的道教文學研究專家。我心儀已久而無緣識荊，出席記忠博

士論文答辯時得以一晤，歡若平生。可沒想到僅過半年，李先生便因病故去，

聞訃我感傷不已。今年四月，記忠來信說博士論文將由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印

行，並以序相屬。不禁讓我想起與李生龍教授晤見的情景，他恂恂淡泊的儀

形猶然在目。我想記忠博士論文的出版，已足以告慰老師在天之靈。只希望

記忠能以此為學術前程的發軔，再接再勵，努力在道教文學研究領域有所開

拓，以傳承並光大馬積高、李生龍兩位老師未竟之學。喜記忠大著授梓，聊

書數語致賀，並及其師門之學誼而勗之。是為序。                                      

蔣寅 

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於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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