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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袁以戲嘲為題詩歌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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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摘  要 

中國性靈詩派的二位代表：袁宏道、袁枚，其所倡之「性靈」詩說，實包含

率真、靈妙、風趣等多重意涵。而其以「戲」「嘲」為題的詩歌，最能表現出詩人

在遊戲中、真趣橫生的深妙意味。本文即針對二袁嘲戲為題詩歌的題材內容：老

病、愛慾、與物對話、與當世文化及往聖古哲對話等四部分，分析其中所蘊藏的

諸種意涵：既拘束又自由、既焦慮又釋放、既愛又慾、既戲物又嘲己、既拆解又

還原。凡此正可視為其性靈詩論：「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風趣專寫性靈」的一

種具體表現。 
 

關鍵詞：性靈詩論、戲嘲類詩歌、率真、靈妙、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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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以遊戲開啟心靈的自我原姿 

文學藝術不外求真、求善、求美；中國明清時期的三大詩派之一 ——性靈

派，主要是突出了“真”的追求，附以美善；有別於格調派之求“善”，附以真

美；神韻派之求“美”，附以真善。性靈派的二位代表：袁宏道（明朝）提出「獨

抒性靈，不拘格套」1又說：「詩以趣為主」2袁枚（清朝）則標出：「凡詩之傳者，

都是性靈」3又說：「風趣專寫性靈」4。袁枚是在袁宏道的基礎上更加發揮與完善

之。「性靈」與「趣」是二袁所共有的中心思惟；雖則二人的詩學論述是建立在不

同的文化背景上：宏道建立在心學的基礎上，袁枚建立在才性的基礎上。5二人所

言的「性靈」包含「率真的性情」「鮮明的個性」「靈敏的感受能力」和「靈妙的

抒寫」等多重意涵6，與「趣」相結合，使作品充分的洋溢著詩人的才情，成為性

靈詩派最引人之處。 
袁小修曾言：「夫名士者皆有過人之才，能以文章不朽者也。然使其骨不勁而

趣不深，則雖才不足取。」7因此小修特別稱引袁宏道的詩「入真入俗，綽有餘力」
8。袁枚亦說：「音律風趣，能動人心目者，即為佳詩」9。清朝的黃景仁就很欣賞

袁枚的「興來詞賦諧兼則」10在此，「骨勁趣深」「入真入俗」「諧兼則」都含蘊了

品評者對於詩人「真」「趣」——率真、靈妙、風趣——的擷取和激賞。而關於富

                                                      
1 見〈敘小修詩〉，收於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中、下》（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1）頁 187。 
2 袁宏道：〈西京稿序〉，同上注，頁 1485。 
3 袁枚著，王英志校點：《隨園詩話》卷五第 33 則，收於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南京市：江蘇

古籍出版社，1993）頁 141。 
4 《隨園詩話》卷一引楊誠齋之言，同上注，頁 2。 
5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726 
6 吳兆路：《中國性靈文學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頁 9－10 
7 見〈南北遊詩序〉，收於袁中道：《珂雪齋集》（台北：偉文圖書公司，1976）頁 1016。 
8 同注 1，頁 1653。 
9 《隨園詩話》卷三第 6 則，同註 3，頁 67。 
10 王英志：《性靈派研究》（瀋陽市：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頁 354 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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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真」「趣」的作品，二袁所在多有，尤以「嘲」「戲」為題的詩歌，最能醒目

而又集中的表現出性靈詩人在遊戲中，真趣橫生的深長意味。 
其實人類社會偉大的原創性活動，大都自始即滲透著一種純真的遊戲意味，

詩亦不例外，如同李贄所說的：「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11荷蘭的

文化兼語言學家約翰‧赫伊津哈（John Huizinga,1872-1945）也認為詩與遊戲分不

開，因為：詩使人類對於節奏、和諧、變化、更迭、對比和高潮等等內在需要的

遊戲感，能夠充分體現；而伴隨著這種遊戲感，傾瀉而出的是：無拘無束、歡笑、

幻想、智慧、競勝等等精神氣概。12其實不止此也，詩的遊戲性應還包含詩人和

文化社會間的拆解、拉鋸、建構、認同等等的對話姿態，延伸出既褒又貶、既輕

鬆自得又諷刺挖苦、既枯竭又活潑旺盛等豐富多元與深刻機敏的自我心靈內涵。

二袁的「嘲」「戲」為題之類詩歌，正鮮明的體現了這些遊戲的特質，可視為其「真」

「趣」之實質內蘊具體而微的顯現，今就其嘲戲類的題材內容更細分為：（一）窘

極的微笑：老與病（二）詩意的釋放：愛與慾（三）疵物以自娛：與物對話（四）

異端的嬉戲：與當世文化及往聖古哲對話，等四部分析論如下： 

二、窘極的微笑：老與病 

人始終是以一副「血肉之軀」委身於世界的，存在主義者薩特在《存在與虛

無》大談「身軀」的偶然與必然、主動與被動、情慾與性愛、有限與死亡……，

以這些哲學思考作為生命存在的基本特徵；13佛家則將生命區別為生老病死，其

實即是關於「身軀」之成住壞空的論述。性靈派詩人要獨抒內在性情，首先也是

要透過外在這副「身軀」加以表述，甚至於捨身軀外無性靈——即無法想像沒有

身軀的性靈——袁枚〈牘外餘言〉第八十二則是這樣說的： 
 
《老子》曰：天下大患，在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又何患！我道天下大樂，

                                                      
11 李贄：《焚書．童心說》收於張健業主編：《李贄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第

一卷，頁 91-92。 
12 約翰‧赫伊津哈著，舒煒等譯：《游戲的人》（杭州市：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6）頁 131-150。 
13 薩特著，陳宣良等譯：《存在與虛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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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又何樂！蓋人先有身，而后有吾，無身則無吾矣，

吾與身不能分為二也。14 
 

「吾與身不能分為二」，因此有關自我身軀的痛瘀老病，及其所產生的喜怒哀

惡之情，常是性靈派詩人最常描寫的對象，「嘲」「戲」為題之類的詩歌，也大致

集中的表現出了這種傾向。 
關於人生的各個階段：生老病死，初生懵懂，已死則無知，有所感有所觸，

端在老弱衰頹與病痛。美人固不可以遲暮，才子亦難以處老，何況老逝與病死，

常相伴隨，令人尤難為懷；二袁常有意似無意，無可奈何又帶點窘然的笑看自己

逐漸老逝的年華。例如袁宏道，年紀輕輕十八、九歲，便敏銳的察覺「花枝漸漸

紅，春色漸漸虧」紅極春事了的盛衰互攝、生死相纏的天機，更自覺己身已陷入

「顏色漸漸衰」的窘態困境，遂不禁焦慮的稽首扣問仙師：「何方尋至樂？」15而

當老冉冉其已至，滿頭霜白，袁宏道反而窘極而笑：「霜根欲茁可如何！」16「試

去武陵溪上照，頭毛白盡老蕭郎」17在無可如之何之餘，轉為清賞自己的老態以

自娛。 
袁枚這位才子一向「高自譽」自謂「古達人」18雖然對於生死常有豁達的觀

照：「若云死可悲，當知生已誤」意即有生必有死，死亡無須悲愁，卻仍憂慮著：

「但愁濭然來，未許先營度」19──心理還未準備好，死亡便突然來到；因此，

關於死亡，首先須是學習體驗老境：「學老先扶杖」20——先扶扶手杖，體驗一下

老的滋味；次則在情、意、智上開解自己，置死生於度外：「古來雖有死，好在不

先知」21「任其（指歲月）自來去，只要我長久」22——即要長生久視而不覺老；

                                                      
14 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同注 3，頁 27。 
15 〈漸漸詩戲題壁上〉，同注 1，頁 115。 
16 〈嘲謝道人白鬚〉，同注 1，頁 1393。 
17 〈龍君御載酒過德山見訪，一別十三年矣，感念存沒，不覺淒然。已復自笑，舉觥相樂，遂大醉〉，

同注 1，頁 1001。 
18 〈秋夜雜詩．并序〉，同注 3，頁 197。 
19  同上注，頁 198。 
20 〈自嘲〉，同注 3，頁 230。 
21 〈栽樹自嘲〉，同注 3，頁 739。 
22 〈嘲守歲者〉，同注 3，頁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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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返老還童的活著：「賴是天機活潑，不然誰理衰翁」23 
二袁對於老與死，不是由焦慮不已轉為審美觀照、清賞自娛；便是在情意智

上解開轄制，還予生命活潑的真本自性。凡此而冠之以「嘲」「戲」為題，一方面

固顯現出生命的沈重嚴肅，須得拔高姿態，以遊戲的另類方式制勝之，一方面也

呈現了詩人在一番深思熟慮、聰明穎悟後，終可以舉重若輕的來面對自我的生命。 
老與病似總相伴隨，病而未老，已夠磨人，何況既老且病。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在《自我與本能》中說： 
 
自我首先是一個肉體的自我，它不僅在外表是一個實在物，而且它還是自

身外表的設計者。24 
 

「自我首先是一個肉體的自我」這句話很能說明講究自我個性的性靈詩人，

為何那麼熱切的注視著自身身軀的變化。肉軀自我，有老也有病，關於病軀，二

袁著實的閱讀著它，並翻檢各種微妙的感覺感受它。 
身體本與社會相交織，身體的表面不僅僅是光滑滑的皮膚，而且是各種複雜

的社會印記——文化的、法制的、政治的、經濟的，它的渾淪勿罔，充滿著無限

闡述的可能；而關於生病的身體，袁枚如何解讀？年輕時的袁枚，青雲懷壯志，

投身于役，宦海卻不免起烟波，長衙冷署，民驕官苦，身軀所歷，曾經有企有慕，

自此遂有厭有苦，社會我與自身我不斷交戰，一旦微軀染恙，疾疥相侵，自身暫

得由煩忙抽身，竟翻覺如同牢囚獲赦：「嫌忙翻愛病，借病好吟詩」25——借病退

回自身我，將社會我趕出理想國，而詩意的棲居在病體上。此等轉病為喜，或同

年輕體壯有關：「元氣壯吾中，百邪孰較勝？」26，故不將病痛當作一回事，等到

年老力衰，病痛如影隨形，詩人將如何自勝？ 
漸漸的，袁枚發現「老去一身如渡海，五官無處不風波」27，一會兒「眼疾」

                                                      
23 〈自嘲三絕〉，同注 3，頁 586。 
24 大衛．M．列文著，程志民等譯：《傾聽著的自我》（西安市：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頁

97。 
25 〈借病〉，同注 3，頁 42。 
26 〈苦瘡〉，同注 3，頁 41-42。 
27 〈齒疾半年偶覽唐人小說有作〉，同注 3，頁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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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一會兒「齒痛」29，一會兒「膳飲留滯，舌上苔生」30這些慢慢都成為又嚴重

又揮之不去的生命之悲，因此袁枚不斷的思索著如何克敵致勝，於是開始「設計

自身的外表」。首先是將病痛創化為暫可忘情的意象，例如每當黃昏兩眼澀澀眨眨 

時，袁枚便加以創意造形，將其賦形為：「兩眼渾如夜合花」31雖宵夜不能再攤卷

閱讀，或秉燭夜遊，但是當化身為夜間閉閤之花時，則可使自己遁入自然物象，

暫時忘情的讓心與物遊；又如齒牙動搖後，連嚼食消化皆成問題，垢膩都堆到舌

上：「如何妙絕瀾翻舌，不長蓮花只長苔？」32——詩人竟然轉舌苔想蓮花，躭入

想像的遊戲，求得片刻的解脫。又當病虛已極，正待進補，醫師卻囑咐「撤羹湯」，

詩人思量養病已無他法，只好招來伯夷叔齊，說要陪伴他們一齊體會挨餓首陽山

的滋味33；這種連類托物以形之的作法，正欲渾忘病痛之苦。 
而等到病入膏肓，病痛著實磨人太甚了，詩人便開始恍惚起來：一會兒遁入

回憶，一會兒臆想來世：想他盤古開天至今萬古滔滔幾千萬年、自己忽然誕生；

想生後的自己受那四千年來的文字的煎熬、最後事業風飄；想將身體還諸天地又

被殘軀拖住；想生命不可逆轉、卻只是擱淺著、懸掛著；行樂已不及，傳世不朽

更屬無稽之談；此時唯求來世化為泰山之頑石，或大海之波濤等無感無情之物，

或可免病免痛，免生死煎熬。34詩人這種方寸之內、八荒之外，前生、後世，恍

惚其遊，恍惚其戲，無盡的迴旋，不斷的擺蕩，鼓起的非凡的想像，正是在對病

痛作最後非凡的抵抗；然正也見出身軀這塊最先、也是最後的方陣之地，已無出

路可走。 

 

                                                      
28 〈眼入夜昏澀見燈輒※戲賦二詩〉，同注 3，頁 507。 
29 〈齒痛悶坐，戲作長歌〉，同注 3，頁 508。 
30 〈膳飲留滯舌上苔生戲題〉，同注 3，頁 915。 
31 同注 28。 
32 同注 30。 
33 〈戲答醫者〉，同注 3，頁 932。 
34 〈齒痛悶坐，戲作長歌〉，同注 3，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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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詩意的釋放：愛與慾 

男女之愛與慾，衝破傳統思想禮教的禁錮與藩籬，成為思想家、文學家重要

的論述與表現主題，是在明代中葉。頗能引領一代思潮的李贄，在〈夫婦論〉說： 
 
吾究物始，而見夫婦之為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婦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

不言理。35 
 

這段話認為男女夫婦本是二個相對獨立的個體，二個個體結合後始滋生萬

物，不須要牽扯到「太極」的「一」或「天理」等無上範疇；此論已賦予男女相

對獨立的地位，並且認為男女結合是生命自自然然的事情。李贄又於〈讀律膚說〉

中言道：「蓋聲色之來，發於性情，由乎自然，是可以牽合矯強而致乎？」36意即

人的風情才調，都是發之於人的自然情性。結合這些論述，顯見李贄已賦予男女、

風情以自然合理的地位，認為男女風情皆內在於自然人性當中，不能隨意勉強壓

制。 
其後馮夢龍則進一步將男女之情與六經同論，認為情教始於男女之真情，貫

通於六經之中：「六經皆情教也」37將男女之情推高到同六經一樣神聖的地位。 
湯顯祖更將聖賢、英雄一網打盡： 

 
情致所極，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終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詩歌、序記、

詞辨之間。固聖賢之所不能遺，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38 
 

意即真情的極致，終必流貫於各種詩文中，更是聖賢英雄所無法抹消抑遏。

而男女這種聖賢不能抹棄、英雄無法掩抑的真情極愛，到清代袁枚更將其擴大，

                                                      
35 同注 11，頁 120。 
36 同注 11，頁 123。 
37 馮夢龍評輯，周方、胡慧斌校點：《情史．序》（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38 湯顯祖著，徐朔方箋校：《玉茗堂文．調象庵集序》（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頁 1098－

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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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為所有高尚情愛，包括家國之愛、朋友之情的最根本源頭： 
 
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蘇、李以夫妻喻友，由來

尚矣。39 
 

因此，袁枚特別賦予描寫愛情的「豔詩」一具非凡意義的價值：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陰陽夫婦，豔

詩之祖也。40 
 

一陰一陽合成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婦父子是天道的顯現，那麼，表

現男女真愛之情的豔詩，自是天道的一種表現。這種論述顯然是針對沈德潛等一

般固守傳統思想禮教，而漠視男女真情所提出的異議異論。 
思想家、文學家的論述之外，文學創作方面，豔情小說則適盛行於此時，由

明代中葉一直流行衍至盛清41，袁宏道所處是豔情初盛、袁枚所處是豔情已極時

期。豔情題材與重情尚趣主個性的性靈詩思相結合，豔情詩便由小說之直接感官

經驗的描寫，向詩意的愛慾抒情位移。二袁以嘲戲為題詩歌中，不乏對愛慾作多

層次的戲談笑論，把愛慾當作生命存在的歡樂和焦慮來領略與抒發；袁枚所寫，

偏向直抒個人親切經驗，袁宏道則多嘲戲他人，故翻轉時代，先述袁枚，再敘宏

道。 
當春日融融，春風駘蕩，百花盛開，群芳爭豔之際，眾姬人曼曼姍姍，在自

家園裡獻酒祭花，片片綁於樹身的紅絲帶，隨風輕揚，映襯出綽綽約約的身影，

袁枚不禁為這片穠麗的春色而酣醉而神迷，分不出誰是花？誰是人？因而笑吟

道：「誰是似花人？」42對於擁有諸姬美麗如花的詩人，這句詩隱喻的當是：在這

座充滿愛慾的花園裡，我不就是那花神！——詩人真是幸福如神仙！ 

                                                      
39 〈答蕺園論詩書〉，同注 3，頁 527。 
40 〈再與沈大宗伯書〉，同注 3，頁 285。 
41 見吳光正〈明清豔情小說緒論〉，收於葉舒憲主編：《性別詩學》（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頁 219-236。 
42 〈花朝日戲諸姬〉，同注 3，頁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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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若將女人比擬成如花似仙，則描繪出了男性尋歡所欲的理想對象：「不知

一夜桃花笑，果是天台玉女無？」43；倘若不為愛慾美眷，詩中則一概將其視為

非女人：「妒妻瘧母真相似」——是將妻子戲擬為與「瘧母」同一層級者，然後感

嘆道：「家裡紅妝一見難」44——妻子非女人，生命一半成空，綢繆無依，詩人如

何不焦慮？ 
詩人有時則以「巫山雲雨」：「巫山努力行雲雨，一夜溪聲助汝忙」45、「春蠶

有絲」：「未死春蠶尚有絲，白頭無奈兩瓊珠」46、「桃花受露」：「遲眠私取銀燈照，

要看桃花受露時」47等等典故、意象、修辭來詩意點召性愛，讓其浮出文學地表，

然後包裝以遊戲為題，促使生命直奔刺激與歡樂的極界。 
而當友人娶妾，道人收女弟子，袁宏道則將其當作「喜劇式文本」來閱讀，

正如題目所示：〈退如訪道回家，有新姬，并以為嘲〉48、〈聞崔氏女拜無念學道，

戲柬念師〉49；學道娶妾，出家人收女弟子，活脫脫就是一齣齣喜劇；尤當學道

與娶妾並行，合攝男女房中之術與修道延壽衛命於一體，詩人對之，更是帶著一

種迂迴曲折的意味戲問道：「雲作風神花作語，看君戰勝幾多肥？」50意即：肥遯

於房中術與健身術中（修道），風起雲湧，奮戰不已，不知一夜勝幾回？在此，房

中術與衛命術，桃花源與烏托邦，愛慾與戰勝，諸種意識不斷的迴旋、交響、遷

異，性愛的狂歡，竟不知不覺轉成權力的論述，實集生命存在的歡樂與焦慮於一

體矣。 
然當友人方鰥發誓不娶，聽得袁宏道不禁焦慮憂思起來：無侶枯坐昏燈下的

人生，蔬水無歡幼兒啼的蒼白空洞，生命將何以堪？更要緊的是：「未許少湯能沃

雪，也知狂絮不粘泥」51——這是一種挑戰啊：克制與壓抑（少湯與不粘）敵得

                                                      
43 〈戲霞裳〉，同注 3，頁 604。 
44 〈園中芙蓉盛開病中不得見，戲題一絕寄調章淮樹太守、家春圃觀察、香亭別駕〉，同注 3，頁

568。 
45 〈斑竹贈潘校書兼調香嚴〉，同注 3，頁 822。 
46 同上注。 
47 同注 45。 
48 〈和退如舟中韻，退如訪道回家，有新姬，併以為嘲〉，同注 1，頁 1098。 
49 〈聞崔氏女拜無念學道，戲柬念師〉，同注 1，頁 550-551。 
50 同注 48。 
51 〈散木方鰥，誓不娶，詩以嘲之，仍用前韻〉，同注 1，頁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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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強烈的本能慾望（沃雪與狂絮）嗎？ 
袁宏道其弟袁中道在〈李溫陵傳〉說：「吾輩（指宏道中道兄弟朋友等人）不

斷情慾，未絕嬖寵」52尋繹袁宏道的這些詩歌，當是實情；而情慾的歡樂與焦慮

其實也深刻的顯現了明清人的一些心理意涵：「它表現了對個體感性血肉之軀的重

視，亦即真正突出了個體的存在。個體不再只是五倫中之夫婦關係中的一個環節

或宇宙系統中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某個因素，而是那不可重複、不可替代、只有一

次的感性生命的自身。這自身也不再是泛泛的人生意義或一般的生命感懷，而是

實實在在的『我』的血肉、情欲和自然需要」。53 

四、疵物以自娛自賞：與物對話 

性靈派詩人脫下了格調派的寬衣大袍（袁枚稱格調派為褒衣大袑），呈露了自

己曲折玲瓏活潑自在的曲線，於觀人觀物，處處都流露出一種隨物賦形的自由心

靈樣態，而且充滿靈慧之氣。袁中道說： 
 
凡慧則流，流極則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瓏而多態，

水之漣漪而多姿，花之生動而多致，此皆天地間，一種慧黠之氣所成，故

倍為人所珍玩。54 
 

詩人慧觀萬物，流光溢彩，出入微渺，想像力極其飛動炫人。《後漢書．逸民

傳序》曾說隱逸之士：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

或詬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55 

                                                      
52 同注 5，頁 900。 
53 李澤厚：《華夏美學》（台北：時報文化公司出版，民 78）頁 227。 
54 〈劉玄度集句詩序〉，同注 5，頁 1013-1014。 
55 范曄：《後漢書．逸民傳序》（台北：鼎文書局，民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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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袁之不事王侯56，甘心園林，鍾情山水，既非欲「隱居以求其志」「迴避以

全其道」「靜己以鎮其躁」「去危以圖其安」，亦非欲「詬俗以動其概」，乃性分所

至，是真能親享「魚鳥林草」之樂者，只是在以嘲戲為題的詩歌中，二袁嘲風雪，

弄花草，指點江山，疵物自娛，大有所謂的：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

詼諧閑樂意味。 
例如山，袁宏道一時興起，便跟「君山」開玩笑道：你為了「湘水」的一去

不返，常淚水汪汪流滿「洞庭湖」，還一天到晚空空的望向千里遠外的「蒼梧山」，

不如改名為「望夫山」好了！57「君」山為男，「望夫」為女，詩人在遊戲間，一

下子就翻轉了山水的性別，呈現了詩人心靈自由的一個向度。對「飛來峯」亦如

是，詩人笑問它道：「未飛在何處？」人間如此污濁，「何事不飛去？」又為何故

意飛在西湖之西，讓居住在西湖之北—孤山—的林和靖不認識你？58這些對話，

童言童語的，一派天真樣態，純稚可掬。 
而寫「天目山」「幻住峯」的幻化，則戲託是山神喚醒他來看「雲海縱橫，彌

天布琉璃」59的大景象，此則真可謂是詩人性靈「慧極而流出」的萬象大觀。連

「道士洑」這麼座真山，也是要把它翻成假山看：「真石壁，貌假山」，然後取笑

他「道士」其名，卻「和尚」其頭，「小姑（小孤山）」其鬟60——這首詩宗教綜

合，男女錯雜，繪出了一個眾聲歡唱的地貌。至於袁枚，則嘲笑「桂林」諸山「太

野蠻」，尖尖刺向天空，想老天爺也要大大的嘆息：「做天難」61 
其他之物，如花、如月光、如柳樹、如蜂蝶、如鼠輩、如蚊子：袁宏道笑紅

花兒一味賣弄紅豔，是「將紅粉鬧兒郎」62袁枚則嘲笑月光「太清涼」，雖明亮，

                                                      
56 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狀〉說宏道「居官十九年」，其實宏道為官，總共加起來，約五、六年而已；

因為每次授官，每次很快就辭掉了，如是者三。袁枚則年 24 歲中進士，27 歲當官，34 歲歸園，

為官約共七、八年而已。 
57 〈戲題君山〉，同注 1，頁 70。 
58 〈戲題 峯飛來 〉，同注 1，頁 349。 
59 〈宿幻住，曉起戲題〉，同注 1，頁 379。 
60 〈戲題道士洑〉，同注 1，頁 873。 
61 〈桂林諸山率皆峭立，突然而起，戛然而止，如古弼之頭，如汝穎之士，《爾雅》『銳上曰融丘』

是也，戲題一絕〉，同注 3，頁 711。 
62 〈戲題十姊妹花：燕中有紅姑娘花，極紅〉，同注 1，頁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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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照成「黑夜」，不能照成「白天」63，又嘲笑柳樹帶雨貪眠，竟壓損桃花，焉

得稱為「多情」？64又嘲弄蜂蝶聞香誤入，其實「花開是別家」65〈鼠嚙〉篇則嘲

笑首鼠兩端的原來是自己，而不是老鼠：「嗟予小子，……，為惡不卒，為善不終，

劫昏乘黑，侮懦避凶」66至於蚊子，則嘲弄其倚眾為勢，如雲如箭，連孔子都怕

它三分，故穿衣講究「絺綌還須表」67要有表有裡的防範著。 
這些嘲笑戲弄，都是細戡對象物名不符實的落差處（如君山、飛來峯、道士

洑等），或是疵點事物負面的素質（如桂林山之“野蠻”、紅花之“賣弄”、月光之“太
清涼”、柳樹之“壓損”、蜂蝶之“誤闖”、蚊子之“如箭如雲”），以此造成突兀驚奇，

帶來詼諧笑樂，顯示詩人對每一日常之事事物物，特意反其道而不守其庸凡，然

後以幽默之心、靈慧之眼，領略之、捕捉之。 
較奇特的是，少數與物的對話，有時本為物解嘲，轉而為自解；有時則借物

自嘲或自賞。前者如袁宏道本為梅花之不盛開解嘲，反而轉表出自己的厭惡庸、

醜、俗（因為三者皆妨礙花開人舒暢）68；又如苦雪已令詩人欲至焚琴煮鶴了，

突然詩人「故著紅衫戴笠歸」，一方面為雪解嘲，一方面也還雪、還自己一個「明

明媚媚」紅紅白白的詩情「畫意」世界69；後者如袁宏道之〈人日自笑〉，借人日

這天民俗剪綵為人，嘲笑自己：「是官不垂紳，是農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隱不

蒿萊。是貴著荷芰，是賤宛冠佩。是静非杜門，是講非教誨。是釋長鬚鬢，是仙

擁眉黛。」身份地位角色曖昧不明、不知自己是何物；然最後又頗表認同柳下惠

的「介和」——和而不同、伯夷叔齊的「清廢」——自清自廢。70其實「介和」「清

廢」在袁宏道之意即是“只是一個真實的自我”，既非同俗沆瀣，亦非社會定義下

有用之身；這很像袁宏道之前的一位思想家呂坤（1536-1618）所說的：「人問：

君是道學否？曰：我不是道學。是仙學否？曰：我不是仙學。是釋學否？曰：我

                                                      
63 〈嘲月〉，同注 3，頁 113。 
64 〈嘲柳〉，同注 3，頁 436。 
65 〈笑〉，同注 3，頁 570。 
66 〈鼠嚙戲作〉，同注 3，頁 25。 
67 〈嘲蚊〉，同注 3，頁 812。 
68 〈和東坡梅花詩韻，今年雪多，梅開不甚暢，為花解嘲，復以自解云耳，同惟長先生作〉，同注

1，頁 914。 
69 〈苦雪戲作〉，同注 1，頁 907。 
70 〈人日自笑〉，同注 1，頁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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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釋學。是老莊申韓學否？曰：我不是老莊申韓學。畢竟是誰家門戶？曰：我

只是我。」71若拿這段話來互證，則袁宏道似已轉“自笑”為“自賞”矣。 
另外，袁枚與雪對話這篇則自逞雄辯，大論錢財貴在適用；詩人並招來財神，

要洗掉他的“俗”氣，也要求財神扶持詩人的“雅”致；一番肆辯後，詩人說錢神、

雪神都改「過」了，遂捎來雪花花的白銀子。72此詩穎悟自賞，擬想雪花為銀花，

化雅為俗，一反貧士固窮之論，如其所曾自言的：「誠恐不瑣瑣（治產），安得常

愉愉」73，這當是清代經濟商業發達下的產物。74 
這些少數的與物對話的詩歌，無論是解嘲、自解、自賞，都因其與思想（如

「清廢」「介和」等觀念）或文化（如人日的禮俗）這些更深層的東西結合，所以

具有一定程度的深刻性，且帶有菁英式的啟蒙意味；不僅僅只是與物為戲而已。 

五、異端的嬉戲：與當世文化及往聖古哲對話 

歷史曾經那樣厚重，往聖古哲的嘉言懿行曾經那樣放諸四海而皆準、俟之百

世而不惑，明清政治文化掌權人曾經那樣工具化儒學、制約普天下讀書人；但明

清性靈派這些邊緣人物、異端份子，卻專喜游蕩於歷史之外、嬉戲於政教邊緣，

重新釋放個人異彩紛呈的想像，解構權力者的話語，重構歷史人事物的無限可能。 
例如袁宏道性不喜拘束，無論讀書當官皆然。讀書則「手提無孔鎚」擊破「珊

瑚網」75：“無孔鎚”意指不受儒學束縛的思想利器，“珊瑚網”則指那些瑣瑣求考與

補綴的樸學；其實樸學之實事求是的精神，就學術研究來說，自有其價值，然而年

輕的心，總愛海闊天空、浪漫無羈，所以袁宏道說自己少小讀書「得意常孤往」76——

                                                      
71 呂坤：《呻吟語．談道》（新店市：志一出版社，1994）頁 84 
72 〈楊州對雪戲作〉，同注 3，頁 267。 
73 〈秋夜雜詩〉，同注 3，頁 198。 
74 從康熙到雍正、乾隆，中國的商業經濟，繼晚明之後，陸續有所發展，無論紡織、陶瓷、採礦各

方面；因此打開了對內對外的商品貿易，銀貨幣的流出流入，也很快地增加起來。見侯外廬《中

國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頁 393-403。 
75 〈述懷〉，同注 1，頁 37。 
76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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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任性縱情，無所檢束，是其所最愛。至於當官，則視官場為「一窟塵」77，

常覺得「鞭笞慘容顏」「簿領枯心髓」「舉眼盡無歡，垂頭私自鄙」78。袁宏道如

此淡薄於當官，一方面固是性分使然，一方面則是勘破，另一首非以戲嘲為題的

詩歌可以相互為證：「言既無庸嘿不可，阮家那得不沈醉。眼底濃濃一杯春，慟於

洛陽年少淚」79：“阮家”語帶雙關，既指阮籍，又指自身，阮籍對司馬氏的不

滿借酣飲放達，隱忍失路之悲；“洛陽年少”指賈誼，賈誼年輕才秀，頗受漢文

帝重用，欲超升授以公卿之位，周勃等人忌之，毀其年少，專欲擅事。顯然袁宏

道亦隱有一份類似於阮籍失路、賈誼不得志的政治苦悶，自覺“言既無用”而又

「官非其器，萬念俱灰冷」80，不得已而勘破，以「天下最不緊要人」81自居。 
袁宏道對於傳統教條舊學，更是極力掃除，強烈批判，此則李贄揭之於前，

袁宏道繼踵步武其後。李贄認為六經、論孟皆是「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82，

袁宏道則說：「六經信芻狗，三皇爭紙上」「宿昔假孔勢，自云鐵步障。一聞至人

言，垂頭色沮喪」，然後詩人翻然醒覺：「多少窮烏紗，皆被子曰誤」83。袁宏道

這些對歷史對經學的言論，若說未遇李贄前是盲信，遇李贄後翻然委從之、不假

分辨，未嘗不也是另一種盲信。 
而這些與權力的黑洞、文化的窄巷、意識型態的死角，相互推擠對話的話語，

卻出之以或“戲”或“狂”為題，正見出是一種亦嚴肅亦輕鬆、亦認真亦笑鬧、眾聲

喧嘩的異端嬉戲。 
至於袁枚則大開神話人物，如盤古、牛郎織女；歷史人物，如范蠡、韓愈等

的玩笑。笑盤古是：既有能力開天看混茫，底事留塚於土地？且有三處！——開

天闢地的神仙，不回天上，竟然留戀人間，埋塚大地，或有其象徵意義，但袁枚

顯欲拆解神話，認為「其附會可知」84。又笑牛郎織女太多情，故有恨有淚，不

                                                      
77 〈過吳戲柬江進之〉，同注 1，頁 415。 
78 〈戲題齋壁〉，同注 1，頁 115-116。 
79 〈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其二〉，同注 1，頁 651。 
80 〈與朱司理〉，同注 1，頁 303。 
81 〈與徐漢明〉，同注 1，頁 218。 
82 同注 11。 
83 〈狂歌〉，同注 1，頁 61。 
84 偶閱《廣輿記》載盤古冢凡有三處，其附會可知，然題目自佳，戲題一絕〉，同注 3，頁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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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就作天星莫做雙」85——意即無物似情濃，即使神人亦不免有情、為情所累，

除非化做無情之物——只是天上一顆星星！另笑范蠡則認為他違反人性人情，將

所愛西施獻給吳王夫差，卻與她私下訂約將來要「同舟泛五湖」86——虛矯的人

性，如何有未來？笑韓愈則就其墓誌類，戲其太虛假：「吳人三世悲如許，彭祖何

堪八百年」87意即所寫超過真實情感。 
於此，袁枚對於神話人物之荒誕不經、有違情理的，歷史人物之虛矯想像、

有違人性真實情感的，都在嬉戲中加以質疑、調侃。 
至若清朝的「考據之學」，袁枚則直批為「瑣碎」「撏撦」「斷生趣，死章句」，

認為「雄詞」須自鑄，好讓腐儒「替我注」88。考據之學或樸學，為一切思想、

創作的基礎，一概貶為死學，不免一偏之見；然而對於不喜拘於格套的詩人，如

袁宏道表之於前，袁枚述之於後，可知確屬大桎梏。 
其他關於民間信仰及人事方面，如拜神求佛、卜卦占吉凶等，袁枚都一任其

靈妙之筆，盡情書寫。例如和尚皈依佛門，卻爭奪香火，甚至互毆，袁枚譏之為

「不求自己偏求佛，佛手拈花笑不清」89於神廟賽會，則譏諷這些神佛「消受香

烟管何事？人間木偶福偏多」90。此二則對於和尚、神佛之事，概視為迷信，認

為佛之有無，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只問此中方寸意如何」91，故於人事方面，

不信陰陽八卦，唯視「一心善主張」92，然後任天而動；即盡人事聽天命而已。

因此袁枚於〈自嘲〉詩笑自己之「匡時好才調」，卻「被天強派作詩人」93，頗有

任性而動，合天而行，知命而為，即是真性情的「詩人」之意謂。 
凡此由神到人，袁枚的異端遊戲，玩的是去神秘、去符號、去箝制、自標身

份，還原一個具有真性情的自己。 

                                                      
85 〈《荊楚歲時記》：七月八日雨名『洒淚雨』。蓋調牛女也，戲和香亭五絕句〉，同注 3，頁 770。 
86 〈自笑〉，同注 3，頁 802。 
87 〈讀昌黎集戲作〉，同注 3，頁 811。 
88 〈考據之學莫盛于宋以後，而近今為尤。余厭之，戲仿太白《嘲魯儒》一首〉，同注 3，頁 733。 
89 〈家春圃設醮九華，僧有爭香火互毆者，戲題二絕〉，同注 3，頁 662。 
90 〈浙東野廟甚多，賽會甚盛，戲題一絕〉，同注 3，頁 638。 
91 〈戲夢樓〉，同注 3，頁 734。 
92 〈起程時客有苦勸擇日者，笑示一詩〉，同注 3，頁 724。 
93 〈自嘲〉，同注 3，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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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英國的貢布里希在一篇名為〈游戲的高度嚴肅性〉的文章中，引約翰‧赫伊

津哈之言道： 
 
當我們面對著一種古老的文學時，要明確的說出嚴肅和不嚴肅的界線是很

難的。一般說來，如果傲慢而又熱切地堅持要對嚴肅和不嚴肅這兩種表現

領域作出有意識的區分，以便把與我們如此懸殊的觀點強拽進我們自己的

偏見和軌道，那常常是毫無意義的和錯誤的。因為恰恰是在嚴肅和不嚴肅

這兩種狀態被混合為一，甚至被有意識地融為一體時，某些人才能夠最生

動地表達出內心最深處的思想，這些人的生活表現出了一種文化鼎盛時期

的行為與思維的平衡。94 
 

不錯，若欲瞭解性靈詩派二袁「內心最深處的思想」，這些將「嚴肅和不嚴肅」

混一，甚至「融為一體」，做「最生動表達」的，以戲嘲為題之類的詩歌，絕對是

一個精妙的入口。這類詩歌，既侷限又自由，如本文第二部分之談身軀的病痛與

老死；既焦慮又釋放，如第三部分之抒寫真愛與情慾；既戲物又嘲己，如第四部

分之疵物自娛類的作品；既拆解又還原，如第五部分之與當世文化及往聖古哲的

對話。凡此，莫不在遊戲中讓嚴肅與輕鬆並存，莊重與滑稽交錯，感性與理性對

話，微觀與巨視互融，而展現出一片真趣橫生、豐富多彩的性靈世界。而此亦可

視為二袁性靈文學理論：「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風趣專寫性靈」的具體呈現。 

                                                      
94 同注 12，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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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 Sensibility and Game: An 
Analysis of Two Yuan’s bantering Poem 

Wu , Tsai-Er（吳彩娥） 

Yuan Hong-tau and Yuan Mei are two representative poets of School of Nature 
Spiritual Powers, which is one of three major poem doctrin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poem theory of these two poets focuses on ‘native sensibility’ which 
includes a multiplicity of implications, for example forthright, sincere, subtleties, and 
gusto. The ‘game’ and ‘cynic’ of their poem subject miraculously express one’s 
personal nature, and uniquely draw forth what lies in one’s bosom.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heart tenet of School of Nature Spiritual Powers through two 
Yuan’s work about ‘game’ and ‘cynic ‘ and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the inconsistent 
subjects, for example freedom and constraint, anxiety and liberation, love and desire, 
banter material and cynic oneself, deconstruction and reduction. All of these meanings 
embody their poem theory of ‘expressing personal nature and not restricted by 
convention.’ and ‘gusto uniquely describe native sensibility’. 

 
Keywords: poem theory of native sensibility, bantering poem, forthright, 

sincere, subtleties, and gus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