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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軼事與「筆記體傳記」 

朱  剛∗
 

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摘  要 

宋人筆記多載人物軼事，在此基礎上，又有將多則軼事彙集一處，較為完整地呈現

其人之始末者，此實具傳記之功能，但未如史傳、碑誌一般連綴成文，故稱為「筆記體

傳記」。吾人可從選材、筆削兩個方面考察其特點。新出《宋人軼事彙編》集中了宋人

筆記對特定人物的相關記錄，由於編者基本不取佛藏資料，故所錄僧人的總體面貌與佛

教史的關注對象差異甚大，但據此正好可以考察藏外的筆記傾向於談論哪些僧人的何種

軼事，體現出筆記記人的選材特點。而「筆記體傳記」則輯合軼事，再加以選擇、剪

裁，其中朱熹所編《八朝名臣言行錄》最具影響，且多有將前人已經成文之傳記解散為

筆記體的情形，據此可以考察其筆削之特點。 

關鍵詞：筆記體傳記，《宋人軼事彙編》，《八朝名臣言行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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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宋代是筆記數量大規模增長的時代，這些筆記多載人物軼事，在很大程度上補

充了史傳、碑誌、家傳等各類成文「傳記」的不足，而為今日的研究者所取資。一

般情況下，進行人物研究時，我們首先會尋找成文的「傳記」，而筆記所載一則一

則短小、散漫的人物言行，只是補充性、參考性的「軼事」，其可靠與否，常受質

疑。但很多時候，我們也不得不使用筆記資料來勾畫人物的生平。當然，由於一條

筆記的記錄容量甚小，在信息量方面難以與史傳、碑誌等匹敵，但如果把多條筆記

集合起來，情況就會改觀，有時候，它們能較為完整地呈現某人之始末，則實具傳

記之功能。比如，《歐陽文忠公集》後面附錄了歐陽發等所撰《事跡》，1 就是有

關歐陽修 (1007-1072) 生平的多條筆記的集合，其提供的信息量並不低於史傳、碑

誌，區別只是不連綴成文而已。如果我們願意把筆記視為一種文體，那麼，對這種

具備傳記功能的「軼事」之集合，也不妨稱之為「筆記體傳記」。 

有一些筆記作者在記錄人物「軼事」的時候，本已具有為「傳記」特別是史傳

作者提供素材的意識。以歐陽修為例來說，毫無疑問他會進入史傳，也必有碑誌，

所以歐陽發等撰寫《事跡》的時候，應該就把朝廷的史臣包含在預想的讀者群裡面

了，或者，《事跡》的編者會有意記錄史傳和碑誌容易忽略的方面，以呈現其先公

的更為完整的形象。就「筆記體傳記」的價值來說，這種狀態自然最為理想。實際

上，由子孫或門生幕僚等執筆的筆記體的人物言行錄，在宋代也產生了不少，如

《韓忠獻公遺事》、《丁晉公談錄》、《王氏談錄》等，這些傳主都是大人物，並

不缺乏史傳、碑誌。當然更為常見的現象是有關某人的生平記載只出現在筆記中，

則蒐集多條筆記以形成「筆記體傳記」的工作，就更具意義。宋人朱熹 (1130-

1200) 所編的《八朝名臣言行錄》，便是如此，其全書都可以稱為「筆記體傳

記」。 

「筆記體傳記」的基礎是筆記所載的人物「軼事」，應該注意的是，筆記對人

物言行的記錄，在取材方面與成文「傳記」的關注點不同，故筆記中出現的大量人

物並無成文「傳記」傳世；即便有之，若對照閱讀，亦可發現其記錄方法頗具差

異，體現出筆記文體自身的特點。所以，蒐集和編輯這類「軼事」以形成「筆記體

                                                 

1 歐陽發等述，《事跡》，收入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 148-152 冊

（上海：上海書店，1989），附錄卷 5，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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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時，需要一番剪裁筆削的功夫。本文將通過新近出版的《宋人軼事彙編》，

來考察筆記「軼事」在選材上的特點，然後以《八朝名臣言行錄》為「筆記體傳

記」的例子，分析其如何剪裁筆削。 

二、從《宋人軼事彙編》看筆記所錄宋僧軼事 

近人丁傳靖「從宋元明清約五百餘種著述中輯錄宋代六百餘人的材料」編成

《宋人軼事彙編》，2 今人周勛初先生主編同名書籍，則「不錄正史，搜採範圍以

宋、元、明人撰雜史、傳記、故事、小說為主」，共收入二千二百餘人，3 可謂宋

人「軼事」的大集合。從書末所附引用書目來看，其資料來源絕大多數是宋人筆

記，4 而除《五燈會元》、《林間錄》等少量佛教著作外，編者基本上不取佛藏資

料，故我們考察此書所收的僧人部分，正好可以發現藏外筆記傳錄宋僧言行的選材

傾向。 

周編《宋人軼事彙編》所收的二千二百餘人，無疑以士大夫為主，但點檢前後

所收宋僧，亦達七十名。有宋一代所遺佛藏史料極為豐富，若從中挑選七八十名具

有聲望和歷史貢獻的高僧，並非難事。但現在縱覽這七十名宋僧的總體面貌，我們

首先就可以發現，他們大多不是燈錄、僧傳或佛教史籍所關注的高僧。那麼，似乎

宋人的多數筆記不載高僧的言行，而更傾向於談論另外一些僧人的軼事。筆記的選

材特點在面對僧人的時候表現得頗為突出。 

這七十名宋僧中，當然也有釋贊寧、釋契嵩、釋宗本、釋法秀、釋道楷、釋宗

杲等少數為佛教史所重視的高僧，但《宋人軼事彙編》所錄其軼事，也並不突出他

們在佛教史上的功績、地位。如釋贊寧軼事四條，皆強調其博覽強記，善於對

答；5 釋契嵩四條，則有兩條記其火化時，眼睛、舌頭等根器不壞；6 釋法秀名下

所記，主要是他呵斥黃庭堅 (1045-1105) 寫艷詞之事；7 而釋宗本、釋宗杲名下，

                                                 

2 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出版說明〉，頁 1。 
3 周勛初主編，《宋人軼事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凡例〉，頁 1。 
4 對於所謂「宋人筆記」，學者對其範圍的理解或不一致，此處且就《全宋筆記》所收錄者而言。

參考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一編第 1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編纂說明〉，

頁 1。 
5 周勛初主編，《宋人軼事彙編》第 1 冊，卷 4，頁 306。 
6 同前引，第 3 冊，卷 15，頁 1165。 
7 同前引，第 4 冊，卷 24，頁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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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錄《中吳紀聞》和《賓退錄》所記，說他們分別為吳越錢王和蘇軾 (1036-1101) 

的後身。8 釋道楷以對抗宋徽宗而被杖責聞名，《宋人軼事彙編》收錄了《邵氏聞

見錄》的相關記載，但另有一條出自《曲洧舊聞》卷四： 

芙蓉禪師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於應接，乃入五度山，卓庵於虎穴

之南。晝夜苦足冷，時虎方乳，楷取其兩子以暖足。虎歸不見其子，咆

哮跳擲，聲振林谷。有頃至庵中，見其子在焉，瞪視楷良久。楷曰：

「吾不害爾子，以暖足耳。」虎乃銜其子，曳尾而去。9 

道楷取乳虎暖足，然後還給虎母，未受傷害，這也許頗能反映出他的道行，但

這樣的事總屬駭人聽聞的「異跡」。選錄「異跡」的傾向，對於筆記來說，是可以

理解的。 

在禪宗史上有一定影響的釋法遠，《宋人軼事彙編》收錄了《石林避世錄話》

卷二的一條筆記： 

傳禪者以雲門、臨濟、潙仰、洞山、法眼為五家宗派。自潙仰而下，其

取人甚嚴，得之者亦甚少，故潙仰、法眼先絶，洞山至大陽警延，所存

一人而已。延僅得法遠一人，其徒號遠録公者，將終，以其教付之，而

遠言：「吾自有師。」蓋葉縣省也。延聞，拊膺大慟。遠止之，曰：

「公無憂，凡公之道，吾盡得之，顧吾初所從入者不在是，不敢自昧

爾，將求一可與傳公道者受之，使追以嗣公可乎？」許之。果得清華

嚴。清傳道楷，楷行解超絶。近歳四方談禪，唯雲門、臨濟二氏。及楷

出，爲雲門、臨濟而不至者，皆翻然舍而從之，故今為洞山者幾十之

三。10 

這一條記的是禪宗史上的大事，法遠自己是臨濟宗禪僧，但不負曹洞宗警延（按：

原名「警玄」，避宋諱改作「延」）禪師所托，從自己的弟子中挑選了「清華嚴」

（按：當是義青禪師）去繼嗣曹洞宗的法脈。《石林避世錄話》的作者葉夢得 

                                                 

8 同前引，第 3 冊，卷 15，頁 1164；第 5 冊，卷 32，頁 2325。 
9 同前引，第 4 冊，卷 27，頁 1977-1978。 
10 同前引，頁 1976-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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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1148)，可能對禪門事情了解較多，所以記下這件重要的事。此事多少也有些

不同尋常，而且只能算一個特例，因為除此之外，《宋人軼事彙編》所錄僧事，幾

乎都無關佛教史的大節。 

那麼，見於《宋人軼事彙編》的主要是怎樣的僧人、怎樣的言行呢？除上文提

及的少數高僧外，我們大致可以將所收僧人分為五類。 

A 類：能詩文書畫者。有二十餘位僧人，在寫作詩文或書畫方面有所擅長，比

如釋惠崇、釋祕演、釋道潛、釋惠洪都是有名的詩僧，釋如璧（俗名饒節）、釋祖

可、釋善權都屬江西詩派，釋文瑩本人是筆記《湘山野錄》作者，釋可遵、釋佛印

（按：法名當作「釋了元」）與蘇軾有詩歌唱和，釋仁老（按：法名當作「釋仲

仁」）以畫墨梅聞名，等等。大部分出於士大夫之手的筆記容易關注到在這個方面

具有特長的僧人，而加以記錄，故《宋人軼事彙編》能蒐羅到這些僧人的較多軼

事。 

可以注意的是，有的僧人並無「詩僧」之名，但有詩傳世。如釋重喜，錄《老

學庵筆記》卷四云： 

會稽法雲長老重喜，為童子時，初不識字，因埽寺廊，忽若有省，遂能

詩。其警句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縫壞

衲，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闢修撰守會稽，聞喜名，一日召之與游蕺

山上方院，索詩，喜即吟云：「行到寺中寺，坐觀山外山。」蓋戲用公

闢體也。11 

此僧本不識字，而忽然能詩，甚為奇怪。與之相比，跟蘇軾頗有往來的釋仲殊，是

更有詩名的，《宋人軼事彙編》從筆記、詩話中蒐集到九條相關記載，而主要談及

他與蘇軾一起食蜜的事，還有他出家的原因，是被妻子下毒而沒有毒死。 

B 類：與士大夫交往密切者。這一類跟 A 類實際上頗有重合，但並不是所有

人都擅長詩文書畫。比如《宋人軼事彙編》自釋清順起至釋楚明，連續收錄十一位

僧人，12 而全與蘇軾有密切交往，其中有些並無寫作特長，只因他們出現在蘇軾

的身邊，而被筆記作者所關注。另如釋淨端、釋奉忠，是與章惇 (1035-1105) 有交

往的。釋淨端實能詩，但《宋人軼事彙編》所錄三條都未提及其詩，主要說他的外

                                                 

11 同前引，第 3 冊，卷 19，頁 1435。 
12 同前引，第 4 冊，卷 23，頁 1698-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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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是「端師子」，以及章惇給他吃葷饅頭的事。釋奉忠則只有一首詩，有關記載出

自《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七引《冷齋夜話》： 

章子厚謫海康，過貴州南山寺。寺有老僧，名奉忠，蜀人也，自眉山

來，欲渡海見東坡，不及，因病於此寺。子厚宿山中，邀與飲，忠欣然

從之。又以蒸蛇勸食之，忠舉筯啖之無所疑。子厚曰：「子奉佛戒，乃

食蒸蛇，何哉？」忠曰：「相公愛人以德，何必見誚！」已而倚檻看層

雲，子厚曰：「夏雲多奇峯，真善比類。」忠曰：「曾記〈夏雲詩〉甚

奇。」子厚使誦之，忠曰：「如峯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天地

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13 

章惇似乎專愛騙僧人食葷，從而嘲之，但與他給釋淨端吃葷饅頭的故事一樣，這一

次的結果也是自取其辱，最後收獲了釋奉忠的一首諷刺詩。筆記還提到奉忠是從眉

山來，原擬到海南島看望他的鄉人蘇軾，才會出現在海康，與章惇相遇，則此僧其

實有鮮明的政治立場。章惇和蘇軾都是大人物，但二人的傳記中都不會出現這個釋

奉忠的形象，實際上，有關釋奉忠的記載，也只有這一則筆記體的軼事。 

以上 A、B兩類，可以說佔了七十名宋僧的大部分。 

C 類：能占卜，知休咎，有預言能力，或有其他特殊能力，留下異跡者。宋人

筆記中出現較多能算命卜卦有靈驗的術者，而其日常行為往往怪異，引人注意。這

些異人當中，有些具僧人身分，如《宋人軼事彙編》所收的第一位僧人，就是麻衣

道者： 

麻衣道者，不知其姓名、誰氏之子、鄉里州縣。常以麻辮為衣，蓬髮，

面積垢穢，然顔如童稚，雙瞳凝碧。多在定州、真定、保塞，人識之積

久，未嘗啓口，惟緘默而已。見酒即喜抃，亦不至躭濫。人問其甲子修

短，及卜前因未來，皆書畫於紙。其言為接引世俗明了本性，大抵戒人

歸於為善杜惡，已而乖睽分錯，不可探索。人有言及邪穢戲之者，即以

水灑沃，指目而去。好為禽鳥形狀，溢滿巾幅，復加毀裂，能自傳其形

容鑄如也。常有贊頌，得其一曰：「這見有情忘我，諸佛大恩増長。地

獄時時轉多，不忍見，不忍見。三轉淨行，不及愚夫五欲樂，不忍見，

                                                 

13 同前引，卷 24，頁 1792-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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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見。」亦不知其果何歸哉。14  

像這樣能「卜前因未來」的異僧，似乎頗受士大夫的歡迎。釋願成、釋化成，跟王

安石 (1201-1086)、章惇、蔡京 (1047-1126) 等士大夫有交往。釋惟白，是《建中

靖國續燈錄》的編者，在禪門有較高地位，但《宋人軼事彙編》錄《齊東野語》一

條，只說他能預見哪些人會擔任宰相。他的師叔釋安，則能預見雲門宗的衰落。另

外還有釋法辨，能扶乩作詞；釋智儼，能把吃下去的蝦吐出來，都仍是活蝦，等

等。這些雖不是占卜者，卻有特殊能力。 

D 類：善醫。在士大夫眼裡，醫術高明者跟占卜靈驗者大概屬於一類人，所以

善醫的僧人也被筆記作者所關注，《宋人軼事彙編》收錄的僧人中有四位善醫，如

釋海淵，錄《能改齋漫錄》一條云： 

僧海淵，蜀人也。工針砭。天禧中，入吴、楚。游京師，寓相國寺。中

書令張士遜疾，國醫拱手。淵一針而愈，由是知名。既老歸蜀，范景仁

賦詩餞之曰：「舊鄉山水遶禪扃，日日山光與水聲。歸去定貪山水樂，

不教魂夢到神京。」治平二年化去，張唐英貽以偈曰：「言生本不生，

言滅本不滅。覺路自分明，勿與迷者說。」劉季孫銘其塔曰：「資身以

醫，有聞于時。餘幣散之，拯人于危，士君子所難。吁嗟乎師。」15 

醫術如此高明的人，當然也會跟士大夫發生較多的來往，只因他們有這方面的特

長，所以我們歸為一類。 

E 類：其他特殊形象。除能卜善醫者外，還有不少僧人，雖無此類專業特長，

卻有非常特殊的形象。比如釋法明： 

邢州開元寺僧法明，落魄不檢，嗜酒好博，每飲至大醉，惟唱柳永詞，

由是鄉人莫不侮之。或有召齋者，則不赴，有召飲者，則欣然而從。酒

酣，乃謳柳詞數闋而後已。日以為常，如是者十餘年，里巷小兒皆目為

風和尚。一日忽謂寺衆曰：「吾明日當逝，汝等無出，觀吾往焉。」衆

僧笑曰：「豈有是哉？」翌日晨起，法明乃攝衣就坐，遽呼衆曰：「吾

                                                 

14 同前引，第 1 冊，卷 4，頁 305。 
15 同前引，第 3 冊，卷 15，頁 1160-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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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矣，當留一頌而去。」衆僧驚愕，急起以聽，法明曰：「平生醉裏顛

蹶，醉裏卻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跏趺

而逝。16 

這位臨死還唱柳永詞的飲酒瘋僧，以其特殊形象引人矚目。飲酒、唱曲都是破戒

的，在僧人中自然是非主流或反主流的，但能自知死期，來去自在，似乎又頗具內

在的道行，與表面形象相矛盾。這樣的僧人往往在下層社會活動，較少進入士大夫

社會的交際圈。但也有例外，如釋道隆，因為宋仁宗夢見他是一條龍，而被招到宮

裡去了。更為奇特的是釋慧持，他本是個晉朝的僧人，因為入定久了，出定時已到

宋朝。 

此外還有一些僧人，雖不是如此奇特的形象，卻也有不同尋常之處，如釋清

逸，能感化群盜；釋慧蘭，能感化金兵。又如靜順道人，傳說是宋朝公主出家為

尼；釋思業，原以屠宰為業，忽然感悟出家。曾與高僧宗杲同行的釋法一，也有一

件不同尋常的事跡： 

僧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擕一笠。杲笠中有黄金釵，每自檢

視。一伺知之。杲起奏厠，一亟探釵擲江中。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

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為汝投

之江流矣。」杲展坐具，作禮而行。17 

這位釋法一，應該就是《五燈會元》所記的臨濟宗萬年法一禪師，18 孫覿 (1081-

1169)《鴻慶居士文集》有〈長蘆長老一公塔銘〉，19 是其碑誌，其他的傳記資料

也不少。但《宋人軼事彙編》從筆記中採錄的，只有這一條擲金釵於江中的故事。 

以上五類，基本上概括了《宋人軼事彙編》所收的宋僧。相比之下，C 類 D 

類的數量遠沒有 A 類 B 類多，這自然是因為他們較少能進入筆記作者的視野。

但若從選材的傾向而言，E 類實與 C 類 D 類相近，其總數並不太少，他們都在

術業、形象、身分或事跡上有特殊之處。即使 A 類 B 類僧人（此二類多有重

                                                 

16 同前引，卷 14，頁 1106-1107。因此條事涉柳永，錄在柳永名下。 
17 同前引，第 5 冊，卷 32，頁 2324。 
18 釋普濟，《五燈會元》（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18，〈萬年法一禪師〉，頁 1187。 
19 孫覿，《鴻慶居士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3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卷 32，〈長蘆長老一公塔銘〉，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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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及某些高僧，在筆記中出現的言行，也往往趨於奇特。筆記「軼事」在選

材上的獵奇傾向，於焉可見。 

下面按《宋人軼事彙編》的收錄順序，將七十名宋僧列為一表，註明其屬於各

類的情形。 

表一：《宋人軼事彙編》收錄宋僧 

序號 僧名 頁碼 A B C D E 

1 麻衣道者 305   √   

2 釋贊寧 306  √   博覽強記 

3 釋惠崇 437 √     

4 釋文鑑 651  √    

5 釋法明 1107     飲酒瘋僧，唱柳永詞 

6 釋慈雲
20 1160     生前製棺 

7 釋海淵 1160    √  

8 釋祕演 1161 √ √    

9 釋文瑩 1161 √ √    

10 釋道隆 1161     宋仁宗夢見其為龍 

11 釋法顒 1162  √    

12 釋谷全 1162  √    

13 釋宗顥 1162  √    

14 釋義琛 1163  √    

15 釋曇穎 1163  √    

16 釋奉真 1163    √  

17 釋宗本 1164     吳越錢王後身 

18 釋惟正 1165     常騎牛，人稱「政黃牛」 

19 釋契嵩 1165     火訖，根器不壞 

20 釋慧辯 1166  √    

21 釋智緣 1433    √  

22 釋願成 1434   √   

23 釋化成 1434   √   

24 釋重喜 1435 √    不識字，忽能詩 

25 釋清順 1698 √ √    

26 釋思聰 1698 √ √    

27 釋道潛 1699 √ √    

                                                 

20 按：此是天台宗慈雲遵式法師，當作「釋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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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宋人軼事彙編》收錄宋僧（續） 

序號 僧名 頁碼 A B C D E 

28 釋法穎 1701  √    

29 釋照僧 1701  √    

30 釋佛印 1701 √ √    

31 釋辯才
21 1704  √    

32 釋仲殊 1704 √    妻毒之，遂出家  

33 釋可遵 1706 √ √    

34 釋維琳 1707 √ √    

35 釋楚明 1707  √    

36 釋義了 1760 √ √    

37 釋如璧 1775 √     

38 釋祖可 1776 √     

39 釋善權 1777 √     

40 釋法秀 1790  √    

41 釋 安 1791   √   

42 釋淨端 1792  √    

43 釋承皓 1792  √    

44 釋奉忠 1792 √ √    

45 釋惟白 1793   √   

46 葛道人 1972 √     

47 釋法遠 1976     選弟子續曹洞法脈 

48 釋 靘 1977 √     

49 釋道楷 1977     取虎子暖腳，對抗徽宗 

50 釋惠洪 1978 √     

51 釋慧持 1980     晉人，入定到北宋 

52 釋秒應 1981   √   

53 釋仁老 1981 √     

54 釋清逸 1982     感化群盜 

55 釋宗回 2323     定時坐化 

56 釋慧蘭 2324     建炎末感化金兵 

57 釋淨師 2324 √     

58 釋法一 2324     擲金釵於江中 

59 釋宗杲 2325  √   東坡後身 

60 釋宗昂 2325  √    

                                                 

21 按：此是辯才元淨法師，當作「釋元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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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宋人軼事彙編》收錄宋僧（續） 

序號 僧名 頁碼 A B C D E 

61 釋晞顔 2326 √     

62 釋淨輝 2457  √    

63 釋法辨 2609   √   

64 靜順道人 2693     宋公主為尼 

65 釋子溫 2707 √     

66 釋智儼 2729   √   

67 釋行持 2733     喜滑稽 

68 南嶽僧 2736     嚴格管理坐禪者 

69 釋寶鑑 2738    √  

70 釋思業 2738     屠宰忽悟，出家 

 總計  23 28 8 4 20 

三、《八朝名臣言行錄》的筆削情況 

圍繞某一特定人物，集合多條筆記，加以剪裁，以呈現其首末的典範之作，要

數朱熹所編的《八朝名臣言行錄》。22 上文考察的《宋人軼事彙編》雖然也在某

個人物名下集合了許多相關條目，但只是蒐集軼事，並未有意做出取去剪輯，性質

上是個資料彙集；而朱熹此書則有著述之意，雖仍保持逐條敘述的「筆記體」形

態，卻能達成「傳記」之功能。首先，朱熹的選材集中於北宋的「名臣」，他們被

眾多筆記作者所關注和書寫，所以每個人名下都能蒐集到足夠的條目，以供採擇剪

裁。更為重要的是，朱熹的編寫目標是要對這些名臣「究其始終表裏之全」，23 

但並不採用此前比較常見的「名臣傳」體裁，24 而是自覺選擇了「言行錄」這種

筆記體裁。這並不是因為他收集了相關資料後，來不及或懶於寫作成文的傳記，更

不是因為憑這些資料還不足以成文，而是因為他認識到了筆記體的優勢。 

                                                 

22 朱熹編《八朝名臣言行錄》，包括《五朝名臣言行錄》十卷、《三朝名臣言行錄》十四卷。朱

熹，《八朝名臣言行錄》，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1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23 同前引，〈自叙〉，頁 8。 
24 《郡齋讀書志》著錄了北宋張唐英 (1029-1071) 的《嘉祐名臣傳》，朱熹編《八朝名臣言行錄》

時亦使用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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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朱熹來說，作為其資料來源的筆記，本身是一種散漫的、通常無主旨的書寫

形態，這並不符合他的性格愛好，作為中國歷史上最精密的哲學體系的創建者，他

做事一貫講究條理。在《八朝名臣言行錄》的〈自叙〉裡，他批評筆記資料「散出

而無統」，「而又汨於虛浮怪誕之說」，25 亦即散漫的書寫形態和獵奇的選材傾

向。那麼，如果像《宋人軼事彙編》那樣應其所有全部蒐集起來，加以簡單羅列，

顯然不符合朱熹的編纂原則。他必須對蒐集到的資料加以妥善的處理，克服其缺

陷。而正是在克服缺陷的過程中，他把「筆記體傳記」的優點盡可能地發揮出來

了。 

首先，在每一位「名臣」的名下，他自己先撰寫一段簡明的生平介紹，也可以

說是「小傳」，比如「丞相晏元獻公」即晏殊 (991-1055) 的名下，有這樣一段： 

公名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以神童召試，擢袐書省正字。召試中

書，累遷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遷左庶子。仁宗即位，拜樞密副使，

出知應天府，召為三司使，拜參知政事。岀知亳、陳州，復為三司使。

康定初，知樞密院事，遂為樞密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中知

潁、陳、許州，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以疾請訪毉藥京

師，因留侍經筵，踰年薨，年六十五。26  

有了這一段小傳，傳主的基本仕歷已清楚。此後羅列十二條有關晏殊的「言行

錄」： 

表二：晏殊之言行錄 

序號 資料來源 主要内容 

1 溫公日錄（司馬光） 神童面試。 

2 筆談（沈括） 神童面試和早年任官時，據實回答君主（真宗）。 

3 神道碑（歐陽修） 宋真宗多有諮詢，以藁進呈，不洩。 

4 神道碑（歐陽修） 劉太后垂簾，建言大臣不得獨見。 

5 名臣傳（張唐英） 劉太后時，反對張耆任樞密使。 

6 神道碑（歐陽修） 留守南京，大興學校。 

7 神道碑（歐陽修） 反對太后服袞冕謁太廟。 

                                                 

25 朱熹，《八朝名臣言行錄》，〈自叙〉，頁 8。 
26 同前引，卷 6 之 3，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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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晏殊之言行錄（續） 

序號 資料來源 主要内容 

8 龍川志（蘇轍） 隱諱宋仁宗生母事。 

9 神道碑（歐陽修） 主持宋與西夏戰事。 

10 神道碑（歐陽修） 任宰相，推薦人才，主持慶曆新政。 

11 神道碑（歐陽修） 篤於學，敏於政，嚴於治家。 

12 未注出處 性格悁急，曾打死偷盜者。 

 

不難發現，朱熹基本上按照小傳提供的仕歷，也就是所涉事件發生的時間先後，來

排列這些條目，而把評價性的條目放在最後面。這樣，他有效地克服了「散出而無

統」的毛病。顯然，被他選錄的條目中，也並沒有「虛浮怪誕之說」。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司馬光 (1019-1086)《日錄》、沈括 (1031-1095)《夢溪筆

談》、蘇轍 (1039-1112)《龍川略志》這些筆記體的書籍外，被朱熹使用的還有歐

陽修的〈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和張唐

英《嘉祐名臣傳．晏殊傳》這樣成文的傳記。與蒐集素材，撰成傳記的寫作順序相

反，朱熹把這兩種本來已經成文的傳記又剪裁成了八條筆記體的文字。 

那麼，經過剪裁以後，跟原先的成文傳記之間，發生了什麼差異呢？ 

歐陽修是晏殊的門生，二人關係密切，政治地位也相近，又是當代最傑出的文

章巨擘，他撰寫的〈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

銘〉，27 自然是有關晏殊生平的一份最重要的傳記。但出於名家之手的這篇文

章，並不是傳主生平行事的流水帳，全篇講求一種立意。晏殊神童登科，少年富

貴，歷仕宋真宗、劉太后、宋仁宗三朝，位至宰相兼樞密使，生平可稱輝煌，但歐

陽修似乎無意去誇耀這種政治經歷，只加以簡要的敘述。全文的主要筆墨，自始至

終，都在強調一點：晏殊與宋仁宗異乎尋常的親密關係。歐陽修先從晏殊臨終歸

京，去世時仁宗震悼寫起，然後回顧晏殊神童登科後，不久就被宋真宗委任為東宮

僚屬，自此輔佐仁宗，長達五十年。再接下來，才敘述晏殊的家世、仕歷，但幾乎

只有一個職務不斷遷轉的梗概，略為詳細的，就是給真宗秘密進奏、抑制劉太后，

以及後來主持北宋與西夏戰事，提拔人才推行慶曆新政之事，而這些也正好就是被

朱熹剪輯到《八朝名臣言行錄》的段落，不過歐陽修之所以記敘這幾件事，仍是為

了突出晏殊與仁宗的特殊關係，因為給真宗秘密進奏、抑制太后，都是為了保護仁

                                                 

27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居士集》，卷 22，〈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

侍中晏公神道碑銘〉，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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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而北宋與西夏的戰事、慶曆新政，至少在歐陽修的心目中，乃是仁宗一朝最緊

要的大事，也是仁宗與晏殊君臣合作的最大成果。所以，歐陽修的行文，其實通篇

緊扣「君臣相得」這個立意來展開。28 

與此對照，我們就可以發現：一方面，朱熹確實從神道碑中剪輯出了比較重要

的段落，但經過剪輯後，上述幾件事從原文營造的整體氛圍中脫離出來，則歐陽修

所強調的立意就被淡化。另一方面，使一篇文章獲得成功的特殊立意，其實也妨礙

了傳主生平的多方位呈現，因為不符合這個立意的東西必然會被捨棄，而這正是朱

熹可以補充的內容。如他從蘇轍《龍川略志》採取的一條：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晏殊撰志文，志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

恨之。及親政，内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為侍從，安

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吕文靖曰：「殊固有

罪，然宫省事袐，臣備位宰相，是時雖略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

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

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為遠，改守南都。及殊作相，八大

王疾革，上親往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

曰：「晏殊。」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為用之？」上歸閱圖讖，得

成敗之語，并記志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為學士，當草白麻，爭之，乃

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産以殖貲，多役兵而規利。」以它罪羅織

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29 

這裡的「章懿」是宋真宗的李妃，也是仁宗的生母。但仁宗起初並不知道生母之

事，一直把劉后（「章獻」）當作母親。像晏殊這樣的大臣，當然心中有數，可在

劉后當政之時，也不宜明言，他為李妃撰寫的墓誌，也隱去了這一節，事後卻導致

了仁宗和八大王（仁宗叔父）的不滿。就當時來說，皇帝生母的事自然非常重要，

但這件事牽涉面甚廣，曲折複雜，而且包含了仁宗與晏殊之間的芥蒂，顯然不符合

歐陽修撰晏殊神道碑的立意，所以他根本不提。朱熹採入此條，應該許為有力的補

充。 

                                                 

28 這一點很可能真是理解晏殊政治態度的關鍵，詳見朱剛，《唐宋 “古文運動” 與士大夫文學》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第 3章第 2節，頁 146-148。 
29 朱熹，《八朝名臣言行錄》，卷 6 之 3，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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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像這樣牽涉較多人物的複雜事件，在個人的傳記（無論史傳還是碑誌）

中一般不會展開詳敘，至少不會讓那麼多人在一個故事中對話，而筆記在這方面卻

能自由發揮，通過對話來營造強烈的場面感。與此相反的是下引這一條： 

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

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勑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古今文章為

《集選》二百卷。）其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

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

殊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

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為崇文院檢

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30 

此條也從神道碑中剪裁出來，括號內是原文有，而被朱熹刪節的句子。像這樣評價

性、綜述性的文字，很少見於筆記，而一般出現在成文傳記的結束部分。朱熹刪去

了有關晏殊享年（此已見於小傳）、著述名稱以及子孫贈官的敘述，使評價性更為

突出了。 

最後一條，朱熹未注出處： 

公剛峻簡率，盜入其第，執而榜之，既委頓，以送官，扶至門即死。累

典州，吏民頗畏其悁急云。31  

跟前面的十一條完全不同，這一條是對晏殊的負面評價，說他性格悁急，曾把進入

其家行竊的小偷抓起來活活打死，在地方官任上時，也並不受人愛戴。毫無疑問，

碑誌、家傳中決不會出現這樣的文字，正面人物的史傳中也不多見，如果朱熹把收

集到的材料串聯成一篇〈晏殊傳〉，對這一條大概也很難處理，多半會被刪去。然

而，「筆記體傳記」的體裁讓他可以保存這一條。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判定朱熹是有

意為之的，因為這一條並不是現成的哪一部筆記中的條目，現在考其來源，似乎出

於《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七十八敘晏殊卒後的一段評價性文字。32 朱熹特意

                                                 

30 同前引，卷 6 之 4，頁 188；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居士集》，卷 22，〈觀文殿大學士行

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頁 7。 
31 朱熹，《八朝名臣言行錄》，卷 6 之 4，頁 188。 
32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 178，頁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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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出這幾句，意在呈現晏殊的另一種形象。而且，在《八朝名臣言行錄》中，朱熹

經常這樣做，比如蘇洵 (1009-1066) 和歐陽修部分的最後一條，都採錄了楊時 

(1053-1135)《龜山語錄》對他們的批評。33 

在朱熹之後，黃震  (1213-1280) 在《黃氏日抄》中摘錄了一卷《名臣言行

錄》，並在卷末評論，以為「此錄亦朱文公陰寓本朝之史」，肯定了朱熹的著述之

意。34 此評亦為後世讀者所接受。除了剪裁有序，使輯合起來的多條筆記能夠擔

當「傳記」功能外，其發揮「筆記體」的便利之處，補充出一般成文「傳記」往往

忽略的傳主另一方面，這一點也頗堪重視。其間當然也反映出朱熹個人的學術立

場，如他採擇《龜山語錄》批評歐陽修的條目，實際內容乃是反駁歐陽修關於

「性」的看法，現在看來只是學術差異。在史傳、碑傳之類成文「傳記」中，很少

會就某一學術觀點展開特別的批評或討論，朱熹的這種做法也是借了「筆記體」的

便利。 

四、結論 

從傳統的「傳記」觀念而言，像《八朝名臣言行錄》那樣，把有關傳主的一條

一條筆記體文字羅列起來，而不連綴成文，當然可以視為未完成的形態，但宋代筆

記的盛行，使包括朱熹在內的很多作者能認識和體會到筆記文體也具有其自身的優

勢，而樂於採用。確實，從《宋人軼事彙編》可以看到，宋人筆記對人物言行的記

敘，在選材上有明顯的獵奇傾向，故以此類軼事為基礎編纂起來的「筆記體傳記」

也難以完全擺脫獵奇傾向的影響；但多條筆記的集合，畢竟有綜合多種信息的效

用，在總體上矯正偏向，呈現其人之始末，再加以《八朝名臣言行錄》這樣的剪裁

筆削，不僅可以具備傳記的功能，而且呈現出來的傳主形象往往比成文傳記更為全

面、具體、生動。 

 

（責任校對：李育憬、廖安婷） 

                                                 

33 同前引，卷 10 之 5，頁 329；卷 2 之 2，頁 428。 
34 黃震，《黃氏日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70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卷 50，〈讀史〉，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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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necdotes about Individuals to  

“Biographies in the Miscellany Genre” 

Zhu G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zhugangzg@aliyun.com 

ABSTRACT 

Miscellanies written by Song authors often record anecdotes about individuals, 
collecting relevant pieces together to form a general impression of the person. In spite 
of their biographical function, these anecdotes are not coherent, complete writings in 
the manner of historical biographies or grave inscriptions, and thus for the moment we 
have decided to label them “biographies in the miscellany genre.” We can investigate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wo aspects: material selection and abridgment. The 
newly published Collection of Anecdotes of Song Individuals gathers together the 
relevant records of specific persons preserved in Song miscellanies. The compilers 
exclude most Buddhist resources, and thus the overall image of monks i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at found in Buddhist histories. This contrast enables us to investigate the 
principles informing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s, in particular the inclination of non-
Buddhist miscellanies to record certain types of anecdotes that focused on individual 
monks. As for abridgment, the Records of the Words and Deeds of Eminent Ministers 

in Eight Reigns, complied by Zhu Xi 朱熹,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biography in the 
miscellany genre,” within which the complete biographies were curtailed into pieces of 
the miscellany genre. 

Key words: biography in the miscellany genre, Collection of Anecdotes of Song 

Individuals, Records of the Words and Deeds of Eminent Ministers in 

Eight Reigns 

（收稿日期：2017. 3. 15；修正稿日期：2017. 9. 7；通過刊登日期：2017.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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