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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誌書寫：論劉克莊「自壽詞」的
自我形象
佘筠珺＊

摘 要
詞體與流行文化有密切的連結，具有抒情、社交以及娛樂等實用功能；詞人的
創作目的從「應歌」到「應社」
，甚至成為節慶祝壽的社交餽贈。壽詞從「壽他」轉
向「自壽」的對象轉移，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抒情言志的新形式。本文從宋元交際應
用類書「慶壽門」的分類觀念切入，討論時人對壽詞的認知。其次，探討劉克莊歷
年「自壽詞」所展現的生平經歷及心境轉折。文中指出劉克莊習慣編寫甲子的時間
意識，源於對作品傳世的自覺，並就朝官、儒士、隱逸高士等自我形象的選擇，歸
結劉克莊如何透過「自壽詞」
，在新變中張揚自己的狂豪之氣與怨怒之音，形成風格
獨具的「後村別調」
。
關鍵詞：劉克莊、後村別調、慶壽門、自壽詞、宋詞變體

＊

京都立命館大學アジア‧日本研究機構専門研究員、中國文學專攻非常勤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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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iling Annals: On the Self-Image in
Liu Ke Zhuang’s “Ci-poetry for Birthday
Self-Congratulation”
She Yun-Chun
Research Fellow and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Asia and Japan
Research Institution, Ritsumeikan University, Kyoto

Abstract
The style of Ci liaised closely with the popular culture and served practical functions
such as sentimental expression, social intercourse and entertainment. However, the
purpose of Ci had shifted from creating a convivial atmosphere for gatherings to social
activities of, say, poetry clubs. Ci works even became the gifts that poets presented at
celebratory feasts. This talk deals with Liu Ke Zhuang, a renowned poet who flourished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his life and the self-image he
manifested in his “Ci-poetry for Birthday Self-Congratulation.” The receivers of
Ci-poetry for birthday congratulation had changed from the hosts to the Ci writers
themselves, which implied that Ci-poetry had become a new literary form for expressing
one’s sentiments and ambitions. This variant of Ci happened to be suitable for Liu to
exude his bold and unconstrained temperament as well as to vent his grudges and wrath.
Keywords: Liu Ke Zhuang, Hou Cun Bie Diao, the category for birthday
congratulation, Ci-poetry for Birthday Self-Congratulation, the variant
of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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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誌書寫：論劉克莊「自壽詞」的
＊
自我形象
佘筠珺

一、前言：由「壽他」到「自壽」
「壽」以「年」為計量時間的單位，具有雙重象徵意義：其一、明確的時間意
識；其二、祈願能延年益壽。在祝壽文學中，
「壽他」往往承擔起祝賀的功能，以吉
祥語來傳達，強調對現世安穩的禮讚。當書寫題材從「壽他」成為「自壽」時，創
作者便不再需要考慮特定讀者（壽主）的接受和反應，也就不再需要特別經營「壽」
的祝福寓意，而能回歸抒情自我的主體性，強調自我在面對「時間」的各種反省與
紀錄。換言之，祝壽文學的「壽他」發展了「祝」的層面，成為著重於社交功能的實
用題材，而「自壽」則凸顯了個人對「年」的時間意識。南宋之際，寫作壽詞的風
氣盛行，宋元之際類書也將祝壽詩詞進行歸類，
「自壽詞」亦成為其中一個門類。1劉
＊

感謝兩位審查委員的指正，拙文初稿發表於 2016 年河北大學詞學國際研討會，並於 2017 年在香港
大學中文學院公開講座獲得許多寶貴意見，受益良多，謹申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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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祝壽詩詞的討論相當豐富，壽詩研究如《詩經》向祖先頌德祈福的信仰意義、
《樂府詩集‧燕射
歌辭》之宮廷宴饗的上壽歌等，參李紅霞：
〈論南宋壽詞的分型及特徵─兼論祝壽文學的歷史演進〉
，
《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2：3（2005.5），頁 87-88。壽詞研究，如劉尊明統計南宋存
詞約 2374 首，以魏了翁 100 首最多、劉克莊和劉辰翁各 89 首次之，並介紹壽聖詞等應制之作。見
氏著：〈宋代壽詞的文化內蘊與生命主題─兼論中國古代壽辭文學的發展〉，《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3：2（1993.6）
，頁 56-76。然論自壽詞，則以劉克莊 38 首為最夥，周紫芝〈水調歌頭〉自稱是最早
有意識寫作自壽詞者，據黃文吉指出晏殊、米芾較早作自壽詞，其他如向子諲、趙鼎皆早於周詞。
見氏著：
〈壽詞與宋人的生命理想〉
，
《黃文吉詞學論集》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03）
，頁
86。至於洪文華則指出壽詞的功能與內容，包括稱觴祝壽、歌頌親情、人生感慨、抒懷言志，而後
二者為自壽詞側重的特點。見氏著：《辛派三家壽詞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語文教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5）
，頁 27-33。本文以此為基礎，從宋元類書「慶壽門」再探時人對祝壽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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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莊（1187-1269）為目前留下最多「自壽詞」的宋代詞人，《後村長短句》收錄劉
克莊從 52 歲至 81 歲共 19 年的 38 首「自壽詞」
，本文將從劉克莊「自壽詞」作為切
入點，一方面透過「自壽詞」所具有的時間意識，勾勒劉克莊個人生命史；一方面
討論劉克莊如何改變詞體歌兒舞女的情境，將「自壽詞」作為一種抒情言志的新形
式，融會「性情說」的詩學觀來完成詞體的新變，表達自我的個性和形象塑造。
劉克莊，福建莆田人，生於宋孝宗淳熙 14 年（1187）
，卒於度宗咸淳 5 年（1269）
，
享年 83 歲，著有《後村先生大全集》196 卷，於南宋中晚期執文壇牛耳，
「言詩者
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2，兼擅各體文類。目前劉克莊研究以詩學理論
及創作最多3，亦有學術背景的討論4，其中向以鮮《超越江湖的詩人》考述劉克莊
家世、交游、詩文集版本，並進行詩歌分期，且以愛國詞人視之，言簡意賅。5侯體
健《劉克莊的文學世界》後出轉精，從劉克莊的家族和地域認同、江湖到魏闕的身
份轉換，凸顯其文學養成、地方鄉紳引領文壇的影響力，透過文人生存的場域勾勒
創作心境和風格呈現，突破了詩歌分期的界線。6然而今人研究多以詩人劉克莊的形
象著眼，諸家對《後村別調》的討論僅點到為止。7王偉勇指出《後村別調》所抒發
的多為個人宦海沉浮的感慨，古今論者所稱道的愛國襟懷，
「宜自其輪對奏事、為官

以此聯繫至劉克莊「自壽詞」的書寫特點。
2

宋‧林希逸：
〈後村行狀〉，收入宋‧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
《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
2011）
，卷 194，頁 7548。宋‧劉克莊著，向以鮮、王蓉貴編：
《後村先生大全集》
（成都：四川大學
出版社，2008）
，亦載全文，然無箋注，故本文以辛更儒校本為主。

3

論者指出劉克莊詩學早年師法晚唐、後入江西，強調性情說；詩歌創作用典繁複、以散文句法入詩，
時流於淺率。參王明見：《劉克莊與中國詩學》（成都：巴蜀書社，2004）、景紅錄：《劉克莊詩歌研
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王錫九：
《劉克莊詩學研究》
（合肥：黃山書社，2007）
。王述
堯：
《劉克莊與南宋後期文學研究》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

4

王宇：
《劉克莊與南宋學術》
（北京：中華書局，2007）
。

5

向以鮮：
《超越江湖的詩人：後村研究》
（成都：巴蜀書社，1995）
。

6

侯體健：
《劉克莊的文學世界：晚宋文學生態的一種考察》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

7

詩人形象如張宏生：
《江湖詩派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1995）
，頁 240-256。而向以鮮：
《超越江湖
的詩人：後村研究》
，頁 245-263、侯體健：
《劉克莊的文學世界：晚宋文學生態的一種考察》
，頁 130-131。
二書關於《後村詞》的篇幅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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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措及詩歌」尋取，詞中實不多見。8目前後村詞的舉例分析，仍多從少數關懷家國
的作品著眼，因此本文嘗試呈現詞人形象的劉克莊，以其歷年「自壽詞」為主線，
輔以後村詩文、史料，由詞的角度來描述劉克莊宦海沉浮的各種心境轉折，隨著「自
壽詞」明確的編年，分析劉克莊自我形象的多重面貌，而不僅止於強調愛國詞人、
辛派詞人等既存印象。
《後村詞》近 260 首，52 歲以前的編年詞只留下不到 10 首，換言之，劉克莊
52 歲以後開始寫「自壽詞」
，年年「自壽詞」的時間跨度，涵蓋了大部分的編年詞
作，加上劉克莊的詞作書寫內容多涉個人政治生涯，橫跨理宗、度宗兩朝，幾與晚
宋政治史相始終，因此劉克莊「自壽詞」研究可以貫串其人後半生平。此外，
「自壽
詞」能呈現作者內心所認為的自我形象以及性格底蘊的特質，這兩者時常呈現矛盾
的情況，例如劉克莊自述「厭退閑而喜進用，特甚於他人。放逐以來，闕庭翹館，
常在夢寐。」9劉克莊自知進取之心強烈，詞中卻以不在乎官場的隱者形象自居，這
兩種對反的自我認知，根源於劉克莊在現實遭遇所引發的怨怒之音，而劉克莊包括
「自壽詞」在內的作品，大量的甲子紀年除了具有明確的時間意識，也出於對作品
傳世的自覺。下文將討論劉克莊壯年到暮年的生日在心境上的轉變，由「嘆老」漸
入「慕壽」
、
「求壽」
，發掘詞人如何藉由生日這個特殊節慶的儀式，反覆書寫其對生
命事件的觀照與反思，並由此討論「後村別調」10的書寫特色及其新變。

8

王偉勇：
《南宋詞研究》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頁 395-396。

9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129，
〈與鄭丞相書〉其十，頁 5241。

10

後村詞有三種本子，存詞數量及編次皆不同，分別為《彊村叢書》本之《後村長短句》、陶湘《武
進陶氏涉園續刊景宋金元明本詞》之《後村居士詩餘》，以及清代以來最通行的毛氏汲古閣《宋六
十名家詞》本《後村別調》。見宋‧劉克莊著，錢仲聯箋注：《後村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2）
，
「前言」
，頁 6。錢仲聯箋注本亦有 1982 年臺北大立出版社之版本。本文採用錢注本，
底本為《彊村叢書》本，然文中依舊通稱為《後村別調》，取其「別調」之雙關義，以此指稱後村
詞為「宋詞變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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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元時期對壽詞的認知
祝壽活動由來已久，
《詩經‧豳風‧七月》已有：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11而
一般公認南宋是祝壽詞蓬勃發展的時期12，由於壽詞創作之盛，因此宋元的兩部詞
論《樂府指迷》和《詞源》亦針對壽詞進行創作原則的反省，壽詞這類社交應酬的
題材，於是正式進入文學批評的視域。兩位詞論家皆指出壽詞最難寫得好，如沈義
父《樂府指迷》說：
壽曲最難作，切宜戒壽酒、壽香、老人星、千春百歲之類。須打破舊曲規模，
只形容當人事業才能，隱然有祝頌之意方好。13
張炎《詞源》指出：
難莫難於壽詞，倘盡言富貴則塵俗，盡言功名則諛佞，盡言神仙則迂闊虛誕。
當總此三者而為之，無俗忌之辭，不失其壽可也；松椿龜鶴，有所不免，卻
要融化字面，語意新奇。14
壽詞旨在針對特定對象傳達喜慶祝福的話語，具有實用功能，由於題材容易千篇一
律，形成固定的格套，因此要避免使用「壽香」、「老人星」等俗詞熟語，而過度強
調富貴、功名、神仙、壽考等主題，也會顯得俚俗、阿諛或荒誕。寫作壽詞要能「形
容當人事業才能」
，切合壽主特質，且傳達祝福之意，意象和內容更要「無俗忌之辭」
以避俗就雅。可以說，壽詞在內容意旨的傳達上，受到多重限制，也因此「最難作」。
沈義父、張炎所強調的是「壽他」之作，而隨著「壽詞」的書寫方式不斷推陳
出新，
「壽他」
、
「自壽」到宋末元初已成為應用類書編纂的重要門類，仝建平將這類

11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注疏》
，收入清‧阮元校定：《重刊宋本十三
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2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頁 285。

12

清‧許昂霄：
「南渡以後，最多介壽之詞。故玉田云然。」宋‧沈義父著，蔡嵩雲箋釋：
《樂府指迷
箋釋》
（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頁 78。

13

宋‧沈義父著，蔡嵩雲箋釋：
《樂府指迷箋釋》
，頁 78。

14

宋‧張炎著，夏承燾校注：
《詞源注》
（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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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啟劄活套的書籍稱為民間交際應用類書15，如元‧劉應李輯《新編事文類聚翰
墨全書》之「慶壽門」，丙集分類為：
事實、慶壽年甲事實、排日事實、啟劄。16
丙集的「事實」主要是依各歲、各月日的語典或事典，載錄一些提供讀者參考的吉
語詞彙，並且收錄一些祝壽的贈答啟劄，作為日常生活應用的「活套」
。丁集分類為：
壽詩、壽詞、排年詩詞、排日詩詞擷英。（《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頁
231-265）
丁集多選錄文人的祝壽詩詞，以作為參考範例。「排年詩詞」之「排年」，選錄五十
歲至百歲「壽他」的寫作範本，由此推測，宋元時期除了每年生日，實際稱頌他人
之「壽」，是以五十歲為基準。如果就「壽詩」、「壽詞」的細部分類來看，
「壽他」
之作仍是「慶壽門」的主要選錄內容，例如「壽詞」分為：
宰相、省官、朝官、諸使者、路官、幕官、文官、土官、縣官、閑退、婦人、
親族、自壽、借物為壽。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頁 241-251）
「壽他」在壽詞所佔的比例最高，並且會依壽主的官階、身份進行區分，顯見不同
的親疏對待關係，各有相應的社交禮儀。就排序來看，「婦人」
、「親族」在「壽他」
之中位階最低，且不再區分身份。
「壽他」之外，亦可見「自壽」詩詞在宋末入元後
的類書編排已自成一格，而「借物為壽」則透過詠物完成祝壽的社交功能。這些類
書「慶壽門」的編纂意識，反映古代社會的社交禮節。至於「啟劄」則反映了壽禮、
祝壽詩詞、書信往返的情況，例如明初刊刻的類書《新編事文類聚啟劄青錢》中收
錄送生日賀禮以及回謝的啟劄。17從「生日送儀物劄」
（參圖一）知道當時送的是柔
毛一牽、麥粉十石等生活必需品。至於「生日送星香狀」則是專門賀壽的禮品，
「星」

15

仝建平：
《宋元民間交際應用類書探微》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

16

元‧劉應李輯：《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子部第 169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頁 187-188。

17

元‧不著撰人：
《新編事文類要啟劄青錢》別集〈生辰慶賀啟式〉
，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
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71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卷 6，頁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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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老人星的畫軸，
「香」為蓬萊香，同時奉呈長壽麵和〈千秋詞〉一闋，皆有祝賀長
壽的寓意。從中可見祝壽活動在餽贈賀禮時，也會呈上壽詞一首。這兩函書札範例
皆附上「回謝劄」
，或記錄回謝原由、或回贈儀物並附詞一闋，最末簽署日期，完整
呈現了賀壽禮和回謝禮的具體流程。

圖一

生日送星香狀／生日送儀物劄

劉克莊也有生日回啟，感謝寄來壽詩、壽詞。18而回謝函常以文人唱和、次韻
的形式回應，例如《後村長短句》中劉克莊與劉希仁（字居厚）唱和的內容，主要
集中在慶壽，二人的唱和往往三和、五和，乃至十和，舉例而言，
〈賀新郎‧生日用
實之來韻五和〉19非一時一地之作，反覆用前韻創作，如此一來，生日唱和詩詞某
18

宋‧歐陽守道〈題方山長《鄙能小稿》
〉
：
「今別先生兩年，見君寄壽先生致仕後詞曰：
『但有門生來
集序，已無省吏催詞草。』而先生手啟謝君曰：
『學廣文多，筆精墨妙。以歲寒之誼，為晚景之榮。』
君今年甫四十有一，而先生垂八十矣。」見氏著：
《巽齋文集》
，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卷 22，頁 3。劉克莊 78 歲致仕後，方山長寄來賀壽詞，後村
亦致謝回啟。

19

淳祐 4 年（1244）劉克莊時年 58 歲，陸續和劉居厚韻，乃至五疊，詞有〈賀新郎‧生日用實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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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程度上已落為二人切磋詩藝詞技的一種憑藉。正因為慶壽文無多少實質內涵，應
酬的功能凌駕於創作，加上壽詞的和作往往同題發揮，內容意趣過於相近，對照之
下，
「自壽詞」由於面向自身，雖然也限定在自壽的條件項，卻更能自由發揮。如果
將前述宋元類書「排年詩詞」五十歲稱壽的概念放到「自壽詞」
，將會發現「自壽詞」
的寫作也大概是在五十歲左右20，而且第一首自壽詞經常會總結前半生的經驗，具
有回顧的特質。例如宋元遺民劉辰翁（1232-1297）五十歲的自壽詞21，
〈摸魚兒‧辛
巳自壽年五十〉云：
是耶非、吾年如此，更癡更悔今昨。狂吟近日疏於酒，轉似秋山瘦削。渾未
覺，恁兒子、門生前度登高弱。情懷又惡。歎親友中年，不堪離別，況復久
零落。

長生藥，有分神仙難學。人生聊復行樂。百年半夢隨流水，半在

南枝北萼。妾命薄，但寂寞、黃昏時聽城樓角。愁無可著。且取醉尊前，明
朝休問，昨日已忘卻。22
時南宋已亡國，
「百年半夢隨流水」
，今與昨彷彿只是一個轉身，不覺已屆知命之年，
追悔之情無限，然已不可追。劉辰翁在自壽之時，遙念半生與親友久別，各自零落，
情懷愁緒一時湧上，僅能自期取醉樽前，珍重當下。其友鄧剡也以〈好事近‧壽劉
須溪〉祝賀說：
「百年方半日來多，且醉且吟去。須信劍南萬首，勝侯封千戶。」23

韻〉
（鬢雪今千縷）
、
「再用前韻」
（放逐身藍縷）
「實之三和，有憂邊之語，走筆答之」
（國脈微如縷）
、
「四用縷字韻，為王實之壽」（萬字如針縷）、「實之用前韻為老者壽，戲答」（身畔無絲縷）
，宋‧
劉克莊著，錢仲聯箋注：《後村詞箋注》，頁 84-92。下文後村詞皆出此本，僅於引文標記頁數，不
另注。
20

《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慶壽門〉之〈隨年甲慶賀詩詞類〉收錄一首方是間〈瑞鶴仙‧自壽四十
二〉作於 42 歲的自壽詞，應為少數之例。出自宋‧熊晦仲輯：
《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辛集（據京
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靜嘉堂宋刊縮印本）
，卷 1，頁 1094。

21

宋‧劉辰翁〈百字令〉之「少微星小」自注云：
「僕生紹定之五年壬辰。」而〈鵲橋仙〉
「自壽二首」
云：「輕風澹月，年年去路。誰識小年初度。」「初度」為生日，自述生於「小年」
，知其生於宋理
宗紹定 5 年臘月二十四日。宋‧劉辰翁著，吳企明校注：
《須溪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頁 357、122。

22

宋‧劉辰翁：
〈摸魚兒‧辛巳自壽年五十〉
，
《須溪詞》
，頁 526。

23

宋‧劉辰翁：
〈好事近‧中齋惠念，賜詞俾壽，不勝歲寒兄弟之意〉
，
《須溪詞》
，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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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辰翁又次韻覆答云：
「元度自傷來暮。」24賀者以長壽祝之，並以醉吟形象寫之，
而被壽者之覆答，常有年光消逝之慨。
至於劉克莊第一首「自壽詞」，推測應為今存最早的 52 歲自壽詞，原因在於這
首詞較劉辰翁的「自壽詞」更具有總結前半生的意味。劉辰翁著重於心象的摹繪，
劉克莊則強調仕履經驗的實際情況，〈最高樓‧戊戌（1238）自壽〉云：
南嶽後，累任作祠官。試說與君看。仙都玉局纔交卸，新銜又管華州山。怪
先生，吟膽壯，飲腸寬。

去歲擁旌旗稱太守，今歲帶笭箵稱漫叟。慵入

鬧，慣投閒。有時拂袖尋种放，有時攜枕就陳摶。任旁人，嘲潦倒，笑癡頑。
（52 歲，
《後村詞箋注》
，頁 20）
此詞寫於嘉熙 2 年（1238）劉克莊 52 歲，時奉祠還鄉，主管雲臺觀。25開篇從嘉定
12 年（1219）33 歲時自乞南嶽祠說起，歸鄉守祠，43 歲主仙都官、48 歲主玉局觀，
51 歲又銜命主管華州雲臺觀，「累任作祠官」的經驗已非一兩次。上片運用「試說
與君看」講述給某個對象聽的方式，引起聽者的好奇和疑惑：
「怪先生，吟膽壯，飲
腸寬。」原來後村先生平日吟詩特別有膽識，飲酒也格外豪氣，是因為長期以來屢
次被彈劾，擔任的多是里居閑職，胸中有不平之氣。下片寫道去年還是坐擁旌旗的
袁州太守，因被蔣峴疏罷，再歸守雲臺觀，今年又成了如同元結一般，帶著漁具的
漫叟。26接著寫慵入紅塵喧鬧、投閑置散的生活情調，而以曾優游華山的种放、陳
摶27作為出世高人的典範，不在乎旁人嘲笑自身的潦倒「癡頑」
，劉克莊直至七十多
歲仍認為自己對於出仕過於執著，而顯得「癡頑」
。事實上，劉克莊在家鄉莆田乃是

24

宋‧鄧剡：
〈好事近‧壽劉須溪〉
，收入唐圭璋編：
《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79）
，頁 4187。

25

職官五四〈任宮觀〉：「祠館之任，家居而食原祿，本出朝廷禮賢優老之意。」清‧徐松輯：《宋會
要輯稿》
（北京：中華書局，1957）
，頁 35。南宋因疆域幅員銳減，貶謫往往奉祠還鄉，祠祿官制度
也是使南宋政府冗員過多，造成財政負擔的原因之一。

26

〈元結傳〉
：
「公守著作不帶笭箵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聱齖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為叟。」宋‧

27

种放「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僅庇風雨。」陳摶隱於睡，
「每

歐陽修、宋祁撰：
《新唐書》
（臺北：鼎文書局，1981）
，卷 143，頁 4685。
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分見元‧脫脫等撰：
《宋史》
（臺北：鼎文書局，1980）
，卷 457，
〈种放傳〉
，
頁 13422；
〈陳摶傳〉
，頁 1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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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地方鄉紳，引領地域文學的創作活動28，旁人不至於嘲笑他，因此這個旁人乃
是劉克莊假想的對象，以終日無所作為的漫遊生活對比經世濟民的價值觀。同年生
日，劉克莊又作了另一闋詞〈鵲橋仙‧戊戌（1238）生朝〉
：
金風淅淅，銀河淡淡，長少群賢畢會。平生心事麴生知，怪此夕惺惺相對。
玄花生眼，新霜點鬢，不肯遮藏老態。人間何處有仙方，擘劃得二三百歲。
（52 歲，
《後村詞箋注》
，頁 22）
「戊戌自壽」強調的是「自」，這首題為「戊戌生朝」的詞寫的是「壽」
，兩詞風格
差異頗大。首韻之「金風」、
「長少群賢畢會」表明劉克莊的生日在秋天，當日鄉里
親朋齊聚一堂慶生。
「平生心事」於此並未道出，只能訴之酒杯，尤其在生日之夜，
更顯得惺惺相惜。據「戊戌自壽」
，劉克莊在生日之際縈繞於懷的平生心事，即是「累
任作祠官」的遭遇。轉入下片，從眼花、鬢白等生理變化，指出老態已無法遮掩，
最後回到生日壽詞常用的主題，祈求長生不老仙方，從當下自況拉引至吉祥的寓意，
如此一來，筵席壽會便不致於落入哀傷情調。此後一直到 81 歲，劉克莊留下 19 年
自壽詞，若將「排年」的概念置於同一壽主的生命史，便儼然成為年誌的紀年書寫。

三、劉克莊「自壽詞」展現的生命歷練
劉克莊的生平出處經驗，根據摯友林希逸〈後村先生劉公行狀〉29，大致可以
分為四個時期：遊歷時期（江湖遊士）
、為宦時期（州府長官）
、立朝時期（朝廷重
臣）
、里居時期（祠祿官）
，後三者是彼此交替的。劉克莊早歲為遊幕文人，33 歲自
請回到家鄉莆田守祠，後由門蔭補官為選人，38 歲赴臨安改官，於此時認識書商陳

28

侯體健指出劉克莊早年為江湖詩人，後期因社會地位有極大的轉變，交往對象類型不同，連帶也影

29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194，頁 7547-7564。

響其詩風，因此是鄉紳詩人。見氏著：
《劉克莊的文學世界：晚宋文學生態的一種考察》
，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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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亦與江湖文人曾極、陶敖孫、孫惟信、戴復古諸人相善30，不久陳起將劉克莊
的《南嶽稿》收入《江湖集》
。隨後劉克莊赴任建陽令三年，寶慶 3 年（1227）41
歲時，史彌遠（1164-1233）因濟王趙竑（？-1225）廢立之事藉故羅織梅花詩案，
又稱江湖詩禍31，此事在鄭清之（1176-1251）的庇護下，劉克莊得以秩滿歸里，然
從此仕途顛簸，屢經罷黜，累任祠官，先後主仙都觀、玉局觀、雲臺觀、明道宮等，
74 歲因賈似道（1213-1275）掌權而被起用，入朝為官兩年，78 歲致仕。32「江湖詩
禍」後，劉克莊詩詞常出現不平之鳴，如：
〈賀新郎‧宋菴訪梅〉：老子平生無他過，為梅花受取風流罪。（《後村詞箋
注》，頁 318）
〈病後訪梅九絕〉
：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為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併柳，
卻被梅花累十年。33
劉克莊自認一生並無其他過失，只因〈落梅〉詩得罪當權，因此仕進的機會整整推
遲了十年。與劉禹錫（772-842）之詠桃、李泌（722-789）之詠柳而被貶謫的境遇
相似，因文采風流，歌詠花柳而受罪。劉克莊對此事件多以「梅花詩案」稱之，而
非「江湖詩禍」
。直至 60 歲仍以〈雜記〉抒發數十年間受此謗議的悲憤，嘗云：
余每與游丞相及安晚諸公書言：「某中年婚嫁迫人，但得一粗官，苟俸祿以
送老，足矣。雖凋郡邊城或總餉，亦願為。乃無故加以此名，幸無它過，今
年之斥此罪也，明年之斥又此罪也，初負此謗未五十，今六十矣。惡名著身，

30

宋‧戴復古：〈寄劉潛夫〉：「八斗文章用有餘，數車聲譽滿江湖。」見氏著：《石屏詩集》
，收入王

31

宋‧陳起《江湖集》收劉克莊〈落梅〉詩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言官李知孝

雲五主編：
《四部叢刊續編》集部第 12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卷 7，頁 14 下。
指其「訕謗當國」
。
《江湖集》被劈板禁毀，詔禁士大夫作詩，江湖諸人被牽連，即所謂「江湖詩禍」，
又稱梅花詩案。參辛更儒：
〈後村先生劉克莊年譜〉
，收入《劉克莊集箋校》第 16 冊，
「附錄二」
，
頁 7728-7731。
32

劉克莊的仕履經歷，參宋‧林希逸：
〈後村行狀〉
、程章燦：
《劉克莊年譜》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33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10，頁 578。

1993）
、辛更儒：
〈後村先生劉克莊年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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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染癩沐漆。」然詞窮理極，終不能免此等差使。34
劉克莊每被詔入朝，謗議便隨之而起，旋即落職。究其因，緣於其性格勇於衝撞當
權，且積怨難平，加上政治態度與權相史彌遠、史嵩之對立，並與鄭清之（別號安
晚）等相對陣營的關係良好，反而致禍。
「江湖詩禍」的罪名便經常成為政敵反覆攻
訐的理由，是以屢起屢黜。下文將分述其五十、六十、七十乃至八十多歲之「自壽
詞」，呈現劉克莊五十歲以後生命各階段的反思及自我觀照。

（一）五十歲─五十九歲：嗜進難平的奉祠里居
劉克莊五十多歲自壽詞計有戊戌（1238）52 歲二首、己亥（1239）53 歲二首、
壬寅（1242）56 歲一首、癸卯（1243）57 歲一首、甲辰（1244）58 歲二首。詞中
經常描寫身體出現各種「老」的痕跡，如：
玄花生眼，新霜點鬢，不肯遮藏老態。（〈鵲橋仙‧戊戌（1238）生朝〉，52
歲，
《後村詞箋注》
，頁 22）
吾衰久矣，我辰安在，老之將至。
（
〈水龍吟‧己亥（1239）自壽〉
，53 歲，
《後
村詞箋注》
，頁 35）
病翁將耳順，牙齒落，鬢毛疏。
（〈木蘭花慢‧癸卯（1243）生日〉
，57 歲，
《後
村詞箋注》
，頁 78）
鬢雪今千縷。（〈賀新郎‧生日用實之來韻〉，58 歲，《後村詞箋注》，頁 84）
剛邁入五十多歲，劉克莊因「新霜點鬢」而感慨老態無處躲藏，即將邁向耳順之年，
又由「鬢疏」轉為「鬢雪」
，在生日之時，特別關注眼花、鬢白、齒落等外貌的變化，
透過生理機能逐年衰頹，以此點明「老」的到來。五十多歲這一階段的自壽詞，除
了因生日而慨歎「吾辰安在，老之將至」
，多以慵、懶、閑之江湖散仙的形象，傳達
內心對仕途坎壈的不平之氣，如〈水龍吟‧己亥（1239）自壽〉：
先生放逐方歸，不如前輩抽身早。臺郎舊秩，看來俗似，散人新號。起舞非
34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112，頁 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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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行吟非怨，高眠非傲。歎終南捷徑，太行盤谷，用卿法，從吾好。

閉

了草廬長嘯，後將軍來時休報。牀頭書在，古人出處，今人非笑。製箇淡詞，
呷些薄酒，野花簪帽。願雲臺任滿，又還因任，賽汾陽考。
（53 歲，
《後村詞
箋注》
，頁 36-37）
劉克莊「自壽詞」常以「先生」
、
「乃翁」、「老子」等稱號作為向他人自我表述的引
言，如韓愈〈進學解〉自稱「國子先生」，歐陽脩〈秋聲賦〉自稱「歐陽子」，皆有
前例可循。35「臺郎」為劉克莊端平 2 年（1235）除樞密院編修官在朝時的職稱，
歷時一年半，於端平 3 年（1236）被謗，歸里主玉局觀。嘉熙元年（1237）劉克莊
出守袁州被彈劾，再度歸里奉守雲臺觀。今年己亥（1239）生日過後，即將「雲臺
任滿」，劉克莊盼望能繼續留任祠祿官，認為奉祠里居的日子「賽汾陽考」
，遠勝郭
子儀（698-781）之位高任久。36仕隱辯證是劉克莊「自壽詞」的主題，面對典籍中
古人出處的仕隱抉擇，如終南捷徑、李愿歸盤谷、三顧茅廬等，由今之視昔，皆引
人非笑。此詞認為自己太晚從官場抽身，昔日官秩頭銜亦頗為庸俗，楊惲及時行樂
似狂、屈原行吟澤畔似怨、陶潛歸去欲眠似傲，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他們只是選
擇了各自立身處世的姿態，劉克莊所指出的狂、傲、怨這三種類型，是他面對仕途
受挫時，由衷而生的抵抗力量。表面上劉克莊說只想過著江湖散人頭簪野花、填闋
小詞、喝點薄酒的恬淡生活，展現隨時可以拋棄官場的自信，然而心中之怨始終難
以消解。
劉克莊雲臺觀任滿後，旋至廣州任轉運判官、廣東提舉等職，依官場慣例，所
寫下的〈江東丐祠狀甲辰〉自述云：
某向來立朝補外，率以罪去。入則無詞以白大人，出則無顏以對親友。皆緣
嗜進，且昧見幾。……不惟白頭母子得以團欒，亦使四方之人，皆知某今者
35

唐‧韓愈〈進學解〉自稱「國子先生」，宋‧歐陽脩〈秋聲賦〉自稱「歐陽子」。分見馬其昶校注：
《昌黎先生文集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頁 44-49；李逸安點校：
《歐陽修全集》
（北
京：中華書局，2001）
，卷 15，頁 256。

36

郭子儀「進封汾陽郡王。……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主
持官吏的考績達二十四次。參後晉‧劉昫撰：《舊唐書‧郭子儀傳》（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
120，頁 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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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歸，出於自請，而非為人之所驅逐。37
「江東提刑辭免狀」反省仕途不順遂雖有外因，終歸咎自身之「嗜進」
，於是自請歸
去，不願再為人驅逐，盼能母子一家團聚。其後依然赴廣東之任，頗有治績，不久
又遭彈劾，懷抱經世之志卻因人事波折再度退居崇禧觀38，
〈賀新郎‧蒙恩主崇禧再
用前韻〉雖說：
「有檐間查查喜鵲，曉來傳送。」
（
《後村詞箋注》
，頁 66）然而直到
「壬寅（1242）生日」這年，這位恃才傲物的詞客很難得地在詞中流露自己的挫折
感，對於出處產生了另一重體認。〈念奴嬌‧壬寅（1242）生日〉云：
比如去歲前年，今朝差覺門庭靜。玉軸錦標無一首，知道先生遠佞。假使文
殊，攜諸菩薩，來問維摩病。無花堪散，亦無香積齋襯。

回首雪浪驚心，

黃茅過頂，瘴毒如炊甑。山鬼海神俱長者，饒得書生窮命。不慕飛仙，不貪成
佛，不要鑽天令。年年今日，白頭母子家慶。
（56 歲，
《後村詞箋注》
，頁 71）
不若其他自壽詞流露出的意氣飛揚、調笑自得，今年生日大家知道後村先生遠離佞
人，門庭靜悄，無人以壽詞來祝賀，不似去年、前年在官府的壽宴特別熱鬧。劉克
莊以《維摩詰所說經‧文殊師利問疾品》來表明自己如維摩詰生病，然而即使文殊
菩薩領眾菩薩來問疾，也不會有天女散花、不會有香積如來施作佛事。上片的意趣
索落，轉入下片，重新領會出生命中重要的價值。回憶廣東瘴癘之行39，翻山渡海，
令人驚心，幸得鬼神饒命，雖避禍以全身，身心亦頓生疲病之感。在生命窮愁之際，
他不再隨口漫道「任旁人，嘲潦倒，笑癡頑」
（
〈最高樓‧戊戌自壽〉
，
《後村詞箋注》，
頁 20）
，而是體認到闔家平安即是福。
事實上，劉克莊的「嗜進」之心並不曾稍減，隔年淳祐 3 年癸卯（1243）57 歲
生日，主崇禧觀，里居莆田，隨即又興起「寶馬華軒無分」的感嘆，足見功名富貴
之念縈心不去，〈木蘭花慢‧癸卯（1243）生日〉云：

37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76，頁 3440。

38

宋‧林希逸〈後村行狀〉
：
「辛丑（1241）
，令赴行在奏事。侍御史金淵謂公以清望自擬，寢其召命，
主管崇禧觀。」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
，卷 194，頁 7552。

39

宋‧劉克莊〈水調歌頭‧喜歸〉云：
「遣作嶺頭使，似戍玉門關。來時送者，舉酒珍重祝身安。」
（
《後
村詞箋注》
，頁 54）赴嶺南猶如至玉門關，前程多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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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翁將耳順，牙齒落、鬢毛疏。也慚愧君恩，放還田舍，免詣公車。兒時某
丘某水，到如今老矣可樵漁。寶馬華軒無分，蹇驢破帽如初。

浮名箕斗

竟成虛，磨折總因渠。帝錫余別號，江湖聱叟，山澤仙臞。樽前未宜感慨，
事猶須看歲晏何如。衛武耄年作戒，伏生九十傳書。
（57 歲，
《後村詞箋注》，
頁 78）
此詞穿織著功名仕進和漁樵江渚兩條主線，一生進取，到頭來還是回到兒時嬉遊之
所，而蹇驢破帽的形象更贏得聱叟、臞仙的別號，顯得徒勞。至於君恩未報、謁公
車才是詞人積極爭取的目標，然而「折磨總因渠」
，平生多難，實因追逐虛名所累，
即使如此仍以「樽前未宜感慨，事猶須看歲晏何如」奮起，繼續等待時機，自勉如
衛武公、伏生至九十多歲仍為國所用。這首「自壽詞」反映出即使歲月改變了劉克
莊的形貌，卻無法磨損他仕進的決心，歸隱的逍遙只是一時的寬慰之辭。隔年甲辰
（1244）〈賀新郎‧生日用實之來韻〉開篇又云：
「鬢雪今千縷。更休休癡心獃望，
故人明主。」
（《後村詞箋注》
，頁 84）以反語來寫希冀獲得明主起用，「癡心獃望」
鮮明地呈現出劉克莊「嗜進」的期盼。至「再用前韻」時，則以帶有調笑性質的嘲
諷反語，來寫自己的不在乎，〈賀新郎〉詞云：
放逐身藍縷。被門前群鷗戲狎，見推盟主。若把士師三黜比，老子多他兩度。
袖手看名場呼五。不會車邊望塵拜，免他年青史羞潘母。句曲洞，是歸路。
平生怕道蕭蕭句。況新來冠欹攲弁側，醉人多誤。管甚是非并禮法，頓足低
昂起舞。任百鳥喧啾春語。欲託朱絃寫悲壯，這琴心脈脈誰堪許。君按拍，
我調柱。（58 歲，《後村詞箋注》，頁 86）
此詞為次王實之韻，以「君按拍，我調柱」來寫兩人暇日以詩詞唱和之誼。劉克莊
以「老子」自稱，不再管是非禮法，當及時行樂。這種心態的轉折，源於自己遭逢
五度被罷黜放逐的悲壯命運，較柳下惠被三黜更多，剖析仕途失利的原因在於「不
會車邊望塵拜，免他年青史羞潘母」
，由於不諳官場規矩，只能與鷗鷺為盟，歸守崇
禧觀。至於「平生怕道蕭蕭句」的滄桑、
「欲托朱絃寫悲壯」的氣憤，只怕脈脈琴心
也無人願意理解。不久除官，旋即被濮斗南上疏又罷，續主崇禧觀，作〈甲辰（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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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事二首〉並自和二十首，抒發屢遭謗禍的憤懣。40劉克莊五十多歲的自壽詞語態
狂傲，不斷因為境遇而重新思考官場功名對於自己的意義，以吟詩醉酒的形象來自
我標榜，宣稱掛冠歸去的自得，只是一種故作不在乎的形象營造，實際上詞中經常
浮現對官場仕途的期盼。

（二）六十歲─六十九歲：宦途蹇滯的歎命生涯
劉克莊六十多歲之自壽詞僅丁未（1247，61 歲）
、癸丑（1253，67 歲）
、乙卯（1255，
69 歲）等四首。甫入耳順的前三年，手足和母親相繼離世，守喪制居家。41至辛亥
（1251）65 歲再起，政治上亦多波瀾。這時期的自壽詞，不禁發出萬般是命的喟嘆，
〈浪淘沙‧丁未（1247）生日〉云：
去歲詣公車，天語勤渠。絳紗玉斧照寒儒。恰似昔人曾夢到，帝所清都。

骨

相太清臞，謫墮須臾。今年黃敕換稱呼。只為此翁霜鬢禿，老不中書。（61
歲，
《後村詞箋注》
，頁 101）
淳祐 6 年（1246）耳順之年劉克莊入朝四個月，被彈劾再度守明道宮。此詞開篇追
憶去年入朝權中書舍人，宮廷的儀仗隊伍映照著一介寒儒，欣喜著企盼已久的機會
再度來到。今年詔書已經將職稱改換，原因有二：一是「只為此翁雙鬢禿，老不中
書。」從韓愈〈毛穎傳〉：「中書君老而禿」42之筆禿形象來自況，由於筆力頓減而
難有作為，歸因於「老」
；另一方面則是「骨相太清臞，謫墮須臾」
，劉克莊將問題
歸咎於天生福薄、骨相清癯，指向「命」
。從「謫墮須臾」來看，天道雖能酬勤，然
福薄者也難以消受，即使入朝當官，須臾就遭貶謫了。事實上，劉克莊奉命草擬政
敵史嵩之致仕制，因執意以貶辭行之，始引起非議，而其在往後二十年後對史嵩之
致仕一事始終津津樂道。這首「自壽詞」對於貶謫的理解與實際情況頗有落差，而

40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16，頁 894-908。

41

〈六二弟〉
：
「自丙午（1246）至今（1262）
，喪魏國、喪三季，又喪伯姊、長妹。」宋‧劉克莊：
《劉
克莊集箋校》
，卷 160，頁 6245-6246。

42

唐‧韓愈：
〈毛穎傳〉
，收入宋‧李昉等奉勑編：
《文苑英華》
（北京：中華書局，1966）
，卷 793，頁
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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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克莊選擇將焦點放在仕途不順遂的自我解嘲。
淳祐 9 年（1249）鄭清之二登相位43，起用劉克莊。劉克莊於 11 年（1251）四
月供職，乞起復潘凱、吳燧，與鄭清之心意相忤，丞相遂曰：
「千辛萬苦喚得來，又
向那邊去。」44後又進故事，言京尹趙德淵徵利，並奏事罷史嵩之復出之命。監察
御史鄭發以觀望論列，梅花詩案被重提，除職與郡，守明道宮。45為怕牽連前來送
行的友人，劉克莊遂避而不見。46在歸鄉途中聞鄭清之卒於位，旅哭甚哀。47辛亥
（1251）去國之事，成為劉克莊決心回歸故里的轉捩點，因此上書請求御賜宸翰，
云：
公優遊里閈，作為新居，揭宸翰所賜樗庵、後村二扁，日與賓客觴詠其間，
曰：「吾得此足矣。」48
辛亥去國後，劉克莊感慨「某一生坐虛名負累，所得毫芒，而所喪丘山。六十再入
已誤，六十五三入又大誤，幸皆不旋踵斥去。」49為了追求官場虛名，身心損耗極
大，因此「自辛亥（1251）以後，屏居田里十年，不與士大夫接。」50宋理宗所賜
二匾，「後村」為地名，「樗庵」為精舍名51，為劉克莊奉祠鄉居時的居所。由臨安
歸鄉時作〈送葉大明序日者〉云：

43

〈鄭清之〉
：
「鄭清之……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姪孫太原之手，公論不與。」宋‧周密
著，吳企明點校：
《癸辛雜識》別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
，卷下，頁 293。

44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194，
〈後村行狀〉
，頁 7556。

45

〈嚴慤上舍詩卷〉：「辛亥（1251），自右螭兼儤直去國，御史劾余，猶提起梅花舊話。」宋‧劉克

46

詩題自述〈辛亥（1251）去國，陳宗之、胡希聖送行，避謗不敢見。希聖贈二詩，亦不敢答。乙卯

莊：
《劉克莊集箋校》
，卷 109，頁 4518。
（1255）追和其韻〉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
，卷 22，頁 1217。
47

宋‧劉克莊〈水龍吟‧辛亥（1251）安晚生朝〉九月賀鄭清之壽，云：「待角巾東路，蹇驢北阜，
伴公遊釣。」
（
《後村詞箋注》
，頁 105）不久鄭清之逝於任上，劉克莊因朝中多方勢力被貶還鄉，歸
途更顯哀淒。

48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194，
〈後村行狀〉
，頁 7558。

49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131，
〈答鄉守潘宮教〉
，頁 5299。

50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81，
〈繳李桂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奏狀〉
，頁 3596。

51

〈求宸翰奏札辛亥〉：「所居田舍，地名『後村』。……去家三里有小精舍，山多古木，取莊周語曰
『樗庵』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
，卷 78，頁 3502-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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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蒙寬恩放歸田里，睡至日高丈五，坐茂樹，臨釣磯，或抵暮忘返，而又束
書不觀，焚筆硯不為文，度人間至閑至佚，無出余者。視向之且拜且立，且
備顧問而費思索，其得失乘除何如哉。52
官宦生涯既要重視儀節，問政亦勞心費力，不如歸返田里享受無拘束的閒逸生活。
因此劉克莊於癸丑（1253）生日再得明道祠時，以物外閑人的旁觀姿態來嘲笑追求
官場名利者，
〈水龍吟〉云：
依然這後村翁，阿誰改換新曹號。虛名砂礫，旁觀冷笑，何曾明道。吟歇後
詩，說無生話，熱瞞村獠。被兒童盤問，先生因甚，身頑健，年多少。

不

茹園公芝草。不曾餐安期瓜棗。要知甲子，陳摶差大，邵雍差小。肯學癡人，
據鞍求用，染髭藏老。待眉毛覆面，看千桃謝，閱三松倒。
（67 歲，
《後村詞
箋注》
，頁 108）
開篇用「依然」表明這幾年習慣被村民稱呼為「後村翁」
，並沒有任何官署的新封號。
詞中指出紅塵中人無法跳脫欲求和名利場的操控，直到年老仍汲汲於求用爭名，實
是癡人尚未明道，所有人的路途最終都是虛名沙礫一場空。劉克莊里居餘暇，常和
人聊些趣味的話題，或與社友吟詠一些無傷大雅的歇後詩，如以「老」同題唱詠，
詠老儒、老道、老僧等53，兒童們也樂意與之親近，問起老先生的年紀。後村今年
生日比邵雍 67 歲大，比陳摶 80 歲小，祈願等到如長壽仙人一般眉毛覆面，看盡物
換星移。詞中如「何曾明道」
、
「肯學痴人」之語態狂傲，其他語意則屢次見於他處，
推測此年自壽詞乃閒中打發時間自娛，並未特別出色。
年近古稀，劉克莊的功名之想已趨淡薄，
〈最高樓‧乙卯（1255）生日〉回首平
生之際，因嘆老而作自壽詞二首，云：
吾衰矣，百事且隨緣，隻字不牋天。幾曾三宿為歸計，更巴一歲是希年。記
兒時，聞祖父，說隆乾。

我不與少年爭遇合。你莫共老僧爭戒臘。靴皺

面，帨垂肩。錦袍奪去饒之問，虎皮撤起付伊川。賸空身，無長物，可飛仙。
52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96，頁 4058。

53

〈刻楮集後序〉
：「前社友多詠諸老，如老儒、老僧、老道士，余亦效顰。」宋‧劉克莊：《劉克莊
集箋校》
，卷 98，頁 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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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歲，
《後村詞箋注》
，頁 110）
劉克莊曾經執著地留戀京師，遲遲不行，如今再一年就是古稀之年，不免感到自己
的衰老。劉克莊自壽詞少有追憶之詞，此處憶及父祖家風，祖父劉夙更為孝宗隆興、
乾道第一流人物，不無隱含對自身遇合的感慨。在閱歷世事之後，劉克莊體認到人
即使憑藉著胸中的意氣，也有許多無能為力的時刻，早已放棄行文以祭告上天自己
的處境，百事只能隨緣。此處以少年、老僧對舉，年少求用爭遇合，如劉克莊一生
官場強笑至面似靴皮，也曾如宋之問賦詩奪得錦袍54，如程頤談《易》令張載心折
而徹起虎皮55，少年賦詩論道意氣風發的競技時光，至老來如僧入定，孑然一身，
只願「更巴一歲」
，希慕延年添壽。接著劉克莊又反省自己無論隱居、出仕，都不盡
如人意，詞云：
吾衰矣，不慕勒燕然，不愛畫淩煙。此生慚愧支離叟，何功消受水衡錢。錯
教人，占卦氣，算流年。

漫摘取野花簪一朵，更揀取小詞填一箇。晞素

髮，暖丹田。羅浮杖勝如旌節，華陽巾不減貂蟬。這先生，非散聖，即臞仙。
（69 歲，
《後村詞箋注》
，頁 111）
劉克莊年老體衰，已不再羨慕立軍功，不求成為畫於凌煙閣的功勳之臣。回首人生
路既無法過著支離叟的隱逸生活，實際也無所施為，無功領受天子俸祿。請人占卦、
卜算流年，預測何時立功揚名，最終諸事無成，只顯得徒然。如今後村先生如安於
禪的散聖，又如居於山澤之臞仙，認為竹杖勝過旌節，道教仙人陳摶服華陽巾的高
逸形象，也勝過中書宰相的籠巾貂蟬，滿足於當前鄉野簪花、晞髮、填詞的生活。
劉克莊早年透過骨相、卦氣、流年等命理推運，卜以決疑，預測未來，這些曾給他
一絲希望的命術之言，在實際的生活中並沒有發生，所以他感嘆「錯」了，算不準。
如其〈命拙〉詩所說：
「早知不是封侯相，簑笠何因肯出村。」56在歷練過後，將事
物的變化歸諸到命定和流年運勢，對命限了然於心，以此來解釋自己所遭遇的各種
54

宋‧歐陽修、宋祁撰：
《新唐書‧文藝‧宋之問傳》
，卷 202，頁 5750。

55

宋‧程頤、程顥：
《二程語錄》
，收入清‧張伯行訂：
《正誼堂叢書》
（清同治 5 年﹝1866﹞福州正誼

56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3，頁 154。

書院刊本）
，卷 17，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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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對於功名富貴轉頭空的體悟，不再只如早歲的故作寬慰，而是了然於心，官
場功名的得失卻始終縈繞於懷。

（三）七十歲─七十九歲：優游得志的自詡自嘲
年入古稀，劉克莊仍管明道祠，然而其際遇至 74 歲又有意外的轉折。開慶元年
（1259）賈似道解鄂州之圍，景定元年（1260）入朝，往後近二十年至南宋覆亡，
皆由賈似道總攬朝綱。劉克莊為賈似道之父賈涉（1178-1223）之門生故舊，由此進
用。57景定元年（1260）起，74 歲的劉克莊老來運開，年年受封，尚在道中即除新
職，元年（1260）除兵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史館同修撰。2 年（1261）兼侍講、除
兵部侍郎，3 年（1262）權工部尚書兼侍讀，乞納祿，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府，師
相賈似道賦詩送行。4 年（1263）以明堂大禮恩，加封開國子。5 年（1264）78 歲
因腰傷目痛，申乞致仕，除煥章閣學士守本官致仕。至度宗時仍受加封，咸淳元年
（1265）轉正議大夫。劉克莊這一時期的自壽詞最多，除 75 歲未見有自壽詞，從
70 歲至 79 歲皆有作，76 歲則以唱和組詞的形式呈現。以下將分述劉克莊於守明道
祠、受封赴京闕、乞年致仕三個階段「自壽詞」的內容和心境。
劉克莊於 69 歲生日時說「更巴一歲是希年」，進入古稀，年歲已是他更在乎的
事情，若能優游卒歲，即是福氣，如〈水龍吟‧丙辰（1256）生日〉七十大壽云：
兒童不識樗翁，挽衣借問年今幾。少如彥國，大如君實，披襟高比。德業天
淵，有些似處，鬚眉而已。願老身無事，小車乘興，名園內，行窩裏。

做

取出關周史，莫做他下山園綺。從人謗道，是浮丘伯，是庚桑子。背傴肩高，
幅巾藜杖，敝袍穿履。向畫圖上面，十分似箇，見端門底。
（70 歲，
《後村詞
箋注》
，頁 113）

57

方回指出劉克莊晚年失節，「晚為賈似道牢籠至從官，既歸老，有『三生不可忘容堂』之句，豈欲
以諛免禍耶。」見〈跋劉後村晚年詩〉
，元‧方回：
《桐江集》
，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匯刊》第 14 冊
（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
，卷 4，頁 239。劉、賈二人私交甚篤，壽賈詞皆為諛詞，然也流
露感念之情，參佘筠珺：
〈論南宋中晚期「壽賈詞」的歌頌詞風〉
，
《中國韻文學刊》30：3（2016.7）
，
頁 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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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篇由兒童天真的詢問引出年歲，兒童不認識後村先生，自然也不了解往昔的種種
事蹟，如眼前所見只是一個老翁，
「樗翁」來自精舍「樗庵」之稱號，有御賜宸翰為
匾。劉克莊自壽詞常以北宋「洛陽耆英會」諸子入會的歲數來數算自己的年歲，如
此時 70 歲，比富弼（字彥國，時年 79 歲）與會之年小，長於司馬光（字君實，時
年 64 歲）
。耆英會諸子多為宰輔之材，劉克莊認為自己只有鬚眉足以比勘，德行功
業則相去甚遠，今年的生日願望希望能如邵雍之耕讀於安樂窩，以幅巾藜杖的野人
裝束自傲，這樣的形貌極似皇宮門上所畫的門神。劉克莊慣常以典故及對句來凸顯
出世和入世的高下優劣，認為與其像商山四皓下山輔佐漢主，不如像老子出函谷關
而去，即使遭旁人訕笑為如列仙之徒的浮丘伯、如遠離仁智的庚桑子，也無所謂。
劉克莊以狂傲之氣來展現自身絲毫不在乎世俗的價值和眼光，實際上這些世俗
價值是他個人內心強烈的投影。這個時期的自壽詞，宛如自畫像，透過他者或自我
觀看，來呈顯年歲形貌、生活野趣乃至心境轉折。例如另一首七十大壽的〈水龍吟〉
自述：
即今七十平頭，豈能久作人間客。左車牙落，半分臂小，幾莖鬚白。挾種樹
書，舉障塵扇，著遊山屐。任蛙蟆勝負，魚龍變化，儂方在，華胥國。

島

大功名官職，眼中花須臾無迹。小兒破賊，二郎作相，有何奇特。同輩蕭疏，
且留鐵漢，要摩銅狄。向寶釵樓裏，天津橋上，月明橫笛。
（70 歲，
《後村詞
箋注》
，頁 114-115）
此詞直接點出今年七十歲，已是牙落、臂瘦、鬚白的老翁形貌，來日恐無多。日常
多以避世士的活動舉止來凸顯個人的形象，讀無用之種樹書、以扇遮擋塵汙，優遊
於山水間。心態上則笑看人間的勝負變化，世俗之人尚在夢境裡渾然未覺，功名官
職轉瞬成空，因此像謝玄破賊、王祐盼望兒子作宰相，這些功業都像鏡花水月，不
值得稱奇。如今與劉克莊同輩者已逐漸凋零，盼望自己能久作人間客，再過些閒逸
的日子。隔年〈水龍吟‧丁巳（1257）生日〉又透過鏡子來寫自己的形象，云：
不須更問旁人，勸君自拂青銅照。幅巾短褐，有些野逸，有些村拗。兩度呼
來，也曾批敕，也曾還詔。笑先生此手，今堪何用。苔磯上，堪垂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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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新腔高妙，把儂家調疏稱道。
《六韜》未試，
〈抑〉詩未作，如何歸老。玉
帶金貂，星兒快活，天來煩惱。待自牋年甲，繳還官職，換山翁號。
（71 歲，
《後村詞箋注》
，頁 118）
即使鏡中的自己早已是村夫野老的形貌，然而此生仍有做過些許得意之事，不僅兩
次進入朝堂批敕，更繳還政敵史嵩之詔書58，可稱一生功業。曾經秉筆直書的這雙
手，如今僅剩些許用處，或臨江垂釣、或譜些下里巴人的曲調，只是胸中尚有經略
天下、針砭時政的理想，又如何能歸老鄉里呢？至此，劉克莊終於在詞中直白地指
出求用於世的心跡，然而旋即又逸向歸隱之途，以不在乎的口吻，說著加官晉爵的
事情，就交給上天來煩惱吧。至於自己也將繳還官職，辭去守祠的職務，換成山翁
的稱號。
之後幾年「自壽詞」轉以「繳還官職」一事來烘托自己對仕途的不在乎，進而
描寫歸隱的生活情調，如〈解連環‧戊午（1258）生日〉云：
旁人嘲我，甚鬢毛都禿，齒牙頻墮。不記是何代何年，盡元祐熙寧，儂常喑
麼。退下驢兒，今老矣豈堪推磨。要掛冠神武，幾番說了，這回真箇。

親

朋紛紛來賀，況弟兄對榻，兒女團坐。願世世相守茅檐，便宰相時來，二郎
休作。白苧烏巾，誰信道神仙曾過。揀人間有松風處，曲肱高臥。
（72 歲，
《後
村詞箋注》
，頁 129）
此詞以旁人的訕笑來寫自身的老態以及不合時宜，即使默不作聲，心裡也知道自己
已是不堪再推磨的一匹老驢，說過很多次要掛冠退休，這次是真的要退了。但願往
後皆能如今年壽宴，親友團圓，即使有宰相來訪，兒孫輩們也不要出山去做官，不
如過著高臥聽松風的神仙生活。又〈木蘭花慢‧己未（1259）生日〉仍寫掛冠之事，
云：
新來衰態見，書嬾讀，鏡休看。笑量窄才慳，卷無警策，杯有留殘。思量減
些年甲，怎奈何鬚與鬢難瞞。假使詔催上道，不如敕放還山。
58

數年前乞

宋‧林希逸〈後村行狀〉
：
「奏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若為貶辭，則不坐下罪名，秉
筆何所依據。」劉克莊數次上奏史嵩之應行貶辭致仕。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
，卷 194，頁
7554-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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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衣冠，耄矣尚盤桓。且行歌拾穗，未應天上，解勝人間。仙家更無理會，
至今傳都廁處劉安。莫怪是翁矍鑠，止緣老子癡頑。
（73 歲，
《後村詞箋注》
，
頁 131）
此詞依例稱揚行歌、拾穗的隱逸生活，而求用之心卻越見強烈。明知衰態，謙稱自
己無材量、無警策，卻仍有「假使詔催上道」的假想，此時距辛亥（1251）去國已
將近十年，明知無望，劉克莊仍希冀朝廷重新起用自己。事實上劉克莊很清楚自己
「耄矣尚盤桓」的矛盾，從數年前就上乞掛冠，越是在乎越是想放下，至今卻還抱
持著再度被起用的假想。始終堅持出仕的信念，或許是緣於對自己能力的自信和難
以自棄，也因此經常以睥睨的語調嘲弄紅塵之人，實則是對自我的嘲弄。最後反以
劉安的傳說來表示仙家未必比人間好59，於是以老當益壯、精神矍鑠的馬援自期60，
正面肯定自己積極入世的「癡頑」
。
景定元年（1260）賈似道於鄂州大捷後班師回朝，劉克莊「方奏疏引年。六月
除秘書監，令守臣以禮津遣。八月，除起居郎，再辭不許。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公猶
在道。」61宋代士大夫辭官的風氣，情況最多者為引年乞休，既辭不獲的始就任。62
劉克莊亦乞引年者再，皆不允，如〈乞引年奏狀〉之〈貼黃〉云：
使朝野之人皆知今者之歸，出於自請，足以湔洗三黜之羞，結裹一生之事。63
奏狀中表明三黜之羞為劉克莊一生掛懷之事，因此要使朝野皆知今日之歸乃出於自
請。而在確定就任後，劉克莊於〈七十四吟〉十首之七寫道：
「客自京師傳吉語，放
歌不覺有和音。」64對於老來運開，再獲起用，心情十分愉快，當年秋天生日作〈鵲
橋仙‧庚申（1260）生日〉云：
59

劉安因舉止不敬而無法上天，仙家不理會且令之謫守都廁三年。晉‧葛洪：
《神仙傳》
，收入宋‧李
昉等編：
《太平廣記》
（北京：中華書局，1961）
，卷 8，頁 53。

60

〈馬援傳〉
：
「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爾，何能臥床上，在兒女手中耶。」引自劉宋‧
范曄撰：
《後漢書》
（臺北：鼎文書局，1981）
，卷 24，頁 841。

61

宋‧林希逸：
〈後村行狀〉
，收入宋‧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
《劉克莊集箋校》，卷 194，頁 7559。

62

王德毅：
〈宋代士大夫的辭官〉，
《臺大歷史學報》22（1998.12）
，頁 31。

63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77，頁 3477。

64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31，頁 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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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芸辟蠹，青藜燭閣，天上寶書萬軸。前回讀得未精詳，更罰走一遭重讀。
松風如故，丹鑪如故，坐閱人間陵谷。回頭調戲竊桃兒，且寧耐等他桃熟。
（74 歲，
《後村詞箋注》
，頁 145）
上片以劉向於天祿閣校書遇到一位來自天上持青藜杖的老人，巧寓自己獲任秘書監
一職，只因昔日入朝尚未讀得透徹，上天罰走一遭再重讀，將朝廷比喻為天宮。下
片則以坐閱人間陵谷、看盡世事變遷的姿態，戲語因竊王母仙桃而被謫凡的竊桃兒，
等待時機成熟，即可再回仙界。全詞語氣輕快，呈現當下一派閒適的生命情境。而
〈好事近‧壬戌生日和居厚弟〉追和劉希仁的賀壽詞，云：
老不計生朝，慚愧阿連書尺。雪鬢霜髭不管，管眼腰黃赤。

待將心事自

牋天，莫費子公力。乞賜先生處士，換一張黃敕。
（76 歲，
《後村詞箋注》
，
頁 149）
此詞充滿個人的自由意志，一反 69 歲生日所說的「隻字不牋天」充滿消極的氣息，
此際則認為心事由自己祭告上天，自然能與天意相通，不須假手他人之力，我命由
我定。今年生朝，處士雖老，卻不理會年歲與鬢白，只在意官服腰帶的品級和皇帝
的詔書。
劉克莊因高壽而有機會再獲朝廷起用，對於上天懷抱感恩，是以〈漢宮春‧癸
亥（1263）生日〉云：
老子今年，忽七旬加七，飽閱炎涼。夜窗猶坐書案，點勘偏旁。浮榮膜外，
這些兒感謝蒼蒼。試看取名園甲第，主人幾箇還鄉。

淇澳磻溪二叟，向

王朝抑抑，牧野洋洋。申公被蒲輪召，來議明堂。平章前哲，駕青牛去底差
強。自檃括山歌送酒，不消假手君房。（77 歲，
《後村詞箋注》，頁 163）
詞中以漢武帝遣使者安車蒲輪迎魯申公，立明堂以朝諸侯為喻65，顯見劉克莊晚年
備受朝廷優禮。此年劉克莊衣錦還鄉，加以明堂大禮恩。在飽閱炎涼世態之後，想
起自古名園甲第的主人到老不歸者多矣，自己能榮歸故里，且安坐於書桌點閱書籍、
賦山歌飲酒，對於現狀充滿無盡的感恩。如其〈洞仙歌〉所說：
「古來稀七十，添許
65

漢‧司馬遷撰：
《史記‧儒林傳‧申公傳》
（臺北：鼎文書局，1981）
，卷 121，頁 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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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贏得牋天致君事。」
（
《後村詞箋注》
，頁 181）與命運抵抗了一生，最終贏得
了劉克莊盼望的結局。78 歲劉克莊身體已有諸多病痛，因此守本官致仕66，
〈最高樓〉
說：「辛亥（1251）後，六請掛衣冠。甲子（1264）始休官。」
（
《後村詞箋注》，頁
175）65 歲以後六度請求掛冠，長達十幾年，終於正式退休。而其退休生活則充滿
閒逸之情，少了嘲諷和意氣用事，多了幾分寧靜，如〈解連環‧甲子（1264）生日〉
二首云：
揆余初度。笑汝曹緋綠，乃翁蒼素。一甲子帶水拖泥，今歲謝君恩，放還山
去。政事堂中，把手版分明抽付。向門前客道，老子出遊，人不知處。

小

車萬花引路，又誰能記得，觀裏千樹。老冉冉歡意闌珊，縱桃葉多情，難喚
同渡。買隻船兒，穩載取筆牀茶具。便芸瓜一生一世，勝侯千戶。
（78 歲，
《後
村詞箋注》
，頁 182）
懸弧之旦。憶爭騎竹馬，各懷金彈。恨歲月去我堂堂，向酒畔愁生，鏡中顏
換。竈壞丹飛，慢追悔鄴侯婚宦。已發心懺悔，免去猴冠，卸下麟楦。

依

稀僕家鐵漢，雖末梢老壽，初節魔難。幸聞早省了柳枝，更送了朝雲，塵念
俱斷。丈室蕭然，獨病與樂天相伴。但歸依西方，拈起向來一瓣。
（78 歲，
《後
村詞箋注》
，頁 183）
第一闋自稱「乃翁」
、
「老子」
，以俗語彰顯豪情。自己拖泥帶水了一甲子，成了白髮
蒼蒼的老翁，終於把手版交還朝廷，放歸還鄉，以劉禹錫桃花觀的典故，指稱前度
劉郎今又來。然而今日歸來，已無男女情愛之思，而是要如陸龜蒙隱於松江舟船之
上、如東陵侯種瓜長安城東，過著隱逸的生活。第二闋則是劉克莊少數因歲月流逝
而追憶往日的例子，卻仍未走入回憶深處，僅從無憂的童年一轉身，鏡中便換成借
酒澆愁的容顏，仕途屢遭磨難，鐵漢如今已老，早放了琴客亦放下功名，心境寂然。
次年不再熱鬧的生日，又顯得有些冷清，〈解連環‧乙丑（1265）生日〉云：
左弧懸了。把柴門閂
66

定，悄無人到。慚愧得一二親朋，□□□□□溫存枯

〈壬戌（1262）乞引年奏狀〉
：
「臣孱軀每遇寒暑燥濕之變必發病，於春夏，尚可支吾。偶在秋末（原
作「未」，應是誤植），常是委頓。……察臣入仕五十四年，今已踰七望八。」宋‧劉克莊：《劉克
莊集箋校》
，卷 77，頁 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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槁。玉軸銀鉤，攛掇我比磻溪老。乏瓊琚可報，惟有聲聲，司馬稱好。

卷

收狨韉錦襖，且行拾遺穗，醉藉芳草。做一箇物外閒人，省山重擔擎，天大
煩惱。昔似龍鸞，今踏颯不驚魚鳥。願從茲享回仙壽，準汾陽考。
（79 歲，
《後
村詞箋注》
，頁 187）
此年生日門庭冷清，僅有親友來壽。準備收拾昔日官場的風光，不再扛起俗世的重
擔和煩惱，又不禁想起昔日如龍鳳活躍的生涯，今日步伐輕緩，不再引起任何騷動。
這些垂釣、聽風、行歌拾穗、浮舟寫字的歲月，描畫出隱逸高士愜意的生活圖景。
如今「準汾陽考」
，與 53 歲生日所說「賽汾陽考」相較，不再需要透過反語自我寬
慰，因為自己已如郭子儀一般位高任久，更享有高壽。劉克莊七十多歲的「自壽詞」
因境遇而起了許多心境轉變，而其對出處的抉擇，更直白地反襯出五十、六十多歲
時的無奈、壓抑和憤懣不平。

（四）八十歲─八十三歲：老病更迭的隨緣知命
生命最後幾年，劉克莊飽受腳疾、眼翳之苦，左眼最後幾近失明67，
〈左目〉詩：
「已盲猶赤痛，久不出雞窠。丹荔曾遺毒，青燈亦一魔。拋書無味甚，節腹奈饞何？
二癖依然在，徒勞問眼科。」68吃荔枝、燈下讀書對眼睛有害，然而劉克莊依然無
法割捨這兩個癖好。丙寅（1266）八十大壽時以此自嘲，
〈水龍吟‧丁卯（1267）生
日〉說：
此翁幸自偏盲，那堪右目生微翳。羽流禳謝，緇郎懺悔，天乎無罪。客曰不
然，也因口腹，也因瞻視。汝夜披黃卷，日餐丹荔，貽伊慼、將誰懟。

長

智都緣更事。盡今生十分珍衛。暮年怕殺，汗青蠹簡，擘紅高會。也莫貪他，
君謨舊譜，子雲奇字。特邀張司業，看花題竹，韓家園內。
（80 歲，
《後村詞
箋注》
，頁 220）

67

〈與丞相書〉其一：「某春首平地失足一跌，傍有扶者，不至敗面，然腰腳閃肭，痛不可忍。……
素無目疾，入秋忽左目赤痛，牽起右目，痛如剜割。」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
，卷 134，頁
5370。

68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36，頁 1941-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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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歲的「自壽詞」忽地帶入親切的生活實感，自嘲為了吃荔枝、夜裡覽卷，眼疾更
為嚴重，左眼最後幾近失明，卻慶幸只有偏盲，全無怨語，顯見其游心物外之樂天。
〈洞仙歌〉曾指出：
「信醫言斷了重碧青紅，禁害殺，不遣高吟大醉。」
（
《後村詞箋
注》
，頁 181）在醫者的告誡下已戒掉荔枝，又不能喝酒，因此劉克莊晚年最害怕書
被蠹蟲蛀，更怕有吃荔枝的聚會，會令之口腹難耐，也不能多翻蔡襄的《荔枝譜》，
只好以昏花老眼，相約賞花。
此外，劉克莊丙寅（1266）八十大壽又作〈念奴嬌〉組詞 6 首，有三個特色：
一是劉克莊身歷孝、光、寧、李、度五朝，熟知當朝掌故，年高德劭；二是環繞著
「高壽」進行描寫，如「四朝遺老鬚眉白，巧曆不知其紀。」（《後村詞箋注》，頁
209）指自己乃四朝遺老，即使精於歷算者也無法知其壽；三為流露人生如寄、世事
如幻之嘆，如「堪歎化鶴重來，但累累華表，舊人存幾。」
（《後村詞箋注》
，頁 209）
亦有年歲日久，物是人非之嘆。如〈念奴嬌‧丙寅（1266）生日〉五和云：
隆乾間事，兩翁有手澤遺編曾紀。余掌蘭臺，脩纂到景定初開忠邸。壞起復
麻，奮塗歸筆，嚼碎張巡齒。德音猶在，非卿何足語此。

老來茲事都休，

問門前賓客，今朝來幾。達汝空函，投伊大甕內，誰曾提起。丹汞灰飛，黃
粱炊熟，跳出槐宮裏。兒童不識，禿翁定是誰子。
（80 歲，
《後村詞箋注》
，
頁 212）
劉克莊於 69 歲生日曾云：
「記兒時，聞祖父，說隆乾。」曾聽聞祖父談論孝宗朝掌
故，孝宗「隆興、乾道中，天下稱莆之賢曰二劉公。」69「兩翁」指後村祖父劉夙、
從祖父劉朔，劉夙嘗為編修官，劉克莊則在景定初年（1260）三入史館，修纂實錄
至度宗進封忠王、立為太子，顯見劉克莊對於當朝史實極為熟稔，並且極為重視史
學家風。70除了修纂史書，自己也曾如張巡為了迎戰逆賊，嚼碎齒牙，繳還史嵩之
詔書，不惜被貶謫。然而這些事蹟已不再被人提起，因而感慨人生一瞬，如〈枕中
記〉
、
〈南柯太守傳〉寄寓窮通榮辱之理，才俊與富貴轉眼皆空，人生已然無所執著。
69

宋‧葉適：〈著作正字二劉公墓志銘〉，收入宋‧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
，「附錄

70

〈送德甫侄省試〉
：
「二魁家有樣，四世里興賢。」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
，卷 30，頁 1591。

三」
，頁 7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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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劉克莊在〈念奴嬌‧丁卯（1267）生朝〉云：
小孫盤問翁翁，今朝怎不陳弧矢。翁道暮年惟隻眼，不比六根全底。常日談
玄，餘齡守黑，赤眚從何起。鬢鬚雪白，可堪委頓如此。

心知病有根苗，

短檠吹了，世界朦朧裏。縱有金篦能去翳，不敢復囊螢矣。但願從今，疾行
如鹿，更細書如蟻。都無用處，留他教傳麟史。（81 歲，《後村詞箋注》，頁
219）
81 歲最後的「自壽詞」指出今年不辦壽宴，左眼已盲，仍以談玄守黑解頤。體悟到
人壽燃燭，風吹燈盡，心知一切隨緣有定。劉克莊於己巳（1269）83 歲正月卒於里
第，至此三十年間的「自壽詞」
，已道盡生平心曲。

四、後村別調：自我形象的抉擇
淳祐 10 年（1250）
，劉克莊 64 歲之際，在送給畫師陳汝用的文章，清楚表明他
在朝官、儒士、高逸之士三者之間的形象抉擇，而認為高逸之士最為切合他的自我
形象，〈又贈陳汝用〉云：
畫者為余記顏多矣，朝衣朝冠輒不似，儒衣儒冠輒又不似，暮年悉發篋而焚
之。陳生汝用獨為長松怪石，飛湍怒瀑，著余幅巾燕服，杖藜其間，見之者
皆曰逼真。71
劉克莊「自壽詞」宛如自畫像，梳理諸多內在心境的轉折起伏，尤其朝衣朝官、幅
巾杖藜的兩種自我形象，反覆在「自壽詞」中周旋，更多時候，
「自壽詞」大量傳達
出他在仕途上的企圖心，以及頻頻受挫所引起的憤怒怨懟，從朝廷數次起用，劉克
莊喜形於色的反應，皆顯見他對朝官身分的執著。而儒衣儒官的形象亦可由後村詞
風見出端倪，劉克莊有意識地在詞中避免描寫兒女情長的內容，而形成「後村別調」
，

71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106，頁 4424。

29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五 十 九 期

與其身為理學家的儒者背景相關。72實際上，畫師筆下的三種形象皆「逼真」
，他者
眼光所及，皆能窺得一端。至於劉克莊認為最「逼真」的自畫像，也是他最想展現
在眾人目光之下的則是幅巾杖藜的高逸形象，也因此，
「自壽詞」經常鋪陳他如何積
極的投入在隱逸高士的角色之中，並傳達這個角色帶給他的愉悅感。例如 70 歲生日
的形象：「背傴肩高，幅巾藜杖，敝袍穿履。向畫圖上面，十分似箇，見端門底。」
（〈水龍吟〉，
《後村詞箋注》
，頁 113）與〈又贈陳汝用〉所言相符。綜觀而言，這
些形象的標榜或揚棄，呈現劉克莊反覆的仕隱之辨，高逸之士睥睨世俗的形象，是
劉克莊在仕途受挫時，藉由標榜不同流俗，安頓自我的方法，在優游山水的姿態裡，
往往穿插著怨怒和狂傲的聲音，二者皆出自心中的不平之氣，成為後村詞的主要特
色，形就了與南宋詞壇迥異的《後村別調》
。

（一）從「自牋年甲」到「箋家譜年」的時間意識
劉克莊「自壽詞」的小題標示出明確的紀年，其作品也常標注創作時間或事件
發生的時間，顯見其具有明確的時間概念。而其留存的「自壽詞」為兩宋詞人之冠，
亦可知劉克莊習慣在新舊歲交替之際，為個人昔日的、未來的生命史進行反顧和瞻
望，進而從中展現個人形象。由於生日代表某種時間座標，回顧反省、總結往歲一
年，並與其他時間點相互參照，因此「自壽詞」的書寫，著重於個人的自我表述和
強烈的時間意識，逐年的「自壽詞」即是自我在時間之流中歸結出的生命歷程。劉
克莊「自壽詞」的自我形象經常環繞著「老」的意識，一來是「自壽詞」的寫作多
在五十歲以後，年齡上有所限定；二來時間的流動和今昔對比，經常能凸顯個人形
貌，甚至是心境的變化，也因此，劉克莊「自壽詞」常藉由外貌轉變來描述老態，

72

劉克莊家族自祖父劉夙起，師承鄉先賢林光朝（1114-1178）之艾軒道學，劉克莊屢次述及家學，而
於〈陳光仲常卿墓誌銘〉自道自幼抄誦「艾軒遺文」
。見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
，卷 165，頁
6420。劉克莊更親炙當世大儒真德秀（1178-1235），除了理學、文章的影響，仕途上亦受到真德秀
的提攜，參王宇：《劉克莊與南宋學術》，頁 134-142。另參張春義：
《宋詞與理學》（杭州：浙江大
學出版社，2008）
，從詞人與理學道統的淵源來討論理學對於詞人創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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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兒童詢問年紀來提引年歲的落差73，鋪陳「老」的寫作技巧多樣而巧妙。此外，
隨著時間的流逝，心境上由慕老、歎老、驕老或哀老，不管那一種心境，都可見生
日之時，劉克莊特別容易處在數算年歲的狀態，對於老的在意，大概隱含著一事無
成的憂懼，可見劉克莊「自壽詞」顯露出對於時間和生命流逝的焦慮，發而為對多
重自我形象的反覆標榜和揚棄。而其數算年歲的方式，最常運用北宋「洛陽耆英會」
老而賢者 13 人「序齒不序官」74的典故，透過與諸老成員的年齒差距，來數算自身
的年歲。例如 53 歲之「待異時約取，寬夫彥國，入耆英會。」盼能長壽；70 歲之
「少如彥國，大如君實。」點出自己的歲數；80 歲之「檢點洛下同盟，蕭疏甚，白
髮戴花人幾。」寫故舊凋零，而「晚會耆英，未論爵德，鄉曲無如齒。」則言耆英
會中無有如己之年齒者。耆英會成員的年歲，收錄於類書「排年事實」中，是壽詞
常用的格套之一。75
劉克莊具有強烈的時間意識，紀年已成為他的寫作習慣。如〈水龍吟‧丁巳（1257）
生日〉云：
待自牋年甲，繳還官職，換山翁號。（71 歲，
《後村詞箋注》
，頁 118）
又如〈水龍吟〉說：
題詩信意，也書甲子，也書年號。（
《後村詞箋注》
，頁 40）
「自牋年甲」乃是以文字為生命留下刻痕，雖然劉克莊說書寫甲子、年號，僅是「信
意」為之，然而漫不經意的背後，實際上是他對自身作品抱著傳世的自覺。據〈明
道祠滿〉一詩所述：
73

如〈水龍吟〉
：
「被兒童盤問，先生因甚，身頑健，年多少」
；
〈水龍吟〉
：
「兒童不識樗翁，挽衣借問
年今幾」
；
〈念奴嬌〉
：
「老逢初度，小兒女盤問翁翁年紀」
；
〈念奴嬌〉
：
「小孫盤問翁翁，今朝怎不陳
弧矢。」分見宋‧劉克莊：
《後村詞箋注》
，頁 108、113、206、219。

74

司馬光撰〈會約〉八條，見明‧司馬晰編纂：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
，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
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84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卷 7，頁 146-147。
〈文彥
博傳〉
：
「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
見元‧脫脫等撰：
《宋史》
，卷 313，頁 10293。

75

劉馨珺：
〈北宋洛陽耆英會─從碑銘談士大夫的交往活動〉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0（2008.11）
，
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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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作衡山香火緣，不教俗事到吟邊。清狂疇昔有三稿，警策即今無一聯。汝
輩未宜輕宿士，此翁猶及見先賢。丁寧稚子收殘草，他日箋家要譜年。76
劉克莊曾焚毀舊稿少作，
「少作幾千首，嘉定己卯（1219）
，自江上奉祠歸，發故篋，
盡焚之，僅存百首，是為《南嶽舊稿》
。」77極為重視自己的文稿。若由末聯「丁寧
稚子收殘草，他日箋家要譜年。」可知包括自壽詞在內，大量書寫甲子以紀年的習
慣，除了作為生平的紀錄，也是為了作品傳世之用。宋人在整理前人文集時，為了
替文學作品繫年，往往為文學家編輯年譜，南渡以後也為本朝人編年譜。78年譜的
編纂盛行於南宋，因此劉克莊此處所謂「譜年」
，即是指製訂年譜，也就是編年的個
人史。淳祐 8 年（1248）起林希逸已在刊刻劉克莊作品，先是出刊《後村集》
（又稱
《後村居士集》或《前集》）
，其後又有《後集》
、
《續集》
、
《新集》
，共四集。劉克莊
亦參與編纂，於《續稿》自跋：
「
《續稿》五十卷，起淳祐己酉（1249）
，至寶祐戊午
（1258）十年間之所作也。」79作品紀年詳細。過世兩年後，季子劉山甫於咸淳 6
年（1270）匯刻四集為《後村先生大全集》兩百卷。80直至今日，宋版《後村集》
仍有多種存世版本。81劉克莊從「自壽詞」到個人編年文集的出版，從個人有限的
生命史到作品的傳世，大量的甲子紀年，最終使自我形象因此長久地凝定在文字之
中，完成了傳世的企盼。

（二）從「性情說」到《後村別調》的形成
劉克莊以「性情說」破除理學家「貴理學而賤詩」82的「性理說」，認為：

76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21，頁 1198。

77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1，頁 1。

78

吳洪澤：
《宋人年譜集目‧宋編宋人年譜選刊》
（成都：巴蜀書社，1995）
，
〈前言〉
，頁 3-5。

79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193，頁 7546。

80

劉克莊文集流傳情況，參向以鮮：
《超越江湖的詩人：後村研究》
，頁 120-125、祝尚書：
《宋人別集

81

參張麗娟、程有慶：〈宋刻本《後村居士集》考證〉，《宋本》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

82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111，
〈恕齋詩存稿跋〉
，頁 4596。

敘錄》
（北京：中華書局，1999）
，頁 1299-1308。
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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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者，詩之體製也。歷千年萬世而不變者，人之情性也。83
從《詩經》至唐宋律絕，
「詩之體格有古律之變，人之性情無今昔之異。」84「性情」
為古今創作不變的前提，而以各種樣貌呈現，如〈翁應星樂府序〉指出翁詞題材多
樣，包括「說亭鄣堡戍間事」
、
「為閨情春怨之語」
、
「酒酣耳熱，憂時憤世之作」
，最
高者要如「陸（游）
、辛（棄疾）二公有此氣魄」
。85由詩入詞，「性情」之作因時因
人因體因事而異，雖氣魄有高下之別，卻各有精采，然而宋代理學家「嘲弄風月，
污人行止」86，嘲弄吟詠風月的詩人，對詞體更為蔑視。如〈跋黃孝邁長短句〉云：
為洛學者皆崇性理而抑藝文，詞猶藝文之下者也。87
劉克莊反對以二程為主的洛學對於小詞的鄙棄，於是將詞體與《詩經》比觀，從詩
詞同體的觀點來論詞，認為詞體既能言志，且能言情。88劉克莊主「性情」的詩學
觀，連帶地影響到他在詞體創作的表現特質，例如〈賀新郎‧席上聞歌有感〉云：
粗識國風關雎亂，羞學流鶯百囀，總不涉閨情春怨。
（《後村詞箋注》
，頁 326）
後村詞體現的是〈國風〉等雅正之作，絕少詞體應歌侑觴的環境描寫，亦不涉及「閨
情春怨」的追憶情調、惜花之情，可以說，女子情態已從後村詞中消失。後村詞與
南宋詞壇追求「柔婉」、「著些豔語」89的情調大異其趣，從「羞學流鶯百囀」可知
劉克莊一開始就沒有要走軟媚的風格，而是試圖去寫出他自己，以及現實帶給他的
想法，因而形成風格獨具的《後村別調》，被視為辛派詞人後勁。
劉克莊身為理學家後學90，接受辛稼軒（1140-1207）抒發現實及懷抱的作品，
83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106，
〈何謙詩跋〉
，頁 4413。

84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97，
〈宋希仁詩序〉
，頁 4092。

85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97，
〈翁應星樂府序〉
，頁 4083。

86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111，
〈恕齋詩存稿跋〉
，頁 4596。

87

〈黃孝邁長短句跋〉
：
「蓋君所作，原於《二南》
，其善者，雖夫子復出必和之矣。」宋‧劉克莊：
《劉
克莊集箋校》
，卷 106，頁 4425。

88

王錫九：
〈劉克莊的詞學觀〉
，《劉克莊詩學研究》
，頁 99-105。

89

〈論詞四標準〉
、
〈詠花卉及賦情〉
，見宋‧沈義父著，蔡嵩雲箋釋：
《樂府指迷箋釋》
，頁 43、71。

90

〈詞曲概〉
：
「劉後村詞，旨正而語有致。真西山《文章正宗》詩歌一門屬後村編類，且約以世教民
彝為主，知必心重其人也。」清‧劉熙載：
《藝概》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頁 112。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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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欣賞稼軒致力於實際事功、英勇抗金等精神，其〈辛稼軒集序〉云：
余謂耆卿直留連光景，歌詠太平爾。公所作大聲鞺鞳，小聲鏗鍧，橫絕六合，
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其穠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余
幼皆成誦。91
柳永詞留連光景的情調，僅是歌詠太平，缺乏個人豪情意態的起伏跌宕，不若稼軒
詞風展示了其時代的意義。劉克莊既欣賞稼軒有氣魄的雄渾之作，卻也不廢稼軒詞
「穠纖綿密」的一面，可見其廣納各體的鑑賞力。只是後村詞有意識地避開書寫歌
兒舞女的相思情調，也絕少如典雅詞人流連於往事之傷感，因此詞作情韻仍與善寫
春情的稼軒詞不同，可謂變體中的變體。〈瓜圃集序〉指出：
其言多有益世教，凡傲慢、褻狎、閨情、春怨之類，無一字及之。92
劉克莊推許「有益世教」之作，認為遠勝閨情春怨的描摹，如其〈滿江紅‧夜雨涼
甚，忽動從戎之興〉云：
生怕客談榆塞事，且教兒誦《花間集》。（《後村詞箋注》，頁 283）
詞人夜中生發「從戎之興」
，抱負無可施展，只能從來客聽聞邊疆國事，關切卻無可
奈何，於是教子吟誦無益世教之《花間集》
，打發時間。也因此，後村詞有意識地在
豪放與婉約、正體與變體中選擇，並實踐於創作之中。馮煦〈論劉克莊詞〉說：
拳拳君國，似放翁。志在有為，不欲以詞人自域，似稼軒。……胸次如此，
豈翦紅刻翠者可比。93
劉克莊與陸游（1125-1210）關切國事的襟懷略有彷彿94，而不願在倚聲的翦紅刻翠
之中消磨意志，以事功為職志，欲在仕途上有所作為，則與稼軒相似。
大儒真德秀（1178-1235）請劉克莊編選詩歌，二人以「世教民彝」為標準。
91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98，頁 4113。

92

宋‧劉克莊：
《劉克莊集箋校》，卷 94，頁 3975。

93

清‧馮煦：
《蒿庵論詞》
，收入唐圭璋編：
《詞話叢編》
（北京：中華書局，1986）
，頁 3595。

94

感時憂國的名作如：
〈賀新郎‧實之三和有憂邊之語，走筆答之〉
（國脈微如縷）
、
〈賀新郎‧送陳真
州子華〉
（北望神洲路）
、〈沁園春‧夢孚若〉
（何處相逢）
。見宋‧劉克莊：
《後村詞箋注》
，頁 89、
1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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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後村詞以自我意識來表述個人的生命經驗及所引起的反思，其歷年的「自
壽詞」展現得尤為明顯，面對屢遭彈劾的怨懣，一身抱負卻閒居偏遠的鄉里，只能
反覆稱說隱居的好處，命運不經意的轉折，最後汲汲營營來到高位，少年也老了，
從「自壽詞」中可見劉克莊複雜的性格。換言之，後村詞不再是書寫或呼喚普遍的
人情經驗，少見一般詞家本色之自我哀憐的語調，個人意志在詞作中更為張揚，如
「自壽詞」呈現出游離於塵俗之外的自我形象，經常表現出對這一切遭遇的蠻不在
乎。事實上，他卻無法不在乎官宦生涯的毀譽得失，也因此牢騷滿腹，嘲弄滿紙。
53 歲自壽詞說：
「起舞非狂，行吟非怨，高眠非傲。」（
《後村詞箋注》，頁 36-37）
劉克莊以「狂」、
「傲」來寫「怨」
，並上溯到《離騷》之「怨」，如：
自和山歌，國風之變，離騷之裔。（
〈水龍吟〉，
《後村詞箋注》
，頁 38）
旁觀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
（〈一翦眉〉
，
《後村詞箋注》
，頁 41）
詞中以〈詩大序〉之變風、楚騷之流亞自比，然其以「疏」
、
「狂」的形象來表現個
人情志，加上後村詞作出現的「旁人」所擔當的功能，幾乎是以譏毀訕笑的形象出
現95，仕途長期不順遂，使內心蒙上一層被害意識，因此劉克莊之「怨」帶著悲憤
的情調，與〈風〉
、
〈騷〉之怨的關懷有極大的落差。事實上，後村詞所呈現的狂傲
之語，是造成辛派詞人被認為流於叫囂的原因之一，與〈風〉、〈騷〉相去更遠。招
忌、受謗、見毀對個人的生命歷程來說，是一大挫敗和創傷，或可歸諸際遇和時運，
個人性情則是處世的關鍵。所謂「怨而不怒，哀而不傷」雖是儒家對君子理想人格
的推崇，而現實人間眾多的怨與怒、哀與傷，應也在中國文學中形成某種傳統，受
挫的文人在「得無怨乎」的狀態下，各自努力超拔出受到拘限的生存處境，此後境
界便有小大之分，既怨且怒的後者，如劉克莊反覆掛念生平遭遇，或許才是實際上
的多數。

95

劉克莊 72 歲仍守明道宮，詞中多次提及「旁人」
，預設的「旁人」擔當的功能以此暗諷曾遭多次貶
謫及他人的訕謗，如〈水龍吟〉
：
「從人謗道，是浮丘伯，是庚桑子」
；
〈解連環〉
：
「旁人嘲我，甚鬢
毛都禿，齒牙頻墮。」分見宋‧劉克莊：
《後村詞箋注》
，頁 11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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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後村大全集》中沒有出現「自壽詩」
，卻留下諸多「自壽詞」
，貫串了劉克莊
五十多歲至八十多歲的生命歷練，和逐年的思緒起伏。後村「自壽詞」經常自述平
生的仕宦遷移，形塑投閒置散的形象，其中有牢騷、蠻不在乎和幾分自以為是，並
展現出調笑狂豪、積極奮起的意志力。本文依次分析其歷年的「自壽詞」
，包括五十
多歲對官場魏闕、山林江湖反覆辯證的心態；六十多歲退居故里，發出萬般是命的
感喟；七十多歲老來運開，重新獲得起用後，對於歲月淹逝的數算；直到八十多歲
眼盲腳疾，知天壽已至，晚年之際，達到閑靜舒徐的生命狀態。其「自壽詞」既如
自傳，亦是自畫像，在朝官、儒士、高逸之士三種自我形象之間進行抉擇。劉克莊
對朝官身份的追求，使他一生遭逢多次貶謫，歸里守祠，也因此在詩詞中抒發許多
怨怒之音，而劉克莊的「怨」雖以楚騷自比，然而經常出之以狂傲之語，更對昔日
政敵多所記恨，而形成與南宋雅詞相去甚遠的「後村別調」
。辛派詞人被認為流於叫
囂，源於其個人意志過於張揚，劉克莊「自壽詞」正集中表現了此一特點。此外，
劉克莊以「性情說」提倡詩詞同體，不偏廢小詞，然其身為理學家的儒者身份，依
然影響了後村詞的創作，不寫閨情春怨的女子形象，而以抒發自我情志為主。後村
詞中絕少回憶往事，而是回歸到個人出身的歷史脈絡，可以說，由劉克莊的「自壽
詞」可以發現他一直在期待走到某種榮耀的時刻。至於高逸之士，是劉克莊在詞作
中反覆營造的形象，也是他認為最「逼真」的自我形象。劉克莊在「自壽詞」中大
量書寫恬淡閒適的隱逸情態，急於凸顯某種生活姿態和價值，以此作為安頓仕途受
挫的寬慰，即使蘇、辛詞也不常在詞中反覆強調自身存在的價值，至於一般詞作更
不會觸及到這個層面，因此後村詞實深具個人鮮明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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