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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剛巧構─周必大碑誌特色析論 

謝佩芬＊
 

摘 要 

周必大乃南宋碑誌大家，其作異於南宋散文「冗弱」弊病，而有「筆力益遒」

之頌譽。本文耙梳「遒」之內涵、重要性，並探求他種特色、形成原因與價值，彰

顯其成就，拓展南宋文學史觀看視野。全篇分就：奇行異氣─墓主特質之擇抉、

剛直品行─儒學世用之思考、破題新穎─碑誌結構之巧設、簡勁生硬─字詞

擇用之創獲數層面析論周必大碑誌創新求變情形。知悉周必大似有意揀選墓主奇異

性格、俠烈行為入文，既使墓主個性躍然紙上，亦符應司馬遷「善傳奇偉」風格。

此外，重視墓主「剛直」性情，兼由諸人仕途際遇思索儒者、儒學問題，強調世用。

源於書寫、審視碑誌文心態之改變，周必大筆法隨之新易，屢以異於「正體」之破

題開端，如特殊世系鋪陳、地理名稱開篇、以巨大時間跨度透顯人世滄桑、引經據

典議論時事等。重組字詞、移置動詞，簡用動詞以形成勁潔氣勢，營造新奇生硬效

果，可展現遒勁風骨，扭轉堆疊詞藻之陋習。 

關鍵詞：周必大、碑誌、南宋、冗弱、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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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ou Bi Da (1126-1204) is a tablet inscription maste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ithout the common rong-ruo (“lengthy and weak”) defect in typical Southern Song 

prose, Zhou Bi Da’s tablet inscriptions, for headstones mostly, enjoy the praise from the 

contemporary writers as “writing with power and strength.” This study will discuss the 

content and importance of such “power and strength” in his inscription works and also 

investigate their other characteristics, styling sources, and value so as to manifest his 

achievement and broaden the perspectives regarding the Southern Song literary histor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hou Bi Da’s tablet inscriptions are analyzed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choice of tomb occupants, consideration of Confucian literati’s life 

career, the delicateness of content structuring, and novelty of word choice. 

Firstly, Zhou seemed to intentionally choose a tomb occupant’s unusual character 

and chivalrous behavior in his inscription writings. It might not only represent the tomb 

occupant vividly but also tally with Si Ma Qian’s “biographies for the great and 

distinguished” style. In addition, Zhou emphasized the “uprightness” in a tomb 

occupant’s character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sidered the issues of Confucian literati and 

philosophy through the occupant’s life career. Moreover, instead of the orthodox direct 

opening, Zhou’s adjusted novel style, originated from the attitude change in the 

contemporary tablet-inscription reading and writing, would rather focus on elaborat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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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b occupant’s special genealogy, beginning with geographical names, revealing the 

constant changes in people’s life, citing the classics to comment on current events, etc. 

Lastly, by cleverly rearranging word orders and choices, Zhou was able to create a 

succinct and vigorous quality as well as a fresh and unique effect in his writings. In this 

way, he successfully improved the Southern Song prose that had suffered from the lack of 

power and strength and the problem of verbosity. 

Keywords: Zhou Bi Da, tablet inscriptions, Southern Song Dynasty, rong-ruo 

(“lengthy and weak”), writ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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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剛巧構─周必大碑誌特色析論
＊

 

謝佩芬 

一、前言 

周必大（1126-1204），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宋高宗讀其策後，嘗以「掌制

手也」1稱之。孝宗即位，除侍讀、翰林學士等官，「以文墨受知」2，淳熙年間（1174-1189）

歷任要職，人稱「太平宰相」。3光宗朝，封益國公，寧宗慶元元年（1195）以少傅

致仕，為「四朝之宗臣」4，卒後贈太師，諡「文忠」。5
 

周必大雖久居朝堂之上，忙於政事，然其乃「達官之好吟詠者」6，加以「學問

淵博」7，故而著述繁富8，生平所著書籍約計有 81 種，總數超過 200 卷9，多以「大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周必大散文及南宋文體問題研究」（MOST 104-2410-H-002-211）部分

成果，初稿、二稿曾分別於「第十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經典的詮釋與衍化─第五屆人

文化成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承蒙二位審查人、淺見洋二教授、李強教授惠賜高見，獲益良多，

謹此致謝。 

1 元‧脫脫：〈周必大傳〉，《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391，頁 11965。 

2 宋‧樓鑰：〈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太師諡文忠周公神道碑〉，《攻媿集》，收入嚴一萍選輯：

《百部叢書集成》第 27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卷 94，頁 841。 

3 宋‧劉過：〈辭周益公〉，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卷 2702，頁 31824。 

4 宋‧樓鑰：〈忠文耆徳之碑〉所記宋寧宗之語，《攻媿集》，收入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第 27

冊，卷 93，頁 835。 

5 周必大生平事蹟可參見《宋史》；周綸：〈周益國文忠公年譜〉，收入吳洪澤編：《宋人年譜集目‧宋

編宋人年譜選刊》（成都：巴蜀書社，1995），頁 226；沈治宏：〈周必大年譜簡編〉，收入四川大學

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資料中心編：《宋代文化研究》第 3 輯（成都：四川大學出

版社，1993），頁 281-308；李永麗：《周必大年譜》（成都：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論文，2007）；

王聰聰：《周必大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4）。 

6 陳衍評點，曹中孚校注：《宋詩精華錄》（成都：巴蜀書社，1992），卷 3，頁 468。 

7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卷 40，頁 526。 

8 朱歡歡計數《全宋文》中收錄之周必大散文，數量多達 4750 篇，見氏著：《周必大序跋文研究》（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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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形式面世10，宋孝宗「卿之文在廷莫及，真匠手也」11之語，讚許榮寵意味深

濃。陸游（1125-1210）則云： 

大丞相太師益公自少壯時，以進士、博學宏詞疊二科起家。不數年，歷太學

三館，予時定交於是時。時固多豪雋不群之士。然落筆立論，傾動一座，無

敢嬰其鋒者，惟公一人。中雖暫斥，而玉煙劍氣、三秀之芝，非窮山腐壤所

能湮沒。復出於時，極文章禮樂之用。絕世獨立，遂登相輔。雖去視草之地，

而大詔令典冊，孝宗皇帝獨特以屬公。……公在位久，崇論谹議，豐功偉績

見於朝廷，傳之夷狄者，何可勝數！予獨論其文者，墓有碑，史有傳，非集

序所當及也。12
 

以具體筆墨描繪周必大文學普受君王、時人推崇情景，「傾動一座，無敢嬰其鋒者」、

「絕世獨立」諸語，生動鮮明，周必大獨霸文壇景象彷若眼前重現，「主盟斯文」13

之評或為時人共識。14據陸游追憶，二人定交於年少，雖其後仕途發展有別，然以

陸游自身文學造詣之高，及多年觀察賞讀周必大作品之基礎，其評論應具信服力。 

正如陸游特意標舉「大詔令典冊」般，傳統文獻多強調周必大「制命溫雅，文

                                                                                                                                      
陽：瀋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頁 1。陶華則謂：「其各類文章計有六千餘篇」，氏著：《周必

大散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頁 1。 

9 周綸（？-？）於開禧中編次其父周必大作品計 200 卷，《宋史》、《直齋書錄題解》、《四庫全書》所

載數目一致，惟周綸並未盡收所有作品。 

10 關於周必大總集之名稱，各家說法不盡相同，《宋史‧藝文志》僅記錄各種單本著作之名稱，考察

史書曾出現之稱呼，計有：《平園集》、《周益公集》、《文忠集》、《周益公大全集》、《周益文忠公集》、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數種，詳參周蓮弟：〈周必大《文忠集》版本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41（2001.1），頁 65。 

11 宋‧樓鑰：〈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太師諡文忠周公神道碑〉，《攻媿集》，收入嚴一萍選輯：

《百部叢書集成》第 27 冊，卷 94，頁 841。  

12 宋‧陸游：〈周益公文集序〉，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卷 15，頁 153-154。「窮山腐壤」四字，此校注本作「窮山腐壞」，恐有誤，今據孔凡禮點校之《渭

南文集》（收入《陸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15，頁 2113）改作「窮山腐壤」。 

13 宋‧趙師：〈祭周必大文〉，《周益文忠公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88 冊（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3），「附錄」卷 1，頁 287。 

14 關於周必大身居文壇領袖一事，可參見馬茂軍：《宋代散文史論》（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337-387；

雷斌慧：〈南宋中期「文壇領袖」周必大〉，《求索》10（2009.10），頁 176-178；李光生：《周必大研

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 23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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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昌博，為南渡後臺閣之冠」15面向，然其「詞章為一時之冠」16者，實不僅限於典

誥制表類作品，徐誼（1144-1208）評贊周文： 

連篇累牘，姿態橫出，千滙萬狀，不主故常，何其富也，詩賦銘贊，清新嫵

麗，碑序題跋，率常誦其所見，足以補太史之闕遺，而正傳聞之訛謬。17
 

便肯定其富於變化、新變多姿之特色，同時區辨其詩賦銘贊、碑序題跋之風貌。所

謂「誦其所見」、「補太史之闕遺」、「正傳聞之訛謬」，既顯明其書寫態度乃據眼見實

事秉筆直言，亦強調其文價值，補遺、正謬作用兼備，不容忽視。 

美中不足處，乃在徐誼將「碑序題跋」併置以觀，綜言相同之處，未能識見各

體文章之歧異，實則碑、序、題、跋乃性質有別之文體，其書寫規範與成果理應各

自詮解，方能精切掌握作品特色，從而得知周必大某類文章之清晰面貌，以及該類

作品於文學史之地位。 

以碑誌文為例，周必大現存文集中計有 28 卷，約 124 篇文章，占全書卷數 14%，

比例不低，且宋人云：「晚筆力益遒，四方碑板，多以屬公」18，其碑誌普受推崇，

眾人囑求情形，略可想見一斑。周必大碑板獲致天下共譽，原因何在？「筆力益遒」

外，有無其他因素？何謂「遒」？如何「遒」？為何「遒」？ 

周必大「遒」問題之所以重要，乃在於清人莊仲方（1780-1857）曾云：「南宋

文多散漫萎弱，而墓志碑銘敘事處尤甚」19，姚椿（1777-1853）序文復載：「或曰：

南宋文氣冗弱，上不能望漢、唐、北宋，而下亦無以過元、明」。20此後，「冗弱」「一

                                                 
15 清‧紀昀：《周益文忠公集‧提要》，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8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頁 1。 

16 宋‧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卷 6，頁 37。 

17 宋‧徐誼：〈文忠平園續稿原序〉，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

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卷 6392，頁 79。 

18 宋‧李璧：〈周文忠公行狀〉，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卷 6686，頁 410。 

19 清‧莊仲方：〈體例〉，《南宋文範》，收入楊家駱主編：《國學名著珍本彙刊‧總集彙刊》第 1 冊（臺

北：鼎文書局，1975），頁 2。 

20 清‧莊仲方：〈南宋文範序〉，《南宋文範》，收入楊家駱主編：《國學名著珍本彙刊‧總集彙刊》第 1

冊，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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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被視作南宋散文的特點」21，「南宋碑傳，歷來被譏為『冗弱』」22確為常見言論。

原因當與南宋文章篇幅大量增長有關，部分碑誌文動輒數萬字，敘事不免拖沓散漫，

「冗弱」之譏自有道理。 

此種情形下，爬梳周必大碑誌之「遒」，釐清其內涵與重要性，既可滌除世人「冗

弱」之訾責，復可視為其文章特色，自有深究價值。 

「遒」之外，周必大碑誌文尚有何種特色？如何形成該種特色？有何重要性？

諸般問題若能細加梳理，周必大碑誌文、散文成就勢將藉此彰顯，吾人於南宋文學

史之觀看視野，應亦因此有所拓展。 

準此，本文擬就：墓主特質之擇抉、儒學世用之思考、碑誌結構之巧設、字詞

擇用之創獲幾層面析論周必大碑誌文之特色。 

上述四項研探角度所以能成立，最重要理由乃是奠基於碑誌文體之演進，以及

周必大撰作碑誌理念之改變。 

綜覽碑誌文發展歷史，誠如姚鼐（1731-1815）所見，「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

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23因以歌功頌德為主，碑誌作者大抵扮演代筆角色，僅

需依據請託家屬提供之材料裁剪成文即可，毋需展現個人文采，故作者為何人，原

初似無關緊要，趙振華整理文獻，發現： 

據已著錄的石刻資料考察，墓志撰者的署名，東漢未見，西晉、北魏稀見，

隋代很少。初唐罕見，至高宗儀鳳、調露起，撰文、書丹者名姓漸多。其後

此風大開，或附鐫匠鐡筆之名。24
 

撰者署名之有無，恐與各朝所存史料多寡無關，而是顯示書寫心態之變易，推知，

唐人看待碑誌文之態度已有所浮動，或已意識，碑誌文可與記、傳文章同視為某種

「創作」。 

因而，「隨著撰者署名的增多，志文中也頻頻出現撰者的影子，他們或說明撰志

                                                 
21 王琦珍：〈南宋散文評論中的幾個問題〉，《文學遺產》4（1988.8），頁 81。 

22 閔澤平：〈葉適文章風格論〉，《浙江海洋學院學報（人文科學版）》24：1（2007.3），頁 11。 

23 清‧姚鼐編，王文濡評註：〈序〉，《大字本評注古文辭類纂》（臺北：華正書局，1988），頁 1。 

24 趙振華：《洛陽古代銘刻文獻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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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或表明寫作目的，或抒發哀傷之情，均以『吾』、『余』等第一人稱出現。」25

此種「撰者的自我表白」26促使碑誌文不再只是附屬於墓主之記錄文字，而可歸屬

為撰者之獨特書寫，甚至具備文學價值。 

以〈樞密使贈金紫光祿大夫汪公澈神道碑〉為例，周必大原依循碑誌常規，錄

記墓主名諱、世系、履歷、壽年、妻子等資訊27，文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

卷，辭章簡重如其為人」28後，一般多會順勢帶出銘辭，周必大卻於此時驀然現身

文中，以「某」論事： 

某嘗觀《國史》，天聖中，契丹講好已二十餘年，宿將無在，武備卑缺，范

文正公方為京官，奏疏乞命大臣舉忠義有謀之人，次命武臣舉壯勇出群之士，

及復唐武舉，當世稱其有王佐才。由是入館閣，擢右司諫，言事鯁挺，為仁

宗所知。元昊僭竊，選帥西邊，盡瘁經營，昊竟納款。召拜二府，值西北交

爭，麟府奏警，自請宣撫河東、陝西，二虜卒不敢動。後歷數鎮而終。本朝

言文武兼資可為後世法，推以為首。29
 

長篇回思個人讀史往事，時序快速跳轉，自前文所記墓主葬日（乾道 9 年 2 月乙酉）

移至天聖年間，扼要書載范仲淹（989-1052）「文武兼資」情事，似與墓主絕不相干，

卻於「可為後世法，推以為首」後，緊接著以「公以文正嘗守鄱陽，師慕其為人」30

銜連，巧妙穿越時空限制，綰合二宋名儒。 

前文如實記事之後，似是有意翻轉舊制，避免淪為呆板制式帳冊，作品因而點

染較多文學風采，同時表抒自我主張。雖然唐人碑誌自我表白情形已漸多，韓愈及

其後文人於碑誌中現身議論亦非特例，但此處時空設計仍有其足堪玩味之趣。 

                                                 
25 楊向奎：《唐代墓志義例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13），頁 68。 

26 楊向奎：《唐代墓志義例研究》，頁 68。 

27 宋‧周必大：〈樞密使贈金紫光祿大夫汪公澈神道碑〉，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卷 5172，

頁 224-228。因期刊字數限制，並為使版面簡淨，下文凡引用周必大文章，一概不再註明「宋‧周

必大」、「《全宋文》」等字，僅標示篇名、卷、頁，文句出處相同者，儘量合併標註。 

28 〈樞密使贈金紫光祿大夫汪公澈神道碑〉，卷 5172，頁 228。 

29 〈樞密使贈金紫光祿大夫汪公澈神道碑〉，卷 5172，頁 229。 

30 〈樞密使贈金紫光祿大夫汪公澈神道碑〉，卷 5172，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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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周必大而言，碑誌文絕非潤色草藁、諛墓之作31，而是深具個人風格之「創

作」，寓託一己觀看塵世、評論人物、省鑑政事等見解。墓主形跡既可藉撰者生花妙

筆而栩栩如生，雖亡猶存；作者身影亦可藉書寫墓主而化留文中，長續不朽。以此

角度析論周必大碑誌文特色，當有所獲。 

周必大碑誌哀祭文數量極夥，為集中焦點論述，避免治絲益棼，本文僅擇取神

道碑、墓誌銘、墓表、墓碣等類作品析論32，行狀、祭文之類文章則暫作為參照輔

證資料，不納入主要研究對象。 

二、奇行異氣─墓主特質之擇抉 

倘以書寫對象、動機為基準，周必大碑誌文略可分為幾類：一為朝廷官員與其

親屬，基於公義私誼而「義不得辭」33、「義不可辭」34，此類作品中，周必大多將

墓主及其時政治大事、民生疾苦結合併述，藉以凸顯墓主個性與貢獻。二為至親家

人，多因慨嘆墓主嘉行懿德「不獲其報」35、「弗償以壽」36，「追悼切至」37，故自

                                                 
31 明人沈德符嘗云：「從來誌狀之屬，盡出其家子孫所創草藁，立言者隨而潤色之，不免過情之譽。」

氏著：〈內閣‧諛墓〉，《萬曆野獲編》上冊，收入《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4），

卷 8，頁 225。清人永瑢則謂：「大半誌銘，蓋諛墓之常不足詫。」氏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集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卷 157，「鴻慶居士集」，頁 3305。潤色、諛墓，恐為多數碑誌

文書寫實情。 

32 據歸納，碑誌文計有：神道碑、神道碑銘、墓誌銘等數十種稱呼，本文取其實質屬墓碑、墓誌者為

研究對象。參見明‧徐師曾著，羅根澤校點：《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頁 148-151。 

33 如〈朝請大夫知潼川府何君耕墓誌銘〉（卷 5176，頁 291）；〈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參知政事贈

太師張忠定公燾神道碑〉（卷 5178，頁 314）；〈譚宣義孚先墓誌銘〉（卷 5188，頁 65），三文述及撰

作原因時，皆曾言及此語。 

34 如〈樞密使贈金紫光祿大夫汪公澈神道碑〉（卷 5172，頁 229）；〈左朝請大夫魯公詧墓誌銘〉（卷 5174，

頁 253）；〈恭州太守任君續墓誌銘〉（卷 5176，頁 285）；〈資政殿大學士毗陵侯贈太保周簡惠公葵神

道碑〉（卷 5180，頁 363）；〈武徳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君伯琭墓誌銘〉（卷 5190，頁 101）等篇皆有

此語。 

35 〈先夫人王氏墓誌〉，卷 5177，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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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哀辭寫心」38，濃重悲傷情懷盈滿文中，令人低迴惆悵。三為素不相識或罕有往

來之人，因友朋請託或有感於「子孫切切顯親之志」39而撰，「表於金石垂勸來世」40

常為目的之一，故較少記史、抒情，而多別有寓託，筆法特殊。四為禪師，無論基

於「相識惟舊」41、「追念疇昔，敢不諾諸」42，或對請銘者「愧其勤」43而不得不為

之，文中多曾論述佛禪事理，記錄墓主預知大限時日等事。 

四類碑誌文之墓主身分、撰寫源起雖有不同，然周必大落筆前之構思、覓材似

有相近處，此或與周氏對碑誌之認知有關。 

考碑誌文肇始之初，乃因「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歿則後人為之鑄器以

銘，而俾傳於無窮」44，至漢代，「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45，「以為異時

陵谷變遷之防」46，「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也」47，是知「頌揚死者的功美，

使其聲名不朽為主要文體職能」48，漢代後則兼具子孫辨識之用。然至唐代，碑誌

文之義例、筆法、功能皆有所改變49，韓愈（768-824）尤為關鍵人物，錢基博

（1887-1957）認為： 

碑傳文有兩體：其一蔡邕體，語多虛贊而緯以事歷，魏、晉、宋、齊、梁、

陳、隋、唐人碑多宗之；其一韓愈體，事尚實敘而裁如史傳，唐以下歐、蘇、

曾、王諸人碑多宗之。50
 

                                                                                                                                      
36 〈先夫人王氏墓誌〉，卷 5177，頁 301。 

37 〈益國夫人墓誌銘〉，卷 5192，頁 133。 

38 〈益國夫人墓誌銘〉，卷 5192，頁 133。 

39 〈彭孝子千里墓表〉，卷 5192，頁 127。 

40 〈彭孝子千里墓表〉，卷 5192，頁 127-128。 

41 〈訥菴塔銘〉，卷 5195，頁 170。 

42 〈贛州寧都縣慶雲尒禪師塔銘〉，卷 5195，頁 169。 

43 〈寒巖升禪師塔銘〉，卷 5195，頁 171。 

44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頁 148。 

45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頁 148。 

46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頁 148。 

47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頁 107-108。 

48 于景祥、李貴銀編著：《中國歷代碑志文話》（瀋陽：遼海出版社，2009），頁 19。 

49 詳參楊向奎：《唐代墓志義例研究》一書；于景祥、李貴銀：《中國歷代碑志文話》，頁 49-83。 

50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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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閱北宋歐、蘇、曾、王諸家碑誌作品，確多「裁如史傳」情形。而周必大曾於高

宗紹興 32 年（1162）「兼國史院編修官」51，於記史、修史應有愈加深刻之體會。 

乾道 9 年（1173），孝宗親為蘇軾文集撰序，自言：「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

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捨，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

以為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52此後，南宋文壇掀起崇尚蘇軾文章風氣，

筆記小說記載：「淳熙中，尚蘇氏，文多宏放」53、「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

菜羮」54，蘇文盛行情形不難想見。同時間，有「淳熙間，歐文盛行」55之說。加以

周必大崇慕歐陽脩（1007-1072）之心理狀態，凡此諸般因素，皆可能使周必大視歐、

蘇為學習目標，亦以史傳筆法撰書碑誌。  

究其實，墓誌銘「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年月，與

其子孫之大略」56，原即具有傳記性質，「墓誌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誌主的一篇小型

傳記」57，言簡意賅點出其本質。 

一般而言，世系、名字、爵里、壽年、卒葬年月、子孫大略皆為已知事實，撰

述者據事直書即可，然若下筆之前並未思索如何編排剪裁，僅止堆砌陳列，便極易

淪為流水帳，千人一面。 

惟上述資料限定性頗高，作者或調動文中出現順序，或改換部分描寫字詞，發

揮空間有限，難能展現個人功力。至於「行治」，除早夭外，墓主數十年人生旅程，

泰半可提供豐富內容，甚且繁雜多端，如何擇取合宜情事，芟汰蕪亂而切當呈顯墓

主一生重要事蹟，凸顯各自風采，實乃考驗作者之舉。 

                                                 
51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99，頁 865。 

52 宋孝宗：〈御製蘇軾贊‧并序〉，收入明‧楊慎編，劉琳、王曉波點校：《全蜀藝文志》下冊（北京：

線裝書局，2003），卷 44，頁 1348。 

53 宋‧趙彥衛著，傅根清點校：《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 8，頁 133。 

54 宋‧陸游著，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8，頁 100。 

55 宋‧吳子良：〈李習之諸人文字〉，《荊溪林下偶談》（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卷 3，頁 10。淳

熙為南宋孝宗第三個年號，史書載記，乾道 9 年，孝宗於圜丘祭祀，大赦天下，改次年為淳熙元年

（1174），淳熙 16 年（1189），光宗即位後沿用此一年號，次年改元為紹熙元年（1190），「淳熙」

之名計用 16 年。 

56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頁 148。 

57 林登順：《北朝墓誌文研究》（臺北：麗文文化公司，2009），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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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周必大為例，百餘篇碑誌文，周氏以何標準選擇各墓主行治加以記錄？如何

書寫？其間有無異同之處？如何臻至「筆力益遒」境地？ 

就某種角度而言，作傳本身「是一系列『尋尋覓覓』的歷程。研究者在追尋『傳

主』的『精神世界』，也同時在追尋自己的生命。」58「為他人作傳，其實是一種『自

己』與『傳記』互動、對話、精神交融的歷程。」59當周必大揀擇適合入誌的材料

時，極可能透過這般互動、對話，建立自設的一套去取準則，過程中，作者希冀「建

構」的墓主形象也逐漸澄明。如此形象自然是周必大心目中認同，願意世人知曉，

甚且學習的標的，而「認同」所涉及的價值評判，便會回扣至作者本身好惡，「傳記

作者傾向於在傳記中潛藏自我的描繪」60，確為事實。 

因此，當我們發現周必大筆下墓主經常共具某種人格特質時，究竟是那麼巧合，

那些人格特質都是墓主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面？還是透過周必大雙眼看出去，墓主們

的某種特質都被自動篩選、放大，以至有意捨棄其他特質，全力鋪陳「打動」作者

的那一點？而那項特質，是否也正是周必大自身最重要的特質？ 

墓主異於常人、奇特言行，是周必大碑誌文中經常強調的面向，此現象若置於

性別視域考察，愈加清晰。周必大嘗引錄張廷傑（1111-1176）請銘書函之語，謂： 

士大夫或出或處，其行誼才猷皆可表見於世。至於婦人女子，其處也以組紃

婉娩為能，已嫁則奉尊嫜、勤盥饋耳，隱德懿行微姻黨有所不知。61
 

正因宋代女子深處閨門之中，隱德懿行難為人所知，兼以古來三從四德觀念影響深

遠，以致於「婦人無才便是德，所謂以順從為正者也」62成為常態，宋人墓誌中之

女性形象也模式化為孝女、順婦、慈母、賢妻63，描寫其性情舉止之常用字出現頻

                                                 
58 丁興祥、賴誠斌：〈心理傳記學的開展與應用：典範與方法〉，《應用心理研究》12（2001.12），頁

88。 

59 丁興祥、賴誠斌：〈心理傳記學的開展與應用：典範與方法〉，頁 88。 

60 William McKinley Runyan 著，丁興祥、張慈宜、賴誠斌等譯：《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理論與

方法的探索》（臺北：遠流出版社，2002），頁 52。 

61 〈靖州推官張廷傑妻李夫人墓誌銘〉，卷 5177，頁 304-305。 

62 清‧刁包：《易酌》，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3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6，

頁 153。 

63 楊果：〈宋人墓志中的女性形象解讀〉，《宋遼金史論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 300-313。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六 十 二 期 

 

14 

率依序為：德、賢；柔、順；淑、靜；敏、慧四組64，確如歐陽脩所云： 

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見其為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為母之方；

書其子孫之眾，壽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家至于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65
 

女性墓誌銘幾皆自上述諸角度書寫其人其德，然無論「勤儉靜方」66、「四德兼茂」67

或「擇鄰儲祉」68等銘詞，實多以「經紀家事」69、「治家有法」70為頌揚依據，墓主

能獲致「賢哉夫人」71之讚歎乃來自於女性對「他人」之付出、貢獻，一以他人之

表現、視角為評判依準，而難以識見女性墓主之獨特個性、真實情感與面貌。此種

限制自與古代時空背景、女子社會地位有關，所謂： 

除了極少數在高層弄權者外，女子在封建男權社會并無多少可以形諸筆墨的

行迹，因而她的價值是一種家庭價值而不是社會價值。而其家庭價值又主要

通過夫君（或子女）實現，其價值的間接性又決定了女性的墓誌只能以典語

虛化之。72
 

確實道出書寫女性墓誌銘之困境。然以周必大之才識，應不甘為其所拘。因此其女

性碑誌中雖亦有符合孝婦、賢妻、嚴母形象之作73，惟其似有意顯揚女性異於傳統

之面貌，故揀擇材料、安排內容時不再停留於單一視角，而能刻畫墓主特殊風采，

使人物愈加立體生動，如追憶其亡姐： 

御下有法度，接物極和易，與人言惟恐傷之，及臨事，果斷不惑，凜然有烈

丈夫之風，處大利害略不動聲色。平居言弗妄發，至論事成否、語逆順莫不

                                                 
64 楊果：《宋遼金史論稿》，頁 307。此為作者統計《范文正公集》、《東坡全集》、周必大《文忠集》等

三十多種宋人文集、二百多篇女性墓誌所得結果，應具一定代表性。 

65 宋‧歐陽脩：〈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0），卷 36，頁 946。 

66 〈程給事母宜人胡氏墓誌銘〉，卷 5177，頁 311。 

67 〈程給事母宜人胡氏墓誌銘〉，卷 5177，頁 310。 

68 〈程給事母宜人胡氏墓誌銘〉，卷 5177，頁 311。 

69 〈亡姊尚夫人墓誌〉，卷 5177，頁 304。 

70 〈參議董君昌裔墓誌銘〉，卷 5188，頁 71。 

71 〈靖州推官張廷傑妻李夫人墓誌銘〉，卷 5177，頁 305。 

72 李乃龍：《文選文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 338。 

73 參見魏琼琼：〈周必大女性墓志銘中的女性形象〉，《武夷學院學報》34：10（2015.10），頁 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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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理。間有請問舊事，則雖未齔時耳目所經歷者，細大畢記；其道上世流風

遺俗，本末曲折，使人聽之灑然。74
 

嚴正剛烈、英武果決之意明晰，全無傳統柔弱、順服氣息。學者認為此類女子被比

附為男子，「不類女子」成為對女子最高稱讚乃是莫大諷刺，「體現的是明顯的男性

優越的意味」75，雖有其道理，然細思周必大心情，當非源於「男性優越」而有此

番書寫。此舉應詮解為，周必大觀看墓主行事作為時，已有意識關注其特出面向，

甚且欣賞某種「奇」趣，如孟媼（？-？）其人，周必大記曰： 

方外家隆盛時，金帛填委，同輩皆厚自殖，媼視之蔑如也；顧獨喜博，負雖

多，懽然無吝容，勝亦散之，未嘗有所貯積。戊申己酉歲，江浙大亂，吾家

轉側兵火中，而先君不幸。後十年，先夫人復謝世，蓋多故矣。人為媼戚戚，

媼自若也。遇博輒抽簪質衣，一笑為樂。……人有不直，亦嫚罵弗恤，其人

愧服曰：「媼言是，吾不怨。」76
 

藉由孟媼與他人對照之小事數件，鮮明描繪孟媼「憂樂不能移，物我不能二」77修

為。文中，周必大甚少透露孟媼乳育幼主情景，然自「齊述反，某與亡弟子柔夜挾

媼出城，得舟下廬陵，寓永和鎮之本覺院」78一段，可察知周氏兄弟與孟媼之深濃

情感。 

照常理，孟媼應亦為「有恩勞」79之乳母，周必大卻無隻字片語記錄、感念其

「工巧勤儉」80、「頹然順善」81之類品性，反一再強調「獨喜博」、「遇博輒抽簪質

衣」之好博行為，甚且「嫚罵弗恤」，似毫無溫良恭讓、仁恕情懷，而別具豪爽直率

性格，迥異於一般墓誌銘中之乳母與女性形象。 

周必大此種筆法，既使墓主形貌立體而活靈活現，亦可突出其人與眾不同之處，

                                                 
74 〈亡姊尚夫人墓誌〉，卷 5177，頁 303。 

75 楊果：《宋遼金史論稿》，頁 324。 

76 〈孟媼葬記〉，卷 5177，頁 311-312。 

77 〈孟媼葬記〉，卷 5177，頁 311。 

78 〈孟媼葬記〉，卷 5177，頁 312。 

79 宋‧蘇軾：〈乳母任氏墓誌銘〉，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5，頁 473。 

80 宋‧蘇軾：〈乳母任氏墓誌銘〉，卷 15，頁 473。 

81 宋‧蘇軾：〈保母楊氏墓誌銘〉，卷 15，頁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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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淪為套式。因此，孟媼之「奇特」82絕不僅在於身後「頂骨如雪而舌不壞，舍

利綴屬無數」83，而更在其心不起塵勞，其行不拘常規。 

如何書寫孟媼，清楚顯示周必大撰著碑誌文之態度。 

人生乃由諸多紅塵俗事串連而成，生活片段亦有諸多可供立傳寫史者採擷編輯

之例，作者選此去彼之過程與結果便已揭示其好惡，某種書寫目的亦蘊涵其中。所

謂「墓誌以隱惡揚善為原則」、「時常只透露『部分』而非全部的真相」84，洵為實

情。然，何謂「善」？何謂「惡」？每位撰述者恐有不同定義。 

以前引二文為例，周必大亡姐「凜然有烈丈夫之風」及孟媼「遇博輒抽簪質衣」

作為，應不合乎傳統期待女性順服之要求。周必大於篇幅有限之碑誌中選記其事，

證明其「善」之標準已有所變更，恐非一以儒家德行為依規，而轉以墓主真實個性

為主，其中又以某種奇氣、義舉最吸引周必大書寫，如： 

輕財重義，濟人之急，家無餘貲。85
 

才具恢閎，輕財重義，赴人之急甚於己私。86
 

脫人於阨，却其餉謝，率以為常。87
 

與《史記‧游俠列傳》書寫朱家之精神、文字頗有近似處：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

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

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

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

莫不延頸願交焉。88
 

                                                 
82 〈孟媼葬記〉，卷 5177，頁 312。 

83 〈孟媼葬記〉，卷 5177，頁 312。 

84 二句皆見柳立言：〈蘇軾乳母任採蓮墓誌銘反映的歷史變化〉，《中國史研究》1（2007.3），頁 105。 

85 〈中大夫贈特進蔡公伸神道碑〉，卷 5180，頁 346。 

86 〈承直郎尚甥振藻墓誌銘〉，卷 5189，頁 94。 

87 〈譚君紹先墓誌銘〉，卷 5191，頁 122。 

88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

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 124，頁 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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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人之急甚於己私」與「趨人之急，甚己之私」雷同度極高；「脫人於阨，却其餉

謝」可謂「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之濃縮，亦為郭解「厚施

而薄望」89之註解；而「輕財重義」堪稱朱家及所有游俠共同特質。周必大嘗於碑

誌文中追思歐陽脩： 

昔公常自云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奇偉，使人喜讀，欲學其作。厥後著

《五代史》，辭氣遂與遷相上下。若予者愛公之文如公愛遷書也，特不能學

公之文，如公之能學遷耳。90
 

雖自謙不能學歐公之文，然周必大「喜傳人事」、愛「奇偉」之心，恐與歐公相同，

因而於揀選墓主事蹟入傳時，有意無意取其「俠」氣縱橫之例，如： 

公才雄氣豪，身長六尺餘，音吐洪暢，飲酒至數斗不亂，談辯滾滾，遇事迎

刃輒解，蓋偉人也。91
 

恍惚似有游俠陳遵（？-？）「長八尺餘」、「容貌甚偉」、「贍於文辭」、「大率常醉，

然事亦不廢」92影跡。而張卲（？-？）「天資勁偉，遇事慷慨，酒酣耳熱，悲歌憤激，

常以功名自許。」93又若有荊軻「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

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94之激昂，二人彼時

素志不遂之處境亦相似。 

上舉數例皆與《史記》游俠、刺客有關，以此重新檢視孟媼喜博情事，似亦與

劇孟（？-？）「好博」類似95，難免引發聯想。 

簡言之，前引數位墓主皆有異於儕輩之處，獨具某種「奇」氣，而周必大碑誌

文中確好言及墓主之「奇」，如： 

                                                 
89 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卷 124，頁 3185。 

90 〈彭孝子千里墓表〉，卷 5192，頁 128。 

91 〈興國太守贈太保王公綯神道碑〉，卷 5171，頁 220。 

92 前三句皆見於漢‧班固：〈游俠傳‧陳遵〉，《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卷 92，頁 3711。此

句見頁 3710。 

93 〈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張公卲神道碑〉，卷 5182，頁 380。 

94 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卷 86，頁 2528。 

95 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卷 124，頁 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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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一日夢至潭上，見巨鯉躍出，驚波洶湧，震動磯石，旁有偉衣冠人笑曰：

「發矣，發矣！」未幾生公，因以為名。……公游襄漢蘷峽間，數以奇策撼

將帥，獨落落無所合，乃復事科舉。96
 

「巨鯉躍出」、「驚波洶湧」、「震動磯石」三組詞彙，畫面時刻處於劇烈晃搖狀態，

鮮明靈活，驚心動魄，震撼十足，既攫取讀者注意，亦產生期待好奇，未知將發生

何事。其後，周必大以「偉」衣冠人笑語「發矣，發矣！」之景象收束，連結墓主

李發（1094-1174）誕生一事，奇異場景令人難忘。以此續言墓主「奇策」、「落落無

所合」際遇，與世不諧形貌自然突出。 

再如郭彌約（1097-1178）、周葵（1098-1174）二人，周必大書曰： 

惟公才甚高，學甚勤，志甚大，惜命之不副。方少時讀書為文，已卓然不羣，

意富貴可唾手取。既齟齬無以自發，則畫兵機數十策往撼岳將軍。將軍奇之，

奏以官，歷三任咸有績可紀。已而嘆曰：「徒勞耳。」掛衣冠而去。97
 

當是時，言路固多名臣，其視力輕重而為向背亦或有之。惟毗陵周簡惠公以

乙卯歲趙、張并相之日，四月入臺，八月進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事

至三十章，太抵謂自治其國，乃能成功，今外有強敵，內有群盜，不可事虛

文、貽實禍。歷條時政二十餘事，指宰相不任責。上變色曰：「趙鼎、張浚

肯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小事形跡之？」公徐奏：「陛下有過，尚望大

臣盡心。今臣一及大臣，便為形跡，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

之也。」上改容曰：「此論甚奇。」最後連章極論趙子淔，語侵趙公。又論

張公大舉北伐，繫國存亡，坐是不得其言而去。98
 

二位墓主皆有報國大志，皆不畏強權，以奇策、奇論引人另眼相看，原應大用，無

奈未能遂其願，「卓然不羣」形象鮮活，亦令人惋惜慨嘆。 

周必大筆下，多位墓主皆「懷奇負氣」99，故「時猶未冠，人皆奇之」100、「忠

                                                 
96 〈靖州太守李君發墓誌銘〉，卷 5175，頁 265。 

97 〈朝散郎致仕郭公彌約墓表〉，卷 5177，頁 296。 

98 〈資政殿大學士毗陵侯贈太保周簡惠公葵神道碑〉，卷 5180，頁 357。 

99 〈直敷文閻致仕魯公訔墓誌銘〉，卷 5176，頁 282。 

100 〈秘閣修撰湖南轉運副使蕭公之敏墓誌銘〉，卷 5175，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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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奇之」101、「皆奇之」102、「右史張公來居宛丘，一見奇之，授六經、杜詩」103、「詔

百官條時弊，公舉十事，極論文具非所以為國，執政奇其才」104、「人皆異之」105、

「闔府嗟異」106之類詞語屢見不鮮。 

然，世人既「奇之」、「異之」，自也暗示墓主異於常人之才華性格，若無明主賞

識，時運配合，「數奇」107命運恐難以避免，「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108似為

常理。 

三、剛直品行─儒學世用之思考 

前節所引諸例，呈顯周必大為多位墓主書寫碑誌時，似有意揀選其人個性「奇」、

「異」面向，彰揚其俠烈英氣，此種擇奇棄凡筆法，既可抉發墓主獨特姿采，復可

符應司馬遷「善傳奇偉」風格，「使人喜讀」，自有其價值。 

「奇」、「俠」之外，周必大亦常於碑誌作品強調墓主「剛直」性情，如其「平

生所敬慕」109位列「廬陵三忠」之一的胡詮（1102-1080）： 

紹興和戎，高皇有不得已者矣，兩宮未歸，母后春秋已高，故與大臣决策從

權。中外議論雖洶洶，顧無敢直陳於上前者，獨樞密院編修官胡公銓上書數

百言，援大義而伸之。110
 

                                                 
101 〈歐陽元鼎墓誌銘〉，卷 5191，頁 110。 

102 〈朝請大夫知潼川府何君耕墓誌銘〉，卷 5176，頁 289。 

103 〈興國太守贈太保王公綯神道碑〉，卷 5171，頁 218。 

104 〈資政殿大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卷 5179，頁 331。 

105 〈乘務郎胡君泳墓誌銘〉，卷 5174，頁 259-260。 

106 〈秘閣修撰湖南轉運副使蕭公之敏墓誌銘〉，卷 5175，頁 270。 

107 〈朝散大夫直秘閣陳公從古墓誌銘〉，卷 5176，頁 287。「奇」於此有「乖舛」之意，「數奇」乃指

際遇不順，屢次受挫。 

108 明‧袁宏道：〈徐文長傳〉，《袁中郎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08），卷 4，頁 34。 

109 元‧脫脫：〈周必大傳〉，《宋史》，卷 391，頁 11972。 

110 〈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胡忠簡公神道碑〉，卷 5172，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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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主和益堅，公爭之力。111
 

「忠直」耿介節操具現無遺，而當時「大臣專國柄，小人觀望迎合，必欲置公死地」，

即使九死一生，凶險難測，胡詮志節仍無絲毫遷移，以至撼動民心，「名震天下，勇

者服，怯者奮」。112再如蕭燧（1117-1193）碑誌載： 

時中外無慮，歲事屢豐，議者復及進取。上以問公。公曰：「賢否雜糅，風

俗澆浮，兵未強，財未裕，正宜臥薪嘗膽，以圖內治。若恃小康萌驕心，非

臣所知。」上曰：「忠言也。」……夔帥李景孠恃援貪虐，臺臣不敢劾，公

極力論之。趙參政雄奏公誤信孠讎人令狐某之言，捕治其人。公併及趙。上

不得已，閏六月徙公刑部侍郎。懇辭，不聽。固請補外，九月出知嚴州。吏

部尚書鄭丙、侍郎李椿皆謂公不當去，上亦悔之。113
 

南宋偏安一隅，與金人幾回戰、和，而自隆興 2 年（1164）12 月達成和議後，政局

暫獲平穩緩和，乾道、淳熙年間，屢有朝臣建議揮兵北上，恢復故土。114此刻蕭燧

卻甘冒大不韙，「質直無附麗」，「糾正姦邪」115，直言朝廷人才、財政、風俗等各項

弊病，諫阻進取之議，其剛正勇直風骨實非凡夫可比。 

張闡（1091-1164）碑誌則記： 

他人附麗不暇，公獨介然其間。秦知公久次，喜論事，一日微諷公，謂當入

臺。公迎拒之，坐是報罷，閑廢十有五年，了無慍色。秦薨，公亦不求知於

人。二十九年，始以御史臺薦為檢法官，班序更出正字下，恂恂百僚底，人

為太公息。116
 

公上十事：一曰強國勢，二曰革苟且，三曰重臺諫，四曰明賞罰，五曰信號

令，六曰抑奔競，七曰嚴軍政，八曰戢貪吏，九曰節財用，十曰禁科歛。當是

                                                 
111 〈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胡忠簡公神道碑〉，卷 5172，頁 233。 

112 三處引文分見於卷 5172，頁 232、231、231。 

113 〈資政殿學士宣奉大夫參知政事蕭正肅公燧神道碑〉，卷 5184，頁 9。 

114 關於此段時期，政局背景與周必大仕宦情形，可參見許浩然：《周必大的歷史世界：南宋高、孝、

光、寧四朝士人關係之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頁 22-142。 

115 此二句見〈資政殿學士宣奉大夫參知政事蕭正肅公燧神道碑〉，卷 5184，頁 9。 

116 〈龍圖闇學士左通奉大夫致仕贈少師諡忠簡張公闡神道碑〉，卷 5178，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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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詔數十人，惟公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實事，斥言權倖，無所回隱。117
 

仍以「他人」與墓主對比方式凸顯其人「鯁挺」118骨氣，即使因而廢退多年亦了無

慍色。其後廷議「應詔數十人」，惟墓主與王十朋（1112-1171）二人「無所回隱」，

正義凜然之氣概愈發獨特。文末，周必大徵引墓主賦詩自云「八請犯天顏」119之語，

其感激不避死生、剛直不阿形貌自深刻動人。 

周必大書記墓主事蹟時，常如此處所錄文本般，不嫌繁冗，將墓主上奏十事一

一條列，除呼應後文「指陳實事，斥言權倖」內容，應是作者認同其「深中時病」120

之用，並藉此提供存史備採材料。121
 

學者認為，唐宋時，碑誌文此類「應用文在當時受重視，可以趁機讓人傳誦，

有一種向世人『發表』的機會」。122周必大撰作碑誌文時，當已思考「發表」問題，

除滿足「孝子慈孫之心」123外，意欲藉此傳遞人臣立身處世軌範、執政戒惕之理念，

恐不容忽視。 

前舉三重臣外，周必大亦曾言張燾（1013-1082）「政事闕失盡言無隱」124、「知

無不言而上不疑，誼形於色而下不忌」125；李邴（1085-1146）「毅然正詞，氣折兇

醜，萬衆動色，具臣靦顏」126；蕭之敏（1112-1177）「剛方不撓，質直而明」127；

李燾（1115-1184）「論事益切，每集議，衆未發言，公條陳可否，無所避」128、「持

                                                 
117 〈龍圖闇學士左通奉大夫致仕贈少師諡忠簡張公闡神道碑〉，卷 5178，頁 325。 

118 〈龍圖闇學士左通奉大夫致仕贈少師諡忠簡張公闡神道碑〉，卷 5178，頁 323。 

119 〈龍圖闇學士左通奉大夫致仕贈少師諡忠簡張公闡神道碑〉，卷 5178，頁 327。 

120 〈龍圖闇學士左通奉大夫致仕贈少師諡忠簡張公闡神道碑〉，卷 5178，頁 325。 

121 關於周必大碑誌文之史料價值，可參見扶平凡：《南宋江西散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4），頁 253-257。 

122 韓兆琦：〈《史記》與中國古代傳記文學〉，收入中國傳記文學學會編：《傳記傳統與傳記現代化─

中國古代傳記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頁 116。 

123 明‧吳訥著，于北山校點：《文章辨體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頁 53。 

124 〈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參知政事贈太師張忠定公燾神道碑〉，卷 5178，頁 316。 

125 〈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參知政事贈太師張忠定公燾神道碑〉，卷 5178，頁 321。 

126 〈資政殿學士參知政事贈太師李文敏公邴神道碑〉，卷 5186，頁 42。 

127 〈秘閣修撰湖南轉運副使蕭公之敏墓誌銘〉，卷 5175，頁 271。 

128 〈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卷 5183，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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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不隨時類」129；鄭丙（1121-1194）「居鄉接物極其和易，當官立朝則氣節凛然」、

「嫉惡有素」，「感激盡言，數犯貴要之鋒」130；彭叔度（1128-1201）「臨事則剛方

有守」。131眾人在朝之具體應對、作為自有不同，然一致展現剛直不屈、忠言無諱氣

節，頗值深思。 

類似例證，不勝枚舉。原因之一，自是時局動盪，家國飄搖，有識之士義憤陳

報。然諸位朝臣是否皆僅此一面貌？周必大不避重複，再三書寫眾人剛直氣格，除

如實記錄外，有無個人好惡抉擇考量？諸位墓主「實際的個人歷史」與「被表現的

個人歷史」是否一致？132
 

《宋史》載錄周必大嘗「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繳駁不辟權倖」133，與張

闡「上十事」、「斥言權倖」類似。又曾犯顏直諌，奏曰： 

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

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

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134
 

其論練兵、擇人之見解與蕭燧可相參看，而抗命不草詔書，堅持：「昨舉朝以為不可，

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

草。」135「剛方有守」節操亦與彭叔度相近。至於君臣相處互動情形，如： 

上日御毬場，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年天下，屬在聖躬，

願自愛。」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銜橛之變乎？正以讎恥未雪，不

欲自逸爾。」136
 

「主聖臣直」137情況亦與周葵近似，乃至孝宗嘉許周必大「卿不迎合，無附麗，朕

                                                 
129 〈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卷 5183，頁 404。 

130 此三處引文皆見於〈吏部尚書鄭公丙神道碑〉，卷 5182，頁 389。 

131 〈通直郎彭君叔度墓誌銘〉，卷 5189，頁 86。 

132 此二詞語引自柳立言：〈蘇軾乳母任採蓮墓誌銘反映的歷史變化〉，頁 106。 

133 此二句引自元‧脫脫：〈周必大傳〉，《宋史》，卷 391，頁 11966。 

134 元‧脫脫：〈周必大傳〉，《宋史》，卷 391，頁 11967。 

135 元‧脫脫：〈周必大傳〉，《宋史》，卷 391，頁 11967。 

136 元‧脫脫：〈周必大傳〉，《宋史》，卷 391，頁 11968。 

137 〈資政殿大學士毗陵侯贈太保周簡惠公葵神道碑〉，卷 5180，頁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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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倚重」138言辭，亦與張闡介然不附麗操守相同。 

凡此種種，皆不免令人推測：是否周必大自身「剛正如此」139，故而觀看、撰

書他人碑誌文時，對墓主剛、直言行別有會心，甚至著意關注，大加描繪？此般抽

繹資料、落筆角度，既用以表彰墓主氣節，成全其卓然不羣樣貌，更可塑立人臣典

範。 

關於人臣典範，另有一事可加思考。 

古來士大夫皆秉承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理念，冀求經世濟民，致君堯舜；而

自隋唐科舉取士之後，雖廣開仕宦之門，寒士亦可藉苦讀力學步入朝堂，然科舉制

度之興革改易與人才拔擢良窳之關連日漸緊密，影響日增。 

趙宋立國之初，追沿唐制，仍以詩賦取士；仁宗天聖年間構思「先策論以觀其

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140；神宗熙寧初年，推行殿試對策制度；直至南宋孝宗

年間，時文程式化已成不可抗拒之勢。141
 

李燾曾「患時文衰弱，乞命考官取學術醇正、切於世用之文，苟涉虚浮，必行

黜落。明春省試，敕榜戒諭。」142可見當日「世用」乃識者關心焦點，而周必大亦

嘗於碑誌中，藉墓主行事暢抒己見： 

世言儒者不適於用，此殆見夫誦說章句，敝敝拘拘以儒其名而無其實者爾。

公以侍從子當承平時，由文學自奮，歷踐臺閣，純明茂美，不懈於位，人固

未知其應變如何。一旦國步多艱，於橫潰中屹保孤城，悉其賦輿欽獎王室，

用能迎天之休，顯著勳效，及擇聘使，首在選中。雖遏於讒，其節益著，儒

者之效至是稍白。彼平時號烈丈夫，以剛明忠勇自任，臨事往往周章顛越，

麕驚鼠竄，甚至毀節附賊，偷生頃刻，視公施設，孰為賢否？143
 

孝移於忠，勇出於仁。古所為儒，不在斯人？當用而迂，乃我之羞。名與實

                                                 
138 元‧脫脫：〈周必大傳〉，《宋史》，卷 391，頁 11968。 

139 元‧脫脫：〈周必大傳〉，《宋史》，卷 391，頁 11966。 

140 宋‧范仲淹：〈上執政書〉，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范仲淹全集》第 1 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2），卷 9，頁 220。 

141 此段沿革變化，詳參祝尚書：《宋元文章學》（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37-78。 

142 〈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卷 5183，頁 399。 

143 〈左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柳公約神道碑〉，卷 5171，頁 215-216。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六 十 二 期 

 

24 

違，又儒之仇。恂恂柳公，性行淑均。王室多難，其氣始振。有力必陳，有

言必進。144
 

先引世人「儒者不適於用」之說，既而痛加排擊，澄明「不適於用」者乃虛具「儒」

名而無其實者，從而以柳約（1082-1145）的英勇事蹟印證「儒者之效」，銘詞則以

「有力必陳，有言必進」思考儒用問題。可知周必大不屑「毁節附賊，偷生頃刻」

之人，視其為名實不符之所謂儒者，尤以「用」、「氣節」為判斷「真儒」之基準。 

外患侵擾不休之際，儒者絕非空言無用之人，周必大藉汪澈（1109-1171）治績

破除縉紳疑慮，言道： 

重華初元，復以執政督視軍馬，悉其智謀，方面鞏固。和戎定，而公歸位元

樞，歷四鎮，遭時遇主，出處本末大略近文正，然後縉紳間皆知儒者果可用

也。145
 

末句「然後……皆知儒者果可用也」，實有出乎意料之外，鄭重推翻成見之意，「果」

字更加強其真切性。 

此種意外，同樣可見於林光朝（1114-1178）碑誌中，「上聞之，喜曰：『林某儒

生，乃知兵也。』」146儒生而知兵，似超越慣習印象，令人驚詫。 

然周必大以為，儒生既具孝勇忠仁德性，亦可施用於世，絕非文弱書生知書達

理而已，故為朱松（1097-1143）撰誌時，云： 

祖宗時擇儒學為館職，自館職擇侍從，由侍從擇輔相。所謂儒學者，明仁義

禮樂，通古今治亂，其議論可與謀慮大事，決疑定策，文章特一事耳。治平

中，歐陽文忠公在政府疏奏如此。尋命宰執各薦士，其效見於元祐之際。高

宗方內修外攘，首置秘書省以儲人才。他有司治事日不暇給，獨館職涵養從

容，要路闕必由此選，國朝盛舉乃復見之。新安朱公蓋其一也。147
 

強調「文章」僅為儒學其中一事。全篇雖是為推崇朱松而書撰，但實以思考「儒學」

                                                 
144 〈左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柳公約神道碑〉，卷 5171，頁 216。 

145 〈樞密使贈金紫光祿大夫汪公澈神道碑〉，卷 5172，頁 229。 

146 〈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林公光朝神道碑〉，卷 5180，頁 355。 

147 〈史館吏部贈通議大夫朱公松神道碑〉，卷 5186，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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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筆，藉碑誌發表議論，為世人闡釋儒學真意，表白周必大心中儒者形象，「以剛大

之氣扶顛持危」148為其理想目標。 

四、破題新穎─碑誌結構之巧設 

周必大碑誌數量龐多，自與其交游廣闊149，「位極宰執，主盟文壇」150有關，然

以其致力開創新體之理念，當不致甘以習套書寫碑誌，而必有所突破，朱迎平認為：

「在多達 26 卷的碑誌文中，周必大亦講究行文的變化」151，其變化之一乃在結構之

巧創，尤以破題為重。王行（1331-1395）《墓銘舉例》云： 

墓誌銘書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諱、曰字、曰姓氏、曰鄉邑、曰族

出、曰行治、曰履歷、曰卒日、曰壽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152
 

一般碑誌泰半依循王行所錄十三事順序書記，如周必大〈中大夫秘閣修撰賜紫金魚

袋趙君善俊神道碑〉云： 

君諱善俊，字俊臣，太宗皇帝七世孫。曾祖仲營，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追封成王。妣，楚國夫人王氏。祖士訔，登進士第，終左承議郎，贈

中奉大夫。妣，令人石氏。父不衰，任閩路兵馬鈐轄，家於邵武，贈大中大

夫。母，碩人滿氏。153
  

此類開篇堪稱碑誌文正體，條理分明抄錄墓主名諱、鄉邑、族出，其後依序記敘行

                                                 
148 〈資政殿學士參知政事贈太師李文敏公邴神道碑〉，卷 5186，頁 40-41。 

149 關於周必大交游情形，鄒錦良言道：「周蓮弟根據《文忠集》之〈書稿〉部分材料統計得出，與周

必大有書信往來的好友即達 150 多人，筆者根據《文忠集》粗略統計，與周必大有交往的各階層人

士約在 400 人之眾。」氏著：〈三十年來南宋名臣周必大研究述評〉，《船山學刊》4（2011.8），頁

177。 

150 朱迎平：《宋文論稿》（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頁 146。 

151 朱迎平：《宋文論稿》，頁 248。 

152 明‧王行：《墓銘舉例》，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十集》第 36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1），卷 1，頁 1。 

153 〈中大夫秘閣修撰賜紫金魚袋趙君善俊神道碑〉，卷 5181，頁 365。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六 十 二 期 

 

26 

治、履歷，最末交代妻、子等事，馬茂軍分析： 

他的儒者類的哀祭文往往開篇新穎，靈活多樣，語約意豐，避免了南宋哀祭

文「冗弱」的缺點。如〈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胡忠簡公神道碑〉破除了談

名姓、述生平的套數，而是一開始就把人物置放在緊張的宋金對峙中。154
 

既能識出周必大儒者類哀祭文開篇之特殊，復能具體舉例析論，確可彰顯周必大散

文特色。稍可補充者，乃在於周必大開篇新穎之筆法不僅運用於儒者類墓主，且與

全篇結構重組設計、書寫重點有關，以〈恭州太守任君續墓誌銘〉為例，該文開篇

如下： 

君諱續，子似之，潼川郪縣人，系出漢廣阿懿侯敖。懿侯十六世為晉安東將

軍顒。顒九世為隋潯陽太守璧，謫掾閬中以死，子孫因家焉。璧生穎，穎生

業，業生雅，相唐高宗。其曾孫畹、疇皆達官，大和中詔以二龍旌其里。畹

生椿，嘗參梓州軍，遂徙郪之興城。椿生韜符，韜符生崇誥，崇誥生琦，琦

生仲簡。仲簡生伯傳，登景祐五年乙科，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是為君之曾祖。

都官生庾，終普州司理；司理生忠原，終朝請大夫、知黎州，君之祖與父也。

文獻相承，衣冠不絕，蜀人論氏族者推焉。155
 

墓主名諱、鄉邑、族出依次書記，似無異狀，然無論周必大或他人之碑誌言及世系，

多有固定筆法，大抵為：某世祖諱某，某世祖諱某，高祖諱某，曾祖諱某……一路

迤邐至墓主。本篇則頗為特別，析分如下： 

甲、墓主（君）─顒（十六世）─璧（九世） 

乙、璧生穎，穎生業，業生雅 

丙、雅─（子）？─（孫）？─畹、疇（曾孫） 

丁、畹生椿 

戊、椿生韜符，韜符生崇誥，崇誥生琦，琦生仲簡。仲簡生伯傳（曾祖，都官） 

己、都官（曾祖）生庾（司理） 

庚、司理生忠原，君之祖與父也 

                                                 
154 馬茂軍：《宋代散文史論》，頁 380。 

155 〈恭州太守任君續墓誌銘〉，卷 5176，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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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組為正常寫法，乙、戊以「某生某」組構，字句簡短，頂真承續，形成迴環緊密

關係。丙組回復甲寫法，拉開乙組之稠密感。丁以一組「某生某」呈現，有別於乙

三組、戊五組之數字。己、庚亦僅一組，然非「人名＋人名」之敘述方式，而以「官

職＋人名」表述，並於最終一組「某生某」後，補白「君之祖與父也」。  

此段世系書寫方式異於常態，且變化中有齊整，齊整中又有錯綜，新奇趣味橫

溢。周必大所以不厭其煩地設計此種組合，除基於追求新變之心態外，恐或與墓主

名諱「續」有關。為凸顯墓主父親「命易今名字」156之用心良苦、深切期望，周必

大以上引幾組詞語突破舊式結構，於字面呈現、唸誦音韻皆營造「相承」、「不絕」

之「續」效果，洵屬別出心裁之巧思。 

〈恭州太守任君續墓誌銘〉以開篇巧構符應墓主名諱，亦兼具視覺、聽覺作用，

以下數文則以視覺為主： 

吉統八邑，龍泉號山水縣，故多名人，孫氏又其名家也。157
 

歐陽氏族望廬陵，而家於永和鎮者尤以儒稱，吾友耿仲又永和之卓然者也。158
 

吉有壯縣曰永新，邑人舉大族必曰譚氏。或問何如其大也？親屬盛歟？常產

厚歟？仕宦眾歟？非也，以孝友保其家，知取予，守其業，傳詩書，亢厥宗，

斯可謂之大矣。159
 

廬陵郡統縣惟八，永新為大，西界湖湘，壤沃地偏，民生自足。間遇水旱疾

疫，凡邑之大家分任賑恤之事，某家發廩，某家發薪芻，某家藥疾者，某家

瘗死者，以是流殍稀鮮。縣官推勘分賞，必首及之，君子喜其近古。惟譚氏

儒術起家，好善樂施，至宣義君復合前美事，終身行之，古人以為難。160
 

四作皆以地理名稱開篇，先言說較大空間廬陵（吉），而後漸次縮小至某鄉鎮（龍泉、

永和、永新），再縮小至某鄉鎮中之某氏人家（孫氏、譚氏）或某人（耿仲），遞進

層次井然，畫面由遠而近，漸次聚焦，彷若由廣角鏡頭收攏，放大為特寫鏡頭，頗

                                                 
156 〈恭州太守任君續墓誌銘〉，卷 5176，頁 283。 

157 〈朝奉郎袁州孫使君逢辰墓誌銘〉，卷 5190，頁 97。 

158 〈鄉貢進士歐陽耿仲弇墓誌銘〉，卷 5174，頁 256。 

159 〈譚君紹先墓誌銘〉，卷 5191，頁 122。 

160 〈譚宣義孚先墓誌銘〉，卷 5188，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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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視覺美感與趣味，略似下圖所示： 

 
另可注意者，乃此四篇墓主皆廬陵人氏，而周必大贊揚「為本朝儒宗」161、「道

德文章，百世之師表也」162之歐陽脩正是廬陵名人，歐公名篇〈醉翁亭記〉163自「環

滁皆山」而「西南諸峰」、「琅琊也」、「釀泉也」、「醉翁亭也」之書寫方式為人稱頌，

周必大是否隱以仿效歐公筆法向前賢致敬？或可玩味。 

至於「或問何如其大也？親屬盛歟？常產厚歟？仕宦眾歟？非也」與〈醉翁亭

記〉「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問答筆法之近似，亦難免

引發聯想。 

感官之文學美感外，周必大碑誌開端亦好以巨大時間跨度之筆法書寫，透顯人

世滄桑、歷史縱深之韻味，如： 

晁氏自漢御史大夫錯以身狥國，閱千餘年宋興，翰林文元公諱迥、參政文莊

公諱宗慤，父子以文章德業被遇真宗、仁宗，繼掌內外制，賜第京師昭德坊，

子孫蕃衍，分東西眷，散處汴、鄭、澶、蔡間，皆以昭德為稱。蓋宗生仲，

仲生端，端生之，之生公，公生子，子生百，百生世，奕葉聯名；文獻相承，

舉天下無他晁。嗚呼，盛哉！164
 

仁宗朝，蔡忠惠公昌言直道，文章政事廷臣鮮出其右。當是時，由侍從登二

                                                 
161 〈龍雲先生文集序〉，卷 5120，頁 183。 

162 〈總跋自刻六一帖〉，卷 5123，頁 232。 

163 宋‧歐陽脩：〈醉翁亭記〉，《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卷 39，頁 1020-1024。 

164 〈迪功郎致仕晁子與墓誌銘〉，卷 5191，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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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某人（耿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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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者，非歷言路則入翰林，非尹開封則領三司，四者公徧為之。垂大用，而

仁宗上仙，犒軍賫予，修奉昭陵，橫費錯出，公處之益閒暇，中外歎服。會

間言請去，未幾即世，士大夫至今以為恨。165
 

吴郡范氏自文正公起孤童，事仁宗皇帝，當慶曆癸未入參大政，後百三十有

六年，公復參孝宗皇帝政事。雖譜牒不通，俱望高平，派南陽之順陽，蓋鴟

夷子苗裔也，今為郡之吴縣人。166
 

高宗初元自汴幸揚，已而周旋江浙，然後定都臨安。當是時，忠足以尊君親

上，才足以撥煩治劇，論思則援古證今，治郡則知所先後，如戶部尚書梁公，

誠所謂國家知寶臣，不可以無傳也。167
 

紹興元年二月丙戌，詔以多難未弭，人才為急，其復秘書省，置官屬。當是

時，高宗方馬上治天下，乃肇復文館，收召名勝，諸以待用，君子是以知中

興之必可冀也。時范丞相宗尹實當國，而秦丞相檜初拜參知政事。逮十年春，

秦雖專國政，然以與聞初議，猶未敢盡非其人。維永嘉張忠簡公以端醇修潔，

用給事中林待聘薦召對，召試入省。168。 

遠溯漢朝、北宋仁宗年間情事，即使近為南宋君皇，亦自紹興初元起筆，剎時抽離

墓主與作者生存之當下時空，引發思古幽情，感嘆宇宙化移，從而驚覺，碑誌之作

原即為防後世陵谷變遷，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169之慨自油然生

發，唯有列敘其人其事，方可暫且停駐墓主身影，留待後之覽者興懷抒感。 

引發情感共鳴外，周必大碑誌亦常莫名自天外飛來一筆，縱譚時事，發表議論，

如： 

武王一戎衣而定天下，應天順人之舉也，義士猶或非之，孔孟奚取焉？為萬

世計也。紹興和戎，高皇有不得已者矣，兩宮未歸，母后春秋已高，故與大

臣决策從權。170
 

                                                 
165 〈中大夫贈特進蔡公伸神道碑〉，卷 5180，頁 345。 

166 〈資政殿大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卷 5179，頁 330。 

167 〈寶文閣學士通奉大夫贈少師梁汝嘉神道碑〉，卷 5185，頁 33。 

168 〈龍圖闇學士左通奉大夫致仕贈少師諡忠簡張公闡神道碑〉，卷 5178，頁 323。 

169 此二句見於晉‧王羲之〈蘭亭集序〉，《晉王右軍集》（臺北：學生書局，1971），卷 2，頁 336-337。 

170 〈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胡忠簡公神道碑〉，卷 5172，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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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貢問：「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答以「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孟子告

齊宣王以諸大夫曰賢為未可，必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而用之。是二者，古今

觀人之要術，於吾艾軒尤信。171
 

韓愈以天刑人禍歸咎史筆，柳宗元隨辟其說，後人終致疑焉，今以李文簡公

驗之何疑？且《左氏》紀諸國之事，《史記》上下數千載，是是非非，利害

不專及當世。若公續司馬光《資治通鑑》為本朝長編，上關國體。下涉諸臣

之家乘，非異代比，使天刑人禍可信，孰能結知明主，見推多士，生歷清要，

沒定美謚，諸子繼踐世科，歷二千石，光顯未艾如李氏者乎？172
 

子夏曰：「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是謂格言。雖然，仁者多壽，賢者多貴，

則有人事參焉。今敷文閣直學識汪公年開九帙，官職階三品，爵二品，殆仁

賢之驗也。173
 

《烝民》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孟子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此服休服采之辨也，孝宗皇帝實兼用之。當是時，經武理財，期攄高宗之宿

憤，差擇能臣，比肩於朝。惟故參知政事蕭公靖共正直，簡在上心，未嘗談

兵言利，而徧歷要劇，兼贊鈞樞，異乎效能於一職者。嗚呼！孝宗可謂善任

賢矣，公可謂進以德矣。174
 

古者賓興之士論定於鄉，是以上不失人，下無遺才。後世升黜一以程文，賢

能不皆進，愚不肖未必退，往往出於偶然，曰此公舉也，而鄉評不在焉。若

乃德行道藝脩之身、信於人，雖曰未遇，而無智愚大小，生則推尊之，沒則

追思之，是謂鄉評，殆與公舉相為權衡。然彼猶可幸得，而此不容力致，輕

重斷可識矣。吉為士之鄧林，鄉評所推今有人焉，葛先生是已。175
 

慣常引經據典，大段評議，所舉無論武王、子夏、孟子、子貢皆為距今久遠之人，

然周必大常於諸人之後，驀然轉筆提帶墓主出場，時空跳躍快速，場景調換迅疾，

讀者初始不及反應，莫明所以。定精細思，重新品味，方能領悟，開篇議論實為全

                                                 
171 〈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林公光朝神道碑〉，卷 5180，頁 354。 

172 〈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卷 5183，頁 396-397。 

173 〈敷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汪公大猷神道碑〉，卷 5184，頁 1。 

174 〈資政殿學士宣奉大夫參知政事蕭正肅公燧神道碑〉，卷 5184，頁 7。 

175 〈葛先生潀墓誌銘〉，卷 5188，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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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定調，而此筆法亦具示，作者個人情志、感慨之抒寫有時較陳列墓主資料重要。

作者意見或因墓主際遇生發，或藉墓主生平澆自我胸中塊壘。錢基博認為： 

蓋傳以敘事，銘以昭德；而碑誌以敘事為體，不以抒情為本；以昭德為美，

不以議論為貴。176
 

所言確是多數碑誌應守規範，而周必大此類筆法或有可能招致「非碑誌正體」177之

譏，然，「非正體」、「變體」即可能為周必大追求之碑誌寫作目標，求仁得仁，怨用

是希！ 

五、簡勁生硬─字詞擇用之創獲 

前節析論之周必大碑誌筆法，以開篇設計、結構改易為主，此乃屬文章較大篇

幅之調動營造，兼以抒情、議論口吻此類撰者自我表白情形較易識別，所造成效果

自較宏鉅深刻，且易為讀者感知。 

大處著手外，周必大亦重視小處經營，以刻意揀擇、創新之字詞、句式，扭轉

碑誌為人詬病之堆疊辭藻或「謀語造篇，自相蹈襲」178積弊，開創遒勁之周氏風格。 

關於字詞擇用，周必大碑誌特殊之處略可分為三類，一乃組構新奇字詞，前代

未嘗出現者179，如： 

公列經義律文寘雱法，豪右斂迹，邑庭如水。180
 

以如水般清淨無塵形容「（邑）庭」，藉以表示政治清明，在南宋之前似無人使用。

                                                 
176 錢基博：〈韓集籀讀錄第六〉，《韓愈志》（臺北：河洛出版社，1975），頁 140。 

177 錢基博：《韓愈志》，頁 140。 

178 錢鍾書：《管錐篇》（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1527。 

179 此處立論依據乃查檢《四庫全書電子資料庫》、《中國古籍基本資料庫》、《中研院漢籍電子資料庫》

所得結果，未敢斷言全然正確無誤。 

180 〈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卷 5183，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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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代之葛紹體（？-？，曾師事葉適）「公庭如水清無塵」181、劉克莊（1187-1269）

「門庭如水無珍獻」182、吳永叔（？-？）「其庭如水，知其政之清也」183、清人黃

任（1683-1768）「一鈴懸處庭如水」184用法相同，除吳永叔無法確定外，諸例作者

生年皆晚於周必大。雖然無法證明各例與周必大有關，但「邑庭如水」的獨特與重

要性仍應注意。 

此類新奇組構極可能為周必大刻意創造運使，以達致某種特殊效果與目的，以

「亦愛一死」為例，〈左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柳公約神道碑〉開篇即云： 

上即位之三年冬，朔騎大入，逾淮涉江，蹂我二浙。右丞相充以宣撫使護諸將，

畏敵不能拒，擁眾北去。金陵、會稽皆守以近臣，亦愛一死，不以謝國家，

其餘望風震讋，鮮有奔問官守者。故敷文閣侍制柳公約當是時以直龍圖閣守

嚴州，悉力扞賊，境內既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185
 

查考眾書，可知，「愛一死」三字，自先秦以迄五代都未曾出現，徐夢莘（1124-1207）、

鄭汝諧（1126-1205）、朱熹（1130-1200）、樓鑰（1137-1213）、陳亮（1143-1194）、

錢時（1175-1244）、魏了翁（1178-1237）、陳耆卿（1180-1236）、方逢辰（1221-1291）、

李幼武（？-？，理宗朝編書）作品中方始有此詞語，各例依序如下： 

1、（許）翰督責益急，公太息曰：「事之不濟，天也，吾何愛一死，不以報國

耶？」186
 

2、箕子佯狂以為奴，是愛一死以忘其君也。187
 

3、致道云：「若做不得，只得繼之以死而已。」曰：「固是事極也不愛一死。

但拌卻一死，於自身道理雖僅得之，然恐無益於事，其危亡傾頹自若，柰

                                                 
181 宋‧葛紹體：〈和水心先生寄越帥汪煥章得雨韻〉，《東山詩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

卷上，頁 11。 

182 宋‧劉克莊：〈鄭丞相生日口號十首〉，《後村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9 冊（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0，頁 111。 

183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23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外集卷 14 縣官部，引宋‧吳永叔〈德清縣㕔壁記〉語，頁 3060。 

184 清‧黃任：〈別潘補堂按察〉，《秋江集》（臺北：中華詩苑出版社，1957），卷 5，頁 12。 

185 〈左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柳公約神道碑〉，卷 5171，頁 213。 

186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 47，頁 354。 

187 宋‧鄭汝諧：〈微子〉，《論語意原》（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卷 4，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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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188
 

4、公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爾，而欲吾稱臣耶？」189
 

5、公乃振衣冠，南望行闕，再拜稽首，厲聲言曰：「先臣文正公旦勳業炳然，

臣為國將命，猥被拘留，復以僞命見逼，敢愛一死，上孤國恩，以辱君命？」

于是大慟，斥罵使者，聽其絞死。190
 

6、身為宗室以當百里之寄，不愛一死以明大義，此聖賢所不得而避者，其死

豈不壯哉！191
  

7、王陵之母不愛一死而教子以母心，此節義之婦也。192
 

8、侯之子瞻孫尚不愛一死，從容蹈義，其凛有生意，亦當與侯俱為無窮。193
 

9、公喟而言曰：「士不愛一死以濟大難，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矣。」194
 

10、邯鄲之變，借曰無所措手，亦何愛一死，不以致臣節於王哉？乃以一時之

計僥倖免禍。195
 

11、此身母之身，非可認為己殺身可救母，當不愛一死，天理通神明，寸膚直

糠粃。196
 

12、公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汝等勉為忠義以報國，吾不愛

                                                 
188 宋‧朱熹著，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28，頁 3069。  

189 宋‧朱熹：〈馬殿院逸士狀〉，《伊洛淵源錄》，收入趙鐵寒主編：《宋史資料萃編第二輯》第 40 冊（新

北：文海出版社，1968），卷 12，頁 331-332。 

190 宋‧樓鑰：〈簽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諡節愍王公神道碑〉，《攻媿集》，收入嚴一萍選輯：《百

部叢書集成》第 27 冊，卷 95，頁 11。 

191 宋‧陳亮：〈書趙永豐訓之行錄後〉，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卷 25，頁 226。 

192 宋‧錢時：《兩漢筆記》，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第 16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1970），

卷 1，頁 20。 

193 宋‧魏了翁：〈成都府朝眞觀記〉，《鶴山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1 冊（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3），卷 42，頁 475。 

194 宋‧魏了翁：〈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許公奕神道碑〉，《鶴山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

書》集部第 11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69，頁 98。 

195 宋‧陳耆卿：〈張耳陳餘論〉，《篔窻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7 冊（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卷 1，頁 8。 

196 宋‧方逢辰：〈贈楊內舍景堯刲股〉，《蛟峰文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第四集》第 282 冊（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卷 6，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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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以謝朝廷。」197
 

十二則資料，僅例 7、11 出現語境與母子有關，其餘十例皆與君臣、報國相關，且

除例 2 批評箕子外，餘多為忠臣力抗奸佞賊寇，堅守節操，而於情勢危急之際，藉

「不愛一死」自表心志。例 1、10「何愛一死」、例 5「敢愛一死」雖似疑問句，實

為肯定語氣，與例 3、4、6、7、8、9、11、12 之「不愛一死」相同。歸納上引諸例，

其用字、意涵、用法一致性頗高，周必大「亦愛一死」一詞則似僅此一見，頗為殊

異。 

另，此文撰於紹興 32 年（1162），前引諸人，徐夢莘較周必大年長二歲，鄭汝

諧同年生，餘則皆晚於周必大，「愛一死」一詞是否為周必大首創，雖證據不足，難

以斷定，然周必大先驅啟發之功，實不無可能。 

回扣文本，〈左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柳公約神道碑〉結構有別於一般碑誌，

首句即言「上即位之三年冬」，開門見山將時序回轉至高宗建炎 3 年（1129）冬日，

隨即以「朔騎大入，逾淮涉江，蹂我二浙」三組四言句追記時事，「入」、「逾」、「涉」、

「蹂」四動詞密集串接，當日金人「鼓行而南，如踐無人之境」198景象生動重現。 

時空資訊鋪墊後，文章隨即代入人物，「畏敵不能拒」五字，簡短明確載錄右相

杜充（？-1040）怯懦無能一事。至於金陵、會稽守戰情形，若以「金陵、會稽皆以

近臣守之」表述，雖清晰條暢，合乎習見語序，卻易致疏忽。周必大將動詞提前，「守」

字先出，自有強調加重作用，隨以「近臣」補敘，緊連下句「亦愛一死」、「不以謝

國家」，則近臣本應「不愛死」、「謝國家」之表現，至此產生對反荒謬感。 

「亦」字尤顯突兀，乍看，似以「亦愛一死」稱許近臣忠勇無懼，待誦讀至「不

以謝國家」，方知「亦」字實具嘲諷批判意涵。「亦」既可兼指金陵、會稽二地守將，

復具呼應補充作用，完足「金陵」前之「擁眾北去」事，綜責「宣撫使」未能「護

諸將」，「不能拒」敵。連合前文外，「不以謝國家」後，作者續載「其餘」「望風震

讋」、「鮮有奔問官守者」，「其餘」臣屬貪生畏死的作為，同樣可應接至「亦」字。 

                                                 
197 宋‧朱熹、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收入趙鐵寒主編：《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第 15 冊（新北：

文海出版社，1968），卷 4，頁 894。 

198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218，頁 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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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右相、近臣、其餘表現，交代時空環境後，文章方才提帶「故敷文閣侍制

柳公約」出場，戰霧瀰漫、眾將潰逃中，墓主宏偉登上舞台，「悉力扞賊」、「糾合諸

郡」、「克復吳會」之功勳更與前引諸人「亦愛一死」形成強烈對比，烘襯出柳約剛

忠報國形象。 

因而，「亦愛一死」在本篇碑誌中，達到極為緊密而強大的前後呼應扣合效用，

同時可使文氣嚴實而無拖沓虛弱之嫌。又因有別於向來用法，吟詠之時，更易產生

拗折不順感受，令人印象深刻。 

前文所舉之「守以近臣」、「蹂我二浙」，皆將動詞移置句首，營造強烈動感貫領

全句之效果，此為周必大喜用之手法，如： 

1、掩我不備。199
 

2、公請置使江干，益兵上流，守淮甸，備海道，然後下哀痛之詔，布告中外。200
 

3、於是大修學校，新馬忠肅、包孝肅公祠，廣姚興廟，春秋奉嘗，文武之士

歸心焉。201
 

4、修文翁舊學，時與諸生講論經旨，葺諸葛武侯廟、杜少陵草堂，新張乖崖

祠，政無不舉，蜀人大悅。202
 

5、初，公卜地于湖州武康縣慶安鄉後汪村之原，規畫兆域，旁築息菴，隨一

祠堂，環以松竹，扁舟時至其上。203
 

例 2「益兵上流」原可書為「於上流益兵」，周必大倒轉語序，減省「於」字，可使

文句愈加簡勁有力。正如「公鎮之以靜」204，若作「公以靜鎮之」，意思相同，然力

度、震動力遠不及將「鎮」提前之效果。例 5「隨一祠堂」、「環以松竹」，文人恐多

書為「以一祠堂隨之」、「以松竹環之」，周必大調移順序，省略「以」字，產生「陌

生化」效果。 

                                                 
199 〈興國太守贈太保王公綯神道碑〉，卷 5171，頁 219。 

200 〈樞密使贈金紫光祿大夫汪公澈神道碑〉，卷 5172，頁 225。 

201 〈中大夫秘閣修撰賜紫金魚袋趙君善俊神道碑〉，卷 5181，頁 366。 

202 〈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參知政事贈太師張忠定公燾神道碑〉，卷 5178，頁 319。 

203 〈直敷文閻致仕魯公訔墓誌銘〉，卷 5176，頁 280。 

204 〈左朝請大夫魯公詧墓誌銘〉，卷 5174，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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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之「新」、「廣」，例 4 之「葺」、「新」易具提綱挈領、強調意味，文中包孝

肅公祠、諸葛武侯廟、杜少陵草堂等皆為不可拆解之固定名詞組，前引四動詞與其

後之名詞涇渭分明，自然醒目顯眼，亦易發揮新穎有力之作用。 

此外，周必大碑誌構句法，屢以名詞或副詞加上一二動詞，造成簡捷力勢，如： 

1、越人迄今德公。205
 

2、長沙水溢穿城郭，拜廬舍。206
 

3、金虜陷秣陵，車駕幸浙東。207
 

4、市皆苃舍，數火，公始陶瓦易之。208
 

5、紹興 21 年中進士第，弋陽府君喜曰：「世業有傳，足澡吾恥。」209
 

例 2「溢」、「穿」二動詞連貫並書，描繪江水漫溢之後立即穿越城郭之畫面，水勢

浩淼，洶湧推至，毫無間隙，非僅動態十足，且水患之威脅駭人耳目，難以忽視。

他如例 3「陷」、「幸」，例 4「火」、例 5「澡」皆能使文句立體有力。 

相近例證不勝枚舉，此屬第二類。 

三則喜用短句，尤以三言句為多，既可避免蕪冗囉嗦，又能營造迅疾俐落語感，

展現墓主果決行動力或情勢緊張感受，如： 

公知亂將作，投効還家，平墳墓，鬻產業，南徙蔡州。族黨交誚，公毅然不

顧。210
 

推平墳墓，販售產業，照理而言，並非一時片刻便可處置妥適之事，然周必大各以

三言句敘述，且將「平」、「鬻」置於句首，墓主積極明快之處事作風顯然明白。原

本文章至「南徙蔡州」便已將此事交代清楚，順利收結。然而，周必大緊接著又補

敘二句，「族黨交誚」外在壓力下，墓主「毅然不顧」之堅持與對抗愈顯難能可貴，

「平墳墓，鬻產業」之速戰速決與堅定意志也因此愈加凸顯。 

                                                 
205 〈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程公大昌神道碑〉，卷 5180，頁 350。 

206 〈朝散大夫直秘閣陳公從古墓誌銘〉，卷 5176，頁 287。 

207 〈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林公光朝神道碑〉，卷 5180，頁 219。 

208 〈寶文閣學士通奉大夫贈少師梁汝嘉神道碑〉，卷 5185，頁 34。 

209 〈朝散大夫直秘閣陳公從古墓誌銘〉，卷 5176，頁 286。 

210 〈興國太守贈太保王公綯神道碑〉，卷 5171，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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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 

1、入謝，帝諭以裁冗濫，柅侵漁。211
 

2、湖北控川峽，岸洞庭，連辰沅，號險阻荒絕。212
 

3、事親孝，御下仁，行己恭，執事敬，勇於義，審於思。213
 

4、夔鹽惡而直倍，漕檄州，州檄縣，州縣計口抑民，瘡痍一道。214
 

5、公感上知，論事益切，每集議，衆未發言，公條陳可否，無所避。215
 

6、公勸上止北貨之貿易，省非時之賜予，罷土木，減冗吏，躬行節儉，民自

富足。216
 

7、璧山有淫祠，民病輒解牛以祭。君下令禁止。訛言：「神云守奪吾祀，民與

牛皆將疫死。」郡人大恐。君知廟巫實導之，係郡獄，巫駭服。217
 

例 1「柅侵漁」三字，古來似僅此一例，簡短特殊，功效明顯。例 4「漕檄州，州檄

縣」，漕州層層欺壓百姓，急切緊逼態勢於頂真三言句中明白顯露。例 6「罷土木，

減冗吏」、例 7「係郡獄，巫駭服」皆以三言短句造成需求迫遽、快速施行之感。 

周必大此些字詞、句式之擇用創使，立現新奇生硬風骨，有助於遒勁剛健氣象

之形成，減削冗弱空間。 

六、結語 

綜上可知，周必大碑誌文之書寫，雖常源於友朋故交、至親家人之請託，義不

得辭而作，然周氏絕無敷衍草率行文心態，亦一反舊制堆砌陳列筆法，而分自墓主

                                                 
211 〈徽猷閣待制宋公㬇墓誌銘〉，卷 5173，頁 241。 

212 〈文林郎劉君令猷墓誌銘〉，卷 5174，頁 251。 

213 〈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林公光朝神道碑〉，卷 5180，頁 354。 

214 〈恭州太守任君續墓誌銘〉，卷 5176，頁 284。 

215 〈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卷 5183，頁 402。 

216 〈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參知政事贈太師張忠定公燾神道碑〉，卷 5178，頁 318。 

217 〈恭州太守任君續墓誌銘〉，卷 5176，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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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特質、身分定位、章法結構、字詞擇用數面向，思考創變求新可能。 

以墓主特質之擇抉而言，周必大賞愛奇行異氣之風姿，常著意刻畫墓主俠烈行

為，尤以女性碑誌最為顯明，甚且將傳統三從四德規範下之女性單一面貌，翻轉突

破，呈現獨立個性之立體人物。男性墓主則多「懷奇負氣」之人，卻亦因而「數奇」

不遇，令人惋嘆。  

「奇」、「俠」之外，周必大亦重視墓主「剛直」性情，兼由諸人仕履際遇思索

儒者、儒學問題，強調世用，此乃與當時政治局勢、人臣責任，及周必大本身性格

有關。 

異於前人之觀看墓主角度，彰揚墓主鮮明人格特質外，周必大書寫、審視碑誌

文心態之改變，影響其撰擬筆法，如超越代筆角色，調轉文章結構，於開篇議論、

抒情、設計布局等，以符應各墓主名姓、經歷、性格，避免千人一面，而賦予墓主

獨特風采，兼藉他人情事表抒自我主張，省思人生。 

結構新穎之外，周必大亦慎擇字句，重組詞語，移置動詞，好用短句，從而營

造陌生鮮活成效，展現遒勁風骨，避除南宋散文「冗弱」之弊。 

統觀周必大碑誌文，無論抉發墓主人格特質、書作筆法，皆有獨到新意，一言

以蔽之，可謂為「簡剛巧構」。「四方碑板，皆以屬公」乃必然之事，而周氏亦不負

所託，墓主與作者形影皆藉碑誌長存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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