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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坡居士」與「山谷道人」 

 

黃啟方 

臺灣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 

 

 

一、 東坡與山谷名字號述要 

    《禮記˙內則》云:「三月之末，父執子右手，咳(孩)而名之。」又《儀禮˙冠

禮》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男子冠時，應肅賓命字。然而禮制行至宋代，

自有沿革演變，未必完全符合古制，命字或由父兄，或為師友，又未必在「冠」

時，各因其便，兩宋百餘家四百二十餘篇「字序」、「字說」之文，可為佐證。 

    蘇軾行二，初字和仲，或為祖父蘇序(973-1047)所命，十二歲時，祖父卒， 

父蘇洵始改字「子瞻」。蘇洵(1009-1066)作〈名二子說〉云: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

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 

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

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東坡作〈張厚之忠甫字說〉，自稱「蘇軾子瞻和仲」，在其詩文中僅一見，蓋張厚

之為張方平(1007-1091)嫡嗣，蘇氏父子三人受張方平賞拔提攜甚多，故東坡於此

「序」中以張方平之「客」自處。又東坡在黃州時為乳母任氏作〈墓誌銘〉，自

署「趙郡蘇軾子瞻」，在其詩文中亦僅兩見。其餘則自稱子瞻者為多。山谷初次

上書、詩與東坡，題為〈上蘇子瞻書二首〉、〈古風二首上蘇子瞻〉，或可謂東坡

尚未有〈東坡居士〉別號，然山谷詩文多稱東坡「子瞻」，而東坡亡後，山谷作

〈東坡先生真贊三首〉，題用「東坡先生」，第一首稱「子瞻」，第二首則稱「東

坡」，或亦可見其用意。 

   黃庭堅亦行二，字魯直，名與字應皆其父黃庻(1018-1058)所命，蓋有其用意。

魯直者，或釋「魯」為「遲鈍」:《論語˙先進》篇說:「柴(高柴字子羔)也愚，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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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愚、魯對舉。而南宋項安世云:「魯直二字出柳文〈先友記〉。按《爾雅》:

『庭直也。』庭而且堅，故字魯直。臨照四方曰明(〈蘇洵《諡法》)，故大臨字

元明。」按山谷兄弟五人:兄大臨，字元明。弟叔獻(天民)、叔達(知命)、仲熊(非

熊)。山谷叔父黃廉(1034-1092)有子四人，名為叔豹、叔向、叔夏、叔敖。考大臨、

庭堅、叔達屬高陽氏之「八愷」，叔獻、叔豹、仲熊屬「八元」，叔夏為周「八士」

之一(一母四乳而生八子，皆為顯士)，叔向為晉之賢大夫。以古賢為子輩命名，可見

黃庶兄弟之用心。 

    東坡詩文多自稱「蘇軾子瞻」，貶黃州後第三年取號「東坡居士」，或僅稱「東

坡」，但仍常用「子瞻」。山谷詩文多自稱「黃庭堅魯直」或「黃魯直」，即崇寧

四年(1105)在廣西宜州「游龍隱洞」所作〈題記〉，仍以「江西脩水黃庭堅魯直」

自署，時已在逝前三個月。而東坡致山谷之詩、書，自最早〈答黄魯直書〉、〈次

韻黄魯直見贈古風二首〉起，亦多稱其為「黃魯直」、「魯直」。此無他，蓋「字」

既用以「敬其名」者，如由「朋友之義」而得，尚得更改，若為父祖所命，自不

可變易。故自尊尊人，均以字行。 

 

二、 「居士」小考 

   「居士」一詞，最早見於《禮記˙玉藻》:「大夫素帶，士練帶，居士錦帶，弟

子縞帶。」鄭玄注云:「居士在士之下、弟子之上，解為道藝處士，非朝廷之士。」

清˙納喇性德云:「處士即居士」(《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七)。此處士亦稱君子，

即〈鄉射禮〉所云:「徴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而鄭玄「道義處士」之

說，或本於荀卿所言:「古之所謂處士者，徳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

者也，著(明)是(時)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

者也，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為俗，離蹤(離於俗而放蹤)而跂訾(跂足

違俗而恣其志)者也。」(〈非十二子〉)荀子所稱「古之所謂處士」云云，即鄭玄所

稱「道義處士」，「居士」也。 

  「居士」見於文人作品，或可以上溯至六朝；南朝齊˙蕭子良〈登山望雷居士精

舍同沈左衞過劉先生墓下作并序〉的「雷居士」，據〈序〉文「雖因事雷生」語，

則知為士人。而「精舍」者，《後漢書˙姜肱傳》:「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

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

服，怪問其故。肱託以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徴君。肱

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卷八十三)李賢注云:「精廬即精舍也」。蓋

指士人所居，與佛門無涉。再者，庾信〈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段永神道

碑〉序云: 「西河居士，蕃魏而卻秦；北岳將軍，威胡而奉晉。」以「居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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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而據《北史˙段永傳》(卷六十七)，段永為晉幽州刺史段匹磾之後。則

「西河居士」亦與佛教無涉。唯同時徐陵〈為貞陽侯與太尉王僧辯書〉:「近陸居

士有啓，陳其禍亂。」陸居士即陸法和，據本傳(《北史》卷八十九)，法和自稱

是「求佛之人」。則「居士」時亦指「求佛之人」。 

唐˙陳子昂〈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稱盧藏用為居士，蓋是「處士」也。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故居士陳君碑〉有「乃輟干禄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壑髙居，

農野永歳」語，知碑主亦非求佛者。至李白〈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而

云:「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自稱青蓮居士，是為以居士自稱之始，又牽連佛家。當時佛教盛行，「居士」一

詞為佛門所用，又有新義；王維〈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詩清˙趙殿成注引《鳩摩

羅什維摩詰經》註云:「外國白衣多財富樂者名為居士。又《釋氏要覽智度論》云:

「除四姓外，通名居士。」則「居士」已成通稱，然王維分「維摩詰」為名與字，

又與「居士」不同。稍後韓愈有〈題木居士〉詩，蓋指「木偶」。白居易更常用

「居士」以自稱，如〈 贈韋鍊師〉云「潯陽遷客為居士，身似浮雲心似灰。」

〈自詠〉云:「白衣居士紫芝仙，半醉行歌半坐禪。」〈香山居士寫真詩并序〉「元

和五年，予為左拾遺翰林學士，奉詔寫真於集賢殿御書院，時年三十七。會昌二

年，罷太子少傅，為白衣居士，又寫真於香山寺藏經堂。時年七十一。」〈畫彌

勒上生幀記〉云:「南贍部洲大唐國東都香山寺居士太原人白樂天」，〈香山寺新修

經藏堂記〉云「爾時道場主佛弟子香山居士樂天。」等，由遷客居士而白衣居士

而香山寺居士而香山居士；以白居易對佛教的虔誠禮敬，他的「居士」身分自與

陸法和相同，是向佛之人。在白居易之後，唐末司空圖於晚年「避世棲遯」，自

號「知非子耐辱居士」，「日與名僧高士游詠」。其自稱「居士」，乃是「處士」也。

入宋之後，楊億(974-1020)〈次韻和李光丞見惠長絛之什〉有「久持梵行 稱居士，

猶掌王言作侍臣」語，楊億禮佛，兩句蓋自稱，唯楊億並未取居士之號。其後則

魏野(960-1019)自號「草堂居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宋史˙隱逸

傳》)，固非浮圖。再次則張方平(1007-1091)於熙寧四年(1070)正月望日在知陳州

時撰〈禪源通録序〉，即署「樂全居士」。以〈序〉文觀之，則張方平亦深於佛理

者，然所用「樂全」，則取莊子「樂全之謂得志」之旨，自解云「所謂得志，非

軒冕之謂也。」蓋與白居易同。而與張方平同年生、時知蔡州之歐陽修亦於同年

九月更號「六一居士」。歐陽修於四十歲在滁州時曾自號「醉翁」，此時又號「六

一居士」，並作〈六一居士傳〉，且以「六一居士」起結。東坡〈書六一居士傳後〉

云: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

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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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

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

也，吾與物俱不得巳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己有，得

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

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

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

居士殆将隠矣! 

是以「居士」為「隱士」。東坡或受兩位關係密切長者之影響，於貶黃州期間，

因闢東坡又築「雪堂」，而自號「東坡居士」，其有取於永叔「六一」之意乎! 

 

三、 「東坡居士」在天下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於元豐五年(1082)二月下云:「公得廢圃

於東坡之脅，築而垣之，葺堂五間，完成於大雪中，因繪堂於四壁，榜曰『東坡

雪堂』，始自號『東坡居士』，作〈雪堂記〉。」是以雪堂建成後，東坡「始自號

東坡居士」。此與向來繫於前一年二月開墾東坡後即自稱「東坡居士」者不同，

然雪堂落成，東坡作〈雪堂記〉，全文自稱為「蘇子」，而非「東坡居士」。王氏

「始自號」云云，仍有待釐清。其實，王氏於同卷元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有

「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東坡羹頌以行」記事，並引〈東坡羹頌敘〉為證，而〈東

坡羹頌敘〉開篇即云「東坡羮蓋東坡居士所煑菜羮也。」則在雪堂完成前，東坡

已以「東坡居士」自稱，故東坡之自稱「東坡居士」，不得晚於元豐四年底，時

年四十六歲，且在生日後六日。王文誥所言非是。 

    元豐五年二月，「雪堂」落成後，東坡於五月作〈怪石供〉，文末云「皆得以

淨水注石為供，盖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黄州東坡雪堂書。」「黄州東

坡雪堂」乃指「書寫」〈怪石供〉之處所，則其時雪堂已經啟用。東坡另有〈書

臨臯亭〉一文云:「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于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洄，重門洞

開，林巒岔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慚愧慚愧!」此文亦自

稱「東坡居士」，但未署年月。唯「重門洞開」與雪堂之有牆垣者異，能「酒醉

飯飽」隨即「倚于几上」，則自是指臨皋，以臨皋距長江才八十步，故可見「清

江右洄」，又「林巒岔入」非秋冬景況，故合理推測，此文或為遷居雪堂前夏秋

之際，即元豐五年秋前所作。元豐五年九月，東坡有「雪堂夜飲醉歸臨皋」〈臨

江仙〉詞云:「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用「歸來」，謂歸臨皋也，則

作詞時仍居住於臨皋。又〈後赤壁賦〉云:「十月既望，蘇子歩自雪堂，將歸於臨

皋。」亦用「歸於臨皋」。則其遷居雪堂，應在十月十五之後。且據〈雪堂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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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知東坡遷居「雪堂」後，始借「蘇子」與「客」之答問，以申建「雪堂」

乃為「性之便，意之適」者。〈雪堂記〉首段云: 

蘇子得廢圃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做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

中為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

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暝，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興也，

未覺，為物觸而寤，其是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

下。 

味其語意，是確已居於雪堂矣! 

   元豐七年(1084)正月，東坡有〈和秦太虚梅花〉詩:「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

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為愛君詩被花惱。」自稱「東坡先生」，同時稍後

又有「東坡老」、「東坡」、「東坡翁」、「東坡病叟」、「東坡病瘦生」等等自稱，卻

未見「東坡居士」。唯《東坡志林》卷十有記載一則曰: 

元豐七年二月二日，東坡居士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雪堂，並柯池，入乾明

寺觀竹林，謁乳姥任氏墳，… 

王文誥已據《志林》收入《總案》。再後於三月四日作〈送夀聖聰長老偈并序〉，

序稱「長老聰師自筠來黄，將復歸於筠。東坡居士為說偈言。」綜上所述，則東

坡離黃州前以「東坡居士」自稱而可以確定者，一在元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五作〈東

坡羹頌〉時，再則在元豐五年夏秋間作〈書臨皋亭〉時，三則在元豐七年二月謁

乳母墳及三月送聰老歸筠州時，蓋僅四見。 

   東坡於元豐七年三月初，已得量移汝州詔命。四月一日將別黃州，七日渡江，

過武昌夜行，聞黃州鼓角，回望東坡，淒然泣下!(此四字見南宋費袞《梁溪漫志》)，

作〈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黄州鼓角〉詩: 

清風弄水月銜山，幽人夜渡吳王峴。黄州鼔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逺。       

江南又聞出塞曲，半雜江聲作悲健。誰言萬方聲一槩，鼉憤龍愁為余變。        

我記江邊枯柳樹，未死相逢真識面。他年一葉泝江來，還吹此曲相迎餞。 

羈留黃州五年的「憤」與「愁」，情見乎辭，但方將離去，卻有它年再來、江邊

枯柳迎餞的想望。東坡此後未曾再到黃州，但「東坡居士」卻時時出現: 

 元豐七年(1084)四月十四日至慈湖，遊陳氏草堂，有〈慈湖陳氏草堂，

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絮，如羣鶴舞。參寥子

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作庫

頭，參寥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見《東坡志林》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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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豐七年七月十四日題〈張公洞壁記〉:「東坡居士自黄適汝，艤舟亭下      

半月矣!江山之樂，傾想平生。(見明˙陶宗儀《古刻叢鈔》，末署名蘇子       

瞻) 

 元豐七年十月二日在宜興舟中書〈楚頌帖〉及記陶淵明〈雜詩˙丈夫志四      

海〉詩。署名東坡居士。(見周必大《文忠集》十九〈東坡宜興事〉) 

 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塔，作〈木峰偈〉。 

 以上為元豐七年四月至十二月一日，剛離黃州八個月中，已五見。 

 元祐元年(1086)四月，京師「法雲寺」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作〈法       

雲寺鐘銘并叙〉 

 元祐三年五月，在京師有〈栢石圖詩并叙〉敘云:「陳公弼家藏栢石圖，      

其子慥季常傳寳之。東坡居士作詩以為之銘。」 

 元祐三年九月七日，栁仲舉自共城來，摶大官米作飯食我。…東坡居

士書。 

  以上在京師所作。 

 元祐四年七月至六年三月間在杭州作〈請浄慈法涌禪師入都疏〉，有「東      

坡居士適在錢塘」語。 

 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在杭州作〈書朱象先畫後〉，自署「東坡居士書」。 

 元祐六年八月至七年二月間在穎州作〈醉翁引并引〉，有「乃譜其聲，

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在京師作〈北海十二石記〉，署「東坡居士蘇某記」。      

次月即出知定州，明年四月即南遷。 

  以上元祐年間七見。 

 紹聖元年(1094)八月二十一日，東坡居士南遷過虔州，與王巖翁同謁祥      

符宫。 

 紹聖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松風亭，杖履所及，雞犬相

識。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見

其所休戚，嶠南江北何以異也。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逺千里訪

予于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志林》卷十) 



 
 

7 

 

 紹聖二年，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恵誠來謂…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東

坡居士書。(《志林》卷十一) 

 紹聖三年十二月在惠州作〈廣州東莞縣資福禪寺羅漢閣記〉，有「壯麗

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説偈言」。 

 在惠州，作〈王氏生子致語口號〉，有「東坡居士尊爼千峯，笙簧萬籟。」 

以上在惠州五見。 

再貶海南: 

 紹聖四年七月初至海南儋州作〈桄榔庵銘并叙〉，有「東坡居士謫于儋

耳無地可居，…東坡居士強安四隅…」 

 元符元年(1098)九月晦，在海南遊天慶觀。「東坡居士遷於海南，憂患

之餘，戊寅九月晦遊天慶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簽以決餘生之禍福吉

凶。」 

 元符三年正月，有記「肇養黃中」一則，署東坡居士記。(《志林》卷

八) 

自海南北返: 

 元符三年七月十日遊愈上人精舍，有〈合浦愈上人以詩名嶺外，將訪道

南嶽，留詩壁上云:「閒伴孤雲自在飛」，東坡居士過其精舍，戲和其韻。〉 

 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有記事云:「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      

慧辨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予自嶺南

還則辨已寂久矣。東坡居士曰:『辨視身為何物』，…」 

 建中靖國元(1101)正月一日在韶陽作〈南華長老題名記〉:「明公告東坡

居士曰:『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 

 四日，發大庾嶺，至龍光寺，作〈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

竿，時南華珪首座方受請為此山長老，乃留一偈院中，須其至授之，以

為他時語録中第一問〉 

由以上所列，可見東坡自稱「東坡居士」之概況:東坡在黃州期間，自稱「東坡居

士」者四見，而離開黃州後，所到之處即有「東坡居士」，而「東坡居士」實由

「東坡」而來，山谷作〈東坡先生真贊三首〉，其第二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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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愛之也，引之上西掖鑾坡。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

坡。槁項黃馘，觸時干戈。其惡之也，投之於鯤鯨之波。是亦一東坡，非亦

一東坡。計東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稊米，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

地相終始。 

於東坡事功人格，極為推尊。 

 

四、 說「道人」 

   「道人」一詞，最早或見於《漢書˙五行傳》:「道人始去，兹謂傷蜚。」服虔

注曰:「有道之人」。又〈京房傳〉:「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顏師古注曰:「有

道術之人」。兩傳的文意類似，服虔與顏師古之注意思應同。又〈郎顗傳〉:「《易

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易傳》指《易稽覽圖》。

鄭玄注曰:「有寒温，無貌濁清静，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静，無寒

温，此佞人以便巧仕於世也。」是以「道人」為「賢者」。《晉書˙佛圖澄傳》載:

佛圖澄天竺人，少學道，通玄術。石勒稱其「道人」。是亦有道術之人。南朝時

已多稱浮圖為「道人」，見《宋書》。江淹〈郭弘農遊仙璞景純〉:「道人讀丹經，

方士鍊玉液。」則指道士。韓愈有〈送僧澄觀〉詩:「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

名籍籍。」則為僧人。宋初徐鉉有〈送贊寧道人歸淅中〉，贊寧為當時高僧，而

徐鉉稱之道人。故僧人、道士與有道德涵養的賢者皆可稱道人。 

    前文於東坡自稱「東坡居士」已考其要，而山谷詩文中，稱東坡為「東坡居

士」者固有，如: 

 〈東坡居士墨戲賦〉:「東坡居士逰戲於管成子、楮先生之間，作枯槎夀     

木叢篠斷山，筆力跌宕於風煙無人之境，蓋道人之所易，而畫工之所     

難。」 

 〈跋秦氏所置法帖〉:「唐承晉宋之俗，君臣相與論書，以為能事，比      

前世為甚盛，亦不聞蜀人有善書者，何哉!東坡居士出於眉山，震輝      

中州，蔚為翰墨之冠。」 

 〈題東坡字後〉:「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      

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巳」 

 〈書贈花光仁老〉:「某有梅花一詩，東坡居士為和王荆公，書之於扇，     

却待手寫一本奉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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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稱東坡為「東坡道人」者，至少便有四例: 

 〈題子瞻與王宣義書後〉:「東坡道人書尺，字字可珍。」 

 〈跋東坡樂府〉:「東坡道人在黄州時作，語意髙妙，似非喫煙火食人     

語。非胸中有萬巻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按此指東坡在     

黃州所作〈卜算子〉詞:「缺月挂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     

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囘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       

洲冷。」 

 〈跋東坡墨迹〉:「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      

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栁誠懸；中嵗喜學顔魯公、楊風      

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      

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按:此論東坡書法與王羲之、徐浩、柳公權、顏真卿、楊凝式、李邕之關

係。 

 〈武昌松風閣〉:「東坡道人已沈泉，張侯何時到眼前。」 

若此，山谷之意，是否「道人」即是「居士」?此三跋一詩，均作於東坡逝後，其

或有推尊之意如〈墨戲賦〉所云「道人」者乎!然而山谷用「道人」稱呼他人者亦

有，如: 

 〈戲答俞清老道人寒夜三首〉:俞清老受王安石勸而出家，後又還俗。 

 〈送劉季展從軍鴈門二首〉:「仙家耕耘成白璧，道人煮掘起風痱。」此道

人與仙家對舉，則應是道士。 

 〈題花光畫山水〉:「花光寺下對雲沙，欲把輕舟小釣車。更看道人煙雨筆，

亂峯深處是吾家。」花光，和尚也。 

 〈覺範師種竹頌〉:「簡池覺範道人城東道友也，今在簡州景徳院，其     

家風十二時似趙州東院西也，種竹兩枝於宴坐軒中，山谷老農作頌。」     

覺範也是和尚。 

 〈贈知命弟離戎州〉:「道人終歳學陶朱，西子同舟泛五湖。船窻卧讀書萬     

巻，還有新詩來起予。」 

此處道人即指「知命」，魯直四弟黃叔達字知命， 因天生足蹶，傲世不羈，      

黃庭堅對之特別關愛，遊宦各地，知命多隨往。但知命既不禮佛，亦不學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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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山谷「道人」之稱，亦隨人而異，稱東坡為「東坡道人」者，當時獨有!南宋劉

鎮嘗云:「東坡道人筆下無一㸃塵氣」，亦用山谷語，明清人亦沿用之。 

 

五、 「山谷道人」在萬化 

  黃山谷於元豐三年(1080)由北京赴任江西太和縣令，時其舅父李常為江南西

路提點刑獄，駐節舒州(安徽懷寧)，山谷遂專程往舒州一行；十月，游潛山「山

谷寺」及寺旁溪山石牛洞，愛其清幽，遂自號「山谷道人」，時年三十六歲。其

後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於紹聖二年(1095)到達黔州，居於摩圍山下開元寺，至

三年六月，作〈忠州復古記〉云:「紹聖二年正月，知州事營丘王君闢之聖涂，下

車問民疾苦，…聖涂乃以書誇涪翁曰:『為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鰥寡之病…，

聖涂為州之明年六月而涪翁為之記。』」記文中兩用「涪翁」，又以「涪翁」自署，

此時始自號「涪翁」，時年五十二歲。四年春，因躬自耕地，又自稱「山谷老農」，

但僅兩見。元符元年(1098)四月，移戎州，六月抵達，寓居「南寺無等院」，名其

居室為「槁木庵」、「死灰寮」，以寄沉鬱。二年春，遷於城南，親理僦舍，名「任

運堂」，則心境略平。徽宗崇寧二年(1103)十一月底，得命除名編管宜州，三年五、

六月間抵宜州，暫居城中，十一月，移居子城南，名所居「喧寂齋」，以既不避

風雨又市聲喧鬧。四年初，再遷新居，五月，因范寥來伴，又移於南樓(戌樓)，

九月三十日卒。 

    清人吳景旭《歷代詩話》云:「魯直謫涪州别駕，因稱涪翁。一作涪皤，范石

湖云:『蜀中稱尊老者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宋景文(祁)(998-1061)謂當作皤。

魯直號涪皤，或從其俗也。又謫黔州，號黔安居士。黔中寓開元寺，寺有摩圍泉，

因號摩圍老人。至宜州號八桂老人。陳後山(1052-1100)呼魯直為金華仙伯，故〈題

李白真〉:詩「金華仙伯哦七字，作事不復千金模。』蘇養直詩:『但見金華仙伯

語，筆端丘壑飽經心。』」(卷五十九) 

按:山谷在黔州時，曾作〈笻竹頌〉，兩用「涪皤」以自稱。又作〈沙彌文信大悲

頌〉，亦自稱「涪皤」，「涪皤」之稱是可確認，實即「涪翁」。再者，黔州在隋代

稱黔安郡，後世又改黔中、黔州，宋時治所在彭水，西北水路至涪州二百七十里，

陸程倍之。山谷初至彭水，居開元寺，寺背摩圍山，摩圍者摩天也，非因泉而名。

「八桂」之稱，以廣西靜江府(桂州)古稱八桂郡。吳氏所稱「黔安居士」、「摩圍

老人」、「八桂老人」之號，山谷詩文皆未見，然確有以「黔安」代稱山谷者，如

曾親炙山谷之詩僧釋惠洪(1071-1128)，有〈跋黔安書〉云:「弼上人處見黔安〈青

石牛帖〉，皆與村落故人語，然其傲睨萬物之意不沒，更百年後，斯帖當亦貴耳。」

後人遂或以黔安居士尊之。陳師道有〈和饒節詠周昉畫李白真〉詩云:「君不見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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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老翁醉騎驢，熊兒捉轡驥子扶。金華仙伯哦七字，好事不復千金模。」按山谷

曾有〈題杜子美浣花醉圖〉，故後山云云。蘇養直為蘇堅之子蘇庠字，江西詩人

「祖可」之兄。吳氏所引蘇養直斷句，見南宋胡仔(1082-1138)《苕溪漁隱叢話後

集卷三十一引《復齋漫錄》，即吳氏所據》。則「金華仙伯」亦如「黔安居士」、

「摩圍老人」、「八桂老人」，皆他人之尊稱，而非山谷自號。故山谷實自取「山

谷道人」與「涪翁」兩別號，又截然可以五十一歲貶謫涪州、安置黔州為先後。 

    山谷雖有「山谷道人」與「涪翁」之號，然東坡與同時師友，多直稱其「黃

魯直」或「魯直」，蓋稱字即為朋友之義，又「山谷道人」雖不甚行於世，而「山

谷」則如「東坡」，人皆知之尊之，如參寥子(釋道潛)〈題宗室公震防禦畫後〉云:

「蒹葭照雪含餘潤，古木攙天氣老成。山谷不来居士死，何人為子一題評。」釋

惠洪〈鄭南壽擕詩見過次韻謝之〉云「東坡句法補造化，山谷筆力江倒流。兩翁

連聨竟仙去，暮年見子忘百憂。」皆以「居士」「東坡」與「山谷」對舉。上文引

山谷〈東坡先生真贊〉，見山谷於東坡之推崇。而山谷有〈寫真自贊五首〉，其第

三首云: 

或問魯直似不似，似與不似是何等語?前乎魯直，若甲若乙，不可勝紀；後     

乎魯直，若甲若乙，不可勝紀。此一時也，則魯直而已矣，一以我為牛，予

因以渡河而徹源底；一以我為馬，予因以日千里。計魯直之在萬化，何翅太

倉之一稊米。吏能不如趙張三王(西漢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治京

兆皆有能名)，文章不如司馬班揚，頎頎以富貴酖毒，而酖毒不能入其城府；

投之以世故豺虎，而豺虎無所措其爪角，則於數子有一日之長。 

其筆勢與贊東坡幾乎一致，且如「計東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稊米」與「計魯

直之在萬化，何翅太倉之一稊米。」則全同，山谷豈無意乎! 

   

六、 餘論:「龍門」與「薪傳」 

   東坡於仁宗嘉祐二年(1057)登進士第，二十二歲。當年歐陽永叔(1007-1072)五

十一歲，以翰林學士權知貢舉，故二人有座主門生之關係。十一年後，英宗治平

四年(1067)，山谷進士及第，二十三歲。當年主考官為司馬君實(1019-1086)，亦

以翰林學士權知貢舉，時年四十九歲。山谷與座主其後之互動幾無可得言者，至

元祐元年(1086)，司馬君實舉薦山谷參與資治通鑑之校訂，使山谷能躋身史館，

後世而有黃太史之盛名。當年九月，司馬君實逝世，山谷撰〈祭司馬温公文〉兩

篇與〈司馬文正公挽詞〉五律四首，雖祭文亦有「馳心墓門」、「臨穴寫哀」、「為

天下慟，悲不能詞」之語，而文字簡約，與五律四首皆多公議而少私情。後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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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司馬溫公與潞公書〉云:「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

為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

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葢如此。」又〈題司馬溫公與元氏簡尺〉:「温

公人物，所謂圭璋特達者也。」多著墨於溫公之人格特質。比諸東坡與六一長期

之親密關係，不可同日而語，蓋所尚不同，性情各異乎!當東坡及第後，以書謁永

叔，永叔謂梅聖俞(1002-1060)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賞拔提攜之心，溢於

言表。 

     山谷於元豐二年(1079)春始上書及〈古風〉二首於東坡，陳其欽慕之誠，是

為二人初次交往。時東坡四十四歲，山谷三十五歲。山谷讀東坡詩，遂盡焚少作

千餘首，僅留〈敝帚〉、〈焦尾〉兩集百餘首，此後二人唱和不斷。元豐八年(1085)

四月，山谷由山東德平監鎮召入朝為校書郎，九月抵京。當年冬，東坡由知登州

召回朝任禮部郎中，約年底到任。東坡與山谷實際見面應在次年即元祐元年，此

時晁无咎(1053-1110)、張文潛(1054-1114)亦在朝任職，秦少游(1049-1100)得東坡

推薦，在京預備制科試，「四學士」之名遂成。時東坡五十一歲，山谷四十二歲。

當年八月，東坡被擢為翰林學士，東坡上狀舉山谷自代云:「蒙恩除臣翰林學士。

伏見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絶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

議。」薦賢之意顯然。東坡又於〈答舒堯文書〉中云:「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

霸，雖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巳。公自於彼乞盟可也，奈何欲

為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而給?諸不敢當!」雖語帶詼諧，而言外之意可見，

此與永叔所說「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之意正同。元祐三年，東坡在進士及第三

十二年後，亦如座師永叔然，以翰林學士權知貢舉，時年五十三歲。而山谷、无

咎、文潛三人皆入試院，分任參詳、點檢官，亦一時美談。 

   山谷既歸蘇門，則於永叔將何所言?實則山谷七叔祖黃注夢升(998-1039)為永

叔同年友，夢升四十云亡，永叔為作〈黃夢升墓志銘〉，述其交往淵源，而稱「夢

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

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而山谷有〈䟦歐陽文忠公撰七叔祖主簿墓誌銘後〉

文曰:「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從横制作之意，似徐陵、庾信，使同時遇合，未

知孰先孰後也。…使之白髪角逐於英俊之塲，又未知與歐陽文忠公孰先孰後也!」

則知山谷原與永叔有其淵源。山谷於永叔文章書法為人，可於以下兩段文字見之:

〈跋歐陽公紅梨花詩〉: 

觀歐陽文忠公在館閣時〈與髙司諫書〉，語氣可以折衝萬里，謫居夷陵，       

詩語豪壯不挫，理應如是。文人或少拙而晚工，至文忠，少時下筆便有絶塵

之句，此釋氏所謂朝生王子，一日出生一日貴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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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䟦永叔與挺之郎中及憶滁州幽谷詩〉 

歐陽文忠公書不極工，然喜論古今書，故晚年亦少進。其文章議論，一        

世所宗，書又不惡，自足傳百世也。 

    山谷仕途多舛，京官只到「著作佐郎」，知太平州僅九日而罷，而安置、編

管接連，孤身弔影，老死異域，景況極慘!然勤於詩文創作，雖或云欲以巧見奇，

然若非學養深至，又何克臻之!試以一例說明之: 

    協韻為詩歌之要素，以某字為韻而賦詩，最早見於唐•徐堅《初學記》所

載隋˙薛昉「巢王座分韻得餘字」，至唐人而「分韻得某字」或「同用某韻」

賦詩之風頗盛，入宋後，自寇平仲(961-1023)、釋惠崇、梅聖俞、蘇子美(1008-

1048)、歐陽永叔、王介甫(1021-1086)等間亦戲為之。又有分韻部為詩者，起

於梁武帝時，南宋洪景盧(1123-1202)《容齋續筆》說之甚詳。又有和韻為詩

者，亦起於梁˙沈約、王筠等，王筠尤以善押「強韻」名冠一代。唐人唱和之

風盛，逞奇炫才，各極其能，如元、白，劉、白，皮、陸倡和之作皆是。入

宋後，李昉明遠(925-996)、李至言幾(947-1001)之《二李唱和集》，王元之(954-

1001)《商於唱和集》同時並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歐陽永叔於送別梅

聖俞席上，創意「各分詩句，字字為韻」以賦詩，梅聖俞分得沈佺期「高樹

早涼歸」句，歐陽永叔分得南朝柳惲「亭皋木葉下」句。其後東坡亦曾與秦

少游等人效此賦詩，東坡分得「人皆苦炎」四字，乃用唐文宗「人皆苦炎熱」

詩句四字為韻。山谷極有得於此，乃結合唐人律賦「以題為韻次用」之規則，

於元豐元年正月間創「定韻組詩」新體(「定韻」為南宋滕岑(1137-1224)所命)，

所作第一組「定韻組詩」用韓愈〈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中「何人有酒身

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欵」兩句，作十四首，每首以詩語一字為韻。山谷其後

陸續又有十七組詩作，而首先回應者正是東坡，東坡第一組定韻組詩作於元

豐三年，時在黃州，用其伯父蘇渙送蘇洵下第詩中「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

靈觀穩跨驢」兩句作十四首送蘇渙子蘇安節落第還鄉。第二組則於紹聖二年

在惠州用杜甫〈月〉詩首句「五更山吐月」為韻。其後兩宋詩人群起模仿，

約五十餘家近千首，且又各翻新奇，遂使「定韻組詩」儼然一「山谷體」。

而山谷被尊為「江西詩派」宗主，尤能光大蘇門乃至歐門。永叔為一世龍門，

「歐陽公門下士」多矣，而東坡獨得心傳。蘇門名振一時，而山谷更能別開

新局。金˙元好問〈論詩絕句〉云:「金入洪鑪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纎塵。蘇

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山谷正坡門之忠臣也! 

北宋有此兩居士，一道人；兩文(《諡法》:「道德博聞」等八類可諡「文」)忠(《諡法》:

「廉方公正」等四類可諡「忠」)，一文節(《諡法》:「謹行節度」等二類可諡「節」)，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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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哉! 試以四句，為本文作結:      

      六一東坡兩居士，涪翁山谷一道人。 

      三公相繼傳道業，炎宋光華見詩文。 

       

《附錄》 

黃山谷首創定韻組詩第一組:五言六句十四首 

〈丙寅十四首效韋蘇州并序〉:「二月丙寅，率李原彦深、謝愔公靜游百花洲，適

為游人所擅，見拒於晨門；因賦『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欵』之句。行

繫馬李氏園，步至廣濟僧舍，謁寇忠愍萊國公祠堂。用吏部詩韻作。」 

雪盡草木動，春融煙景和，嘉辰掩關坐，如此節物何。同游得二子，晤對不在多。 

不知鞍馬倦，想見洲渚春。清晝鏁芳園，誰家停畫輪，高栁極有思，向風招游人。 

漸佳樓外花，嘉賞亭邊栁。作者歸山丘，今春為誰有。千秋萬歲後，還復來游否。 

城南有佳園，風物迎馬首。但賞主人竹，不飲主人酒。紅日媚紫苔，輕風泛青栁。 

三公未白髪，十輩乘朱輪。只取人看好，何益百年身。但願長今日，清樽對故人。 

江梅香冷淡，開遍未全疎，已有耐寒蝶，雙飛上花須。今夜嚴城角，肯留花在無。 

我思五栁翁，解作一生事。得錢送酒家，便靜尋山寺。念我還如此，翁應會人意。 

庭空日色靜，樓迥鐘聲遲。褐叟巳爭席，馴鴉更不疑。同來復同去，竟别我為誰。 

謝甥有逸興，李髯非不嘉。苦思夢春草，醉狂眠酒家。斯游無俗物，傲睨至昏鴉。 

寺古老僧靜，亭隂脩竹多。萊公作州日，部曲屢經過。衆推識公面，蒼石眠緑莎。 

盛時衆吹噓，謫去衆毁辱。不為公存亡，幽蘭春自緑。欲書名相傳，安得南山竹。 

昔公調鼎實，指顧九廟尊。郡國富士馬，于今開塞垣。誰能起公死，為國守北門。 

出身世喪道，解綬飢驅我。杯中得醉鄉，去就不復果。豈為俗人言，達人儻余可。 

少小尚狷介，與常人不款。置身稍雍容，遇酒輒引滿。自是鶴足長，難齊鳬脛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