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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
殊
平
议
———兼论晏殊作品的评价问题
邵明珍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过去对晏殊及其词的评价，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从晏殊的仕宦经历入手，可以对晏殊的政治品德以
及在庆历新政与兴学中的历史作用作一厘清。晏殊一生并非“富贵显达”、“仕途顺利”，反而因为“赋性刚峻”而
“屡遭拂逆”。从政五十年，约有十六年时间在贬谪或者外放中度过。庆历新政（庆历兴学）时期，晏殊在政治和
人事安排上支持改革，是范仲淹、富弼等改革派的有力支持者；晏殊积极崇教兴学，是欧阳修等兴复古道，崇尚
韩、柳，进行诗文革新的先导。晏殊在诗文词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对当时文坛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历来
学界仅仅以他的词来评价晏殊的创作成就并不合适。而对晏殊词的评价，也有必要从多个方面作新的认识。
关键词：晏殊；政治品德；庆历新政；庆历兴学；词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３８２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８

以前论及晏殊，往往只说他善写小词，乐于提携后进，但政治上平庸，甚至圆滑，一生仕途顺利，富贵
显达，养尊处优。故而虽公认晏殊词写得好，却被认为是“无病呻吟”。实际上，如果不为“太平宰相”、
“富贵显达”等先入之见所蒙蔽与误导，了解晏殊的生平，我们就不难看到，晏殊一生也曾经遭到三次贬
谪，可谓“屡遭拂逆”，而且他“赋性刚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珠玉词提要》），具备一个政治家应有
的品德，而绝非人云亦云、圆滑处世的官场老手。正因为对晏殊历来存在着不该有的偏见、误解，对他在
庆历新政以及庆历兴学等方面的历史评价，存在着严重的不公；相应地，对他的文学创作成就的评述也
仅仅局限于词的创作，而对其词作的评价也更因为对其人的评价之不公而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与偏见。
而历来对晏殊评价有失公允与对晏殊政治品格、仕宦经历之曲解、误解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笔者认为
有必要对如下几个问题作必要的厘清，并由此对其作品的评价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
首先是关于晏殊的仕宦经历是否一生“富贵显达”、“仕途顺利”的问题。
近现代学界对晏殊的评价，比较早的如：
“莫话匆忙，梦里浮生足断肠。”（《采桑子》）……“所惜光阴去似飞。”（《破阵子》）此类词句，在《珠
玉集》中，随处可见。皆无沉挚的感情，实与真正叹光阴易逝、伤聚散无常者有异，盖同叔于富贵得意之
余，念百年之易尽，欢愉之难再，偶生愁绪，辄见之于词。但究系一瞬的感觉，不能久占心灵，故表现于文
学上者亦不充实，不深刻，徒令人读之生厌，故可谓之无病呻吟也。
作为词学界较有影响的学者，此一对晏殊的评价影响甚广。对此，台湾学者郑骞在其《成府谈词》
一书中做了针锋相对的批评：
《珠玉词》清刚淡雅，深情内敛，非浅识所能了解，近人遂有讥为“身处富贵无病呻吟”者。不知同叔
一生，亦曾屡遭拂逆，且与物有情而地位崇高性格严峻，更易蕴成寂寞心境，故发为词章，充实真挚，安得
谓之无病呻吟！文人哀乐，与生俱来，断无作几日官即变成“心溷溷面团团”之理。为此语讥同叔者，吾
①

①

宛敏灏：《二晏及其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 年，第 １６５—１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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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始终未出三家村也。
但对晏殊的偏见依然没有破除，新出的选本中说他“一生的经历相对平稳，他虽然有过贬谪但并不
长”， 此说显然与事实不符。
第一，晏殊也是多次被贬，可谓“屡遭拂逆”，一生贬谪外放长达大约十六年。晏殊真宗时代仕途相
对比较顺利，而在仁宗朝，虽然一度位极人臣，贵为宰相，但也几经贬谪。据晏殊年谱可知，晏殊第一次
贬是在天圣五年（１０２７），“上疏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击其仆、误折其齿罢，留守
南京。” 虽然第二年就被召拜御史中丞，但毕竟也是一次不小的政治打击。第二次贬谪在明道二年
（１０３３）四月，章献太后三月崩，晏殊撰写志文，因没写明李宸妃是仁宗生母而罢参知政事，以礼部尚书
知亳州。此次外放直到宝元元年（１０３８ ）自陈州召还，长达五年之久。最后一次外放是在庆历四年
（１０４４）九月，晏殊被弹劾罢相，外放颍州等地，历时长达十年之久。直到至和元年（１０４４）六月，才因病
被仁宗恩准回京。回京半年后即病逝。纵观晏殊一生，从十四岁被举神童踏入官场始，差不多有五十年
的仕宦生涯，但外放时间也长达十六年，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贬谪外放之中。
第二，晏殊真正作为宰相仅有一年半时间。据《宋宰辅编年校录》卷五，“仁宗庆历二年”晏殊“自枢
密使、授检校太尉、依前行刑部尚书、同平章事。” 但还不是宰相，是“枢相”，北宋前期，“枢相”是指枢
密使带“同平章事”或“侍中”官衔的简称，在当时是地位、待遇高于枢密使但低于宰相的特殊枢密使。
晏殊拜相是在庆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书居相位，充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 直到庆历四年九月
罢，在相位仅仅一年半时间，故所谓“太平宰相”、一生“富贵显达”云云，其实与实际情形并不相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二
其次是有关晏殊的政治品德是否圆滑平庸以及在庆历新政中的历史作用问题。
史传说晏殊“赋性刚峻”，非常切合晏殊一生的仕宦经历，而这一点足可以证明晏殊并非混迹官场
的圆滑之徒。虽然晏殊在真宗时代作为一个比较谨慎的近侍深被倚重，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个没原则
的见风使舵者。在章献太后临朝期间，晏殊就老实不客气地“上疏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由是忤太后
旨。”张是太后之恩人，而此时仁宗年幼，太后垂帘听政，晏殊上疏无异于以卵击石，受到贬谪更是在所
难免。虽然事后不久就被召还，但于此足见晏殊的政治品格以及为人。晏殊之曾孙晏敦复，《宋史》本
传谓其“素刚严”，“居右省两月，论驳凡二十四事，议者惮之。复为吏部侍郎”。宋高宗时秦桧为议和，
许以高官厚禄，“桧使所亲谕敦复曰：‘公能曲从，两地旦夕可至。’敦复曰：‘吾终不为身计误国家，况吾
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言。’桧卒不能屈。……静默如不能言，立朝论事无所避。帝尝谓之曰：‘卿鲠
峭敢言，可谓无忝尔祖矣’。” 从宋高宗对晏殊曾孙“鲠峭敢言”、“无忝尔祖”的称扬中可以看出至少一
直到南宋的开国皇帝心目中，晏殊是一个正直敢言之士。
关于庆历新政，一般都有这样的认识：宋仁宗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宋朝对西夏战争惨败。仁宗遂罢去
宰相吕夷简，任命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之经验，于九月将《答手诏条陈
十事》（即《十事疏》）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赞同，并颁发全国。一年四个月
后，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邓州、杭州、青州。但此概括忽略了晏殊的重要作用。欧阳修在晏殊身后
有这样的评价：
⑦

郑骞：《景午丛编·成府谈词》（上编），台北：中华书局，１９７２ 年，第 ２５１ 页。
诸葛忆兵：《晏殊晏几道集·前言》，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７、８ 页。
《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
③⑥ ［宋］欧阳修：
局，２００１ 年，第 ３５２ 页。以下简称《晏公神道碑铭》。
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校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第 ２３６—２３７ 页。
④ ［宋］徐自明撰，
《试论北宋前期之枢相》，《中州学刊》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
⑤ 参见马玉臣：
《宋史·晏敦复传》卷三八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１７３７—１１７３８ 页；第 １１７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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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为人刚简，遇人必以诚，虽处富贵如寒士，尊酒相对，欢如也，得一善，称之如己出。当世知名之士
如范仲淹、孔道辅等，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当公居相府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
阁，多一时之贤。天子既厌西兵，闵天下困弊，奋然有意，遂欲因群材以更治，数诏大臣条天下事。方施
行，而小人权癰皆不便。明年秋，会公以事罢，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
“务进贤材”，正是晏殊作为宰相之最了不起和最崇高的政治品德。宋代宰相握有进贤选能升降百
官的人事调配大权，庆历四年（１０４４）赵师民上疏：“辅相之本，在于进贤退愚，使中外之任，各当其能，上
下之材，咸适其分。” 司马光亦曰：“臣误蒙甄擢，备位宰相，遴选百官，乃其职业。” 可以说，晏殊充分
并且很好地运用了宰相之“进贤退愚”、“谨选百官”的人事权，在新政期间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欧阳修对晏殊之罢相，虽然仅仅有这么几句：“会公以事罢，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但由此
可见晏殊之罢相与庆历新政失败之密切关系。
有论者这样认为：
主张实施新政的代表人物范仲淹，核心成员富弼，以及欧阳修等人，或为门生，或为爱婿，他们之间，
不只是师生、翁婿的私谊，更主要的是思想政治主张上的相近、相同，自然汇合为一股进步的政治势
力。……事实表明，庆历新政期间的人才荟聚，革旧立新主张的实施，都因晏殊政治生涯的升降浮沉而
聚散行止，充分显示了他在此期间的重要作用。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扛着改革大旗高歌猛进固然是改革派的伟大风范，而运筹帷幄，选贤任能，排兵
布局，更是宰相应有之“职业”操守。而改革阵营中人因为欧阳修的外放，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晏殊，则
更像是改革派的一次愚蠢的“乌龙”。对此，有论者已经加以辨明：
在庆历新政中，晏殊的态度尤其是在欧阳修外黜一事上的态度多为后人訾议。实际情形如何呢？
庆历三年（１０４３）三月吕夷简罢相，改由晏殊接任。晏殊即着力改造中枢机构，使之面目一新。《晏公神
道碑》说他“及为相，益务进贤材。当公居相府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
与此相应的是调整、充实谏院，同时被召还京师入谏院的有欧阳修、余靖、王素三人。蔡襄欣然命笔志
贺，写下《喜欧阳永叔、余安道、王仲仪除谏院》一诗，其云：“御笔新除三谏官，士民千口尽相欢。”不久，
蔡襄亦以秘书丞入知谏院。晏殊为谏院择贤，第一个选中的是欧阳修。
可见欧阳修不仅仅在天圣八年参加科考时为晏殊拔为第一名，而且在新政期间，晏殊刚一登上宰辅
宝座，其就被拔擢为谏官。而当时与晏殊同居相位的章得象，是改革派的反对者，庆历新政中，他对同为
反对派的张方平说过：“得象每见小儿跳踯戏剧，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方锐于跳踯时，势难
遏也。” 由此可见章是一个颇有心计之人，更不难想见庆历新政期间在人事进用等问题上，晏殊绝对不
可能得到章得象的支持配合，反而要排除来自方方面面包括章得象的阻力。由此，我们更可以想见当年
晏殊对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之支持之难能可贵，在庆历新政中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晏殊还有一个身份被众多学者普遍忽略，那就是他曾经是真宗任命的太子舍人，而这个太子也就是
日后的仁宗。《宋史》卷九《仁宗本纪》载：“（大中祥符）八年，封寿春郡王，讲学于资善堂。天禧元年兼
中书令。明年进封升王。九月丁卯，册为皇太子，以参知政事李迪兼太子宾客。癸酉，谒太庙。四年，诏
五日一开资善堂，太子秉笏南乡立，听辅臣参决诸司事。” 晏殊于真宗天禧二年八月为太子舍人，时年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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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欧阳修：《晏公神道碑铭》，《欧阳修全集》，第 ３５３ 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 年，第 ３５４５ 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二，第 ９３０１ 页。
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第 １１０ 页。
程安庸：《晏殊评说》，《求索》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宋］邵博撰：《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５６ 页。
［元］脱脱等撰：《宋史·仁宗本纪》卷九，第 １７５ 页。
１３５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二十八岁：“岁中，迁尚书户部员外郎，为太子舍人。” 史载北宋太宗、真宗不仅仅自己勤奋读书，也均非
常注重皇子的教育，太宗曾对毕士安等人说：“诸子长宫廷，未闻世务，必资良臣贤士赞导为善，使日闻
忠孝之美。卿等谨恪有行，故兹麟选，宜各勉之。” 由此可知，晏殊所以被真宗选为太子舍人，乃是“良
臣贤士”，堪为太子之师长。而晏殊自己对这一段经历也很重视，晚年外放期间见到当年的同事，曾经
慨叹：“资善堂中三十载，旧人多是凋零。与君相见最伤情。……帝宸思旧，朝夕奉皇明。” 还值得我们
注意的是，仁宗在作为太子以及即位以后章献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他的某些思想就很可能受到过晏殊的
影响；而庆历新政是自上而下发起的改革，具有仁宗“钦定”之性质。作为一个可能曾经影响过当今皇
帝之思想、此时又秉承当今皇帝之旨意之宰相，指挥布局，任命范仲淹等一干改革派，乃是晏殊在当时所
担当的重责，鉴于同时为相之章得象对改革所持的反对态度，晏殊作为宰相，独立支持庆历新政，其历史
作用不容低估。
而作为有远见之政治家，晏殊运用宰相的人事调配权拥护支持新政，显然并非仅仅出于被动的接
受，更不仅仅是执行仁宗皇帝的命令。晏殊对宰相之职能有着充分的认识，他曾有文专论汉人萧望
之。 据史传记载，萧望之是西汉宣帝、元帝倚重的大臣，作为汉元帝师傅，元帝即位不久就被赐爵关内
侯，任为给事中，元帝还打算任命其为丞相。后被弘恭、石显陷害，冤枉下狱，最后受门人朱云所劝，饮鸩
自杀。对此，晏殊显然大不以为然。在晏殊看来，萧望之如果有足够的政治远见，一旦依以为相，则“倘
因而斥退奸党，荐延忠直，廓大明之蒤翳，恢盛业于悠远；力之不逮，则以死继焉，鸿毛泰山，唯义所归，不
其壮欤！”但萧望之却听信门人之劝告，自杀而亡，“为匹夫匹妇之谅，决凶竖之奸计，陷人君于过恶，其
不智而无名也甚矣！”从晏殊对萧望之的这一批评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晏殊认为宰相应当“斥退奸党，
荐延忠直”。由此，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推论：晏殊在宰相任上尤其新政期间提拔重用范仲淹等改革派
人物，乃是一种自觉的政治追求，而绝对不是一个圆滑处世的官场老手的随波逐流。
过去一提到庆历新政，就会提到范仲淹、欧阳修与富弼等，却严重忽视晏殊在新政期间所起到的重
要历史作用，甚至把晏殊当成改革派的对立面人物加以指责，如此，既不尊重历史，也严重地影响了对晏
殊其人其作的正确评价。
①

②

③

④

三
最后，有必要厘清晏殊与庆历兴学之关系问题。
庆历兴学作为庆历新政之重要内容，一向为学界重视，但一提到庆历兴学，都归功于范仲淹，而对晏
殊在北宋所起的崇文兴教的历史功绩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受当时时代风气之影响，晏殊在
庆历之前就素有尊儒崇教之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史言“兴学自殊始”，乃是事实。
晏殊出生于唐宋时期具有浓重重儒崇教的江西。江西在唐宋时期建有众多的书院，如著名的白鹿
洞书院，而比白鹿洞书院早半个世纪的是唐代兴建的位于德安境内的东佳书院。 太宗、仁宗以及当时
不少宰相名流均有赠诗题咏，另外，奉新华林书院也很有规模。宋初奉行的右文政策，也直接影响了之
后北宋朝野崇教兴学之风气。太宗特别注重选人才、兴文教。据载，太宗朝，仅太平兴国二年贡举，录取
各科人才总数达五百多人，“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
⑤

⑥

［元］脱脱等撰：《宋史·晏殊传》卷三百一十一，第 １０１９６ 页。
［
宋］李焘：《诸王事迹》，《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九，第 ９４ 页。
②
《临江仙》，吴林杼校笺：《珠玉词》（汲古阁本），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 ８８ 页。以下仅标页码。
③ ［宋］晏殊：
《萧望之论》，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十九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④ ［宋］晏殊：
２２５ 页。
实际应该是指东佳书院。据德安县志、《义门陈氏宗
⑤ 创立于唐龙纪年（公元 ８８９ 年）前。晏殊有一首题为《过华夫书屋》的诗，
谱》以及陈氏研究中心网站资料，晏殊此诗题作《赠东佳书院》，有些语句稍有不同。比较两诗，前者题目以及诗中部分用词似有诸多不
妥，似以《德安县志》记载的《赠东佳书院》为是。诗见 １９９０ 年版《德安县志》卷二十三“艺文”。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第 ３９４ 页。
⑥ ［宋］李焘：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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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太宗以及其后的真宗、仁宗奉行了此一“兴文教，抑武事”之国策，宋初大兴学校、重视教育早
已蔚然成风，在晏殊的师友、弟子、门人或者同事之中，也不乏有崇教兴学之思想并且付之于行动者。比
如谢绛（９９４—１０３９），以文学知名，与晏殊一样，谢绛早年也得到过翰林学士杨亿之青睐，并且得到过他
的举荐。谢与欧阳修、梅圣俞、尹洙等（这些都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人物）或交游或共事多年，经
常在一起切磋学问，酬唱诗词，游览名山。天圣中，谢绛迁礼部员外郎，而天圣八年春正月，命资政殿学
士晏殊权知礼部贡举。由此推论，谢绛可能与晏殊一度也共过事，在崇教兴学这一点上，与晏殊堪称
“同志”。谢绛所至之处，“大兴学舍”。谢绛后通判河南府时，修建国子学，亲自执教，远道来学者达数
百人。从梅尧臣等诗歌作品中还可以看到谢绛游视府学，尊儒重教、劝学励进。 晏殊作为较早跻身仕
途，在真宗、仁宗两朝不无影响的人物，与当时北宋文坛之诗文革新运动，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我们
可以从其与梅尧臣等人的交往以及相互的影响中寻找佐证。
欧阳修作为后起的文坛领袖，兴复古道，倡导诗文革新，曾经受到了好友梅尧臣、尹洙等人的影响。
而梅尧臣一样受知于晏殊，“庆历六年，梅……取道颍州回许昌任内，这时晏殊罢相，以工部尚书知颍
州。他见到梅后，极力推奖，相互多有唱和。” 而梅尧臣之叔父梅询（９６４—１０４１），作诗以“平淡”为上，
对他的侄儿梅尧臣影响很大。而梅询也可能与晏殊一度共过事。梅尧臣受知于晏殊，也可能与其叔父
是晏殊的同事又有相近的文学爱好与主张有关。 有关晏殊与庆历兴学之关系，还有必要弄清他与北宋
“书院之始”以及与之相关的“兴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有人问“本朝道学之盛，岂是衮缠？”朱熹答：“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
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 说范仲淹是宋代理学之先驱，有一
定道理。而要说关于“兴学”是始于范仲淹，则值得商榷。
余英时先生在谈到尹洙的《岳州学记》时说：“此《记》撰于庆历六年，所述‘诏诸郡置学官’事是庆
历变法中的一项重要政策，出于范仲淹‘复古劝学，兴学校’的建议。诏书则颁于四年三月乙亥。”
很明显，在余先生看来，庆历变法之有关“兴学”始于范仲淹之建议。对余英时有关“宋学”观点提
出质疑与修正之李存山，在此一问题上也认为：
关于宋代的“书院之始”，王夫之认为始自宋真宗“诏赐《九经》”。实际上，宋代书院的兴起是始于
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尤其是始于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宋史·晏殊传》载：“（晏殊）改应天府，延
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朱熹编《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一记：
“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这正说明，“宋初三先
生”乃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他们因得到范仲淹的激励、奖掖和提携，才成为宋代复兴儒学的前驱。
李存山显然同意余英时关于“庆历兴学”始于范仲淹的观点，他进一步强调了范仲淹对北宋初期理
学“三先生”之影响，由此更加强了“兴学自范仲淹始”之论点。而笔者以为，此一流行观点也尚须辨析。
虽然我们不能说北宋的“书院”教育始于晏殊，但说始于范仲淹，也与史实不符。欧阳修说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州进学初。牲牢奠商后，典籍讲秦余。大法存无
① 可见梅尧臣《宛陵集》卷一的一首《依韵和希深游府学》诗中“东府尊儒日，
外，群英乐自如”等句，另外，梅的好友欧阳修在《居士集》卷五，也有《与谢三学士绛唱和八首》，其一题为《和国库劝学之什》，与梅诗同
作，题注：“明道元年”（１０３２ 年）。
《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２５２ 页。
② 李剑锋：
１０２８），
天圣六年（
梅询再次入集贤院，迁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馆、知荆南府，召为龙图阁待制、翰林院侍读学士，兼群牧使。直到
③
明道元年（１０３２）以枢密直学士知并州（《北宋经抚年表》卷三）。晏殊比梅询年轻二十多岁，晏殊则“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书
监，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知天圣八年礼部贡院。”可见两人在天圣八年都兼“翰林侍读学士”。而梅询也很器重欧阳修，卧病不起
时，还让梅尧臣诵读欧阳修的诗文。梅询去世后，欧阳修为他撰写墓志铭。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０９８—３０９９ 页。
④ ［宋］黎靖德编：
《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９２ 页。
⑤ 余英时：
《宋学与〈宋论〉———兼评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见庞朴主编：《儒林（第一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⑥ 李存山：
年，第 ２２２—２２３ 页。
１３７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
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
确实，宋朝于京师建立太学，于各州县普遍建立学校，推广胡瑗的“苏、湖之法”，并且改革了科举考
试的内容和评判的标准，乃是自庆历新政始。“兴学校”也确实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庆历四年
甲申（１０４４），“甲戌（十二月），范仲淹等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翰林学士
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诰张方平、欧阳修、殿中侍御史孙甫……合奏曰：……” 范仲淹也确实很重
视兴学，庆历五年，范仲淹州担任知州，上任三天就视察庙学，做出改建的决定。见《州建学记》。
李存山还认为：“庆历新政时期包含‘古文运动’的内容，此即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首言的‘救文
弊’，此书作于天圣三年（１０２５），比尹洙、欧阳修、石介等投入古文运动‘至少要早十年’。” 范仲淹的兴
学之功固然值得肯定，但晏殊在庆历甚至庆历之前的兴学以及对于“古文革新”的历史功绩也不容
抹杀。
晏殊于天圣三年年底因上疏得罪章献太后，外放至应天府。《宋史·晏殊传》载：
数月，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
欧阳修亦曰：
留守南京，大兴学校，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
秘书监、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知天圣八年礼部贡举。
这里说得非常明白：“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范仲淹虽然比晏殊年长两岁，虽然也早有兴学之
思想，但在天圣年间，远无晏殊之地位高、影响大，其兴学之功，也远无晏殊之大。
天圣五年（１０２７），三十九岁的范仲淹守母丧于南都应天府，晏殊为南京留守，邀仲淹掌应天府书
院，同时执教者还有王洙（９９７—１０５７）、韦不伐（９７８—１０５１）等人。 范仲淹素有兴学之思想，在应天府初
识晏殊，就与晏殊一拍即合。而晏殊则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延请范仲淹、王洙等为教习，大力崇教
兴学，此一举措远在庆历新政之前，相当具有远见卓识。一方面，晏殊作为“太子舍人”，以及以后的皇
帝近臣，也可能对仁宗的复古崇学以及推行改革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晏殊是庆历新政中的关
键人物之一，他秉承仁宗之旨意，本着一贯的执政理念，为新政做了至关重要的人事安排，给予了范仲淹
等改革派强有力的支持，也为庆历兴学做了必要的准备与推动。
天圣六年十二月，范仲淹守丧期满，经晏殊推荐，召为秘阁校理，跻身馆职。欧阳修《又论馆阁取士
札子》尝云：“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 可见这一次
荐拔对于范仲淹日后之成名以及登上宰辅之路，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如果没有晏殊的识拔，范仲淹也许
难有日后的作为与大名。也正因为此，范仲淹日后对小自己两岁的晏殊终身以“门生”事之：
公以晏元献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后虽名位相亚，亦不敢少变。庆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起南
阳，道过特留，欢饮数日。其书题门状犹皆称门生；将别投诗云“曾入黄扉陪国论，却来绛帐就师资”之
句，闻者皆叹服。
不仅仅如此，晏殊于天圣八年知礼部贡举时，举欧阳修为第一。庆历新政期间拔擢欧阳修为谏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宋］欧阳修：《胡先生墓表》，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 ３８９ 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七，第 ３５６３ 页。
② ［宋］李焘：
李存山：
《
宋学与〈
宋论〉———兼评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第 ２３６ 页。
③
《宋史·晏殊传》，第 １０１９６ 页。
④ ［元］脱脱等撰：
《晏公神道碑铭》，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 ３５０ 页。
⑤ ［宋］欧阳修：
“应天府旧有 ? 赐书院，诸生阙于师资，伏见部授贺
⑥ 晏殊留存的作品里有作于天圣六年九月的《荐王洙为应天府书院说书奏》：
州富川县主簿王洙，素有文行，其明经术，欲就举留，令带所授官充应天府书院说书。”王洙于天圣二年与宋庠、宋祁兄弟、余靖等同榜进
士，与梅尧臣、欧阳修都是好友。欧、梅又与范仲淹熟识。晏殊之女婿富弼，也与范、欧等人都是庆历新政的中坚力量。
《欧阳修全集》，第 １７２８ 页。
⑦ ［宋］欧阳修：
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７９５ 页。
⑧ ［清］范能?编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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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也是非常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于此可见晏殊超凡之识见。此年晏殊还有《乞举人增试策问
奏天圣八年八月十二日》：
唐有明经举人并试策问，盖欲验其所业本经大义，以参度性识，然后入官政。今诸科人，既无策问，
但能记诵，不经师授，非所以求人任官之意，乞自今经终场试后，量问策一道，以合旧规。
这道奏章要求举人考试增加“问策”一道，这与范仲淹天圣三年（１０２５）在《奏上时务书》中首言的“救文
弊”之主张相一致。虽然晏殊的奏章要晚好几年，但三十三岁的范仲淹于天禧五年（１０２１），调监泰州西
溪盐仓，直到天圣三年秋天，因发运副使张纶推荐，才知兴化县事。而上书还在天圣三年的四月，应该还
在泰州西溪盐仓任上。而晏殊则已经是“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书监，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
学士，知天圣八年礼部贡院”。作为进士主考官，晏殊此时在朝廷上下所起的作用，对崇教兴学以及文
体文风变革之影响，显然远在范仲淹之上。而范仲淹的作用及其影响，则是在经过晏殊的多次提携，登
上高位之后才真正得以发挥。
再者，改革进士科考制度，实际上已经是当时朝廷上下之共识。晏殊的主张很可能受到前辈名臣马
亮等人之影响，在晏殊的文章里，有一篇《马忠肃公亮墓志铭》，就是为宋初名臣马亮［太平兴国五年
（９８０）登进士第，于天圣九年（１０３１）去世。］而作。马亮曾言“上言诗赋小才，不足观士，愿先策论，以擢
优长”。 由此可见，北宋初建议朝廷以策论作为科考内容，不仅仅是晏殊、范仲淹的改革主张。
而天圣年间晏殊已经有很成熟的宗经重教之思想，他对经典之重视，对韩、柳古文之高度评价与提
倡，从他给日后成为他女婿的富弼以及同事范雍的书信中一再得到了佐证：
某少时闻群进士盛称韩柳，茫然未测其端。洎入馆阁，则当时隽贤方习声律，饰歌颂，诮韩柳之迂
滞，靡然向风，独立不暇。自历二府，罢辞职，乃得探究经诰，称量百家，然后知韩柳之获高名为不诬矣。
迩来研诵未尝释手。若乃扶道垂教，划除异端，以经常为己任，死而无悔，则韩子一人而已，非独以属词
比事为工也。如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轹三古，下笼百氏，极万变而不哗，会众流而有归，适然沛然，
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其人也。彼韩子者，特以纯正高雅，懔然无杂，乃得与之齐名耳。必也兼该
?博，驰骛奔放，则非柳之敌，况他人哉！
天圣八年，范仲淹劝富弼“当以大科名进”，弼应试中制科。此信写于天圣八年之后、富弼刚入仕途
之时。很值得晏殊研究者重视的是，对韩、柳从“盛称”到被“诮”，所反映的正是宋代真宗景德、祥符中
盛行昆体、轻视韩、柳的文坛风尚。晏殊早年，作为受西昆派主将杨亿赏识的年轻士子，自然也不能不受
当时“习声律，饰歌颂”风气之影响，直到外放之后，晏殊才有机会认真研读并提倡韩、柳之文。从以上
书信中可见，作为一代文宗，晏殊对韩、柳散文之评价也侧重于“扶道垂教”、“宪章骚雅”。
而晏殊对韩、柳两人之评价，柳明显高于韩。晏殊评价柳：“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轹三古，下笼百
氏，极万变而不哗，会众流而有归，适然沛然，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高度且非常具体地论述了柳之
成就，较之于论韩“特以纯正高雅，懔然无杂，乃得与之齐名耳”，区别很明显。
夏承焘先生有关晏殊年谱有如此一条：
《景迂生集》（六）：报通叟同年兄示柳侯庙诗有云：“文坛兴旧学，诗价重东坡。”上句注云，“子厚文
集因晏公乃大备”。案四库提要：柳宗元集在宋时已有四本，其一为晏元献家本。云“因公大备”，则必
非传刻而已。
由此可见，晏殊很可能为柳宗元集在宋代的整理、刊刻与传播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子厚文集因
晏公而大备”。夏承焘先生在按语中进而认为，晏殊对于柳集，应该不仅仅是一般的“传刻”。也许晏殊
在外放过程中，对柳宗元的被贬，感同身受，因而对其诗文在认真研读、不无共鸣的基础上，大力誉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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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十九册），第 ２１１—２１２ 页。
［宋］晏殊：《马忠肃公亮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十九册），第 ２３４ 页。
［宋］晏殊：《与富监丞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十九册），第 ２２１—２２２ 页。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二晏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第 ２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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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做了重要的整理与刊刻。因为晏殊在当时政坛与文坛之地位，此举对柳集的传播，影响甚广。一直到
东坡被贬海南，随身所带的除了陶渊明集，还有柳宗元的集子，这个柳集，也很可能就是东坡太老师晏殊
刊刻的这个本子。
而晏殊这一可谓还算“及时”的反省与认识，他对韩、柳尤其是对柳宗元的高度评价以及推尊，应该
会极大地提高韩、柳在北宋文坛之影响，为欧阳修等人在以后继承并发扬韩、柳古文运动之传统起到积
极的先导作用。而且，作为礼部的主考官以及当时政坛、文坛的重要领袖人物，晏殊的好尚与主张，对兴
复古道、改变文风，在整个北宋文坛之影响不可估量。
再看晏殊给其同事的书信，更可以看到晏殊重视文教、兴复古道乃是其有意识的积极追求，其《答
枢密范给事书》曰：
殊闻之于师曰：经者，世之典常也，无典常则制不立；学者，人之砥砺也，无砥砺则器不备……然则生
民以来，钜圣大贤未有舍夫学者。西汉中叶，儒教尤盛，公孙弘、董仲舒用经义决朝廷大政，绰有风
采……降及东汉，兹道弥笃。唐柳冕有言：“西汉尚儒，明于理乱，是以其人智；东汉尚章句，师其传习，
是以其人守名节。”此其效也。前代为学，迭相师授，是以圣人之旨无不坦明……则知《文选》、《汉书》尚
行教授，经坟大典可废讲乎？殊尝窃志兹说，以悟朋从。至于倡导儒风，恢崇教本，虽有素蕴，不能
及也。
范给事，即范雍，天圣六年迁枢密副使，丁母忧，起复，迁给事中。 此信大概应该写于范于天圣六年
丁忧结束回到朝廷、晏殊主持礼部进士考试之时。从信中可知，“倡导儒风，恢崇教本”，乃是晏殊之“素
蕴”，也就是说，这是晏殊很久以来一直想要倡导的一种有着明确目标的有意识的追求。而他提倡韩、
柳古文，也正是实现这一追求的重要内容。
概而言之，晏殊在庆历兴学之前，大力崇教兴学，还利用自己进士主考官之要职，在天圣期间就着力
倡导儒风，提倡韩、柳古文，奖拔人才，改变一代士风文风，对日后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诗文革新运动具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在庆历新政期间，更是利用宰相之人事调配权，大力拔擢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
的中坚人物，为庆历新政以及作为新政重要内容之一的兴学，作了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人事安排与政治上
强大而有力的支持。作为一代文宗，晏殊更以大量的创作实践，在诗、文、词多方面的取得了不凡的成
绩，为当时文坛以及后学做出了重要的示范。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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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上笔者对晏殊之政治品德以及他在庆历之前、新政期间，在政治、文教等方面所起的重要的历史
作用做了必要的说明。而有关对晏殊其人其作的评价，尚有几个问题需要厘清：
首先要辨别的是，晏殊词并不能代表晏殊创作的最高成就。
史言晏殊“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晚岁笃学不倦”， 确非虚誉。晏殊成就最大
的是散文，其次是诗歌，最后才是词。“晏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以
来所未有。然相国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之酬和。”
而之所以晏殊以词名世，有以下两个因素：一个原因是，晏殊的诗文大多已经失传，仅仅存留了为数
不多的作品，已经难以看到晏殊创作之全貌。很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晏殊作品里最不重要的词，既为他
④

⑤

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宋史·欧阳修传》）由此改
① 欧阳修“知嘉二年贡举，
变一代文风，形成了北宋诗文平易畅达之总体风貌。与欧阳修同年举进士的还有北宋文坛的重要人物石介、张先等人，足可以说明晏殊
善于识拔人才，而作为门生，欧阳修等人对文体文风之变革，不能说一点没有受到晏殊的影响。
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十九册），第 ２１９—２２０ 页。
② 曾枣庄、
范雍去世后，范仲淹为其写由墓志铭，可见，范雍与晏殊、范仲淹都有很深的交情，可以看作同道中人。
③ 见《宋史·范雍传》，
《宋史·晏殊传》，第 １０１９８ 页。
④ ［元］脱脱等撰：
《宋朝事实类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 ４４７ 页。
⑤ ［宋］江少虞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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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史上赢得了大名，也为他身后招来了种种误解、曲解甚至是污蔑。另一个原因是，历来受“一代
有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等）观念之影响，造成了宋词为宋代文学“一代之胜”的不当认识，对
此，有学者认为，就文学史实而言，在宋代常见的诗、文、词三种文体中，无论繁荣发达还是代表性都与词
无缘。宋词虽取得了宋诗、宋文无法替代的成就，却始终没有占据“一代之胜”的历史地位。宋词不及
宋诗、宋文，以词掩盖诗、文之成就是后世“一代有一代文学”论之严重不足。 这也是造成晏殊词掩盖其
诗文成就之一大原因。
其次，要认识到宋词在当时其实依然还是“小道”、“诗余”。在此认识前提下，把晏殊词放在历史的
坐标轴上加以相对客观的考察，才有可能做出相对公允的评价。
这个问题也要分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至少在北宋，词还是受到正统士大夫轻视的文体，魏泰《东轩笔录》（五）记载：
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间日因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
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遽曰：“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
虽然王安石自己也作词，但对一度作为宰相之晏殊大量作词，显然并不以为然。而在晏殊自己，虽
然留下“北宋倚声家初祖”这样的美誉，但在他看来，词其实依然是小道、诗余，被他称之为与歌妓歌唱
舞蹈一样的某种才艺，所以他称自己作词为“呈艺”：
嘉宴凌晨启。金鸭飘香细。凤竹鸾丝，清歌妙舞，画呈游艺。
确实，晏殊有不少词只是在日常宴饮，小聚或娱乐中的消遣，也不无花间风格。“从两宋词的基本
内容而言，艳词仍是主要的，‘词为艳科’是宋人普遍意识到的。” 这是一种普遍的文学风尚，也与应歌
这一词体的主要功能有关，浙西派代表朱彝尊在《紫云词序》中认为：
昌黎子曰：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
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
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
也正因为词“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所以，在宋代直到清代的大量的文字狱中，尚未发现因作词
而被告发被弹劾的案例。如苏轼，在“乌台诗案”后不敢以诗文鸣不平，而是大量作词，以词抒写自己的心
声性情，也正是词体不受当时文坛以及政坛重视的一个重要的旁证。有人如此批评初期的文人词：
就初期的文人词（不包括民间词）看，写风花雪月，写儿女私情，写生活细节，写一时感触，很少接触到
有关国计民生或其他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一般的封建文人都把词看成是“艳科”、“小道”，有许多不能公
开的情事，就利用词这一形式表达出来。例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做了不少大事业的人，就有和他们
的事业绝不相称的、具有“绮罗香泽之态”或者“绮怨”的小词流传下来。
这个批评，确实指出了早期文人词的不足，但从当时词体所赋有的主要是应歌、“宴嬉逸乐，以歌咏
太平”这样一种功能而言，上述的批评显然是无视历史事实的一种苛求。
另一方面，虽然词在北宋依然是“小道”、“诗余”，但从文人士大夫染指词体开始，在词的创作中，又
不免寓有士大夫之胸襟、学问、人品，甚至不无政治托意。晏殊词也不例外。
晚唐五代词人如李煜，在词里大量抒写亡国之痛，已经将伶人之词变成士大夫之词，而他之前的冯
延巳，是晏殊有意师法之前辈词人，虽然后世对其人品多有非议，但对他的词则历来有着极高的评价。
冯词所达到的境界，他着意创造的迷离含蓄的意境，并且在词中抒怀，甚至不无政治托意，也为晏殊所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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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松勤：《“宋词一代之胜说”释疑》，《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宋］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５２ 页。
［宋］晏殊：《连理枝》，吴林杼校笺：《珠玉词》（汲古阁本），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１２ 页。
谢桃坊：《唐宋词研究遗存难题述略》，《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
朱彝尊著：《曝书亭集》卷四十，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３７ 年，第 ４８９ 页。
詹安泰：《宋词散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年，第 １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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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继承，如《山亭柳》（家住西秦）、《临江仙》（资善堂中三十载）都不无政治失意之复杂感受。晏殊词之
风格，也因为善学冯延巳而很少描写具体之情事，而是着意抒写内心细微深幽之复杂感受，表现得比较
含蓄隐晦，因而令人难以确解。但读者只要用心体悟，则不难感受到其中深藏的情感意绪。如《浣溪
沙》等一类词，其中也蕴含有深沉的人生感叹，甚至不少词中有着生离死别的深刻伤痛，但正因为有上
述种种认识上之偏见，却往往被认为只是富贵显达者事事顺心之余的“无病呻吟”。
再与其同时代的词人相比，如王禹翶，在诗、文、词创作领域都有很高的成就，作为晏殊之前辈与文
坛领袖人物，晏殊受其影响也在情理之中。王禹翶存世的唯一一首词《点绛唇》：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阑意。
这首小词，描绘了江南水乡的独特景色，抒写游子的乡愁，写得委婉细致。而“征鸿”意象之运用，
以及“凭阑”“凝睇”之词人自我形象之刻画，一般认为其中不无怀才不遇之感，因而被认为不同于一般
的艳词，历来评价不俗。
再看晏殊的《诉衷情》：
芙蓉金菊斗馨香。天气欲重阳。远村秋色如画，红树间疏黄。
流水淡，碧天长。路茫茫。凭高目断，鸿雁来时，无限思量。
全篇写景，境界阔大，笔笔含情，字里行间流溢出一种难以言传的遐思。据夏承焘《二晏年谱》， 此
词当作于仁宗宝元元年，词人时年四十八岁，外放知陈州任内。此年五月前被召还再次受到重用。而写
作此词时，晏殊也还处在政治上失意时期，同样用了“鸿雁”意象，所以，在创作背景、意象运用以及思想
意蕴之表达等方面来看，上述两首词都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值得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对晏殊词的重
新认识，笔者拟另文专论，此不赘。）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对于晏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能只以其词来加以考察，而要全面顾及其遗留
下来的仅有的诗文作品；而论其词，也要考虑到词体本身在北宋文坛之实际情况，更要联系晏殊其人之
政治品德，以及晏殊词作中既有花间樽前流连光景之作，又有一个政治家之情感寄托等多重复杂因素，
进而对晏殊其人以及文学创作尤其是词的创作，做出客观、全面而又公允的评价。过去对晏殊词的批
评，有不少是建立在对其生平以及思想之误解乃至曲解之上，由此得出的结论，与晏殊创作之实际成就
不符，其评价存在着偏差与不公。因此，笔者对学界流行的对晏殊生平经历之片面认识甚至误解，以及
对其在庆历新政以及北宋兴学、诗文革新运动等一系列重大政治、文化事件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作了
必要的厘清，以期还晏殊以本来面貌，抛砖引玉，希望学界给晏殊这么一个历史人物以一个相对公正、客
观的评价。
（责任编辑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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