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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BSTRACT

AN ANALYSIS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EPITAPH OF 
THE LATE COMMANDER LORD HE”

Gao Jianguo *

Abstract He Shifan was a commander of Shaanxi Circuit during the wars between the 
Song and Jin Dynasties, but there are few documentary records about his death in the 
battle of Bagongyuan in Fuping county. The “Epitaph of the Late Commander Lord 
He”, which describes He Shifan’s whole life in great detail, records hitherto unknown 
details of the continuous fighting between Song and Jin over Yaozhou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as well as the reasons of He Shifan’s death in the battle of Bagongyuan. 
This significantly enriches current documentary records in this field. The Epitaph can 
be cross-checked and referenced with Records of the Famous Official in Song Dynasty 
and the Annals of Song and Jin during the Emperors of Huizong, Qinzong and Gaozong. 
It also possesses great value for enhancing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northern Shaanxi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Song and 
Jin Dynasties.

Keywords He Shifan, Bagongyuan, Wang Shu, Shaanxi Circuit, Wars of Song and Jin 
Dynasties

“恥為之下”：與王述“齊名”的王羲之

曲景毅、黃曉芊*

論文摘要 “齊名”並提是魏晉時期品評人物的重要方式，士人的“齊名”不僅彰

顯他們品性、行跡的相似之處，亦反映當時他們常被世人比較的情形，然而被

比較、並提的士人自身未必認同這種“齊名”，甚至因“齊名”相輕交惡，王羲

之與王述便是如此。作為魏晉書法大家的王羲之，其“飄若浮雲，矯若驚龍”

的書藝特點與人格形象的塑造相互滲透，呈現出灑脫飄逸的名士風範。然而，

王羲之對待與王述的“齊名”的態度與行為卻透露出與其高逸士風形成反差的

一面。年少譽貴的王羲之十分輕視王述，對兩人的“齊名”十分不滿，在弔唁

王述母親時故意失禮致使兩人交惡，最終陷入“恥為之下”的難堪困局，憤而

去官。本文以《晉書》及《世說新語》為本，從“傲於家世”、“清貴之譽”、“真

率骨鯁”三個方面探尋王羲之與王述“齊名”的緣由，對兩人的出身、聲譽、

性情、為政理念等方面進行比較，重探王羲之被“書聖”形象遮蔽的性格與價

值追求。

關鍵詞  齊名  王羲之  王述  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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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時期人物品評之風盛行，其中將兩位士人並提“齊名”是一種重要的品評方

式，“齊名”既突出兩人相似的品格、性情、事跡等，亦反映時人常將兩人作比較的

情形，然而被並提的士人本身卻未必認同這種“齊名”。《晉書‧王羲之傳》記載王羲

之（303-361）1與王述（303-368）兩人年齡相仿，少有美譽而齊名，然而王羲之十分輕

視王述，導致兩人“情好不協”：

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2

兩人聲譽齊平使王羲之深感不平，晚年王述獲得的讚譽更高，王羲之更感憤恨，

《世說新語‧仇隙》云：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3

《世說新語‧仇隙》和《晉書‧王羲之傳》都詳細記載二人因王羲之弔唁失禮而

結怨交惡，最終王述任揚州刺史令王羲之“恥為之下”，忿而去官。然而，《晉書‧王

述傳》中並未提及王羲之，可見史家記述兩人“齊名”至交惡之事主要為了刻畫王羲

之本傳中的“骨鯁”性情，突出他狂傲、偏狹的一面。本文將《晉書》與《世說新語》

中有關二人的記述進行對讀，探究兩人“齊名”之下的同異，意在重探王羲之被“書

聖”形象遮蔽的性情與價值追求。

一、傲於家世

王羲之出身琅邪王氏，王述出身太原王氏，兩脈王氏在東晉朝局中均處於舉足輕

重的地位。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指出兩個王氏家族家世淵源與門第顯貴是東晉擅

權門閥之最，琅邪王氏佐東晉以興，開門閥政治之端，太原王氏伴東晉而滅，附門閥

政治之尾。4琅邪王氏與太原王氏為了壯大在朝野的影響力，常將同姓的兩族子弟“齊

名”並提，互相提攜造勢，王羲之與王述便是如此。逸少與懷祖兩人出生年份相同，

身世相近，兩人皆是幼年早孤，顯貴的出身使他們都有着強烈的家族榮譽感，終生自

矜。一般而言，史書傳記在開篇介紹人物出身時，多提及祖父、父親，而《晉書‧王

羲之傳》開篇卻是先提王導（276-339），之後再講祖父王正與父親王曠：

1 有關王羲之的生卒年，本文採納 303-361一說，詳見祁小春：《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

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頁 344-350。

2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 80，頁 2100。

3 《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卷 36，頁 939。

4 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 245。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

江也，曠首創其議。5

史傳中對王羲之的祖父王正、父親王曠的記述較少，《晉書‧王羲之傳》中突出

王曠首創南渡過江的議策，然而永嘉三年（309）上黨之戰中王曠戰敗失蹤，了無音

訊，6故王羲之在〈自誓文〉中自述“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自幼受母親與兄長撫

育長大。7相比起來，作為開琅邪王氏與主導東晉創業的關鍵人物，王導在王羲之的成

長中扮演着更為重要的角色。受命於司馬越（？ -311）與王衍（256-311），司馬睿（276-
323）與王導南渡，在江左獨自經營，開“王與馬，共天下”時局之端。他對王羲之自

幼寄予厚望，史傳與《世說新語》中記述王羲之年少便受王導、王敦（266-324）的稱

讚與器重：

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

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8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9

王導對王羲之的仕途與婚姻十分關切，影響深遠。《晉書‧王羲之傳》記載郗

鑒（268-339）向王導求婿，選中王羲之為“東床快婿”，與長女郗璇成婚，這段被傳為

佳話的聯姻體現着王導與郗鑒主導兩個家族的利益聯結。此外，王羲之在答覆殷浩

（303-356）勸說出仕的書信中提及王導對他的舉薦：

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

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10

王羲之在信中一再強調“素自無廊廟志”婉拒殷浩的勸說，並在信中提及早年他

便拒絕了王導的舉薦，書信猶存，可見王羲之“素自無廊廟志”、“不樂在京師”的心

志由來已久，這與他早年親身經歷王敦之亂、琅邪王氏盛極而衰有着密切聯繫。王敦

與王導同為東晉創業的重要人物，北方西晉政權的覆滅，使南渡的司馬睿不得不依傍

5 《晉書》，卷 80，頁 2093。

6 《晉書》卷 5：“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及聰戰，又敗，超、融死之。”（頁 119）

7 《晉書》，卷 80，頁 2101。

8 《晉書》，卷 80，頁 2093。

9 《世說新語校箋》，卷 9，頁 530。

10 《晉書》，卷 80，頁 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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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邪王氏在江左籠絡江東士族，平衡南北門閥士族的利益，建立與穩固東晉政權，11

由此開“王與馬，共天下”之時局。然而，琅邪王氏的壯大引起司馬睿的忌憚，司馬

睿欲以刁協（？ -322）、劉隗（273-333）抑王敦兵權，隔閡漸生。王敦在永昌元年（322

年）發起叛亂，王導實則站在王敦一邊，放縱其殺害忠臣，其中便包括以賜牛心炙賞

識王羲之的周顗（268-322），他是王羲之嫂子的從叔父，12與琅邪王氏一族來往甚密卻

慘死，可窺王敦之亂對弱冠之年的王羲之是何等衝擊。王敦叛亂最終由王導、郗鑒協

力平定，不少王氏子孫死於這次動亂，甚至出現手足相殘的慘劇，如王敦敗後王舒沉

前來求助的王含、王應於江，琅邪王氏由此不可避免地由盛轉衰。王敦叛亂時，王羲

之雖未出仕，卻已身處亂局，親眼目睹親友離散、骨肉相殘，這段經歷使王羲之深刻

地認識到中樞權力鬥爭的殘忍，也使他始終對仕途懷有保身全生的憂慮，渴望離京遠

仕。然而，作為出身名門的世家子弟，王羲之依然繼承家族的榮譽感與使命感，在出

仕後務實為政，施展抱負。此外，王羲之對同族子弟極盡關愛，在其現存的尺牘中，

包含許多他向同族子弟、親戚問安的書信，事無巨細，可見王羲之對同族後輩的關

切，與王導一脈相承。

與王羲之“齊名”的王述，出身之顯貴與王羲之不相上下。王述直系祖輩有着很

高的聲譽，甚至高於王羲之。太原王氏的源流可上溯至漢代，與琅邪王氏一同作為擁

護西晉政權成為南渡後的“舊族”門戶，維持聲望不墜。13他的曾祖父王昶（？-259）、

祖父王湛（249-295）、父親王承自曹魏至東晉都有美名，其中王述父親王承的名望在

王導之上：

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自昶至承，

世有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孫不及父。14

王述的曾祖父王昶是曹魏的名將功臣，祖父王承官至汝南內史，父親王承更被

11 陳寅恪指出南渡後王導以“寬縱大族”之政策籠絡孫吳士族，使江左得以立國歷五朝，內安外攘，

王導功不可沒，也促成琅邪王氏一族子孫得與東晉南朝三百年時局共興廢，可見王導籠絡南士的計

策對南渡後穩固司馬氏政權及琅邪王氏地位的關鍵作用。見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金明

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 60-61。

12 祁小春通過《晉書》、《通典》、王羲之尺牘之間的互證考據，認定王籍之即為王羲之的兄長，周嫂

即周嵩之女，周嵩二女皆妻王氏，周顗為周嵩之兄。見《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

研究》，頁 360-367。

13 Dennis Grafflin通過分析琅邪王氏及太原王氏成員數量等情況的圖表得出兩個家族在擁有長期的

社會聲望方面有着相似之處，且琅邪王氏長期處於上風。見 Dennis Grafflin, “The Great Family  in 

Medieval South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1(1), 1981, 65-74.

14 《晉書》，卷 75，頁 1961。

推為“中興第一”，世人認為三人之中，王湛最佳，王承尚次之，王昶更次之，可見

太原王氏聲譽之高，然而王湛一脈的聲譽離不開王述的父親王承與司馬越的密切聯

繫。15《晉書‧王承傳》記載王承在司馬越危難之際入府追隨，因此司馬越對王承“雅

相知重”：

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東海王越鎮許，以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其

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16

《晉書‧王承傳》不吝筆墨刻畫王承“從容寬恕”的人格魅力，彰顯其“中興第

一”的才德得到司馬越的讚賞，儘管王承英年早逝未能仕達，但其與司馬越的密切聯

繫為太原王氏尤其是王湛一支在東晉門閥士族中的地位奠定基礎。因此儘管王述早

孤，其直系父輩的“世有高名”仍對他影響深刻，《世說新語‧賞譽》記載王述任職揚

州刺史時，主簿問其避諱，他說道：

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17

王述自矜祖父、父親“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可見他對家世出身的驕傲自豪。

然而，與《晉書》中將王昶、王湛、王承進行評價比較一樣，他人評價王述時也多將

他與祖輩進行比較，王導向庾亮（289-340）評價王述時，就將他與其祖父王湛、父親

王承作比較，認為王述“清貞簡貴”，然而稍微不夠“曠淡”：

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18

王導認為王述清高堅貞，簡傲清貴，然而不如其祖輩曠達淡泊，從王述祖輩的史

傳記載來看，王昶、王湛、王承皆有玄學造詣，崇尚玄遠沖淡，王述曾祖父王昶為侄

子王默取字“虛靜”、為兒子王渾（223-297）取字“玄沖”、王深“道沖”，並作書告誡：

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為名，欲使汝曹

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19

告誡的家書中可見王昶儒道兼修，秉持保身全生之道，王述祖父王湛、父親王承

15 田余慶指出王湛一支的“五世盛德”之名源於與司馬越的歷史關係，並無實事可證。參見《東晉門

閥政治》，頁 248-251。

16 《晉書》，卷 75，頁 1960-1961。

17 《世說新語校箋》，卷 8，頁 470。

18 《晉書》，卷 75，頁 1962。

19 《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 27，頁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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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精通玄理，《晉書》記載：

    王湛字虛沖，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

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昶獨異焉。……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

    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

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20

本傳以“沖素簡淡”形容王湛，頗有識度隱德卻寡言守靜，不為人言所動，可見

他繼承了父親王昶取字“虛沖”的用意；其子王承更是“清虛寡欲”，擅長玄談辯理。

然而王述本傳中卻並無類似相關的記述，儘管性情沉靜，卻並沒有繼承祖輩的玄學造

詣，從史傳記述的生平行跡與個人情性來看，王述“真率”而好事功，與王湛、王承

的沖淡虛靜有所不同，這也很可能是他被王導評價“曠淡不及”的緣由之一。此外，

王羲之年少成名，始於周顗對其另眼相看賞賜牛心炙：

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

客未瞰，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21

《世說新語‧汰侈》中亦記載此事，周顗與琅邪王氏一族有姻親關係，他以珍饈

優待王羲之既是出於長輩關愛，亦有為王氏子弟造勢之意。相比之下，王述年少卻因

沉靜寡言，被時人以“癡”詬病，是王羲之恥於早年便與其“齊名”的直接緣由。

此外，晉人推崇孝道，世家子弟更是重視遵循與孝道相關儀禮。王羲之與王述

皆幼年早孤，這使他們非常重視家人，孝順親長。王述以孝聞名，《晉書‧王述傳》 

記載：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22

而王羲之自小隨母親、兄嫂長大，他在去官自誓時也提及：

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23

多年後他重獲周嫂音訊，十分驚喜，然而重逢未久周嫂便因病離世，他在弔唁的

書信中痛心無法回報周嫂的撫育之恩：

20 《晉書》，卷 75，頁 1959-1961。

21 《晉書》，卷 80，頁 2093。

22 《晉書》，卷 75，頁 1961。

23 《晉書》，卷 80，頁 2101。

頓首頓首：亡嫂居長，情所鍾奉，始獲奉集，冀遂至誠，展其情願，何圖至

此！未盈數旬，奄見背棄，情至乖喪，莫此之甚！追尋酷恨，悲惋深至，痛切

心肝，當奈何奈何！兄子荼毒備嬰，不可忍見，發言痛心，奈何奈何！王羲之

頓首頓首。24

王羲之尺牘中有着遵從書儀進行弔唁的書信，可見時人極為重視服喪弔唁的禮

節，王述以孝順母親聞名，而因母憂而服喪去職時，王羲之取代他出任會稽內史，是

時兩人同在會稽居住，據《顏氏家訓‧風操》記載，同地弔唁應在三日以內：

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25

可見同地認識的人，大喪弔唁需在三日以內。然而王羲之因輕視王述，故意在弔

唁其母時失禮，王述對此十分怨憤：

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

羲之當候己，輒灑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

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26

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

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隟大構。27

《晉書》記載王羲之任會稽內史時，僅前去弔唁一次便不再前去，王述常年久待

而不至，使他懷恨不滿。及王述代殷浩出任揚州刺史前四處走訪辭別，故意不去拜訪

王羲之，出發時“一別而去”以作報復。《世說新語》的記載更為細緻，王羲之代王述

任職後屢次口頭上說要前去弔唁，卻連日不成行，特意在主人哭喪時不前而去，以示

陵辱。相比起來，《晉書》的版本或有美化刪減之疑，而《世說新語》的記述中更突出

王羲之的失禮及惡劣，是其傲慢、偏狹性格的體現。值得注意的是，魏晉士人以喪服

儀禮傳達孝道具有一定的表演性，曹丕在王粲葬禮上提議眾人學驢鳴、阮籍喪母飲酒

吃肉皆是典例，王羲之故意在弔唁王述母親時失禮，王述以“一別而去”報復，可以

視作一場兩人結怨的“表演”，其中王羲之對兩人“齊名”不滿的宣洩尤為突出，亦是

二人交惡最直接的交鋒。

24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 1590。按：本文所引王羲之尺牘，均

採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較《法書要錄》等書法典籍收錄的文本更為清晰、完整。

25 《顏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卷 2，頁 115。

26 《晉書》，卷 80，頁 2100。

27 《世說新語校箋》，卷 36，頁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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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王述與王羲之早年經濟狀況的差異也可能是王羲之恥於與王述“齊名”的

緣由之一。王羲之幼年時家庭的經濟狀況並無詳細記述，然而他出身琅邪王氏，門第

顯貴使他在物質條件上沒有太多煩憂，《晉書》本傳記載他“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

京師”，服食成本奢侈，是貴族的愛好與享受，可見其經濟條件優渥。富足的生活使

“素自無廊廟志”的王羲之早有“隱逸”的嚮往，他在書信中自述“逸民之懷”：

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為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方復及此，似夢中語耶？

無緣言面為歎，書何能悉！ 28

尺牘中王羲之自述到東邊遊遍美景，自己有遁世隱居的“逸民”心懷已久，與他

在與殷浩書信中的“素自無廊廟志”、“尚子平志”互為呼應。而在他去官後寫給謝萬

（320-361）的書信中可見他與其兄謝安（320-385）漫步田間“並視地利”、與親友歡宴

暢談的閒適生活：

古之辭世者或被發陽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

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並行田視地利，

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

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 29

吉川忠夫在《六朝精神史研究》中指出王羲之為代表的“逸民”是不避世的逸民和

不艱苦的隱逸，30他自述“坐而獲逸”的生活正是基於他豐實的經濟基礎，因此退隱後

依然衣食無憂，瀟灑自如。因此，王羲之雅好服食、飄逸清貴的人格形象是以其顯貴

門第與安逸的經濟條件為基礎而建立的，因此他聽聞時人將《蘭亭》比於《金谷》而大

喜，應合情理。

與王羲之不同，王述幼年時門第稍衰，家境貧寒，《晉書‧王述傳》開篇講述王

述早孤孝母後，便給出“安貧守約”的概括性評價：

安貧守約，不求聞達。31

這個評價似乎是給人以王述安貧樂道、淡泊名利的印象，然而在記述完簡文帝、

謝安對他“真率”的讚美後，話鋒一轉，開始寫道他早年受賄太過而被王導勸誡一事：

28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1582。

29 《晉書》，卷 80，頁 2102。

30 吉川忠夫著，王啟發譯：《六朝精神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 19-20。

31 《晉書》，卷 75，頁 1961。

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

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

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

舊物不革於昔，始為當時所歎。32

王導以“名父之子”的顯貴出身勸誡王述不應為蠅頭小利而敗壞品行與聲譽，王

述並未聽從，以“足自當止”回應。此處記述與本傳開篇所評“安貧守約，不求聞達”

形成了帶有諷刺性的對照，亦與王導對他“曠淡”不及其祖、父的評語相應。儘管他

後來“清潔絕倫”，在聚斂已足後重振聲譽，但與王羲之對比，王述對官祿、財物的

渴求是更為直白而急切的。相比經濟條件的差異，王述早年好蠅頭小利的聲名可能是

王羲之恥於與其“齊名”的一大緣由。他拒絕王導的諫言，是他性格“真率”中傲慢、

直白的“率”；而後他果真適可而止，甚至被譽為“清潔絕倫”，可見他言出必行，則

體現他“真率”中坦誠、務實的“真”。

由此可見，王述與王羲之經濟條件的差別促使他們形成不同價值取向與理想志

向，價值觀與志向的差異是兩人結怨的重要緣由，劉孝標注《世說新語‧仇隙》兩

人結怨時引南朝《晉中興書》歸結二人結怨的緣由為“志尚不同”，乃後人對此事精闢 

見解：

羲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33

“兩不相能”即“不相得”之意，兩人“志尚不同”既有個人志趣的差異，亦受當

時琅邪王氏與太原王氏兩大門第興衰變化的影響。王羲之依靠琅邪王氏優越的政治與

經濟條件讓他早年“聞達”，成為自稱“素自無廊廟志”的風流名士，而王述因早年家

貧則“頗受贈遺”，後適可而止方才“清潔絕倫”，兩人經濟基礎的差異直接影響他們

對功名的追求，王羲之嚮往“逸民”，而王述渴望“聞達”。

32 《晉書》，卷 75，頁 1963。按：“耳”當作“爾”，據郭錫良考據“耳”作句末語氣詞源於“而已”的合

音，有加強句子限制語氣的作用；“爾”本是指示代詞表“如此”、“如是”，用於句尾指代作用虛化

變為語氣詞，表限制、提示、決斷等語氣，作用與“焉”相近，不過“爾”更着重提示情狀。此處引

述的“屈臨小縣，甚不宜耳”為王導勸止王述貪斂之語，然而“耳”表“而已”之意，不通；句末以

“爾”指代王述如此貪戀的情狀”甚不宜”，句意方才通順。同在唐代而稍晚成書的《建康實錄》則

將此句寫作“甚不宜爾”，可作參照。參見郭錫良：〈先秦語氣詞新探（二）〉，《古漢語研究》第 1期

（1989年），頁 76-77。《建康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 8，頁 236。

33 《世說新語校箋》，卷 36，頁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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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貴之譽

品藻人物，始於東漢察舉制度的鄉黨評議，伴隨九品中正制的設立而興盛，深刻

地影響了魏晉時期的士族的行為與思想。人物評語及評價者的社會地位直接關乎士人

仕途、名譽與家族聲望。評議的內容極其豐富，《世說新語》中有“德行”、“容止”、

“任誕”等多個品題，不拘於褒貶而更生動自由地展現了當時的人物的言行與精神風

貌。其中〈品藻〉篇記述了他人對王羲之與王述年少“齊名”的看法：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修齡曰：“臨川

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34

文中的王修齡即王胡之（？ -348），王長史為王濛（309-347）。王胡之與王羲之同

樣出身於琅邪王氏，而王濛則與王述出身於太原王氏，雖兩個王氏家族常以共姓為

由，相互稱讚造勢，卻始終保持着互相攀比甚至競爭的意識，同代的兩脈王姓子弟被

放在一起比較、討論、品評是十分自然的，此段記述便是王胡之與王濛議論王羲之與

王述的“齊名”，王胡之開始問王羲之與王述相比如何，王濛未置一詞，而王胡之接

着稱讚王羲之的聲譽清貴，王濛便反駁道王述的聲譽並非不清貴，可見兩人力求捍衛

同族子弟的聲譽。從王濛起初的沉默與王胡之對王羲之不吝誇讚可以推測，王羲之早

年“貴譽”很可能高於王述，因此對兩人“齊名”，王羲之十分不屑。

王羲之與王述都出身名門，這使他們獲“清貴”、“簡貴”的評語，從而有王胡之

與王濛的“貴譽”之爭，可見時人認為兩人有許多共通之處，試將《晉書》與《世說新

語》直接記載的評語並列如下：

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35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36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37

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38

34 《世說新語校箋》，卷 9，頁 540。

35 《晉書》，卷 80，頁 2094。

36 《世說新語校箋》，卷 8，頁 473。

37 《世說新語校箋》，卷 8，頁 483。

38 《晉書》，卷 75，頁 1962。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

父祖；然曠淡處，故當不如爾。”39

“清”、“貴”都在二人的評語中出現，或有他人對他們出身高門的讚譽與恭維，

但更主要的是因為，他們自矜出身所體現的清秀、高貴，品行上都有名門子弟清越、

尊貴的風度，同時也都隱含着清高、自負、傲慢的缺點。兩人的性格有非常接近的一

面，然而性情相近並不相投，王羲之對王述與自己少年即“齊名”甚是不屑，可能與

兩人口才的差別有關。值得注意的是，王羲之與王述皆幼年訥言，或許是時人將兩人

並提聯繫的緣由之一：

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及長，辯贍，以骨鯁稱。40

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

知名，人或謂之癡。41

是時，清談盛行，士人們都非常重視口才，貴族子弟突出的言語能力是得以“聞

達”的重要助力。王羲之與王述口才的差別，應與他們的家族風氣有關，《世說新

語‧輕詆》記載王敦曾因王羲之訥言孤僻而責備他：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

之，曰：“爾家司空、元規，復何所難？”42

“澀訥”意為說話遲頓，難以開口，王敦對王羲之的訓誡反映他對言語與交際能

力的要求，王導亦以清談著稱，琅邪王氏一族對言談的重視，使王羲之得以從“訥於

言”變為“辯贍”，他的辯才使他少年成名。

而王述的訥言與被他人議為“癡”的情形與他的祖父王湛頗為相似：

少有識度。……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昶獨

異焉。……服闋，闔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

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

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

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乃歎

39 《世說新語校箋》，卷 9，頁 527。

40 《晉書》，卷 80，頁 2093。

41 《晉書》，卷 75，頁 1961。

42 《世說新語校箋》，卷 26，頁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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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43

王湛淡泊處世，而他的“癡”卻被時人議論嘲笑，甚至到了連他的侄子王濟都輕

蔑無禮的地步，然而，王濟拜訪時向他問起《周易》，王承卻能暢談玄理，王濟徹底

為其才華折服，深感愧疚。此後晉武帝曾在王濟面前取笑王湛，王濟卻正言道：“臣

叔殊不癡。”並稱讚其為：“山濤以下，魏舒以上。”44王述訥言與“癡”名也為時人輕

視嘲笑，《世說新語‧文學》云：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

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

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

“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

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

心，顧看兩王掾，輒翣如生母狗馨。”45

桓溫（312-373）取笑王濛與王述二人不善辭辯，就像剛生育過的母狗，足見桓溫

對於王述澀言木訥的輕蔑，而《世說新語‧簡傲》亦記載王述的“癡”名也曾被女婿

謝萬取笑：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壻。嘗箸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

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46

謝萬是謝安的弟弟，與王羲之交往密切，王羲之曾寫信告誡謝萬在行軍領兵時

收斂自矜傲慢的性情。謝萬作為女婿當面嘲笑王述“癡”，固然體現其狂傲自恃，但

亦反映王述“癡”名為人所知，然而王述沒有動怒或回擊，坦然從容地回應。與之相

似，《晉書‧王述傳》中記載謝奕曾極盡粗俗之語咒罵王述，王述卻始終面壁沉默，

直至謝奕半日後離去，王述才入座，因此被時人稱讚：

謝奕性粗，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

人以此稱之。47

43 《晉書》，卷 75，頁 1959。

44 《晉書》，卷 75，頁 1959-1960。

45 《世說新語校箋》，卷 4，頁 215。

46 《世說新語校箋》，卷 24，頁 784。

47 《晉書》，卷 75，頁 1964。

由此可見，儘管王述並沒有承繼祖輩的玄理的造詣，然而在看待外界聲譽上，王

述深刻繼承了他的祖父王湛的“沖素簡淡”與父親王承的“清虛寡欲”，處世行事頗有

祖輩以柔克剛的風範。他雖有功利的追求，卻能對“癡名”淡然處之，與《晉書》本傳

中“不求聞達”的評語有相合之處。與王述形成對照的是，王羲之十分重視自己“清

貴”的聲譽，不滿與王述“齊名”而失禮結怨，展現出與他高逸瀟灑的名士形象形成

反差的一面。

王述的祖父王湛、父親王承皆精通玄理，深諳虛靜沖淡之道，王導認為王述不如

祖、父“曠淡”，反映王述不太符合當時世族子弟所推崇的“名士風範”。相比之下，

王羲之的才情可謂出類拔萃，頗有讚譽：

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敦嘗

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48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49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50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為碑文云：“拔萃國舉。”51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52

王羲之年少成名，在史傳記述與他人讚譽中可見他“清貴”的風神，儘管“飄若

浮雲，矯若驚龍”一類的評語是“書如其人”的書法特點對個人形象刻畫的滲透與延

伸，或有美化，然而仍能看出王羲之出眾的才氣與風度，相比王述，更接近當時世人

所推崇的“名士風範”，故王胡之在與王濛的爭論中不吝對王羲之“譽貴”的誇讚。王

述曾被王導評價“曠淡”不及父輩，而結合時人對王羲之的評價及史傳文本，或可推

論時人眼中王羲之有着王述所不及的“曠淡”風神。王羲之的“曠淡”或可從他與阮裕

的惺惺相惜中可見一斑，王敦曾將阮裕與王羲之並提，認為王羲之是“不減阮主簿”

48 《晉書》，卷 80，頁 2093。

49 《世說新語校箋》，卷 14，頁 646。

50 《世說新語校箋》，卷 9，頁 530。

51 《世說新語校箋》，卷 8，頁 468。

52 《世說新語校箋》，卷 8，頁 480。按：劉孝標注“安期”為王應，王導兄王含之子，而《晉書》與《建

康實錄》將“安期”記作王述之父王承，有誤，周一良已有詳論。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

（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 91-92。然而唐人將“安期”想當然為王承，或可推論王羲之在後世

接受中有着與王承相似、王述所不及“曠淡”風神，可視作“書如其人”的延伸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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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氏佳子弟，53王羲之更是給予阮裕很高的評價：

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人云，

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

之美。54

王羲之對阮裕“不驚寵辱”、“沉冥”的評價與“曠淡”如出一轍。阮裕早有“肥遁

之志”，在王敦手下任職時察覺異心，佯醉自保。王羲之與阮裕的惺惺相惜，反映着

王羲之深深認同阮裕保身全生的智慧與虛靜沉冥的性情，與他“雅好服食養性，不樂

在京師”的志向與個性相合。值得注意的是，時人認為阮裕“骨氣”不如王羲之，可

見王羲之在“曠淡”性情之外，更突出“骨氣”的一面，與其本傳中“骨鯁”的評語相

應，這一評語與謝安評價王述的“掇皮皆真”十分相近，儘管王述對“癡名”淡然處

之，然而他的顯貴出身亦使他有着清高傲慢的性情，故有“清貞簡貴”之評語，早年

他與王導的談話是為例證：

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江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

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讚美，述正色曰：

“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

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55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

每發言，眾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

相歎賞。56

王導提拔王述為中兵屬，向其詢問江東米價，王述張目不答是為回應，是因為米

價不在他職位管轄的範圍內，王述以敏捷的沉默來彰顯其不親庶務的清貴姿態，故王

導言王述不“癡”。而王導發言每獲眾人讚美，王述卻直言人非聖賢，事必有失，王

導換了臉色向他致謝，並向庾亮稱讚王述“清貞簡貴”，但“曠淡”不如父輩，恰如其

分地指出王述兼具清高、剛直與偏狹的性情。由此可見，“清貞簡貴”不僅對王述身

世的讚譽，亦是對他孤傲真率品性的總結評語。

因此，從“曠淡”一詞切入，回顧時人對王羲之與王述的評價，王述不及其祖

53 《晉書》，卷 80，頁 2093。

54 《晉書》，卷 49，頁 1368。

55 《晉書》，卷 75，頁 1961-1962。

56 《世說新語校箋》，卷 8，頁 462。

輩的“曠淡”，卻在王羲之身上得到彰顯。從人生追求來看，王述不善言辭，未通玄

理，追求事功，寡言沉靜以至於以“癡”聞名，王羲之雖早年訥言，年少卻以“辯贍”

知名，不好功名而熱衷服食養性，從兩人的性情、志向、行跡來看，王羲之似乎更為

貼近“曠淡”的名士風範，尤其早年“清貴”的聲譽亦在王述之上 , 然而在“齊名”一

事上，王羲之實則不如王述“曠淡”，王羲之對與王述“齊名”極其不滿，正是反映他

對外界聲譽的極力追求。他對“齊名”、“貴譽”的執念致使他陷入“恥為之下”難堪困

局，與王述坦蕩面對“癡名”嘲笑淡然處之形成鮮明對照。事實上，王羲之對“貴譽”

的追求，有着好慕虛榮的意味，《晉書》及《世說新語‧企羨》皆記載他寫作《蘭亭集

序》後聽聞別人將他與潘岳、石崇並提而得意：

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57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58

然而王羲之的才情與“貴譽”也使他有自負狹隘的一面，他與支遁的交往可見他

的傲慢：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

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

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

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

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流連不能已。59

《世說新語》中記載王羲之“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可見其自矜才氣，輕視鄙夷

在當時已有名聲的支遁，儘管後來他對支遁改觀，然而他的傲慢與他對王述失禮如出

一轍。王羲之因“貴譽”而傲慢，致使目光短淺狹隘。由此可見，同樣被譽為“清貴”

的王羲之與王述皆有清高孤傲的性情，並有心胸狹隘的一面，只是王述直率的言行更

直接地體現“清貞簡貴”，而王羲之這一面則被他看似“曠淡”的名士風範遮蔽了。

因此，儘管兩人同獲“清貴”的評語，實則同中有異。兩人皆因出身顯貴而自恃

清高，有着心懷偏狹的一面，相對而言，王述孤傲因其剛直的稟性而更為外露，而王

羲之的狹隘被“貴譽”與“書聖”效應影響形成的名士想像所遮蔽。在看待時人評語貶

譽上，王羲之非常看重“貴譽”，是清高而非清淡；而王述對待“貴譽”相對淡然。值

57 《晉書》，卷 75，頁 2099。

58 《世說新語校箋》，卷 16，頁 656。

59 《世說新語校箋》，卷 4，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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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留意的是，與《晉書‧王羲之傳》詳盡記述兩人“齊名”至交惡過程不同，《晉書‧

王述傳》中完全沒有提及王羲之，可以推論王述並不如王羲之這般介懷二人的“齊

名”，或是二人的“齊名”與交惡都沒有對他產生太大影響，而王羲之卻自困於“齊

名”的憤懣之中，甚至影響到自身的仕途與命運，是為極大的反差，可見兩人性格重

心與價值觀念的差異。

三、真率骨鯁

王羲之與王述性格重心的差異，可以體現在對兩人評語關鍵字的區別，王述為

“真率”而王羲之為“骨鯁”：

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60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61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62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

父祖；然曠淡處，故當不如爾。”63

王述“真率”之“真”體現在王述的務實與嚴正，而“率”則呼應他外露的坦誠與

率直；而用以評論的王羲之“骨”字多用於書法中筆力剛勁雄健的描述：

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64

除對王羲之容貌氣質以飄逸稱讚外，“骨”也是王羲之書法評語向個人特徵描述遷

移的例證。而王羲之的“骨鯁”既指剛直、堅韌的志氣，也是相對內斂的性格與氣質：

及長，辯贍，以骨鯁稱。65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而兼有諸人之美。”66

60 《晉書》，卷 75，頁 1963。

61 《世說新語校箋》，卷 8，頁 472。

62 《世說新語校箋》，卷 8，頁 478。

63 《世說新語校箋》，卷 9，頁 527。

64 《晉書》，卷 80，頁 2106。

65 《晉書》，卷 80，頁 2093。

66 《世說新語校箋》，卷 9，頁 531。

王述的“真率”與王羲之的“骨鯁”在《晉書》各自本傳中都是其性格的關鍵字，

既有差異亦有相通之處，相通之處主要體現於務實的政治理念，很可能也是兩人“齊

名”的緣由之一。

王述的“真率”體現在為官上則是他的求真務實。他任庾冰（296-344）征虜長史

時，庾翼（305-345）鎮守武昌，因妖怪、怪獸累次出沒而懼，想要遷城躲避，他向庾

冰寫信意圖勸誡，認為內憂外患下遷城勞民的危害，擇人事而非懼鬼神：

方今強胡陸梁，當稸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

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

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歷觀古今，鑒

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

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67

王述在為政中體現出濃厚的儒家政治理念，以人為本，敬鬼神而遠之，切實考慮

時局，直言勸誡。面對桓溫的聲威與權勢，王述剛正不阿，反對遷都：

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

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鐘虡，述

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園

陵。不應先事鐘虡。”溫竟無以奪之。68

可見王述的“真率”使他在堅持求“真”時勇毅堅定，表裏如一，為人處世有着正

直不屈、公允務實的一面。

與王述的秉持公心、剛正務實的為政理念相同，王羲之勸誡殷浩兵敗後不要繼續

北伐，體現出王羲之務實的政治理念與對時局的憂慮：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

來，……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自寇亂以來，處內外

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

一事可記，……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

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急。69

67 《晉書》，卷 75，頁 1962。

68 《晉書》，卷 75，頁 1964。

69 《晉書》，卷 80，頁 2094-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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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述反對遷城與遷都，王羲之反對殷浩北伐，都是因為看到了內憂外患下百姓負

荷超載，危及社會安穩的根本，從而勸誡對方不要因為個人意氣用事而造成災禍。他

們秉持公心，為官實幹創下許多政績，如王羲之在饑荒時想盡辦法為民解憂：

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振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

事多見從。70

而王述為政期間也多有美譽：

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莅政清肅，終日無事。……比後屢

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為當時所歎。71

兩人相似的為政理念與行事作風也是兩人“齊名”的重要緣由。事實上，從王羲

之與王述的仕宦生涯來看，兩人“齊名”深刻影響了朝廷對他們的起用與任命。王胡

之與王濛“貴譽”之爭應發生在兩人早年出仕之時，此時王羲之任臨川太守，王述任

宛陵令，故王胡之與王濛以臨川與宛陵代指二人。值得注意的是，王述任職的宛陵，

又名宣城，《晉書‧王羲之傳》中記載王羲之拜護軍後曾苦求在宣城任職，朝廷並未

應允：

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72

王述咸和九年（334年）出任宛陵令，王羲之任護軍為永和四年（348年），苦求宣

城未得，之後在永和七年（351年）王羲之代替母憂的王述任會稽內史，仕途的交集與

他們的“齊名”有着微妙的聯繫。總體上來看，王述更得朝廷重用，兩人的“齊名”也

可能是朝廷讓王羲之接任王述任會稽內史的考慮因素之一，這種情形也很可能是王羲

之因“恥為之下”而去官的緣由之一。

儘管王羲之與王述皆務實求真，秉持公心，然而兩人對刑政的看法存在差異，直

接導致兩人矛盾的激化。王羲之目睹戰爭、饑荒與瘟疫之下，百姓不堪賦稅服役的重

負，務農勞力不足加劇饑荒，於是他提出重新覆核案件制宜刑罰，盡可能釋放部分 

勞力：

百姓之命（闕文）倒懸，吾夙夜憂此。時既不能開倉庾賑之，因斷酒以救民命，

有何不可。而刑猶至此，使人嘆息。吾復何在，便可放之。其罰謫之制宜，嚴

70 《晉書》，卷 80，頁 2097。

71 《晉書》，卷 75，頁 1963。

72 《晉書》，卷 80，頁 2094。

重可如治，日每知卿，同在民之主。73

可見，王羲之是以危急之情而相對放鬆了法制的嚴明，然而王述卻以刑政作為報

復王羲之的切入點：

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

時賢所笑。……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

稱病去郡。74

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

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隟，令自

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75

王述任揚州刺史後，王羲之“恥為之下”，甚至請求朝廷將會稽分為越州，前去

請旨的官員措辭不當，時人紛紛嘲笑，王羲之更是倍感羞恥。之後王述為報復王羲之

的弔唁失禮，對會稽的刑政進行辯難，成為王羲之憤而去官的導火索，最終以王羲之

在父母墓前高調自誓去官結束：

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遂因人乏，蒙國寵榮。

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死亡無日，憂及

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

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

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76

〈自誓文〉表面上是展現對為仕“若墜深谷”的恐懼，希望保全宗祀之名，決心隱

退，然而基於他與王述結怨的背景，自苦的誓言中多有不平意氣，自誓去官之舉與王

述母喪時弔唁失禮同樣有着表演的性質，宣洩不滿。由此可見，王羲之的“骨鯁”性

情體現着他強烈的自尊與傲氣，甚至為此不惜衝動行事。《晉書‧王羲之傳》分別以

“恥為之下”與“深恥”描述王羲之在王述任揚州刺史與被辯難刑政的心情，可見王羲

之不僅介懷二人的“齊名”，更無法忍受在王述之下，自誓去官是他維護自己尊嚴與

聲譽的選擇。

73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1606。

74 《晉書》，卷 80，頁 2100-2101。

75 《世說新語校箋》，卷 36，頁 939。

76 《晉書》，卷 80，頁 2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