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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時期的“東坡熱”與李奎報詩歌

柳 素 真

一、 高麗時期以來的“東坡熱”考述

二、 蘇軾對李奎報詩歌創作實踐的影響

（1） 追和蘇軾的詩歌

（2） 借用蘇軾詩句或者有關蘇軾的典故

（3） 用同姓人典故

三、 蘇軾對李奎報詩歌風格的影響

（1） 富贍豪邁

（2） 諧謔和諷刺

（3） 思辨性和哲理性

四、 餘論——關於李奎報的“新意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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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中國宋朝（960-1279）與韓國高麗（918-1392）在經濟、學術、藝術

等方面的交流十分頻繁。與前代相比，兩國的文化交流達到空前的盛

況。比如：高麗朝文宗三十一年（1077）在洪州管下的蘇大縣設立安

興亭，爲出使高麗的宋使臣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又同年，宋神宗向高

麗王提供醫官和藥材。文宗三十七年（1083）以後，位於京畿道開封

郡的開國寺收藏了宋朝的大藏經。高麗宣宗二年（1085），國王的弟弟

釋煦（大覺國師）親赴宋朝求法，回國時，帶回了《釋典》以及經書

一千餘卷。同年，大覺國師在興王寺設置教藏都監，并從宋、遼以及

日本收購刊印了四千餘卷佛家經典。宣宗七年（1090），文人李昉等人

編撰的宏篇巨帙《文苑英華集》傳入高麗。1)

宋朝和高麗兩國文人在文學方面的交流也十分活躍。在朝鮮初期

（1446，世宗28年）創製韓國固有的文字訓民正音（Hangul，Korean 

*  北京大學 中文系 博士研究生

  1) 參看震檀學會編，《韓國史》2冊，首爾：乙酉文化社，1976，第207-4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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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bet）以前，韓國一直使用漢字。與中國文人相比，高麗文人創作

詩文時在語言上存在更大的困難。爲了克服這些問題，他們需要在形

式、格律、風格等方面積極向中國文人學習。爲了創作具有韓國民族

特色的漢文學作品，韓國文人致力於發展作品中的本土特色，不過他

們仍舊不可避免地先要學習中國文人的創作技巧和優點。雖然每位文

人喜愛的風格不同，但是正如每個時代或者每個地方都會有一種主流

時尙，當時的高麗文壇也出現了風靡一時的潮流。詩歌也不例外，每

個時代韓國文人喜歡、推崇的中國詩歌亦不相同。

高麗初期到中期的過渡時期高麗文壇流行的詩歌風格發生了比較大

的變化。一般來說，高麗初期的文人大部分都推崇“唐詩”，尤其推崇

以“唯美主義”爲代表的晚唐詩風。但是，到了高麗中期情況有所改

變，崇尚“宋詩”的風氣漸漸興起，推崇晚唐詩風的風氣逐漸被推崇

宋詩的傾向所取代。高麗中期，高麗文人最喜歡、最推崇的中國文人

便是北宋大文豪蘇軾（1036-1101）。

羅季及麗初，轉習晚唐，麗之中葉，專學東坡。2)

這一記載說明當時文壇發生的變化情況，可見當時高麗文人對蘇軾的

仰慕之深。高麗著名詩人李奎報在《答全履之論文書》中說：

世之學者，初習場屋科舉之文，不暇事風月，及得科第，然後方

學爲詩，則尤嗜讀東坡詩，故每歲牓出之後，人人以爲今年又三十

東坡出矣。3)

  2) 金宗直（1431-1492），《青丘風雅·序文》

  3)  李奎報，《答全履之論文書》，（《東國李相國全集》（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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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說明當時文壇對蘇軾的推崇和仰慕。

自從高麗時期以後，很多韓國文人在文學、藝術等各方面極力推崇

蘇軾，在文壇上和社會上形成了一股崇尚蘇軾的熱潮。金台俊（1905-

1945）在《朝鮮漢文學史》裏把這種現象稱爲“東坡熱”
4)
以後，韓國

學術界的一些學者繼續借用這一名詞或者使用類似的表達方式來描述

這一現象。比如，金暎春在《李奎報研究》裏提到高麗文人推崇蘇軾

的現象時使用了“東坡崇拜熱”、“東坡熱”等詞語，姜慶姬在《朝

鮮時代崇蘇熱及東坡笠屐圖》裏使用了“崇蘇熱”。
5)
此外，還有“東

坡崇拜”、“東坡崇尚”等表達方式。爲便於全文的論述，本文將統

一使用“東坡熱”這一名詞。本文將要首先對高麗時期以來的“東坡

熱”現象作概要性的考述，然後具體考察在“東坡熱”這一背景下高

麗著名文人李奎報如何受到蘇軾的影響。

一、高麗時期以來的“東坡熱”考述

還在蘇軾在世之時，他的文集就已傳入高麗，他也在高麗文壇上

聲名顯赫，很多高麗文人都讀過他的作品。依據王水照《蘇軾文集初

傳高麗考》考證，最初傳入高麗的蘇軾文集是《錢塘集》，熙寧九年

（1076，高麗文宗30年，蘇軾41歲）由高麗使者崔思訓所率領的使團

首爾大學奎章閣本）卷26），第557-559頁。

  4)  參看金台俊《朝鮮漢文學史》（首爾：東嶽語文學會，1972）第83頁。

  5)  參看金暎春《李奎報研究》（啓明大學校教育大學院 碩士學位論文，1981）
第8頁及姜慶姬《朝鮮時代崇蘇熱及東坡笠屐圖》（中國語文學論集》第65
號，2010）第4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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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國時帶到高麗。6)

蘇軾文集傳入高麗之後，便迅速成爲高麗文人學習的對象。在蘇軾

大受推崇的情況下，高麗人也開始刊印蘇軾文集，並有幾次重刊。李

奎報在《全州牧新雕東坡文集跋尾》裏說：“自士大夫至于新進後學，

未嘗斯須離其手。……其摹本舊在尙州。不幸爲虜兵所焚滅，了無孑

遺矣。完山守禮部郞中崔君址。好學樂善君子人也，聞之慨然，方有

重刻之志。”7)

通過這些記載我們可以確認蘇軾文集進行重刊的事實。雖然除了

這些記載以外很難再找到其他資料，但是通過這篇文章裏提到的“重

刊”一詞，可以推測這次（即高麗高宗23年（1236））刊行之前，在高

麗已經刊行過蘇軾文集。

  6)  “‘蘇子文章海外聞’（高麗朝權適詩句，見徐居正《東人詩話》卷上），蘇軾

是位有世界性影響的大作家。據現存資料推斷，早在蘇軾在世時，他的文集

已傳入高麗。蘇頌《已未九月，予赴鞫御史，聞子瞻先已被繫。予晝居三院

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不得通音息。因作詩四篇，以爲異日相

遇一噱之資耳》（《蘇魏公文集》卷十）詩中有‘擬䇿進歸中御府，文章傳過帶

方州’句。帶方，漢置帶方縣，以帶水（今漢江）爲名，故治在今平壤西南，

此處即指高麗。蘇頌在句下自注云：‘前年，高麗使者過餘杭，求市子瞻集以

歸。’蘇頌此詩作於元豐二年（已未，公元1079年）九月與蘇軾同繫御史台獄

之時，自注中所言之‘前年’，即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此年初蘇軾由密州

知州改赴徐州任，其時匯輯倅杭時（熙寧四年至七年）作品的《錢塘集》早已

刊印，《超然集》（密州）或尚未行世，《黃樓集》（徐州）更是後話。高麗使者

所購之集，似是《錢塘集》。另據《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謂，‘往時高麗

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寧）七年，遣其臣金良鑒來言，欲遠契丹，乞改途由明

州詣闕，從之。’‘九年，復遣崔思訓來，命中貴人倣都亭西驛例治館，待之寖

厚，其使來者亦益多。’則蘇頌自注所說的‘高麗使者’，大概就是熙寧九年由

崔思訓所率領的使團。他們從明州登陸，往返汴京，杭州是必經之路，覓購

蘇軾作於杭州時的作品結集《錢塘集》也就十分自然了。”參看王水照，《蘇軾

研究》（石家莊：河南教育育出版社，1999），第316-317頁。

  7)《東國李相國全集》卷21，第5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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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軾及其文學作品大受推崇的情況下，一些文人甚至取名也模仿

蘇軾兄弟。宋人徐兢8)在《同接伴通奉大夫尙書禮部侍郞上護軍賜紫

金魚袋金富軾》裏說：

金氏世爲高麗大族，自前史已載。其與朴氏族望相埒，故其子孫

多以文學進。富軾豊皃碩體，面黑目露。然博學强識，善屬文，知

古今，爲其學士所信服，無能出其右者。弟富轍亦有詩譽。嘗密訪

其兄弟命名之意，蓋有所慕云。9)

高麗著名文人金富軾和他的弟弟金富轍的名字便是從蘇軾、蘇轍二

人的名字而來，這一事實也是“東坡熱”的一個典型例證。

從高麗時期詩人的作品中，我們也能看到蘇軾的廣泛影響。金富軾

（1075-1151）、李奎報（1168-1241）、李仁老（1152-1220）、林椿（生卒

年未詳）、李齊賢（1287-1367）、辛蕆（？-1339）、李穀（1298-1351）等

很多高麗文人將蘇軾的詩文尊爲典範并努力學習，或者使用有關蘇軾

的典故，或者借用他的詩句。

比如，金富軾《菊花》：

一夜秋風萬樹空，菊花纔發兩三叢。

樊素無情逐春去，朝雲獨自伴蘇公。10)

  8)  徐兢：北宋和州歷陽（今安徽和縣）人，字明戍，號自信居士。宣和六年

（1124）以國信使提轄官，隨使高麗，著《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四十卷，比較

詳細地介紹了高麗的實情。 

  9)   徐兢，《同接伴通奉大夫尙書禮部侍郞上護軍賜紫金魚袋金富軾》（《宣和奉使

高麗圖經》卷8）

  10) 崔滋，《補閑集》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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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句用蘇軾侍妾朝雲陪伴蘇軾一生，甘願與蘇軾共度患難的故

事。在萬樹空空的秋天，金富軾看到獨自開放的菊花，就聯想到與蘇

軾形影不離的朝雲，詩中以菊花的形象來比喻朝雲的高美品德。而且

把她的形象與隨春就走的白居易侍妾樊素對比11)，極力讚美她的崇高

美德。

再如，李仁老《雪用東坡韻》：

霽色稜稜欲曉鴉，雷聲陣陣逐香車。

寒侵綠酒難生暈，威逼紅燈未放花。

一棹去時知客興，孤煙起處認山家。

閉門高卧無人到，留得筒錢任畫叉。12)

這是李仁老次韻蘇軾《謝入見和前篇二首》其二的一首“和蘇詩”。詩

的最後一句借用了蘇軾在黃州時的故事。蘇軾貶謫黃州，生活窘迫，

他寫給秦觀的信中說：“初到黃，廩入旣絶，人口不少，私深憂之，

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

  11)  白居易，《春盡日宴罷感事獨吟（開成五年三月三十日作）》：“五年三月今

朝盡，客散筵空獨掩扉。病共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閒聽鸎語移時

立，思逐楊花觸處飛。金帶縋腰衫委地，年年衰瘦不勝衣。”（《白氏長慶集》

卷35）、蘇軾，《朝雲詩（并引）》：世謂樂天有粥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

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

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

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

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朞而夭云。“不似楊枝别樂天，恰如通徳伴

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巻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

縁。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蘇軾詩集》(淸 王文誥 輯注、

孔凡禮 點校，北京: 中華書局，1982年 第1版) 卷38，第2073頁）

12) 徐居正，《東文選》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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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卽藏去叉。”13) 可見李仁老不但

用了蘇軾的詩韻，而且還把蘇軾的生活故事當做了自己詩歌的典故。

又如，辛蕆《叢石亭》：

叢叢壁立四仙峯，晴好雨奇宜淡濃。

一面長天白浪接，一邊落照靑山重。

鷺鷥汀畔踏紅蓼，猿鶴巖頭捫翠松。

秋月春風尙依舊，霓裳鳳盖今難逢。

幾年荒廢客歎息，一日經營民悅從。

欲掃苔碑問往事，上有水墨稀微蹤。14)

第二句的“晴好雨奇宜淡濃”無疑是從蘇軾《飮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其二這一詩凝缩而來的。15)

此外，還有很多借用蘇軾詩句或者有關蘇軾典故的例子。對於李奎

報借用蘇軾詩句或者有關蘇軾典故的例子，這裏先不詳論，將在下一

章另加分析。

另外，蘇軾追和陶淵明的“和陶詩”，高麗文人也紛紛效仿，寫出了

很多追和次韻蘇軾詩的作品，即“和蘇詩”。“和韻”大致有依韻、用

韻、次韻等三種方式。16) 依韻，即用與原韻在同一個韻部的字押韻而

不必用其原字。用韻，即用原詩的韻字而其次序不必相一致。次韻，

13)《答秦太虛》（《蘇軾文集》卷52，第1534頁）

14) 徐居正，《東文選》卷18

15)  蘇軾，《飮湖上初晴後雨二首》其二：“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

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蘇軾詩集》卷9，第430頁）

16)  劉攽，《中山詩話》：“唐詩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

有用韻（用彼韻，不必次）。”(何文煥 輯，《歷代詩話（上）》（北京：中華書

局，1981），第2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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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稱步韻，即用原韻原字，而且其次序也要與原詩一致。在这三種方

式當中，“次韻”最爲盛行，後來甚至成爲“和韻”的代名詞。“次韻

詩”在中唐開始創作，到宋代已成爲詩壇常事，尤其蘇軾，極爲擅長

寫作“次韻詩”，清代趙翼《甌北詩話》卷四說：“次韻實自元、白始，

依次押韻，前後不差，此古所未有也。”17)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說：

“次韻一道，唐代極盛時，殊未及之。至元、白、皮、陸始因難見巧，

雖亦多勉強湊合處。宋則眉山（東坡）最擅其能，至有七古長篇押至

數十韻者，特以示才氣過人耳。”18)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說：“次

韻用韻，至蘇公而極其變化，然不過長袖善舞，一波三折，又與韓公

之用力真押者不同。”19)

本來“和韻”的傳統功能是同時代人之間的一種交游手段，後來漸

漸擴展到“追和古人”的範圍。20) 蘇軾的“和陶詩”就是最具代表性

的例子。蘇轍在《子瞻和陶淵明詩引》中曾引用蘇軾的話：

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

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

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録

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

如其爲人，實有感焉。21)

17)  郭紹虞 編選/富壽蓀 校點，《清詩話續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第1175頁。

18) 丁福保 輯，《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929頁。

19)  郭紹虞 編選/富壽蓀 校點，《清詩話續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6月 第2次印刷版，第1409頁。

20)  “‘追和’是指對前人所寫的詩篇，按原意或原韻再效寫一篇或若干篇。”參看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槪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第273頁。

21)  蘇轍 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卷之二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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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與蘇軾處在不同時代，他不可能閱讀蘇軾的和詩，因而和者蘇

軾與原唱者陶淵明之間只有單向交流，但是蘇軾仍想與他進行思想方

面的交流，因而作了很多“和陶詩”。22) 

蘇軾以後，很多文人也模仿蘇軾陸續創作了很多“和陶詩”，可以說

“和陶”便成爲一種文化現象。23) 後來，追和的對象已經不僅僅限於

陶淵明，其他很多詩人也成爲追和的對象。這種追和古人的習俗也傳

入了高麗詩壇。特別是在高麗中期出現“東坡熱”的趨勢之後，許多

文人紛紛追和蘇軾而寫作“和蘇詩”。

據一個先行研究結果表明，從現存的文獻來看，高麗文人對中國

前代文人的和韻詩共有146首，其中李奎報的作品有96首，占66%。在

李奎報的96首“和韻詩”當中，追和蘇軾詩的一共有31首（總20題31

社，1987，第1402頁。

22)“和韻按照賡和的對象不同可以分爲兩種類型：共時性和韻與跨時代和韻。

共時性和韻就是生活於同時代的人在同一時段互相唱和，往復回還，交流是

雙方的甚至是持續多次的。這是和韻的主流，它已經成爲舊體詩詞寫作中的

一種常見方式，而且在詩歌史上的掀高潮。跨時代和韻以已經作古的詩人的

作品爲唱和對象，和者和原作只有單向交流，它實際上是唱和者仰慕前人及

其作品而產生的一種精神對話行爲，也是一種藝術訓練方式。它不像前者那

樣普遍，在詩歌史上卻也屢見不鮮。唐代和韻的對象是同時代人的作品，到

了宋代，蘇軾又開創了和古人詩韻的形式。”參看陳友康，《和韻的產生與流

變》（《雲南民族大學學報》第24卷 第4期），2007年7月，第137頁。

23)“和陶是一種很特殊的、值得注意的現象，其意義已經超出文學本身，而在更

加廣泛的文化層面上吸引我們進行研究。這種現象不僅證明陶淵明的影響巨

大，而且表明後代的文人對他有強烈的認同感，表明陶淵明的作品具有普遍

的意義。更爲重要的是，這種現象說明陶淵明已經成爲中國文化中的一個符

號。和陶，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對某種文化的歸屬，標誌着對某種身分的認

同，表明了對某種人生態度的選擇。”參看袁行霈，《論和陶詩及文化意蘊》

（《中國社會科學第》第6期），2003，第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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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大約占三分之一。24) 由此可見，在高麗文人當中，李奎報是最爲

積極地接受蘇軾詩的一位文人。對於李奎報的和蘇詩，將在下一章詳

細分析。

除了李奎報以外，其他高麗文人的“和蘇詩”，作品大都已經散逸，

流傳至今的作品不多。25) 高麗文人創作的“和蘇詩”現存作品如下：

李齊賢（1287-1367）《吳江又陪一齋用東坡韻作》26)、《游道場山陪一齋

用東坡韻》27)；閔思平（1295-1359）《次益齋和東坡蜜漬荔枝詩韻》28)；

李榖（1298-1351）《梅花同白和父作用東坡韻》29)；白文寶（1303-

1374）《同李中父作梅花聯句用東坡韻》30)；李仁老（1152-1220）《雪用

東坡韻》31)、《用東坡橮皮題沈氏之壁之韻》32)。這些“和蘇詩”的蘇軾

原作分別如下：

《吳江又陪一齋用東坡韻作》——原唱：《將之湖州戱贈莘老》

《游道場山陪一齋用東坡韻》——原唱：《遊道場山何山》

《次益齋和東坡蜜漬荔枝詩韻》——原唱：《次韻曾仲錫承議食

刻漬生荔枝》

《梅花同白和父作用東坡韻》——原唱：《次韻李公擇梅花》

24)  參看金卿東，《李奎報的和蘇詩》（中國語文學會編，《中國語文學誌》第19
輯，2005，下同），第112頁。

25) 參看金卿東，《李奎報的和蘇詩》，第116頁。

26) 李齊賢，《益齋亂藁》卷1

27) 李齊賢，《益齋亂藁》卷1

28) 閔思平，《及蓭詩集》卷2

29) 李榖，《稼亭集》卷18

30) 白文寶，《淡庵逸集》卷1

31)《東文選》卷13

32)《東文選》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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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李中父作梅花聯句用東坡韻》——原唱：《次韻李公擇梅

花》（上同）

《雪用東坡韻》——原唱：《謝入見和前篇二首》（其二）

《用東坡橮皮題沈氏之壁之韻》——原唱：《回先生過湖州東林

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家東老蓭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

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西蜀和仲，聞

而次其韻三首。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湖人因以名之。其子偕作

詩，有可觀者》

這幾首“和蘇詩”題目上都不詳細表示原唱的題目，大部分都只寫

“用東坡韻”。分析具體作品，才可見這些作品都是次蘇軾原韻的。在

上面所舉的“和蘇詩”當中，李榖的《梅花同白和父作用東坡韻》與

白文寶（1303-1374）的《同李中父作梅花聯句用東坡韻》，這兩首都

是次韻《次韻李公擇梅花》一首的。因爲兩位文人的詩題不同，讓我

們誤會這兩首詩是不同的兩首詩，不過察看他們的詩集，就可以發現

這兩首詩原來是一首次韻詩。其實，如果仔細看白文寶的詩題，可以

窺知這首次韻詩就是兩位文人在同席上一起使用蘇軾詩韻，還用“聯

句”的方式來作詩的事實。那麼，像這樣幾位文人一起用蘇軾詩韻而

作和詩的這一行爲意味着什麽呢？還有《次益齋和東坡蜜漬荔枝詩

韻》、《梅花同白和父作用東坡韻》、《同李中父作梅花聯句用東坡韻》

的原唱分別是《次韻曾仲錫承議食刻漬生荔枝》、《次韻李公擇梅花》、

《次韻李公擇梅花》，通過原唱的詩題，我們可見蘇軾的原唱也是次韻

的。這幾位高麗文人所和的蘇軾詩的原唱是曾仲錫、李公擇的詩，這

個事實又意味着什麽？我們在下一章要考察的李奎報的“和蘇詩”當

中也有與此相同的例子。對於這些問題，這裏先不詳論，將在下一章

再加以討論。總之，這些創作“和蘇詩”的行爲足以證明高麗文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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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的高度推崇。

除了詩學方面的推崇效法以外，從很多其他方面也可以感受到“東

坡熱”的盛行。在詞、賦等方面，韓國古代文人也受到了蘇軾的影

響。

與其他體裁相比，在韓國“詞”這一體裁并不盛行，高麗文人在睿

宗（1106-1122在位）時期開始作詞，直到李齊賢（1287-1367）才有

比較出色的作品問世。李齊賢的詞不但在韓國而且在中國也得到了很

高的評價。況周頤（1859-1926）在《蕙風詞話》卷二中品評李齊賢的

詞句說：“益齋詞……此等句，置之兩宋名家詞中，亦庶幾無愧色”，

又曰：“益齋詞寫景極工。”33) 此外，《金元明清詞鑒賞辭典》收錄他的

四首詞，并加以解說。34) 與許多其他高麗文人一樣，李齊賢也十分推

崇蘇軾。他在《眉州》詩的序中說：“吾大人三昆季，俱以文筆顯於東

方。伯父季父，相次仙去，唯公無恙，年今七十有奇。若使北來，得

與中原賢士大夫，進退詞林間，雖不敢自比於蘇家父子，亦可以名動

一時”35)，表露出了將自己父子與蘇氏父子比肩的心情，這也顯示出

他對蘇軾的推崇之深。無疑蘇軾對他的影響很大。尤其，李齊賢學習

蘇軾的詞風寫了很多豪放詞。下面看看他的詞《水調歌頭——過大散

關》。

行盡碧溪曲，漸到亂山中。山中白日無色，虎嘯谷生風。萬仞崩

崖疊嶂，千歲枯藤怪樹，嵐翠自濛濛。我馬汗如雨，脩逕轉層空。          

33)  況周頤 著/王幼安 校訂，《蕙風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80
頁。

34) 王步高 主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第246-250頁。

35) 李齊賢，《益齋亂藁》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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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絶頂，覽元化，意難窮。群峯半落天外，滅沒度秋鴻。男子平生

大志，造物當年眞巧，相對孰爲雄。老去臥丘壑，說此詫兒童。

這是他過大散關（今位於陝西省寶雞縣西南部）時候寫的，詞中描寫

險峻的山勢，還顯出自己遠大的抱負，說：“男子平生大志，造物當

年眞巧，相對孰爲雄”，將自己的平生大志與造物主的當年“眞巧”

較量，表現了曠達自傲的情懷以及豪放不羈的氣勢，與蘇軾詞風十分

相似。另一方面，他次韻蘇軾《念奴嬌——大江東去》的詞寫了一首

《大江東去》(三峯奇絶)詞，36) 這也表示他對蘇軾的推崇。

李齊賢之後也有一些文人繼續作詞，他們也受到李齊賢的影響，大

部分學習蘇軾詞風。李齊賢之後，朝鮮時期出現了韓國文人當中詞作

最多的詞人趙冕鎬（1830前後），他的詩文集《玉垂先生集》裏收錄的

詞一共有63首，比李齊賢的還多。37) 他的作品中一半是婉約風格，另

一伴是清曠風格。他有三首詞次韻蘇軾詞，如下：

《八聲甘州》（古人無）——蘇軾《八聲甘州》（有情風）。

《水調歌頭》（南院石蘭在）——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

有）

36)《大江東去（過華陰）》：“三峯奇絶，儘披露一掬天慳風物。聞說翰林曾過

此，長嘯蒼松翠壁，八表游神，三杯通道，驢背鬚如雪。埃俗眼，豈知天上

人傑。猶想居士胸中倚天千文氣，星虹間發。縹杳仙蹤何處問，箭䇢天光明

滅。安得聯翩，雲裾霞佩，共散騏驎髮，花間玉井，一樽轟醉秋月。”（李齊

賢，《益齋亂藁》卷10）

37)  李齊賢《益齋長短句》裏收錄的詞共有53首，另外還有一首是有題無詞。因

爲他平時不保管自己的作品，有可能一些作品已經散逸。參看柳種睦，《高麗

和朝鮮文壇上中國詞文學的接受和展開》（韓國中國學會編，《中國學報》第40
輯），1999，第1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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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聲甘州》（雨何心）——蘇軾《八聲甘州》（有情風）38)

此外，不少朝鲜文人也受到了蘇軾詞的影響，可以說韓國古代文人

所作的很多詞直接或間接受到蘇軾的影響。收錄在鄭麟趾所編的《高

麗史》卷七十一《樂志•唐志》條的《金殿樂慢》兩首中，第二首就是

蘇軾的《行香子》（淸夜無塵）詞，這個事實也引人注目。39)

蘇軾所作之賦，最受韓國文人歡迎的便是《赤壁賦》。朝鮮文人洪

奭周（1774-1842）曾經說過：“赤壁二賦，膾炙千古。童孺婦女，皆能

傳誦”40)，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在朝鮮時期《赤壁賦》的流傳達到了何等

程度。進一步，很多文人還紛紛仿作《赤壁賦》41)，這種擬作現象在中

38)  趙冕鎬的這三首詞收錄在《歷代韓國詞總集》（柳己洙編，韓信大學校出版

部，2006，第282-284頁）。參看柳種睦，《高麗和朝鮮文壇上中國詞文學的接

受和展開》（韓國中國學會編，《中國學報》第40輯），1999，第214頁。

39)  參看柳種睦，《蘇東坡的文學理論》（大邱大學校中國文化硏究所編，《中國文

化硏究》第2輯，1993.2.），第2頁。

40) 洪奭周，《鶴岡散筆》（《淵泉集》）

41)  朝鮮時期仿作《赤壁賦》的作品當中，申維翰（1681-？）創作的《擬赤壁賦》

是有代表性的例子。全文如下：“伊年壬戌十月之望，畿輔觀察洪相公，肅命

旬宣。攬轡原隰，駟車彭彭。鼂發寧峽，陽漣兩尉，薄言追躡。翩其鬷邁，

度亭坂之嶢兀。木落山淸，江鳴石出。相公曰，‘嘻。今夕何夕？緬坡翁之豪

遊，我誦其辭，寤寐風流。二客旣同，歲月惟侔。睠玆江壁，曷異黃州？時不

可以再得，盍迨今而亟謀。’於是飭津吏整蘭舟，威儀孔燕，帳御咸修。翼小

舲以先後，齎玉罇與華羞。戒㫌纛使遵路，傃坡陀而委蛇，舟容裔而出浦，恉

漣州以爲期。山㠑崴而夾峙，水汩淢而迤長。危碞戍削以穿雲，古木杈枒以

被霜。澹偃蹇而儃回，聊騁眺而相羊。鵲瀨坌其嵒谺，聽石齒之雷硠。歷橫山

以左轉，欹松側壁，互出而低仰。悄林洞之曛莫，幽興紓而央央。爇炭爐呼酒

鎗，膾江鱖炰山獐。櫂謳齊發，沙鳥羣翔。少焉柔颸翕忽，薄雲舒卷，氷輪聳

於峀頂，縠紋開於鏡面。灘聲忽以夕厲，與鳴柁而奔電，遂息櫓於熊淵。乘月

浪而膠葛，叢巒集而攢䯻。古渡廣而容筏，茆茨隱於薈蔚，漁火雜於樵聒。仰

栖鶻之危巢，俯潛蛟之幽窟。剔神文於巖髓，羲姒邈其靡質。明沙鋪練，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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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也並不多見。42) 在朝鮮時期，韓國很多地方都出現了“赤壁”這一

地名，這顯然是受蘇軾《赤壁賦》的影響而命名的。“赤壁”這一地名

一直沿用到現在，如漢江的“蠶頭赤壁”，臨津江的“臨津赤壁”，全

南和順的“和順赤壁”、“勿染赤壁”、“二西赤壁”、“寶山赤壁”，邊山

半島的“赤壁江”，都是非常典型的代表。除此之外，很多其他地方也

有“赤壁”。還有很多古代士大夫仿效蘇軾，每逢農曆七月既望或者

十月望日，在這些名爲“赤壁”的地方乘船，重演“赤壁船游”。43) 雖

然不知這些習俗出現的具體時期，但是很有可能在朝鮮前期已經非常

盛行。朝鮮士大夫認爲蘇軾的“赤壁船游”是一件風雅有致的事，所

以這種習俗在朝鮮時代一直非常流行，而且這種方式能夠啓發文人的

藝術靈感，促使他們創作很多相關的詩賦、繪畫等藝術作品，比如，

在朝鮮前期曾出現過以蘇軾“赤壁船游”爲畫題的《赤壁賦圖》和以

成綺。騎吹遶岸，候火如市，亮殊觀之已飫，復焉往而求美？船連蜷而不進，

命廚庖而陳饋，傾霞酌而半酣，間毫墨以言志。古琴泠泠以寫興，洞簫嫋嫋

以揚聲，淸彈水仙之操，怨和明月之章。繽江妃之闇欷，怳河伯之顚狂。夜厭

厭而橫參，霜露浥而侵裳。相公驩焉擧酒屬客曰，‘今日之遊，視坡翁孰賢？’

客笑而應曰，‘彼以逐臣而舒憂，公以榮塗而信天。舒憂者其辭放，信天者其

樂全。吾知公百世而緬仰者，以其文辭絶倫，若擧游觀之跡，又何輸嬴之可

論？且夫乾坤莽曠，八荒寥廓，江山風月，本無分域，是造物者化成之妙，

而坡翁與相公之所共得。卽吾漢北江山，奚遜於吳江赤壁？’遂皷舷而少歌

曰，‘赤壁之仙兮眇雲天，赤壁之賦兮落塵上，不如熊江今夜月婆娑，脚踏船

尾兮滄浪歌。’歌竟，相公引壺更酌，陶然而喜。葢二客之不能飮，飮半勺亦

醉。僉曰興闌，樂不可竆。夜歸縣齋，琴淸月籠。”（《靑泉集》卷3）

42)  參看姜慶姬，《朝鮮時代東坡＜赤壁賦＞的接受》（《中國語文學論集》第61
號），2010，第406-407頁。

43)“對蘇軾和他的文學的推崇連續不斷，推崇蘇軾的許多文人仿效蘇軾，每逢

農曆七月既望，重演“赤壁船游”，一起作了詩。”參看金相燁，《小癡許鍊》

（首爾：學硏文化社，2002），第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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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賦圖》爲題材的題畫詩，44) 還有在《赤壁賦》書帖上的題跋，

摘取《赤壁賦》的字而湊成的集字詩，把《赤壁賦》改成韓國民歌形

式的西道雜歌等。45) 總之，受到《赤壁賦》影響的各種藝術作品層出

44)  其中，以徐居正（1420-1488）的《蘇仙赤壁圖》爲例。全詩如下：“玉堂學士

東坡仙，風流人物天下先。赤壁形勝擅黃州，天敎一謫逍遙遊。蘭樂桂棹截

紅流，月小山高天地秋。手攀牛斗相徘徊，潛鮫已舞玄鶴來。當時行樂絶代

無，二賦流傳天壤俱。先生氣節凌宇宙，先生文章煥星斗。追憶先生四百年，

赤壁風月還依然。我今爲賦赤壁詩，欲喚先生酹一巵。”（《四佳詩集》卷51）

45)  參看姜慶姬，《朝鮮時代東坡＜赤壁賦＞的接受》（《中國語文學論集》第61
號），2010，第406頁。在此，舉一首西道雜歌爲例：“壬戌之秋 七月旣望에 

赤壁江 배를 띄워 任期所之 논할적에 淸風은 徐來하고 水波는 不興이라 

술을 들어 객을 주며 清風明月 읊조리고 窈窕之章 노래할제 이윽고 東山에 

달이 돌아 斗牛間에 배회하니 白露는 橫江하고 水光은 接天이라 가는 곳 배

에 마껴 만경창파 떠나가니 浩浩한 빈 천지에 바람 만난 저 돛대는 그칠 바를 

몰라 있고 飄飄한 내 이 몸은 우화등선되였에라 酒興이 陶陶하야 뱃전치며 

노래할제 그 노래에 하였으니 桂棹兮蘭槳으로 擊空明兮泝流光이로다 渺渺

兮予懷여 望美人兮天一方이로다 洞簫로 화답하니 그소래 嗚嗚하여 如怨如

慕 如泣如訴 餘音이 嫋嫋하여 실같이 흐르나니 幽壑에 잠긴 魚龍 興에 겨

워 춤을 추고 孤舟의 어부들은 亡夫恨을 못이겨라 愀然히 萬事가 꿈이로다 

月明星稀에 烏鵲이 南飛하니 曹孟德의 지은시요 西望夏口 東望武昌山川

이 相繆하여 鬱鬱蒼蒼하였으니 孟德의 敗한데요 荊州를 破한 後에 江陵으

로 나려가니 舳艫는 一千里요 旌旗는 蔽空이라 槍을 비껴 술마시고 글을 지

어 읊을 적에 一世英雄이언마는 이제간곳 모를레라 後世에 태인 몸이 江上에 

고기낙고 山間에 나무할제 어하로 짝을 하고 糜鹿으로 벗을 삼아 鬱鬱한 丈

夫뜻이 술잔을 의지코저 寄蜉蝣於天地하니 渺滄海之一粟이라 無窮한 千里

長江 어이아니 부러우리 이몸이 神仙되여 江上明月 가운데 長生不死로 못

할 일 恨업시 슬퍼하랴 胸中에 싸인 恨을 통소로 부침이라 아서라 모두다 醉

談일다 悠悠한 世上事를 덧업다 恨을 말고 이윽히 눈을 들어 宇宙를 살펴보

라 쉬지안코 흐르는물 간다 한들 끄너지고 기울엇다 돋는 달도 아주 消長되단 

말인가. 덧업다 볼작시면 天地가 一瞬이요 變함업다 생각하면 萬物이 無窮

이라 江上清風과 山間明月은 귀로 드러 소리되고 눈에 뵈여 경개로다 取之無

禁 用之不竭 하나님의 無窮造化 무엇이 서러워 탄식인가 허무한 인생이 덧

없이 늘거 過去之事가 꿈이로구나 생각을 하니 인생 무상이 서러워 나 어이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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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窮。

上述的這些例子都可以說明韓國古代文人對於蘇軾的推崇之深。此

外，在朝鮮時期，每逢蘇軾生日之際，很多文人甚至擧行“東坡祭”

或“拜坡會”等緬懷活動46)，可見“東坡熱”有多麼盛行。

如上所述，“東坡熱”不僅在詩文、詞賦等文學領域非常盛行，在繪

畫、書法等藝術領域也很常見。因此，“東坡熱”可以看做是一種普遍

的文化現象，筆者希望從這一角度更加深入細緻地研究“東坡熱”的

發展情況。

由於蘇軾對韓國文壇影響非常大，因此有不少韓國學者已經研究過

蘇軾詩文對高麗及朝鮮詩壇的影響。但是，以蘇軾對高麗及朝鮮詩壇

影響爲專題的論文大都是短篇論文，很難發現學位論文或者其他長篇

論文。

到目前爲止，就筆者目力所及，以與此類似的主題爲專題的學位論

文僅有一篇：裵仁秀《李奎報詩文學考——以蘇軾的影響爲主》（東

國大學校 漢文教育專攻 碩士學位論文，1986）。這篇論文主要討論

할가나（《歌謠集成》）”

    西道雜歌是在在黃海道、平安道等韓國西部地區流行的一種民歌。

46)“朝鮮後期詩壇的核心人物申緯（1767-1845）、姜瑋（1820-1884）、李建昌

（1852-1898）、金澤榮（1850-1927）對蘇東坡、黃庭堅都極爲推崇。以姜瑋

爲首發起了紀念蘇東坡生日的詩會“拜坡會”。每逢陰曆（農曆）十二月九

日（即蘇東坡的生日），一群詩人聚會，飲酒作詩。這一儀式一直持續到1945
年。在“少論”黨的領袖鄭丙朝家每年到了東坡生日，20多個詩人聚會舉行

生日會，而“老論”黨對此頗有微詞。1945年，83歲的徐蕉園舉行了一次拜坡

會，此後沒再舉行。”參看曹奎百，《朝鮮時代文人對蘇東坡詩文的受容及其

蘇東坡觀》（《退溪學和韓國文化》第38號），2006，第272頁。

   “每逢蘇軾生日之際，很多文人甚至擧行所謂“東坡祭”或“拜坡會”等緬

懷活動。這些活動一直連續到日帝強占期了。”參看金相燁，《小癡許鍊》（首

爾：學硏文化社，2002），第1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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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對李奎報的影響，而且集中討論蘇軾在思想方面對於李奎報的影

響，并沒有涉及到其他方面。

相關的短篇論文可以分爲如下兩大類：

第一類論文主要關注高麗及朝鮮詩壇接受蘇軾文學的過程與樣態。

這類論文有趙承觀的《韓國文學上的蘇東坡》47)、尹浩鎮的《韓國漢文

學的東坡接受樣相》48)、金聖基的《高麗文人的蘇東坡接受樣相》49)、

曹奎百的《高麗時代文人的蘇東坡詩文接受及其意義》50) 及《朝鮮時

代文人對蘇東坡詩文的受容及其蘇東坡觀》51)、鄭墡謨的《蘇軾文學初

期收容樣相考》52)、李昌龍的《朝鮮朝詩話裏投影的蘇東坡》53)、姜慶

姬的《朝鮮時代東坡＜赤壁賦＞的接受》54) 等。上述論文，都注重於

蘇軾在韓國文學史上的影響。鄭墡謨的《蘇軾文學初期收容樣相考》

是以蘇軾詩文集流傳到高麗的文獻考察爲專題的論文，一方面介紹蘇

47)  趙承觀，《韓國文學上的蘇東坡》（韓國 東國大學校 國語國文學會，《國語國

文學論文集》第5輯），1964.

48)  尹浩鎮，《韓國漢文學的東坡接受樣相》（韓國 嶺南中國文學會，《中國與文

學》第12卷），1986.

49)  金聖基，《高麗文人的蘇東坡接受樣相》（韓國 忠北大學校師範大學國語敎育

科編，《開新語文研究》第31輯），2010.

50)  曹奎百，《高麗時代文人的蘇東坡詩文接受及其意義》（韓國 慶北大學校退溪

硏究所編，《退溪學和韓國文化》第40號，2007.

51)  曹奎百，《朝鮮時代文人對蘇東坡詩文的受容及其蘇東坡觀》（韓國 慶北大學

校退溪硏究所編，《退溪學和韓國文化》第38號），2006.

52)  鄭墡謨，《蘇軾文學初期收容樣相考》（韓國 東方漢文學編，《東方漢文學》

第36輯），2008.

53)  李昌龍，《朝鮮朝詩話裏投影的蘇東坡》（韓國 東方文學比較硏究會編，《轉

移和受容》，首爾：學文社），1986.

54)  姜慶姬，《朝鮮時代東坡＜赤壁賦＞的接受》（韓國 韓國中國語文學研究會

編，《中國語文學論集》第61號），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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軾詩文集流傳到高麗文壇的一些背景，另一方面以考證實際文獻爲中

心展開論旨。除了這篇論文之外，其他論文幾乎都集中介紹高麗及朝

鮮漢文學接受蘇軾詩文的情況，這些論文的研究範圍或者限於高麗

時期，或者限於朝鮮時期。此外，一些論文的研究範圍更有局限性，

如：李昌龍的《朝鮮朝詩話裏投影的蘇東坡》，研究範圍只限於朝鮮時

期的詩話；姜慶姬的《朝鮮時代東坡＜赤壁賦＞的接受》，只談蘇軾的

《赤壁賦》對朝鮮文人的影響。姜慶姬的《朝鮮時代東坡＜赤壁賦＞

的接受》，因爲研究範圍局限於《赤壁賦》對朝鮮文人的影響，與朝

鮮文人模仿蘇軾《赤壁賦》而寫的賦作品爲例，做比較詳細的分析。

但除此之外，其他論文都是介紹性比較強的文章，一般注重於介紹當

時文人對蘇軾的推崇和學習情況。到目前爲止，以蘇軾對高麗及朝鮮

文壇的影響爲專題的研究還不太盛行，所以，在這些論文裏介紹的內

容，其本身的意義已經很大。但是因爲這些研究對具體作品沒做很深

的分析，對於蘇軾對高麗及朝鮮時期具體作品的影響，還需要更深的

研究。

第二類論文主要關注高麗及朝鮮個別詩人與蘇軾的關係。這類論文

有金卿東的《李奎報的和蘇詩》55)，金靈梅的《金秋史和蘇東坡的詩論

比較考察》56)，南永鎮的《錦舲朴永輔及蘇東坡》57)，金相洪的《茶山的

55)  金卿東，《李奎報的和蘇詩》（韓國 中國語文學會編，《中國語文學誌》第19
輯），2005.

56)  金靈梅，《金秋史和蘇東坡的詩論比較考察》（韓國 韓國文學會編，《韓國文

學研究》第30輯），2010.

57)  南永鎮，《錦舲朴永輔及蘇東坡》（韓國 韓國漢文學會編，《韓國漢文學研究》

第45輯），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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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論》58)，金相洪的《茶山的<和蘇長公東坡八首>考》59)等。這一類

論文與前面所提的第一類論文相比，研究對象和研究範圍有局限性，

作者對這一專題做既微觀又具體的研究，所以比較詳細地分析了受到

蘇軾影響的具體作品。再具體一點看，金卿東的《李奎報的和蘇詩》，

以李奎報所有的“和蘇詩”爲研究對象論述，但注重於分析形式上

的特點，不談內容上的特點。金相洪的《茶山的<和蘇長公東坡八首> 

考》，以丁若鏞的“和蘇詩”爲研究對象考察其特點，但他在丁若鏞的

幾十首“和蘇詩”當中，只選《和蘇長公東坡八首》來談，沒涉及到

其他“和蘇詩”。像這樣，雖然他們進行了比較詳細的研究，但是還有

不充分的地方。而且除了這些論文裏提到的文人之外，高麗及朝鮮文

人當中學習蘇軾詩文的人還有很多，對這些文人和其作品還需要進行

研究。

綜合來看，上面所列舉的有關蘇軾對高麗及朝鮮詩壇的影響硏究取

得了較爲豐碩的成果，但是有的不夠深度，有的過於片面，無論是宏

觀的研究，還是個案的考察，都還有繼續深入的餘地。另外，這些研

究都分散於上述的幾十篇論文中，而且這些論文大多數都是短篇論

文，到目前爲止，缺乏有體系的綜合性硏究，還有必要在微觀分析的

基礎上，對高麗時期以來持續數百年的“東坡熱”中的詩學問題作更

爲深入的闡釋。從高麗時期到朝鮮時期詩壇對蘇軾的接受態度和接受

情況，每個時期也有不同，爲了考察這些演變過程而分析其原因，需

要一種既有體系又有綜合性的研究。本文將以高麗時期最有代表性

58)  金相洪，《茶山的蘇東坡論》（韓國 南冥學會編，《南冥學研究》第18輯），

2004.

59)  金相洪，《茶山的<和蘇長公東坡八首>考》（韓國 東亞西亞古代學會編，《東

亞西亞古代學》第19輯，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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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人李奎報爲研究對象研究蘇軾對他的影響，再具體說，着重考察

“東坡熱”文化背景中蘇軾對高麗著名文人李奎報詩歌創作和詩學思

想的影響。

二、蘇軾對李奎報詩歌創作實踐的影響

李奎報（1168-1241）是活躍於高麗中期的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他

是武臣政權時期60)最積極地應對社會現實的一位新興士大夫。他既受

“經世濟民”的儒家出仕觀的影響，也具有道家提倡的不受拘束、追

求自由的豪放氣質，同時對佛教思想也很感興趣，所以他能夠把儒釋

道思想融爲一體，致使他的思想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在武臣政權時

期，面臨內政外交的考驗，親眼目睹民眾的各種痛苦，李奎報積極地

面對這些現實問題，并通過詩文創作表達對社會的不滿，批評統治者

的政治失誤等。可以說他是非常典型的中世紀知識分子。他在韓國文

學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義，他一生寫作的詩歌多達8,000餘

首61)，但很多作品已經散逸，流傳至今的約有2,000餘首。62) 與李奎報

同時代的高麗文人崔滋在《補閑集》卷中說：“李文順公奎報氣壯雄

創意新奇”，朝鮮時期的文人徐居正的《東人詩話》卷上則將李奎報

60)  武臣政權時期指高麗朝武臣們掌握政權的時期，即從毅宗24年（1170）到元

宗11年（1270）的一百年。

61)  金東旭，《東國李相國集題解》，《東國李相國集（Ⅰ）》，民族文化推進會，1985
年2月 第二板，第8頁。

62)  “其平生所著，不蓄一紙，嗣子監察御史涵，收拾萬分之一。”（《東國李相國

集》前集 李需序）、“大人平生所著，多矣。然本不收蓄，有爲人取去不還，

或焚棄之，僅存十之二三，故難於編綴。”（《東國李相國集》後集 李涵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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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爲“東方詩豪”，說：“李文順奎報，少以文章自負。…… 一日濮陽

吳君世文，與金東閣瑞廷、鄭員外文甲，置酒林亭，文順亦與會。吳

以所著三百二韻詩，索和。文順援筆步韻，韻愈強而思愈健，浩汗奔

放，雖風檣陳馬未易疑其速。東方詩豪一人而已。古人詩集中無律詩

三百韻者，雖歲鍛月煉尚不得成，況一瞥之間操紙立成乎！”可見評價

之高。

李奎報的詩歌創作，在許多方面都受到蘇軾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追和蘇軾詩而寫的“和蘇詩”、借用蘇軾詩句或者有關蘇軾典故的詩、

用同姓人典故來寫的詩等。

(1) 追和蘇軾的詩歌

李奎報平時愛用“和韻”的方法來作詩，他和韻的對象比較廣泛，

不止於當時高麗文人的詩，還追和了中國前代文人的詩。他對中國前

代文人的和韻詩現存96首，其中，追和蘇軾的詩歌，即“和蘇詩”，一

共有20題31首，大約占三分之一。63)

下面看看李奎報“和蘇詩”的具體情況和其特點。

63)  參看金卿東，《李奎報的和蘇詩》（中國語文學會編，《中國語文學誌》第19
輯，2005），第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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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4)65)

李奎報 “和蘇詩” 蘇軾 原唱

1
《遊天和寺飮茶，用東坡詩韻》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3，第320頁）

《睡起，聞米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

門冬飮子》

（《蘇軾詩集》卷45，第2457頁）

2
《又用東坡詩韻》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3，第321
頁）

《陳季常見過三首》其三

（《蘇軾詩集》卷21，第1109頁）

3
《又用東坡詩韻贈之》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8，第372
頁）

《紅梅三首》
65)

（《蘇軾詩集》卷21，第1106頁）

4
《天台玄師聞予訪覺公留飮，携酒來

慰，用前韻贈之》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8，第372頁）

《紅梅三首》

（《蘇軾詩集》卷21，第1106頁）

5
《訓長老乞詩，又用前韻》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8，第372頁）

《紅梅三首》

（《蘇軾詩集》卷21，第1106頁）

6
《安和寺敦軾禪老方丈夜酌，用東坡

韻》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8，第374頁）

《和劉道原見寄》

（《蘇軾詩集》卷7，第331頁）

7
《復和》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8，第374頁）

《和劉道原見寄》

（《蘇軾詩集》卷7，第331頁）

8
《明日與二三子登環碧亭，又閱御

室， 還至別閣小酌，用蘇公詩韻》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8，第374頁）

《自徑山回，得吕察推詩，用其韻招

之，宿湖上》

（《蘇軾詩集》卷7，第350頁）

9
《暮春，同崔博士甫淳，訪尹注簿世

儒，置酒用東坡詩韻各賦》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8，第379頁）

《緑筠堂》

（《蘇軾詩集》卷6，第246頁）

64)  《表1》是筆者參考金卿東論文《李奎報的和蘇詩》的相關論述和資料製作而

成。

65)《紅梅三首》共有三首，但一律使用同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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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奎報 “和蘇詩” 蘇軾 原唱

10
《復和》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8，第379頁）

《緑筠堂》

（《蘇軾詩集》卷6，第346頁）

11
《又贈尹公》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8，第380頁）

《緑筠堂》

（《蘇軾詩集》卷6，第346頁）

12
《訪覺月師，用東坡詩韻各賦》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11, 第403
頁）

《次韻王定國得潁倅二首》其一

（《蘇軾詩集》卷26，第1394頁）

13

《十月五日，陳澕見訪，留宿置酒，

用蘇軾詩各賦》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11，第404
頁）

《次韻穎叔觀燈》

（《蘇軾詩集》卷36，第1959頁）

14-
15

《後數日，陳君見和，復次韻答之》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11，第404
頁）

《次韻穎叔觀燈》

（《蘇軾詩集》卷36，第1959頁）

16-
17

《陳君復和，又次韻贈之》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11，第404
頁）

《次韻穎叔觀燈》

（《蘇軾詩集》卷36，第1959頁）

18-
26

《文長老見和，多至，每篇皆警策遲

鈍，勉强備數奉賡耳》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11，第404
頁）

《次韻穎叔觀燈》

（《蘇軾詩集》卷36，第1959頁）

27-
28

《尹同年儀見和，復次韻贈之》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11，第405
頁）

《次韻穎叔觀燈》

（《蘇軾詩集》卷36，第1959頁）

29
《奇尙書退食齋，用東坡韻賦一絶》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11，第407
頁）

《山村五絶》其一

（《蘇軾詩集》卷9，第437頁）

30

《觀晉生公度理園，取東坡詩韻贈

之》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11，第408
頁）

《上已日與二三子携酒出游，隨所

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爲詩，故詞

無倫次》

（《蘇軾詩集》卷22，第11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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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奎報 “和蘇詩” 蘇軾 原唱

31

《次韻皇甫書記用東坡哭任遵聖詩

韻，哭李大諫眉叟》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15，第450
頁）

《京師哭任遵聖》

（《蘇軾詩集》卷15，第723頁）

和詩的詩題一般用“和”、“答”、“酬”、“次”等字，而且明示原唱詩

人或者原唱詩題。不過李奎報的“和蘇詩”與一般的和詩不一樣。如

上表中的“用東坡詩韻”、“用蘇公詩韻”、“用蘇軾詩”、“取東坡詩韻”

等，可見李奎報只表示他用蘇軾詩韻的事實，大部分都不明示蘇軾原

唱的詩題。次韻蘇軾《京師哭任遵聖》的《次韻皇甫書記用東坡哭任

遵聖詩韻，哭李大諫眉叟》是其中唯一的例外。另外還有《復和》、

《又贈尹公》等作品，如果只看詩題，不能判斷是否爲“和蘇詩”。

所以，我們必須査看李奎報文集核對收錄在前面的詩。蘇軾的“和

陶詩”像《和陶停雲四首》、《和和胡西曹示顧賊曹》等，在題目中明

確標出了原唱的詩題，不過李奎報的“和蘇詩”却與此不同，大部分

都不明示原唱的詩題。這到底是什麽原因呢？爲了尋找這個問題的答

案，我們需要具體分析李奎報的“和蘇詩”與蘇軾的原唱在內容上是

否具有相關性。首先看下面的例子：

李奎報《游天和寺飮茶，用東坡詩韻》

一筇穿破綠苔錢，驚起溪邊彩鴨眠。

賴有點茶三昧手，半甌雪液洗煩煎。

蘇軾《睡起，聞米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飮子》

一枕淸風直萬錢，無人肯買北窗眠。

開心暖胃門冬飮，知是東坡手自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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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奎報《游天和寺飮茶，用東坡詩韻》詩描寫的是詩人在遊覽天和

寺的時候喝茶休閒的場景，在詩中可以看出，詩人希望忘記世俗的煩

惱。這首詩剛好創作於李奎報思想彷徨的時期，當時他已經狀元及

第，但是由於時代背景的關係，他不能走上仕途，隱居山中自號“白

雲居士”，追求超脫世俗的生活。所以詩中反映了一些苦悶和煩惱。這

首詩的原唱《睡起，聞米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飮子》的主要內

容則不一樣。在原唱中我們可以讀到在東園裏休息的蘇軾和來訪蘇軾

的米元章（名芾），還看得到親自給米元章煎麥門冬飲子的蘇軾。可

見，兩首詩在內容上并沒有緊密的關聯。

再看一下其他的例子。蘇軾的《紅梅三首》66)是讚揚紅梅的詩作，紅

梅在其他梅花都凋零以後才開放，蘇軾在詩裏讚揚了紅梅的美麗姿態和

高尚品格。李奎報對這首詩的和詩一共有三首，如下：《又用東坡詩韻

贈之》67)、《天台玄師聞予訪覺公留飮，携酒來慰，用前韻贈之》68)、《訓

66)《紅梅三首》（《蘇軾詩集》卷21，第1106頁）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尙餘孤瘦雪霜姿。寒

心未肯隨春態，酒暈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靑枝。”（其

一）

  “雪裏開花却是遲，何如獨占上春時。也知造物含深意，故與施朱發妙姿。細

雨裛殘千顆淚，輕寒瘦損一分肌。不應便雜夭桃杏，半點微酸巳著枝。”（其

二）

  “幽人自恨探春遲，不見檀心未吐時。丹鼎奪胎那是寳，玉人頩頬更多姿。抱

叢暗蕋初含子，落盞穠香已透肌。乞與徐熙新畫樣，竹間璀璨出斜枝。”（其

三）

67)  “鮎魚緣竹一何遲，慚愧頭銜似昔時。只爲別來長飽戀，故應相見更多姿。

詩敎雪暈微侵鬢，酒放春紅半蘸肌。我亦參禪老居士，祖師林下舊橫枝。”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8，372頁）

68)“自是踈慵訪校遲，別來那有暫忘時。笑顔爲我還春色，道經如今亦世姿。好

句似珠跳遍手，淸談如雪冷渾肌。一壺芳醞歡情足，醉折名花揷數枝。”（《東

國李相國全集》卷8，第372頁）



高麗時期的“東坡熱”與李奎報詩歌 | 柳素真 _ 103

長老乞詩，又用前韻》69)。這三首詩都是贈詩，贈與的對象分別是寒

溪寺的住持老覺師、天台玄師、訓長老，每首詩都各不相同，但是這

三首詩都與詠梅花的蘇軾原唱沒有關聯。李奎報的“和蘇詩”當中，

只有《次韻皇甫書記用東坡哭任遵聖詩韻，哭李大諫眉叟》70)一首是

例外，這首詩和蘇軾原唱主題相同，都是哀悼詩，可以說兩首之間有

比較緊密的關聯。在筆者看來，除了這首以外，李奎報的“和蘇詩”

與蘇軾的原唱在內容上幾乎沒有關聯性。既然李奎報的“和蘇詩”和

蘇軾的原唱在內容上幾乎沒有關聯，那麼，李奎報創作“和蘇詩”的

原因是什麽呢？前文已經提到，蘇軾因爲喜歡陶淵明的詩歌和他的人

品，採用“和陶詩”的方式加以緬懷，希求在精神上與陶淵明進行交

69)“彈指相逢恨見遲，恰如甕裏閱圖時。木鵝卵破方生翼，石女兒嬌更媚姿。

山字肩高成冷坐，稻畦衲短稱淸肌。他年若許參吹布，會覓飛窠訪樹枝。”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8，第372頁）

70)“士當擇人交，不必論少長。門第顔回死，孔子稱天喪。况公眞我師，禮法繩

吾放。不敢狎而媟，事以丈人行。（公長我十餘年。）我昔始垂髫，公時年方

壯。我壯公已衰，片雪黏鬢上。始謁竹林會，此會群不黨。（公與趙、咸、吳

等六君。爲竹林會。）容我預其末，文戰補偏將。（予屢參七賢會。）自爾漸忘

年，多負士林謗。六君皆鬼錄，相繼歸黃壤。公獨頗耆壽，方有三台望。今日

又盖棺，浮榮眞一餉。千里聞訃音，未識何日葬。東望哭聲長，重雲暗靑嶂。

披篋得遺篇，宛如珠在掌。但愧三十年，竟莫窺宇量。生死已殊途，丹臺何

處訪。行潦猶未羞，咄咄大無狀。”（《東國李相國全集》卷15，第450頁）這首

詩的蘇軾原唱是《京師哭任遵聖》，全詩如下：“十年不還鄉，兒女日夜長。豈

惟催老大，漸復成凋䘮。每聞耆舊亡，涕泣聲輒放。老任況奇逸，先子推軰

行。文章小得譽，詩語尤清壯。吏能復所長，談笑萬夫上。自喜作劇縣，偏工

破豪黨。奮髯走猾吏，嚼齒對姦將。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謗。竟使落窮山，

青衫就黄壤。宦逰久不樂，江海永相望。退耕本就君，時節相勞餉。此懐今

不遂，歸見纍纍塟。望哭國西門，落日銜千嶂。平生惟一子，抱負珠在掌。見

之齠齔中，巳有食牛量。他年如入洛，生死一相訪。惟有王濬冲，心知中散

狀。”（《蘇軾詩集》卷15，第7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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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71) 

清代學者王文誥（1764-？）曾經評價“和陶詩”道：“公之和陶，但

以陶自託耳。至於其詩，極有區別：有作意傚之，與陶一色者，有本

不求合，適與陶相似者，有借韻詩，置陶不問者：有毫不經意，信口

改一韻者，……，每見詩話及前人所論，輒以此句似陶，彼句非陶，

爲牢不可破之說。使陶自和其詩，亦不能遂句皆似原唱，何所規之鄙

也！”72) 如王文誥所說，蘇軾的“和陶詩”也不是每首都與原唱的內容

密切相關。不過，蘇軾在寫作“和陶詩”時，還是非常重視陶淵明的

原唱內容。而與此相反，李奎報的“和蘇詩”與原唱在內容上幾乎沒

有關聯性——這一特點非常值得注意。

通過李奎報的“和蘇詩”詩題中的“答之”、“贈之”等字，73) 我們

可以窺知李奎報的“和蘇詩”大部分是在他與當時文人的交遊過程

中創作而成的。雖然《訓長老乞詩，又用前韻》詩（《表1》中的第5號

詩）稍有不同，不過此詩也是受訓長老的邀請而作，所以也屬於“贈

詩”。從李奎報“和蘇詩”大部分是在他與當時文人交遊過程中創作

而成這一事實，可以窺知當時的高麗詩人在創作“贈詩”時，經常使

71)“蘇軾‘和陶詩’不僅僅是形式上的追摹，更是在精神上企盼與陶淵明人生境

界的相通的產物。”（徐宇春，《蘇軾唱和詩研究》，陝西師範大學 博士學位論

文，2006，中文摘要）、“‘和陶詩’有別于蘇軾與蘇門學士間的唱和詩作所具

有的現實社交功能，它是蘇軾與陶淵明超越了時空的對話，是唱和詩的一個

延伸—次韻古人，是蘇軾首先開創了這種風氣，對此他似乎頗爲自得：‘古之

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自此之

後，‘和陶’之風長興不衰，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甚至在朝鮮和日本也有不

少詩人樂於‘和陶’。”（徐宇春，《蘇軾唱和詩研究》，上同，第4頁）

72)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篇註集成》案語。（參看李鴻鎭，《蘇東坡<和陶詩>研究》

（《慶北大學校論文集》第49輯），1990，第50頁）

73)  參看《表1》中的第（11）、（14-15）、（16-17）、（18-26）、（27-28）、（30）號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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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蘇軾的詩韻。而且，有些“和蘇詩”并不是李奎報一人所寫，而是

他跟其他文人一起創作而成。《暮春，同崔博士甫淳，訪尹注簿世儒，

置酒用東坡詩韻各賦》、《訪覺月師，用東坡詩韻各賦》、《十月五日，陳

澕見訪，留宿置酒，用蘇軾詩各賦》等三首詩的詩題中都有“各賦”

兩字，通過這一題目我們可以推測，李奎報在宴席上跟友人一起使用

蘇軾詩韻作和詩。可見，當時很多詩人都將次蘇軾詩韻作爲交遊的手

段。

我們更要注意的是，次韻蘇軾《次韻穎叔觀燈》的《十月五日，陳

澕見訪，留宿置酒，用蘇軾詩各賦》一詩，包括李奎報在內的幾位詩

人，都用這首詩的詩韻，多次往來唱和。（考察《圖1》）

這一題目我們可以推測，李奎報在宴席上跟友人一起使用蘇軾詩韻作和詩。可見，當時很多詩人都將次

蘇軾詩韻作爲交遊的手段。 

我們更要注意的是，次韻蘇軾《次韻穎叔觀燈》的《十月五日，陳澕見訪，留宿置酒，用蘇軾詩各

賦》一詩，包括李奎報在內的幾位詩人，都用這首詩的詩韻，多次往來唱和。（考察《圖 1》） 

《圖 1》 

 

 

 

 

 

 

 

 

首先，通過《十月五日，陳澕見訪，留宿置酒，用蘇軾詩各賦》的詩題，可見針對蘇軾《次韻穎叔

觀燈》這一首詩 ，李奎報和陳澕同時寫了次韻詩（李奎報（13）、陳澕（a））。通過《後數日，陳君

見和，復次韻答之》、《陳君復和，又次韻贈之》等詩題可以看出，日後針對李奎報的次韻詩（13），

陳澕曾寫過次韻詩（b）；而針對陳澕的次韻詩（b），李奎報又接着寫了次韻詩（14、15）；對李奎報

的次韻詩（14、15），陳澕又寫次韻詩（c）；對陳澕的次韻詩（c），李奎報又寫次韻詩（16、17）。

如此，李奎報和陳澕用蘇軾《次韻頴叔觀燈》詩韻，多次往來唱和。除了李奎報和陳澕之間的唱和以

外，其他文人也有兩次唱和，這更爲有趣。一是文長老和李奎報的唱和，二是尹儀和李奎報的唱和。李

奎報對文長老的唱和詩一共有九首（18-26），李奎報對尹儀的唱和詩一共有兩首（27-28）。因爲文長

老和尹儀的詩已散逸，不能確定他們對李奎報的“和蘇詩”寫和詩的原因，也不能確定何時寫作而成，

也無法推知他們對李奎報的五首“和蘇詩”中哪一首進行唱和。我們只能推測，在李奎報和陳澕往來唱

和時，文長老和尹儀也看到了他們的唱和詩，引發了他們創作的興致，於是對李奎報的“和蘇詩”寫了

次韻詩。李奎報看了他們的和詩之後，又給他們寫次韻詩。 

總之，用蘇軾《次韻穎叔觀燈》的詩韻，李奎報和陳澕、李奎報和文長老、李奎報和尹儀，分別有

三組唱和活動。從這些事實中我們也可以判斷，在高麗文壇上，次蘇軾詩韻成了很多詩人“以詩會友”

的手段。那麼，這些現象意味着什麽呢？ 

第一，這當然意味着他們對蘇軾的推崇。即使他們的“和蘇詩”與蘇軾的原唱在內容上幾乎沒有關

聯，也可以推測他們仰慕蘇軾的程度，如果沒有對蘇軾的仰慕之情，又何來追和蘇軾的詩呢？換言之，

通過當時文人常用蘇軾詩韻這一事實，我們可以推測蘇軾及其詩作很受當時詩人的歡迎，他們平時愛讀

陳澕次韻詩(a)（散逸） 

蘇軾《次韻穎叔觀燈》

蔣之奇(字穎叔)《觀燈》

李奎報次韻詩（13） 

陳澕次韻詩(b)（散逸）

李奎報次韻詩（14,15）

陳澕次韻詩(c)（散逸）

李奎報次韻詩（16,17）

文長老次韻詩

（散逸） 

李奎報次韻詩

（18-26） 

尹儀次韻詩

（散逸） 

李奎報次韻詩

（27,28）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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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過《十月五日，陳澕見訪，留宿置酒，用蘇軾詩各賦》的

詩題，可見針對蘇軾《次韻穎叔觀燈》這一首詩，李奎報和陳澕同時

寫了次韻詩（李奎報（13）、陳澕（a））。通過《後數日，陳君見和，復

次韻答之》、《陳君復和，又次韻贈之》等詩題可以看出，日後針對李

奎報的次韻詩（13），陳澕曾寫過次韻詩（b）；而針對陳澕的次韻詩

（b），李奎報又接着寫了次韻詩（14、15）；對李奎報的次韻詩（14、

15），陳澕又寫次韻詩（c）；對陳澕的次韻詩（c），李奎報又寫次韻

詩（16、17）。如此，李奎報和陳澕用蘇軾《次韻頴叔觀燈》詩韻，多

次往來唱和。除了李奎報和陳澕之間的唱和以外，其他文人也有兩次

唱和，這更爲有趣。一是文長老和李奎報的唱和，二是尹儀和李奎報

的唱和。李奎報對文長老的唱和詩一共有九首（18-26），李奎報對尹

儀的唱和詩一共有兩首（27-28）。因爲文長老和尹儀的詩已散逸，不

能確定他們對李奎報的“和蘇詩”寫和詩的原因，也不能確定何時寫

作而成，也無法推知他們對李奎報的五首“和蘇詩”中哪一首進行唱

和。我們只能推測，在李奎報和陳澕往來唱和時，文長老和尹儀也看

到了他們的唱和詩，引發了他們創作的興致，於是對李奎報的“和蘇

詩”寫了次韻詩。李奎報看了他們的和詩之後，又給他們寫次韻詩。

總之，用蘇軾《次韻穎叔觀燈》的詩韻，李奎報和陳澕、李奎報和

文長老、李奎報和尹儀，分別有三組唱和活動。從這些事實中我們也

可以判斷，在高麗文壇上，次蘇軾詩韻成了很多詩人“以詩會友”的

手段。那麼，這些現象意味着什麽呢？

第一，這當然意味着他們對蘇軾的推崇。即使他們的“和蘇詩”與

蘇軾的原唱在內容上幾乎沒有關聯，也可以推測他們仰慕蘇軾的程

度，如果沒有對蘇軾的仰慕之情，又何來追和蘇軾的詩呢？換言之，

通過當時文人常用蘇軾詩韻這一事實，我們可以推測蘇軾及其詩作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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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當時詩人的歡迎，他們平時愛讀蘇軾的作品，而且說明蘇軾在當時

文壇上已經佔有很高的文學地位。說明在高麗詩人心目中，蘇軾詩歌

具有典範意義。

第二，當時很多文人作和韻詩還爲了展示自己的詩才。首先，從李

奎報“和蘇詩”來看，他的31首和韻詩全都是“次韻詩”，這一點應該

引起我們的注意。“次韻詩”應該要用原韻原字，而且次序也要與原詩

一致，所以在三種“和韻詩”當中難度最高。有些批評家主張，追隨

原詩的韻字而作詩容易忽略詩的內容，所以他們認爲這些次韻只不過

是一種“文字遊戲”。南宋時代著名批評家嚴羽的觀點就是一個代表，

他認爲“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而

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鬪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74) 但是，從另一個角

度來想，和韻是非常適合展示詩人才華的詩歌形式。在高麗文人紛紛

推崇蘇軾而競相模仿的風氣之下，李奎報很有可能爲了跟蘇軾一較高

下而創作了多首“和蘇詩”。蘇軾在當時文壇上已獲得很高的聲譽，因

此對高麗文人來說，跟他一較高下的行爲是非常有意義的。其他文人

也許有同樣的想法，所以他們在宴席上競相創作“和蘇詩”，尤其是喜

歡用次韻的方式作和詩。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在李奎報的“和蘇詩”當中，（9、10、

11）、（12）、（13、14-15、18-26、27-28）（參看《表1》）的原唱分別是

《次韻子由緑筠堂》、《次韻王定國得潁倅二首》其一、《次韻穎叔觀

燈》。通過詩題，可見蘇軾的原唱也是次韻，這三首詩是蘇軾分別給

蘇轍、王鞏（字定國）、蔣之奇（字穎叔）唱和的。還有一首是次韻

蘇軾的《自徑山回，得吕察推詩，用其韻招之，宿湖上》，這首原唱雖

74)  嚴羽 著/郭紹虞 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第

4次印刷版，第193-1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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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能確認蘇軾詩是否爲次韻，但的確是蘇軾給呂仲甫（卽吕察推）

唱和而作的。那麼，李奎報所和的蘇軾詩的原唱是蘇轍、王鞏、蔣之

奇、呂仲甫的詩這個事實，意味着什麽？

李奎報隨性地選擇一首蘇軾詩作和詩，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

是蘇軾詩多達2,800首，在如此眾多的蘇軾詩中，李奎報只選了11首作

次韻詩。所以，李奎報在選詩時很難像抽籤一樣隨便選一首。那麼，

李奎報爲什麽要選蘇軾給別人次韻的詩，再次韻那首詩呢？這也可能

跟展示自己詩才的目的有關。李奎報也用蘇轍、王鞏等當時文人的詩

韻，在與蘇軾同等的立場上，作了次韻詩。用同樣的詩韻作詩，才更

容易比較詩作的高低。所以，通過創作次韻詩，李奎報也許想要跟蘇

軾一較詩才的高下。在論述李奎報的“和蘇詩”《十月五日，陳澕見

訪，留宿置酒，用蘇軾詩各賦》時，筆者已經提到“展示自己詩才”

的可能性。如前文所述，李奎報有時假定跟蘇軾站在同等的立場上，

寫作次韻詩。即使李奎報沒有這麼明確具體的意圖，但是可能會有與

蘇軾一較高下的心理。因此，他才會故意選蘇軾的次韻詩，試圖跟他

一較高下。

還有李奎報的“和蘇詩”與蘇軾的原唱在內容上幾乎沒有關聯，這

是李奎報有意爲之，還是偶然出現的結果呢？如果是有意爲之，我們

可以作如下設想。如前文所引，嚴羽等許多批評家批評次韻只不過是

一種“文字遊戲”，還批評這只是一種模仿而已。爲了克服次韻詩的這

些弊端，李奎報故意選擇了與原唱不同的主題和題材，從而試圖超越

單純模仿的窠臼。他平時大力提倡“新意論”，因此作次韻詩時也要開

闢全新的一面，追求獨創性和個性。如果既用同樣的詩韻，又描寫同

樣的題材、敘述同樣的主題，全詩的內容難免會有相似之處。所以，

爲了避免這樣的結果，李奎報可能會刻意創作與原唱內容基本無關的



高麗時期的“東坡熱”與李奎報詩歌 | 柳素真 _ 109

次韻詩。如果不是李奎報刻意爲之，那麼可以推測，他在創作“和蘇

詩”時，蘇軾的原唱只不過是詩韻的提供者而已。實際上，高麗文人

爲了交友寫詩，首要任務就是選擇詩韻的問題，在其他文人的詩歌中

選擇詩韻也是其中的方法之一。從這樣的情況來推測，可能蘇軾的原

唱只是具有提供詩韻的作用。但即使這樣也並不是無意義的事情，因

爲當時文人常用蘇軾詩韻的事實意味着蘇軾和他的詩歌很受當時文人

的歡迎，說明他們平時愛讀蘇軾作品。

(2) 借用蘇軾詩句或者有關蘇軾的典故 

李奎報創作詩歌時，還常常借用蘇軾的詩句或者有關蘇軾的典故。

這些作品可以分成三大類來分析。

第一類，在詩中借用蘇軾的詩句。比如李奎報借用“吾生如寄耳”

詩句的例子。 

《七月十日曉吟有感，示東皐子》

騷人故多感，一葉已驚秋。

雖云餘熱在，向曉思重裘。

昨日浴南澗，游泳如浮鷗。

今朝見澗碧，尙憚臨淸流。

時節日漸異，流年逝不留。

明日非今日，黑頭將白頭。

吾生如寄耳，百年行欲休。

胡爲長首鼠，去就不早謀。

而於方寸地，鬱此無窮愁。

努力勖素志，唾手取公侯。

不然反初服，力穡事田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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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釀百石酒，一生老糟丘。

死作松下土，貴賤同一籌。75)

李奎報詩裏說：“吾生如寄耳，百年行欲休。胡爲長首鼠，去就不

早謀。而於方寸地，鬱此無窮愁”，這是對人生無常的一種感懷。“吾

生如寄耳”是蘇軾詩中常見的句子。蘇軾在文學作品中常常說人生是

夢，如“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76)，“人世一大夢，俯仰百變，無足怪

者”77)，“予晩聞道，夢幻是身。眞卽是夢，夢卽是眞”78)，“人生如夢，

何促何延”79)，“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80)便可見端倪。蘇軾在書簡

文、銘文、祭文、詩等各種體裁中常常會表露自己的人生觀，他認爲

人生在世，只是短暫停留，在他的作品中經常流露出這樣的人生觀。

他在寫詩時，更是常用“吾生如寄耳”的句子，如下：

“吾生如寄耳，寧獨爲此別”81)

“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82)

“吾生如寄耳，何者爲禍福”83)

75)《東國李相國全集》卷2，第310頁。

76)《與王慶源十三首》其十一（《蘇軾文集》卷59，第1815頁）

77)《與宋漢傑二首》其一（《蘇軾文集》卷59，第1806頁）

78)《參寥泉銘（并敍）》（《蘇軾文集》卷19，第566頁）

79)《祭單君貺文》（《蘇軾文集》卷63，第1939頁）

80)《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遯，小名幹兒，頎然穎異。至今年七月

二十八日，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其二）（《蘇軾詩集》卷23，第1239頁）

81)《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其一（《蘇軾詩集》卷18，第935頁）

82)《過淮》（《蘇軾詩集》卷20，第1022頁）

83)《和王晋卿（并引）》（《蘇軾詩集》卷27，第14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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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84)

“吾生如寄耳，何者爲吾廬”85)

“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閑遊”86)

“吾生如寄耳，歸計失不早”87)

由此可見，李奎報《七月十日曉吟有感，示東皐子》中的“吾生如寄

耳”是借用蘇軾的詩句。“吾生如寄耳”，短短五個字，卻蘊涵了蘇軾

對人生的態度和觀點。從這一角度來看，可見李奎報並不是單純借用

蘇軾的詩句，而是他的人生觀也與蘇軾非常相似。

第二類，以蘇軾詩中對自身形象的描寫作爲典故。比如李奎報詩中

借用“簪花翁”典故的例子。

《醉中走筆，贈李清卿》

去年園上落花叢，今年園上依舊紅。

唯有去年花下人，今年花下白髮翁。

花枝不減年年好，應笑年年人漸老。

春風且暮又卷歸，愼勿對花還草草。

我歌君舞足爲歡，人生行樂苦不早。

顚狂不顧旁人欺，要使千鍾如電釂。

君不見劉郞飮酒趁芳菲，解導風情敵年少。

又不見東坡居士簪花老不羞，醉行扶路從人笑。

古來得意只酒杯，莫辭對月傾金罍。

榮華富貴一笑空，請看魏虎銅雀臺。88)

84)《次韻劉景文登介亭》（《蘇軾詩集》卷32，第1701頁）

85)《和陶擬古九首》其三（《蘇軾詩集》卷41，第2261頁）

86)《鬱孤臺》（《蘇軾詩集》卷45，第2429頁）

87)《過雲龍山人張天驥》（《蘇軾詩集》卷15，第748頁）

88)《東國李相國全集》卷2，第3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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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玄師聞予訪覺公留飮，携酒來慰，用前韻贈之》

自是踈慵訪校遲，別來那有暫忘時。

笑顔爲我還春色，道經如今亦世姿。

好句似珠跳遍手，淸談如雪冷渾肌。

一壺芳醞歡情足，醉折名花揷數枝。89)

《酒席答少年》

少年莫笑揷花翁，霜鬢何妨映紫紅。

看取月明歸路影，較君頭上一般同。90)

這三首詩裏的“又不見東坡居士簪花老不羞，醉行扶路從人笑”、“一

壺芳醞歡情足，醉折名花揷數枝”、“少年莫笑揷花翁，霜鬢何妨映紫

紅”等詩句，都借用了蘇軾在《吉祥寺賞牡丹》91)裏描寫的“簪花翁”

形象。《吉祥寺賞牡丹》詩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

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鉤。”一般來說，簪花是年輕人的行

爲，所以如果老翁簪花理應自覺羞愧，但蘇軾卻不這樣認爲，他反而

站在花的立場，推測花兒本身會羞澀難當。在這首詩中，蘇軾把自己

喝醉以後頭上簪花的形象，描寫得十分幽默。

在李奎報的《醉中走筆，贈李清卿》一詩中，詩人直接提到了蘇軾

《吉祥寺賞牡丹》詩中的內容。仔細吟味不難發現，這首詩不但借用

“簪花翁”的典故，而且其詩歌風格和主體意識也與蘇軾詩非常相

近。詩人在前半部，把花和人的處境相對比，與每年新開、年年漂

89)《東國李相國全集》卷8，第372頁。

90)《東國李相國全集》卷16，第458頁。

91)《蘇軾詩集》卷7，第3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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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的紅花相比，自己卻年事漸高、容顏衰老，從而聯想到自己身世凄

苦。面對這樣悲痛的現實，詩人感到人生無常，說：“我歌君舞足爲

歡，人生行樂苦不早。顚狂不顧旁人欺，要使千鍾如電釂。”然後借用

蘇軾的“簪花翁”典故，又說：“古來得意只酒杯，莫辭對月傾金罍。

榮華富貴一笑空，請看魏虎銅雀臺”，表達了詩人超然達觀的人生態

度，這也是蘇軾詩中常見的一種主體意識，代表着蘇軾的人生觀。總

體來說，李奎報這首詩從意境、風格以及人生無常的主題方面都與蘇

軾的詩風十分相似。換言之，這已經不是單純的“詩句借用”，而是具

有更爲深層的意義。

前文所舉的第二首和第三首詩中描寫的醉後頭上簪花的詩人，也會

讓讀者聯想到蘇軾“簪花翁”的形象。因此我們可以推測，李奎報寫

這兩首詩時有意識地借用了蘇軾“簪花翁”典故，也刻意模仿蘇軾的

行爲，這是一種向偶像仿效的行爲。

又如李奎報借用“百東坡”這一意象的例子。 

《溪上偶作》

朅來溪上弄淸波，影舞形搖幻怪多。

忽憶蘇郞臨潁水，鬚眉散作百東坡。92)

這首詩中“蘇郞”指的是“蘇軾”，而“蘇郞臨潁水”是從蘇軾的《泛

潁》93)詩中化用的典故。《泛潁》詩說：“忽然生鱗甲，亂我鬚與眉。散

92)《東國李相國全集》卷8，第372頁。

93)“我性喜臨水，得潁意甚奇。到官十日來，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語，使君老

而癡。使君實不癡，流水有令姿。繞郡十餘里，不駛亦不遲。上流直而淸，

下流曲而漪。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爲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爲百

東坡，頃刻復在茲。此豈水薄相，與我相娛嬉。聲色與臭味，顚倒眩小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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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百東坡，頃刻復在玆。”蘇軾在潁河泛舟時，偶然發現自己的影子在

水面上隨風搖動，層層疊疊，所以他用“百”字誇張地表現出影子之

多。我們可以做出如下推測，一天李奎報在水面上看到自己搖動的倒

影，忽然想起蘇軾的這首詩。而他之前在讀這首詩的時候，也許就喜

歡上了“百東坡”這一新穎的表現，於是把它銘記在心。當偶然間遇

到和蘇軾當時臨舟水上非常相似的情況時，便想起這一詩句，馬上借

用了“百東坡”這一意象。因此，這首詩的創作靈感應該也來源於蘇

軾的《泛潁》詩。

第三類，借用蘇軾作品裏使用的典故和語言。如以下幾個借用事

例。

《次韻孫吏部哭趙相國冲》

一步無非蹈典常，溫如愛日凜於霜。

挈甁誰測河源浩，烈火方知玉性良。

沙漠三年專斧鉞，雲來百世享膏粱。

嗟予大晚來華省，未覩台光耀政堂。

死生壽夭是人常，及聽公薨五內霜。

左衽昔年圖寇擾，右符當日付忠良。

一身鎭國難搖嶽，百執盈庭謾啄梁。

幹蠱諸郞典刑在，蘭蓀行復藹槐堂。94)

最後一句裏的“槐堂”指三槐堂，代指相當於三公地位的高官。相傳

周代宮廷外有三棵槐樹，三公朝天子時，面向三槐而立，後因以三槐

是兒戱物，水中少磷緇。趙陳兩歐陽，同參天人師。觀妙各有得，共賦泛潁

詩。”（《蘇軾詩集》卷34，第1794頁）

94)《東國李相國全集》卷16，第4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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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三公。李奎報這首詩的最後一句與蘇軾散文《三槐堂銘》95)的內容有

密切的聯繫。《三槐堂銘》敍述了宋人王祐種槐樹的歷史故事，他嘗手

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以後，果然王祐的次子當

宰相，而且他的子孫也當上了高官。李奎報借用的便是《三槐堂銘》

裏的典故。

此外，李奎報的《明日與二三子登環碧亭，又閱御室，還至別閣小

酌，用蘇公詩韻》96) 詩裏有“清債足可償，往事何煩詰”的詩句。李

奎報說的“清債”就是蘇軾《與胡祠部游法華山》詩裏說的“清淨

債”，97) 這個“清淨”指的是心境潔淨不受外部干擾，這是李奎報借用

蘇軾詩語的例證。

如上所述，李奎報在創作詩歌時常常借用蘇軾詩句或者有關蘇軾的

典故，這說明李奎報平時熟讀蘇軾詩文，而且可以說明當時其他高麗

文人也有這樣的傾向。一般來說，一個作家在創作文學作品時會考慮

讀者的認知水平。當然，當時的情況跟現代的出版市場不同，李奎報

作詩的目的並不是爲了出版。但是，當時文壇上互相唱和的風俗相當

95)《蘇軾文集》卷19，第570頁。

96)“三朝遊賞處，玉立山一色。畫棟拏龍虵，重樓絢金碧。如今付閑人，幾蠟阮

孚屐。鑾輿杳何許，弔古爲悲慄。篆石臥蒼苔，雨染日炙赤。朅來窮冥搜，必

有靈聖宅。淸債足可償，往事何煩詰。一樽猶未傾，䂓燬已西側。佳會亦無

多，歸侵晚雲黑。”（《東國李相國全集》卷8，第374頁）

97)“陂湖欲盡山爲界，始見寒泉落高派。道人未放泉出山，曲折虛堂瀉淸快。使

君年老尙兒戱，綠棹紅船舞澎拜。一笑翻杯水濺裙，餘歡濯足波生隘。長松

攙天龍起立，蒼藤倒谷云崩壞。仰穿蒙密得淸曠，一覽震澤籲可怪。誰云四

萬八千頃，渺渺東盡日所曬。歸途十里盡風荷，淸唱一聲聞露薤。嗟予少小

慕眞隱，白發靑衫天所械。忽逢佳士與名山，何異枯楊便馬疥。君猶鸞鶴偶

飄墮，六翮如雲豈長鎩。不将新句紀茲逰，恐負山中清淨債。”（《蘇軾詩集》

卷19，第9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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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況且李奎報也時常創作贈詩，可想而知他在作詩時也會考慮閱

讀者的實際情況，這就是所謂的“預期讀者”。假如果真如此，他在寫

詩時也會考慮讀者的水平，所以會使用讀者比較熟悉的故事和典故。

其實，這并不需要複雜的邏輯推理，只需要參考日常生活中的實際情

況就可以做出推斷。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我們通常都會以彼此都知

道的內容爲話題，如兩人的共同記憶、大家熟知的新聞等，而儘量避

免對方不熟悉的領域。詩人在寫詩時使用讀者熟悉的典故，也是一

樣的道理。所以我們可以說，李奎報樂於借用蘇軾的詩句或者有關典

故，足以證明當時不少高麗文人都喜愛閱讀蘇軾的詩文。

(3) 用同姓人典故

蘇軾創作詩歌時，常常使用以同姓人描述同姓人的用典技巧，他的

詩中常見這些用典例子。比如《次韻孫巨源寄漣水李、盛二著作并以

見寄五絶》其三：

漱石先生難可意，齧氊校尉久無朋。

應知客路愁無奈，故遣吟詩調李陵。98)

依據蘇軾自注，第一句的“漱石先生”謂孫巨源，第二句的“齧氊校

尉”謂蘇軾自己，第四句的“李陵”謂詩題中提到的李著作。“漱石先

生”本指孫楚（約218-293）。孫楚是西晉詩人，字子荊。《晉書•孫楚

傳》有這樣一段記載：“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

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

98)《蘇軾詩集》卷12，第5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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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99) 因此，孫楚被稱爲“漱石先生”。

孫巨源與孫楚是同姓，因而蘇軾用孫楚的綽號指孫巨源。“齧氊校尉”

本指蘇武（前140-前60）。蘇武是西漢大臣，他曾使匃奴，“單于欲降

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

死。匃奴以爲神。”100) 後返朝，拜爲典屬國。因爲兩人均姓蘇，此句以

蘇武借謂蘇軾自己。“李陵（？-前74）”也是西漢時期的人物，與蘇武

關係深厚。蘇武與李陵俱爲侍中，蘇武使匃奴，明年，李陵敗復降。

其後，蘇武歸漢時，李陵爲他置酒，作了三首贈別詩。蘇武亦有詩

云：“黄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101) 因爲

李陵和李著作是同姓，此處以李陵借指李著作。如此，蘇軾把這首詩

中的三個人，都比喩爲同姓的歷史人物，以便增添詩的含蓄性和諧謔

性。

此外，還有很多其他例子，再看《次韻秦觀秀才見贈，秦與孫莘

老、李公擇甚熟，將入京應舉》102)：

夜光明月非所投，逢年遇合百無憂。

將軍百戰竟不侯，伯郎一斗得凉州。

翹闗負重君無力，十年不入紛華域。

故人坐上見君文，謂是古人吁莫測。

新詩説盡萬物情，硬黄小字臨黄庭。

故人巳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

誰謂他鄉各異縣，天遣君來破吾願。

  99)《晉書•孫楚傳》

  100)《漢書•蘇武傳》

  101)《漢書•蘇武傳》，詩見《文選》卷29。

102)《蘇軾詩集》卷16，第8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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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聞君語識君心，短李髯孫眼中見。

江湖放浪久全真，忽然一鳴驚倒人。

從横所值無不可，知君不怕新書新。

千金弊帚那堪換，我亦淹留豈長筭。

山中既未決同歸，我聊爾耳君其漫。

詩裏有“短李髯孫眼中見”一句，這個“短李”本指唐代詩人李紳，

但這裏指李公擇。白居易的《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詩說：“笑勸迂辛

酒，閑吟短李詩”，自注說：“辛大丘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紳，形短

能詩。故當時有‘迂辛’、‘短李’之號。”103) 可見李紳是矮個兒，因而

稱他爲“短李”。很可能李公擇也是矮個兒，蘇軾故意用李紳來指李

公擇，增加了諧謔性。“髯孫”本指三國時期的孫權（182-252），但這

裏指孫莘老。《三國志•孫權傳》裴松之注所引《獻帝春秋》說：“張遼

問吳降人：‘向有紫髥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

‘是孫會稽。’”孫會稽就指當過會稽太守的孫權。李廌的《師友談

記》裏記載有有關孫巨源的故事：“館中以孫莘老（孫覺）爲大髥孫學

士，孫巨源（孫洙）爲小髥孫學士。”可見孫巨源和孫權兩人都是鬍鬚

比較多的人。在此，蘇軾特意用不但姓同而且容貌也相似的人來做比

喻。他用典的技巧十分巧妙。

李奎報也常常在詩中使用以同姓人描述同姓人的用典技巧，比如

《呈張侍郞自牧一百韻》的一段：

世家流慶遠，我丈稟靈殊。

爽露凝瓊樹，寒氷映玉壺。

名聲驚霹靂，胸臆貯江湖。

103)《白氏長慶集》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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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繼淸廉鎬104)，朝登質直酺。105)

雪中松性古，天上桂枝孤。

瑞夢曾徵鳳106)，明時敢憶鱸。107)

馮唐方見遇，顔氏舊如愚。

帝室誇三鏡，明堂寶六瑚。

彤霄循北拱，蒼海聳南圖。

演誥唐麻上，分儀漢蕝隅。108)

這是李奎報呈獻張侍郞的詩中一段。這一段裏他用中國歷史上的四位

姓“張”的人來形容“張侍郞”。張鎬（？-764）是唐朝淸臣，據歷史

記載他爲人非常淸廉。109) 李奎報把張侍郞比喻爲張鎬，讚美了他的清

廉。張酺（？-104）是後漢直臣, 據歷史記載他爲人非常質直。110) 張

鷟（約660-740）是唐代小說家，寫了有名的傳奇小說《游仙窟》。他

是一位生性放荡、不拘小節、風流自賞的人。傳說他幼時夢見一隻紫

色鳳凰飛臨庭院，因此命名爲鷟。111) 張翰是西晉著名的文學家，時人

稱之爲“江東步兵”，和阮籍齊名。《晉書•張翰傳》說：“齊王冏辟爲

大司馬東曹掾。…… 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羮、鱸魚膾，

104) 李奎報自注：“張鎬。”

105) 李奎報自注：“張酺。”

106) 李奎報自注：“張鷟。”

107) 李奎報自注：“張翰。”

108)《東國李相國全集》卷1，第297-298頁。

109)《新唐書•張鎬傳》說：“鎬起布衣，二期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産。善待

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爲舊德云。”

110)《後漢書•張酺傳》說：“酺爲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

以嚴見憚。”

111) 宋黄震撰《古今紀要》卷10說：“張鷟幼夢紫文五色鳥，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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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覊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

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此處，李奎報用了張翰的這一故事。

再看看《呈內省諸郞》：

《左散騎常侍崔詵》（其一）

一門積善出名卿，五色文章已瑞廷。

崔氏弟兄皆列戟112)，韋公父子盡明經。

世家他日標儒傳，里社何人榜德星。113)

若借吹噓生羽翼，願攀鸞鳳到靑冥。

《給事中李公靖》（其三）

鐵幹稜稜萬丈孤，令狐雙美一生俱。

仙鼇壯力扶山起，金虎雄精叱電驅。

諫掖共稱張給事，將壇兼作李金吾。

天池浴鳳恩波闊，餘潤能霑涸轍無。

《中書舍人王儀》（其四）

紫泥封了佩鏘琅，朝退渾身帶御香。

大手直凌修月戶，淸才獨合判花郞。

孔光溫室何言樹，杜牧中書屢拜囊。

十載窮途無賴客，彈冠今喜遇王陽。

《起居郞房應喬》（其五）

禁林淸地是西臺，謝脁閑吟上砌苔。

一萬古風丞相系，三千詩筆翰林才。

紫微宮裏朝天罷，玄圃園中逐乘來。

我亦文平門下客，莫嫌桃李隔年開。

112) 李奎報自注：“三兄弟一時三品。”

113) 李奎報自注：“公凡五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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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舍人白光臣》（其六）

珠璣咳唾到頭新，復見元和白舍人。

夜聽金胥傳刻漏，朝陪玉帝草絲綸。

圖南鵬翼凌蒼海，拱北星芒耀紫宸。

幸是靑雲知己在，不應虛掉自鳴脣。

《左司諫李淳中》（其七）

眞他特立諫垣深，家世唐朝獻六箴。

電手掀名驚鬼膽，雲斤琢句出天心。

二年靑瑣抽毫侍，昔日沉香頮面吟。114)

同是伯陽千載後，願攀仙李庇餘陰。115)

這一組是李奎報向七位內省諸郞呈獻的詩，包括七首小詩。其中六首

詩裏可見以同姓的歷史人物來描述吟詠對象的例子。其一的第三句

說：“崔氏弟兄皆列戟”，自注說：“三兄弟一時三品。”唐代崔琳、崔

珪、崔瑤三兄弟都做高官，當時被稱爲“三戟崔家”116)，所以李奎報

用這一典故來描述了崔詵。其三的第五句說：“將壇兼作李金吾”，金

吾是古官名，負責皇帝大臣警衛、儀仗以及徼循京師、掌管治安的武

職官員。李金吾指唐代名將李靖，這裏把李公靖比喻爲李靖。李靖擅

長兵法，高祖、太宗在位的兩代期間，他身爲行軍大總管屢次出征立

了巨大的功績。117) 李公靖也被任命爲將帥立了巨大的功績，因而李奎

報用李金吾的典故來表揚了他的功績。其四的最後一句說：“彈冠今

114) 李奎報自注：“公曾爲翰林。”

115)《東國李相國全集》卷5，第344頁。

116)《舊唐書•崔神慶傳》

117)《舊唐書•李靖傳》



122 _ 東亞文化 第 50 輯

喜遇王陽”，王陽是王吉的字，是前漢時期的人物。漢宣帝時，王吉和

貢禹是好友，貢禹多次被免職，王吉在官場也不得志。漢元帝時，王

吉被召去當諫議大夫，貢禹聽到這個消息很高興，就把自己的官帽取

出，彈去灰塵，準備戴用。果然沒多久貢禹也被任命爲諫議大夫。118) 

這裏李奎報用王吉的故事吟詠了王儀。其五的第三句說：“一萬古風

丞相系”，這裏所說的丞相本指唐代初期的名相房玄齡。119) 房玄齡是

唐代初年的著名良相、傑出謀臣，大唐“貞觀之治”的主要締造者之

一。這裏李奎報把房應喬比喻爲房玄齡。其六的第二句說：“復見元

和白舍人”，白居易在元和十五年（820）被任爲中書舍人。120) 所以稱

他爲“元和白舍人”。這裏李奎報把白光臣比喻爲白居易，高度讚揚

了他創作詩文的才能。其七的第二句曰：“家世唐朝獻六箴”，“唐朝獻

六箴”本指唐代李德裕，他在浙西做觀察使時，曾經向皇帝呈獻過宵

衣、正服、罷獻、納誨、辨邪、防微等丹扆六箴，因而稱他爲“唐朝

獻六箴”。這裏李奎報用李德裕的典故來描述了李淳中。121) 如此，李

奎報在這六首詩中都用以同姓的歷史人物來描述吟詠對象的用典技

巧。

以同姓人和有關其人的典故來描述吟詠對象，可以說是蘇軾詩特點

之一。李奎報平時愛讀蘇軾詩文，故而受到蘇軾的影響而效法這一用

典技巧。

118)《漢書•王吉傳》：“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

119)《舊唐書•房玄齡傳》

120)《舊唐書•白居易傳》

121)《舊唐書•李德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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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蘇軾對李奎報詩歌風格的影響

(1) 富贍豪邁

歷來許多批評家用“富贍豪邁”一語來批評蘇軾的詩歌風格，蘇

軾詩中具有“富贍豪邁”風格的詩的確很多。比如《百步洪二首（并

敘）》：

王定國訪余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顔長道攜盼、英、卿三

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飮酒，乘月而歸。余

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於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太白

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旣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放舟洪

下，追懷曩游，已爲陳迹，喟然而歎。故作二詩，一以遺參寥，一

以寄定國，且示顔長道。舒堯文邀同賦云。

其一

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

水師絶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

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

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

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

峴中得樂雖一快，何意水伯誇秋河。122)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

紛紛爭奪醉夢里，豈信荊棘埋銅駝。

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

122) 何意：集本、施乙、類本作“何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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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

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吾何。

回船上馬各歸去，多言嘵嘵師所呵。123)

這首詩描寫百步洪的雄壯面貌。百步洪是在徐州銅山縣的瀑布，元

豐元年（1078）冬天，蘇軾跟僧侶參寥一起去看百步洪。由於水勢湍

急，眼前的景物稍瞬即逝，詩人用“兎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

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等七個比喻

來描寫百步洪的壯觀景象, 描寫得非常生動、鮮活。與雄壯的百步洪

相比，蘇軾感到人之存在何其渺小，詩中還反映了人生無常的哲學觀

點，也表達了蘇軾超脫達觀的心態。這首詩氣魄雄渾，非常壯觀，整

體風格可以用“富贍豪邁”來形容。這種“富贍豪邁”風格，正是很

多韓國文人喜歡、推崇蘇軾文學的原因之一。李奎報也非常喜歡蘇軾

的這一風格，這與李奎報的性格、爲人以及對待學問的態度有密切的

關係。

他在《白雲小說》裏說：“余自九齡始知讀書，至今手不釋卷。自詩

書六經諸子百家史筆之文，至於幽經僻典梵書道家之說，雖不得窮源

探奧，鉤索深隱，亦莫不涉獵游泳。採菁摭華，以爲騁詞擒藻之具。

又自伏羲已來，三代、兩漢、秦、隋、唐、五代之間，君臣之得失，邦

國之理亂，忠臣、義士、奸雄、大盜，成敗、善惡之跡，雖不得并包并

括，擧無遺漏，亦莫不截煩撮耍，覽觀記誦，以爲適時應用之備。其

或操觚引紙，題咏風月，則雖長篇巨題，多至百韻，莫不馳騁奔放，

筆不停輟。”124) 通過李奎報的自述，我們可以窺知他的性格、爲人以

123)《蘇軾詩集》卷17，第891頁。

124) 李奎報，《白雲小說》（《東國李相國全集》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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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待學問的態度等。

在《白雲居士傳》裏還有一個相關記載：“白雲居士，先生自號也，

晦其名，顯其號。其所以自號之意，具載先生‘白雲語錄’。家屢空，

火食不續，居士自怡怡如也。性放曠無檢，六合爲隘，天地爲窄。嘗

以酒自昏，人有邀之者，欣然輒造，徑醉而返，豈古淵明之徒與？彈

琴飮酒，以此自遣，此其實錄也。居士醉而吟，125) 自作傳，自作贊。

贊曰：‘志固在六合之外，天地所不囿。將與氣母遊於無何有乎!’”126) 

從引文中可以看出，李奎報平時喜愛讀書，從小就博覽群書，讀完

“六經諸子百家史筆之文”，在創作詩文時能夠靈活運用這些內容。

因此，他可以達到“雖長篇巨題，多至百韻，莫不馳騁奔放，筆不停

輟”的程度。同時，他性格特別豪放，有人描述他的性格時稱“性放

曠無檢，六合爲隘，天地爲窄。”李奎報特別喜歡蘇軾詩文“富贍豪

邁”的風格，或許也跟自身的性格有關。

在他的文章裏，我們可以找到相關證據。“東坡近世已來，富贍豪

邁，詩之雄者也。其文如富者之家金玉錢貝，盈帑溢藏，無有紀極。

雖爲寇盜者所甞攘取而有之，終不至於貧也，盜之何傷耶。”127) 李奎

報以“富贍豪邁”來形容蘇軾的詩歌，極力稱讚他爲“詩之雄”。李奎

報被蘇軾“富贍豪邁”的詩歌風格所吸引，這是李奎報喜歡蘇軾詩歌

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他着力學習的蘇軾詩歌的特點。李奎報接着用

有趣新穎的比喻極力稱讚蘇軾，說：“其文如富者之家金玉錢貝，盈帑

溢藏，無有紀極。雖爲寇盜者所甞攘取而有之，終不至於貧也，盜之

125)“居士醉而吟一詩曰：‘天地爲衾枕，江河作酒池。願成千日飮，醉過太平

時。’”參看李奎報，《白雲小說》（《東國李相國全集》附錄）

126)《東國李相國全集》卷20，第505-506頁。

127) 李奎報，《答全履之論文書》(《東國李相國全集》卷26，第557-5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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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傷耶。”當時高麗文人幾乎都推崇蘇軾，喜歡模仿他的詩歌風格，引

文的比喻就是描寫當時高麗文壇的這種風氣之盛。

此外，李奎報的《全州牧新雕東坡文集跋尾》中也有對蘇軾的一些

評價：“夫文集之行乎世，亦各一時所尚而已。然今古以來，未若東

坡之盛行，尤爲人所嗜者也。豈以屬辭富贍，用事恢博，滋液之及人

也，周而不匱故歟。”128) 文章的大意與《答全履之論文書》相似。

一般來說，其他文人的文集只不過風靡一時，過了一段時間就會漸

漸被遺忘，但蘇軾文集與一般的情況不一樣，長期以來一直很受歡

迎。用現代的詞彙來形容，可以說蘇軾文集是當時的“暢銷書（Best 

seller）”，尤其是“固定的暢銷書（Steady seller）”。李奎報分析蘇軾文

集備受推崇的原因在於“以屬辭富贍，用事恢博。滋液之及人也，周

而不匱故。”豐富多彩的蘇軾詩歌可以爲學者提供很多學習的材料。

在前文中筆者曾介紹過許多高麗文人科擧及第後專心讀蘇軾詩歌這一

事實，129) 原因也在於此。

我們還要注意一個事實：李奎報不只是喜歡蘇軾“富贍豪邁”的風

格，而且在其創作上也力求體現這一風格。李奎報平時很喜歡寫長篇

詩，尤其在青年時期長篇巨作特別多。《呈張侍郞自牧一百韻》、《東明

王篇》、《次韻吳東閣世文呈誥院諸學士三百韻詩》等，不少長篇詩獲

得了非常高的評價。高麗後期文人崔滋（1188-1260）評價李奎報長篇

詩曰：“至末句而愈壯，如千里驥足方展走衢，未半途而勒止也”130)，

128) 李奎報，《全州牧新雕東坡文集跋尾》(《東國李相國全集》卷21，第515頁）

129)  李奎報，《答全履之論文書》：“世之學者，初習場屋科擧之文，不暇事風

月，及得科第，然後方學爲詩，則尤嗜讀東坡詩，故每歲牓出之後，人人以

爲今年又三十東坡出矣。”（《東國李相國全集》卷26，第557-559頁）

130) 崔滋，《補閑集》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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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對李奎報長篇詩的雄壯剛健風格的評價。

比如，他的長詩《呈張侍郞自牧一百韻》131)，這是李奎報呈獻張自牧

131)  世家流慶遠，我丈稟靈殊。爽露凝瓊樹，寒氷映玉壺。名聲驚霹靂，胸臆

貯江湖。門繼淸廉鎬，（張鎬）朝登質直酺。（張酺）雪中松性古，天上桂枝

孤。瑞夢曾徵鳳（張鷟），明時敢憶鱸。（張翰）馮唐方見遇，顔氏舊如愚。

帝室誇三鏡，明堂寶六瑚。彤霄循北拱，蒼海聳南圖。演誥唐麻上，分儀漢

蕝隅。（公爲禮部）沐芳承湛露，縱轡騖長衢。酒膽鍾星白，忠誠折檻朱。躪

人才落落，好士樂愉愉。憶昔初投刺，相迎似合符。夤緣近美玉，想像置生

蒭。投轄情何厚，含杯氣益麤。處囊容趙客，橫氣試齊巫。佳樹旌幢卓，名

花錦繡敷。但欣靑眼眄，何倩翠眉姝。（時喚妓不至）文抉曺劉髓，詞窮屈

宋腴。芳醪斟石凍，異味雜山膚。門客三千忝，詩籌一百輸。瓮邊眠畢卓，

堂上宿淳于。大冶鎔頑鑛，洪溟納細汙。再來增款密，歡笑益姁婾。極辯馳

黃馬，遺篇詠白駒。（時有薦達之言）枉聯東野句，頻倒伯倫觚。吟榻薰風

散，歸程睌霧紆。醉誇攀學士，驕不避金吾。意已黃金重，情難白骨渝。雄

詩三絶在，聖草十行俱。（公以草書贈詩三首）擬作家傳寶，唯懷鬼奪虞。

靘粧欺友倩，絶辟倒嘉謨。荷重猶投李，酬卑合覆瓿。（平上同用）蹇予誠

齷齪，賦命實崎嶇。寒谷生氷子，裒衣着腐儒。癡龍殊未辨，乾鼠謾相沽。

醜質慙康瓠，銛鋒謝湛盧。北宮慙駕蓽，南郭望吹竽。闕里攀龍鳳，春官戰

虎貙。一鳴方駭世，十影擬過都。左相曾邀飮（文相國特召予飮，故比李適

之），寧王許醉扶。（寧仁侯召予飮，予醉倒使人扶之）玉顔羅密座，珍膳出

豐廚。夜飮長侵曉，朝吟動及晡。牡丹園上醉，楊柳陌邊驅。晚落蟠泥困，

那堪撫劒吁。道長猶恐泥，泉涸自難濡。絃絶何由續，墻頑肯可圬。同門皆

振翮，唯我尙搶揄。故故容顔改，垂垂歲月徂。六身催倒亥，三足未留烏。

心思如懸旆，功各劇守株。愁期千日醉，病廢四方餬。讒搆交相扇，行藏甚

似拘。樊蠅頑不死，市虎動成誣。處處嗔投璧，人人慮竊鈇。嘲龍多蝘蜓，

襲狗幾鼱鼩。鬱鬱同平子，申申愧女嬃。自啼無用血，渾斷苦吟鬚。奔走如

郵吏，遷延似賈胡。杜園空費望，陶徑想應蕪。擬脫嬰身網，歸安曳尾塗。

灌畦常搰搰，鼓缶樂嗚鳴。南去將經楚，東遊遂極吳。帶苓聱叟結，學圃小

人須。船尾抄雲子，江頭種木奴。飮河盈鼴腹，跳井沒蛙跗。天地爲遊子，

煙波作釣徒。飜思神聖代，何忍草萊逋。佩潔紉芳蕙，巢寒戀碧梧。操修憐

汲直，夢想對高兪。身世煩窺鏡，生涯倦織絇。出言雖切切，廻眼例盱盱。

竹實談雞鶩，椿年語蟪蛄。自嗟遭世晚，人道與時迂。雷雨初驚後，乾坤可

滌無。死灰期復煽，病樹會重蘇。器識雖云淺，心䏏要欲刳。不才堪搦朽，

高論孰噓枯。幸感賢知己，常稱一鄙夫。衣冠將飾越，脂粉強粧嫫。有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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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求官詩。張自牧當時任禮部侍郎，主管國子監試。李奎報23歲科舉

及第，但是過了9年，一直沒被任用，所以他不得已寫了这首詩呈獻

張自牧，一方面歌頌張自牧的才華和人品，另一方面表露出了謀求官

職的意思。爲了展示自己的博學多才，李奎報在詩中使用了60個左右

的典故，出處涉及到《詩經》、《論語》、《莊子》、《左傳》、《漢書》、《史

記》、《戰國》、《韓非子》等經史子集各種文獻，132) 可見他的博學多

才。這首詩可以看做是李奎報詩歌“屬辭富贍，用事恢博”的代表。

再如《大醉走筆，示東皐子》：

我昔在何處，笙簫宮殿有無中。

藏櫝，爲金好躍爐。波臣如得水，淵客豈無珠。曩阻摳衣禮，時方曳履趨。

琴僧折簡召（時呼能琴僧），笙客隔墻呼。（隣有吹笙客呼之）話舊元無倦，

論文亦頗娛。鼻墁逢匠石，背癢得麻姑。始末如深遇，麋損有薄軀。每承親

昵昵，罄寫意區區。小隱何人到，端居十日踰。曉霞紅綺散，夜雪白氈鋪。

冷火空頻撥，寒醅孰與。虛堂無客位，幽室學僧趺。忽憶參商別，潛悲楚越

逾。仰風滋眷戀，回首亮踟躕。苦欠奉書鶴，欲爲趨藻鳧。試歸如會面，不

敏敢逃誅。孟浪詞雖拙，公無笑囁嚅。（《東國李相國全集》卷1，第297-298
頁）

132)  比如：“明堂寶六瑚”（《論語•公冶長》：“子貢問曰 ：‘賜也何如？’子曰 ：

‘女器也。’曰 ：‘何器也?’曰”：‘瑚璉也。’”詩中用這一典故來讚美了張

侍郎的才華。）、“沐芳承湛露”（《詩經•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

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徳。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

不令儀。”詩序曰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即，把天子的恩寵比喻爲潤

澤萬物的湛露。因爲當時張侍郎被任命爲禮部侍郎，詩裏用《湛露》的典故

來描述了蒙天子恩寵的張侍郎。）、“椿年語蟪蛄”（《莊子•逍遙遊》：“小知不

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

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

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

亦悲乎！”這一比喻是以短淺見識不能分辨深遠度量的意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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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天廣樂夢正酣，何人引我踏塵紅。

大地不能載我足，大山不足呑吾胷。

軒然要出六合外，六合之內轍皆窮。

茫茫丘隴不可望，今古忍理龍虎雄。

蓬萊山在海中央，碧玉秀出知誰鎔。

君先去我當繼，何必論天仙地仙水僊宮。133)

這裏表現了詩人自由奔放、曠達自傲的情懷，以及豪放不羈的氣勢。

除了這些詩以外，李奎報的詩當中還有很多像蘇軾詩一樣風格豪邁

的作品。所以，許多批評家認爲李奎報和蘇軾的詩風很相似。除了在

前文引用的評價134)以外，崔滋還曾評價李奎報的詩，說 ：“其豪邁之

氣、富贍之體，直與東坡吻合”135)。朝鮮前期文人徐居正也曾評價李

奎報詩，“予嘗讀李相國長篇，豪健峻壯凌厲振踔。”136)

總之，李奎報學習蘇軾的“富贍豪邁”風格，在創作上獲得不少成

果，這已是歷史的公論。

(2) 詼諧和諷刺

讀蘇軾詩，不難發現不少作品帶有詼諧、幽默的成分。比如《章質

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戯作小詩問之》：

133)《東國李相國全集》卷10，第399頁。

134)“近得李學士春卿詩稿見之，警絕新意頗多，其長篇中氣，至末句而愈壯，如

千里驥足方展走衢，未半途而勒止也。”（崔滋，《補閑集》卷中）

135) 崔滋，《補閑集》卷中

136) 徐居正，《東人詩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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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

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

空煩左手持新蟹，漫繞東籬齅落英。

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耕。137)

這首詩是蘇軾諧謔詩的典型例子。第三句中的“青州六從事”指章楶

（字質夫）給蘇軾送的酒，第四句中的“烏有一先生”是借用司馬相

如《子虛賦》中的典故“烏有先生”，在這首詩裏表示“沒有”的意

思，即因爲酒瓶被摔破，結果章質夫送的酒沒有到蘇軾的手裏。關於

當時的情況，詩題裏有比較仔細的說明，說：“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

而酒不達，戯作小詩問之。”我們可以從《後山詩話》的記載中窺知更

具體的情況：“東坡居惠，廣守月饋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

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138) 由於吏人的錯誤，廣州

太守送給蘇軾的酒，還未到達蘇軾所住之地便已被摔破，即“化爲烏

有一先生”了。蘇軾用諧謔的比喻來描述當時情況，可見蘇軾的幽默

感。

另外，蘇軾諧謔詩當中還有帶有自嘲性的作品。比如《洗兒戱

作》：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139)

137)《蘇軾詩集》卷3，第2155頁。

138)  陳師道，《後山詩話》（何文煥 輯，《歷代詩話（上）》，北京：中華書局，

1981），第315頁。

139)《蘇軾詩集》卷47，第25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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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蘇軾在兒子“遯”的洗兒會時寫的詩。“遯”是蘇軾的侍妾“朝

雲”生的孩子。蘇軾好像開玩笑地說“惟願孩兒愚且魯”，表示希望孩

子幸福的父母心理。但是從第二句所說的“我被聰明誤一生”來想，

可見詩裏含蓄的自嘲。蘇軾一生被迫捲入各種政治漩渦，命途多舛，

輾轉流放各地，因而他說“我被聰明誤一生”，這一句帶有自嘲性的諧

謔。雖然蘇軾一生輾轉，顛沛流離，但他一直不曾絕望，始終保持着

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他的作品中的詼諧成分也與這一點有關。下面

再舉幾個例子。

《食荔支》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支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140)

這是紹聖三年（1096）夏天在惠州所作。當時蘇軾被流放到嶺南，在

不知何時會北歸的情況下寫了這首詩。雖然未來一片暗淡，但是詩

裏却沒表露出一點悲哀的感情來，反而流露出品嘗荔枝的愉悅，說：

“日啖荔支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這就是蘇軾詩裏常見的一種幽

默，也是他克服悲觀的人生態度。面對如此絶望狀態，他仍能在自己

面臨的世界中找到克服難關的出路，這也許得益於蘇軾幽默達觀的性

格。

再如《自題金山畫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

140)《蘇軾詩集》卷40，第21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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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141)

這首詩是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五月所寫。之前蘇軾在儋州被流放

安置，這時候剛被赦免，回歸北方的路上路過位於京口的金山寺。以

前李公麟給蘇軾畫的畫像還掛在寺廟裏，蘇軾看看自己的畫像，回顧

自己的一生，想不起特別有印象的事情來，只有被流放輾轉各地的記

憶，於是他就開玩笑地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通過這

些諧謔的詩句，可見蘇軾克服悲哀的態度，當然也反映出一種自嘲的

心理。

除了這些諧謔詩以外，蘇軾還有帶有社會諷刺性的諧謔詩。蘇軾深

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具有憂國愛民的情懷，所以他的許多作品都反映

出這些思想。

下面引的《山村五絶》便是帶有社會諷刺性的諧謔詩的例證。

其四

杖藜裹飯去怱怱，過眼靑錢轉手空。

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142)

第三、四句的表達非常幽默，不過這不是單純的幽默，而是帶有很深

的諷刺性。據《烏台詩案》記載：“第四首意言百姓雖得靑苗錢，立便

於城中浮費使却，又言鄕村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又數度請納和預

買錢，今此更添靑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幼小子弟，多在城市，不著

次第，但學得城中語音而已，以譏諷朝廷新法靑苗、助役不便也。”所

141)《蘇軾詩集》卷48，第2641頁。

142)《蘇軾詩集》卷9，第4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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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首詩諷刺了靑苗法只造成百姓的浪費的現象。

接下來看李奎報的諧謔詩。李奎報平時非常喜歡喝酒，以酒爲主題

的諧謔詩也比較多，下面舉兩首詩爲例。

《戱友人病酒未起》

我是老醫能診病，誰爲祟者必麴神。

鵝黃五斗晨輕服，此藥傳從劉伯倫。143)

李奎報聽到他的友人因酒生病不能起床的消息，於是寫下了這首詩。

他平時特別喜歡喝酒，所以自稱“老醫”，而且在診斷友人的病以後，

判斷這是酒病，勸友人像劉伶一樣將五斗酒爲醒酒湯，十分幽默。

《兒三百飮酒》

汝今乳齒已傾觴，心恐年來必腐腸。

莫學乃翁長醉倒，一生人導太顚狂。

一世誤身全是酒，汝今好飮又何哉。

命名三百吾方悔，恐爾日傾三百杯。144)

這首詩是李奎報勸他的兒子不要喝酒的一種勸告詩。李奎報知道喝

酒的弊端，說：“一世誤身全是酒”，這是帶有自嘲性的話。他在最後

兩句說：“命名三百吾方悔，恐爾日傾三百杯”，拿兒子的名字來開玩

笑，也是很諧謔的表現。145)

143)《東國李相國全集》卷2，第305頁。

144)《東國李相國全集》卷5，第346頁。

145)“三百”是李奎報兒子的名字，李奎報《憶二兒二首（其二）》詩裏有關給

“三百”起名緣故的記載，曰：“我有一愛子，其名曰三百。（自注：予和吳

郞中三百韻詩，是日兒生，因以爲名。）”（《東國李相國全集》卷6，第3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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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舉一個例子。

《左耳稍聾》

年來已分鬢霜盈，耳復將聾聽未明。

無限愁中還有喜，不聞人世是非聲。146)

在這首詩中，李奎報用幽默詼諧的筆調描寫他老年左耳失聰，詩中將

左耳微聾的事情作爲自嘲的對象。

像蘇軾詩一樣，李奎報詩中也有不少帶有諷刺性的諧謔詩，舉例如

下。 

《戱路上醉臥僧》

莫笑上人中聖人，醍醐與酒味同醇。

始知糟麴神麤猛，解倒金剛三昧身。147)

第一句的“上人”在佛家指具備德智的人，即高僧，“聖人”指酒，

“上人中聖人”就指喝醉的高僧。雖然李奎報在表面上說“莫笑”，但

這就是諷刺破戒僧的，表面上的諧謔裏還含蓄諷刺。

再如《責猫》：

盜吾藏肉飽於腸，好入人衾自塞聲。

鼠輩猖狂誰任責，勿論晝夜漸公行。148)

146)《東國李相國後集》（民族文化推進會影印首爾大學校奎章閣本，《韓國文集

叢刊》第2冊，下同) 卷1，第141頁。

147)《東國李相國全集》卷7，第364頁。

148)《東國李相國後集》卷8，第2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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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也是表面諧謔含蓄諷刺。如上所述，李奎報與蘇軾一樣，往往

創作帶有諧謔和諷刺的詩。

(3) 思辨性和哲理性

思辨性和哲理性的强化是宋詩重要的特色之一，也是蘇軾對於宋

詩的突出貢獻之一。議論性本來是散文的重要特點，不過到宋代，由

於各種原因，詩歌也帶有議論性。創作議論性詩歌的代表文人就是蘇

軾，思辨性和哲理性是蘇軾詩歌風格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首先将帶

有思辨性和哲理性的蘇軾詩分成三個層次來分析。

第一，以議論方式直接言理的詩作。比如《潁州初別子由》：

其二

近別不改容，遠別涕霑胸。

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

人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

始我來宛丘，牽衣舞兒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過秋風。

秋風亦已過，別恨終無窮。

問我何年歸？我言歲在東。

離合旣循環，憂喜迭相攻。

語此長太息，我生如飛蓬。

多憂發早白，不見六一翁。149)

熙寧四年（1071）九月蘇轍送蘇軾赴杭至潁州，同謁歐陽修而別，這

149)《蘇軾詩集》卷6，第2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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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詩即作於告别之时。這首詩主要描繪蘇軾跟弟弟離別之後的悲傷而

惋惜的心情。不過詩中還包含着蘇軾對離別的哲理性感悟。在第一、

二句中，他說：“近別不改容，遠別涕霑胸。”這是一般人面對離別時

所采取的態度，就是說“近別”和“遠別”有不同之處。但是蘇軾也

有自己與眾不同的看法，“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仔細品味，他

說的果然有道理。跟某人離別之後，如果不能再次相見，那麼無論他

是遠在千里還是近在咫尺都沒有太大區別。但是很多人都不這麼想，

所以會有前句的“近別不改容，遠別涕霑胸。”如此看來，蘇軾的看

法是與眾不同的。通過這次痛苦的離別，他更深刻地感受到“恩愛”

的珍貴，并用带有深奥哲理的詩句來表達，“人生無離別，誰知恩愛

重。”在這首詩裏蘇軾對離別的看法表達得很清楚。詩的後半部分還

有一些思想深奧的句子，比如：“離合旣循環，憂喜迭相攻”、“我生如

飛蓬”等。通過這些詩句，我們可見蘇軾平靜接受離別的人生態度。

原本不捨離別的蘇軾，漸漸變得平和，能夠接受現實了。侄子問他何

時回來，他對孩子們說：“歲在東”，接着又說：“離合旣循環，憂喜迭

相攻”，然後突然覺得自己四處流浪的人生跟“飛蓬”十分相似，所以

說“我生如飛蓬”。蘇軾平時愛用“人生如夢”、“吾生如寄耳”等表達

方式，“我生如飛蓬”也屬於這一類型，裏面包含着人生無常的思想。

他感到人生本來如此，以一種自慰的方式來化解悲哀，可以看到蘇軾

脫俗的人生態度。這首詩基本不用形象的比喻，而是使用議論的方式

相對平淡地直接描述自己的心理、對離別的看法以及對人生的觀點，

蘊含着十分深奧的哲理。

第二，寫景詠物寄託哲理的詩作。比如《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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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150)

蘇軾通過自己遊覽廬山的經歷，描寫廬山變化多姿的面貌，并借景說

理，推演出普遍的人生哲理。前兩句描寫游山所見，人所處的位置不

同，看到的風景當然也各不相同。這兩句形象地寫出了移步換形、千

姿萬態的廬山風景。後兩句是即景說理，敘述詩人在廬山體會的感

悟。因爲身在廬山之中，視野受到限制，只能看到廬山的局部，而不

能看到廬山的全貌，蘇軾認爲不能辨認廬山真面目的原因就在這裏。

游山所見如此，觀察世上事物也常如此。這兩句有着深奧的內涵，它

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哲理——由於人們所處的位置不同，看問題的出發

點也不同，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難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認識事物的真

相與全貌，必須超越狹隘的範圍，擺脫主觀成見。這是一首哲理詩，

但詩人並沒有抽象地發表議論，而是在游山的經歷中表達自己獨特

的感受，借助廬山的形象，用通俗的語言深入淺出地導出哲理，更易

理解也更有趣。後來，從這首詩中産生了“廬山真面目”這一常用俗

語。

再如《題沈君琴》：

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

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151)

蘇軾通過琴發聲的原理，發現一個道理——美妙的琴聲是琴師撫琴

時所發出來的，是與心相應的手指與琴弦密切配合的產物，空弦不成

150)《蘇軾詩集》卷23，第1219頁。

151)《蘇軾詩集》卷47，第25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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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空指亦難鳴。就是說，雖然琴聲和指頭是各自獨立的存在，但是

如果它們能夠默契配合就能發揮神秘的力量。正是基於這樣的構思，

蘇軾寫了這首詩。詩作的含義不僅僅在於揭示木琴發聲的道理，還將

其擴展到普遍的哲理層面。詩作雖短，但蘊含的哲理卻非常深刻。

以上兩首詩都是寫景詠物、寄託道理的例子。從表面上看是簡單的

寫景詠物詩，但蘇軾正是通過這樣的景物來表達深刻的哲理。所以，

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現象，蘇軾也能從獨特的角度進行思考，發

掘其中深奧的哲理，并把它昇華爲詩歌創作。 

第三，通過象徵比喻進行說理的詩作。比如《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152)

這是蘇軾唱和弟弟蘇轍的次韻詩，蘇軾從蘇轍原唱《懐澠池寄子瞻

兄》153)的“雪泥”二字出發，聯想到“雪泥鴻爪”的形象，蘇軾在這裏

通過這一形象的比喻，表達了“人生無常”的哲學觀點。大雁從空中

飛下來，暫時在雪泥上徘徊，馬上又飛回天空，而在雪泥上留下的爪

印不久就會隨着積雪的融化而消失。之後，不但不知大雁到底向何處

飛去，甚至連大雁曾經來過這個事實也會忘掉。蘇軾以這些現象來比

喻人生，表達了對於人生無常的感悟。蘇軾認爲人與大雁一樣，在離

152)《蘇軾詩集》卷3，第96頁。

153)“相㩦話别鄭原上，共道長途怕雪泥。歸騎還尋大梁陌，行人已渡古崤西。曽

爲縣吏民知否？舊宿僧房壁共題。遥想獨遊佳味少，無言騅馬但鳴嘶。”（蘇

轍，《欒城集》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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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某處以後，不久就會很難尋找到以前的痕跡。

詩的第五句、六句說：“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這裏

詩人以自己的經驗爲例，具體說明了“雪泥鴻爪”這個比喻的由來。

嘉祐元年（1056），蘇軾和蘇轍經過澠池時留宿一家寺院，當時曾題詩

於寺壁。這裏的“老僧”是他們當時留宿的寺院的老僧，“舊題”就是

當時他們在寺壁上題的詩。蘇軾這次（嘉祐六年（1061））再次經過澠

池時，發現老僧已經去世，只留下他的舍利塔，當時他們在寺壁上題

的詩也無法尋找到痕跡。於是，他便產生了人生無常的感懷。這時，

蘇軾不過是26歲的年輕人，但是他對人生已經有了如此深刻的感悟。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和感喟。雖

然這首詩短短不過五十六字，但是詩裏蘊含的哲理卻十分深奧。這首

詩通過“雪泥鴻爪”這一形象比喻說理，含義豐富、餘味不盡。

李奎報的不少詩歌裏也有深刻的哲理內涵，他的詩歌也可以分成三

個層次來分析。

首先，以議論方式直接言理的詩歌。比如《詠忘》：

世人皆忘我，四海一身孤。

豈唯世忘我，兄弟亦忘予。

今日婦忘我，明日吾忘吾。

却後天地內，了無親與踈。154)

這首詩道破了人生的根本問題——孤獨。世人一個一個地忘掉

“我”，不只是其他人，兄弟、妻子也一樣會忘掉“我”。最後，就連自

己也會忘掉自己，天地之間沒有親密的人，也沒有疏遠的人。這是一

154)《東國李相國全集》卷1，第3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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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描述個人孤獨的哲理詩，這首詩裏也反映出人生無常的哲理，主題

思想與蘇軾的《和子由澠池懷舊》有點相似。不過這首詩沒有使用形

象的比喻說明道理，而是用通俗的語言、平和的語調來敘述自己的感

懷。從敘述方式來講，這首詩跟蘇軾的《潁州初別子由》一樣，也屬

於以議論方式直接言理的類型。

其次，通過寫景詠物寄託道理的詩。以《草堂三詠》兩首來具體分

析。

其一《素琴》

天籟初無聲，散作萬竅鳴。

孤桐本自靜，假物成摐琤。

我愛素琴上，一曲流水淸。

不要知音聞，不忌俗耳聽。

只爲寫我情，聊弄一再行。

曲終又靜默，敻與古意冥。155)

其二《素屏》

君看五侯家，黃金柱北斗。

墻壁煥丹靑，土木衣錦繡。

坐張百寶屛，仙鬼互馳驟。

那憂氷谷寒，只詑銅山富。

百年歸山丘，等是一丘土。

我有一素屛，展作寢前友。

素月炤我容，白雲落我首。

翻思天地間，此身亦假受。

求眞了無眞，一物非我有。156)

155)《東國李相國全集》卷3，第319頁。

156)《東國李相國全集》卷3，第319頁。



高麗時期的“東坡熱”與李奎報詩歌 | 柳素真 _ 141

《素琴》詩與蘇軾《題沈君琴》詩的思路非常相似，李奎報在詩的前

四句說：“天籟初無聲，散作萬竅鳴。孤桐本自靜，假物成摐琤。”他

也對素琴發聲的原理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詩句裏面包涵着比較深刻的

哲理。《素屏》是描寫素屏的一首詠物詩，但它不是單純的詠物詩，

也是一首隱藏着深刻主題思想的哲理詩。前半部描寫非常富有的五侯

家，不過“百年歸山丘，等是一丘土”，李奎報認爲無論是貧者還是

富者，死後究竟一樣成“一丘土”。與富有的五侯家相比，李奎報的素

屏雖然顯得寒酸，不過他非常珍惜“素月炤我容，白雲落我首”的素

屏。然而這些都不是屬於自己的物品，所以最後四句他說，“翻思天地

間，此身亦假受。求眞了無眞，一物非我有。”這首詩也反映了人生無

常的哲理。

再次，以通過象徵比喻來說理的詩。比如《山夕詠井中月（二

首）》：

其二

山僧貪月色，并汲一甁中。

到寺方應覺，甁傾月亦空。157)

這首詩既有諧謔成分又有諷刺性。一位山僧有一天晚上去井邊汲水

時，他看到井裏投影的美麗月亮就被吸引，想要把月色也一起帶走，

故汲水滿瓶。但是當他回房間後應該會發現，只要倒掉瓶中的水，月

色也會消失了。這首詩的詩題是《山夕詠井中月》，可以說屬於詠物詩

的類型。但是這不只是單純的詠物詩，還是帶有深刻的哲學觀念的哲

理詩。並且李奎報這首詩裏使用的比喻既生動又有趣，山僧想要把月

157)《東國李相國後集》卷1，第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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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帶走的這一行爲就是一種比喻，李奎報用山僧的這些行爲比喻世俗

之人所力求的虛妄慾望。在井裏投影的月光雖然很美麗，但是“井中

月”只不過是一種虛像而已。若不知這些道理，像詩裏的山僧一樣，

會試圖把它裝在水瓶裏帶走，但是不久就會發現一傾水瓶就沒有任何

實質的東西了。通過這些比喻，李奎報對追求虛妄慾望的世俗之人加

以批判。也可以說這是帶有佛教提倡的“無所有”的教諭，最後一句

“甁傾月亦空”裏包含着的意味十分奧妙。雖然全詩只不過二十字而

已，卻通過形象的比喻把它昇華爲深奧的哲理詩。

在前文中，筆者分別從三個層面分析了蘇軾和李奎報的詩歌。如上

所述，跟蘇軾詩一樣，李奎報的許多作品中也包涵着深奧的哲理，而

且說理方式也有相似之處。所以，筆者認爲兩人詩中的思辨性和哲理

性的相似之處并不是偶合，而是李奎報向蘇軾詩歌學習的結果。

四、餘論——關於李奎報的“新意論”

蘇軾文學藝術作品和蘇軾事蹟傳入高麗以後所引起的“東坡熱”是

非常有趣的文化現象。歷史上的“東坡熱”表現在文化生活、書畫藝

術和詩文創作諸多方面，但最爲核心的內容，則是在詩學領域。蘇軾

在高麗詩壇受到的崇仰，給高麗中期以後詩歌創作帶來了深遠的影

響。

從詩學方面來看，根據上文的論述，李奎報是當時“東坡熱”潮流

中受到蘇軾影響最大的高麗文人之一。不過，考察李奎報詩歌創作實

踐，還可以發現問題的另一方面。雖然李奎報這麼喜歡蘇軾，而且蘇

軾對他的影響比較深，但他並不像推崇蘇軾的許多高麗文人那樣汲汲



高麗時期的“東坡熱”與李奎報詩歌 | 柳素真 _ 143

於單純模仿，而是力圖呈現個性和獨創性，創作出具有自己獨特風格

的詩歌。

在李奎報活躍的高麗中期文壇上，注重藝術形式、模仿他人詩文的

風氣很盛行，甚至達到了抄襲他人詩文的地步。他對這些風氣非常不

滿，提倡創作詩文一定要重視“新意”。他說：“夫詩意義爲主，設意

最難，綴辭次之”，158) 又說：“不襲古人，創出新意”。159) 他非常強調

“新意”，即作家自己的個性和獨創見解，這就是他平時提倡的所謂

“新意論”。因此，儘管李奎報非常喜愛蘇軾的詩歌，努力學習他的風

格和創作態度，但一直在儘量避免直接的模仿。對於“模仿”和“抄

襲”，李奎報在《答全履之論文書》裏詳細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足下以爲“世之紛紛效東坡而未至者，已不足道也，雖詩鳴如

某某輩數四君者，皆未免効東坡，非特盜其語兼攘取其意，以自爲

工，獨吾子不襲蹈古人，其造語皆出新意，足以驚人耳目，非今世

人比。”以此見褒，抗僕於九霄之上，玆非過當之譽耶？獨其中所謂

之創造語意者，信然矣。然此非欲自異於古人而爲之者也，勢有不

得已而然耳。何則？凡効古人之體者，必先習讀其詩。然後効而能

至也。否則，剽掠猶難。譬之盜者，先窺諜富人之家，習熟其門戶

牆籬，然後善入其室，奪人所有爲己之有，而使人不知也。不爾，

未及探囊胠篋，必見捕捉矣，財可奪乎？160)

全履之曾評價李奎報的詩，說：“世之紛紛效東坡而未至者，已不足道

也，…… 獨吾子不襲蹈古人，其造語皆出新意，足以驚人耳目，非今

158) 李奎報，《論詩中徵旨略言》(《東國李相國全集》卷22，第524-525頁)

159) 崔滋，《補閑集》卷中

160) 李奎報，《答全履之論文書》(《東國李相國全集》卷26，第557-5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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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比。”對此，李奎報用非常切貼的比喻來說明了自己的觀點，他以

爲“抄襲”不是詩的正道，在這一主張的基礎之上，他提出了“新意

論”。

和李奎報同時活躍於高麗文壇的另一位文人崔滋（1188-1260）曾經

說過：“若剽竊刻畵，誇耀青紅，儒者固不爲也。雖詩家有琢鍊四格，

所取者，琢句鍊意而已”161)，他也追求“新意”，并多次以“新意”的

觀點來評價李奎報的詩歌。

今觀眉叟（李仁老）詩，或有七字五字從東坡集來。觀文順公

（李奎報）詩，無四五字奪東坡語，其豪邁之氣、富贍之體，直與

東坡吻合。世以椿之文得古人體，觀其文皆攘取古人語，戰至連數

十字綴之已爲己辭。此非得其體奪其語。162)

（金莘鼎）問余曰 ：“熟勝”，余曰 ：“鶯詩淺近，魚詩雄深，且

有比興之趣，此爲絶勝。”壯元（金莘鼎）曰 ：“不然，今古鶯詠皆

不及此意，唯公新鑿，夫意雖雄深，已陳則常也，雖淺近，新鑿則

可警。”163)

這段選文出自崔滋的《補閑集》。通過這些記載，我們可以推測，李奎

報在詩歌創作上也要體現追求“新意”的精神，最終也得到了不少成

果。

實際上，李奎報在詩歌創作過程中力圖追求個性和獨創性，他的這

些想法還體現在對詩歌題材的選擇上。如他所作的詩歌《栗》：

161) 崔滋，《補閑集》序文

162) 崔滋，《補閑集》卷中

163) 崔滋，《補閑集》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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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生朱夏候，實熟素秋時。

罅發呀鈴口，苞重祕玉肌。

饋籩兼棗設，女贄與榛隨。

不但供來客，偏工止哭兒。

堪將千戶等，足濟萬人飢。

握重緣貪味，牙銛易褫皮。

煨憑爐底火，烹代竈中炊。

始拾遭猿奪，收藏杜鼠窺。

莫嫌攢刺棘，聊愛蘊甘飴。

品入三秦錄，名標五苑奇。

尙宜方穀粒，詎可譬楂梨。

遺殼蝟毛積，薪樵尙可期。164)

李奎報在這首詩的序裏說 ：“栗實利人多矣，非若楂梨橘柚之特一時

解煩而已。然古人詩集中，賦者蓋寡，予爲賦之”，說明了他作這首詩

的動機。如此可見，他喜歡選擇跟別人不同的題材來寫詩。通過這首

詩中的描寫，他認爲栗子應該是作詩的重要題材，因爲它與日常生活

密切相關。李奎報不簡單模仿他人的詩歌創作，而是將所見所感作爲

描寫對象，因此他可以表現出自己獨特的想法，這也是他平時所追求

的一種“新意”。所以，李奎報通過不斷尋找新的題材，擴大詩歌題材

的領域，從親自經歷的體驗中認識事物的存在，用細心的觀察和細緻

的感悟來創作詩歌。這是李奎報提倡“新意”的一個方面。

李奎報的這些主張跟蘇軾提倡的文學理論非常相似。在創作上，蘇

軾認爲作詩的要諦在於“得意”，即設定自己固有的用意，他曾以錢來

比喻它。

164)《東國李相國全集》卷16，第4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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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

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 

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

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

明事，此作文之要也。165)

我們可以說，這段引文強調作家應具有個性和獨創性。因此，蘇軾特

別重視詩文的個性，他給張耒(1054-1114)寫的信裏也反映出這種主

張。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

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顔淵之仁，子

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

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

同也。166)

蘇軾認爲當時文壇衰退的原因在於王安石忽視詩文的個性，從而提倡

作家的個性和獨創性。通過崔滋《補閑集》裏的記載，我們也可以看

到有關蘇軾“新意”的故事，如下：

予嘗謁文安公（兪升旦），有一僧持《東坡集》質疑於公，讀至

“碧潭如見試，白塔若相招”一聯。公吟味再三，曰：“古今詩集

中，罕見有如此新意。”167)

165)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3（何文煥 輯，《歷代詩話（下）》，北京：中華書局，

1981，第509頁）

166) 蘇軾，《答張文潛縣丞書》（《東坡全集》卷49，第1427頁）

167) 崔滋，《補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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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兪升旦（1168-1232）極力稱讚蘇軾詩歌的“新意”的一個例子。

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推想：李奎報“新意論”并不是偶然得

到的，應當也是受蘇軾的影響産生的。無論實際影響關係如何，在詩

歌創作上，這兩位詩人都非常注重個性和獨創性。不可否認這兩位詩

人的詩學主張十分相似，筆者認爲在這種詩學主張的基礎上，李奎報

最終擺脫單純模仿蘇軾的階段，而立足於自己的“新意論”，創作了有

自己獨特風格的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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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ngpo Syndrome Among the Poets of Goryeo and 
Its Some Aspects reflected in Lee Gyubo’s poems

Liu Sojin 

Su Shi (蘇軾，1036-1101）wa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poets in the 

Northern Song (北宋) Dynasty (960-1127), until now most of his poems 

are very influential, and he occupies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Goryeo (高麗) Dynasty (918–1392) has maintained 

friendly relationship with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for ages, an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promoted the exchange of culture, in result Su Shi’s poems 

were introduced into Goryeo during his lifetime. After that, his poems were 

widely read by the poets of Goryeo, and several poets of Goryeo liked to 

recite his poems, in a short time, he gained a great reputation in the literary 

circle of Goryeo. Even a phenomenon called ‘Dongpo syndrome (東坡熱)’ 

was formed, and it never disappeared until the latter period of Choseon (朝

鮮) Dynasty (1392-1910). 

First of all, this study considered a phenomenon called ‘Dongpo syn-

drome’ in all aspects. It shows us how deep ancient Korean poets’ admire 

for Su Shi was, and it also helps us to infer how big Su Shi’s influence in the 

literary circle of Goryeo and Choseon was. Generally speaking, since Su 

Shi’s poems were first introduced into Korea in the middle of the Gory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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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sty, almost every ancient Korean poet was influenced by Su Shi. How-

ever, among them, Lee Gyubo (李奎報，1168-1241) who w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oets in Goryeo seems to be most deeply influenced by Su 

Shi. So, in this study I gave a careful consideration to how Su Shi had ef-

fected on Lee Gyubo’s poems. 

First, he often used Su Shi’s rhyming words when he wrote poems, it 

means he deeply admired Su Shi, and it also shows us his will to study Su 

Shi’s poetry. Secondly, when he wrote poems, he exploited many sources 

which were related with Su Shi or many phrases from Su Shi’s poems. 

Thirdly, when he described someone in poem, he used to apply sources of 

historical figure who had the same surname as him, it is one of the charac-

teristic features shown in the Su Shi’s poems, therefore we can suppose it 

was the influence of Su Shi.  

In writing style of poem, Lee Gyubo’s is very similar to Su Shi’s. Many 

critics agree that magnanimity and generosity, humor and satire, ide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description were the most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Su 

Shi’s poetry. Through this study, I found that Lee Gyubo’s poems also have 

these features, and it seems to be Su Shi’s influence. 

Like these, Lee Gyubo’s poems we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Su Shi in 

many aspects. But we have to notice that unlike other poets of Goryeo 

who were simply imitating Su Shi’s poems, Lee Gyubo insisted on a poetic 

theory called ‘Xinyilun (新意論)’, which was highly regarding a poet’s indi-

viduality and the originality of poems. Finally, he succeeded in creating his 

own poetic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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