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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嶽．經典．世變
—唐華山賦之山嶽書寫變創及其帝國文化觀照

許東海*

摘　要

唐代華山書寫系列的山嶽賦家，除逕以《昭明文選》中的〈遊天台山

賦〉作為其近代經典閱讀的具體鵠的，並亟思探索尋繹李唐帝國山嶽賦的新

變論述，其中應亦別自借鑑其他與山嶽關涉的經典書寫，例如冠列漢代群賦

之首的「京都」賦，應為唐代華山賦家足資融鑄會通的另一經典，於是唐代

賦家出之以經典轉化的變創之姿，締構其以山嶽、京都、帝國⋯⋯等等多面

向的文化論述，並藉此展現李唐帝國盛衰嬗變的當代脈動，從而輝映唐代帝

國之山嶽書寫文化意蘊。因此藉由山嶽賦此一時期歷史現象之考察，不僅有

益中國辭賦上山嶽書寫史之補闕，亦應對中國山水文學及其歷史文化之學術

研究有所助益。

關鍵詞：山嶽、賦、唐代、華山、經典、昭明文選

一、緒論：唐賦視界下之山嶽鋪陳與帝國顯影

從清康熙年間陳元龍奉勅編撰的《御定歷代賦彙》來看，唐代的山嶽賦

共計30篇，其中以五嶽四鎮為主要大宗，計有16篇，占唐代山嶽賦之半，
而書寫西嶽華山的相關賦篇，即有11篇，其中或直接以華山、西嶽為名，如

 2008年5月8日收稿，2009年6月12日修訂完成，2010年5月6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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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賦〉、〈西嶽望幸賦〉、〈封西嶽賦〉、〈華山為城賦〉；或另專取華山蓮

花峰為題者，如〈華山仙掌賦〉、〈掌上蓮峰賦〉、〈仙掌賦〉、〈晨光麗仙掌

賦〉；或標舉其神話色彩，如〈巨靈擘太華賦〉、〈謁華山嶽廟賦〉。命題的取

向互見同異，然則大體皆不出西嶽華山的基本範疇，因此以懸殊比例在數量

上領袖群倫，獨冠李唐，為唐代山嶽賦的首要代表。即使貴為五嶽之首的東

嶽泰山，亦僅見丁春澤的兩篇描寫泰山日出勝景的〈日觀賦〉；其他如描寫中

嶽嵩山者，有張仲素、韓鎡同名之〈山呼萬歲賦〉各一；南嶽衡山則亦僅王

棨〈迴雁峰賦〉與〈芙蓉峰賦〉；此外尚存皮日休之〈霍山賦〉、周鍼〈吳嶽

賦〉，則屬漢代所封南嶽的天柱山與四鎮。此外，唐代的山嶽賦則主要為各

地名山之零散書寫，如李德裕〈望匡廬賦〉、吳融〈沃焦山賦〉、喬潭〈群玉

山賦〉、王績〈遊北山賦〉等等。大體而言，未見賦家集中書寫某一山嶽的現

象，因此唐賦特殊的華山書寫現象，即使在備受天下矚目的五嶽名峰系列，

不僅高居其中半數，甚至亦囊括唐代山嶽賦三分之一，客觀上皆透露出其不

尋常而有待揭曉的深層創作意蘊。

就唐代賦家而言，東晉孫綽擲地有聲的〈遊天台山賦〉展現的是六朝

偏安江左的江南山嶽及其玄學風情，然則作為統一天下的大唐帝國亟需以更

開闊的視野，鋪陳嶄新的盛世聲威；其中長安首邑如何在唐賦山嶽書寫裡再

現乃至超越炎漢雄風？再者，孫綽的〈遊天台山賦〉本在五嶽書寫之外，唐

代山嶽辭賦是否應改弦更張，以與大唐帝國圖景相互輝映？唐代的帝王封禪

為何轉入西嶽華山，從而映現出與帝國合流的新變意涵？皆為唐代賦家面對

前賢孫綽〈遊天台山賦〉的經典焦慮，卻也同時成為變創樞機，從而展現以

「世變」觀照為核心，及其「若無新變，不能代雄」的超越意圖與書寫策略。

《昭明文選》為唐代士林展開文學經典閱讀之一重要淵藪，此書對於亟欲

重建李唐帝國山嶽新變論述的當代賦家，誠為首要的傳統借鑑與歷史取經依

據，故從唐代華山賦中重現的〈遊天台山賦〉身影及其書寫因革，乃至進一

步將西嶽華山與長安帝都連結融鑄的書寫變創，從而改寫漢代「京都」賦帝

國圖景的傳統框架，誠然一一映現此部文學傳統經典對於唐代賦家創作的具

體牽動。由是觀之，唐華山賦家藉由唐前經典辭賦的閱讀商榷，從而出之以

經典轉化的變創之姿，重新締構李唐文化符碼及其帝國論述，甚而藉由帝國

盛衰嬗變的脈動，延展出治統與道統相互對話的山嶽論述，皆一一映現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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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群賦書寫現象背後，以帝國為中心之變創隱喻及其深層文化底蘊。

二、山嶽與京邑：唐華山賦之京城論述及其歷史世變

由唐代山嶽賦家的角度觀之，〈遊天台山賦〉乃六朝山嶽書寫的經典賦

篇，不論從文學嬗遞與歷史興替的世變角度，抑或政治中心位移的文化地理

意涵，甚至唐代開國以來高揭的史鑑意識 1等多面向觀照，〈遊天台山賦〉固

為唐代華山賦家的書寫典範，同時亦為其變創與轉化的重要依據。然則唐代

華山賦如何藉由此一歷史脈動及其文化觀照，展開李唐帝國的當代論述，從

而重新建構深具盛世圖騰意涵的山嶽地理隱喻，誠為責無旁貸的當務之急。

《文選》卷首的賦類經典中，〈遊天台山賦〉乃唯一山嶽賦，固宜作為唐

山嶽賦家超越經典，與變創代雄的重要依據，故唐代山嶽賦主流的華山書寫

系列，此起彼落的帝國論述取向，所展現出與〈遊天台山賦〉截然不同的京

城向背敘寫，即是明顯而重要的具體註脚。其中西嶽華山與首邑長安二者互

涉合流的論述特色，誠為唐代華山賦書寫變創特色之一。

唐代華山賦將山嶽與京邑合流的書寫變創取向，最集中具體的印證，

即為陳諷〈華山為城賦〉，此賦命題建構在華山與京邑彼此一體兩面的基本

觀照。然則自古以來西嶽華山即為長安附近重要天然屏障，西漢首邑本在長

安，而漢代士人究竟如何看待西嶽華山？尤其在代表兩漢文學盛世的辭賦

天地裡，西嶽華山如何映現當代精神面貌及其情志取向？此一問題，對於上

追炎漢，並尋繹超越的李唐帝國及其士臣而言，宜其為深具文化意涵的歷史

召喚；其次，就唐代華山賦家而言，列名《文選》賦篇系列首卷的「京都」 

賦，不僅是他們無可忽略的重要歷史文獻，即使就其書寫進程而言，亦為其

意圖展現李唐帝國新變下，京都文化論述的重要借鑑與變創依據。 

《文選》所選錄的漢代「京都」賦經典，包括西漢班固的〈西都賦〉、

〈東都賦〉（即〈兩都賦〉）與東漢張衡的〈西京賦〉、〈東京賦〉（即〈兩京

賦〉）。其中張衡〈兩京賦〉乃模仿班固〈兩都賦〉而作，雖氣勢稍絀，然

詳實密麗則過之。2其中〈西都賦〉、〈西京賦〉兩篇，主要圍繞西漢首邑長

  1 參見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03），貞觀政要卷
第三〈君臣鑒戒〉，頁147-154。

  2 參見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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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鋪陳其形勝、制度與文物。其中不乏京都附近及其之山川地理與西嶽相

關等等形勝敘寫。例如：

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

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眾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

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

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

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3

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實為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

綴以二華，巨靈贔屓，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

閡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

崪，隱轔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欱灃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

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4

班固賦中的華山敘寫，不僅指出西嶽作為首邑長安附近的重要形勝，且尤著

重在鋪陳其護衛京都、脣亡齒寒的互倚關係，所謂「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

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至於張衡

賦裡的華山，除乃凸顯其與崤函關隘、桃林要塞相互連綴的險要形勝，又特

別勾勒仙掌峰「巨靈贔屓，高掌遠蹠」的神奇典故，此殆為班、張二賦同中

存異之處。

唐代華山賦系列從篇題到內容上，誠不乏疏密不整的「華山─京都」相

關敘寫，從唐代士人重視《文選》的接受史面向而言，固不宜加以忽略，其

中如張衡在〈兩京賦〉補綴華山神話的一段，或許不乏藉由《文選》在唐代

士林中間的普遍傳播效能，催生出唐代以華山仙掌典故為題的系列賦篇，例

如尹樞〈華山仙掌賦〉、呂令問〈掌上蓮峰賦〉、關圖〈巨靈擘太華賦〉、潘存

實〈晨光麗仙掌賦〉、房元恪〈仙掌賦〉、喻餗〈仙掌賦〉等等，而且這些賦

篇基本上皆為律賦體式，無論從唐代科舉與《文選》的密切關係，5或者進士

科重視律詩、律賦的考試科目而言，6張衡〈西京賦〉別出新裁的華山神話續

  3 參見漢．班固，〈西都賦〉，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石家

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卷24，頁238。
  4 參見漢．張衡，〈西京賦〉，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

52，頁509。
  5 參見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413-428。
  6 同上註，頁41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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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敘寫，應對唐代華山仙掌系列賦篇有所啟發。

從純粹的自然本體而言，山嶽與政治固自分屬不同文化範疇，亦無須附

屬於歷史王權。然則一旦進入文學的書寫場域，似乎難以倖免在這一文化網

絡世界裡，應運而生地鋪陳出某種向背或傾斜的互涉觀照及其情志脈動。因

此自東晉〈遊天台山賦〉到唐代華山賦的山嶽書寫嬗變裡，我們得以根據象

徵王權核心的京邑論述，對照出彼此的歷史文化異趨。

就身處王朝崩解，流亡半壁江山的東晉時代而言，玄學風潮的高漲流

行，固然源自治統與道統間互容與否的歷史元素及其文化認同。然則由於經

歷世變及歷史滄桑的士人，不免在山水風景間，觸動內在創傷，從而衍播出

諸如「寄人國土，心常懷慚」、「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一類情思，

因此即使像王導如此指揮若定的六朝宰輔，亦不免愀然變色，姑以「當共戮

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於作楚囚相對」相與惕勵。7於是江左名山勝景的物

外遊觀，固然可以自然之姿，令人暫忘坐困名教愁城的精神枷鎖，唯從西晉

到東晉偏安江左的歷史世變而言，又何嘗不是當代士人藉以走避或消解的心

靈依據，其中誠緣於政治變動及其地理潛移所隱喻的另一種文化性「內在流

亡」及其苦悶象徵，8因而催生孫綽〈遊天台山賦〉如是山嶽書寫篇章，且從

中不難發現一種面對世變場景的生命飄泊之感，甚至即色即空的玄學旨趣，

皆一一透露出置身其間的虛無人生觀照。然則在此精神國度裡，面對政治王

權指涉的京城世界，不僅必須身體遠颺，心靈尤須隨之遺忘冥合，或更進一

步在山圖觀想之中飛昇物化：

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然圖像

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玩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

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俯仰之

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9

從孫綽家世及其永嘉喪亂時南渡的年世經歷而言，孫綽祖父孫楚西晉仕宦，

  7 參見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上〈言語〉，頁50。
  8 參見李永熾，〈流亡的苦楚與思想的開花〉，《世紀末的思想與社會》（臺北：萬象圖書公

司，1993），頁198。「內在流亡」乃是置身於權力體制，並未主動漂流逸走，但內心抗爭
的熱情未熄，並不能默而不言，仍往往發為詩文、議論。

  9 東晉．孫綽，〈遊天台山賦并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61，頁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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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至馮翊太守。與其同時渡江之從兄孫盛著有《晉陽秋》一類史籍，三人俱

富才藻，亦善述名理。10而其家族在西晉、東晉世變之際的動盪經歷及其精神

悲愴，如其〈與庾冰詩十三章〉即不乏此類書寫：

德之不逮，痛矣悲夫。蠻夷交跡，封豕充衢。芒芒華夏，鞠為戎墟。哀兼黍

離，痛過茹荼。

天未忘晉，乃眷東顧。中宗奉時，龍飛廓祚。河洛雖堙，淮海獲悆。業業

億兆，相望道著。

無湖之寓，家子之館。武昌之遊，繾綣旦夕。邂逅不已，同集海畔。宅仁懷

舊，用忘僑歎。11

據此可以略窺孫綽渡江之後對於西晉山河易色的黍離悲愴與僑寓愁歎，而他

雖屢遷宦職，仕途並不得意，終竟以寒士自稱。12由是觀之，孫綽〈遊天台山

賦〉的內在意蘊，固不僅止於江左玄風的書寫表象，誠乃別具世變下家國及

其生命感懷的深層隱喻。故若就此脈絡觀察，作者遠離王朝政治象徵及其名

教世界主場的京城，從而遁入「所立冥奧，其路幽迴」與「魑魅之塗」、「無

人之境」的世外絕域，固然得以「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復可免於

面對京邑場景的世變指涉，從而藉由「害馬已去，世事都捐」的山嶽神遊，

躋登「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的精神天地。13

孫綽〈遊天台山賦〉的山嶽遊觀，映現出遠離京域及其君國世變指涉的

書寫本質，相對而言，唐代山嶽賦家則此起彼落地展現西嶽華山與京邑長安

互為一體的書寫觀照。孫綽〈遊天台山賦〉裡山嶽與京邑分道揚鑣的書寫取

向，一一在唐代華山賦裡轉化為山嶽與京邑合體的新構典律，從而成為六朝

與唐代山嶽辭賦彼此對照與變創的重要文本。此一現象對於唐代山嶽賦家而

言，已然意味著面對傳統典範，藉由效慕學習，並漸次展開創意生發及其挑

10 上述孫綽生平行跡，可參見李文初，〈東晉詩人孫綽考議〉，《漢魏六朝文學研究》（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頁143-150。
11 上引諸詩，分別為孫綽，〈與庾冰詩十三章〉之〈其二〉、〈其三〉、〈其十〉，丁福保編，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晉詩》（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卷5，頁433-434。
12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卷下〈假譎〉，頁459。載敘孫綽欲嫁其女於王文度弟處，

之時，謂：「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

13 東晉．孫綽，〈遊天台山賦并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61，頁
63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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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經典的重要創作意涵。

唐賦華山書寫別於〈遊天台山賦〉裡山嶽與京邑二者疏離的文化網絡，

乃普遍鋪陳唐代山嶽與京邑一體共生的書寫轉化，並展現其君國意蘊的書寫

取向，例如：

巍巍乎，掩夏雲之奇峰；蒼蒼然，合秋天之正色。近壓關輔，載樞京國。此

其所以為嶽者也。14

倬彼靈嶽，傑出秦畿。豁為巨防，壯我皇威。雖國家盛德之無垠，固先王設

險而可依。15

惟昔巨靈，啟斯太華。拓崇崇而喬嶽西靡，決浩浩而洪流東下。故能遵八

川，安萬化。幹厚土，存中夏。⋯⋯厥道可遵，厥狀斯存。仰摧天漢，遙臨

國門。16

惟此西嶽，作鎮三輔，非無意乎。17

截仙子幽栖之洞，壯王者建都之所。18

奠峻崿之葱翠，分靈掌之玄黃。直指無虧，受金莖之勁質；如山不動，合仁

義於聖王。19

況乃豫鎮稱雄，秦城是仰。⋯⋯豈非大壯皇都，制遐荒而示諸掌。20

上述諸賦或顯或隱地在華山敘寫中，映現出其中的京域及其君國指涉，從而

凸顯出迥異於〈遊天台山賦〉山嶽書寫的歷史文化意涵。而唐代賦家此一不

約而同的群體化書寫旨趣，則集中體現於陳諷〈華山為城賦〉之命題及其山

嶽、京城一體的辭賦論述，21茲舉其始末兩段為例：

地控強秦，路惟分陝。有太華之作固，若崇墉之生險。⋯⋯大河自北而東，

14 唐．達奚珣，〈華山賦〉，清．陳元龍等輯，《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京都：中文出版

社，1974），卷15，頁276。
15 唐．閻隨侯，〈西嶽望幸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81。
16 唐．尹樞，〈華山仙掌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7。
17 唐．杜甫，〈封西嶽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中），卷49，頁753。
18 唐．關圖，〈巨靈擘太華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9。
19 唐．房元恪，〈仙掌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8。
20 唐．喻餗，〈仙掌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7。
21 據《御定歷代賦彙》，〈華山為城賦〉收入卷39「都邑賦」類裡，有別於唐代其他西嶽華山

賦大體編入「地理賦」，亦可見此賦雖寫華山，却深具強烈的都邑意蘊。又此賦作者，《御

定歷代賦彙》題曰「唐闕名」，今暫依清．李榕，《華嶽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所題作者陳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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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為濬洫；窮谷從中而斷，豁若重門。⋯⋯偉夫，襟帶皇都，咽喉上國；磅

礡乎崤函之外，隱軫乎豐鎬之側。22

疑其發跡混茫，孕茲重阻。假巨靈拔山之力，衛王者登龍之所。不然安得不

費一錢，不勤一旅。削成而千里共峻，作鎮而一人可禦？⋯⋯與天地之人共

守，使海內之士咸賓。夫如是，則東夷之與北狄，雖欲窺而何因。23

此賦異於大多唐代華山賦家，化整為零進行其山嶽、京邑合一的話語論述型

態，單刀直入地代之以「華山為城」的賦篇命題，從而高揭其山嶽即京城的

獨特君國觀照，誠為唐代華山書寫系列，面對前代典範〈遊天台山賦〉，區隔

其山嶽、君國兩相背馳的書寫範式，並允為唐山嶽賦家山嶽、京邑一體的新

變論述的集中示現。

其次，從歷史王朝的興衰來看，孫綽〈遊天台山賦〉到唐代〈華山賦〉 

系列的山嶽潛移，除了代言偏安江左的六朝時代終告揮別，而迎接以關中為

王權核心的大唐帝國已然來臨之外，從文化的因革嬗變面向而言，〈遊天台

山賦〉與〈華山賦〉的書寫亦映現其間山嶽身影由出塵到入世的文化意涵轉

換。試將〈遊天台山賦并序〉與達奚珣〈華山賦〉中的山嶽論述加以對照，

即可略窺其豹：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

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

瑰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

奧，其路幽迴。或倒景於重冥，或匿峰於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

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24

物被山嶽，非無壯麗。或隱峰於群嶺，或結根於荒裔。空聞象外之談，何貴

人間之世。而我直兩都之大道，當三條之正中；偏近日月，高謝紛濛；通天

之氣，成天之功。鑾輅常幸，聲明有融。25

達奚珣〈華山賦〉強調重返「人間之世」的山嶽文化觀照，而他所批評「象

外之談」、「非無壯麗」、「隱峰於群」等等，其實正是孫綽〈遊天台山賦〉 

22 唐．陳諷，〈華山為城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39，頁613。
23 同上註。

24 東晉．孫綽，〈遊天台山賦并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61，頁
633。

25 唐．達奚珣，〈華山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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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標榜的書寫旨趣。二賦之間，不僅神理互見，甚且話語跡似。26其中孫綽所

代言的六朝玄思及象外遊觀，與達奚珣賦中帝國政教旨趣的入世取向迥然殊

異，而其背後則指涉著自東晉玄學風度到唐代儒學回歸的學術精神流變，27具

體而微地映射出〈遊天台山賦〉到〈華山賦〉文化內在潛移之重要面向。

然則《文選》首列的「京都」賦，即以漢代名家班固、張衡以首邑長安

為題的〈西都賦〉與〈西京賦〉，或即藉由《文選》在唐代士林的重要傳播效

能，啟發唐賦眾多以華山或仙掌峰為題材的書寫系列。然而班固、張衡所撰

這類以京都書寫為中心旨趣的漢賦作品，固為唐代賦家奉為圭臬的傳統文學

典範；同時卻也可能成為他們意圖超軼炎漢六朝，並重新締建李唐帝國盛世

京都論述之一經典焦慮淵藪。其中漢代班固、張衡等人的京都賦裡「山嶽與

京邑」的華山敘寫片段，應為辭賦史上此一書寫構思之初始雛形；此外，由

於漢、唐歷史的古今輝映，與京都地理的形勝一體，於是藉由華山書寫為軸

心的京都論述，顯然可資唐代賦家重塑其盛世帝國論述之際別闢蹊徑，若就

此一歷史意涵而言，唐賦以華山為主流的山嶽書寫，自不宜自囿於山嶽書寫

的基本表象與原始範疇，乃進一步具有帝國觀照與京都書寫的變創旨趣，從

而拓展出唐代賦家「山嶽」與「京都」合流論述的嶄新里程碑，同時展現唐

代賦家面對前代山嶽經典〈遊天台山賦〉的書寫新變與文化創意。

三、帝都與仙都：唐華山賦之仙道論述及其帝國政教

唐代華山賦的山嶽風景，每每體現為仙境與京邑虛擬鋪陳的書寫合流，

此一變創特色誠然迥異於漢魏六朝山嶽賦的主要觀照取向。其中山境與仙境

二者的彼此鎔鑄，固然可以溯源於先秦宋玉〈高唐賦〉的神山聖嶽範式，28並

26 除上引孫賦與達賦的文字可資對照外，例如孫綽〈遊天台山賦〉另歸旨於「散以象外之

說」，亦與達賦「空聞象外之談」相映成趣；又述及華山，謂「嗟台岳之所奇挺，實神明之

所扶持。⋯⋯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而達賦則以「黎結根於荒裔」加以諷刺。

27 關於魏晉玄學的人生觀照，參見卞敏，《六朝人生哲學》（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頁
18-55；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唐代儒學的回歸可參
見許凌雲，《中國儒學史．隋唐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頁80-161。

28 參見許東海，〈李白夢遊天吟留別之辭賦身影及其體物寫志〉，《另一種鄉愁─山水田

園詩賦與士人心靈圖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頁2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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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衍生出六朝山嶽賦中遊仙化的主要書寫轉折，及其仙境與玄境一體的山嶽

觀照，例如擲地有聲的孫綽〈遊天台山賦〉，即為集中體現六朝山嶽賦此一重

要當代特色的具體例證，故〈遊天台山賦〉開宗明義即以「玄聖之所遊化，

靈仙之所窟宅」，高揭其追躡仙蹤、傾心玄旨的山嶽觀照旨諦，其中山嶽與

仙境的心靈冥想，及其文化淵源，可以具體遠溯至《山海經》中古代山川地

理典籍的神話意蘊，而先秦兩漢賦家的山嶽書寫大體亦傳承自這一山嶽文化

傳統觀照，例如宋玉〈高唐賦〉或者漢代班固〈終南山賦〉等篇，固皆不乏

濡染仙道氣息，29以作為筆下山嶽神聖化的論述依據，並未直接關涉「近壓

關輔，載樞京國」的當代意涵，30乃至於「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帝國奧

旨。31其中如〈高唐賦〉雖間涉楚王的政教建言，然其旨歸不免措意於神女身

上，且非直接藉山嶽論述展開京國宏旨；至於〈終南山賦〉則重在仙道之長

生祈福，未見帝國之宏觀視野。由是觀之，先秦兩漢之賦篇，固然已始見山

景與仙境合流的書寫雛形，畢竟明而未融，且亦未真正聚焦於山嶽所指涉的

「載樞京國」中心書寫旨趣。

就山嶽與仙境合流的辭賦書寫流變而言，其間里程碑應為孫綽〈遊天台

山賦〉，前此的遊仙文學代表作家郭璞賦之山水書寫，固然亦頗不乏出世遊

仙之思，32例如其今存山嶽之作〈巫咸山賦〉，然其山嶽敘寫大體映現《山海

經》神秘巫術文化取向，惟屬斷簡殘篇，難窺全貌；此外，不少魏晉以下山

嶽賦，或詠史寓懷，如阮籍〈首陽山賦〉，以伯夷、叔齊之先秦原典寫志；或

為行旅寄情，如潘岳〈登虎牢山賦〉、劉楨〈黎陽山賦〉，基本上皆未見明顯

的仙境鋪陳，至於具體而微地將山嶽與仙境二者鎔鑄於辭賦書寫天地的肇始

關鍵，則為六朝山嶽賦經典名作孫綽〈遊天台山賦〉。

孫綽為東晉一代文宗，更是六朝玄言文學的代表詩人，33因此他的〈遊天

台山賦〉不僅允為當時擲地有聲的名作，更成為《昭明文選》中山嶽賦的代

29 參見許東海，〈賦家與仙境─漢代賦家的神仙書寫及其類型〉，《漢學研究》18.2 

(2000.12): 270-271。
30 唐．達奚珣，〈華山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31 參見梁．劉勰著，王利器校注，《文心雕龍校證》（臺北：明文書局，1982），卷2〈詮賦〉，

頁49。
32 參見馬積高，《賦史》，頁186-187。
33 參見李文初，〈東晉詩人孫綽考議〉，《漢魏六朝文學研究》，頁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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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經典，換言之，孫綽此賦的重要意義乃在既體現六朝「山水以形媚道」的

遊玄觀照，34且展開山嶽賦仙境與玄學二者合流的經典範式，從而成為六朝當

代文化主流的辭賦首席代言者。至於東晉孫綽之後的山水文學宗師謝靈運，

則以〈山居賦〉成為從遊仙、遊玄臻至回歸山嶽自然本體，寢漸淡化仙境玄

思之六朝山嶽賦。此一轉變書寫座標，換言之，藉由孫綽與謝靈運兩人前後

輝映之山嶽賦的書寫流變，得以映現並見證六朝山水文學，從「莊老告退」，

殆至「山水方滋」的重要嬗變關鍵及其代表歷程。35

先秦兩漢山嶽賦雖或間及仙道風情，但就其中山嶽書寫旨趣而言，基本

上並未高揭帝都意涵，至於創作數量漸增的魏晉六朝山嶽賦而言，則主要呈

現下列書寫取向：1.詠史寓志，如〈首陽山賦〉；2.行旅書懷，如潘岳〈登虎

牢山賦〉；3.山居隱逸，如謝靈運〈山居賦〉；4.遊仙悟玄，如孫綽〈遊天台山

賦〉。其中最能集中體現六朝文化的當代新變潮流者，誠為〈遊天台山賦〉，

其賦首序文已開宗明義標舉此山所深具之仙道玄聖妙諦：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

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

孫綽筆下遊仙悟玄的天台山，固然頗不乏大肆鋪陳之仙境風景，然而本質上

則主要作為一座背離帝都京國座標的山嶽文化指涉，並且於此之下昭然揭櫫

其遠離帝都世域。指涉的仙都遊玄姿態，及其異於深具帝王政教常典意味的

另類山嶽文化：

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瑰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 
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迴。⋯⋯舉世罕能登陟，王者

莫由禋祀。⋯⋯非夫遺世玩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

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方解

纓絡，永託茲嶺。36

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追

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陟降信宿，迄於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

34 「山水以形媚道」語出南朝宋．宗炳，〈畫山水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

文》，頁204。此序首謂：「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象。」可為註腳。
35 按「莊老告退，山水方滋」語出《文心雕龍校證》，卷2〈明詩〉，頁35。
36 東晉．孫綽，〈遊天台山賦并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61，頁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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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而懸居。朱閣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王喬控鶴以沖天，應

真飛錫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37

由是觀之，孫綽〈遊天台山賦〉之山嶽觀照，誠然體現六朝山水文化中遊仙

與體玄的兩大主流，從而映出東晉以下的當代文化思潮之重新嬗變，亦復成

為六朝山嶽賦書寫流變的主要關鍵，故宜其而為《昭明文選》中六朝山水賦

的經典之作。

東晉〈遊天台山賦〉以告別帝都指涉的「域中之戀」，及其追夢仙都玄遊

旨趣，展現天台山所蘊涵的當代重要文化面向，從而映射六朝山嶽賦之當代

觀照，其中契機則在仙道玄學所代言的仙都圖景，與政教仕宦所指涉的帝都

圖騰，二者之間彼此扞格互違，於是山嶽與仙境一一轉化而為六朝士人與帝

都權力圖騰彼此切割區隔的重要風景隱喻及其深層文化底蘊，然則此一藉由

「仙都」與「帝都」對峙抗禮的書寫特色，誠為六朝山嶽賦展現當代文化觀

照，並且變創先秦兩漢賦山嶽書寫的主要關鍵。

〈遊天台山賦〉藉由仙都與帝都的二元對峙，標誌著六朝士人文化新變思

潮，與象徵政權場域的帝都圖騰間之彼此分道揚鑣，此為六朝山嶽賦展現當

代仙道玄學思潮的文學典範，亦從而輝映六朝山嶽賦的獨特文化光譜。然而

迄至以帝國雄姿一統天下的唐代盛世，山嶽賦家則改弦更張地熱衷於西嶽華

山書寫，締造辭賦書寫史上華山賦空前絕後的創作高峰，此事誠為唐代山水

文學值得探索的一大盛事與獨特現象，尤其對照於魏晉六朝山嶽賦的書寫歷

史，其中具體的世變脈動何在？乃至於此一變動背後又映現如何的唐代史學

意涵，允為洞燭華山賦當代文化意義的重要視窗。

至今以傳世的十餘篇唐代華山賦篇來看，其中仍普遍瀰漫並傳承漢魏

六朝山嶽與仙道合流的傳統書寫系譜，並且益形蓬勃風行。然而無論漢班固

〈終南山賦〉，乃至於東晉孫綽〈遊天台山賦〉的仙道風情，固然深淺濃淡參

差不一，然孫綽已歷歷如繪指涉天台山「仙都」的文化身影。畢竟乃藉由作

者之內在書寫闡釋及其個別鋪陳；相形之下，唐代華山賦則不一而足地明顯

呈現內外名實一體的仙道書寫取向，此則為唐代華山賦首堪玩味的具體創作

特色。

唐代傳世的十二篇華山賦裡，固然不乏如閻隨侯、杜甫等專意於西嶽

37 同上註，頁63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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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禪的君國盛典旨趣，及其當代重要史學意涵者，然其賦篇中亦時有仙道想

像，如「拭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轂，

昌寓侍衣。山靈秉鉞而踉蹡，海若護蹕而參差。」38至於其中約占半數的唐

代華山賦篇，則熱衷聚焦於華山仙掌峰的相關敘寫，並且這系列賦篇常直接

以「仙掌」為命題關鍵字眼，分別為尹樞〈華山仙掌賦〉、呂令問〈掌上蓮峰

賦〉、潘存實〈晨光麗仙掌賦〉、房元恪〈仙掌賦〉、喻餗〈仙掌賦〉。此外，

即使並未直接以「仙掌」入題的關圖〈巨靈擘太華賦〉，實質上亦以仙掌舊典

命題。換言之，就唐代華山賦的整體創作而言，固皆不出西嶽華山的基本範

疇，然而深具仙道神話意涵的仙掌故事，則尤為當代華山賦家的書寫最愛。

仙掌故事本身背後的神話傳說，固為唐代山嶽賦家普遍熱衷的創作焦

點，然而唐代華山賦家仙掌鋪陳的仙道神話旨趣，不僅並未歸旨於六朝孫綽

〈遊天台山賦〉遊仙悟玄的終極出世情志；反之，則藉由仙道神話鋪陳，重新

折返其參贊天地化育，德濟黎元神功的入世觀照，從而展現其迥異於前代山

嶽賦中仙道書寫的基本旨趣。例如：

惟昔巨靈，啟斯太華。拓崇崇而喬嶽西靡，決浩浩而洪流東下。故能遵八

川，安萬化。幹厚土，存中夏。姜嫄歆於帝武，跡可相倫；伯禹導於龍門，

功亦齊霸。厥道可遵，厥狀斯存。⋯⋯紛詭狀之無朕，諒神功之有作。39

蓋以神開壽域，靈固人寰。廓峻極於倏忽，標削成而險難。超大禹之理水，

小愚公之移山。40

功洽於人，則擘太華，攀長河。⋯⋯千古獲其永賴，兆庶階於壽域；同彼補

天之功，陋其拔山之力。41

由此觀之，唐代華山賦中大量而豐富的仙掌敘寫，其中仙道鋪陳手法固然前

有所承，然其神理旨歸顯然別見異趨，其中仙道書寫不僅無涉於玄學旨諦，

並且深具李唐帝國政教意蘊。其間主要變創關鍵，則在唐代華山賦及其仙掌

敘寫所映現之深刻帝國身影，具體而微地假手華山之山嶽書寫系列，展開

「仙都」與「帝都」合一的獨特山嶽文化觀照，從而建構李唐華山賦的世變新

典及其當代論述。

38 參見唐．杜甫，〈封西嶽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中），卷49，頁752-753。
39 唐．尹樞，〈華山仙掌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7。
40 唐．關圖，〈巨靈擘太華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9。
41 唐．房元恪，〈仙掌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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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賦華山書寫「仙都」與「帝都」合流的辭賦論述，除了藉由杜甫、達

奚珣等人所撰華山賦，展現封禪儀式與玄宗本命的當代觀照外，還可進一步

具體依據仙掌賦系列，此起彼落地往仙掌神話與帝都君王繫聯的書寫取向探

索發明，例如：

誰謂河廣，我則視之於掌中；誰謂山高，我則數之於指下。⋯⋯直指無虧，

受金莖之勁質；如山不動，合仁義於聖王。42

羽客遐指，都人竦觀。⋯⋯仰摧天漢，遙臨國門。43

致用而扶持天地，程功而變化山河。⋯⋯截仙子幽栖之洞，壯王者建都之

所。44

行盡煙蘿，仙峰隱嶙兮，高掌巍峩。⋯⋯五千餘仞兮，似假扶持；百二之都

兮，如能指畫。⋯⋯豈非大壯皇都，制遐荒而示諸掌。45

唐華山賦家如是凝視仙掌峰崖，適正見證其華山書寫背後「仙都」與「帝

都」互為表裡的當代文化身影，同時亦復具現出其迥異於六朝山嶽經典賦

〈遊天台山賦〉中「仙都」與「帝都」彼此背馳的文化觀照。

唐賦以華山為書寫主流的現象，不僅在山嶽地理座標上由六朝江左重

返北方中原，並且成為帝都長安的精神堡壘，其間唐玄宗以華山為本命的當

代史實，固然進一步深化了西嶽、仙都與帝都合為一體的政教意涵，然其中

卻益形凸顯仙道文化已然由前代山嶽賦與帝都政治圖騰分庭抗禮的文化職

能，翻轉而為納編於李唐帝國範疇下的君國政教指涉。換言之，仙道文化不

再隸屬於六朝士人文化上終極獨立的精神隱喻，反而化身為李唐帝國政教風

華的另一道新變圖景，於是作為長安地理門戶，乃至於帝王本命指涉的西嶽

華山，在唐賦的書寫世界裡，不僅展現其史無前例的獨特山嶽仙道風華，同

時亦復見證作為李唐帝國及其政教圖騰的文化隱喻，並且此一仙道文化與帝

國政教的空前互體共構，固可遠溯歷史上漢武帝與仙道的暗通款曲與深溺難

返，而司馬相如〈大人賦〉的諷喻意圖亦成當代見證。46相形之下，唐代開國

42 同上註。

43 唐．尹樞，〈華山仙掌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7。
44 唐．關圖，〈巨靈擘太華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9。
45 唐．喻餗，〈仙掌賦〉，卷15，《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頁277。
46 有關漢武帝與〈大人賦〉之仙道互動情勢，可參見許東海，〈賦家與仙境〉，《女性．帝

王．神仙─先秦兩漢辭賦及其文化身影》（臺北：里仁書局，2003），頁15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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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則堂而皇之地結合當代李氏將興「實為天命」47之天命觀照，與「老子度

世，李氏當王」傳世讖語，48順理成章地以神仙苗裔之身分認同，推尊老子李

耳為其帝王宗室始祖，從而定調道教為李唐君國的皇家宗教，作為太宗、高

宗、玄宗以下李唐王室推尊奉行的另類祖宗家法，其中玄宗時期幾乎成為國

教，而中國歷史的第一部道藏《開元道藏》亦於焉誕生，凡是種種，皆具體

見證仙道文化在當時不可一世的帝國政教圖騰身分。49

由此觀之，唐華山賦的西嶽書寫，密集豐富地聚焦於掌上蓮峰─仙掌

的體物寫志，又屢見將山嶽、仙道與帝都三者整合鎔鑄的論述取向，故其中

心旨趣主要歸結於長安帝都隱喻及其帝國政教王權圖騰，然則無論玄宗大肆

昭告天下帝王本命之華山論述，或者華山所映現「仙都」與「帝都」意涵的

一體兩面，甚至於西嶽華山「近壓關輔，載樞京國」的帝都指涉及其文化定

位，誠然可見山嶽、仙道、帝都三者，一一化身為唐代華山賦帝國論述的主

要文學符碼。

四、天命與本命：唐華山賦之封禪論述及其帝王圖騰

山嶽安固厚重與流水隨遇賦形的自然地理特性，向為古聖仁智互見的山

水觀照依據。50然則從六朝孫綽〈遊天台山賦〉到唐代華山賦的歷史嬗變來

看，山嶽賦適可資提供探索歷史文化心靈漂流異動的書寫對照，同時又成為

六朝與唐代山嶽賦文化意蘊前後轉化的文本隱喻。

孫綽〈遊天台山賦〉雖作於他永嘉太守任上，而此賦的主要展現則是他

置身魏闕名教場域，卻追夢自然玄境的內在觀照，同時也不妨視為他早年以

遊放山水、高尚其志的另一種精神歸返儀式。51因此即使他與當時的王公貴族

屢見交遊，甚至於溫嶠、王導、郗鑒、庾亮「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

47 參見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高祖本紀〉，頁7。
48 當時民間不少類似讖語，多與道教相關，可參見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93-94。
49 同上註，頁133。
50 參見潘重規注，《論語今注》（臺北：里仁書局，2000），〈雍也〉，頁120。子曰：「智者

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蓋以仁智之德比附山水。

51 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56〈孫綽傳〉，頁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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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刊石焉。」52然而從其自述的文獻來看，孫綽似未以生平仕宦自許，卻是志

在名士風流：

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

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

所與讓也。53

由是而觀〈遊天台山賦并序〉所謂「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皆

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並且強調此山「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

者」與「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等等特性，54乃一一指涉天台山雖幽

絕於帝王君國，卻映現出另闢玄境的東晉名士風流，並且於此之下，深悟仕

宦之身杳然如寄，託懷玄勝方為其精神原鄉的書寫底蘊：

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俯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茲

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然則孫綽〈遊天台山賦〉映現的六朝名士及其玄思身影，至唐代山嶽賦家顯

然改弦更張，因此面對六朝山嶽賦的帝國背離意涵，唐華山賦意圖以帝王召

喚之姿，將山嶽對象置換為護衛首都長安的西嶽華山，並且進一步藉由封禪

政教儀典，將華山轉化為唐代帝王的王權變相，其中如閻隨侯〈西嶽望幸

賦〉、杜甫〈封西嶽賦〉等篇，可為唐山嶽賦封禪觀照及其王權宣示的代表性

文本隱喻，且其中透露出唐代帝王亟欲遍封五嶽，以展現強烈帝王天命觀照

的當代新變雄圖，例如閻賦謂：

壯哉太華兮，為金方之鎮。削成四面，壁立千仞。勢阨河關兮，橫地以傑

出；氣雄宇宙兮，極天而增峻。⋯⋯於昭有唐，曷不登以肆覲。我聖君之

開元一十八載，威靈限乎無外。至德與日月齊明，寶位與乾坤比大。⋯⋯

蕩蕩乎，巍巍乎，誠聖人之神用也，美不可得而稱載。⋯⋯倬彼靈嶽，傑出

秦畿。豁為巨防，壯我皇威。雖國家盛德之無垠，固先王設險而可依。雄天

府以岌岌，符聖壽而巍巍。⋯⋯矧靈異之所蓄，乃神仙之所歸。實五鎮之

為首，諒羣山之所稀。⋯⋯然所以能協我大君之明命，永作固而配天高峙

52 同上註，頁1547。
53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卷中〈品藻〉，頁285。
54 東晉．孫綽，〈遊天台山賦并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61，頁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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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55

開元十八年（730）閻隨侯因玄宗登封華山獻上此賦，其中以封禪為帝王宣揚
德威的官方常典，然則漢代以來帝王封禪主要以泰山為繩，何以唐代乃異動

至西嶽華山？且就中國封禪的歷史沿革而言，秦漢以下之帝王無論封禪成功

與否，皆以泰山為天下嶽尊，唯至唐高宗時萌生「既封泰山之後，又欲遍封

五岳」之想，56故高宗嘗於永淳二年（683）下詔籌劃於中嶽嵩山封禪，57然

則其事在「既封泰山之後」，故雖出自高宗「遍封五嶽之想」，卻始終未曾揚

棄以泰山為尊的歷史垂憲。至於高宗駕崩後，武則天乃藉易唐為周的世變之

際，藉由完成高宗遺願之辭，終將嵩山封禪之禮加以實現，以作為她武周王

朝改朝易代的政權宣示。58此後唐玄宗重建李唐王朝，遂於開元十三年封禪泰

山，並以〈紀泰山銘〉為誌。59大體遵依古訓，當時尚未萌發泰山之外的他嶽

封禪異想，何以此後群臣又復上書而有論封華山之新議？據《舊唐書》〈禮儀

志〉所載：

玄宗乙酉歲生，以華岳當本命。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華岳神為

金天王。60

玄宗既於開元十三年封禪泰山，而據閻隨侯〈西嶽望幸賦〉勸別封西嶽則為

開元十八年之事，史冊舊籍所載玄宗行誼，未見如高宗「遍封五嶽」之想，

然則據上所述閻賦等人之勸封，當主要源自華山為唐玄宗本命之說。由是觀

之，此山既與玄宗有如一體兩面，則封禪華山豈非更進一步深化其王命天授

的傳統意蘊，從而成為興復李唐王室的政治宣示，此事亦可自早在玄宗開元

十二年所立之〈西嶽華山碑〉管窺其封禪華山之想的端緒： 61

55 唐．閻隨侯，〈西嶽望幸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9-281。
56 參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23〈禮儀志〉，頁889。
57 同上註。

58 據《舊唐書》〈禮儀志〉載：「則天證聖元年，將有事於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福助，下

制，號嵩山為神岳，尊嵩山神為天中王，夫人為靈妃。⋯⋯至天冊萬歲二年臘月甲申，親行

登封之禮。禮畢，便大赦，改元萬歲登封，⋯⋯又二日己丑，御朝覲壇朝群臣，咸如乾封之

儀。」卷23，頁891。
59 參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23〈禮儀志〉，頁898-904。
60 同上註，頁904。
61 按唐玄宗西嶽華山碑，據《舊唐書》〈禮儀志〉謂：「開元十年，因幸東都，又於華岳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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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天眷佑，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於六葉，郊天地，望山川，⋯⋯加視王

秩，進號金天，若是者何，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庚戌，月仲秋，膺

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嘗寤寐靈嶽，朌蠁神交。⋯⋯患在蒼生之不

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為長生，以業傳百代為不死。⋯⋯於戲，

惟嶽配天，尚弼予志。予欲布大政，康兆民，嶽翼予欲，定禮樂，諧神人，

嶽聽予思。62

西嶽為玄宗本命象徵的當代觀照，亦為閻隋侯等人獻賦勸封華山的重要依

據，然則「以功施四海為長生，以業傳百代為不死」的玄宗，在此碑文裡則

漸次透露其繼泰山之後，已然不乏封禪華山的祈願：

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崇封之禮。⋯⋯偉哉此鎮，崢嶸中土。⋯⋯自古王道，

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待予治國安人，然

後徐思其事。63

早於閻隨侯〈西嶽望幸賦〉數年的此一碑文，所反映玄宗封禪西嶽之想，顯

然並非出自臣下「宣上德而盡忠孝」的獻賦勸封，而主要繫乎玄宗華山本命

的歷史緣由。

華山封禪之行未果，64對於重建李唐盛世的玄宗而言，固然深以為憾，

然而封禪華山的宿願，則又可從杜甫於天寶十二年（753）冬所獻之〈封西嶽
賦〉中，具體而微地映現出玄宗躍躍欲試、躊躇游移的封禪焦慮：

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於太原，還於長安。時或謁太廟，

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而已。聖主以為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於岱

宗可矣。故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崘，親射蛟於江水，始為天子

之能事壯觀焉爾。65

此一昔日封禪陰影對於亟欲締造盛唐氣象的玄宗，固然難以釋懷，唯就

立碑，高五十餘尺。」然則考諸唐玄宗〈西嶽華山碑〉則謂：「十有二載，孟冬之月，步

自京邑，幸於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遲迴刻石，梗概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

也。」則玄宗似應立碑於開元十二年。《舊唐書》所載或為訛誤。玄宗碑文參見清．董誥

奉敕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41，頁448。
62 清．董誥奉敕編，《全唐文》，卷41〈西嶽華山碑〉，頁448。
63 同上註。

64 參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23〈禮儀志〉，頁904。
65 唐．杜甫，〈封西嶽賦．序〉，《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中），卷49，頁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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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封禪西嶽為旨的唐賦華山書寫而言，西嶽已然在「本命」觀照下，成為唐

玄宗的另一帝王化身，據此華山乃別具帝王及其王權隱喻的當代圖騰，而唐

代華山賦的封禪論述，等同向全世界宣示其源自天命意旨，並在帝王本命的

歷史新變觀照下，進一步深化並締建山嶽與帝王彼此互涉的李唐帝國聖王論

述：

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纂七十君，風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華近甸

也，其可恧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詩義云：「國家土德，

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而守闕者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

也。」66

上悠然垂思曰：嗟乎！余昔歲封泰山，禪梁父，以為王者成功，已纂終古。

嘗覽前史，至於周穆、漢武，豫遊寥闊，亦所不取。惟此西嶽，作鎮三輔，

非無意乎！⋯⋯而泰華最為難上，故封禪之事，鬱沒罕聞。以余在位，發祥

隤祉者，焉可勝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雲臺之議，矧乎殊方奔

走，萬國皆至，玄元從助，清廟歔欷也。臣甫舞手蹈足曰：大哉爍乎！真天

子之表，奉天為子者已。不然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

又疇能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功，罔不克成。放百靈，歸華清。67

由是觀之，閻、杜兩人的西嶽賦所鋪陳的玄宗封禪華山當代想像，乃意

圖藉由天命臻至本命的王權深化論述將帝王推向王權圖騰的崇嶽高峰，從而

揭開唐代山嶽文化的神秘面紗，並見證山嶽作為帝王隱喻及其王權圖騰的當

代世變觀照。

五、治統與道統：唐華山賦之士臣論述及其學術世變

六朝〈遊天台山賦〉賦末歸旨於「象外之談」的山嶽觀照，不僅反映出

由魏闕向山林出發的士人生命姿態，亦展現出六朝山嶽賦始自治統與歸旨道

統的玄學文化旨趣，然而其中思想取向，顯然不在儒學論述，68其中不僅涉及

名教合流的魏晉玄學嬗變，亦具現融佛入玄的具體論述：

66 同上註。

67 唐．杜甫，〈封西嶽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中），卷49，頁753。
68 東晉．孫綽，〈遊天台山賦并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61，頁

63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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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閒。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散以象外之說，暢以

無生之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

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

觀，兀同體於自然。69

孫綽色空不二的山嶽玄學觀照，顯然亦受到他的方外好友支遁（道林）所倡

〈即色游玄論〉的啟迪，追求內聖外王的逍遙之道，而孫綽與支遁皆喜遊山

水，深具名士風采，展現濃厚東晉玄學「象外之談」的逍遙理致。70然則六朝

山嶽賦的玄學觀照，迄至唐代山嶽賦家如達奚珣所撰〈華山賦〉，字裡行間已

然呈現對於孫賦山嶽觀照取向的重新商榷，其中重要精神旨趣之一，即在山

嶽觀照視角的異動與轉換，唯其背後的基本學術依據，實為棄玄返儒的文化

重建，於是以社稷政教關懷的精神旨趣，成為唐賦華山論述的變創基調。其

中又以重返「人間之世」的觀照為主要書寫核心，例如達奚珣〈華山賦〉即

揭示其「人寰不遠，勝氣常清。」「直兩都之大道，當三條之正中。」「近壓

關輔，載樞京國。」「嶔乎數都之間，豈惟直上者，五千餘仞。」「國家南正

司天，北正司地；人神不擾，方嶽定位。」等等重返人間座標的山嶽定位。71

至於其他唐代華山賦篇的類似書寫旨趣亦不勝枚舉，例如：

今萬邦胥悅，四海肅清。禮交樂舉，人和政平。豈猶茲嶽之所致，實惟我后

之明明。又曰：斯嶽降神，生此多士。則庶績咸若，百工允釐。72

豁丹崖於天阻，呀峭壁而相距。勢且異於兩傷，力自弘於一舉。截仙子幽栖

之洞，壯王者建都之所。蓋以神開壽域，靈固人寰。廓峻極於倏忽，標削成

而險難。超大禹之理水，小愚公之移山。73

據此可以略窺唐代華山賦書寫取向的嬗變，顯然並非南北地理層面的外在潛

移，其中跌宕於山嶽書寫之下的深層脈動，乃為歷史興衰更替下，學術文化

的消長與轉換。因此藉由唐代華山賦書寫現象的考察，適得以昭然若揭地展

現李唐帝國「崇化興儒」的文化序幕：

69 同上註，頁634。
70 參見湯用彤，〈魏晉玄學流別論〉，《魏晉玄學論稿》，頁43-55。另參見卞敏，《六朝人生

哲學》，頁18-55。
71 唐．達奚珣，〈華山賦．序〉，《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5-276。
72 唐．閻隨侯，〈西嶽望幸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81。
73 唐．關圖，〈巨靈擘太華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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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德必祀，義存方策，達人命世，流慶後昆。建國君人，弘風闡教，崇賢彰

善，莫尚於茲。⋯⋯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宜今有

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

考所宜，當加爵土。是以學者慕嚮，儒教聿興。74

貞觀二年，詔停以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

先聖，顏子為先師，而邊豆干戚之容，始備于茲矣。是歲大徵天下儒士，賜

帛給傳，令詣京師，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眾。⋯⋯於是國學之內，鼓篋

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盛，古昔未有也。75

唐代開國之初，由於唐高祖、唐太宗的銳意力倡，儒學之盛終成貞觀之治的

重要文化面向，其中吳兢所撰《貞觀政要》足資印證。76此一帝國學術文化定

調，固然歷經盛唐以下間有浮沈，然唐初帝王的儒學大纛，畢竟允為唐代歷

史的文化主流，至於其中與道、釋的融合，則是唐代儒學及其思想流變的另

一文化課題，茲不贅論。然則唐賦裡華山書寫的整體學術觀照取向，與上述

唐初帝王所宣示的儒學文化政策取向，不僅兩者之間彼此符契，從而亦可在

與〈遊天台山賦〉的對照下，清晰勾勒出六朝玄學臻至唐代儒學，其中依循

王朝興衰所進行的學術文化輪替脈絡。

唐華山賦固頗具君國意涵，展現唐代儒學之政教觀照，從而與〈遊天台

山賦〉之玄學觀照明顯區隔，例如閻賦即所稱：

夫崑閬峙於方外，蓬瀛傑於海島，皆玄聖之所遊。⋯⋯豈若茲嶽，俯臨京

鎬。上有明星、玉女峰，下有長安、洛陽道。作鎮并崇於雍豫，靈祠化傳於

灑掃。雖則祀典遠更於百王，都未若祚我唐之壽考矣。77

文中具體而微地藉由王權圖騰及其封禪儀典之融鑄，建構唐山嶽賦之君國論

述新典，其中閻隨侯與杜甫的西嶽賦篇可為代表。唯唐代開、天盛世之後，

新變思潮應運而生，例如中唐新樂府運動、韓、柳古文運動，皆與帝國盛衰

74 參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189〈儒學傳上〉，頁4940。此為唐高祖李淵武德二年
崇倡儒學的詔書，此外，唐高祖又於武德九年下詔推崇儒教，並批評釋、道之危及宗國社

稷與社會人心。參見許凌雲，《中國儒學史．隋唐卷》，頁80-84。
75 參見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貞觀政要卷第七〈崇儒學〉，頁376-

377。
76 例如《貞觀政要集校》〈慎所好〉載唐太宗論儒學謂：「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

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政要卷第六，頁331。
77 唐．閻隨侯，〈西嶽望幸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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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脈動同步呼應，於是唐華山賦之君國書寫，亦由宣德趨向諷諭，其間關鍵

又在君國歸本於崇儒尊聖，並由天命神學回歸聖人之道。78唯唐代後期儒學的

此一重要政治文化思辨的世變轉換，可以柳宗元〈貞符并序〉為代表：

臣曰：⋯⋯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 襲

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

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

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79

此一學術新變誠與前述天命王權論述彼此異趨。然則中唐楊敬之〈華山賦〉 

即為回應此一中唐學術新變脈動的唐代山嶽賦代表典範，並且深獲中唐以後

士林之推美崇譽，從而奠定其在唐代山嶽賦書寫史上的世變經典地位，其中

樞紐則在此賦解構前此杜甫等人山嶽與帝王合體的封禪論述，進一步展現山

嶽與士臣合流的世變觀照。

唐代前期華山賦大體集中展現賦家「宣上德以盡忠孝」的揄揚書寫旨

趣，故其勸多而諷少的創作取向適亦提供楊敬之〈華山賦〉辭賦諷諭及其變

創論述的可能演繹空間，從而被珍視為唐代華山賦的世變新典：

臣有意諷賦，久不得發，偶出東門，三百里抵華嶽，宿於趾下。明日，試望

其形容，則縮然懼，紛然樂，蹙然憂，歊然嬉。快然欲追雲，將浴於天河。

浩然毀衣裳，晞髮而悲歌。怯欲深藏，果欲必行。熱若宅爐，寒若室冰。薰

然以和，怫然不平。三復晦明，以搖其精。萬態既窮，乃還其真形骸以安，

百鈞去背，然後知身之治而見其難焉。80

楊敬之〈華山賦〉開宗明義的諷諭旨趣，映現唐賦華山書寫的世變取向及其

思辨特色。其中旨奧則在將前此唐賦華山與帝王合流的書寫範式，予以變創

解構並進行重塑，從而展現其華山與士臣合一的嶄新論述，改寫過往明顯向

帝王傾斜的山嶽觀照，例如：

嶽之初成，二儀氣凝其間。小積焉為丘，大積焉為山。山之大者曰嶽，嶽其

數五，余尸其一焉。嶽之尊，燭日月，居乾坤，諸山並馳，附麗其根。渾渾

河流，從南以來，自北而奔，姑射九嵕，荊巫梁岷，道之云遠兮徒遙而賓。

78 參見張躍，《唐代後期儒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17-23；又頁60-79。
79 參見唐．柳宗元，〈貞符并序〉，《柳河東全集》上冊（臺北：世界書局，1999），卷1，頁

24。
80 唐．楊敬之，〈華山賦〉，《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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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之形，物類無儀，其上無齊，其傍無依。舉之千仞不為崇，抑之千仞不為

卑。天雨初霽，三峰相差，虹蜺出其中。來飲河濱，特立無朋，似乎賢人守

位，北面而為臣。望之如雲，就之如天，仰不見其巔，肅何芊芊，蟠五百

里，當諸侯田。81

此賦藉由西嶽神的現身說法，及其主客問答的鋪陳結構，展開〈華山賦〉的

士臣諷諭論述。賦中西嶽之神的書寫特色，乃在華山神祇的二元身分，一方

面延續杜甫等華山賦篇山嶽與帝王合一的職能，但同時又出之以變創，展現

為天帝之臣的世變職能。賦中西嶽書寫的士臣觀照取向，顯示賦家筆下鋪陳

的華山，已然跳脫前此華山賦的帝王顯影及其天命隱喻，從而置換以士臣之

道統身分，與帝王統治位階相互對話的山嶽文化論述。

楊敬之獨排眾議的西嶽華山士臣觀照，殊異於杜甫〈封西嶽賦〉、閻隨侯

〈西嶽望幸賦〉等深具封禪圖騰與帝王冠冕的書寫意境，誠然高揭道統省思的

當代士臣論述的新變序曲，從而改寫華山賦的前此觀照視界，以回歸兼濟蒼

生的中心旨趣，所謂：

文乎文，質乎質，動乎動，息乎息，鳴乎鳴，默乎默。上上下下，千品萬

類，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其無繕人事，吾焉得畢議。今作帝耳目，相其聰

明，下矚九州，在宥羣生。82

進而提出「敬乎天成乎人者」的儒學賢能之治，所謂「敬乎天成乎人者，必

闢其心⋯⋯億有萬歲而不敢怠遑。」83如是轉化原有華山賦帝王指涉而為敬天

成人的士臣論述，並進一步揭開帝王山嶽封禪背後，意圖企求自身福祉的私

欲本質：

臣又聞云，古有封禪。今讀書者，云得其傳，云失其傳，語言紛綸。於神何

如也？曰：若聞聖人撫天下，既信於天下，則因山嶽而質於天，不敢多物。

若秦政漢徹，則率海內以奉祭祀，圖福其身。故廟祠相望，壇墠迤邐，盛氣

臭，夸金玉，聚薪以燔，積灰以封，天下怠矣。然猶歉歉不足，秦由是替，

漢由是弱。明天子得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廟堂之上，垂衣裳而已。封禪，

存可也，亡可也。84

81 同上註，頁274-275。
82 同上註，頁275。
83 同上註。

8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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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敬之〈華山賦〉之士臣觀照及其封禪諷諭，異於杜甫、閻隨侯等華山賦論

述的主要樞紐，乃在反覆亟言帝王封禪之本末倒置，及其向治統帝王傾斜，

從而忽略利安元元與道濟天下的士臣文化，及其輔佐旨歸。明君「惟遵其

常，享國遂長」的逐末棄本，此則誠為楊敬之〈華山賦〉封禪諷喻的終極文

化依據。

楊敬之華山諷諭既歸旨於封禪大典之存亡商榷，唯唐初以來，封禪之議

固亦錯雜難決，85迄至唐高宗乾封元年方陸續封禪泰山，而武后則實現登封中

嶽嵩山的宿願。其後西嶽華山則因地近長安京畿，尤其玄宗之「以華嶽當本

命」，並於先天元年正位後，賜封華嶽神為金天王，又開元十二年則立碑華

嶽，迄至天寶九年玄宗許以「十一月封西嶽」，然而終緣華嶽廟災及關內大旱

而告終止。86此外，由上述文獻及杜甫、閻隨侯等華山賦作，可知唐代除封禪

岱宗外，已然擴延及於中嶽、西嶽等其他五嶽群山，其中唐玄宗雖已觸及君

王長生或代民祈福之論述，87然而整體而言，李唐歷代諸帝之競逐封禪，則

超軼前代並且有所踵事增華，相形之下，元和中興之際的士臣楊敬之則變創

前賢賦旨，從而商榷封禪之義奧，以為其禮本不在祈求帝王長生，而在得賢

能士臣以濟君主仁德聖政，然則楊敬之〈華山賦〉之士臣論述，乃深刻展現

其歸本道統，輔佐治統的辭賦諷諭意圖。於此之下，封禪存亡固非其旨諦所

在，至於帝王長生私圖益形違本失義。然則據此發軔的士臣論述及其道統演

繹，適具體而微地映現唐代華山賦，由前此王權圖騰的統治觀照，因應唐代

開元、天寶前後的帝國盛衰及其世變脈動之際，已然轉向並回歸道統省思的

文化觀照，其中杜甫、閻隨侯等人，與中唐楊敬之的華山賦篇，允為其間深

具代表意涵的辭賦例證與文學註腳，而楊敬之〈華山賦〉濃厚的士臣論述及

其道統意蘊，亦復與中唐韓愈、柳宗元等人在古文運動中以道統承傳自任，88

85 據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卷13〈禮樂志〉，頁349載：「唐太宗已平定突厥，而
年穀屢豐，群臣請封泰山。太宗初頗非之，⋯⋯以是歲兩河大水而止。其後群臣言封禪者

多，乃命秘書少監顏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集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

86 參見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卷5〈玄宗本紀〉，頁147。
87 據《新唐書》〈禮樂志〉載：「玄宗問：『前世何為秘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意於

天，前代或祈長生，希神仙，旨高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為民祈福，無一秘

請，即出玉牒以示百寮。』」卷14，頁352。
88 參見許凌雲，《中國儒學史．隋唐卷》，頁190，韓愈的道統論與治心論一節；及頁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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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原道〉的文化旨諦，或元、白等人新樂府的當代政教與文化諷喻，在精神

旨趣上相互輝映，誠然皆為體現李唐王朝盛衰世變脈動的競合書寫與文學箋

註。

由上亦可略窺由六朝山嶽賦經典〈遊天台山賦〉到唐代前朝的華山賦

書寫，固然展現玄學轉向儒學的歷史遞嬗，及其在道統與政治意涵的向背離

合，至於唐代華山賦前後的書寫變遷，則映現出其中深具治統指涉的王權圖

騰，向以賢能士臣為中心的道統本質轉化的唐代世變脈動。

六、結論：唐帝國之文化地理座標及其歷史世變圖騰

對於唐代山嶽賦的作者而言，89以經典之姿展現六朝山嶽賦觀照的〈遊天

台山賦〉，固然見證偏安江左的歷史世變與文化風情，卻未足感動當代，召喚

共鳴；其次，從歷史的興衰變遷而言，唐代一統天下的帝國版圖，顯然迥異

於六朝偏安江左的局面，於是對於唐代賦家而言，此一攸關歷史興亡及文化

轉換的山嶽書寫，必然有待藉由嶄新的山嶽地理座標，重新界定其中由歷史

到文化的帝國嶄新氣象，以作為李唐開拓並打造統一新局的帝國書寫及其文

化隱喻。因此對照孫綽〈遊天台山賦〉所象徵的六朝文化風華及其歷史地理

座標，得以從中勾勒江左王朝與李唐帝國的區隔軸線，從而展開建康到長安

位移的山嶽文化論述。因此藉由唐代華山賦西嶽書寫的審視，不僅映現其中

呼之欲出之帝國氣象及其王權圖騰，亦同時有助於掌握唐賦山嶽書寫背後的

歷史世變及其文化座標。

唐代山嶽賦競相聚焦於西嶽華山的創作現象，顯然並非單純緣於五嶽

265柳宗元的無神論與儒學立場等節。
89 參見（美）哈洛．卜倫（Harold Bloom）著，高志仁譯，《西方正典》（臺北：立緒文化公

司，1998），頁18、36。作者謂：「成為偉大作家的欲望，就是在自己的時空裡，在原創、
傳承和影響焦慮必得相濡以沫的情形下，動身前往他方的欲望。」又說：「作者面對其他

作者和作品進而暗中或明白的爭逐，堂堂展現出競技與勝利的力量。」據此則藉由《文選》 

在唐代士林的廣泛流播，其中相關的漢賦經典與孫綽〈遊天台山賦〉等六朝山嶽佳作，皆

以其擲地有聲的山嶽書寫，見證漢魏六朝文化風情世變的重要書寫典範，對於積極向《文

選》之傳統典範取經的唐賦作者而言，其中經典焦慮乃在從閱讀經典到開發創意，從而重

塑新時代、新帝國的山嶽賦書寫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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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名，否則以東嶽泰山乃五嶽之首的尊崇地位，何以兩者之間的賦篇創作竟

然懸殊若此，其間關鍵即在西嶽華山別具帝國文化與君國指涉的特殊時代意

涵。其中不僅重現兩漢賦家「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90

的書寫旨趣，從而展現大唐帝國「雍容揄揚，著於後嗣」91的文學雄姿及其不

讓炎漢專美於前之盛世圖景；另一方面，唐代賦家亦得藉由此一變創轉化，

新塑當代的山嶽座標及其帝國圖騰，從而消解面對唐前山嶽辭賦經典之書寫

焦慮，及其超越前賢的歷史困境。由此觀之，唐代賦家熱烈圍繞西嶽華山的

獨特創作取向，山嶽地理座標的歷史置換，並主要的取徑於「山嶽與京邑」、

「仙都與帝都」、「天命與本命」及「治統與道統」等諸種不同面向，展開唐

代帝國圖景及其世變文化脈動的辭賦論述，以拓展殊異於六朝〈遊天台山

賦〉的論述區隔，成就唐代山嶽賦自成一體與無可取代的書寫譜系。其中除

深具當代歷史身影與政教意涵的仙掌書寫系列外，孫綽〈遊天台山賦〉、杜甫

〈封西嶽賦〉與楊敬之〈華山賦〉，復為唐代山嶽賦書寫史上，深具歷史審視

與當代觀照意義的三座里程碑，於是藉由唐代華山賦家與前代山嶽賦經典的

閱讀對照，大體得以掌握其中賦家出之以轉化變創之姿，締構其攸關山嶽、

經典、世變等多元文化意蘊的當代帝國山嶽文化論述，從而見證唐代帝國獨

特而嶄新的文化地理座標及其歷史世變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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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Mountain Writing  
in the Tang Dynasty:  

Huashan Fu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Hsu Tung-hai*

Abstract

When Tang dynasty authors of “lofty mountain rhapsodies” (Shanyue 

fu 山嶽賦 ) wrote series of fu depicting Mount Hua 華山 , they took as their 

principle reference point “You Tiantaishan fu” 遊天台山賦 (Rhapsody on 

Wandering on Mount Tiantai), a fu collected in the Zhao ming wen xuan 昭

明文選 . They eagerly explored a new Tang dynasty discourse on Shanyue fu, 

also drawing from other classic writings involving mountains contained in the 

Zhao ming wen xuan. For example, “rhapsodies on metropolises and capitals” 

(Jingdu fu 京都賦 ) were another object lesson in classic fu for Tang dynasty 

writers. By reading various types of literary selections from the Zhao ming 
wen xuan and by comprehending other classics of the genre, they were able to 

construct a cultural discourse on mountains, the capital, and the empire, and 

through this express the changing fortunes of the Tang Empire, and thus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culture of mountain writing at that time. For this reason, 

exploring the lofty mountain rhapsodies of this period helps to supplement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sition of ci 辭 and fu in the history of mountain writing, 

  * Hsu Tung-hai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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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lso benefits research into Chinese landscape literature, its culture and 

history.

Keywords: mountains, fu 賦, Tang dynasty, Huashan 華山, literary classics, 

Zhao ming wen xuan 昭明文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