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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行紀〉的政治意涵與影射分析

一兼引〈周秦行紀論〉與〈牛羊臼曆〉

何心蓓

【提要】
〈周秦行紀〉是一篇唐人傳奇，早先多認為此小說是牛僧孺所作，而近代文人
則推翻了這種說法，將之歸為一影射毀謗小說。關於〈周秦行紀〉的影射之處，已
有不少人明白指出為昭君、沈后﹔但對於其政治意圖部分，則少有提及。本文嘗試

以史料為主，對照與其相發明的〈周秦行紀論）與（牛羊日曆〉視之，以期能明瞭
小說可能的政治意涵。

【關鍵字】周秦行紀、周秦行紀論、牛羊日曆、牛僧孺、牛李黨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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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別百

〈周秦行紀〉是一篇唐人傳奇，世傳為牛僧孺所作1 ：其內容大致是敘述文中主
角在失道時至薄太后廟與一干皇室、貴族之家的女子相酬蚱，並與其中一女子共宿
一晚。本文頗類似六朝遇艷（女仙）之志怪，蓋牛氏雖為一風流個儀之文人，有可
能創作此一幻想小說，但是否會如此「大逆不道」，如此明顯地於文中影射皇室，呼

德宗皇帝為沈婆子z ’並自名之，給他人以攻擊之名目？若非僧孺之作，則其創作原
因叉為何，是否為一有政治目的影射毀謗小說，其政治意圖文為何？關於〈周秦行
車己〉的討論，歷來亦有文人就其作者、創作時間論述之，然對其政治意圖、影射分
析部分卻所言甚少，甚至有不少誤解。本文嘗試以史料為基準’對照與其相發明的

〈周秦行紀論〉與（牛羊日曆〉視之，期望研究出產生小說的政治意圖與影射3方法，
以明瞭此篇小說的構陷方法。

二．作品概述

（一）內容大要
〈周秦行紀〉是一自敘體的傳奇，內容大致是敘述主角在進士落第後回家，行經
襄州南陽之間時，於黃昏聞色中迷路，在迷茫之中受到異香引導而至薄太后廟的故
事。薄太后乃是漢文帝之母，她在這裡置酒設宴款待這位誤入的名士，並邀請了多
位貴族女子參與宴會。與會嘉賓有漢高祖的戚夫人、元帝時的王牆、唐朝太真妃子、
齊潘淑妃、石家綠珠。眾人在飲酒談笑、賦詩言志之後，太后想要找人陪伴主角一
晚，在眾女一陣推託後終歸由會二嫁胡主的昭君伴宿。天明時太后告以「此非郎君

久留地」 4 ，主角才在眾女泣別聲中離開。文末記述主角到大安里詢問里人，才知道
近處即有薄后廟，印證了作者的經歷並非虛幻。這則傳奇很明顯的未脫六朝志怪架

構。舉凡失道、受導引5 、與女仙有一宿因緣、離去後不得再歸等等，均與志怪中的
遇艷故事6如出一轍。以南北朝時的〈蕭總） 7視之，主角同為文士，神女同有異香，

1 靜、光憲、劉克莊、計有功等文人均將此篇作品歸於牛氏名下。
2 德宗母為沈后 。稱其沈婆子乃不尊重之說法。關於文中影射部分，將於正文中詳敘之。
3 這裡所謂的影射方法，是指以何種方法、內容來影射構陷牛氏之反意。

4 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下）﹜（台北市：正中書局， 1985 年 1 月），頁 226
5 在志怪小說中 ，多有出現導引媒介，即為指引主角進入仙境關鍵之一。如（劉晨阮肇〉中的蕪菁、
杯子，（袁相根碩 〉中的羊，（黃原）中的青犬，（蕭總〉中的「有人呼其名」等。
6 遇艷志怪的對象向有女仙、女鬼、女妖等，此處單指女仙。
志怪小說遇艷故事甚多 ， 茲以幾則丈士遇女仙之小說為例 ， 製作圖表一覽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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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同與神女纏綿一宿，最後皆在山附近發現祠廟作為映證來看，（周秦行紀〉是

以此類志怪為骨架而創作，其文章並未有甚突出進步之處。然此不甚成熟目的作品為
何能名傳今日，恐怕就與他的創作動機與影響有關了。

（二）作者辨疑
在了解其創作動機前，先須界定作者是否為牛僧孺。〈周秦行紀〉舊題為牛僧孺

所撰’（太平廣記〉、（北夢瑣言〉、〈唐詩紀事〉等皆歸此篇於牛氏名下。。唐朝文士
並非傳統保守之輩，臺靜農認為進士「以詞料出身，而不出於經術’於是舉動浮華，
放蕩不羈’出入妓院，以為風流」 9 ，而陳寅佫則指出：「唐代新興之進士詞料階級
之異於山東之禮法舊門者，尤在其放浪不羈之風習」 IO ﹔若真為其所作，唐代丈人多

風流個備，僧孺為一「人文彪炳」 II 的才子，創作一篇遇艷傳奇以自娛並非令人訝異

之事。只是文中借太真口出現了「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如此叛逆的言語。先
不論文中有什麼隱藏涵義，在封建時代，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權威，一般人稍有不意
即有可能冒犯天威，牛僧孺身為朝臣中的一員，豈會毫不避諱，稱呼太后為沈婆而

皇帝為沈婆兒12 ？王夢鷗以「落第既非美事，而又見鬼，相信牛僧孺即使百般聊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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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怪部分見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

7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頁 689 °
8 此處是以寫作技巧來看，〈周秦行紀〉的寫作技巧不知其他成熟的唐傳奇。
9 臺靜農：〈論唐代士風與文學〉’〈唐代研究論集﹜第一輯， 1992 年 11 月，頁郎。
10 陳寅1名：﹛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畫北：聾灣商務印書館， 1967 年），頁品。本注轉引自李釗平：（論
唐人小說對史傳傳統的內在超越） ， ﹛映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第 1 期，頁 35
II 語出舊唐書。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台北市：鼎文書局， 1976 年），頁 4488

12按此地所謂的沈婆，即代宗妻睿真皇后，沈婆兒就是德宗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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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至如此自述」 13為非其所作的理由之一，傅錫王亦認為「這種稱謂似不該毫不諱

避的出於唐人牛僧孺之筆下」 M 。以此觀之，則此文如同〈霍小玉傳〉、〈補正L總白猿
傳），為「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 J 15 之影射小說了。但前述二傳似是以打擊文
中主角人格、名譽為主，而（周秦行紀〉則是對牛氏欲除之而後快，意以此證其「無
君」、要「為君除患」 16 ﹔則此則傳奇並非單純的毀謗之意。如此，則（周秦行紀〉
為一具有政治意圓的構陷小說。關於（周秦行紀〉的真正作者是誰，歷來眾說紛耘﹔

王夢鷗配合史料與韋璿生平、著作分析，認為此三篇之作者應為韋璀無誤，傅錫圭
也贊同此說法。筆者在此就採用這一個說法。韋璀既為〈周秦行紀〉的真正作者，
他到底是用何種方式毀謗，叉是如何影射的，這些問題將於下文討論之。

三．影射辨析
若要論〈周秦行紀）的政治意圖，須與（牛羊日曆）、〈周秦行紀論）相發明﹔

在此先檢視（周秦行紀〉一文中的影射人物。關於（周秦行紀）的影射人物，近代
文人已有研究。此文除了前段所說言睿真皇后、德宗為沈婆、沈婆子外，還有一處
影射：

詩旱，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為伴？」戚夫人先起辭曰：
「如意長成，固不可﹔且不可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
兒不宜負他。」綠珠辭曰：「石尉性嚴急，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
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及他。」乃顧謂王嬌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為
株累若單于婦，固自用宜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為？昭君幸無辭。」．．．余為左
右送入昭君院... 17

觀其內容，戚夫人為漢高祖寵姬、潘妃為齊廢帝之妃、綠珠則是石崇的愛妾﹔而楊

貴妃是先嫁壽王，後適唐玄宗。至於王昭君，則是先選入元帝宮中，而後被和親政

策遠送匈奴，先後嫁給兩任單于。戚夫人等人雖非正室，但都對其夫從一而終，綠
珠甚至是為石崇自殺18 ﹔在小說裡眾女對陪宿之事也是百般推遲，欲保專一。唯有王

昭君，既已先後嫁於兩人，則在此夜陪伴主角也沒什麼大不了。作者借薄太后之口

lJ 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下沛，頁 270 。
14 傅錫圭：〈牛李黨爭與唐代丈學﹜（台北市：東大圖書， 1984 年 9 月），頁 234 。
ll 此句借唐小說的創作原則來表達。這裡的「假小詢扎寄筆端」解釋為借小說來對他人進行人身攻

擊。
站前者語出〈牛羊日曆﹜，後者語出〈周秦行紀論〉。見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下 ）〉頁 239 ，頁 244 。

17 見〈周秦行紀 卜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下刀，頁 226 。
lS 孫秀因得綠珠不成，故懷恨石祟，矯詔捕之。捕者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謂爾得罪。』綠珠

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J 。見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
種〉（臺北市：鼎文書局， 1976 年 8 月），頁 1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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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固自用宜」’叫她用胡地權宜之俗而復嫁也，就有鄙俗之意。劉瑛、劉開榮皆
認為此處作者是以此影射失節婦人﹔王夢鷗雖未明言，但是曾提及「他（牛僧孺）
所遇之鬼，自薄太后以下，要不是妾勝之輩，就是再酷、的婦人。其間強迫王昭君侍

寢峙，特揭示數語．．．這幾句對於再嫁的婦女，可謂義正辭嚴19 」’亦有近意。縱言之，
文人多以為其中涵義是諷刺婦女失節，藉以激怒皇室，加重被誣者的罪庚。劉瑛在
〈唐代傳奇研究〉中曾介紹沈后的出身：

據〈斬唐書﹒后妃列傳〉載：「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
子沒入東宮。太子以賜廣平王。實生德宗。天寶亂，賊囚后東都披廷。王入
﹔各後，留宮中。時方北伐，未及歸長安而河南為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 J

劉氏認為沈后：

既然是沒入宮披的，按〈唐六典〉：「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宮奴掉」則他不
過是和六畜地位差不多的奴碑。其次，他原在東宮伺候太子的，太子當然並

不十分看重她，所以便送給了他的兄弟廣平玉。．．．沈后既先伺候太子，再嫁

廣平王，又身陷賊廷，若與（周秦行紀〉中的潘去己和綠珠相較，一說：「東昏
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宜負他。」一說：「今有死，不可及亂。」負淫相對，
諷刺之意益顯。一般人叫他為沈婆，也有可能。

他並提出「薄太后說王昭君始嫁。乎韓單于，復為殊累若單于婦一節，實諷刺唐皇室
亂倫的情事 J 、「薄太后說：『胡鬼何能為？』乃在諷刺李唐皇室的胡人血統 J 尬，認

為前者影射沈后先後嫁與太子、廣平王，後者諷刺血統，乃加強影射之所在。劉氏
所說固有道理，但是研究唐典史料之後，卻發覺其言有所偏差。劉氏舉出沈后地位

低下，太子把她送給其兄弟廣平王，表示不看重沈后，有隨便予人的感覺。但劉氏

似乎搞混了其中人物的關係。按〈新唐書﹒后妃列傳〉，沈后是「以良家子「入』束
宮」 21而非劉氏所引的「沒入 J ’對照〈唐會要〉：「皇后沈氏，開元末選入宮」 22視之，

沈氏非是因罪沒入宮中成為奴牌，而是正常選入的，因此地位並非如奴僕般低下，
劉瑛應該是記憶文獻有所誤差而導致錯解。再者，沈氏既然是開元末入宮的，當時

的皇帝應該還是玄宗，則這裡的太子應是肅宗﹔那麼，這裡的「太子以賜廣平王」

就是肅宗賜給他的見子代宗了，對證〈舊唐書〉：「以良家子還入東宮，賜太子男廣

平王」 23來看， 則兩人並非兄弟關係而是父子了。父親把宮中女官賜給兒子的情形在

凹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下刀，頁 270
m 劉瑛：〈唐代傳奇研究〉（台北市：聯經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頁 329 ～ 331
21 楊家駱主編： ﹛ 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台北市：鼎文書局 ， 1976 年） ， 頁 3501
n 王搏：〈盾會要〉（北京市：中華書局， 1985 年）卷三，頁 28

n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頁 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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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並非異常，玄宗、代宗皆曾把宮中女子賜給兒子μ ’肅宗的皇后吳氏即是玄宗選
取賜給肅宗的女官，且沈后的身分尚是良家子，吳后卻類似奴牌﹔〈新唐書－后妃列

傳〉：「肅宗章敬皇后吳氏，濃卅濃陽人。父令哇，以軒丞坐事死，故后幼入披廷．．．
肅宗在東宮．．．帝．．．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 r 京兆料擇，人得以藉口，
不如取披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后在其中」詰﹔如果以出身高下來看，
沈后還比他的婆婆略勝一籌。沈后的出身既是良家子弟，她嫁給代宗叉只是因為父
親（肅宗）選女官來照顧兒子（代宗），而非如劉氏所指伺候過哥哥後再予弟弟。以
此觀之，沈后的情形與劉氏所說實為不同。劉瑛所言「實諷刺唐皇室亂倫的情事」

無法成立。
再來看所謂婦女失節問題。現今文人皆認為〈周秦行紀〉之所以舉沈后和昭君，
是影射一個婦女失節的問題，劉開榮認為：「作者的主要用意是暗暗把昭君影射沈
后。按沈后在安史之亂時，曾兩度失身於胡人。昭君嫁給藩國之君，後其君死，又

嫁其子26 。」然閱讀至此，另一疑惑亦油然而生：唐代是一個觀念開放的時代， l視婦
女再酵、為正常行為，〈唐會要卷八十三﹒嫁娶〉：

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喪達制之後，婦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婚婿，

令其好合．．．其鯨夫年六十，寡婦年五十已上，及婦雖尚少，而有男女，及守
志貞潔，並任其情，無勞抑以嫁娶。東1J 史縣、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即時，鯨

寡數少，量准戶口增多，以進考第 27 。
以此觀之，唐代不但不排斥再嫁，甚至還鼓勵螺夫寡婦另尋第二春：即使是因亂失

節，也不如宋朝等時代被人鄙棄刻，由此可看出唐代觀念的開放包容。沈氏雖為賊人

所攘，可下場未知﹔即使是無可奈何失身於賊人，雖有感難堪之處，但亦未到被鄙
視嘲罵之地﹔而若失節、荒淫可為嘲諷，觀〈新唐書﹒后妃列傳〉，我們可以看到更

多可說是「貞注相對」之事。鄭后先嫁李錫後嫁憲宗，最後生了宣宗29 ﹔郭妃和自己

H 肅宗后事視例 16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則如下：「代宗時，后以良家選入宮，為才人。順宗在藩，帝
以才人幼，故蜴之，為王孺人，是生憲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頁 3503
芯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頁 3499 。〈唐語林〉則言：「（力士．．．）復奏曰：『．．．被庭中
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 ···Jl ...得五人以賜太子」雖然兩者所說人數不同，但吳后身份不
變。王講：〈唐語林〉’（北京市：中華書局， 1985 年），頁 2
26 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台北市：商務印書館，

1994 年 5 月），頁 5 ﹞

η 王禪：〈唐會要〉卷八十三，頁的幻

藹〈舊五代史﹒ 敬翔傳〉有則記載：「翔妻劉氏，．．．劉為巢將尚讓所得，巢敗，讓攜劉降於時簿，及
讓誅，時滯納劉於妓室。太而且平徐’得劉氏壁之，屬翔喪妻，因以劉氏賜之。及翔漸貴，劉猶出於
太祖臥內，敬翔情禮稍薄，劉於曲室讓翔曰： F 卿鄙余會失身於賊耶？以成敗言之 ，尚讓巢之宰輔，

時滯國之忠臣， 論卿門第，辱我何甚。請從此辭！』翔謝而止之」。見楊家駱主編 ：（新校本舊五代
史并附編三種﹜ （台北市：鼎丈書局 ， 1977 年） ， 頁 251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 ． ．錯納為侍人。請誅，沒入披廷，侍懿安后。憲宗幸之，生宣宗。」

16

（周秦行紀〉的政治意涵與影射分析一兼引（周秦行紀論）與（牛羊日曆）

女婿淫亂30 ，還有中宗安樂公主31 、肅宗部閻公主32等，這種淫亂之事比比皆是﹔王壽
南在（唐代公主之婚姻〉中曾統計7 史料有載的唐室公主婚姻，發現二嫁者有二十

六人，三嫁者有三人33 ﹔比之唐皇室其他昏亂荒謬之事，沈后之事實在微不足道﹔如

果這種影射只是要諷其失節，作者為何不用俯拾可得、「實至名歸」的他人，而要用
沈氏？即使是要引因亂不知所蹤者，尚有懿宗郭妃”，加上她淫亂的傳言不是更加符
合？叉，（周秦行紀）的人物中尚有一再瞧公公的貴妃楊氏，為何不用？種種疑點，

皆使人懷疑舊說「失節」的單一可能性。且若只用失節影射，能起多大陷害效用？
如此說來，則此篇小說的背後意涵應該不只於失節之意。

要了解作者舉用沈后、昭君的背後用心’似乎只有從兩人皆失於胡著手了。觀
文人對此一問題，多半未詳加解釋，劉瑛雖似有牽扯，但也只順口提到「薄太后說：
r 胡鬼何能為？』乃在諷刺李唐皇室的胡人血統」一句，認為小說提到胡人的部分

有挑起民族仇恨之意。只是此說似有未妥之處。按唐皇室雖有胡人血統，但唐朝乃
一融合創新的朝代，是自漢朝以來第一個強大有力的帝國，是東亞文化的代表，至

今仍為中華民族的集耀，尚未聽說有任何以其胡人血統為口號而反對，提出「驅除
『胡』虜，恢復中華」要求的，叉怎會天外飛來一筆諷刺。如此，這意圖須從別地
著手。若以唐代史料視之，似乎可查到一絲曙光。〈周秦行紀〉是創於牛李黨爭之時，
若非牛僧孺所作，則這毀謗陷害之言應是其敵對政黨所為。下節將探討史料中牛李

的關係與武事政策，藉此導引出其影射事件，以明瞭〈周秦行紀〉背後的政治意圖

與影射。

四．政治意涵

（一）影射事件一牛李黨爭35與武策
牛李兩黨之所以對立，之所以有牛李黨爭的產生，絕不只是單純因宗閔、僧孺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卜頁 3505

到「懿宗淑妃郭氏，．．．女為同昌公主，下嫁韋保衡。保衡處內宅， ~ill﹔1主故，出入娛飲不禁，是時
諱言語保衡亂」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頁 3511
ll

｛新唐書﹒諸帝公主〉：「下嫁武崇訊︱．．．素與武延秀亂」’頁 3654

32

｛新唐書﹒諸帝公主〉：「告B 國公主，始封延光。下嫁韋徽，叉嫁蕭升。升卒，主與彭州司馬李萬

亂，而楚州、f.7JU駕蕭鼎．．．皆私侍主家 J ’頁 3662
33 王壽南：（唐代公主之婚姻〉，〈唐代研究論集〉第一輯，頁 192

M

「淑妃郭氏．．． 黃巢之難，天子出蜀倉卒，妃不及役，遂流落間里，不知所終」楊家駱主編：《新校

本新唐書附索引 ﹜頁 3511

35關於牛李黨爭的始末定義等問題，歷來學者如馮承基、湯承業 、 傅錫圭等都曾論述，羅聯添也就史
料分析過，因與本丈問題並無太大關聯，故略去不談。本段要研究者乃兩黨於武策上所持立點，以

了解〈周秦行車己〉一文之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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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應、制對策實譏諷當時宰相李吉甫的原因36 ，而是涉及了兩黨很多社會、政治、思想
等方面的鬥爭。觀兩黨政策之不同，除文策之科舉用人方向不同外，武策部分包括

對待藩鎮、邊境民族的態度亦皆不同”。牛黨雖多為進士出身，有其奮起積極的特性，
但在戰爭與否上面卻趨向妥協﹔大體來說，李黨對待戰事的態度傾向用武，而牛黨

則傾向和平。用武與和平間的衝突不但益成兩黨心結，也使得有心之人有機可趁。
1. 對待外族一維州事件：

盛唐之時，唐朝國力強盛，太宗甚至被邊疆諸民稱為天可汗﹔其時，唐與夷狄
尚算和平。自中唐以來，唐朝國力益發衰微，藩鎮跋腫、外患四起，其外敵尤以吐

蕃為甚38 。吐蕃時掠中國，「俄寇靈卅」、「八月，虜六萬騎侵靈圳，敗民隸”」、「寇慶
州及華池，殺略史人的」等等記載比比皆是。若說吐蕃是中唐以後的最大外敵，亦不

為遇。吐蕃與唐之間雖時有盟約，然常輕易毀幸'11 ﹔牛李兩黨在對外政策上的最大衝
突，大概就是大和五年的維州事件7 。〈新唐書﹒吐蕃傳〉記載：

（大和）五年，維州守將悉但謀擎城以降，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之，收
符章仗鎧史遣將虞藏位據之。卅南抵江陽峨山，西北望朧山，一面崖，山涯

江，虜號無憂城，為西南要杆。會牛僧孺當圈，議還悉但謀，歸其城、吐蕃
夷誅無遺種，以怖諸戒42 。

維州事件的始末，簡言之就是文宗時吐蕃將領欲降唐朝，還獻上戰略位置十分重要

的「無憂城」以表誠意。當時的守將李德裕認為維州「因山為固．．．直吐蕃之牙．．．以
制虜入者也」 43即刻接受其請，並馬上屯兵進維州，想要出發攻打吐蕃。但李氏建議
馬上被駁回。宰相牛僧孺以兩國關重修舊好，不宜毀約背盟為由，建議皇帝將降將

送還。姑且不論牛氏此舉是真的「議造公體44 J ’還是「居中沮其公九，當時有不少
人認為僧孺是挾素怨報復。皇帝雖然認為不認同此論，但對李黨來說，這可是奇恥

M 李吉甫乃李德裕之父。
37 周建國：（李德裕與牛李黨爭考述），〈唐研究〉卷五，頁 299

:J8除吐蕃外，回鵑、沙陀亦有擾掠中國。如：「回鵲進逼．．．乃大掠」、「（沙陀）部七千帳附吐蕃，與共
寇北庭，陷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葉引〉，頁 5336

t

6154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頁的91
相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頁 6099
•1

（新唐書﹒吐蕃傳〉記載：「至德初，取攝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 使使來請討賦且

備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然歲內侵」、「永泰元年，吐蕃請和．．．率眾二十萬 （兵至）．．．於是
京師戒嚴．．．吐蕃逼奉天」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頁 6087 ，的88
•2 楊家駱主編：（ 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頁 6104
•3 楊家駱主編：〈 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頁 5332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頁 4471
•5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頁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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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辱，更加深了兩黨的仇恨。

2. 對待藩鎮：

在對待藩鎮方面，兩黨的態度亦不同。牛黨對藩鎮作亂依舊是採取主和之術，

而李黨則是「亂即討」。文宗時，盧龍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噪作亂，逐節度使李
載義46 ’牛僧孺的反應是：「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

載義得之也，因而推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JI!頁七。會昌年間發生的澤游兵種L48

,

雖因當時掌權者為李德裕，只知其討伐叛逆的意圖而不知牛議如何，但從大和六年
牛氏仍任宰相時，對劉從諜採姑息、拉攏的態度，使其益發看不起朝廷之事視之49 ’僧
孺對藩鎮應是採一貫容忍的態度。總而言之，姑且不論牛李兩黨對武事所採取的態

度是為國家、為和平，或為任何理由，李黨為主戰派，牛黨為主和派，兩黨在對待
藩鎮與外族上的意見相左，則是昭然若曉的事實。

（二）政治意圖：

前文說過，〈周秦行紀〉與（周秦行紀論〉、（牛羊日曆）是相互發明的文章50 。
（周秦行紀〉的大致內容已於上文說明，此處再略述（周秦行紀論〉與（牛羊日曆〉。
（周秦行紀論〉主要是怒批牛氏作（周秦行紀〉有不臣之心，「（太牢周秦行車己）以
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 51 ，認為牛氏是為自L國家的朋黨，懷有異
志，想要謀朝宴位。文中並配合了符識與僧孺和藩鎮交結之書，直指他有串謀造反

之意。〈牛羊日曆〉則是以史官日曆的形式，批評牛氏為朝廷中的蠹蟲’自大跋麗，
與群陰串謀為害，並和前文一樣指他有謀反之意。此文所不同的，是扯入了其母李
氏，本來光看（周秦行紀〉，只能看出有影射婦人失節，而看不出指誰，但配合（牛
羊日曆〉就知道了。〈牛羊臼曆）指出了牛母會再嫁的事實，再嫁本為平常，但文中
記載的牛母卻是個「治蕩無檢」、毫無節操的的人，配合〈周秦行紀〉中的昭君亦是

隨意陪宿，這就把兩人的共同處連結起來。再看牛氏對其母的態度：「母周氏治蕩無
撿，鄉里云云，兄弟羞叔，乃令改瞧。既與前夫義決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使

其母為無過從之鬼，上周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秦行長己），呼

46 見（新唐書﹒藩鎮盧龍傳﹜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頁 5979
47 夏穗儀，李宗個校註：﹛資治通鑑今註 13) （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凹的年） ，頁 315

48 渾濁兵亂起因於節度使劉從謙病死，其從子劉積想桐其位不成，因而抗拒朝廷。 其事可觀〈新校
本新唐書附索引 ﹜頁 6015 ～ 6021

峙〈新唐書﹒藩鎮宣武彰義澤潛傳〉：「（從諜）六年請入朝，文宗待過加等。．．．公卿多花以私，叉見
事柄不一，遂，心輕朝延，有驕色」〈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頁的 14 ～ 6015

詞王夢鷗在〈唐人小說校釋（下）〉中，曾以史料說明，〈周秦行紀〉、（周寮行紀論 卜 （牛羊日曆〉這
三篇文字都應是韋璀所作： 「 這三篇文字 ， 如同罪犯之串供 ， 互相援引 ， 而且用的是同一位倆，正該

將著作權歸屬於韋璿」。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下刀，頁 278

51見〈周秦行紀論）。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下沛，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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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為『沈婆兒』’謂睿真皇太后為『沈婆』’此乃無君甚矣」 52 ，文中僧孺本來嫌其
母麻煩，把她再嫁出去拋開包袱﹔但在當官後因涉及追贈親人問題，叉把其母名號
拉回。在這裡他對再嫁母親輕視、不尊重，叉於〈周秦行紀〉中諷刺失節婦人，明
顯是諷刺、瞧不起自己母親，由此就營造出牛僧孺不孝的形象了。（周秦行紀〉、（牛

羊臼曆）就靠此手法塑造出淫蕩的李氏與不孝的牛僧孺形象。
除此之外，從上節可知，兩黨對於戰事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姑且不論牛黨是

為與李黨作對，還是考慮武力情況，至少可以確定僧孺對強藩外患的解決方法即和
平妥協。這點亦為李黨所痛恨的﹔那麼，作為毀謗僧孺的（周秦行紀），既然有涉及
到政治影射部分，自是不會放過這個議題。以此三篇互相發明的文章視之，即可明
瞭作者的意圖。中唐以後，唐朝有很大的隱憂，即跋腫的藩鎮與時常侵擾的邊境民
族。且從史料研究可發現，藩鎮與外族的兵禍有不少威脅到唐政權。最有名的當然

是安史之亂了，而後僕固懷恩、亦是引回舵、吐蕃入亂﹔藩鎮中盧龍、澤游 4 鎮翼等
皆曾作亂，唐朝後亦亡於出身藩鎮的朱全忠。由此看來，唐王室對於手握兵權或與
軍閥相親善、有共謀嫌疑之人定有猜忌、之心﹔僧孺對於任何亂事皆採妥協交好的態
度，很容易讓人附會是與軍閥有所牽連故姑息之，與其親善以備用其兵力以反，這

種曖昧的態度，正可被李黨利用。前述的維州事件，雖然皇帝支持牛僧孺，對反他

的批評皆「以為不直九，但當李德裕上奏說悉但謀等人被遣回後即被殺害，是「以

快戒心54 」時，皇上就後悔了，讓牛李的地位轉換，把牛氏罷相﹔按理，投降者被送
回後的下場應該可以預測，要憐憫他們也不會送其回歸了。但在李德裕上奏後皇帝
竟頗責怪僧孺’是否與此「以快戒心」有關呢？維州在戰略位置上如此重要，眼看
垂手以得，竟被牛氏白白送回吐蕃，會不會被渲染成是牛僧孺對吐蕃做人情呢？關
於這部分，史料並無記載，因此我們也只能臆測之。但從澤湖事件來看，這是很有

可能的。在此一兵亂之中，並無顯著證據指出僧孺有與劉氏勾結造反之意，只能說
是他一貫的妥協政策﹔可是觀〈資治通鑑〉與〈新唐書〉’〈資治通鑑﹜記載李德裕

言：「劉從諜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

成今日之息，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叉說他「德裕又使人於游州，求
僧孺宗間與從諜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諜每得僧孺宗閔書疏，

皆自焚毀』九而。〈新唐書〉說：「劉祺誅，石雄軍史得從諜與僧孺、李宗間結交狀。

又河南少尹呂述言： r 僧孺聞祺誅，恨。葉之。』武宗怒，點為累貝乏．．．循州長史56 」’可
以看出李黨的人意圖憑牛氏的姑息而導向其叛亂意圖。而（周秦行車己〉的作者即抓

住了此一心理。光從〈周秦行紀〉來看，最多只能說其無禮，對皇室不夠尊重，有
諷刺之意﹔但加上（周秦行紀論〉與〈牛羊日曆〉後，其陷害方法就可構成一完整

位見（牛羊日曆〉 。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下沛，頁 238-239
53

（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頁 5231

”〈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頁的 19
SS 夏德儀，李宗﹛同校註：〈資治通鑑今註 13 ） ’ 頁 488
56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頁 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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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觀（牛羊日曆〉中，「獨懷意圖」與「兩司出鎮，未盡佩相印，而太牢同平章

事，出夏口﹔夏口去節五十年，由太牢而加節焉」 57句，配合〈因話錄〉卷六：「宰
臣鎮夏口，自牛公始也」 58 ，特言牛氏之掌兵權，意影射僧孺有不臣之心﹔再加上處

處形容僧孺結黨營私，叉對其母不孝，作者意欲營造出一個不孝營私，叉有反意的

牛氏，再配合〈周秦行紀論〉的識護與陰懷逆節，想把僧孺打入死牢的意圖十分明
顯。

（三）構陷方法
由上文可知，作者提及胡，一方面是提醒皇室安史之亂的痛楚，和皇室長輩失
於胡後竟百尋不固，成為笑話的羞恨﹔另一方面在喚醒皇室記憶後，藉牛僧孺以此

事為笑談之無禮，推及維州、︱事件。牛氏不把唐皇室的安史之亂敗辱當一回事，叉在

維州事件中再一次讓唐室失了面子，使大唐賠了夫人（降將）叉折兵（維州），其心

可議﹔觀〈新唐書﹒藩鎮傳〉，裡面陰謀作亂的藩鎮多是對唐皇室起了輕視之心，配
合（周秦行紀論〉中「（僧孺）判復卅刺使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 r 閒事不足為賀』

則恃性敢如此耶？”」牛氏如此不臣正好證明他「潛豫姦謀 J

60

0 再者，僧孺有「親

好幫助」吐蕃的「前科」’此處的「胡」等於再掀瘡疤，加上「（僧孺）以其姓應國
家受命之識」、「其懷異志於圖識，明矣！ 61 」，由「胡」導引到牛氏可能通外敵藩鎮62

'

有造反意。
綜言之，這三篇相互發明的文章，是先以（周秦行紀〉中，牛僧孺的「以身與帝王
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指出牛氏有狂顛跋腫、不臣之心的徵兆﹔配合他
「應國家受命之識」缸，有不少流傳他將取唐室而代之的符識，表達僧孺的不安於臣﹔

再者，他素來勾結朋黨，「附下罔上」曲，叉掌兵權，可能隨時為亂。韋璀為伯帝王
相信牛氏忠貞，還特地拖牛母下水，以製造牛氏不忠不孝之假象﹔牛氏既不忠、不孝，

叉在（周秦行紀〉中無措於唐王室，可說是「無君甚矣」，不除不快。除此之外，毀
謗之言若只是紙上談兵，則失去其構陷力量。韋璿特意將文章與史實相連，〈牛羊日

曆〉採實錄原則，使人於虛幻之間誤信為真﹔（周秦行紀論〉指出牛僧孺與藩鎮劉從
諜的結交，並聯合史事，連結到牛黨對戰事的妥協曖昧態度，更讓人深信僧孺通外

57 見（牛羊日曆〉。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下）﹜，頁 238
58 趙磷：〈因話錄〉（台北市：藝丈印書館， 1965 年）

”見（周秦行紀論） 。 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下刀 ， 頁 244 。 按〈周秦行紀論〉雖主要為後時攻擊
牛氏子孫，但作者既同為一人為互相援引之作，這裡所指的文是牛僧孺，故可用來證（周秦行紀〉
中之作者意圖。

ω 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下沛，頁 238
61 見（周秦行紀論 ＞ c 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下沛，頁 243

的藩鎮部分前段已言之，不再贅述。從（周秦行紀論）：「得其與劉從諒交結番，因竄逐之」可明其
附會構陷之意。

63見（周秦行紀論〉。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下刀，頁 243

酬見（牛羊日曆）。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下沛，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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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結內患，有不臣之心。牛氏既不忠，再配合他嘲諷自己母親的不孝想法﹔（周秦行

紀〉等三篇意圖結合史實，營造出一個自大狂妄、不忠不孝想造反的牛僧孺’讓唐
朝執政者（皇帝）對牛氏心生反感而貶抑之，甚至處之以刑﹔這就是（周秦行紀論）
的構陷方法，韋氏之構陷可說是處心積慮之極。

五．結論：
從以上的論述中，可以明瞭〈周秦行紀〉等幾篇文章的影射與政治意圖所在。

創作者欲假借此三篇文章，打造出一個不忠、不孝，無禮且懷有不臣之心的牛僧孺，

令人主對其起反感之心而貶抑退卻之。按牛李黨爭之時，兩黨互相打擊誣陷之事件
時有5 ’假借散文、詩歌、小說以攻訐政敵、抒發恩怨之事亦時有所聞“：（周秦行紀〉

的產生，可說只是攻訐事件的冰山一角而已。

姑且不論牛李黨爭起於何時，黨爭綿延中唐大半時期是無所置疑的。平心而論，
牛僧孺、李德裕皆為不錯的人才，若兩黨能通力合作，大可創造另一大唐盛世。惜
仇恨蒙蔽其心，使其互相侵輒，牛盛則李衰，李起則牛貶：〈舊唐書〉評論的好：

「（史臣曰）：彭陽奇幸．．．觀其人文彪炳’潤色邦典，射策命中，橫絕一時，

誠俊賢也．．．如能蹈道匪躬，中立無黨，則其善盡矣。」 67

「（李德裕）實奇才也。語文章，貝1J 嚴、馬扶輪，論政事，貝1J 蕭、曹避席。所

可議者，不能釋，戚解仇，以德報怨，？民是非於度外，齊彼我於環中。與夫市

井之徒，力戰錐刀之末，淪身瘴海，可為傷心。」的
兩黨既為仇敵，亦常於政事上互相批評攻訐，韋璀會劇作此三篇文章影射陷害牛僧

孺’也非異常。（周秦行紀〉雖並非一藝術技巧特別突出之小說，但觀此文可一窺唐
代黨爭之部分面目，故能傳頌流傳至今，有其意涵與價值。

的牛黨攻擊李德裕者如牛黨李漢：「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謂德裕嘗呼路仲陽導王為不軌．．．注、璿、漢
三者語意堅。」 而李黨誣陷則如前文所述之澤溜結交事件。

曲散文如（小人論〉、（譴貓〉，小說如（霍小玉傳〉、〈周秦行紀〉’皆為揭示私見、 攻訐政敵的文章。
見傅錫主：﹛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
67 楊家駱主編： ﹛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 ’ 頁 4488
晶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頁 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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