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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士琴的流浪
,,,隋代文中子王通家族之琴

沈!冬!台北" 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 $),$'#

摘!要' 本文接续拙作$异国喧声中的淡雅音韵,,,北朝之琴研究%

及$ '纵任不拘( 与'风韵清远( ,,,东晋南朝的士族与琴% 二文而作&

承接前篇" 本文处理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 -,$'年# 家族之琴" 其家族
是世代相传的儒学世家" 表现在琴上" 同时代表了儒士琴与士族琴& 王通先祖曾
在永嘉乱时随晋室南迁" 其后又因政治因素投奔北魏" 此种政治经历深刻烙印在
家族史上" 反映在琴上则为儒士琴的转徙南北" 因而本文名为$儒士琴的流浪%&

本文梳理王通家族历史) 王通个人及其家族的琴学实践" 以及王通有关
音乐的议论观念等等" 以证成王氏家族具有儒士琴与士族琴特色& 王通曾祖
王彦'援琴切切(" 惋惜其父辅佐魏孝文帝'有志不就(- 王通继承$乐记%

的礼乐观'重雅不重声(" 因'王道不兴( 而鼓$荡% 之什- 处身山泽" 不
忘廊庙" 以$汾亭操% 表现隐居在野却心存天下的矛盾" 此种以天下为忧即
是'儒士琴( 的重要特色& 北宋朱长文$琴史% 记载王氏一门三琴人" 王绩
又有诗句'少子解弹琴(" 王氏诸琴人均以琴表彰个人心志" 作为话语策略"

凡此均可证明王氏之琴具有'士族琴( 特征" 是家学的一部分& 本文认为
'士族琴( 及'儒士琴( 的传承至隋末唐初已日薄西山" $隋书/乐志% 载
隋文帝时龟兹之乐'其器大盛于闾(" '举时争相慕尚(& 王公贵族子弟风
靡于胡乐" 王通家族之琴可能是'士族琴( 及'儒士琴( 最后的余音了&

关键词' 王通!文中子!中说!王绩!儒士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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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唱片% $唐代乐舞新论% $不能遗忘的杜鹃花,,,黄友棣% $隋唐西域乐
部与乐律考% $南管音乐体制及其历史初探% 等书&

引!言

本文接续拙作*异国喧声中的淡雅音韵)))北朝之琴研究+ 及* %纵
任不拘& 与%风韵清远& )))东晋南朝的士族与琴+ 二文而作!

! *北朝
之琴+ 在论述北朝琴人及弹琴风尚之余! 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北魏孝文帝汉化
促成了北朝胡人贵族弹琴之风! 而北朝由于重视经学! 琴学风格可以用%儒
士琴& 的概念来指称# *南朝之琴+ 一文爬梳了南朝琴人共计")余位! 特别
指陈了南朝之琴其实是高门大族家教学养的一部分! 可以称为%士族琴&!

士族琴的风格强调以琴彰显自我存在! 甚至以琴作为表达意志的话语策略#

本文承接前篇! 处理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公元"+( -,$' 年. 家族
之琴# 隋末唐初正是南北朝三百年动乱分裂的终结! 因而本文可谓是接续
%南' 北朝之琴& 两篇文章的完结篇# 就目前观察! 首先! 王通及其弟王
绩-公元"#) -,((年. 代表了六朝结束隋初一统之际%士族琴& 的末流
余绪! 此后就很少看到如南朝一族多人能琴' 以琴为家教的例子# 其次!

王通家族%大称儒门&! 其家族之琴具有鲜明的%儒士琴& 色彩! 仅王通
之弟王绩为例外# 再次! 王通先祖曾在永嘉乱时随晋室南迁! 其后又因政
治因素投奔北魏! 此种政治经历深刻烙印在家族史上! 反映在琴上则为儒
士琴的转徙南北! 因而本文名为*儒士琴的流浪+# 本文大致讨论王通家
世生平! 王通有关乐的议论观念! 王通个人及家族的琴学实践! 并由此观
察南北朝以迄隋唐之交! 士族琴与儒士琴的变迁#

一!大称儒门的王通家族

有关王通的家世' 生平' 著作' 门人等问题! 历代均有质疑讨论# 关

'*(

!

*异国喧声中的淡雅音韵)))北朝之琴研究+ ! 收入*汉唐音乐史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
集+ -中央音乐学院! %)$$. ! 第(& -,(页# * %纵任不拘& 与%风韵清远& )))东晋南
朝的士族与琴+ ! 收入*琴学荟萃)))第一届古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济南! 齐鲁
书社! %)$). ! 第%'" -&)+页! 两篇文章最早发表在朝阳大学主办的% 3古琴' 音乐美学
与人文精神4 跨领域' 跨文化学术研讨会&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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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在于*隋书+ 并未替王通立传! 也无一字提及王通! *新唐书+ *旧唐
书+ 谈及王通的也仅只言片语! 并无长篇专传! 而传世的*中说+ 一书所
记载的史事又往往缺乏佐证! 因而后人对于王通其人其事多所怀疑# 如宋
洪迈*容斋随笔+ 以为王氏*中说+ 所载门人! 多贞观时知名卿相! 而无
一人能振师之道者! 故议者往往质疑# -清.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文中
子+ 指出" %世有以其姓名史所不载! 疑并无其人者&! 则是根本否定其人
存在! 认为*中说+ 一书可以一火焚之! %不若火其书之为愈也&# *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 提出种种*中说+ 记载与正史磗格之处!

! 但最后的结论
仍是肯定了%文中子& 的存在! 及至梁启超*历史研究法+ 还认为*中
说+ 一书是王通伪造! 可见正反意见! 纷然杂陈# 然而初唐文献提及王通
者其实不少! 如王通之弟王绩*游北山赋并序+ *负苓者传+ *与陈叔达
重借隋纪书+ *答处士冯子华书+ *仲长先生传+ *答程道士书+! 吕才的
*王无功文集序+! 陈叔达的*答王绩书+! 薛收的*隋故征君文中子碣
碑+! 杜淹*文中子世家+ 等等"

! 这些作品都是曾与王通交接或间接与闻
其事的文人之作! 因此! 王通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近日学者对于他的生
平著述' 学术思想已有较多讨论#

! 大抵承认王通其人的存在! 也肯定

"!(

!

"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曰"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尝辨通以开皇四年生! 李德林以开皇十
一年卒! 通方八岁! 而有德林请见归援琴*鼓荡之什+ 门人皆沾襟事# 关朗以太和丁巳见
魏孝文帝! 至开皇四年通生! 已相隔一百七年! 而有问礼于朗事# 薛道衡以仁寿二年出为
襄州总管! 至炀帝即位始召还! 又*隋书+ 载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继族父儒! 及长不识本生!

而有仁寿四年通在长安见道衡! 道衡语其子收事# 11知所谓3文中子4 者! 实有其人# 所
谓*中说+ 者! 其子福郊福等纂述遗言! 虚相夸饰! 亦实有其书# 第当有唐开国之初! 明君
硕辅不可以虚名动! 又陆德明' 孔颖达' 贾公彦诸人! 老师宿儒! 布列馆阁! 亦不可以空谈
惑! 故其人其书皆不着于当时#& 其说十分精辟中肯# 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第#$卷#

均见*全唐文+ ! 卷数见以下各篇征引#

通史中提及王通著作的有! 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发展史+ -隋唐卷. -人民出版社!

$##(. ! 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第一章*隋代文学思想+ -上海古籍出版社!

$#+,. ! 王运熙' 顾易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三-隋唐五代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等# 专书如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 -台北! 文津出版社! $##&. 及贾晋
华*唐人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均由文人集团的观念入手! 探
析以王通为首的河汾之学或河汾作家群# 至于研究王通的专著专篇近年日有增多! 重要
的包括尹协理' 魏明的*王通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第%#,页# 王冀民' 王
素的*文中子辨+ - *文史+ 第%) 辑! 中华书局! $#+&. ! 第%&$ -%(# 页# 徐朔方的
*王通门人辨疑+ !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年第( 期! 第" -+ 页# 陈启智
的*王通生平著述考+ - *东岳论丛+ $##,年第,期. ! 第'' -+%页# 骆建人的*文中子
研究+ -商务印书馆! $##). ! 第%'' 页# 李小成的*文中子考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 ! 第%,"页# 其他诸多篇章不及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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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 能代表王通的思想# 本文以王通家族之琴为研究对象! 先决条件
即是确认王通及其*中说+ 的真实性# 但*中说+ 其实隐含%家乘& 意
味! 因此行文记载确实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评语! 或有%夸饰& 之
处! 或年代人事未尽侔合# 以音乐数据而言! 其实更能反映王通对于琴及
音乐的观念! 无碍于本文论证! 因此以下有关*中说+ 人物时间等细节考
订多予省略! 以免行文枝蔓#

王通! 字仲淹! 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 年.! 卒于隋炀帝大
业十三年-公元,$'年.! 享年&&岁! 隋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万
荣县通化镇. 人# 先世太原祁-山西祁县. 人! 世所谓%太原王氏&# 世
代以儒学为业! 死后门人私谥为%文中子&! 传世著作有*中说+#

!

王通生时其父祖筮卦! 认为此子%必能通天下之志&! 因而名之曰
%通&# 开皇十八年-公元"#+ 年.! 王通正是%十又五而志于学& 的年
龄! %于是始有四方之志&! %受*书+ *春秋+ 于东海李育! 学*诗+ 于
会稽夏?! 问*礼+ 于河东关子明! 正乐于北平霍汲! 考三*易+ 之义于
族父仲华! 不解衣者六岁&#

" 须知王通出身学术世家! 这条资料说明了王
通除了家学以外! 还四处从学! 学问的扎实广博自是不在话下# 隋文帝仁
寿元年-公元,)$年.! 王通$+岁! %举本州岛秀才&! 名动公卿! 许多显
宦大臣都倾心结交! 其后担任蜀郡司户' 蜀王侍读! 随即罢官归家# 仁寿
三年-公元,)&年. 王通%)岁时! %慨然有济苍生之心! 遂西游长安! 见
隋文帝! 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 据说文帝大悦! %下其议于公卿! 公卿不
悦&#

# 王通知其言不用! 从此隐居龙门之白牛溪! 著书讲学! 朝廷虽屡次
征辟! 均不赴召#

王通满怀匡时济世之心! 虽然隐居讲学! 但虑及%卷怀不可以垂训!

乃立则以开物( 显言不可以避患! 故托古以明义&#

$ 满腹经纶! 不形诸文
字则无以垂教后世! 而时世纷乱! 又恐文字贾祸! 于是托古制作! 仿六经
之例! %续*诗+' *书+! 正*礼+' *乐+! 修*元经+! 赞*易+ 象&#

%

(!(

!

"

#

$

%

-隋. 王通撰! -宋. 阮逸注*中说+ 十卷! 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册! 商务印
书馆! $#+&! 第"%$ -"+,页#

-唐. 杜淹" *文中子世家+ ! *全唐文+ 第$&"卷! 亦见*中说+ 附录#

引文均见*文中子世家+ #

-唐. 薛收" *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 ! *全唐文+ 第$&&卷#

仍见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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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古明义! 开物垂训! 以挽救时局之弊# 王通著书讲学成就斐然! 据其弟
王绩*游北山赋并序+" %续孔子六经近百余卷! 门人弟子相趋成市! 故溪
今号3王孔子之溪4#& 又曰" %此溪之集门人常以百数#&

! 当时行走门下
者均为一时俊彦! *中说+ 还纪录了门人分别传习所得"

门人窦威' 贾琼' 姚义受)礼*" 温彦博' 杜如晦' 陈叔达受
)乐*" 杜淹' 房乔' 魏徵受)书*" 李靖' 薛方士' 裴' 王皀受
)诗*" 叔恬受)元经*" 董常' 仇璋' 薛收' 程元备闻)六经* 之义(

"

而令人惊叹的是! 一批开创大唐盛世的初唐名臣! 如房玄龄' 魏徵'

杜如晦' 窦威' 陈叔达等人也出入其门下! 王绩*游北山赋并序+ 有所谓
%坐门人于廊庙&! 诸人向王通请益问学! 言论均载在*中说+# 由此! 王
通所居之地成为当时学术重镇! 薛收形容讲学盛况%拟河汾于洙泗矣&

#

!

*游北山赋并序+ 也回忆" %山似尼邱! 泉疑洙泗#& 以孔子讲学的山东洙
泗之地相比! 毫不逊色! 于是形成了后世所谓%河汾之学&#

王通家族先世为太原王氏! 定居于祁! 所以王通自称%我周人也# 家
本于祁#&

$ 王通九世祖王寓永嘉之乱时随晋室南迁! 再传至王秀! 生二
子! 长子王玄谟! 为南朝名将%

! 次子王玄则! 即是王通六世祖# 王玄谟'

玄则兄弟一文一武! %元谟以武略升! 元则以儒术进&! 备极出色! 但*文
中子世家+ 记玄则曾经感叹" %先君所宝者礼乐! 先师不学者军旅! 兄何
为哉$& 对于名将长兄并不以为然# 王玄则自己则是%究心道德! 博考经
籍&! 曾著*时变论+ 六篇! %言化俗推移之理&

&

! 仕于南朝刘宋为太仆'

)!(

!

"

#

$

%

&

-唐. 王绩" *游北山赋并序+ ! 韩理洲点校*王无功文集+ -五卷本会校. 第$ 卷! 上海
古籍出版社! $#+'! 第$ -%#页# 又见*全唐文+ 第$&$卷#

*中说,卷十,关朗篇+ ! 第"',页#

-唐. 薛收" *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 #

-唐. 杜淹" *文中子世家+ ! 王姓据说出于周灵王太子晋! 因此王通以周人自居# 参见
郑樵*通志+ " %王氏! 天子之裔也# 所出不一! 有姬姓之王! 有妫姓之王! 有子姓之王!

有虏姓之王# 若琅邪' 太原之王! 则曰周灵王太子晋! 以直谏废为庶人#& - *通志,卷二
十八,氏族略第四,以爵为氏+ . ! 第(,#页#

*宋书+ 卷七十六有王玄谟传! 其父王秀早卒! 并无一字提及王玄则# *宋书+ 及*南
史+ 亦均未提及王玄则#

*中说+ 第一篇*王道+ ! 文中子开篇即叙述王玄则以下历代祖先%未尝得宣其用! 退而
咸有述焉! 以志其道也& # 王玄则" *时变论+ 六篇即据此记载! 第"%"页#



!

2!01

!

国子博士! 于是%大称儒门! 世济厥美&! %江左号为王先生&#

!

王通五世祖王焕! *中说+ 称%江州府君&! 著有*五经决录+ 五
篇#

" 四世祖王虬! *中说+ 称%晋阳穆公&! 有*政大论+ 八篇# 此时王
氏家族又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适逢南朝宋' 齐两代政权递嬗! 王虬痛
心于萧道成灭宋篡立! %耻食齐粟&! 因而弃南投北! 王绩*游北山赋并
序+ 有曰" %穆公感建元之耻! 归于洛阳#& 当时是齐建元元年' 北魏孝文
帝太和三年-公元('# 年.! 于是王氏一族又从南方回到了北地# 王虬北
归后曾任并州刺史! 定居河汾# 由*中说+ 观点来看! 王虬奔魏是一件对
北魏发展有深刻影响的重要事件! *文中子世家+ 称" %有大功于生人&!

*中说+ 记曰"

子曰$ %穆公来" 王肃至" 而元魏达矣(& 阮逸注$ ++ !二人奔
魏# 并魏孝文帝时也( 虬为晋阳太守" 肃为平南将军" 皆预国政" 虬
累荐肃" 肃制典章律令" 故曰达矣(

#

据此! 王虬在北魏一朝的分量不逊于王肃! 北魏因二人来归才能腾
%达& 兴旺# *中说+ 附录*录关子明事+ 详载其事" %以孝文有康世之
意! 而经制不立! 从容闲宴! 多所奏议! 帝虚心纳之#&

$ 据此! 王虬成为
魏孝文帝智囊之一! 参与的潜谋秘策包括推动汉化' 迁都洛阳' 重用王肃
等( 可惜孝文帝天不假年! 王虬厚望终未达成# 王通曾祖为王彦! 曾任同
州刺史! *中说+ 称之%同州府君&! 著有*政小论+ 八篇# 王彦是一位
琴人! 他的抚琴事迹载在北宋朱长文*琴史+ 之中! 拙作*北朝之琴+ 一
文曾有讨论# 王通祖父名王杰! *中说+ 称%安康献公&! 著有*皇极谠
义+ 九篇! 父王隆! 称%铜川府君&! 著有*兴衰要论+ 七篇#

据考订! 王通父王隆有子七人! 王通行三! 其兄长之中被称为%芮城
府君& 者! 可能即是传奇小说*古镜记+ 的作者王度#

% 排行第四的是

*!(

!

"

#

$

%

本段引文除另有注解! 均出于杜淹著*文中子世家+ #

仍见*中说,卷一,王道篇+ ! 第"%" 页# 以下王通祖先作品均根据*王道篇+ ! 不一一
加注#

*中说,卷七,述史篇+ ! 第",)页#

参见*中说+ 附录*录关子明事+ ! 第"+%页# 本篇虽不无夸饰之处! 但乃王通之子王福
所作! 记载王氏家族历史当有可信之处#

王度曾任御史' 著作郎' 河东芮城令等职! 约卒于大业末' 武德初# 尹协理*王通论+

即断定所谓王通长兄的%芮城府君& 即是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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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府君& 王凝! 字叔恬! 在*中说+ 里频频出现! 学者推断*隋书+

所以不为王通立传! 正是因为贞观初王凝弹劾侯君集! 得罪了皇后之兄长
孙无忌太尉! 王氏兄弟因而备受压抑#

! 王通五弟唐初诗人王绩! 字无功!

号东皋子! 雅善鼓琴! 也被收入朱长文*琴史+ 之中# 王通有子三人! 幼
子福! 生王勃-公元,") -,',年.! 为初唐四杰之一#

以上简要讨论王通家族# 据*游北山赋并序+! 王通著作不下百余卷!

但传世仅*中说+ 十卷! 其内容或有夸饰! 可以确定的是! 王绩称其家
%人多高烈! 地实儒素&! 王通' 王绩兄弟均自称%吾周人也&! 这不仅是
出身地望! 也暗示了家族继承周公孔子道统的志业! 本文叙述显示了其家
族的儒学传统! 为其家族士族琴与儒士琴的出现奠立了良好基础#

二!援琴切切* 忧心悄悄)))重雅不重声的 !荡" 之什

朱长文*琴史+ 是现存最早的琴史之作"

! 其书卷三之末' 卷四前半
魏晋南北朝收录琴人三十余人! 这些琴人之间明显具有%士族& 的纽带连
结# 其中有以家族合传形式出现的! 如三阮-阮籍' 阮咸' 阮瞻.! 三戴
-戴逵' 戴勃' 戴.! 均为父子叔侄兄弟关系# 也有同一家族各自独立为
传的! 如琅笽王氏有王子猷-其实包括了王徽之' 王献之! 及其父王羲
之.' 王微-包括其侄僧佑.' 王僧虔! 陈郡谢氏有谢安' 谢庄! 河东柳氏
有南朝的柳世隆' 柳恽父子合传! 北朝的柳远独自立传# 太原王氏则有王
彦' 文中子王通' 东皋子王绩三人分别各自立传# 类此一族多人能琴的状
况! 其实表露了南北朝以琴为士族子弟家庭教育的风尚! 反映了以琴代表
家教学养的价值观! 每一位著名琴人背后可能还隐藏了家族中其他众多习
而不精的琴人! 如颜之推所说" %衣冠子孙! 不知琴者! 号有所阙#&

# 若
此即是个人提出%士族琴& 观念的重点所在! 因此! 王彦' 王通' 王绩三
人可谓是太原王氏%士族琴& 的代表! 因而为朱长文*琴史+ 所收录! 以

!!(

!

"

#

早在阮逸序*文中子中说+ 已提出%为长孙无忌所抑& 的说法! 完整讨论可见邓小军
* /隋书0 + 不载王通考+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年第& 期! 第'' -

+(页#

-宋. 朱长文" *琴史+ ! *故宫珍本丛刊+ 第(,"册! 海南出版社! %))$! 又见*景印文
渊阁四库全书+ 第+&#册! 商务印书馆! $#+&#

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卷七,杂艺+ ! 明文书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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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本文将聚焦讨论此三人的琴艺#

王彦-同州府君. 弹琴之事载于*中说+! 卷十*录关子明事+ 对于
王彦弹琴有如此形容"

景明四年!")&年#" 同州府君服阕" 援琴切切然" 有忧时之思(

子明闻之" 曰$ %何声之悲乎3& 府君曰$ %彦诚悲先君与先生有志不
就也(&

!

在此! 首先须注意的是! 王氏身为儒学世家! 居丧谨守礼法! 不应琴
歌自娱! 因此文中特别指明! 王彦是在为父亲王虬守孝%服阕& 后才援琴
操缦# 所谓%有志不就&! 即是上文所述王虬奔魏! 佐魏孝文帝汉化一事!

不幸魏孝文帝大业未成中道驾崩! 王虬随即赍志以殁# 魏孝文帝卒于太和
二十三年-公元(## 年.! 次年-公元")) 年. 王虬殁! 此时景明三年
-公元")&年. 正是父母三年之丧期满之时# 王彦思及父亲由南返北! 毕
生志业无法抒展! 不由得%援琴切切&! 引发了与其师关子明的一番讨论#

在此! 援琴切切的忧时悲声! 远不止于一般遣兴娱情的作用! 所谓%有志
不就&! 也不止于王虬个人进退出处有志难伸的伤怀! 而是延展到了对于
魏孝文帝汉化未成' 胡汉交融难得' 南北对峙依旧等文化政治议题的忧
心! 琴声切切更深刻地展现了对时事世局全面的关切# 一方面王彦的琴艺
深度应已超越了以琴写景' 以琴寄情的层次! 而达到了以琴言志! 甚至与
听者相互以琴会心的阶段# 另一方面! 王通家族具有一脉相承的儒学家
风! 王虬所作*政大论+ 言%帝王之道&! 王彦所著*政小论+ 言%王霸
之业&

"

! 抚琴切切即是忧心其父%有志不就&! 其寄意之所在显然是以天
下国家为己任! 正是本文所谓%儒士琴& 的表现#

王通擅琴! 在*中说+ 中多有记载! 卷一*王道篇+ 有曰"

子在长安" 杨素' 苏夔' 李德林皆请见( 子与之言" 归而有忧
色( 门人问子" 子曰$ %素与吾言终日" 言政而不及化( 夔与吾言终
日" 言声而不及雅( 德林与吾言终日" 言文而不及理(& 门人曰$ %然
则何忧3& 子曰$ %非尔所知也( 二三子皆朝之预议者也" 今言政而不

#!(

!

"

先君是王虬! 先生则是王彦的老师关朗字子明! 第"+&页#

*中说,卷一,王道+ ! 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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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化" 是天下无礼也0 言声而不及雅" 是天下无乐也0 言文而不及
理" 是天下无文也( 王道从何而兴乎3 吾所以忧也(& 门人退( 子援
琴鼓)荡* 之什" 门人皆沾襟焉(

王通在长安! 殆指文帝仁寿元年-公元,)$ 年. 举秀才时! 一时名动
公卿! 大臣不惜纡尊降贵来拜# 从音乐的角度看! 此处最值得注意的人是
%言声而不及雅& 的苏夔# 苏夔出身北朝世家! 其父苏威为隋文帝时宰相!

被视为隋初权势最大的官员之一#

! 苏夔原名哲! 因为善钟律! 苏威特别
将他的名字改为与中国最古老的乐官%夔& 同名# 苏夔爱好音乐! 锋芒毕
露! %尤以钟律自命&! 曾撰写*乐志+ 十五篇阐述理念#

" 开皇乐议时!

与郑译同领风骚! 主导了当时论乐的方向! 甚至引发朝廷政争! 开皇十二
年-公元"#%. 包括苏威在内的百余官员因获罪而贬官#

#

以上数据有两点必须讨论! 首先! 年轻的王通对于宰相之子的苏夔批
评极为锐利# 所谓%言声而不及雅&! 在此%声& 可以代表片断零散的乐
曲或乐段! 但更可能代表的是声律# 如上所论苏夔特善钟律! 开皇乐议的
论辩重点就是乐律之学! 包括标准音高的订定' 音阶形式的确立! 是旋宫
转调或%黄钟一宫& 等议题! 这是苏夔一生心血所萃! 却也因此饱受抨击
责难! 与王通交谈时话题聚焦于此是可以想见的( 但王通所关心的! 迥非
声律音高等局部枝微末节! 而是全面雅乐体系的建构# 二人观点大相径
庭! 王通因而有%言声而不及雅! 是天下无乐也& 的感慨# 其次! 王通认
为%天下无礼' 无乐' 无文&! %王道从何而兴2& 和曾祖王彦一样忧心切
切! 于是抚琴自遣! %援琴鼓*荡+ 之什! 门人皆沾襟焉&# 如众所知!

*荡+ 出于*诗经,大雅+! *诗序+ 曰" % *荡+! 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

厉王无道! 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 故作是诗也#&

$ 诗中假托周文王感叹商

$!(

!

"

#

$

苏威与高
+

' 杨素同被视作隋初最有权势的官员! 参见*剑桥中国隋唐史+ 第二章*隋
朝)))开国者隋文帝及其辅弼大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第'$页. #

苏夔资料参见*隋书,卷四一,苏威! 子夔+ *北史,卷六三,苏绰,威,子夔+ #

%开皇乐议& 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大争议! 牵涉了南北朝三百年胡乐大举进入中国之后!

胡乐与华夏旧乐应如何调适融合等问题# 个人博士论文*隋唐西域乐部与乐律研究+ -台
大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 $##$年,月. 即有专章讨论! 其后又有单篇专著*隋代开皇乐
议研究+ ! - *新史学+ ! 中研院史语所! $##&. ! 第$ -(%页# 经反复思考后! 又从政治及
文化变迁角度! 撰写*中古长安! 音乐风云)))隋代%开皇乐议& 的音乐' 文化! 与政
治+ ! 收入*西安! 都?想象与文化记忆+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第$"% -$+$页#

*十三经注疏,毛经正义+ 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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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倒行逆施! 其实是讥刺周厉王无道# 王通援琴鼓*荡+ 之什! 感伤于振
兴王道的想望不可实现! 更深刻的涵义! 岂非对于隋文帝开创帝国大业的
全盘否定2 *荡+ 为诗篇! 王通抚琴自伤! 可能只是%弦歌之&

!

! 并非具
备一定旋律指法技巧的专属琴曲! 虽然如此! 由%门人皆沾襟& 的反应看
来! 王通抚琴的情感是非常深沉饱满的! 所以令人动容#

王通以%续诗书! 正礼乐! 修元经! 赞易象& 为志"

! 琴是%乐& 的
一部分! 因此我们也不可不对王通看待%乐& 的问题略作探究# 据杜淹*文
中子世家+! 王通撰作*乐论+ 二十篇! 列为十卷! 其书今已失传! 但王通
论乐的言谈在*中说+ 里仍可得而见# 王通曾自言他处理礼乐的基本原则"

子曰$ %吾于礼乐" 正失而已( 如其制作" 以俟明哲(& ! )礼乐*

卷六#

王通论乐! 仅是指正前人之失! 而不实际下手参与制作# 阮逸注曰"

%正礼乐沿革之文而已#& 可见他仅处理上层礼乐思想' 雅乐体系等问题! 而
不涉及音乐的创作演奏层面! 因此对执着于声律小道' 忽略雅乐大旨的苏夔
大感不以为然# 相对于苏夔%言声不及雅&! 王通可谓%重雅不重声&#

王通又提出%吾于礼乐也! 论而不敢辩&#

# 他对于礼乐的态度是可以
讨论! 不可辩驳# 由于*乐论+ 散佚不传! 究竟何谓%论而不敢辩& 我们
实在无从细究! 但可以确定的是! 因为%论而不敢辩&! 王通对于乐的意
见相对保守! 大抵承袭了*乐记+ 的观念! 这点由现存*中说+ 议论灼然
可见# 首先! 他一直以礼乐为一体! 肯定*乐记+ 礼乐偕配' 以礼统乐的
精神! 音乐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欠缺独立的位阶与价值的# 其次! 王通所
谓的乐的内涵是以雅乐为主! 除了批评苏夔%言声不及雅&! 也曾批评
%乐官不达雅&#

$ 再次! 王通也认同*乐记+ %夫乐者象成者& 的意见!

一再强调礼乐是施政的最高层次! 王者施政的终极境界# 他对于房玄龄'

%!(

!

"

#

$

有关%弦歌& 之说参见王小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 第六章*琴歌+ -中华书
局! $##,. ! 类似意见也见于氏著*胡笳十八拍和琴歌+ - *古典文学知识+ $##" 年第"

期! 第$)% -$)+页. # 但%弦歌& 实际的操作方式! 琴与诗如何配合! 其实仍有诸多难
明之处#

薛收" *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 #

*中说,卷三,事君+ ! 第"&#页#

文中子曰" %诸侯不贡诗! 天子不采风! 乐官不达雅! 国史不明变# 呜呼$ 斯则久矣#

*诗+ 可以不续乎2& - *问易+ 第"卷. ! 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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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 魏徵' 温大雅等初唐名臣均有所品评! 认为他们%不减卿相! 然礼
乐则未备&#

! 虽然才德可至卿相之位! 但仍无法施行礼乐之教# 此中
原因! 可能因为诸人能力不足! 也可能诸人眼光见识不足以了解礼乐
是为政精髓! 更可能是当时久乱初定! 时势环境尚不足以%备礼乐& #

在王通的思想体系之中! 礼乐是为政的登峰造极! 礼乐的成就不能依
赖一般的政令管理! 而是来自于%王道& 的践履! *中说+ 对于此点
多所着墨#

"

王通也认同*乐记+ 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 %审音知政& 的见解!

其中一例见于卷四*周公+"

子游太乐" 闻)龙舟*' )五更* 之曲" 瞿然而归( 曰$ %靡靡乐
也" 作之邦国焉" 不可以游矣(&

何谓*龙舟+ *五更+! 多数标注版本均标为*龙舟五更+! 视为一首
乐曲! 其实是*泛龙舟+ *五更转+ 二首乐曲的省称# 据*隋书,音乐
志+ 载炀帝时%大制艳篇! 辞极淫绮! 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 所作乐曲
之中就有*泛龙舟+ 一曲! 此曲流传至唐! 崔令钦*教坊记+ 中杂曲' 大
曲均有列名#

#

*五更转+ 见于*乐府诗集+ 相和歌词! 郭茂倩收入陈朝
伏知道的作品*从军五更转+ 五首! 注%盖陈以前曲也&#

$ 由时间来看!

&!(

!

"

#

$

*中说,卷二,天地+ ! 第"&)页#

例如卷一*王道+ 载王通曰" %化至九变! 王道其明乎2 故乐至九变! 而淳气洽矣#& 卷
二*天地+ 曰" %王道之驳久矣! 礼乐可以不正乎2& 都是将礼乐与王道紧密连接# 卷三
*事君+ 载房玄龄问事君之道! 又问化人之道! 王通均一一作答! 接着房玄龄问礼乐! 王
通回答" %王道盛则礼乐从而兴焉! 非尔所及也#& 显然礼乐的位阶比事君' 化人更重要#

又卷七*述史+ 温大雅问如何为政# 王通回答" %仁以行之! 宽以居之! 深识礼乐之
情#& 温大雅又连续请问" %敢问其次#& 最明白的例子见于*魏相+ 卷八! 记载隋炀帝
南巡为宇文化及所

,

! 王通十分伤感! 曰" %道废久矣! 如有王者出! 三十年而后礼乐可
称也! 斯已矣#& 三十年指的是%十年平之! 十年富之! 十年和之! 斯成矣#& 王通认为
%乐以和& ! 可见必须到施政的第三阶段礼乐发挥功能! %斯成矣& # 这些问答都说明王通
认定礼乐是施政的最上层#

见任二北*教坊记笺订+ -中华书局! $#,%. 第'$ 及$"" 页( 任二北*唐声诗+ -上海
古籍出版社! $#+%. ! 第""# -",'页( 丘琼荪*法曲+ ! 第%+ 页( 7日8 林谦三" *隋唐
燕乐调研究+ ! 第$,)页# 以上二书均收入*近古文学概论等三书+ -鼎文! $#'(. # 诸书
对于*泛龙舟+ 均有讨论! 此曲迄今仍保留在日本! 是公认隋世代表性乐曲#

-宋. 郭茂倩" *乐府诗集+ 卷三三-里仁书局! $#+). ! 第(#$页# *五更转+ 广泛见于
敦煌歌辞之中! 又见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卷五*杂曲定
格联章+ ! 其中有十二套*五更转+ ! 第$%%"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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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龙舟+ 是隋炀帝新制艳曲! *五更转+ 是南朝清商! 隋平陈之后才流传北
方! 与王通时代正相合# 但细考王通生平! 自隋文帝仁寿末年决定退居河
汾! 讲学著述之后! 并无数据显示王通曾经再度造访长安! 又如何能在太乐
聆听炀帝时新创乐曲*泛龙舟+ 呢2 *中说+ 类此年代错乱与史不侔之处!

所在多有! 也有众多研究指陈历历! 对此笔者无法解释! 仅能阙疑#

然而! 不论王通是否有机会聆听这两曲! 本段资料的重要性在于王通
的聆听与认知方式# 王通以为*泛龙舟+ *五更转+ 是%靡靡之乐&! 语
出*史记,殷本纪+! 纣王为了取悦妲己! %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 北里之
舞' 靡靡之乐&# 因而%靡靡之乐& 即是亡国之音的代表! *泛龙舟+ *五
更转+ 两曲在音乐上如何造就%靡靡& 风格无关紧要! 一旦太乐演奏此
曲! 就表示官方音乐主管机构已非%雅正之声& 的维护者! 甚至让有%亡
国之音& 疑虑的乐曲登上庙堂!

! 这才是让他痛心疾首! %瞿然而归& 的原
因# 就个人研究! 王通对于*泛龙舟+ 的反对代表他不接受%以胡入雅&!

对于*五更转+ 的反对代表他不接受%以俗入雅&

"

! 不过压上了一顶
%亡国之音& 的大帽子罢了! 这是在行动上体现了%审音知政& 的理念#

本段讨论王彦' 王通的琴学实践! 兼及王通的礼乐观念及其对于*乐
记+ 的承袭# *中说+ 形容王彦%援琴切切&! 李祥霆分析唐代古琴演奏
美学! 提出%琴声十三象&! 其中第八象为%切&! 意即%真切' 亲切'

贴切&

#

! 其实是指演奏者情感深厚! 对于琴曲把握深刻! 以致琴音深切感
人! 如王彦之琴正是如此! 王通演奏*荡+ 之什! 门人闻之涕下沾襟亦是
如此# 其实! 王通的音乐观是%重雅不重声&! 所谓技巧讲究' 乐曲诠释!

大概都不是他最在意的! 只有源于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对于天下生民
的责任感充塞心间! 使得他选择了*荡+ 以寄寓动荡世途的忧心# 这是以
琴为话语策略! 表达自我的媒介! 正是常见于士族琴的手法! 而其深刻充
溢的情感自然由指间流露! 援琴切切! 忧心悄悄! 却都不是为了一己之
私! 也正是儒士琴最重要的特征啊$

'!(

!

"

#

*泛龙舟+ 为乐工白明达所作! 太乐演奏此曲! 理所当然# 文帝平陈之后! 认为南朝清商
是%华夏正声& ! 叹曰" %非吾此举! 世何得闻2& 于是在太乐设立%清商署& 以掌理南
朝清商之曲! 当然太乐演奏*五更转+ 也是为所当为的#

有关%以胡入雅& %以俗入雅& 的概念! 参见拙作*唐代乐舞新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绪论+ 一章# *泛龙舟+ 为胡人乐工白明达所作! 南朝清商历经演变已吸收了不
少南朝俗乐! 因此有%以胡入雅& %以俗入雅& 的问题#

李祥霆" *唐代古琴演奏美学及音乐思想研究+ ! 文建会! $##&! 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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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泽乎+ 廊庙乎+ )))有道无位的 !汾亭" 之操

王通弟王绩在*答处士冯子华书+ 中说" %吾家三兄# 生于隋末# 伤
世撄乱# 有道无位#&

! 事实上! 文中子自从文帝仁寿三年献%太平十二
策& 未获采纳之后! 就退居河汾! 著书讲学! 基本上过的是归隐山林的生
活# 据资料记载炀帝大业年间曾经二度征召王通! 但他拒不赴召! 确实可
谓%有道无位&# 如同南北朝许多隐士! 归隐山林生活是少不了琴的! *中
说+ 有如下记载"

杨素使谓子曰$ %盍仕乎3& 子曰$ %疏属之南" 汾水之曲" 有先
人之敝庐在" 可以避风雨" 有田" 可以具粥" 弹琴著书' 讲道劝义"

自乐也( 愿君侯正身以统天下( 时和岁丰" 则通也受赐多矣" 不愿仕
也(& !卷三)事君*#

隐居! 其实不仅是一种生活样态! 更牵涉了生活方式的选择和价
值观的执守# 芸芸众生大多一生庸碌! 与草木同朽! 同样名不见经传!

却不能算作%隐士& ! 因为他们并不曾经历%选择& 的过程! 只有那
些有机会有能力选择的! 才能在%仕& 与%隐& ' %进& 与%退& 之
间做出取舍! 从而彰显自我的意志与信守的价值观# 在此! 杨素提问
%盍仕乎& 就是给予了选择和说明的机会! 家有敝庐田地! 衣食无虞!

也提供了坚持理想的基础! 所以能够选择隐居! 以实践%弹琴著书'

讲道劝义& 的理想# %弹琴& 能与著书' 讲道' 劝义并列! 可见其重
要性#

在此! 王通的隐居其实承袭了儒家的隐逸文化# 儒家知识分子以经世
济民为己任!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 *论语,泰伯+.! %士志
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 - *论语,述而+.# 既然%士志于道&!

面对%无道& 世界! 有理想有坚持的知识分子应何以自处2 有何对应策
略2 *论语+ 于此多有阐述! 以下是一段重要叙述"

笃信好学" 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 乱邦不居( 天下有道则见" 无

"#(

!

-唐. 王绩" *答冯子华处士书+ ! *全唐文+ 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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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则隐( 邦有道" 贫且贱焉" 耻也0 邦无道" 富且贵焉" 耻也( ! )论
语6泰伯*#

孔子确立了%天下有道则见! 无道则隐& 的隐逸原则# 当面临%天下
无道&! 政治昏暗' 社会动荡! 知识分子就应该洁身远蹈! 践履%无道则
隐& 的人生原则! 隐居不但是生活方式的选择! 也是人生价值观的表露#

孔子曾经反复指陈" %贤者辟世! 其次辟地! 其次辟色! 其次辟言#& - *论
语,宪问+. %邦有道则仕( 邦无道! 则可卷而怀之#& - *论语,卫灵公+.

所论都是无道世界里! 有道士人的生存问题# 坚持退隐! 卷怀辟世! 看来
不仅是全身远害的个人抉择! 更有横眉冷对乱世以维护所坚持的%道& 的
积极性在内# 上文回答杨素! 已显示了以%弹琴著书' 讲道劝义& 抗衡于
%统天下& 的%君侯& 的对立意识! 所谓%以道抗势&#

! 此种隐退! 是为
了理想' 为了所志之道! 出于自觉意识的选择! 这应是文中子隐逸的核心
思想! 道的坚持成为隐逸的重要依据! 关于此! *中说+ 有一段与弹琴有
关的生动记载"

子游汾亭" 坐鼓琴" 有舟而钓者过" 曰$ %美哉琴意( 伤而和"

怨而静" 在山泽而有廊庙之志( 非太公之都銵溪" 则仲尼之宅泗滨
也(& 子骤而鼓)南风*( 钓者曰$ %嘻" 非今日事也( 道能利生民"

功足济天下" 其有虞氏之心乎3 不如舜自鼓也( 声存而操变矣(& 子
遽舍琴" 谓门人曰$ %情之变声也" 如是乎3& 起将延之" 钓者摇竿鼓
籱而逝( 门人追之" 子曰$ %无追也( 播鼗武入于河" 击磬襄入于海"

固有之也(& 遂志其事" 作)汾亭操* 焉(

"

王通抚琴于汾亭! 有扁舟钓客经过#

! 称赞琴声悲伤不失温和之致! 哀
怨不离沉静之风! 鼓琴者虽是山野之士却志在天下社稷! 其人不是在銵溪垂

(#(

!

"

#

参见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 第八章*隐逸的两种类型+ ! 巴蜀书社! %))(#

*中说,卷六,礼乐篇+ ! 第"",页#

这段话立刻令人联想到孔子击磬! *论语,宪问+ 载" %子击磬于卫! 有荷蒉而过孔氏之
门者! 曰" 3有心哉! 击磬乎#4 既而曰" 3鄙哉! 乎# 莫己知也! 斯已而已矣# 深则
厉! 浅则揭#4 & 以磬石%& 形容孔子坚持自我! 不阿谀曲从# 王通*中说+ 有许多
记载场景与*论语+ 颇为神似! 此处即为一例! 又如卷五*问易+ 记" %董常死! 子哭
之! 终日不绝#& 董常犹如文中子门下的颜渊# *中说+ 沿袭-甚至模仿. *论语+ 值得
分析! 因与本文无关! 不暇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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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的姜太公! 就是居于泗滨的孔子# 在此! 琴声表露的是身在江湖' 心存朝
廷的贤相之心# 须知姜太公后来出山辅佐周武王! 奠定周朝八百年江山! 而
孔子一直期待%沽之哉$ 沽之哉& 有机会致君尧舜! 两位都是隐而待仕' 退
而后进! 王通的琴声! 反映了他虽然隐居在野! 其实仍有辅佐王道的一腔热
血# 接着王通改抚一曲*南风+! 这本是虞舜的琴曲! 钓者也立刻听出了曲
中蕴含的匡时济世的圣王之心! 钓者立刻的反应是%非今日之事&! 这已非
尧舜上古太平之世了! 王通抚琴虽志在虞舜! 但终究%不如舜自鼓也&! 声
-旋律. 虽犹存! 操-曲风. 则已变矣# 王通对于钓者所评%情之变声& 甚
有感触! 于是就创作了新曲*汾亭操+ 以寄意# *汾亭操+ 今已不传! 王绩
*答冯子华处士书+ 曾载" %吾家三兄11作*汾亭操+! 盖孔子*龟山+ 之
流也# 吾尝亲受其调# 颇为曲尽#&

! 据蔡邕*琴操+! 孔子作*龟山操+

%伤政道之陵迟! 闵百姓不能其所&#

" 然则*汾亭操+ 琴曲所描绘的也是
类似政道陵夷! 仿佛季氏专政' 龟山蔽鲁的伤感#

由这段资料看来! 王通能抚琴' 能作曲确然无疑! 但本段王通抚琴的
记述却不无可疑之处# 如众所知! 琴的音量甚小! 王通在岸上亭中抚琴!

河里舟中能够纤芥不遗地听清楚吗2 舟中钓者不过自言自语! 岸上众弟子
也能一一理会吗2 撇开这种现实状况的质疑! 这段记载首先表现了大环境
是乱世! 即使能弹古代圣王之曲如*南风+! 能存古代圣王之心如虞舜!

但时移世易! 琴曲的风格仍难以复制圣王格调# 王通认为舟中钓者如同春
秋时期%播鼗武& %击磬襄&

#

! 也暗示了时局多乱! 贤人多隐! 犹如礼坏
乐崩! 乐人奔散的东周# 回映上文所论知识分子对于隐逸的选择! 本则记
载其实表现了王通踌躇于仕隐之间的矛盾# 现实生活中虽选择了隐逸! 内
在思维却念念不忘王道( 由*中说+ 记载王通与门生讲学论道的言谈! 可
说王通时刻未曾忘怀礼乐治平的理想! 也从未达到归隐山林的逍遥自适#

)#(

!

"

#

-唐. 王绩" *答冯子华处士书+ ! *全唐文+ 第$&$卷#

% *龟山操+ 者! 孔子所作也# 齐人馈女乐! 季桓子受之! 鲁君闭门不听朝# 当此之时!

季氏专政! 上僭天子! 下畔大夫! 圣贤斥逐! 谗邪满朝# 孔子欲谏不得! 退而望鲁# 鲁
有龟山蔽之! 辟季氏于龟山! 托势位于斧柯# 季氏专政! 犹龟山蔽鲁也# 伤政道之陵迟!

闵百姓不得其所! 欲诛季氏! 而力不能! 于是援琴而歌云" %予欲望鲁兮! 龟山蔽之# 手
无斧柯! 奈龟山何#& 见吉联抗辑*琴操-两种. + ! *平津馆遗书钞+ 本! 收入*中国古
代音乐文献丛刊+ -人民音乐出版社! $##). #

见于*论语,微子+ " %大师挚适齐! 亚饭干适楚! 三饭缭适蔡! 四饭缺适秦! 鼓方叔入
于河! 播鼗武入于汉! 少师阳' 击磬襄入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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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依违于%山泽乎2 廊庙乎2& 的艰难挣扎! 这种身在山泽! 心存廊庙
的断裂矛盾! 是儒家士人%志于道& 的理想坚持! 也满溢在王通的操缦抚
琴及其所作*汾亭操+ 琴曲里了! *汾亭操+ 是他的话语策略! 这确实是
%士族琴& 与%儒士琴& 的表现#

王通家族还有一位载在*琴史+ 的琴人! 即是初唐诗人王绩-公元
"#) -,((年.# 他的个性与其兄王通迥异! %性简放! 不喜拜揖&! %以周易'

老子' 庄子置床头! 他书罕读也&# 深受陶渊明影响! 仿陶潜*五柳先生传+

作*五斗先生传+! 仿*桃花源记+ 作*醉乡记+# 王绩生性好酒! 其弟王
静问他" %待诏何乐耶2& 王绩答" %良酝可乐耳#& 其友侍中陈叔达听说! 每
日送酒一斗! 时称%斗酒学士&# 因为太乐署史焦革家善酿! 因此要求为太
乐丞! 太乐丞本是乐工之职! 自此才有%清流& 任职! 可见其疏放之一斑#

!

王绩虽与王通性情不同"

! 但对其%三兄& 始终尊重! 敬爱之情洋溢
于字里行间#

# 王绩一生%三仕三隐&

$

! 最终成了陶渊明式的隐士! 但他
的隐居方式与王通大异其趣# 王通始终弟子环列! 著书讲学! 劝义重道!

而王绩%纵恣散诞! 不闲拜揖! 糠?礼义! 锱铢功名&#

%

%结庐河渚! 纵
意琴酒! 庆吊礼绝十有余年&#

& 完全是一位弃绝人事! 纵情恣肆的高人#

推究二人隐居生活背后的理念! 恐怕也是大相径庭的# 王绩不屑功名礼
乐! 不耐现实烦琐! 一味寄情琴酒!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庄子,秋水+ 里
那尾情愿曳尾泥涂的乌龟"

庄子钓于濮水" 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 曰$ %愿以境内累矣(& 庄
子持竿不顾" 曰$ %吾闻楚有神龟" 死已三千岁矣" 王以巾笥而藏之庙
堂之上( 此龟者" 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3 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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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文均见*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王绩+ ! 以及吕才*东皋子后序+ ! *全唐文+

第$,)卷#

或以为兄弟二人志趣有儒' 道之别! 可参见*一门两相龃龉)))王通' 王绩兄弟不同的
研陶取舍+ ! *九江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年第& 期! 总$,% 期. # 然而! 王绩
生长于儒学世家! 仍有深厚的儒学治平之志# 只能说! 兄弟二人对于儒学的%距离& 有
远近之别罢了#

-唐. 王绩*答程道士书+ " %吾家三兄! 命世特起! 光宅一德! 续明六经# 吾尝好其遗
书! 以为匡时之要略尽矣#& 可见王绩对其兄的敬重# 见韩理洲点校*王无功文集+ -五
卷本会校. 卷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 $#+'! 第$"' -$"#页#

参见李海燕*王绩仕隐情结新解+ ! *求索+ %)$%! 第$++ -$#)页#

-唐. 王绩" *答冯子华处士书+ ! *全唐文+ 第$&$卷#

-唐. 吕才" *东皋子后序+ ! *全唐文+ 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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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王通所遵循的儒家隐逸范式是%士志于道& %无道则隐&! 那
么! 王绩更倾向于庄子的隐逸范式! 宁可曳尾泥涂逍遥而生! 不愿置诸庙
堂庄重而死! 追求的是生命的绝对自由#

王绩对于琴的爱好更甚于王通! 他在*游北山赋并序+ 自陈" %性嗜
琴酒! 得尽所怀! 幸甚幸甚#& 王通不但能弹琴! 也能创作新曲! 好友吕
才作*东皋子后序+! 提到王绩%雅善鼓琴! 加减旧弄! 作*山水操+!

为知音者所赏&#

! 所谓%加减旧弄& 大约是改编修订而为新曲! 曲名
*山水操+! 如果不是另有寄托! 然则似乎表露他的生活意趣是%在山水之
间也&# 王绩也曾自述个人试琴' 弹琴的情形"

裴孔明++自作素琴一张" 云其材是峄阳孤桐也" 近携以相过"

安轸立柱" 龙唇凤翮" 实与常琴不同( 发音吐韵" 非常和朗( 吾家三
兄" 生于隋末" 伤世撄乱" 有道无位" 作)汾亭操*" 盖孔子)龟山*

之流也( 吾尝亲受其调" 颇为曲尽( 近得裴生琴" 更习其操" 洋洋乎
觉声器相得( 今便留之" 恨不得使足下为钟期" 良用耿耿(

王绩之友裴生自作素琴一张! 材质甚美! 带来给王绩%安轸立柱&!

此琴音色%和朗&! 王绩以此弹奏王通所作*汾亭操+! 觉得%声器相
得&! 希望有机会也弹给冯子华听# 这一段简单叙述可以理解王绩弹琴的
状况" -$. 王绩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通晓制琴之法! 能够%安轸立柱&! 制
琴的朋友如裴生也会拿琴的半成品来跟他交流# -%. 王绩弹琴曾经亲受王
通指导! *汾亭操+ 也是跟王通学的# -&. 王通的琴艺必然有相当造诣!

所以还能虑及琴曲与音色的谐配! %和朗& 的音色大概比较适合*汾亭操+

这类儒家忧时的情怀! 所以%洋洋乎声器相得&# 这类叙述说明琴在王绩
生活中大概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以下王绩诗可为例证"

月照山客" 风吹俗人( 琴声送冷" 酒气迎春( 闭门常乐" 何须四
邻( ! )郊园* ((页#

"

++鹤警琴亭夜" 莺啼酒瓮春( 颜回惟乐道" 原宪岂伤贫( ++

! )被征谢病* ("页#

!#(

!

"

-唐. 吕才" *东皋子后序+ ! *全唐文+ 第$,)卷#

以下所引诗句均出自韩理洲点校*王无功文集+ -五卷本会校. ! 页数附在各篇诗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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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中添药气" 琴里作松声( ++ ! )山中独坐* ,(页#

++琴曲唯留古" 书名半是经( ++ ! )山园* '&页#

抱琴欲隐去" 杖策访幽潜( ++ ! )寻苗道士山居* '"页#

++薄暮归来去" 松丘横夜琴( ! )山中采药* ',页#

++抱琴聊倚石" 高眠风自弹( ! )山家夏日九首* +,页#

++纵横抱琴舞" 狼籍枕书眠( ++ ! )春夜过翟处士正师饮酒
醉后自问答* $$)页#

这些例子可见琴在王绩生活中的重要性! 最常结为良伴的! 就是琴与
书' 琴与酒的组合! 琴也或出现在山水之间! 与松声奇石共响! 表现了徜
徉自然山野的闲散之趣#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首诗"

促轸乘明月" 抽弦对白云( 从来山水韵" 不使俗人闻( ! )山夜调
琴* ,"页#

++ )幽兰* 独夜清琴曲" 桂树凌云浊酒杯( ++ ! )北山* %),页#

!

++卷书藏箧笥" 移榻就园林( 老妻能劝酒" 少子解弹琴( ++

! )春晚园林* "%页#

*山夜调琴+ 写王绩月下抚琴! %从来山水韵&! 或者即是王绩%加减旧
弄& 自创的*山水操+# *幽兰+ 自北魏起已是颇受欢迎的曲目! 王绩显然
也能弹奏此曲! 有趣的是! %老妻能劝酒! 少子解弹琴& 一句! 显示稚子已
能弹琴娱乐老父! 让王绩颇为得意! 可见王氏子弟确有自幼习琴之例! 琴是
王氏子弟家教才艺的一部分! 即是所谓%士族琴& 的重要特征之一#

本段讨论王通*汾亭操+ 及王绩的琴艺概况# 由*汾亭操+ 虽在山泽
不忘廊庙! 可见王通依违挣扎于身体的隐遁山林及心灵的志道不改! 这即
是儒士琴切切动人之处# 王通与王绩兄弟相形之下! 似乎也有山泽与廊庙
的对立! 王绩之琴萧闲散淡! 与儒士琴的距离当然就远多了#

结!论

本文研究太原王氏王通家族之琴! 以隋唐之际为中心! 认为王通家族

##(

!

此诗收在*王无功文集,补遗+ 韩理洲校曰" %卷一游北山赋有与此诗略同的八句! 颇疑
后人据赋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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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琴代表了%士族琴& 及%儒士琴& 的末流余绪# 在研究王通之时! 首先
须面对王通*中说+ 真伪等问题# *中说+ 犹如王氏家史! 当然不免揄扬
祖先! 溢美过度# 但仅以音乐而言! *中说+ 重视礼乐! 却只字未提隋文
帝时震动朝野! 讨论雅乐体系的%开皇乐议&( 也不知隋文帝平陈! 为取
法南朝清商乐以充实隋世雅乐而设的清商署( 更对隋代在北周基础上! 承
袭*周礼,大司乐+ 观念! 为统理胡乐而设的七部乐毫无所悉# 为何王通
对于上述这些大乱之后试图制礼作乐! 与儒学密切相关的事件懵然无知!

实在令人不解! 或许只能以王通退居河汾! 与长安政局隔绝来解释了# 以
上疑问并不影响本文研究王通家族之琴! 但疑问既然存在! 因此仍需负责
地指出#

北朝胡乐流行! 所谓%琵琶及当路! 琴瑟殆绝音&! 但据个人研究!

北朝仍不乏琴人! 特别是饱受儒学熏陶的世家! 王通之家出身太原王氏!

王绩*游北山赋并序+ 自叙其家" %地实儒素! 人多高烈&! 王通叔辈王皀
也说" %世习*礼+ *乐+! 莫若吾族#& 其家族正是世代相传的儒学世家!

表现在琴上! 也是典型的儒士琴与士族琴#

大体而言! 本文有如下创获" -$. 王通家族为士族琴代表! 由朱长文
*琴史+ 一门三琴人! 及王绩%少子解弹琴& 等诗句可以获得确证! 王氏
诸琴人均以琴表彰个人心志! 作为话语策略! 更为士族琴特征# -%. 王彦
%援琴切切&! 惋惜其父辅佐魏孝文帝%有志不就&! 王通继承*乐记+ 的
礼乐观%重雅不重声&! 因%王道不兴& 而鼓*荡+ 之什! 如此以天下为
忧即是%儒士琴& 的特色# -&. 王通处身山泽! 不忘廊庙( 这种隐居在野
却心存天下的矛盾表现在*汾亭操+! 也是儒士琴明显的表现! 但性好琴
酒' 崇拜陶渊明的王绩之琴就难以称为儒士琴了#

本文认为%士族琴& 及%儒士琴& 的传承至隋末唐初已日薄西山! 王
通家族之琴可能是最后的余音# *隋书,乐志+ 载隋文帝时龟兹之乐%其
器大盛于闾&! 当时众多著名乐工%妙绝弦管! 新声奇变! 朝改暮易!

持其音技! 估王公之间! 举时争相慕尚&# 王公贵族子弟风靡于胡乐!

琴学传统仅存于乐工之间! 隋末唐初赵耶利即为明显例子# 对照于颜之推
指陈南朝梁武帝大同-公元"&" -"(" 年. 以前! %衣冠子孙! 不知琴者!

号有所阙&# 那个公卿子弟以弹琴为荣的时代! 怕是已经永远过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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