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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落寞畫平生
─論「銅官感舊圖」題詠與章壽麟沉浮晚清
的宦途得失**
柯

秉
摘

芳*
要

章壽麟（1832-1887），字价人，其四十四歲時繪製「銅官感舊圖 」，
回憶少時隨同曾國藩（1811-1872）初戰靖港的昔時往事。
「銅官感舊圖 」
重要之價值在於其隱含著歷史性的時代意義，既反映晚清政局衰頹的前
兆，亦投射晚清士人仕途困蹇的難言心緒。章壽麟始終未以科名顯達，
卻因「銅官感舊圖 」顯名後世。學界論及該圖創作，大多圍繞於曾國藩之
歷史地位，探討其與晚清重要人物之關係，而由章壽麟與圖畫本身為出
發探究其創作意義則相對是被隱沒的。圖像題詠之目的，或補充畫意，
或自抒身世，或還原圖畫本意。本文希冀為該圖作通盤式的觀照，以橫
向之視角，探求題詠者與章壽麟之交游關係，藉此釐清題詠者之觀看角
度；次從縱向之視角，梳理前人題詠對後人題詠產生的影響，進而達到
挖掘該圖創作意義（屬於「作者 」
）之目的與深究題詠者創作動機（屬於
「讀者 」
）之目的。1
關鍵詞：銅官感舊圖、章壽麟、曾國藩、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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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咸 豐 四 年（ 1854），湘 軍 與 太 平 軍 戰 於 靖 港，出 師 失 利，曾 國 藩
（ 1811-1872）憤 而 投 江 自 盡，為 章 壽 麟（ 1832-1887）所 救 。同 治 三 年
（ 1864），湘軍攻克南京，時有戰功者紛紛位居顯要，而章壽麟僅以直隸
州知州，留安徽補用 。光緒二年（ 1876），章壽麟歸返鄉里，途經銅官，
思及往事，作「 銅官感舊圖 」與〈 自記 〉一篇，而後囑託友人為己題詠 。
章壽麟過世之後，其二子以職官之故，續邀各界名流為圖題詠，至宣統
二年（ 1910）印成《 銅官感舊集》四卷 。1 其後又有不少人參與題寫，今長沙
嶽麓書社印成《 銅官感舊圖題詠冊》八卷，總計詩文多達二百餘篇 。2 其中
與章壽麟為儕輩者，僅佔 7 人 9 篇，絕大多數之題詠，乃後人的題詠 。
1 清 ．章同、章華，〈 銅官感舊圖跋 〉，清 ．章壽麟等著，袁慧光校點，《 銅官感舊圖
題詠冊 》第 4 冊（ 長沙：嶽麓書社，2012），頁 650-651。本文所引題詠之詩、詞、文
皆援引自此一版本，故以下註釋將書名省略 。
2 關於銅官感舊圖題詠圖冊的版本，有清光緒年間鉛印本一卷、清宣統二年（ 1910）長
沙章氏盋山舊館石印本四卷，以及民國年間舊寫本八卷 。一卷本收錄左宗棠、李元
度、吳汝綸三人題詠與章壽麟〈 自記 〉。四卷本與八卷本的第 1 卷除了收錄左宗棠、
李元度的題詠與章壽麟的〈 自記 〉外，還收錄薛時雨、陳士杰、梁肇煌、卞寶第、王
闓運的題詠，而吳汝綸的題詠則收於第 2 卷中 。四卷本第 2-4 卷依照文、詩、詞類別
編次，所收為章壽麟逝世之後，其子章同、章華遍請各界名流題詠的作品，第 4 卷
後並有章同、章華跋 。（ 此以卷數區分版本，故該段所謂「 第○卷 」實即等同文中註
「 第○冊 」之意 ）臺灣可見四卷本，有中央研究院藏清宣統二年（ 1910）長沙章氏盋
山舊館石印本、臺北文海出版社《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
（ 第 43 輯，第 427 冊 ）、北京
線裝書局《 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 》
（ 第 58 冊 ）所收《 銅官感舊集 》，以及長沙嶽麓書
社《 銅官感舊圖題詠冊校訂 》。八卷本則有長沙嶽麓書社《 銅官感舊圖題詠冊 》，第
1-4 卷大致與四卷本相同，唯圖畫、題辭、版式編排、李元度題名、劉韻清題詠、章
同題跋等有些許出入，收錄的時間為光緒六年（ 1880）至宣統元年（ 1909）之間的題
詠，第 5-8 卷收錄光緒二十一年（ 1895）至民國二十年（ 1931）以前的題詠，各卷均無
依一定的時間先後編排 。清 ．章壽麟等著，
《 銅官感舊圖記》，清光緒間（ 1875-1908）
鉛印本 。清 ．章同、章華輯，《 銅官感舊集 》，清宣統二年（ 1910）長沙章氏盋山舊
館石印本 。清 ．章同、章華輯，《 銅官感舊集 》
（《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 43 輯，第
427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清 ．章同、章華輯，《 銅官感舊集 》
（《 中華歷
史人物別傳集 》第 58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頁 699-785。清 ．章壽麟等著，
袁慧光校注，《 銅官感舊圖題詠冊校訂 》
（ 長沙：嶽麓書社，2010）。清 ．章壽麟等
著，袁慧光校點，《 銅官感舊圖題詠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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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題詠之目的，是為補充畫意、發掘圖畫創作的背後動機 。章壽
麟〈 自記 〉從未明言自己的沉浮失意，甚或批評曾國藩的忘恩 。有趣的
是，該幅圖像在眾多文士的眼裡呈現著多重的聲音，有為章壽麟沉浮幕
僚而打抱不平，或從君臣倫理的角度為曾國藩抗辯，亦有將曾、章視為
知己以闡釋兩人之關係 。在諸多名士的題詠之下，「 銅官感舊圖 」的創作
意義得以深掘開展 。
學界探討「 銅官感舊圖 」之相關論著多為散論，且皆著力探究昔時儕
輩之題詠，而對於後人之題詠則多所不論 。主要可見於徐凌霄、徐一士
《 凌霄一士隨筆 》、3 劉太希〈 銅官感舊圖及其他─曾國藩自殺及被謀擁
為帝故事〉、4 向敬之《 敬之書話─歷史的深處》5 與譚伯牛《 湘軍崛起：
近世湖南人的奮鬥史》。6 徐氏分別從王闓運、李元度、左宗棠、吳汝綸、
章士釗、胡思敬的題詠探析他們的品評觀點 。評點言簡意賅，值茲可
觀 。劉氏從曾國藩之人格特質角度切入，分析其未保舉章壽麟的原因，
同時兼論曾國藩被謀擁稱帝的內因外果 。文幅雖短，對於勾勒歷史背景
之成因，尚有可觀之處 。向氏認為李元度與陳士傑的題詠看似是高揚章
氏的風範脫俗，實際上卻是一味挖苦，潛在齒冷 。向氏未深究曾、章、
《 凌霄
3 徐氏文章原刊載於《 國聞週報 》，後集錄成冊，另行出版 。徐凌霄、徐一士，
一士隨筆 》
（《 中國近代史料叢刊 》第 64 輯第 639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頁 1381-1400。
4 劉 太 希，〈 銅 官 感 舊 圖 及 其 他 ─ 曾 國 藩 自 殺 及 被 謀 擁 為 帝 故 事 〉，《 暢 流 》
42.1(1970.8): 7-8。
（ 臺北：釀出版，2012），頁 73-76。
5 向敬之，《 敬之書話─歷史的深處 》
（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頁
6 譚伯牛，《 湘軍崛起：近世湖南人的奮鬥史 》
47-48。「 曾左失和 」之因，歷來已有不少學者對此問題進行深究 。如徐凌霄、徐一
士從吳汝綸的題詠裡指出：「 宗棠時時欲與國藩爭名，良然，蓋自負高出國藩一頭，
而世咸極推國藩，意不能平，故論及國藩，每有意著貶抑語 。」而左宗棠曾孫左景清
認為，「 曾左不和 」是在文慶亡歿、肅順被誅之後，曾、左共謀的一場戲 。此外，
王澧華、成曉軍、張宏杰等人，則從曾左之個性、才智與用兵見解之差異剖析二人
失和的原因 。徐凌霄、徐一士，《 凌霄一士隨筆 》
（《 中國近代史料叢刊 》第 64 輯第
639 冊 ），頁 1391。左 景 清，〈 曾 左 失 和 內 幕 談 〉，《 湖 南 文 獻 季 刊 》10.2(1982.4):
62-65。王澧華，〈 論曾國藩與左宗棠的交往及其關係 〉，《 安徽史學 》2(1996.4): 3843。成曉軍，
《 曾國藩的幕僚們》
（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頁 203-211。張宏杰，
《 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 》
（ 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4），頁 8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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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陳之關係而妄下斷言，對於諸人題詠之意喻挖掘，掌握不深，似有
過度詮釋之疑 。譚氏論析左宗棠之題詠，從「 曾左失和 」之問題切入，以
為該文意在褒貶 。然筆者認為瞭解「 曾左失和 」之因果，雖有助於理解左
宗棠的題詠意義，仍不應忽略人類思想的轉變與複雜性而流於片面論斷 。
本文欲針對章壽麟、曾國藩與題詠者彼此間的互動關係，從橫向的
微觀視角切入，再從縱向的時代脈絡中，釐清前後時期題詠者的批評指
向，希冀以宏觀的視野作通盤式的分析，補充前行學者未臻之處，並針
對各家重出之說提出個人之看法 。首先，從《 銅官感舊圖 》本事及其章壽
麟之〈 自記 〉談起，冀求還原圖像的創作本意 。次從章壽麟同時儕輩李
元度、王闓運及左宗棠等人的題詠中，管窺時人之品評，兼論題詠者與
曾、章之交誼關係，以探求題詠者之寫作動機 。最末整合後人之題詠，
從中歸納他們共同的創作傾向，進而探究該批題詠者的題詠動機，試圖
瞭解其時空影響下的填圖意義 。

二、銅官感舊圖的創作本事
光緒二年（ 1876），章壽麟回湖南長沙老家，途經銅官，思及二十
年前隨同曾國藩征戰太平軍的昔時往事，於是繪製「 銅官感舊圖 」。原
圖於章壽麟過世之後佚失，其子曾先後囑託張之萬、何維樸、林紓、姜
丙、汪洛年等人，重繪補作 。7 林紓畫作，山巒如聚，壁立千仞，中有一
艘小舟泛乘江上，水面波瀾不興，湖平如鏡，呈現出中興局勢的太平氣
象 。張之萬畫作，疏遠綿邈，筆意簡淡，與何維樸、汪洛年畫作皆山巒

7 章同跋云：「 原圖為南皮張文達公手繪，旋復遺失，嗣又得之 。宣南何詩孫、林琴
南、姜穎先生先後均有所作 。」此外，據汪洛年、凌盛熺題識可知，二人亦先後為
「 銅官感舊圖 」繪圖 。汪洛年題識云：「 圖舊係張文達為价人先生所製，該繪遺失 。
甲寅（ 民國三年，1914）之夏，其哲嗣曼仙仁兄屬為補繪 。謹誌顛末 。」凌盛熺題識
云：「 庚寅（ 光緒十六年，1890）八月，遊衡山，泊舟靖江之銅官渡，即吾鄉价人先
生感舊一處 。斷崖叢煙，黃蘆紅樹，風景不殊 ……丁未（ 光緒三十三年，1907）秋，
味青四兄以〈 銅官感舊序 〉見示，薦補斯圖，圖成並識之 。」清 ．章同，〈 銅官感舊
圖跋 〉，頁 650。清 ．章壽麟等著，袁慧光校點，《 銅官感舊圖題詠冊 》，第 4 冊，
頁 283、第 7 冊，頁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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繚繞，軍旗飄搖，隱約小洲，重現出當年緊張的戰爭局勢 。姜丙畫作將
山色背景比例縮小，強調江景的浩瀚廣闊，以勾水畫法呈現水勢波濤洶
湧，更有無數戰鑑行駛其間，再現出當年激烈的戰爭景況 。凌盛 熺 畫
作，小舟泊岸，以山川景物為主，寄託「 風景不殊，山川之異 」的憂時心
境 。是以，「 銅官感舊圖 」看似為山河壯麗的風景畫，然其背後實則隱含
一段長年的國事內戰與心理曲折，是晚清飄搖危夕的政治局勢，亦是當
時士人難言的幽微心緒 。

張之萬 繪

何維樸 繪

林紓 繪

姜丙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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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頁

凌盛熺 繪
圖一

汪洛年 繪
各家所補繪「銅官感舊圖」

自道光十九年（ 1839）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便深陷內憂外
患的困境中 。鴉片戰爭失敗後，各種政治、社會、經濟弊端日益浮現，
為了支付賠款與鴉片消費的支出費用，百姓稅收增加，鬻妻賣子、樹皮
果腹者多所可見 。滿清政府昏庸無能，政治之弊暴露無遺 。道光三十年
（ 1850），曾國藩奏疏：「 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
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為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為慎，以
柔靡為恭 。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
二：曰敷衍，曰顢頇 。……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
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 。」8 朝野上下苟且偷安的為
政心態，導致政治廢弛、吏治腐敗，民不聊生 。朝政的敗壞，間接給了
洪秀全發跡的機會 。洪秀全歷經數次應舉失敗，已對清廷心懷不滿，至
鴉片戰爭以後，民生深陷水火，困阨艱難，他便假藉上帝之意，舉事廣
西金田，以驅除韃虜為幟，組織農民，創立太平天國，成為其時清廷最
大的內亂隱憂 。
咸豐二年（ 1852），太平軍陷武昌，維時曾國藩以禮部侍郎母憂回
籍，奉命撥兵募勇，治團練於長沙，籌辦圍剿太平軍事宜 。9 翌年，曾國
8 清 ．曾國藩，《 曾國藩全集 》第 1 冊（ 長沙：嶽麓書社，2011），道光三十年（ 1850）
3 月奏稿，頁 5。
〈 湘鄉昭忠祠記 〉，
《 曾國藩全集 》第 14 冊，頁 172。薛瑞錄主編，
《清
9 清 ．曾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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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由長沙移駐衡州，製造 船，建立水師 。10 咸豐四年（ 1854），衡州湘
潭的水師船隻完工，亦募集了五千壯丁，練習水戰 。水師分為十營，以
褚汝航為各營總統，陸師也募集五千餘人，分為十三營，以塔齊布為諸
將先鋒 。其間，曾國藩亦設立幕府，延攬學術、法律、算學、天文、機
器等各式人才，至同治二年（ 1963）其幕府人數已達「 不下二百人 」之盛
況 。11 曾國藩以儒臣督師，蔚成中興之業，非僅憑一己之力，乃因幕府多
才，集眾思之廣益，謀定決策，解決政治、軍事之難題 。而章壽麟即為
曾國藩幕府初創時，最早入幕的其中一名幕僚，其於咸豐三年（ 1853）隨
同舅父彭嘉玉入曾國藩幕下，擔任一名委員 。12
咸豐四年（ 1854），太平軍已佔領了漢口、岳陽、湘陰、靖港與湘潭
等地 。而湘軍雖訓練已成，卻無實戰經驗，曾國藩遂招集旗下幕僚商討
對策 。據王闓運〈 銅官行寄章壽麟題感舊圖 〉云：
兵謀軍勢盜不講，上屯湘潭下靖港。兩頭探手擒釜魚，十日淘河得枯
蚌。劉郭蒼黃各顧家，左生狂笑罵豬耶。彭陳李生豈願死，四圍密密張
羅罝。此時缿筒求上計，陳謀李斷相符契。彭兄建策攻下游，搗堅禽王
在肯綮。弱冠齊年君與余，我狂君謹偶同居。日中定計夜中變，我方高
枕城東廬。平明丁叟蹋門入，報敗遙聞一軍泣。13

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 》第 5 冊（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咸豐三
年（ 1853）2 月奏稿，頁 140-143。
《 清史列傳》第 12 冊（ 北京：中華書局，2016），卷 45，頁 3545。趙爾巽，
10 王鍾翰校，
《 清史稿 》第 39 冊（ 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405，頁 11908。
11

清 ．容 閎著，徐 鳳 石 等譯，《 西 學 東漸 記 》
（ 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頁
74。其後，曾國藩幕府人數仍陸續不斷增加，據朱東安、凌林煌統計，曾幕前後入
幕者，總計多達四百餘人 。李志茗，《 晚清四大幕府 》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頁 105。

12 朱東安《 曾國藩幕府研究 》將曾國藩幕府的辦事機構，大體分為軍政、糧餉兩類 。
而章壽麟、李元度、陳士杰、彭嘉玉初入幕府時，皆屬軍政辦事機構，負責策畫謀
略以及處理各類文案之事 。朱東安，《 曾國藩幕府研究 》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頁 5-24。
13 王闓運詩集題名為〈 銅官行寄章壽麟題感舊圖 〉。清 ．王闓運，《 湘綺樓詩文集 》第
3 冊（ 長沙：嶽麓書社，1996），卷 11，頁 1515。又見《 銅官感舊圖題詠冊 》第 1 冊，
頁 52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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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陳李生 」係指曾國藩的幕僚彭嘉玉、陳士杰與李元度 。14 三人之中，
陳士杰與李元度謀斷相契，主張先派遣主力進攻湘潭，再進擊太平軍駐
地，餘者固守舊營，唯獨彭嘉玉建策進攻靖港 。起初，曾國藩接受陳、
李建議，派遣楊載福、彭玉麟、羅澤南與塔齊布合擊進攻湘潭，15 而曾國
藩帶領剩下的軍隊留守長沙 。但最後，「 日中定計夜中變 」，曾國藩聽取
彭嘉玉的建策，臨時改定計畫，率領餘眾向靖港進發，在銅官渚與太平
軍廝殺 。
戰爭開始，「 西南風發，水流迅急不能停泊，為賊所乘」，16「 寇出小
隊斫纜者，水師遂大亂 。陸軍至者合團丁攻寇，寇出，團丁遽反奔，官
軍亦退爭浮橋，橋以門扉，床版，人多橋壞，死者百餘人 。國藩親仗劍
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 過旗者斬 ！』士皆繞從旗旁過，遂大奔 。」17
曾國藩羞愧交加，憤而縱身投江自盡，章壽麟見狀，旋即躍江援救 。曾
國藩怒叱：「 子何來 ？」章壽麟對曰：「 師無然，湘潭捷矣，來所以報
也 。」18 三日後，湘潭方傳來捷報 。是以可知，當時乃章壽麟寬慰曾國藩
的權宜之辭 。
此後，章壽麟一度離幕赴前線軍營，而曾國藩則因父丁憂回鄉，逮
咸豐八年（ 1858）曾國藩二度領兵，章壽麟遂再度入幕，委任監印委員 。
14 據夏敬觀《 學山詩話 》注：「 陳士杰、李續宜議救湘潭，彭嘉玉欲攻靖港，王闓運以
救湘潭，敗可退衡桂，故贊成陳李之議 。」其以為「 彭陳李生 」指彭嘉玉、陳士杰與
李續宜 。然而據陳士杰〈 銅官感舊圖序 〉說：「 余與李公次青進議：湘潭為省城咽
喉，宜先擊之，湘潭敗，靖港賊自走 。」可知「 李生 」所指為李元度 。陳士杰當時參
議戰事，而夏敬觀則為民國時人，故以陳說為是 。夏敬觀，《 學山詩話 》
（《 民國詩
話叢編 》第 3 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頁 49。清 ．陳士杰，〈 銅官感舊
圖序 〉，第 1 冊，頁 518。
（《 三十三種清代人物傳記資料匯編 》第 32 冊，濟南：齊
15 朱孔彰，《 中興將帥列傳 》
魯書社，2009），卷 1，頁 4 上 。
《 曾文正公（ 國藩）年譜》
（《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分類選集》丙集第 43 冊，
16 清 ．黎庶昌，
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據民國十三年（ 1924）1 月上海中華圖書館第六次代印影
印 ），卷 3，頁 3 下 。
17 清 ．王 闓 運，〈 曾 軍 篇 〉，《 湘 軍 志 》，（《 湘 綺 樓 詩 文 集 》第 2 冊 ），卷 2，頁 590591。
18 清 ．章壽麟，〈 自記 〉，第 1 冊，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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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曾國藩以遵保防守廣豐、玉山兩城奏保「 安徽亳州義門巡檢 ……

搴旗殺賊，屢戰得力 ……請開缺，以府經歷縣丞仍歸安徽遇缺即補 」，
將章壽麟由「 安徽亳州義門巡檢 」奏保為「 以府經歷縣丞仍歸安徽遇缺即
補 」。20 隔年，湘軍與太平軍大戰景德鎮，湘軍攻下景德鎮與浮梁縣，曾
國藩奏保「 安徽候補府經歷縣丞章壽麟，請免補本班，以知縣仍歸安徽
補用 」。21 咸豐十年（ 1860），章壽麟以知府初試，署江西新建令 。其後，
湘軍進攻安慶，既復，曾國藩以江督開府鎮焉，奏牧滁州 。22
同治三年（ 1864），湘軍攻克南京，消滅太平天國，晚清一度呈現
「 中興 」之勢 。23 朝廷加曾國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湘軍之中，位至總
督者 13 人，位至巡撫者 13 人，其他各階大小文武官員亦不勝其數 。24 曾
國藩奏保章壽麟「 以直隸州知州仍留安徽補用，並賞加知府銜，賞戴花
翎」，25 並調軍中管理營務數年，至同治十一年（ 1872）曾國藩過世，亦即
引去 。26 換句話說，在曾國藩過世以前，章壽麟都未曾再擢官升爵，最多
也僅是個五品官員 。
對此，有不少題詠者為章壽麟沉居下僚抱不平之鳴，認為曾國藩未
盡人主之情義；而章壽麟在撰寫〈 自記 〉時，未嘗明言自己的失意、甚至
埋怨故主，反而是大力揄揚曾國藩的平生功績 。他在〈 自記 〉裡正面肯定
了曾國藩的平亂之功，認為若非「 仁智勇義如公者 」、「 非公之定力 」，
19 清 ．曾國藩，《 曾國藩全集 》第 16 冊，咸豐八年（ 1858）9 月日記，頁 363。
20 清 ．曾國藩，《 曾國藩全集 》第 2 冊，頁 263。
21 同上註，頁 381。
〈 清故資政大夫蘇州補用知府章君墓誌銘 〉，閔爾昌纂錄，
《 碑傳集補 》
22 清 ．王闓運，
（《 三十三種清代人物傳記資料匯編 》第 30 冊，卷 25，頁 9 上 。
23 「 中興 」一詞源自兩江總督馬新貽於同治八年（ 1869）之奏摺：「 數年來南征北伐，
所向有功，猛將謀臣，多有存者，彼族目睹中興氣象 ……」即言同治年之後國家出
現中興局面 。此後，「 中興 」逐步形成一個專詞，指同治年間（ 1862-1874）相對穩定
的政治景象 。王雲五主編，《 道咸同光四朝奏議 》第 5 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0），頁 2176。
（《 羅 爾 綱 全 集 》第 14 冊，北 京：社 會 科 學 文 獻 出 版 社，
24 羅 爾 綱，《 湘 軍 兵 志 》
2011），頁 59。
25 清 ．曾國藩，《 曾國藩全集 》第 7 冊，同治三年（ 1864）8 月奏稿，頁 391。
26 清 ．王闓運，〈 清故資政大夫蘇州補用知府章君墓誌銘 〉，頁 9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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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難以對抗強大的太平軍隊，其胸懷智謀韜略與「 援桴忘身 」之誓死決
心，可匹比唐宋名將李光弼 27 與韓世忠；28 更借「 泰山梁木」的典故，29 讚譽
曾國藩乃賢哲偉人 。曾國藩生平最大功業，是平定太平天國、引領中國
走進中興局勢，故謂「 公非偶然而生，即不能忽然而死 」，其英才卓犖，
殊絕凡庸，國之存亡，係之生死，自與一般凡人殊異 。文旨彰顯曾國藩
的豐功偉業，而對於自身的仕宦浮沉、榮辱得失，則是未置一詞 。
然而，推源章壽麟作圖旨趣、貫串該篇〈 自記 〉之重要關鍵，實乃圍
繞在曾國藩投江自盡、援救曾氏一事而發 。如其說：
蓋常思之：兵者，陰事惟忍乃能濟，非利所在，敵詬於前，民疑於
後，勿動也。公既盡銳以剿湘潭，若需之以俟其捷而會師擊靖港之墮
歸，賊雖眾，可以立盡。惟不忍於靖港之逼，故知其不利而不能不出贊
公事者。又，予輩三五書生，亦知其不利出，而無術以止公。蓋非公之
疏於計畫，實忍之心非久於軍者不能，尤非仁義之徒之所素有也。猶憶
敗歸時，公惟籍甲兵儲偫之屬以遺湘撫，尚一意以死謝國。
及聞捷，乃不死，然當日即不捷，公固可以死乎？公死是役，固不與
喪師失地窮蹙而死者同，且足使喪師失地窮蹙而不死者恧焉而有以自
勵。然由今以觀，其多寡得失之數為何如也。30

當曾國藩不顧其他幕僚反對，亟欲出兵靖港，
「 予輩三五書生，亦知其不
利出，而無術以止公 」，不無可見曾國藩的急公好義與章壽麟言語中的
褒貶指摘 。但章壽麟畢竟居於人臣，縱然知其舊主之過，亦不便公然指
陳，因此轉而為其失策申言辯白，釋其「 實忍之心非久於軍者不能 」，領
兵日久，苦無建樹，是以匆率出兵 。評議之中，似有美化動機之意 。至
出師不利，愧而投水自盡，就李元度看來是極不負責之行為，章壽麟卻

27 「 靴刀之誓 」典出李光弼，其擊賊常納短刀於靴中，有決死不落敵人手之志 。後晉 ．
劉昫，《 舊唐書 》第 10 冊（ 北京：中華書局，2016），卷 110，頁 3309。
28 蘄王韓世忠將戰泗水，曾以「 願效死節，激昂士卒 」為誓 。宋 ．李心傳，《 建炎以來
繫年要錄 》
（《 叢書集成新編 》第 11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 123，
頁 1986。
〈 檀弓上 〉
：「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 泰山其頹乎，
29 典出《 禮記 》
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漢 ．鄭元注，唐 ．孔穎達正義，
《 禮記》
（《 十三經注疏》
本第 5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據重刊宋本影印 ），卷 7，頁 12 上 - 下 。
30 清 ．章壽麟 ，〈 自記 〉，第 1 冊，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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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為「 以死謝國 」，成其大義於天下 。最後更說，無論曾國藩是否命喪此
役，對於「 喪師失地窮蹙者 」皆有啟示與自勵的作用 。言下之意，即再次
強化曾國藩忘身殉國的忠貞之心，而無半句自我居功之言 。若說章壽麟
全無半點自傷失意，對於一個心懷抱負的有志之士而言，自然是不合情
理，甚且無需費心繪製這幅「 銅官感舊圖 」
；但若將章壽麟的繪圖動機指
向純為責備曾國藩的忘恩負義，於情，將有失人臣之義，於理，則為救
溺之舉增添幾分沽名釣譽的目的 。
那麼，章壽麟為何要作這幅「 銅官感舊圖 」？光緒六年（ 1880），
梁肇煌（ 1827-1886）調任江寧布政使，31 因緣際會結識章壽麟，並為圖作
序 。32 其序開宗明義指出章壽麟作圖目的：「 靖港之役，章君价人翼公以
出於險，其功尤偉，而獨浮沉牧令，若自忘其勞，人亦遂忘之，此『 銅
官感舊圖』之所由作也 。」33 至於論及曾國藩生前何以不力拔章壽麟 ？又章
壽麟何以在曾國藩死後才自作此圖 ？梁肇煌採取的是持平的態度 。云：
今披此圖，而益嘆君為不可及也。文正薦賢滿天下，凡一材一技，咸傾
襟禮接，有古人吐哺握髮之風。即相從患難諸公，皆揚之於朝，致其惓
惓，獨於君若恝焉。殆欲老其材以為他日用，而非有意於避嫌也。使君
當時善自表暴，未必大不用。乃茲圖之作，不於公生前為進身之階，而
於公身後攄懷舊之感，其不與人爭進取，可以想見。34

曾國藩「 舉賢任能」、35「 以進賢為用」36 為時人推許，其幕僚之中，官至巡
（《 清朝碑傳全集 》第 8 冊，臺北：大
31 梁肇煌生平，見清 ．錢儀吉，《 碑傳集三編 》
化書局，1984），卷 18，頁 13 上 -15 上 。梁嘉彬，〈 梁肇煌傳 〉，《 廣東文獻季刊 》
6.4(1976.12): 58-68。
32 熊治祁云：「 江寧布政使梁肇煌是最早題圖的人 。」熊治祁，〈 前言 〉，《 銅官感舊圖
題詠冊 》，頁 2-3。
33 清 ．梁肇煌，〈 銅官感舊圖序 〉，第 1 冊，頁 522。
34 同上註 。
〈 直督奏疏〉，清 ．曾國藩著，清 ．李瀚章編，
《 曾文正公（ 國藩）全集》
35 清 ．李鴻章，
（《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 》第 1 輯第 1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據光緒二年
（ 1876）傳忠書局刊本影印 ），頁 57 下 。
（《 清代詩文集彙編 》
36 清 ．薛福成，〈 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 〉，《 庸盦文編 》
第 73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光緖十三（ 1887）至二十一年（ 1895）
刻庸盦全集本影印 ），卷 1，頁 35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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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總督、侍郎、布政使者不在少數 。對此，梁肇煌認為曾國藩絕不可
能會遺忘這位曾共患難的幕僚，因此最適恰的解釋是：「 殆欲老其材以為
他日用」，委婉解釋了曾國藩未即時拔擢章壽麟的原因 。而梁肇煌認為章
氏不在曾國藩生前繪製此圖作為進身之階，是因為「 不與人爭進取 」，意
中褒揚了章氏的不慕榮利 。不過，倘若梁肇煌真的認為章氏無懷抱仕宦
之心，又何須感嘆「 獨浮沉牧令 」、害怕「 若自忘其勞，人亦遂忘之 」？
更確切的說，假若梁肇煌真的認為章氏淡泊名利，又何須在乎他人是否
記得自己的功勞 ？由此可見，梁肇煌雖然有意美化章氏的創作動機，但
在論述裡仍然不自覺地陷入傳統儒家思想認為士人應修齊治平、擠身鼎
甲的循環矛盾裡 。
最後，梁肇煌將論點集中於章壽麟援溺曾國藩之事，認為：
方今海外多事，封疆諸將帥，陳師鞠旅，實繼文正後而常勝之不可
狃，軍事之不可以怠，意必有援一人以援天下如君者。使社稷蒙其
庥，億萬生民食其福，而〈常武〉諸詩或繼〈六月〉而作乎！37

章壽麟援救曾國藩之重要意義何在 ？其實，曾國藩治軍初起，連遭敗
績，官民均輕蔑，至靖港之敗，更有決死之心，故若無章氏援救，必將
永世負辱難申 。38 而梁肇煌認為章氏之舉是「 援一人以援天下」，並以《 詩
經》諸篇稱頌周宣王美德，亦兼讚許功臣尹吉甫之文韜武略，反映君臣之
間存有的互慕、互助與互相依存的主從關係 。劉向《 說苑 》
〈 復恩 〉云：
「 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 。逮臣有不測之功，
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 。」39 主從雖是建立
在各取所需的前提下，但也因此形成彼此相輔相成的關係 。由梁肇煌
的品評裡，可見其抬高章氏援救的重要性，只是在無意之間，也強化了
「 獨浮沉牧令 」賞不當功的得失心 。
章壽麟繪作該圖的時候是四十四歲，結識梁肇煌是四十八歲以後的
37 清 ．梁肇煌，〈 銅官感舊圖序 〉，頁 523。
〈 曾國藩經營湘軍之艱難遭遇及其心理反應 〉，
《 清季軍事史論集 》
（ 臺北：
38 王爾敏，
聯經出版公司，1985），頁 195-205。
（《 四部叢刊初編 》第 7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據
39 漢 ．劉向，《 說苑 》
平湖葛氏傳樸堂藏明鈔本縮印 ），卷 6，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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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雖然兩人認識的時間尚晚，梁肇煌業已從章壽麟的〈 自記 〉裡看出作
者的窮困不達與欲言難言的內在心事，但礙於現實環境不便指摘曾國藩
的功過是非，因而在試圖還原章壽麟的本意之際，也企圖美化曾、章二
人的用心 。而章壽麟即是在這種想一洩心緒，卻又不得不顧及全面的糾
結拉扯之中，選擇強化曾國藩之「 大節 」，弱化自我之功勞，為自己的失
意開脫懸解 。

三、昔時儕輩的悲士不遇
除了梁肇煌以外，亦有不少題詠者從「 達與不達 」與「 祿與不祿 」的
角度論辯發揮 。這是個有趣的現象 。同是觀察一幅畫，為什麼有些題詠
者會為章壽麟抱不平 ？有些題詠者則為曾國藩辯護 ？甚而有些題詠者將
兩人引為知己 ？因此，可進一步探討該群題詠者所扮演的身分本位，他
們各自與曾、章有何交游關係 ？該題詠群體裡約有 7 人與章壽麟同樣曾
是曾國藩的幕僚，而絕大多數的題詠者，非昔日之儕輩，甚至與章壽麟
沒有直接的交游往來 。換言之，該幅跨時空的圖像題詠，涉及的不僅是
時人的觀看，也包含了後人的詮解 。
同是曾國藩的幕僚中，李元度（ 1821-1887）、陳士杰（ 1825-1893）、
鄧輔綸（ 1828-1893）、王闓運（ 1833-1916）等人皆有「 价人猶浮沉偃蹇 」
與「 一官白下任浮沉 」的相似感嘆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人是李元度 。根據
長沙章氏盋山舊館《 銅官感舊集 》四卷本，其題名為「 銅官感舊圖 」，而
《 銅官感舊圖題詠冊 》八卷本，則作「 銅官援溺圖 」。40「 感舊 」與「 援溺 」
的不同在於：「 感舊 」是主觀性的情感傳遞，「 援溺 」是客觀性的動作描
述，以示其欲意強調「 援溺 」此動作的意義與重要性 。文云：
明午，抵長沙，文正衣濕衣，蓬首跣足，勸之食不食。乃移居城南妙高
40 關於李元度之題詠，清光緒年間（ 1875-1908）一卷本與宣統二年（ 1910）四卷本均
作「 題銅官感舊圖 」，民國年間刊八卷本則作「 題銅官援溺圖 」，因此最早應作「 感
舊 」。然比對二者之版式、字體、落款、鈐章與題記時間等，俱皆相同，但凡四卷
本文中作「 感舊 」之處，八卷本即作「 援溺 」。蓋「 援溺 」二字，應為後來重刊所改 。
而改者是為李元度抑或他人，筆者目前尚無證據，有待日後深究考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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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再草遺屬，處分後事，將以翼日自裁。遲明，捷報至，官軍拔湘
潭，燔賊䑸數十，殄滅無遺種，靖港賊亦遁。文正笑曰：「死生蓋有命
哉！」乃重整水陸軍，未十年，卒蕆大勳，固由國家威福所致。然當是
時，文正生死在呼吸間，間不容髮，脫竟從巫咸之遺，則天下事將誰屬
哉？
江寧既拔，湘軍自將領以至廝養，卒並置身通顯，价人獨浮沉牧令間
垂二十年。儻所謂不言祿，祿亦弗及邪！抑曲突徙薪，固不得為上客
邪？先是，曾太封翁曾書示文正曰：「章某，國士，宜善視之。」且令
馮公卓懷傳其語。戊午、己未間，余數從容言及价人，文正憮然曰：
「此吾患難友，豈忘之哉？」
竊窺文正意，使遽顯擢君，是深德君以援己，而死國之心為偽也。然亦
決不慭置以負君，蓋將有待耳。41

此文為光緒七年（ 1881）所作 。文中首先以曾國藩聞湘潭捷報而笑，批評
其將生死成敗歸諸於「 天命 」而否定「 人力 」之實際意義，繼而為章壽麟
抱不平之鳴 。李元度於咸豐八、九年（ 1858、1859）之間，曾屢次向曾國
藩提到章氏之功，而曾國藩以「 此吾患難友，豈忘之哉 ？」承諾不忘章氏
救命之恩 。是以揣度其意，曾國藩應是擔心章氏擢升遽速，外界將以其
「 深德君以援己 」，而跳水自殺只是為了贏得聲名，故遲遲不肯給予豐厚
的酬庸 。該文所說「 价人獨浮沉牧令間垂二十年」，乃指咸豐九年（ 1859）
至光緒七年（ 1881）這二十年之間 。從咸豐九年（ 1859）攻克景德鎮至同治
三年（ 1864）克復金陵，章氏由縣令升為州牧，而至曾國藩臨終前，其始
終徘徊於牧令之職 。是故，李元度乃借介之推「 不言祿，祿亦弗及 」與霍
光「 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 」42 的典故，批評曾國藩的薄情忘
義與賞罰失度 。
李元度於咸豐三年（ 1853）入曾國藩幕下，在幕中調理營務 。43 他曾
是曾國藩的忠實心腹、患難與共的親信幕僚，44 曾國藩對其有「 三不忘 」
41 清 ．李元度，〈 銅官援溺圖 〉，頁 514-515。
42 漢 ．班 固 著，唐 ．顏 師 古 注，〈 霍 光 傳 〉，《 漢 書 》第 9 冊（ 北 京：中 華 書 局，
2014），卷 68，頁 2958。
43 王鍾翰校，《 清史列傳 》第 19 冊，卷 76，頁 6292。
44 李元度嘗為曾國藩最困阨時期的患難之交，曾上奏自陳云：「 當咸豐六年（ 1856）
之春，臣部陸軍敗於樟樹，江西糜爛，賴李元度力戰撫州，支持危局 。次年臣丁憂
回籍，留彭玉麟、李元度兩軍於江西，聽其饑困阽危，蒙譏忍辱，幾若避棄而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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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誓 。45 然而，為什麼李元度要屢次向曾國藩「 言及价人 」、為其邀功論
賞 ？甚至為「 壽麟鳴不平，而隱咎國藩之寡恩 」？46 其實，當曾國藩決意
進攻靖港，李元度已預料其自殺之可能，遂暗託章壽麟隱匿船艙以待援
救 。嚴格來說，幕主與幕僚之間如君臣之關係，彼此理應以仁義相待，
身為下屬，章壽麟援救曾國藩本是合乎道義情理之事 。然李、章都是最
早輔佐曾國藩的幕僚，兩人隸屬同一單位，彼此往來相善，基於幕友的
私情與道義，李元度皆有充分的理由屢次向曾國藩薦擢章壽麟 。
而李元度本身則曾經兩度遭曾國藩參劾 。第一次參劾在咸豐十年
（ 1860）。曾國藩派李元度鎮守徽州，特地與其約法五章，47 叮囑不可分
兵 。48 但李元度未謹遵囑咐，將軍隊分兵作戰，最後慘遭痛擊，敗潰而失
徽州 。戰敗後，李元度懼罪不敢歸營，在外滯留一個月才回祁門 。曾國
藩向朝廷自請議處時，也同時參劾李元度，請旨將之「 革職拿問，以示
懲儆 」。49 只是，曾國藩未料隔年李元度旋即復職，再受起用，赴浙支援
浙江巡撫王有齡與杭州將軍瑞昌 。儘管對抗太平軍乃其共同目標，李元
度有為國盡忠之企圖，但轉投新主等同是對曾國藩的一種背叛 。因此，
當杭州又陷失守，曾國藩便藉故再度參劾李元度 。奏曰：「 徽州獲咎以
後，王有齡銳意招之赴浙 。李元度不候訊結，輕於去就 。厥後遷延數
月，卒不能救浙江之危 。」並參奏陳由立、鄭魁士：「 予智自雄，見異思
遷」、「 背於此並不能忠於彼」，50 同時將李、陳、鄭三人並論問罪 。此次
的參劾，極大的成分是夾雜了主從之間「 忠與否 」的個人私怨，是以可見
曾國藩當時「 深惡次青 」之甚 。
然而，曾國藩對於李元度的情誼其實仍然存在 。克復金陵後，曾國

者 。」清 ．曾國藩，《 曾國藩全集 》第 7 冊，同治三年（ 1864）8 月奏稿，頁 400。
45 清 ．曾國藩，《 曾國藩全集 》第 22 冊，咸豐七年（ 1857）5 月書信，頁 577。
46 徐凌霄、徐一士，《 凌霄一士隨筆 》
（《 中國近代史料叢刊 》第 64 輯第 639 冊 ），頁
1388。
47 清 ．曾國藩，《 曾國藩全集 》第 17 冊，咸豐十年（ 1860）8 月日記，頁 77。
48 同上註，第 23 冊，咸豐十年（ 1860）8 月書信，頁 718。
49 同上註，第 2 冊，咸豐十年（ 1860）9 月奏稿，頁 596。
50 同上註，第 4 冊，同治元年（ 1862）5 月奏稿，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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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密陳錄用李元度，51 但由於援浙之事，李元度被定罪發配軍臺 。曾國藩
聞訊，發動同系有勳望之將帥，力圖營救，可見曾國藩與其知音相惜之
情分 。後來因李鴻章、沈葆楨等人齊力相助，朝廷方以眾帥之請，允免
遣戍 。李元度獲釋，恩怨釋懷，兩人漸通書問，恢復昔日交誼 。52 曾國藩
過世後，李元度為作祭文，亦惦念此情：「 我實公負，羊鶴氋氃 。匪我異
趣，賦命則窮 。時艱勢格，力不心從 。公猶亮我，曲宥微悰 。騰章昭雪，
引疚在躬 。不惜自貶，以拯予侗 。休休者量，曠古誰逢 。而今已矣，孰
聽焦桐 。私恩公誼，云何弗恫 。……」53 雖然如此，在李元度的宦途中，
終究也因為曾國藩的彈劾而坎蹇曲折，備嘗艱辛 。是以，當他在面對章
壽麟仕途浮沉的境遇時，不免將其個人的境遇投射其中，故而抱持一種
同理同情的態度，甚至語帶褒貶地批評曾國藩 。
曾國藩幕僚中，除了李元度敢言評議曾國藩之外，王闓運是另一個
果敢直言的人物 。王闓運初入曾國藩幕府時，因仰慕曾國藩的學識與才
能，欲與其他幕僚一樣，藉此舞臺施展長才 。他曾請從軍，並屢次獻
策，卻始終未被採納 。54 由是深感「 所如多不合，乃退息無復用世之志」，
故於同治三年（ 1864）定計歸隱，其後轉往各地，四處講學 。55 王闓運自負
51 同上註，第 7 冊，同治三年（ 1864）8 月奏稿，頁 400。
52 關於曾、李之交誼，可參王爾敏，〈 曾國藩與李元度 〉，《 清季軍事史論集 》，頁
207-243。
53 清 ．李元度，〈 祭太傅曾文正公文 〉，《 天岳山館文鈔 》第 2 冊（ 長沙：嶽麓書社，
2009），卷 37，頁 778-779。
54 考王闓運年譜，自咸豐四年（ 1854）至十年（ 1860）之間，其曾經多次向曾國藩獻
議計策 。咸豐四年（ 1854），王闓運向曾國藩提出「 力言行軍 」之見，未果 。六年
（ 1856），曾上書曾國藩提出：「 撤團防、廢捐輸、清理田賦，以蘇民困而清盜源 。」
未被採納 。八年（ 1858），獻議：「 公行軍久疲，屢勝兵驕，克城留軍不足以為聲
援，不留軍則後路空虛，且虞阻塞，取敗之道也 。」十年（ 1860），曾國藩授兩江總
督之命，進駐祁門，並言即日渡江，以固吳會之人心 。王闓運以為：「 安慶去江寧、
蘇州，均近於祁門，豈人心以遠而固乎 ？宜從淮揚進規常鎮，使公弟國荃攻安慶，
左宗棠出浙江，與皖相響應，乃得形便 。若不得已，亦宜駐徽州，以固寧國之守 。」
然曾國藩念已上奏，若遽圖改，恐動軍心，故未採納 。清 ．王代功編，《 湘綺府君
年譜 》
（《 晚清名儒年譜 》第 13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卷 1，頁 12
下、頁 14 下、頁 16 上、頁 18 上 。
55 趙爾巽，《 清史稿 》第 43 冊，卷 482，頁 13300-1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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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學，卻不得志於時，境遇與章壽麟有著「 同是天涯淪落人 」的相映投
射 。他曾在寄予左宗棠的箋啟裡，批評曾國藩的求賢與用人：「 闓運行天
下，見王公大人眾矣，皆無能求賢者 。滌丈收人材不求人材，節下用人
材不求人材，其餘皆不足論此 。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
何從而收之用之 ？」56 可說是眾儕輩之中，敢言他人之所不敢言者 。
王闓運前後總共為該圖題作兩首詩，一首是在章壽麟生前所題，即
〈 銅官行寄章壽麟題感舊圖 〉，收於《 銅官感舊圖題詠冊 》第 1 冊；另一首
是在章壽麟逝世之後，應章壽麟之子章華邀約而題，收於第 5 冊 。早在章
壽麟屬題之時，王闓運便已道出幕主與幕僚之間的牽制，以及仕宦相從
的主從關係 。云：
一姓申威百姓從，塔龍如虎彭楊龍。時人攀附三十載，爭道當時贊畫
功。駱相成名徐陶死，曾弟重歌脊令起。只餘湘岸柳千條，曾對當時嗚
咽水。信陵客散十年多，舊羅頻迎節鎮過。時平始覺軍功賤，官冗閒從
資格磨。凭君莫話艱難事，佹得佹失皆天意。何況當時幕府謀，至今枉
屈何無忌。57

據《 湘綺樓詩文集 》編年，此詩乃光緒六年（ 1880）至光緒九年（ 1883）之
間所作 。其時王闓運年近五旬，詩中回顧昔時湘軍剿滅太平天國一事，
及其對參戰之官僚與人物所作的評品，同時也投射了自我的不遇之感 。
曾國藩位高權重，
「 其尤者至起家為巡撫、布政使，士爭相效」，58 攀附者
眾，爭道題詠者亦多讚其功 。而當日領軍平定太平天國戰亂之將領，有
駱秉章、徐有壬、陶恩培與曾國荃等人，駱秉章紅袍加身，一舉成名；
徐有壬、陶恩培則於靖港之敗時，
「 奪其軍治罪」。59 輾轉數年，
「 駱相成名
徐陶死，曾弟重歌脊令起」，命運各殊其異 。即如王闓運自己，尚無一官
半職，自有「 時平始覺軍功賤，官冗閒從資格磨 」的不遇牢落 。是以，當
他為章壽麟抒發「 至今枉屈何無忌 」的同時，其實也寄託了自身入仕困蹇

56 清 ．王闓運，《 湘綺樓詩文集 》第 2 冊，箋啟 1，頁 816。
57 清 ．王闓運，〈 題銅官感舊圖 〉，第 1 冊，頁 525-526。
（ 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卷 6，頁
58 錢基博，〈 王闓運傳 〉，《 民國人物碑傳集 》
354。
（《 民國詩話叢編 》）第 3 冊，頁 49。
59 夏敬觀，《 學山詩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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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沉浮之感 。
民國三年（ 1914），王闓運受章華囑託，又題了一首詩 。此詩之作，
距靖港戰敗適逢一甲子的時間，詩中同樣寄寓了自己有志難伸的失意 。
詩云：
周甲重逢又甲寅，當時堤柳尚如新。早知援手終無益，始信靈均是了
人。60

詩中藉著時光與堤柳年復一年不斷地舊換新替、流轉變化，反襯人世間
「 早知援手終無益 」的冷暖無情與莫可奈何 。王闓運借《 離騷 》
：「 扈江離
與闢芷兮，紉秋蘭以為佩」，61 取字紉秋，有喻己忠貞之意 。而在滿是失意
的浮沉若世，或許令其體會最深的，終究是屈原之香草美人，才是士人
最終的知音 。
王闓運於詩之後，尚有一段題記如是說：
曼仙前輩相訪京邸，再示舊圖，已是周甲故事矣。匆匆閱世，正值甲寅
三月靖港戰日也。勞苦功高，終歸無補，又何如當時一暝乎。然有生
必有事，余但愧今之坐視，而不悔昔之從事。輒題二十八字，以志憤
懣。宣統甲寅（1914）四月立夏日，闓運記。62

王闓運最終雖仍不忘自己「 勞苦功高，終歸無補 」的仕途得失，但「 不悔
昔之從事 」，而「 但愧今之坐視 」，既是為過去無愧於己的真心明志，
也為今日無能為國盡心的現狀感為羞慚 。由此可見，深植於王闓運心中
的，仍是傳統儒家「 治國、平天下 」的經世思想 。因此，當他感到今日坐
視、於心有愧之際，僅能聊藉詩文「 以志憤懣 」。
曾國藩過世後，王闓運作輓聯云：「 平生以霍子孟、張叔大自期，
異地不同功，戡定僅傳方面略；經學在紀河間、阮儀徵之上，致身何太
早，龍蛇遺憾禮堂書 。」63 短短數語，評價了曾國藩一生的事功與學術，
相較李元度所作之祭文，其詞兀傲帶有微詞 。其後，王闓運受曾紀澤請
60 清 ．王闓運，〈 題銅官感舊圖 〉，第 5 冊，頁 675。
（ 臺 北：中 華 叢 書 編 審 委 員 會，
61 戰 國 ．屈 原 著，王 瀣 輯 評，《 離 騷 九 歌 輯 評 》
1955），頁 2。
62 清 ．王闓運，〈 題銅官感舊圖 〉，第 5 冊，頁 675。
63 清 ．王闓運，《 湘綺樓詩文集 》第 4 冊，卷 3，頁 1981。

柯秉芳∕一官落寞畫平生──論「銅官感舊圖」題詠與章壽麟沉浮晚清的宦途得失

221

託撰寫《 湘軍志 》，記述湘軍戡定太平軍之始末 。論及曾國藩用兵得失：
「 曾國藩以懼教士，以慎行軍，用將則勝，自將則敗 。……《 論語 》曰：
『 臨事而懼 』，帥之言也 。
《 記 》曰：『 我戰則克 』，將之言也 。為將者功
名成，富貴得，則知懼矣 。知懼必敗 。」64 直陳得失，無所諱言 。此書被曾
國荃叱為謗書，而王闓運則堅定己說，於寄予黎庶昌的書信說：「 曾公事
業，在《 湘軍志 》者，殊炳炳麟麟，而沅浦以為謗書 。竟承特采，曷勝感
激 。三不朽之業，著一豪俗見不得，節下蟬翼軒冕，一意立言，真人豪
也 。」65 頗以著《 湘軍志 》自豪 。
至於陳士杰與鄧輔綸的題詠，言雖流露悲慨惋惜之意，然而表露於
文的，仍是餘留情面未加毀譽的婉曲詞章 。咸豐四年（ 1854），鄧輔綸入
曾國藩幕府參與軍務，六年後，太平軍攻破杭州，因未殉城而遭彈劾，
被免歸里，此後專意學術 。66 其題詩云：
一官白下任浮沉，意氣終將國士酬。自是天心留柱石，肯從事後說恩
仇。相侯高冢臥麒麟，幕府山頭宿草春。剩有丹青完手澤，感時撫舊苦
酸辛。67

此詩乃光緒十六年（ 1890）至十九年（ 1893）之間，鄧輔綸晚年時候所作 。
詩中道出士人從「 相侯高冢臥麒麟 」的躋陟之望，到「 一官白下任浮沉 」
的跌宕失意，人世浮沉，筆飲於紙 。曾國藩極其賞識鄧輔綸的才華，而
鄧輔綸一度棄文從武，欲藉此大展長才，終落得被免彈劾的結果 。詩意
背後，隱含著主從間「 肯從事後說恩仇 」、「 感時撫舊苦酸辛 」的寵辱榮
羞、恩情怨仇 。表面上，鄧輔綸是為章壽麟傷其不遇，然而將心而論，
詩中真正欲意傳達的是內在自我的生命投射 。
陳士杰於咸豐三年（ 1853）入曾國藩幕府 。相較上述諸人，陳士杰的
題詠又顯得更持平婉曲 。他說：

（《 湘綺樓詩文集 》第 2 冊 ），卷 15，頁 778。
64 清 ．王闓運，〈 營制篇 〉，《 湘軍志 》
65 清 ．王闓運，《 湘綺樓詩文集 》第 2 冊，箋啟 2，頁 864-865。
（《 三十三種清代人物傳記資料匯編 》
66 清 ．王闓運，〈 鄧彌之墓誌銘 〉，《 碑傳集補 》
第 30 冊 ），卷 51，頁 17 上 - 下 。
67 清 ．鄧輔綸，〈 題銅官感舊圖 〉，第 3 冊，頁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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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事隔三十年矣，從公游者，先後均致通顯，而价人獨浮沉偃蹇，未得
補一官，將無遇合通塞，自有數存耶？余既悲价人之坎坷不遇，且欲天
下後世共知公之戡定大亂，皆由艱難困頓中而來，而价人之拯公，所關
為不小也。68

陳士杰的仕途比起王闓運、鄧輔綸等人都還亨通顯達 。在剿滅太平天國
戰亂後，擢升江蘇按察使，同治四年（ 1865），論功加布政使銜，其後累
官至浙江、山東巡撫 。69 此序文即光緒九年（ 1883）陳士杰任職山東巡撫
時所作 。文中憶及三十年前，入曾國藩幕下的追隨者，亦「 先後均致通
顯 」，反觀「 价人獨浮沉偃蹇，未得補一官 」，陳士杰以為其未得晉爵，
乃「 時運遇合與否 」所致，而非曾國藩不願提拔擢次 。文雖悲「 价人之坎
坷不遇 」，亦恤曾國藩之困頓，讚「 价人之拯公 」之功 。其評莫懷偏頗，
中允持重 。

四、左宗棠的寓圖於己題詠
昔時儕輩之中，尚有薛時雨與卞寶第，二人的品評也以「 援一人以
援天下 」的角度，從而強化章壽麟援溺曾國藩（ 天下 ）之功勞，削弱其
仕宦沉浮的個人失意 。此種說法多寬慰之意，乃建基於儒家思想教育之
下，秉持士人應有「 忿而不戾，怨而不怒 」的傳統美德 。
然而，左宗棠（ 1812-1885）不以為然，其序云：
夫神明，內也；形軀，外也。公不死於銅官，幸也。即死於銅官，而謂
蕩平東南，誅巢馘讓，遂無望於繼起者乎？殆不然矣。事有成敗，命有
修短，氣運所由興廢也，豈由人力哉？惟能尊神明而外形軀，則能一死
生而齊得喪，求夫理之至是，行其心之所安，如是焉已矣。且即事理言
之，人無不以生為樂、死為哀者；然當夫百感交集，怫鬱憂煩之餘，亦
有以生憂為苦、速死為樂者。觀公於克復金陵後，每遇人事乖忤，鬱抑
無聊，不禁感慨繫之，輒謂生不如死，聞者頗怪其不情。
余比由陝甘、新疆移節兩江，亦覺案牘之勞形，酬接之紛擾，人心之不
同，時局之變易，輒有願得一當以畢餘生之說。匪惟喻諸同志，且預以
白諸朝廷。蓋凜乎晚節末路之難，謠諑之足損吾素節，實則神明重於形
68 清 ．陳士杰，〈 銅官感舊圖序 〉，第 1 冊，頁 518。
69 趙爾巽，《 清史稿 》第 41 冊，卷 447，頁 1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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軀，誠不欲以外而移其內，理固如是也。而論者不察，輒以公於章君不
祿其功，疑公之矯，不知公之一生死、齊得喪，蓋有明乎其先者，而事
功非所計也。論者乃以章君手援之功為最大，不言祿而祿弗及，亦奚當
焉？70

關於該篇序文，譚伯牛在《 湘軍崛起：近世湖南人的奮鬥史 》云，左宗棠
認為曾國藩真正要做的是一位「 盡忠捨己 」的聖人，因此對於那些「 以章
君手援之功為最大 」的誇大其詞，相當嗤之以鼻；左宗棠更針對李元度
「 以公於章君不祿其功，疑公之矯 」、
「 不言祿而祿弗及 」提出批判，認為
討論「 祿與不祿 」非君子該計量之事 。而左宗棠同時也認為，曾國藩死於
銅官與否，對於大局並無決定性的影響，因此「 章君援公 」並不足以構成
一件大事 。為什麼呢 ？因左宗棠對曾國藩一生的事業毫無敬意，曾國藩
的事功在左宗棠的眼裡不過是摽末之功 。71 譚伯牛論析精闢，然其文立基
於「 曾左失和 」的前提，涵蓋過多貶意，可再覃思 。
欲理解左宗棠文中真義，必先瞭解曾、左之關係 。左宗棠在科舉仕
途上是名失意文人 。自道光十二年（ 1832）中舉之後，屢試科考不第，
四十歲以後平步青雲，先後歷任巡撫、總督，乃至封侯拜相，其間轉變
之速，不無與曾國藩舉薦他「 襄辦軍務 」擔任湘軍要職有極大關係 。72 起
初，左宗棠輔佐張亮基與駱秉章，後來被捲入「 樊燮案 」，幸得胡林翼、
曾國藩與潘祖蔭相助，全身而退 。事後，左宗棠授命隨曾國藩治軍，由
是入幕 。73 擔任湘軍幕僚期間，左宗棠憑藉一身才學協助曾國藩出謀劃
策，以極為迅速之勢脫穎而出，成為湘軍中重要將領 。然曾、左二人個
性懸殊，時有爭執 。曾國藩個性嚴謹，處世圓融，卻不知變通；左宗棠
生性剛直，恃才傲物，直言無忌 。靖港之敗，左宗棠曾當面嘲笑曾國藩

70 清 ．左宗棠，〈 銅官感舊圖序 〉，第 1 冊，頁 521。
《 湘軍崛起：近世湖南人的奮鬥史》，頁 47-48。徐凌霄、徐一士《 曾胡譚薈》
71 譚伯牛，
（《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 》第 64 輯第 636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 36。
有言：「 蓋謂靖港之役，國藩投水，縱不獲救，大功亦可告成，即全局初不繫於國
藩一人之意 。」譚伯牛此言應是受到徐說之影響 。
72 王鍾翰校，《 清史列傳 》第 13 冊，卷 51，頁 4050。
73 趙爾巽，《 清史稿 》第 39 冊，卷 412，頁 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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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豬子」
（ 湖南話笨蛋之意）。74 而後兩人嘗因「 奪情事」、75 李元度失守徽
州、76 兩淮鹽釐稅 77 等事件發生摩擦 。至合圍金陵之戰，曾國藩力持堅守，
而左宗棠認為機不可失，宜速出兵，雙方意見相左 。左宗棠上奏朝廷，
提出己見，也毫不留情地批評了曾國藩的用兵方略 。78 克復金陵後，曾國
藩向朝廷奏報：「 城破後洪福瑱積薪自焚 」，79 左宗棠卻奏：「 偽幼主洪
填福於六月二十一日由東珼逃至廣德 」。80 曾、左意見之弊，遂發欺誣之
辱，曾國藩上奏反駁，81 左宗棠亦上奏回駁 。82 自此，兩人關係臨界冰點，
「 自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後，彼此不通書問」，83 在日後通往功成名
（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卷 4，頁 63-64。
74 李詳，《 藥裹慵談 》
75 咸豐七年（ 1857），曾國藩因父丁憂，不待朝廷回覆，便回籍治喪 。曾國藩「 報丁
父憂摺 」乃以「 情 」為據，以「 孝 」為先；而左宗棠則以「 理 」論爭，認為「 但謂匆
遽奔喪，不俟朝命，似非禮非義，不可不辯 。然既已戴星而歸，則已成事不說；既
不俟命而歸，豈復可不俟命而出 ？」清 ．曾國藩，《 曾國藩全集 》第 2 冊，咸豐七年
（ 1857）2 月奏稿，頁 212-214。清 ．左宗棠著，劉泱泱等校點，《 左宗棠全集 》第 10
冊（ 長沙：嶽麓書社，2009），咸豐七年（ 1857）3 月書信，頁 207-209。
76 關於曾國藩兩度彈劾李元度之事，左宗棠以為李元度有恩曾國藩，且徽州失守，與
曾國藩方略有關，故竭力為李元度開罪 。奏曰：「 性情肫篤，不避艱險 。厥後軍事
方殷，帶勇剿賊，轉戰江西、皖、浙之交，飽經憂患 。以軍事時有利鈍，兩被吏
議，私懷倍深慚憤，而報國之志未衰 。」又奏：「 至曾國藩初次參奏李元度，謂其負
曾國藩，負王有齡，此次代為乞恩，又謂昔年患難與共之人，惟李元度獨抱向隅之
感 。」清 ．左宗棠，《 左宗棠全集 》第 1 冊，同治元年（ 1862）4 月奏稿，頁 49、同治
三年（ 1864）10 月奏稿，頁 507。
77 同治元年（ 1862），長江糧道為太平軍所斷，曾國藩奏請調撥供應左軍的婺源、景德
鎮、河口等地釐稅，又試圖控制兩淮鹽釐，引發左宗棠的不滿：「 前讀大咨，以止
論轄地不論引地為言，而引鄂、湘之收淮釐證之，鄙懷竊有未喻 。……公督兩江，
又正值安慶、九洑洲先後克夏，江路大通之時，專兩淮之利，整頓固有鹺綱，收復
淮南引地以資軍食，鄂、湘何能與公爭 ？淮南向時暗透之私，今變而為官，何愁鹽
不足而銷不廣 ？乃以論轄境不論引地之說，先資鄂、湘話柄，何也 ？」清 ．左宗棠，
《 左宗棠全集 》第 10 冊，同治二年（ 1863）書信，頁 485。
78 清 ．左宗棠，《 左宗棠全集 》第 1 冊，同治二年（ 1863）12 月奏稿，頁 293-294。
79 清 ．曾國藩，《 曾國藩全集 》第 7 冊，同治三年（ 1864）6 月奏稿，頁 299。
80 清 ．左宗棠，《 左宗棠全集 》第 1 冊，同治三年（ 1864）7 月奏稿，頁 421。
81 清 ．曾國藩，《 曾國藩全集 》第 7 冊，同治三年（ 1864）7 月奏稿，頁 350。
82 清 ．左宗棠，《 左宗棠全集 》第 1 冊，同治三年（ 1864）9 月奏稿，頁 450-452。
（ 南 京：江 蘇 古 籍 出 版 社，
83 清 ．薛 福 成，〈 左 文 襄 公 晚 年 意 氣 〉，《 庸 盦 筆 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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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的道路上，更是日漸行遠 。
薛福成有謂左宗棠肅清陝甘及新疆之功，乃曾國藩助成之，然「 文
襄每接見部下諸將，必罵文正 。」又謂：「 庚辰辛巳（ 光緒六、七年，
1880-1881）間，文襄奉旨召入樞廷，文武官僚於中途進謁者，皆云左相
言語甚多 。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設施之績，及詆譏曾文正公而已，談次
不甚及他事 。」84 薛福成以才學受曾國藩激賞，延攬入幕 。自同治四年
（ 1865）佐幕，至曾逝世，前後歷時八年之久 。85 其大抵多為曾抱不平，雖
大致近情，然言辭似有過激，稍許失實 。左宗棠好自矜誇，喜人吹捧，
曾國藩素知其性，嘗語趙烈文：「 左季高喜出格恭維，凡人能屈體已甚
者，多蒙不次之賞，此中素叵測而又善受人欺如此 。」86 未存成見，評價
可謂中肯 。而曾國藩歿後，左宗棠予兒子孝威之書有謂：
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游情誼亦難恝然也。已致
賻四百金，輓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
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亦道實語。……至茲感傷不暇之
時，乃復負氣耶？「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久見章奏，非始毀今
譽。兒當知吾心也。……吾與侯有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競勢比。同時
纖儒妄生揣疑之詞，何直一哂耶？87

信中申明其與曾國藩之真情絕無城府 。所謂昔時之爭論，皆出於君子之
爭，是以駁斥「 同時纖儒妄生揣疑之詞 」、「 爭權競勢 」的妄度揣測與流
言蜚語 。其言詞懇摯，深情若揭，固時可見 。88
2000），卷 2，頁 15 上 。
84 清 ．薛福成，〈 左文襄公晚年意氣 〉，《 庸盦筆記 》，卷 2，頁 15 下 。
（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 191。
85 王爾敏，《 近代經世小儒 》
（《 續修四庫全書 》第 56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86 清 ．趙烈文，《 能靜居日記 》
1998），同治六年（ 1867）5 月，頁 370。
87 清 ．左宗棠，《 左宗棠全集 》第 13 冊，同治十一年（ 1872）4 月家書，頁 147-148。
88 然筆者搜羅時人對於左宗棠該幅輓聯之評價，呈現褒貶不一情形 。陳其元借宋代韓
琦與富弼交惡不赴弔唁，反觀左宗棠尚且聊致慰唁之忱，足以見賢相善 。歐陽兆熊
與薛福成皆曾為曾國藩幕僚，歐陽兆熊與左宗棠往來相善，其評以「 豈其悔心之萌
有不覺流露者歟 」為斷語，不置褒貶，言詞中立；而薛福成嗤其「 善於斡旋 」，極其
貶抑 。輓聯與壽聯本質即有應酬性質，但輓聯不似壽聯須顧及生者的顏面與人情，
較能流露真情 。筆者以為，左宗棠在面對這位故友之死，言詞裡流露其赤誠之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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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七年（ 1881）左宗棠出任兩江總督時，章壽麟嘗入左幕下，宰儀
徵鹽場 。89 此篇序文乃光緒九年（ 1883）左宗棠七十二歲所作，文中不見隻
字為章氏沉浮牧令而傷，而是對曾國藩之功業、榮辱、操持，以及兩人
關係的反觀重省 。文中大旨從精神與肉體為辯，揭示曾國藩大義凜然、
重公利而輕私欲的氣節 。認為其重乃「 神明重於形軀 」，所憂乃「 晚節
（ 神明 ）末路之難 」，非貪求肉體（ 形軀 ）之長存 。雖無正面肯定曾國藩之
事功，甚至毫不諱言「 余與公交有年，晚以議論時事，兩相不合 」，但對
於曾國藩為國盡忠的道德評騭，實乃喻褒於貶 。尤其將曾國藩跳水自盡
詮釋為行義大節、生死置之事外，更是褒譽之甚 。為什麼呢 ？因為倘若
曾國藩秉持大義凜然、捨身取義的精神，為何不選擇戰死沙場或如李光
弼、韓世忠兵敗被俘就義之決心 ？當日之時，前赴將士紛紛落水陣亡，
戰況慘烈，未及全軍覆亡，而曾國藩一意只為顧全個人顏面投江自盡，
無論是否出於羞愧以死謝罪，以死卸責，乃對下屬不忠不義，又豈可與
古今豪傑「 置生死於度外 」相提並論 ？
左宗棠更進一步說：「 且即事理言之，人無不以生為樂、死為哀
者；然當夫百感交集，怫鬱憂煩之餘，亦有以生憂為苦、速死為樂者 。」
認為曾國藩當時選擇投河自盡以求速死之心，不應從一般人「 以生為
樂、死為哀」的角度來看待 。為什麼呢 ？因為倘若曾國藩重視名節大於生
死，那麼，章壽麟援救曾國藩之事，表面上看似是解救曾的性命，而實
曾、左決裂後，左宗棠西征期間，曾國藩仍盡其所能提供軍籌餉，並推薦湘營幹將
劉松山助其功業 。左宗棠由一介布衣到封侯拜相，乃由於曾國藩拔擢賞識，於此，
豈無絲毫感恩之情 ？又，觀其寄予兒子之書信，所謂「 亦道實語 」，難道是應酬作
秀 ？曾國藩么女曾紀芬曾說左宗棠心慈重情，光緒八年（ 1882），左宗棠委任她的丈
夫聶緝槼為上海製造局會辦，乃當年最肥闊之差使 。凡此種種，筆者認為若以「 曾
左失和 」片面論斷左宗棠詩文的真誠性將失之客觀 。清 ．陳其元，《 庸閒齋筆記 》，
（《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第 1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4，頁 96-97。清 ．歐
陽兆熊，
〈 曾文正與左相氣度〉，
《 水窗春囈》
（《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第 5 冊），卷上，
頁 7。清 ．薛福成，〈 曾文正公輓聯 〉、〈 左文襄公晚年意氣 〉，《 庸盦筆記 》，卷
2，頁 15 下、卷 3，頁 18 下 。曾紀芬口述，瞿宣穎筆錄，
《 崇德老人自訂年譜 》
（《 北
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 》第 182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民國二十二年
（ 1933）鉛印本影印，1999），頁 13 下 。
89 清 ．王闓運，〈 清故資政大夫蘇州補用知府章君墓誌銘 〉，頁 9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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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卻是扼殺曾的名節與大義 。是以沿此思路思考，便得以理解為何日
後曾國藩未予章壽麟優渥的酬庸與待遇，而左宗棠又為何會針對援救曾
國藩一事的重要與否，以及李元度「 不言祿而祿弗及 」的說法予以批評 。
左宗棠撰此序文前，其以戡定西北立下大功，奉命入京，入值軍
機 。曾不逾年，因與樞臣議事相左，不能融洽，「 有所建白，為同僚所
泥，多中輟 」，90 自光緒七年（ 1881）7 月以後，屢次奏請病假，甚至奏請
開缺 。是年 9 月，朝廷授命外任兩江總督，離開中樞要職 。91 此後又因中
法因越南之事局勢緊張，左宗棠欲再次效命疆場 。其赤誠忠心，反遭疑
忌，暮年怫鬱，多所感慨 。出任兩江時，嘗致郭嵩燾書云：
案牘勞形，實所難堪。山鳥自愛其羽毛，晚節如有疏誤，悔將何及，何
能婆娑以俟，供人刻畫乎？92

是以其心所感「 晚節末路之難，謠諑之足損吾素節 」，發為「 神明重於形
軀 」之喟嘆，多有自傷失意之意 。由己觀彼，更能體會曾國藩「 每遇人事
乖忤，鬱抑無聊，不禁感慨繫之 」之心情 。
從另一角度觀之，左宗棠可謂曾國藩的政治知音 。徐凌霄、徐一士
云：
宗棠雖不免悻悻爭名，而所論亦有中肯處。如謂國藩起初之軍，閱歷
少，往往為敵所乘，時形困躓。以國藩不變平生所守，用能成功，固道
實也。後幅生死之論，感慨激楚，想見此老晚年孤憤之態。國藩晚境怫
抑（辦理天津教案，見摒清議，精神上所受痛苦最深），致損天年，衷
懷蓋實有不能喻諸人人者。若宗棠似差勝矣……93
90 清 ．徐珂，《 清稗類鈔 》第 7 冊（ 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3358。
91 李恩涵〈 左宗棠與清季政局 〉對於左宗棠由入值軍機到外放兩江總督的緣由有深入
的分析 。左宗棠因個性剛正爽直，擬議常與恭親王、李鴻藻、李鴻章等朝中其他大
臣利益相衝突，加之本身好自我吹噓，而對於恭謹虛偽之朝臣表示輕視，又不諳官
場禮儀，故常為人指摘 。是以，軍機處、總理衙門、兵部的同官與下屬，皆深惡左
氏 。凡此各種因素，致使左氏難以立足軍機處，反被排擠出來 。李恩涵，《 近代中
國外交史事新研 》
（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頁 106-149。
92 清 ．左宗棠，〈 與郭筠仙侍郎 〉，《 左宗棠全集 》第 12 冊，光緒八年（ 1882）書信，
頁 703。
（《 中國近代史料叢刊 》第 64 輯第 639 冊 ），頁
93 徐凌霄、徐一士，《 凌霄一士隨筆 》
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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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晚年辦理天津教案，為求和局，對外屈辱妥協，「 津民不知此義，
遂以怨崇厚者怨公 」，94 甚而引起奕譞等部分統治階級人士的不滿，以其
辦理失宜，致使外國益肆猖獗，奏請「 驅夷人之大局」。95 而曾國藩在致廖
壽豐、廖壽恆書云：「 外慚請議，內負神明，萃九族之鐵，不能鑄此一
錯」，
「 吾輩身在局中，豈真願酷虐吾民以快敵人之欲 ？」96 表明自己難以
為求全局的處境 。是以，當左宗棠以「 謠諑之足損吾素節 」睇觀曾國藩
「 感慨繫之 」、
「 輒謂生不如死 」之感，更能體會其中的精神之苦而愈見相
惜 。如果說，左宗棠撰此序文之目的，是為了批駁歷來論者「 以章君手援
之功為最大，不言祿而祿弗及」之說，不如說他也輾轉藉由曾國藩這位昔
時戰友，傳達自我宦途的坎坷及其暮年抑塞、晚節末路之難的隱衷 。

五、寓託「介子」的賦圖題詠
章壽麟過世之後，「 銅官感舊圖 」的題詠活動並未中止，其子肩負廣
為宣傳、屬題賦詠之責，繼續在自己的社交網絡中延續這場文學盛筵 。
眾題詠者裡，吳汝綸的題詠別有見地，兼議李、左之說 。其於光緒十七
年（ 1891）嘗撰文揄揚曾公之為人乃「 非一世之人，千載不常遇之人 」，
並批評李元度「 謂使文正公顯擢章君，是深德君援己，而死國為偽 」的
說法，嗤其為「 妄者」、「 兒童之見」。97 而後，繼復改定，別為一文，於
民國十六年（ 1927）由其子吳闓生謄錄 。該文批評李元度謂曾公聞捷音而
笑曰死生有命之說，認為「 文正公生平趣舍，一不以利鈍順逆攖心，其
治軍不以一勝負為憂喜 。」文中亦批評左宗棠「 靖港守虛寨之賊非多 」為
妄，認為其與曾公量較長短，每多貶抑，因此意在譏諷曾公之無謀 。98 吳

（《 三十三種清代人物傳記資料匯編 》第 32 冊 ），卷 1，頁
94 朱孔彰，《 中興將帥列傳 》
9 下 -10 上 。
95 清 ．寶鋆等編，《 籌辦夷務始末 》第 8 冊（ 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79，同治九
年（ 1869）11 月，頁 3204。
96 清 ．曾國藩，《 曾國藩全集 》第 31 冊，同治九年（ 1869）8 月書信，頁 333。
97 清 ．吳汝綸，〈 銅官感舊圖記 〉，第 2 冊，頁 533。
98 同上註，第 7 冊，頁 71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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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綸乃同治三年（ 1864）以後，為曾國藩賞識延聘入幕 。其文對曾推崇過
甚，似非人之常情，指摘多含有個人私情 。
而在後人題詠群體裡，由窮達得失的脈絡中，論究功名、感其浮沉
者，仍不在少數，如李子榮：
「 浮雲白衣變蒼狗，遑惜金印不繫肘 。」99 宋
伯魯：「 同時流輩多赫煊，獨向皖江飲江水 。」100 文廷式：「 感舊銅官事久
如，卅年薄宦意蕭疏 。」101 等，都是其中例子 。有一部分的文人雖感其不
遇，終以功不受賞的道德標準推究章壽麟的創作心跡，如王樹楠：「 功高
弗見酬，一官老江糜 。施者不望報，報者詎為私 。」102 樊增祥：「 乃知大
功不賞，大恩不報，而賞之報之者，固不在人而在天也 。何樂而不為君
子哉 。」103 徐行恭：「 功成身不居，策杖睹康濟 。家邦榮隆受施，兩賢契
真諦 。」104 等，皆與梁肇煌有相同的結論 。更有些文人將兩人引為患難知
己，如費念慈：「 獨有平生知己淚，休將恩怨漫相疑 。」105 吳郁生：「 崎嶇
患難憑肝膽，此義由來照古今 。」106 楊毓瓚：「 文章勳業皆千古，朋友君
臣共寸心 。」107 等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該題詠群體裡，有許多人喜
歡援引介之推的典故評價此事 。
自李元度首先提出「 不言祿，祿亦弗及 」的觀看角度之後，其後題詠
者便逐漸朝向一脈的創作傾向──寓藉介之推「 不言祿 」的典故，推許章
壽麟不計窮達的高尚節操 。
「 不言祿，祿亦弗及」語出《 左傳》僖公二十四
年：「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推曰：『 獻公之子九
人，唯君在矣 。惠、懷無親，外內棄之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 。主晉祀
者，非君而誰 ？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 ？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 ？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
99 清 ．李子榮，〈 題銅官感舊圖 〉，第 3 冊，頁 587。
100 清 ．宋伯魯，〈 題銅官感舊圖 〉，第 3 冊，頁 591。
101 清 ．文廷式，〈 題銅官感舊圖 〉，第 3 冊，頁 622。
102 王樹楠，〈 題銅官感舊圖 〉，第 5 冊，頁 654-655。
103 樊增祥，〈 跋銅官感舊圖 〉，第 5 冊，頁 678。
104 徐行恭，〈 題銅官感舊圖 〉，第 8 冊，頁 736。
105 清 ．費念慈，〈 題銅官感舊圖 〉，第 3 冊，頁 614。
106 清 ．吳郁生，〈 題銅官感舊圖 〉，第 3 冊，頁 615。
107 楊毓瓚，〈 題銅官感舊圖 〉，第 5 冊，頁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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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與處矣 。』」108《 左傳 》原意在彰顯介之推高尚廉潔的品德，而李元度借
此典故之目的，是為了反諷曾國藩的薄情忘義 。介之推鄙薄那些自以為
大功於君、圖謀封賞之輩，並且對於君王橫恩濫賞、上賞其奸，近乎上
下交相賊的行徑不予苟合，因此選擇做一生的君子，不求言賞，退隱綿
上。
後人詮解章壽麟援溺曾國藩卻不求封賞之舉，與介之推不言祿利等
量齊觀，推論二人有同等心跡 。如下詩作所見：
自是於公隱德多，綿山不賦五蛇歌。東流無限銅官水，士義臣忠兩不
磨。（光緒十一年（1885），鹿傳霖）109
死生呼吸間，能以只手持。此為天下援，非為一人私。介推祿不及，
魯連賞且辭。區區論施報，達人寧不嗤。（民國十五年（1926），周貞
亮）110
湘鄉手斡乾與坤，手援公者伊何人。山中介推弗及祿，樹下馮異唯主
臣。……湘鄉不言君亦默，於此兩見純臣心。（夏仁虎）111
章公燭先幾，援手脫鯢鯨。……不然循溝瀆，一蹶無功名。介推不言
祿，頗用疑恒情。雖則祿不及，圖史有餘榮。（夏敬觀）112

近代學者張丹、蔣波在論及介子推封賞的問題云：「 無論從當時晉國內
外的實際情況、文獻記載的後來晉文公對介子推急切尋找的史料來看，
還是從晉文公本人的品性及他人的評價來推測，晉文公不是不封賞介子
推，而是沒來得及封賞 。」113 證明晉文公非忘恩負義之人 。而諸詩援引
介之推的典故，說明章、介二人都曾經與君主共度患難乃至功成不言厚
祿，雖是異代不同時，卻有心跡相仿之氣節 。對比當時隨同流亡等輩之
顯達，或有窮達沉浮、榮祿不及之時命懸異，然而根深於中國士人思想

（《 十三經注疏 》本第 6
108 周 ．左丘明著，晉 ．杜預注，唐 ．孔穎達正義，《 春秋左傳 》
冊 ），卷 15，頁 17 上 - 下 。同見漢 ．司馬遷著，宋 ．裴駰集解，唐 ．司馬貞索隱，
唐 ．張守節正義，〈 晉世家 〉，《 史記 》第 5 冊（ 北京：中華書局，2014），卷 39，頁
2006。
109 清 ．鹿傳霖，〈 敬題銅官感舊圖 〉，第 3 冊，頁 635。
110 周貞亮，〈 題銅官感舊圖 〉，第 6 冊，頁 702。
111 夏仁虎，〈 題銅官感舊圖 〉，第 8 冊，頁 731。
112 夏敬觀，〈 題銅官感舊圖 〉，第 8 冊，頁 732。
113 張丹、蔣波，〈 介子推封賞問題新論 〉，《 晉中學院學報 》32.5(2015.10):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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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淡泊修身 」的儒家精神，仍是評騭一個人有德與否的指標 。因此，論
議「 施報 」與「 祿利 」為士人所不齒，晉文公未及封賞並非品評的重點，
唯有「 士義臣忠 」、「 兩見純臣心 」的君臣關係，方為世人眼中的君子之
交。
不過在此需指出的是，介之推自始至終都未受封行賞，而章壽麟則
得知州之職，由此可見，章壽麟非不願受官晉爵，而是為等待其主的賞
識拔擢 。因此，有部分人士認為兩者不應相提並論，如林紓：「 議者擬之
介子推，余曰：非也 。」114 瞿鴻禨：
「 同澤紛節旄，數奇守退讓 。綿田不言
祿，論擬恐未當 。」115 汪榮寶：「 往哲視民不恌，而議者猥以宣子非夫之
見，謬測介推不言之志，私怪墨翟存宋之功，竊疑徐生曲突之賞，是於
知言，不亦遠乎 ？」116 既是如此，為什麼諸多題詠者仍要借用介之推的典
故詮釋之 ？
古人論述「 士 」與「 君子 」之要求，每以喜歡藉由「 以德觀人 」的方
式作為衡量一個人立身處世的準則 。孔子認為君子與小人之別在於：「 君
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117 又說：「 君子謀道不謀食 。耕也，餒在其中
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君子憂道不憂貧 。」118 比起外在的名利富貴，君
子更重視的是內在自我的品德修養 。孟子發揮孔子的思想，提出：「 古之
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 。窮者獨善其身，達者兼善
天下 。」119 孟子將「 君子 」推演至「 古人 」
（「 士人 」）的範疇裡，提倡「 修
身養德 」乃身為一名士人理應具備的基本條件；這種蘊藏於「 獨善其身 」
的「 不矜名節 」思想，即是「 修身養德 」立基之下「 不求聞達 」的道德標
準 。三國時，諸葛亮曾以「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120 作為
114 清 ．林紓，〈 銅官感舊圖記 〉，第 2 冊，頁 541。
115 瞿鴻禨，〈 題銅官感舊圖 〉，第 7 冊，頁 718。
116 清 ．汪榮寶，〈 題銅官感舊圖 〉，第 2 冊，頁 552。
（《 十三經注
117 春秋 ．孔子口述，魏 ．何晏集解，宋 ．邢昺疏，〈 里仁 〉，《 論語注疏 》
疏 》本第 8 冊 ），卷 4，頁 4 下 。
118 同上註，〈 衛靈公 〉，卷 15，頁 8 下 -9 上 。
〈 盡心上 〉，
《 孟子注疏 》
（《 十三經注疏 》
119 戰國 ．孟子著，漢 ．趙岐注，宋 ．孫奭疏，
本第 8 冊 ），卷 13 上，頁 6 下 。
《 諸葛亮集校注》
（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20 三國 ．諸葛亮著，張連科、管淑珍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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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誡其子的立身之言 。至宋明時期，理學家繼承孔孟儒學發展出「 存理去
欲 」、「 存心去欲 」的思想理論，無非亦是標舉士人「 欲寡則心自誠 」、121
「 澄思寡欲」122 的人格修養 。清代陸隴其以風俗教化角度切入，提出：
「維
持乎風俗，使之淳而不澆、樸而不侈者，則惟視乎上之政教何如耳」123 的
經世思想，亦強調了淡泊守節的重要性 。
余英時《 士與中國文化 》總結古人對士人的要求說：「 中國知識階層
剛剛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時候，孔子便已努力給它貫注一種理想主義的
精神，要求它的每一個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個體的和群體的
利害得失，而發展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 。」124 儒家思想重視國之大利勝
於個人私利，將個人欲望退至最後 。介之推功不得賞涉及封建綱常君臣
倫理之關係，隱含了孔門「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的處世哲學，象徵
著士人階層的道德操守，境遇易與諸子產生內在的共鳴，因此，當諸士
選擇以介之推「 不言祿 」的典故闡釋章壽麟「 盡臣節 」、「 謙退志 」與「 不
忘報」的繪圖意義，也正代表著儒家思想之下的士人對道德修養的自我要
求與期許 。
章壽麟宰儀徵鹽場時，商患傭價昂貴，嘗以「 醵金巨萬 」，厚賄於
君，然君笑卻之 。125 是以可見，章壽麟非貪圖名利之人 。然而，由於嘉道
以降振興而起的經世思想，已深化著知識分子懷抱「 以天下為己任 」的
濟世之心，章壽麟與多數士人一樣，期望能藉此一展抱負 。但儘管士人
以通經致用作為讀書治學的目標與抱負，在面對晚清吏治腐敗的政治現
實，糾結於得失之間的拉扯，不得不將滿腔抱負化為時不我與的自我寬
慰，藉著「 介子 」式悲嘆相通感應的內在聯繫，寄託君子固窮、懷才見棄
的身世之感 。如題詠所見：

2008），卷 1，頁 109。
（ 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卷 2 上，頁 18。
121 宋 ．程顥、程頤，《 二程全書 》
（ 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 3，頁 760。
122 明 ．王廷相，〈 作聖篇 〉，《 王廷相集 》
《 陸稼書先生文集 》
（《 叢書集成新編 》第 76 冊，臺北：新文
123 清 ．陸隴其，〈 風俗 〉，
豐出版公司，1985），卷 2，頁 47。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 35。
124 余英時，《 士與中國文化 》
125 清 ．王闓運，〈 清故資政大夫蘇州補用知府章君墓誌銘 〉，頁 9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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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落寞吾徒惜，送人作郡何紛紛。眼看高牙到廝養，不肯言功詎言
賞。勞多論薄安足云，未直晴雲點秋爽。卻憶從亡十九年，之推空自欲
華顛。至今綿上芳蕪碧，寒食傷心與禁烟。（光緒17年（1891），何承
道）126
百輩兜鍪胙土，只焚山介子，高謝時流。笑參軍衰鬢，日暮看吳鉤。覓
沙邊、斷戈沉戟，問當時、健者幾人留。西風裡，滄波重權、一葉扁
舟。（宣統元年（1909），羅惇曧〈八聲甘州〉下闋）127
遺則彭咸為效忠，相從介子敢言功。監州符竹通侯印，六十年來夢影
中。（周樹模）128

介之推隱居之後，從者嘗書〈 龍蛇歌 〉懸於宮門，是為傳達介之推從亡有
功，卻終究一官落寞獨不見賞的幽怨悲傷 。洪良品「 介山枉賦龍蛇歌，追
慨從亡究何益」，表面上雖有論究無益、施報毋論之意，言詞裡卻流露著
無盡的枉然與惆悵 。據近代學者指出，晉文公絕非忘記封賞介子推，而
癥結點乃涉及介之推之地位與功勞大小、權力分配的問題 。129 換句話說，
介之推只是晉文公的微臣，地位不及先軫、子犯，遲獲封賞似是合乎情
理 。章壽麟僅得州牧一職，其因應是功勞不及左宗棠、陳士杰與李元度
等人 。然章壽麟之事反映出古往今來失意文人的共同境遇，以致士人不
斷反覆藉由「 空自欲華顛 」、「 笑參軍衰鬢，日暮看吳鉤 」言其自我的老
大徒傷悲，既是為了感嘆「 六十年來夢影中 」的虛度歲月，亦是面對自我
沉抑下僚的無奈與自嘲 。修身固然是身為一個知識分子「 發於內形於外 」
的內在美德，然而將之才學修養施展於世，以達「 治平天下 」的抱負，終
將才是士人真正完成自我的最終理想 。
放眼晚清，因亂世憂危而繼起的經世意識，主導著此一時期的學術
風氣，要求士人走出乾嘉時期鑽研考據的餖飣之學，轉而走向投身關懷
政治與社會的實政之學 。然滿清科舉管道狹隘，弊端叢生，真才未必得
選，失意之士佔絕大多數 。在此仕途困境中，曾國藩的幕府提供文人另
一個經世致用、匡濟天下的去處 。當知識分子胸懷大志投筆從戎、入幕
126 清 ．何承道，〈 敬題銅官感舊圖 〉，第 3 冊，頁 582-583。
127 清 ．羅惇曧，〈 八聲甘州 ．奉題銅官感舊圖 〉，第 4 冊，頁 649。
128 周樹模，〈 題銅官感舊圖 〉，第 7 冊，頁 722。
129 林慶揚，〈 論晉文公之從亡人士 〉，《 文與哲 》8(2006.6): 1-52。劉杰，〈 先秦兩漢介
子推故事的演變 〉，《 晉中學院學報 》26.1(2009.2): 1-5。

漢學研究第 36 卷第 1 期

234

投效，期待成就一番大事，最終仍需面臨現實的殘酷，僅得沉浮下僚，
故此豈不憾恨失落 ？縱然儒家教導知識分子「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
其道」，130 甚至將介之推「 割股食君」、「 不言祿」視為傳統的君子美德大
力宣揚，但在經世致用與謙退自守的糾結之間，真正橫亙於晚清士人著
作裡的無非多是「 儒冠多誤身 」的壯志難酬 。更確切的說，修身是知識分
子「 內聖 」道德的理想境界，而讀書治學終需仰賴「 外王 」經世致用、治
平天下以實踐自我 。

六、結

論

「 銅官感舊圖 」反映晚清日暮夕危中，知識分子經世治國之思與不遇
於時的落寞失意 。章壽麟〈 自記 〉褒揚了曾國藩的才智與大義，兼及抒發
對自我沉浮下僚的憂傷與懸解 。梁肇煌從中讀出章壽麟「 若自忘其勞，人
亦遂忘之」的命意動機，故而闡釋曾、章主從間之關係，以為曾國藩用意
在於「 殆欲老其材以為他日用 」，而章壽麟則展現「 不與人爭進取 」的淡
泊氣度 。評題雖可見「 知音 」相推許的君子之交，然意中不無陷入文人有
志於世「 得志與否 」的觀看視角 。
張晨《 中國詩畫與中國文化 》表示：「 接受美學認為，讀者在接受
過程中並不僅僅是被動地接受，同時還在主動地創造 。」131 讀者往往所見
不僅止於圖畫本身，而是圖畫與自身之間的關係 。同時儕輩之中，李元
度、王闓運、陳士杰與鄧輔綸的題詠皆傷其浮沉，然陳士杰與鄧輔綸評
議，傷婉屈曲卻未加短毀，展現身為下屬之忠貞道義 。李元度因仕途坎
蹇與曾國藩之間的恩怨，又加以念及與章壽麟的幕友情義，故其文隱咎
曾之寡恩，而為章氏抱不平之鳴 。王闓運始終未得曾國藩重用，多次獻
策，均未被採納，後辭歸講學，故其題詠帶有自我偃蹇之況味 。左宗棠
雖位居高位，然暮年怫鬱，不為樞臣所容，故其序文在駁斥李元度「 不
言祿，祿亦弗及」之說，而肯定曾國藩忠貞為國之時，亦兼投射自我晚境

130 喻長霖，〈 題銅官感舊圖 〉，第 5 冊，頁 656。
（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頁 173。
131 張晨，《 中國詩畫與中國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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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寥落 。可見，左氏最終仍難擺脫仕宦浮沉之感傷 。其後，吳汝綸嘗撰
文批評李、左之說，以為二人俱指摘曾國藩胸無智謀 。論中嗤李短見愚
陋，猶小兒之見，亦以左氏存懷論較之心，故言多貶抑 。吳汝綸乃曾國
藩晚年幕僚，其評多抱持偏頗與私心，有推崇故主、訾咎李左之意 。
圖像原著雖已隨章壽麟亡歿而佚失，然題詠之盛況卻由於其子的交
際網絡而大幅開展，橫跨民國 。該題詠群體與章壽麟素不相識者，以個
人的詮釋視角為圖像填上新的意義，其中最明顯的現象是藉由介之推的
典故渲染其意 。「 不言祿 」的高潔品德深化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試圖將
不得於時的感慨化為謙退自守的道德節操，消弭難以完成「 治平天下 」的
實踐歷程 。但另一方面，因之晚清世風澆薄、吏治腐敗振興而起的「 經
世思潮 」卻糾結於士人心中，故而產生另一批「 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
能自言之情 」的評題賦詠 。戈德曼（ L. Goldmann）有言：「 作品世界的結
構乃是與特定社會群體的心理原素結構相通 。」132 種種畏懼依附、守志用
世、自命清高與不平哀鳴，無非都是政治權力下的眾生共相 。昔人功過
是非流轉於歷史長河，未必終能得到一致的定位，一如有些學者認為曾
國藩是晚清功臣，而有些學者認為其乃歷史罪臣 。對於多數士人而言，
或許圖像賦予自身之真義，是為投映自我、感遇懷才不遇的天涯淪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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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ting an Unsuccessful Official Career:
Poetry Dedicated to Tongguan Ganjiu Tu and Zhang
Shoulin’s Vicissitudes as a Late Qing Official
Ke Bing-fang*

Abstract
At the age of 44, ZhangShoulin 章壽麟 painted Tongguan ganjiu tu
(銅官感舊圖 Nostalgia for Tongguanshan), which recalled his first battle
he fought alongside Zeng Guofan 曾國藩 at Jinggang 靖港. The painting’
s
value mainly lies in its evoc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it
not only portends the decline of the Qing dynasty, but also casts light on the
unspoken dejection of its unsuccessful officials. Zhang had an unremarkable
official career, and is known only for his Tongguan ganjiu tu. Most scholarly
discussion on the creation of this painting revolves around Zeng’
s place in
history, exploring his relations to other important coevals; relatively scant
scholarship uses the artist and his painting themselves as a departure point
for a conceptual exploration of the work. Poetry dedicated to paintings aimed
to supplement the qualities of the work, recount the poet’
s life experience,
or embody the original spirit of the painting.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ongguan ganjiu tu, first by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Zhang Shoulin and the poets who dedicated poems to his painting, thereby
clarifying how those poets viewed this painting. Second, it collates these
poems and assesses their significance for, and thus their influence upon, later
generations. This accomplishes two objectives: it identifies the original (the
creator’
s) concept for the painting Tongguan ganjiu tu, and reveals the po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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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ewers’) real motives for dedicating poems to this painting.133
Keywords: Tongguan ganjiu tu 銅官感舊圖, Zhang Shoulin 章壽麟, Zeng
Guofan 曾國藩, intellectuals

*

Ke Bing-fang is lecturer and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