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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楊柳 一枕清霜
大觀樓長聯趣聞

▓柯博文

古今名聯不勝枚舉，尤其歷史建築

上的對聯，佳構極多，但均無出滇池大

觀樓長聯之右者，兩百多年來，墨客騷

人提起這幅長聯，均讚不絕口，譽之為

天下第一。

這幅長聯出自布衣文人孫髯公之

手，因其名氣大，也就招惹是非，然於

今觀之，所謂是非者，皆是趣聞而已。

大觀樓長聯全文長達180字，層次分

明，由景論史，一喜一嘆，淺顯典雅，

氣勢恢弘，可謂前無古人，後亦難有來

者，說他是天下第一，亦非過褒。

咒蛟台隱高士，大觀樓得名聯

大觀樓位於昆明滇池北岸，始建於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是一座中國

傳統的木造三層樓閣，隔水可與太華山

相望，風光明媚，為旅遊勝地。

咸豐七年（1857）該樓不幸毀於洪

楊兵燮，同治五年（1866年）重建，不

久又遭水患毀損，光緒九年（1883），

由雲貴總督岑毓英再次修復，乃成今日

規模。

髯公身分惜無正史可考，確知他

原籍陝西三原縣，是髯翁于右任的老鄉

長。民間相傳他出生於清康熙二十四年

（1685），又有一說是康熙三十九年生

人，晚了十五年，於今難考，但可確

知他死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可謂

長壽。另一確知的是他字或號是「髯

公」，至於有人說他單名髯、號碩庵，

筆者以為穿鑿附會的可能性較大。

他自幼隨父宦遊雲南乃定居昆明，

當時入科場考試，需遭吏隸搜身，髯公

認為「以盜賊待士，有辱斯文」，遂不

屑赴闈，也因此雖其文采極佳，卻從未

做官，正史竟無紀載，以致有姓有號而

名不顯。

民間傳說髯公一生坎坷，生一女，

嫁給彌勒縣一販馬商人，經常南北貿

遷，他中年喪妻後，即寄居于昆明圓通

寺「咒蛟台」，以占卜維生。

乾隆三十年（1764年），髯公八十

歲（或六十五歲），登臨大觀樓時，有

感而發，隨而寫下這名垂千古的長聯，

並由名士陸樹堂書寫，刊刻懸掛於進門

處，大觀樓乃以長聯而為名樓。光緒

十四年（1888）雲南名書法家趙藩，又

以楷書重寫髯翁長聯，以藍底金字，崁

刻懸掛於樓前，益增名樓輝煌。目前原

刻已妥存於當地文物館，懸掛原處者為

1999年紫銅複製品，以保持藍底金字風

格。

長聯一百八十字，無一字是贅語

這 長 聯 的 上 聯 （ 正 稱 為 「 上

批」），九十字，曰：「五百里滇池奔

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芒芒空闊無邊。

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

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

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

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孤負四圍

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

柳。」非常典雅而忠實的描繪出滇池地

勢與風光。「東驤神駿」指東方的金馬

山，「西翥靈儀」指西邊的碧雞山，

「北走蜿蜒」指北面的蛇山，「南翔縞

素」指南端的鶴山。

下聯曰：「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

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

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

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盡珠簾

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

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鍾，半

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更是

用掌故道盡雲南的歷史滄桑。「漢習樓

船」指漢武帝為開疆西南而挖昆明湖操

練水軍，「唐標鐵柱」說唐中宗派兵收

復洱海乃立鐵柱記功，「宋揮玉斧」講

宋太祖玉斧畫江令兵止大渡河，「元跨

革囊」談元世祖率軍跨革囊渡金沙江後

平定雲南。

上聯以「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開

頭，「三春楊柳」作結，寫景以喜；以

喜襯實，能「披襟岸幘，喜芒芒空闊無

邊」。下聯以「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

▲滇池大觀樓西伯利亞海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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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頭，「一枕清霜」作結，論史以嘆；

以嘆無常，乃「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

誰在」，景實情真，毫不做作，全聯

一百八十字，沒有一字是累贅。

讀來平易有味，讀後餘韻無窮

這首長聯氣勢之恢弘，兩百多年來

譽為「天下第一長聯 」，絕非浪得虛

名，其可貴處並不在長，而在於言之有

物，文雖長但不贅，字雖多卻出色。清

人歐陽兆熊《水窗春囈》說「楹聯至百

餘字，即多累墜，極難出色」，可謂對

長聯之定評，孫髯翁卻顯然跳出歐陽兆

熊所畫的圈圈，不僅讀來平易有味，讀

後餘韻無窮。

其他長聯雖有字數更多者，如清朝

潘炳烈，仿孫髯公大觀樓聯所寫《黃鶴

樓長聯》，長達350字，對仗雖工整，遣

詞亦典雅，但無趣味。

湖廣總督張之洞寫的《君山湘妃

祠聯》，就更長了，全文四百字，描繪

屈原，上聯中「歎當日靳尚何奸，張儀

何詐，懷王何暗，宋玉何悲，賈生何太

息」的五個「何」，對下聯中「憶此祠

神堯阿父，傲朱阿兄，監明阿弟，宵燭

阿女，敤首阿小姑」的五個「阿」，晚

清文壇譽之為絕唱。但文辭拗口，雖借

古諷今，但張之洞身為封疆大員，綜論

世事，難免礙手礙腳，讀來當然不如大

觀樓長聯痛快。

孫髯翁很長壽，逝於乾隆三十九

年正月初九日，享壽九十歲（或七十五

歲），葬於他女婿的老家彌勒。他去世

前，過了幾年好日子，因為他女婿家鄉

有一位家道穎實的仕紳，姓苗叫雨亭，

器重他的才華，接他到家中安養，死後

就葬在彌勒的苗家祖塋。

名震天下，謗亦隨之

道光六年（1826），孫髯翁去世後

五十二年，阮元擔任雲貴總督，大觀樓

長聯已名震天下，也因名氣太大，而讓

阮元這位持才傲物的經學大師頗不服

氣，憑添若干風波。真正是名震天下，

謗亦隨之。

阮元字伯元，江蘇人，號芸臺，喜

食水煙，所以不喜歡他的人，背後就叫

他「阮煙袋」；「芸臺」和「煙袋」還

有點諧音。

阮 元 生 於 清 乾 隆 二 十 九 年

（1764），以文才出名。相傳他在翰林

院參加例行的「翰詹大考」時，自視不

凡的乾隆皇帝，竟器重他的才華，給了

他一等一名，乃成為「天子門生」，自

然宦途得意，扶搖直上。

「翰詹大考」向來考一策一詩，均

由皇帝親自命題。做完策論後，要作詩

時，乾隆別出心裁，出了個當時算是極

其新鮮古怪的題目。

在「翰詹大考」前，乾隆自西洋

傳教士那裡新得一付眼鏡，於是他就以

《眼鏡》為題，而且限押「他」字韻。

這個詩題毫無成典可用，而「他」字又

是險韻，能夠完稿繳卷就頗不容易，要

想做得好，實在極難。

阮元讀書夠多，才氣縱橫，詩中

說：「四目何須此，重瞳不用他」，

大得乾隆歡心。古傳「堯四目，舜重

瞳」，王充《論衡．骨相》：「堯眉八

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阮元就是

恭維乾隆賢比堯舜，自然被拔擢為一等

一名，隨即大用。

阮元的學問極好，也很用功，嘉慶

年間他擔任浙江巡撫時，曾搜集清代揚

州學者1636人的詩作，編刻為《淮海英

靈集》和《續集》，此外還編纂《經籍

籑詁》，王國維對他很推重，在《國朝

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中，將阮元

和戴震並舉為嘉、道時代經學大師。

阮煙袋不通，韭菜羅蔔蔥

阮元接任雲貴總督後，看到大觀

樓長聯，細讀之下，不僅覺得對仗不

工，而且下聯的「偉烈豐功，費盡移山

心力」，有嘲諷「國朝」之意，乃揮

大筆，把孫髯翁的長聯，夾生改動了49

字，如下：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憑欄向遠，

喜茫茫波浪無邊。看東驤金馬，西翥碧

雞，北倚盤龍，南馴寶象，高人韻士，

惜拋流水光陰，趁蟹嶼螺洲，襯收起蒼

崖翠壁；更蘋天葦地，早收回薄霧殘

霞，莫孤負四圍香稻，萬頃鷗沙，九夏

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淩虛，

歎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

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爨長蒙酋，

費盡移山氣力。盡珠簾畫棟，捲不盡暮

雨朝雲；便蘚碣苔碑，都付與荒煙落

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

鴻雁，一片滄桑。

紅字者就是阮元改動的字句。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下聯孫髯公原

用「偉烈豐功」，被阮元極有用心地改

為「爨長蒙酋」。因為「偉烈豐功」，

當然是指漢、唐、宋、元一路下來的正

統，現在嬗遞到清，那麼是不是也會

▲大觀樓與孫髯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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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盡移山心力」最後只落到「一枕清

霜」呢？所以他用「爨長蒙酋」來取

代。這四個字需要解釋一下。「爨」指

灶火，「蒙酋」不能按字面解釋為胡人

酋長，清朝起自關外，亦是胡人，阮元

學問極好，又做清朝的官，自然不會犯

此大忌。這四字出自西漢末年揚雄《太

玄經》卷九：「罔直蒙酋冥」。「罔

直」指東北方，「蒙酋」指西南方，

「爨長蒙酋」是說西南方有人興風作

浪，以此隱喻吳三桂「三藩之亂」，再

聯上後句的「費盡移山氣力」，仍「都

付與荒煙落照」，自然是邪不勝正。就

政治正確說來，阮元改動這四字，移花

接木，極其高明，但以文學而論，自然

十分牽強，韻味全失。

至於其他得更動，多是阮元鑽牛

角尖了。如孫髯公下聯用「斷碣殘碑」

來對上聯的「蘋天葦地」，阮元覺得

「蘋」和「葦」是植物，不能用「斷」

和「殘」來對，於是用「蘚碣苔碑」。

阮元更動大觀樓長聯後，立刻引

致雲南士子的公憤，但他為總督，起居

八座，尊貴無比，大家不敢有所舉動，

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他一調離雲

南，大觀樓門口的阮版長聯立刻遭拆

除，又換上孫髯公的舊聯，村里間還流

傳這麼一首諷刺他的打油詩：「阮煙袋

不通，韭菜羅蔔蔥，擅改古人對，笑煞

孫髯翁。」

這段趣事，在清末舉人楊瓊所著

《滇中瑣記》中有生動的描述。

畢竟糊塗到底，何曾虧負著誰

從阮元擅改孫髯翁長聯到今天，

又過了一百七十多年，期間僅梁章鉅一

人說阮版較佳。梁為阮的學生，在做廣

西巡撫時，能配合林則徐的嚴禁鴉片政

策，頗有賢聲。學生稱頌老師，自非意

外。

香港作家梁羽生在《名聯觀止》一

書中，評阮元之改作為「點金成鐵」，

並說：「阮元修改孫髯翁長聯，主要的

毛病，依我看來就是拘泥於局部某一個

字的對仗是否工整，忽略了長聯所應有

的整體氣勢。」筆者贊同他的看法。

大觀樓長聯經阮元改動風波後，享

名更盛，許多墨客文人，為觀該聯而遠

赴昆明滇池，尋訪大觀樓勝跡。

光緒三十三年（1907），彌勒士子

為髯公修墓立碑，墓碑正中刻有「清處

士髯翁孫先生墓」，墓前有彌勒貢生楊

曉雲撰寫的八十言長聯：

讀大觀樓長聯，膾炙人口久矣，

就蘋天葦地，濡染筆墨生輝，布衣有何

能，幾經昆池劫灰，常圖不磨文字；

出挹爽門半里，追繞馬鬣依然，

歎斷碣殘碑，滅沒名流不少，吾儕非好

事，一存滇南傲骨，以昭先正典型。

民國二十六年，彌勒縣長杜希賢又

重修孫髯翁墓，不幸於1958年被毀，直

至1980年代才重新修復，並將墓前對聯

改為髯翁生前自輓聯：

這回來得忙，名心利心，畢竟糊塗

到底；

此番去甚好，詩債酒債，何曾虧負

著誰。（作者為本會會員）

從古詩還原黃鶴樓舊觀
▓慕  恬

黃鶴樓是我國江南三大名樓之一，

另外兩座是湖南的岳陽樓和江西的滕王

閣（還有人加一座安徽宣城的謝眺樓，

併成四大名樓）。它建於公元223年，那

是三國時代東吳為了軍事用途丶操練集

合水軍而興建的，位在湖北武昌的長江

畔蛇山上。這座有一千八百年歷史的古

樓，歷來經過二十幾次火災兵災破壞丶

屢毀屢建，才在原址上保存著它今日化

過裝的面貌。

來到古蹟，自然是渴望看到它的古

味，進而引發思古之幽情。而今的黃鶴

樓，除了它的仿古建築外觀，其餘已經

嗅不到丁點古味。去年秋天有緣登黃鶴

樓，裡窺樓閣陳設、外覽長江上下，原

本已經放棄懷古的念頭，卻看見壁上題

有唐詩，還有作者的畫像。既然佈置得

這麼用心，我何不根據這些古人詩篇，

為讀者「還原」一千多年前部份黃鶴樓

的景觀？ 

首先，在二樓牆上有一篇「黃鶴樓

記」，那是唐代文人閻伯理寫的，原文

以隸書寫成，清楚刻在一大片光滑石板

上。全文如下：「黃鶴樓記  唐 閻伯理

州城西南陰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

禕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

神仙之傳迹存述異之志觀其聳構巍峨高

標巃嵸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舒四闥

霞敞坐窺井邑俯柏雲烟亦荊吳形勝之最

也何必賴鄉九柱東陽八詠迺可賞觀時物

會集靈仙者哉剌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

荊岳沔等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名寧下車

而亂繩皆理發號而庶政其凝或逶迤退公

或登車送達遊必於是宴必於是極長川之

浩浩見家山之壘壘王室載懷恩仲宣之能

賦仙蹤可揖嘉升偉之芳廬迺喟然曰黃鶴

來時歌城郭之並是浮雲一去惜人世之俱

非有命抽毫紀之貞石時皇唐永泰元年歲

次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也」

從這篇唐代的黃鶴樓記，我們可

以發現，當時它的建築之美，是：聳構

巍峨，高標巃嵸，重簷翼舒，四闥霞

敞。它位置之利，是：上倚河漢，下臨

江流。登樓賞景的感覺是：坐窺井邑，

俯柏雲煙；極長川之浩浩，見家山之壘

壘。就江南風景形勝言，它是：荊吳形

勝之最、是五個A級的冠軍景點。所以：

達官貴人寧下車而亂繩，遊必於是，宴

必於是。

黃鶴樓得名的傳說很多，多與神

仙有關。閻伯理寫的傳說是蜀國將軍費

禕成仙後駕鶴來此休憩的故事。他所謂

「迹存述異」，是指樓在而故事不一。

現在，我們再根據唐代古詩，有寫

景的、有抒懷的，看能還原多少古時的

景觀？

孟浩然詩：「昔登江上黃鶴樓，

遙愛江邊鸚鵡洲。洲勢逶迤繞碧流，鴛

鴦鸂鶒滿沙頭。（鸂鶒=水禽 又名紫鴛

鴦；沙頭即沙灘）」他在黃鶴樓上，遠

遠看得到鸚鵡洲、看到流水，還看得到

鴛鴦和其他水禽。這說明視野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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