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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悼亡詩文看劉克莊的婚姻情感生活
Liu Kezhuang's Marital Emotion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urning Poems
林雪云

陳美平（Lin Xueyun

Chen Meiping）

（福建師範大學福清分校，福建福清 350300）

【摘 要】
劉克莊的詩詞、
詩論常被作爲研究焦點，
但他的婚姻情感生活卻鮮有人研究。
他留存的悼亡詩文體現了他對已故妻子的深情厚意及其深刻悼念之情，本文試圖通過
對劉克莊的悼亡詩文的分析，探究其婚姻情感生活及其對女性的理想期待。
【關鍵詞】劉克莊；悼亡詩文；婚姻情感

一、引 言
劉克莊（1187—1269），字潛夫，號後村，福建莆田人，一生曆五朝，死于度宗
鹹淳五年，享年八十三。劉克莊從二十三歲以蔭入仕到八十三歲以龍圖閣學士致仕，
沈浮宦海將近六十年，期間可謂是屢踬屢起。他雖然大半輩子在朝爲官，但是其文名
遠過于政治名聲。劉克莊文名早著，是一位得名得壽得祿的南宋文學家。同時，他一
生著述甚豐，既是辛派詞人的重要代表，又是江湖派詩人中官位最高，成绩最大者。
雖一些文學論著对其有零星記載，但《宋史》中卻無傳。現對其記載最細的乃《大全
集》
，
《大全集》由劉克莊塾師的林秀發編次，林希逸作序，劉克莊之子劉山甫合編。
《大全集》原本已佚，今存範氏天一閣抄本。劉克莊因其詩文聞名，後人更多着重對
其詩詞、詩論進行探究，而對其悼亡詩文卻少見研究。本文試圖從劉克莊悼念亡妻的
詩文入手，探究其婚姻情感生活及其對女性的理想期待。
二、劉克莊悼亡詩文創作
以時間而言，劉克莊的悼亡詩文多作于前妻林氏去世後不久。他爲前妻林氏留有
二首悼亡詞、七首悼亡詩、四篇祭文、一篇墓志銘，分別爲《風入松》
（福清道中作）
、
《風入松》
（癸卯至石塘，追和十五年前韻）
、
《壬辰春上冢五首•西樓》
、
《石塘感舊十
絕》
（5 首）
、
《秋思一首》
、
《亡室喪歸祭文》
、
《亡室祭文》
、
《還裏祭亡室文》
、
《亡室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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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祭文》 、
《亡室墓志銘》
。
“其詞《風入松》
（福清道中作）二首，是現存最早的悼亡
之作。
”２其寫作時間，大概是妻亡兩月余，詩人因梅花詩案罷歸建陽途中，所以詞中
有“別館”
、
“歸鞍”之語。妻子去世四年後，劉克莊在《壬辰春上冢五首•西樓》中寫
道：
“溪草林花爭碧紅，傷心黃壤閟芳容。短松明月易陳跡，斷雨殘雲難覓蹤。伊昔老
３
盆常共酌，即今敗絮倩誰縫？臼間一鬥陳倉粟，薄暮歸來獨自舂。
” 從題名上看不出

悼亡，但實際上是悼亡詩，此詩作于紹定五年（1232）
，時林氏去世已四年，是年春，
詩人祭掃亡妻墳墓，見綠草紅花，競相爭豔，不禁想起了黃土壟中英年早逝的妻子。
想起當年夫妻對酌，你恩我愛，如今自己衣裳破敗，無人縫補，家中瑣碎庶務，只能
獨自承擔。喪妻後的諸般煩惱，使詩人身心俱受折磨，故倍生怅惘與懷念之意。喪妻
十五年後，詩人作了《風入松》
（癸卯至石塘追和十五年前韻）二首，距前期兩首的創
作，時間跨度達十五年之久，但款款深情仍清晰可見。此後，劉克莊留有《石塘感舊》
組詩，這是亡妻死去近三十年的一次較大規模的悼亡行爲，悼亡內容更爲豐富、集中。
除了爲林氏作了不少悼亡詩文，劉克莊還爲繼室陳氏寫了《山甫生母墓志銘》和《憶
殇女》
。
三、劉克莊與林氏的婚姻之旅
（一）門當戶對，世代姻親
劉克莊出身于世代爲官、崇尚理學的名門望族，
“莆有二劉先生，著作諱夙，正
字諱翔，以言論風節聞天下，憸士畏其鋩鍔，同時名勝俱位下風，號隆、乾第一流人。
４
著作生吏部侍郎贈少師諱彌正，以民庸國功爲嘉定名法從。
” 劉氏家族從劉克莊祖父

劉夙開始不僅代代爲官，還以言論風節名于士林。林希逸《後村先生劉公行狀》關于
劉氏一家的婚配情況的記錄“祖夙，妣林氏贈令人，父彌正，妣林氏贈魏國夫人”可
以知道，劉克莊祖父劉夙的妻子是林氏，其父劉彌正的妻子也爲林氏，即劉克莊母親
亦出自林氏家族。可見，劉、林家族之間存在著某種微妙的聯系，劉、林二氏，世代
聯姻。
劉克莊妻林氏，名節，是林家的獨生女兒，上有一個兄長，下有一個弟弟，父母
甚愛之，視如掌上明珠。林節亦出生于莆田望族，系福清石塘人。林氏一族自林節曾
祖林遹開始走向繁榮，屬于“九牧林”的後裔。嘉定元年（1208）
，林節之父林瑑以國
子博士知興化軍，因慕劉克莊的人品和才學，決定以女嫁之。翌年，23 歲的劉克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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蔭入仕，與此同時，他與二十歲的林節正式結婚。劉克莊和林氏皆出身于官宦之家，
且劉、林二姓均是首屈一指的大姓望族，加上祖上的關系，因此劉克莊和林氏的聯姻
可以說是門當戶對的。
（二）琴瑟和鳴：劉林婚後的和諧生活
劉克莊與林氏結婚後，雖夫妻緣分僅有十九年，但夫婦生活和諧、婆媳關系融洽。
劉克莊《亡室墓志銘》和《亡室祭文》對林氏的道德操行、亡故、喪葬事宜進行了言
５
簡意赅的記錄，如“而秘閣公與吾母之悲憤傷痛，過時而未平焉” ，論及林氏的去世

讓家人倍感惋惜與痛苦。在理學盛行的宗法社會，識字是士族之女最基本的要求，同
時她們普遍接受倫理方面的教育。林氏出生于官宦之家，嫁入劉家後，作爲妻子、媳
婦，事事都做得很出色。
首先，林氏是位賢妻。按劉克莊《亡室墓志銘》的記載，“爲余妻十九年，余宦
不遂，江湖領海，行路萬裏，君不以遠近必俱。
”６ 劉克莊早年的仕宦並非順心如意，
而是經常調官遣任。即使如此，不管路途遠近，林氏都緊隨左右，在精神上給劉克莊
以溫暖與慰藉。在《亡室祭文》劉克莊道：
“漓江觸石，松灘覆船。蓋艱難險阻，悲憂
恐怖，余不能不動于詞色者，君處之而恬然。
”７遇到船難時，林氏比劉克莊更鎮定自
若、處變不驚。面臨危在旦夕的境地，林氏能娴靜從容，沒有出現驚懼的神態，真是
讓人爲之歎服。此外，林氏安貧樂道，不因富貴而改本色；勤儉持家，樂善好施。
“余
貧居之日多，君節縮營薪水，未嘗歎不足。即有祿米，君奉養服用一不改舊。蓋其儉
８
至惜一錢，然于孤遺，則抽簪脫耳無所吝。
” 劉克莊爲官清明廉正，政績卓著，林希

逸《後村先生劉公行狀》雲：
“庭無留訟，邑用有年，增籴赈粜倉二千斛，大書其門曰：
９

聊爲爾民留飯碗，豈無來者續心燈。
” 林氏的輕財仗義恰合劉克莊的爲民之心。居家
貧困時，無抱怨嗟歎，俸給充裕時一切依然如舊，並未窮奢極欲。更難能可貴的是，
平時林氏雖以節儉持家，但對撫孤問貧之事則往往傾囊，一點也不吝啬。林氏溫和柔
順、寬厚平易，以仁義待人。
“其仁至不呵斥奴婢，然家務劇易粗細，不戒而集。
”１０“余
猶豫未發。君曰：
‘婦病，小撓；虜入，大恥。若之何以小妨大也。
’余愧其言，即日
渡江”１１ ，可見林氏是位以德服人，持家有方且以大局爲重的賢妻。在林氏病笃之際，
劉克莊接到朝廷命令出征，林氏沒有因一己之私而把丈夫留在家中，反而以理勸谏丈
１２

夫，讓他以國家爲重，無怪乎劉克莊稱其“君之至性，世所罕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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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賢內助和精神支柱，二人相扶相持，心意相通，琴瑟和鳴。
其次，林氏是一個孝敬長輩的媳婦。
“氣息如縷，尚于姑與父致其惓惓” 、
“君
之靜專衝澹傳之于家，溫諒慈恕得之于天，故爲女爲婦而孝，爲妻爲母而賢。
”１３、
“事
１４

姑太碩人恭敬，處妯娌柔順，待族戚有恩意。
”

以上是劉克莊關于林氏作爲兒媳婦

的片段記錄。從中可知，林氏孝敬長輩，集傳統婦德于一身，因此當她離世時, 如劉
克莊所言“而秘閣公與母之悲憤傷痛，過時而未平焉”１５,才會使公婆爲之早逝而倍感
惋惜、傷心。
四、悼懷詩文見真情
劉克莊對亡妻的哀悼之情在他的詞、詩、祭文中處處可見。
（一）箫聲一去無消息：悼亡詞中的離別之悲
林氏于紹定元年（1228）因病去世，劉克莊爲其“營雙圹”，有同穴的寓意。這
年劉克莊知建陽縣快要三年任滿，發生“梅花詩案”
，當國權相史彌遠趁他任滿歸裏葬
妻，而令其主管仙都觀，讓他賦閑田裏。于是劉克莊就在林氏墓前築冢舍以供讀書休
息，爲亡妻守制。
劉克莊對亡妻的思念主要體現在今存若幹首悼亡詩詞中，尤其是妻亡若幹年之後
的懷想之作更多。現存最早的，是他的詞《風入松》
（福清道中作）二首，作于妻子去
１６

世兩個月後，劉克莊因梅花詩案罷官歸裏，回莆田途中經過福清。其一

雲：

橐泉夢斷夜初長，別館淒涼。細思二十年中事，歎人琴、已矣俱亡！改盡潘郎鬓發，消
殘荀令衣香。
多年布被冷如霜，到處同床。箫聲一去無消息，但回首、天海茫茫。舊日風煙草樹，而
今總斷人腸。

劉克莊引用沈亞之客橐泉邸舍，晝夢入秦，借此說明自己客舍夢醒之時，漫漫長
夜，感傷身世淒涼，如今人琴俱亡，回想將近二十年的夫妻生活，恍如一夢。此處借
用《世說新語•傷逝》１７中王子猷、子敬兄弟的典故。王子猷、子敬兄弟兩人都病重，
而子敬先亡。子猷就问左右：
“為何總聽不だ到子敬的消息？他一定已經死了。”於是
叫來車子去奔喪，一直都不哭。子敬平素喜歡彈琴，子猷進去坐在靈床上，拿出子敬
的琴彈奏，弦聲總不成調，他把琴扔在地上說：
“子敬呀，你的人和琴都消亡了”
。於
是哭昏過去。過了一個多月，子猷也去世了。劉克莊在此借用人琴俱亡來表示夫妻情
深，也表示看到亡妻遗物而触景生情。既有感歎夫婦同心難求，又有悼亡室、斷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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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其身心遭到巨大打擊，又借潘嶽自喻。潘嶽以其悼亡詩著名，其妻楊氏早亡，潘
嶽與楊氏之間情深意重，楊氏卒後，自此不再娶,故此用其事。林氏故去，使用多年的
冷硬布被，尚且隨身攜帶，不忍丟棄，詩人睹物傷懷，撫存感往，回首前塵，往事如
煙，令人腸斷。其二１８ 雲：
歸鞍尚欲小徘徊，逆境難排。人言酒是消憂物，奈病余、孤負金罍。蕭瑟搗衣時候，淒
涼鼓缶情懷。
遠林搖落晚風哀，野店猶開。多情惟是燈前影，伴此翁、同去同來。逆旅主人相問，今
回老似前回。

家庭之變和官場失意的愁雲慘霧籠罩著詩人，途經舊日曾駐跸過的小旅店，本欲
借酒消愁以解悲情，無奈病後體弱，連酒都不能入口。聞聽蕭瑟秋風中斷續傳來的搗
衣之聲，詩人很自然地就想起過去每年都要給自己做寒衣的亡妻。
“鼓缶情懷”借用的
是《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１９的典故。戰國時莊周之妻死，惠子吊之，莊周方箕踞
鼓盆而歌。 惠子诘之。莊周以爲人之生死，是自然之變化，明白這一點，就無須爲之
而悲傷。後即借“鼓缶”以指喪妻。劉克莊借用該典故表達喪妻之後，自己傷悼中的
淒苦之狀而又無奈之悲。獨立燈前，形影相吊，以此映襯出詩人在妻子亡故後的孤獨
寂寥之狀，連客舍主人也很驚詫，問詩人爲什麽比以前蒼老了許多。
妻亡、罷歸、生病，使劉克莊跌落到了低谷，此時最需要能給他溫情的妻子相伴
左右。回顧林氏在世時，她與劉克莊一起經曆風雨，她的從容淡定甚至令劉克莊自愧
不如。可如今一切苦難都只有自己去面對，孤獨的劉克莊更加強烈地懷念亡妻。
林氏去世十五年後，劉克莊又作了兩首《風入松》
（癸卯至石塘追和十五年前韻）
。
淳祐三年（1243）
，劉克莊回鄉特別到妻子埋葬的地方進行祭奠。往事不堪回首、痛惋
２０

于心，劉克莊遂附和了兩首《風入松》
（其一）

雲：

殘更難捱抵年長，曉月淒涼。芙蓉院落深深閉，歎方卿、今在今亡！絕筆求凰曲，癡心
有返魂香。
起來休鑷鬓邊霜，半被堆床。定歸兜率蓬萊去，奈人間、無路茫茫。緣斷漫三彈指，憂
來欲九回腸。

詩人難以入睡，一夜似一年，挂在天邊的曉月就如詩人自身的寫照，孤獨而又無
助，無比淒涼。詩人希望能求得亡妻歸來；渴望妻子能起死回生。然而，在詩人的眼
中，像妻子這樣賢良淑德的一定是到兜率或蓬萊仙山，做了神仙。詩人又感傷妻子溘
然長逝，丟下自己一人在人間，茫茫天海，沈憂盈積，每欲斷腸。其二２１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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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翻宰樹暫徘徊，草草安排。昔人徒步陳雞絮，愧公家、仆馬觥罍。華表舊愁滿目，黃
粱殘夢傷懷。
欲將莊列等歡哀，對卷慵開。馮高指點無虛路，問何年、遼鶴歸來。宿酒得風漸解，小
輿待月同回。

詩人來到亡妻的墓地，撫摩著已經長大的墓上樹木，不禁悲從中來。此處“仆馬
觥罍”
，意指自己公務纏身、時間緊迫，無法在墓地滯留長久，只好草草祭奠了亡妻。
眼望亡妻墓前華表，滿目滄桑，不禁又勾起了詩人對往事的回憶，一切就如黃粱一夢，
醒後倍感人生無常。想學莊子、列子那樣等哀樂、齊生死，然而，那樣的境界很難達
到，于是詩人把自己的思念之情寄托于神話傳說“遼鶴歸來”
，虛無而又癡情地等待著
妻子的歸來。
（二）誰伴子綦同隱幾：悼亡詩中的孤獨之苦
除詞外，劉克莊還寫了若幹首詩歌來悼念亡妻。劉克莊把對亡妻林氏的深切思念
融進了悼亡詩文中，單棲孤鶴的悲涼心迹在詩文中表露無遺。如“曾究西方學，儒書
亦有聞。賜金存日施，遺珥病時分。白首夫同穴，青山子結墳。吾詩非溢美，字字考
２２ “

埋文”
（
《挽林宜人》
） 、不覺朱明變素商，螢穿戶牖燕辭梁。牢愁五鼓尤難睡，薄冷
單衣未易當。誰伴子綦同隱幾，亦無法喜共禅房。殘骸到了猶貪愛，仙聖前頭自炷香”
（
《秋思一首》
）２３等，詩人回憶妻子生前在家種種，而如今生活沒有了妻子的悉心照
顧，更激起詩人對亡妻的深切思念，憂愁纏身夜不能寐，再也無法感受到妻子溫柔體
貼的永逝之悲萦繞心頭，揮之不去。
劉克莊悼亡詩最有名的莫過于七言絕句《石塘感舊十絕》，其中有少量悼念妻兄
及相關友人，但大部分內容均為悼念亡妻的，可概括為以下兩類：
２４
首先是直接悼念亡妻的，如“浮空紫氣何須爾，度世金丹豈有之”
（其一） ，寫

出夫妻二人陰陽兩隔，詩人渴望妻子能夠回到自己身邊，但那已是無法實現的奢望，
詩人不禁聯想到“沈郎院閉彩雲收，寂寞秋花拆樹頭。留取斷弦來世續，此生長抱百
年愁”
（其三）２５ ，以沈約自比，言己年事漸高，衰老已至。寂寞秋花，枝頭凋零，
既是寫實，亦是自喻。妻子中路析離，讓詩人終生爲憾。但願來生能再結連理，長做
夫妻，以續舊緣。此生此世，只能與愁怨爲鄰了。又如“久作遼天獨鶴飛，鏡鸾馀念
尚依依。荒山野水蘇溪路，愁絕鳏翁挈影歸”
（其十）２６ ，林氏卒後，續娶陳氏之前，
劉克莊有一段形單影只、孤鶴獨棲的日子，寥廓蒼天之下，荒山野嶺之間，陪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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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有自己的影子罷了。
其次是通過相關的人或事的描寫，抒發對亡妻的懷念之情，如其二、其五。“鹿
門陳迹有馀哀，猶記龐公返自崖。行到當時相送處，不知老淚自何來。
”２７ 詩中以龐
公喻自己的嶽父，在得知女兒去世的消息後，亦悲痛之極，老淚縱橫。現在劉克莊憶
起當年那催人肝腸的一幕，依然唏噓不已。
“鬓邊雪映眼中花，更閱人間幾歲華。丁未
老人開七秩，尚攜雞絮到君家。
”２８寫詩人自己晚年的事，其時已是古稀之年，兩鬓斑
白，閱盡人間事態變遷，但更加珍惜與亡妻一家的感情。因而盡管已成老翁，依然每
年都以女婿身份到妻子的娘家拜望，而且執禮甚恭。此時林氏已逝近三十年，可見劉
克莊對妻子的用情之深。妻子的亡故給劉克莊帶來了無盡的孤獨之感，讓詩人深受思
念之苦。
（三）抱痛百年：祭文中的永逝之痛
劉克莊入仕後，官途並不如意，出于四方，又時逢顛沛，林氏始終相隨，二人患
難與共。劉克莊在《亡室祭文》中不僅贊揚了林氏令人難忘的美德，更重要的是通過
對往事的回憶來抒發悼亡之情。死後的追念，生前的恩愛，構成了完整的夫妻之愛。
林氏生前，二人真情相守，彼此早已相約偕老，
“白首同歸，余與君之顧也”２９，而今
一個“三十九而夭”
，一個“四十二而鳏”
，讓作者倍感“人生危脆，忽如埃煙”
，感歎
人生無常、稍縱即逝。
“人世一瞬，夜台千古”形象地寫出時間流逝之速，與自然的永
恒形成強烈的反差，人生短暫的感慨流露于字裏行間，抒發作者的苦痛之情。白頭偕
老的願望，已成一句空話，作者只能在孤獨中咀嚼著無盡的悲傷，本欲“百齡同盡”
，
如今只能“誓留面目見君黃泉”
。七情之中，最令人黯然神傷者莫過于悲情，而死別乃
悲之甚者，夫妻之別乃其中尤爲甚者。
劉克莊與林氏婚後恩愛，家庭和睦。劉克莊在《還裏祭亡室文》中寫道：
“他日
我歸，鵲噪荊扉，君與兒女笑語牽衣；今日我歸，室虛無人，君兒苴麻。君榻凝塵料
檢巾笥，皆君手迹；按行井臼，皆君區畫。窮民有四，鳏居其首，沈憂損人，懼不能
久。君既長夜，我亦中年。昔慕伯鸾，今師幼安。爲兒覓婦，爲君築阡。然後餙巾以
俟命焉。
”３０ 文中描寫昔日一家人其樂融融、熱鬧非凡，而今日空室無人、生離死別、
淒涼無比，通過對比來渲染蕭瑟衰飒之悲情。妻子曾經住過的房屋、遺留的舊物，勾
起了詩人對當年妻子在世時的情景的回憶，恍惚之間，仿佛妻子還活著，當思緒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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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酷的現實，自己已成了一個鳏寡之人，便倍覺傷感。祭文著力于物是人非的悲情訴
說，妻子長眠于地下，而自己獨存于世上，孤獨寂寞日夜侵蝕著詩人，恐怕自己也時
日不多。整篇祭文寄予劉克莊對亡妻的思念之情，渴望相聚及失去妻子後的刻骨之痛。
在《亡室喪歸祭文》中他回顧到：
“傳舍暫殡蕭寺寄最是二說者，未言鼻酸。君之介弟
與君愛子，日吉時良護柩還裏。烏呼！吾妻死別，吾子生離。悲夫奈何，天實爲之先
人。敝廬有圃與池，君其往哉，以需余歸。
”３１生離死別帶給詩人無限的傷痛，在扶柩
還裏時，還沒言語就淚先流。以往出門歸來有妻子在家等候，如今空空如也，沒有了
妻子的噓寒問暖，讓詩人感覺沒有了歸處，如何不叫詩人潸然淚下？妻子亡故前後，
家中的氛圍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過往與今朝，歡樂與悲傷，一系列強烈的對比，深化
了人生無常之感。
與活著時的居處相對應，亡妻長眠之地，也是劉克莊著筆甚多的內容。如《石塘
感舊十絕》其七“三茔相望一牛鳴，來掃新松百感生。
”３２劉克莊歸來掃墓，凝望墓地
新松，百感交集。又如《亡室掩坎祭文》
：
“人世一瞬，夜台千古。圹土燥溫，萬金難
求。謂善無報，視此一抔。古人有言，死則同穴。嗟余與子暫暌，終合。籲冤徹天，
滴淚入泉。寫哀一觞，抱痛百年”３３等。一剖黃土，陰陽相隔，林氏與自己相守 19
年，如今永無再見之日，如何能不讓詩人感傷。白首同歸的願望，如今已無法實現，
不禁讓詩人淚如泉湧，抱痛百年。
（四）留取斷弦來世續：心懷林氏、親善陳氏
劉克莊一生有兩次婚姻。原配林氏，早逝。林氏生二子與二女，男的叫劉昌、劉
昇。女的叫劉婧、劉蘩。劉昇與二女都早夭。劉克莊母林氏出生于義門孝友之家，是
個知書識禮的大家閨秀。所以，當劉克莊的妻子林氏去世後，只留下一子，劉母不單
是出于劉克莊身邊無人照顧、服侍的考慮，更是爲劉家的傳宗接代、香火興旺著想。
于是劉母做主，續娶了陳氏。
劉克莊心中鍾情于林氏的賢德，林氏的亡故讓劉克莊心中怆然不已，本不想再續
弦，但是母親命難違。劉克莊在為陳氏所做的《山甫生母墓志銘》中言及：
“余年四十
二哭林淑人，哀逝者之賢而夭，遂不再婚，既葬淑人，左右無侍巾栉者，或言裏中有
孤女陳氏，本大族，母微攜以適人，長無所歸。先親魏國爲余納之，事余三十五年。
”
３４

劉克莊的第二位妻子陳氏，是大族式微之孤女，與他結婚三十五年，甚諧和。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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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氏的記錄並不多，只有劉克莊爲她寫的《山甫生母墓志銘》和一首《憶殇女》
：
“靈
照羁魂章水西，冷風殘雪古招提。老懷已作空花看，更把楞嚴經曉病妻”３５。胡旭在
《悼亡詩史》中評價到：
“詩雲老懷，應當爲晚年，時妻已病，大約作于陳氏卒前不久，
３６

可能妻子病中傷感，憶及早夭之女，劉克莊以《楞嚴經》 的生死緣法（即認為一切
眾生長久以來就淪入生死相接相續之中）曉喻、安慰其妻。
”３７可見陳氏在他心中也占
據一席之地。
五、結語
劉克莊一生兩次婚姻，他爲前妻留有較多悼亡詩文。可以說，劉克莊受理學的影
響較深，講究倫理綱常，在對女性的觀念上并未脱离傳統窠臼。但通過對其悼亡詩文
的分析，可見虽劉林二人的結合為世代聯姻，但二人伉俪情笃，林氏生前的品行，深
深契合南宋時代的倫理准則，符合賢妻標准，劉家上下敬服她，劉克莊也引以爲荣。
林氏與劉克莊患難與共，真情相守十九年，相知于心。劉克莊對她的感情已遠遠超越
了夫婦之義、夫婦之情，而上升到了另外一個高度——夫婦之愛。林氏的亡故讓劉克
莊痛徹心扉，對林氏的思念貫穿其一生。在朱子、道学极其完善的南宋，对亡妻的思
念時間之久，刘克庄可以說是南宋之最。作為士大夫，劉克莊充分意識到自己在政治、
思想、經濟等方面該持有的責任感，大膽將自己對亡妻的愛、對亡妻的思念之情付諸
筆端，公諸于世，體現了南宋士大夫對女性存在價值的認同，同時也折射出南宋士大
夫對女性的理想期待。
注：
１ 謝敏玉『宋代哀祭文研究』
（中山大學，二〇一〇年刊）第二一一頁。
２ 胡旭 『悼亡詩史』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二〇一〇年刊）第一八〇頁。
３（宋）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
（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第五三七頁。
４（宋）劉克莊・錢仲聯箋注『後村詞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刊）第三六四頁。
５（宋）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
（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第五八六〇頁。
６（宋）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
（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第五八六一頁
７（宋）劉克莊『後村集』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一一八〇冊）第三六〇頁。
８ 同書第四〇七頁。
９（宋）劉克莊・錢仲聯箋注『後村詞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刊）第三四八頁。
１０ 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
（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第五八六一頁
１１ 同書 第五八六二頁。
１２（宋）劉克莊『後村集』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一一八〇冊）第四〇八頁。
１３ 同書 第三六〇頁。
１４（宋）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
（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第五八六一頁
１５ 同書 第五八六〇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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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宋）劉克莊・錢仲聯箋注『後村詞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刊）第十三頁。
１７ 劉義慶・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刊）
。
１８（宋）劉克莊・錢仲聯箋注『後村詞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刊）第十五頁。
１９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
（中華書局 一九六一年刊）
。
２０（宋）劉克莊・錢仲聯箋注『後村詞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刊）第七十二頁。
２１ 同書第七十四頁。
２２（宋）劉克莊『後村集』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一一八〇冊）第二十八頁。
２３（宋）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
（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第二一七八頁。
２４ 同書第九四七頁。
２５（宋）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
（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第九四八頁。
２６（宋）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
（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第九四九頁。
２７ 同書第九四八頁。
２８ 同上。
２９（宋）劉克莊『後村集』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一一八〇冊）第三六〇頁。
３０ 同上。
３１ 同上。
３２（宋）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
（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第九四九頁。
３３（宋）劉克莊『後村集』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一一八〇冊）第三六一頁。
３４（宋）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
（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第六二九一頁。
３５（宋）劉克莊『後村集』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一一八〇冊）第十三頁。
３６ 『楞嚴經』是佛教的一部重要經典。又稱《首楞嚴經》
、
《大佛頂經》
、
《大佛頂首楞嚴經》
、
《中印度那爛陀大道場經》
，全稱《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
３７ 胡旭『悼亡詩史』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二〇一〇年刊）第一八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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