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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对古诗的模拟及对古诗与曹植关系的揭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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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陆云书信“古五言诗”的记载，为对“古诗”的首次披露，陆机的《拟古诗》《君子何尝行》等五言诗
作，为“古诗”影响之下的直接结果，验证了古诗与曹植甄后恋情的密切关系，揭橥了这一恋情的诸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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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U Ji’s Simulation of Classical Poetry and His Ｒevelation of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ical Poetry and CAO Zhi
MU Zhai， LI Songshi
（ Faculty of Art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China）

Abstract： Ｒecords of“classical poetry with five characters per line”in LU Yun’s letters are the first
disclosure of ancient poems，and “classical poetry with five characters per line”written by LU Ji
such as Ni Gu Shi，Jun Zi He Chang Xing，etc． ，are direct resul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poetry，which ve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ical poetry and love romance affairs between CAO
Zhi and ZHEN queen，and reveals the details of their relationship．
Key words： LU Ji； classical poetry； love romance affairs between CAO Zhi and ZHEN queen

一、概说
《古诗十九首》代表的古诗，其写作时间大体应为建安十七年到魏明帝太和六年之间的作品，也就
是公元 212 年—232 年 20 年间的作品，其中《今日良宴会》和《涉江采芙蓉》，应为曹植建安十七年之作，
最晚的作品应为《青青陵上柏》，可以视为曹植封笔之作； 古诗就其主体和本质而言，主要是曹植甄后之
间恋情的赠答而产生，是他们的恋情之作。同时，也正由于这不伦之恋的原因，而遭到与此恋情密切相
关的魏明帝曹叡的封杀，从此沦落而为失去作者姓名的古诗。如果这一结论是较为准确地揭橥了历史
真相的话，则理应在随后的西晋时代有所反应 ，两汉时代这些诗作根本就没有产生，不可能出现传播和
接受的问题，而东晋之后，距离古诗的产生时间年代更为久远，更加难以知道事件的真相。 在笔者对古
诗本身写作历史的研究告一段落之后 ，将反思的目光落在曹魏之后的西晋时代时，讶异地发现，从正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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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晋，诗人们是怎样惊喜地发现了这些古五言诗 ，其中不仅仅有陆机、陆云，而且在张华、潘岳、何劭，
以及更远些的阮籍，他们的诗中都有着这些古诗混杂着曹植诗作的影子 ； 而在陆机诗作中，也不仅仅是
众所周知的《拟古诗》有古诗的模拟痕迹，而是非常广泛地出现在陆机的很多诗作中。 就其深度而言，
也不仅仅是体现了这一批古诗的传播和影响 ，而是———反过来说，是陆机等西晋诗人，对这一批古诗给
予了富有深度的解读和阐发，甚或是说，对深藏其中的历史奥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披露。 对于笔
者此前所揭示的植甄恋情，提供出很多的历史细节。 譬如，此前我研究过“阿阁 ”为曹魏西晋洛阳宫城
中的宫殿名称，《西北有高楼》中也仅仅说是“阿阁三重阶”，有学者解读为歌妓的歌唱，但陆机的一首诗
作（ 《君子有所思行》） 中却明确说是“洞房结阿阁 ”，直接将发生在“阿阁 ”的故事与男女新婚的洞房联
系在一起，从而证实了笔者的古诗本质为恋情说 ； 更让笔者惊异的是此诗的结尾，竟然说起“鸩毒”： “鸩
毒不可恪”———笔者此前研究中，曾经提出过，曹植之死值得怀疑和研究的问题，此诗竟然从暗示曹植
甄后恋情的“洞房结阿阁”，说到“鸩毒不可恪”的死亡以及死亡方式问题，正吻合了笔者所揭示的曹植
甄后恋情的历程及其结局。

二、陆云对“古五言诗”的记载是古诗作者失踪之后的首次面世标志
对“古诗”最早的书信记载，见于陆云《与兄平原书》： “省此文虽未大精，然了无所识。 然此文甚自
难事，同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绮。用此已为洋洋耳。答少明诗，亦未为妙。 省之如不悲苦，无恻然伤心
［1］（ p2018）
此段资料记载了陆云一日
言。今重复精之。一日见正叔与兄读古五言诗，此生叹息，欲得之。”
见潘尼（ 正叔） 和陆机阅读“古五言诗 ”的情形。“一日见正叔与兄读古五言诗，此生叹息，欲得之 ”，此
处的“古五言诗”，当是对所谓《古诗十九首 》代表的这一组古诗的最早记录，“古诗 ”概念当时尚未形
成，故有“古五言诗”这一不同于后来约定俗成的“古诗”概念； 陆云书信中所云“此生叹息，欲得之 ”，也
正显露对此“古五言诗 ”的钦佩羡慕，想要一览为快的心情。 到陆机《拟作 》，方才将其简称之为“古
诗”。陆云此函，全文皆为谈论文学写作，在此段之前有一段文字： “省此文虽未大精，然了无所识。 然
此文甚自难事，同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绮。用此已为洋洋耳。 答少明诗，亦未为妙。 省之如不悲苦，无
恻然伤心言。今重复精之。”对陆云信函中所析的“此文”以及“答少明诗 ”具体篇什，自不必追寻根底，
但陆云所谈论的主题却是清晰的： “益不古，皆新绮 ”，是极力希望能矫正当下新绮的诗风，模拟效法古
人（ 其实是建安黄初） 的风格。对于《答少明诗 》的具体批评，则为“省之如不悲苦，无恻然伤心言 ”，而
这些恰恰是古诗的特点： “意悲而远”“几乎是一字千金 ”（ 精炼凝重 ） 。 由此可见，陆云书信中提及到
“古五言诗”，正应该是陆机后来的《拟古诗十四首 》为中心的“古诗 ”，这些古诗包括后来形成的《古诗
十九首》，也包括十九首之外的其他失去作者姓名的古诗之作 。这些古诗的发生，基本上都围绕着曹魏
时代和地域的曹操父子而描述，参见后文论证。其中除了少量涉及曹操，如对“青青陵上柏 ”的阐发，以
曹操“高陵”阐释“陵 ”，其余主要都是围绕曹植而作，特别是披露了许多曹植甄后恋情关系的过程和
细节。
陆云的此封书信，可以视为所谓“古诗”，在失去作者姓名和写作背景之后的首次披露 ，或说是在尘
封约半个世纪之后的首次面世，是沉沦海底之后的首次浮出水面。 应该是曹叡临终前将曹植文集“重
新撰录”“副藏内外”中的删除部分藏于洛阳皇宫大内之后，西晋时期，陆机、陆云这些高层贵族士人首
次有机会读到这些令人“惊心动魄 ”诗作之后惊喜震撼场景的直接记录。 意义异常重大。 可以视为是
“古诗”从不为世人所知到首次面世的重要标志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此前阮籍的《咏怀 》五言诗，也
多少有古诗以及曹植甄后恋情影响的痕迹 ，耳闻而非目睹，应该是口耳相传的结果，至少迄今为止，尚未
有能证明阮籍时代读过这些“古五言诗 ”的可靠证据。 关于阮籍所受古诗影响以及对曹植甄后恋情的
解读，可以另文单论。

三、陆机《拟古诗》是首次对《古诗十九首》真相之揭橥
陆机的《拟古诗》是以五言诗形式首次对《古诗十九首 》的大规模拟作。 其含义需要有几点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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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十九首的传播和影响，并非自陆机《拟古诗》为正式开始，明确的记载，就当下所能见到的资料而
言，
仍然是以陆云的书信更早，陆机的《拟古诗》应该是在陆云书信之后。 陆云书信所载的信息，显示了
陆机、潘尼等人刚刚见到这些古诗之后的欣喜状况 ； 2、单独就五言诗的写作而言，自正始的阮籍、嵇康等
人，
就有了古诗十九首等的深深烙印 ，只不过没有陆机《拟古诗》的明确而已； 3、陆机《拟古诗 》也不是个
人的孤立的偶然行为，而是西晋太康文学集团的群体写作 ，在张华、陆云等人的诗中，都开始有对十九首
等古诗的模拟，可以说，曹植五言诗和无名氏名下古诗，直接影响了西晋的五言诗坛； 4、陆机《拟古诗 》
名义为拟，实则是对古诗背景的深度阐发。此前由于我们还不能读懂古诗的真正背景 ，我们会以为陆机
的拟古，是一种为拟古而拟古的无病呻吟之作，其实，如能深度解读陆机的这一组拟古五言诗，就能知
道，
其所描述的，正主要是曹植甄后的恋情故事，特别是黄初元年前后两者长期别离的悲哀 ； 5、上述说法
并不意味着西晋的诗人们都知道这些古诗的真实本事 ，在西晋五言诗的群体拟作中，明显有着两种不同
说法，一种是被曹叡将其分散配置之后的说法 ，譬如首次出现了班婕妤团扇诗的说法 ； 另一种如陆机，明
显用曹魏曹植甄后故事来阐发古诗本事 。总之，对古诗的效法、拟作，大量出现于正始和西晋，此为前之
两汉之所无，此后之六朝渐次成为渐行渐远的用典和追忆 ，正说明这些古诗作品的产生时代就是建安黄
初，所产生的地点正是曹魏的邺下文化和洛阳文化 。
以下我们逐首分析陆机《拟古诗》：
《拟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迈远，戚戚忧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与音。 音徽日夜离，缅邈若飞沈。
王鲔怀河岫，晨风思北林。游子眇天末，还期不可寻。惊飙褰反信，归云难寄音。伫立想万里，沈忧萃我
［2］（ p685）

心。揽衣有余带，循形不盈衿。去去遗情累，安处抚清琴。
《行行重行行》原作：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
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
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徽音”，出自《诗经·大雅·思齐》： “大娰嗣徽音，则百斯男。”疏曰： “大娰思贤不妒，进叙众妾，则
能生此百数之男。”大娰，即太姒，以甄后比拟太姒，两者同为开国帝王之妃，同样具有“思贤不妒，进叙
众妾”之美德； “王鲔”，出自张衡《东京赋》： “王鲔岫居，能鳖三趾。 宓妃攸馆，神用挺纪。”（ 大鲔鱼穴居
在山洞里，还有只三足的鳖。 这里有神女宓妃居住的馆舍，神预告周代年限之所。 挺： 告 ） “晨风思北
林”，见《东城高且长》“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凛凛岁云暮》“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晨风”，
用《诗经·秦风·晨风》“鴥彼晨风，郁彼北林。 未见君子，忧心钦钦 ”，晨风有过暗指曹操、暗指甄后自
己多种说法，都不矛盾，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语码对应关系。将这些典故和暗码弄清，才能将陆机此
诗的意思连接上。徽音，代指甄后，前六句写曹植远行，甄后相送，其所忧思，是对徽音甄后的系念； 王
鲔，代指曹植，王鲔在河中洞穴居住，这里有宓妃居住的馆舍。宓妃是曹植代指甄后的暗码； 晨风原意代
指秦穆公，此处代指曹操，以上背景清理出来，则以下数句“游子眇天末，还期不可寻。 惊飙褰反信，归
云难寄音”就容易理解了，这是从甄后的视角来思念曹植，游子一直是曹植的代称，相对应的游女代指
甄后。说曹植浪迹天涯，还期不可追寻。 固有“伫立想万里，沈忧萃我心。 揽衣有余带，循形不盈衿。
去去遗情累，安处抚清琴”的怅恨。此前笔者解读《行行重行行》一首，解读为黄初二年甄后处死前夕两
人生离死别的场景复现，当下再读陆机的拟作，和陆机的解读阐发有所不同。 根据陆机拟作，似应在两
人于建安二十四年岁末离别之作 。
《拟今日良宴会》：“闲夜命欢友，置酒迎风馆。 齐僮梁甫吟，秦娥张女弹。 哀音绕栋宇，遗响入云
汉。四座咸同志，羽觞不可算。高谈一何绮，蔚若朝霞烂。人生无几何，为乐常苦晏。譬彼伺晨鸟，扬声
［2］（ p686）
当及旦。曷为恒忧苦，守此贫与贱。”
此诗全为阐发曹植《今日良宴会》诗，将宴会地点具体为“迎风馆”，可以参考和继续考察。
《拟迢迢牵牛星》
： “昭昭清汉晖，灿灿光天步。 牵牛西北迴，织女东南顾。 华荣一何冶，挥手如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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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686）
素。怨彼河无梁，悲此年岁暮。跂彼无良缘，晥（ 一作睨） 焉不得度。引领望大川，双涕如霑露。”
此诗模拟甄后《迢迢牵牛星》，而增添了一些细节。甄后写作《迢迢牵牛星》诗时，甄后在邺城，位于

西北，曹植在鄄城，位于东南，故古诗中多有西北东南的方位关系 。 此诗云“牵牛西北迴，织女东南顾 ”，
固然牵牛织女星的方位关系为西北东南 （ 这也正是当时甄后创意两人为牵牛织女星关系的原因 ） ，此时
陆机拟人化为牵牛星（ 曹植） 向西北方向回望，而织女星 （ 甄后 ） 向东南方向回顾，应该是知道两人之间
的恋情背景关系的。“跂彼”，典故虽然出于《诗经 · 卫风》“谁谓宋远，跂余望之 ”，但却不是简单的诗
典，
而是在用曹植甄后两者定情时候用过的“谁谓河广，一苇航之”； “无良缘 ”，极写两人生死依恋却终
不能成正果的悲剧恋情。
《拟涉江采芙蓉》
： “上山采琼蕊，穹谷饶芳兰。 采采不盈掬，悠悠怀所欢。 故乡一何旷，山川阻且
。
，
难 沈思钟万里 踯躅独吟叹。”
此诗更换了视角，原作《涉江采芙蓉 》，是男性远离故乡，在江边采撷芙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
道”，而此诗转写原先被赠送的女性，“上山采琼蕊 ”，用汉乐府名下“上山采蘼芜 ”句式，由此亦可推论，
《上山采蘼芜》诗作，应为甄后作于曹植写作《涉江采芙蓉》之先后，为相互回赠之作。
《拟青青河畔草》
： “靡靡江蓠草，熠熠生河侧。 皎皎彼姝女，阿那当轩织。 粲粲妖容姿，灼灼华美
［2］（ p687）
色。良人游不归，偏栖独只翼。空房来悲风，中夜起叹息。”
此诗模拟《青青河畔草》诗，同样增添了一些细节。 首两句，说是江蓠草生于河侧，甄后原本为南
人，上蔡人，此地原为春秋时代蔡国的国度，距离楚国以及长江岸边不远，以后长期生活在邺城，城下即
为漳河水环绕，不远处即有黄河。“皎皎彼姝女，阿那当轩织”，“彼姝女 ”的口气，分明透露出来对那美
女的熟稔，“阿那”表面上破坏了叠字的规范，但却生动而熟悉地再现了美丽织女的倩影。“当轩织 ”三
字，就把迢迢牵牛星中的织女和这“皎皎当窗牖”的“河畔女”连为一体，说明都是一人而已。“良人游不
归”，“良人”，参看曹植《西北有织妇》： “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纷。 明晨秉机杼，日昃不成文。 太息终
长夜，悲啸入青云。妾身守空闺，良人行从军。自期三年归，今已历九春。飞鸟绕树翔，噭噭鸣索群。愿
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此诗原为曹植文集《杂诗 》中的第三首； 又《凛凛岁云暮》： “良人惟古欢，枉驾
［3］（ p42）
惠前绥。”刘熙曰： “妇人称夫曰良人。”
相互参读，可知，“良人“是妻子对丈夫的称谓，也可知是甄
后之于曹植的称谓，对比以前的“游子”称谓，此时两人之间已经为夫妇关系。

《拟明月何皎皎》：“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 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 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
［2］（ p678）
柳。踟蹰感节物，我行永已久。游宦会无成，离思难常守。”
此诗需要对照《明月何皎皎 》阅读：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
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此诗为《文选 》中《古诗十九
首》之十九，主旨为“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对照陆机拟作，当知此诗作者为男性，为“我行永已久，
游宦会无成”之人，即应为曹植决心返回邺城之作。对比“空床难独守”之“离思难常守”，前者为女性之
空床独守，后者为男性之离思常守。
《拟兰若生春阳》
： “嘉树生朝阳，凝霜封其条。 执心守时信，岁寒终不凋。 美人何其旷，灼灼在云
霄。隆想弥年月，长啸入云飚。引领望天末，譬彼向阳翘。”
参看原作《兰若生春阳》： “兰若生春阳，涉冬犹盛姿。顾言追昔爱，情欸感四时。 美人在云端，天路
隔无期。夜光照玄阴，长叹念所思。谁谓我无忧，积念发狂痴。”（ 逯钦立为《古诗五首 》之五 ） 此诗首见
于《玉台新咏》，署名枚乘，位列《青青河畔草 》之下。“兰若生春阳，涉冬犹盛滋 ”，首两句以“兰若 ”兴
起，对比苏李诗之《烛烛晨明月》： “烛烛晨明月，馥馥我兰若。芬馨良夜发，随风闻我堂。”此应为甄后与
曹植最后离别之晨所作，故曹植以“兰若”比拟甄后，说你就像是生于春天阳光之下的兰草 ，涉冬之后仍
然生命旺盛。“愿言追昔爱，情欸感四时 ”，三四句转折为自己，说我何尝不愿意追念往日之爱，这种情
也同样是四时不衰。“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 ”，曹植《七启》： “然后采菱华，擢水蘋，弄珠蚌，戏鲛人。
讽《汉广》之所咏，觌游女于水滨。燿神景于中沚，被清縠于纤罗，遗芳烈而静步，抗皓手而清歌。 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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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10）
望云际兮有好仇，天路长兮往无由，佩惠兰兮为谁修？ 嬿婉绝兮我心愁。 此宫馆之妙也。”
记载了
两者之间第一次情感突破的境况。“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 ”，正为曹植《七启 》所载甄氏吐露情窦歌

诗的缩写。结句“谁谓我无忧，积念发狂痴”，说出自己所谓“嫂叔 ”之避嫌等绝情之语，乃为形势所迫，
自己对甄后的爱恋，其实是始终未变的。 陆机诗： “隆想弥年月，长啸入云飚。 引领望天末，譬彼向阳
翘。”两者离别一年半左右，故曰“隆想弥年月”，“引领望天末，譬彼向阳翘”，是说两者相互引领翘首，南
北相望。此诗未被选入十九首，但其主题与十九首浑然一体，说明十九首内外之古诗，皆为一体的“同
一首歌”。
《拟青青陵上柏》：“冉冉高陵萍，习习随风翰。 人生当几时，譬彼浊水澜。 戚戚多滞念，置酒宴所
欢。方驾振飞辔，远游入长安。名都一何绮，城阙郁盘桓。飞阁缨虹带，层台冒云观。高门罗北阙，甲第
［5］（ p1964）
椒与兰。侠客控绝景，都人骖玉轩。遨游放情愿，慷慨为谁叹。”
参看《青青陵上柏》： “青青陵上柏，磊磊磵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
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
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当为曹植于太和五年、六年之间，重回洛阳京城所作。“青青陵上
柏”之陵，一直不知道为何者之陵，现在，陆机给出了答案，拟作中以“高陵萍”替代“陵上柏”，高陵，正为
［6］（ p53）
曹操墓之名称。“二月丁卯，葬高陵。”
陆机拟作中的内容，也正为模拟曹操口吻“人生当几时，譬
彼浊水澜。戚戚多滞念，置酒宴所欢 ”，兼用曹植口吻“置酒高殿上”。“方驾振飞辔，远游入长安 ”，长

安，代指洛阳，见原作“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同时验证了笔者此前所说的此诗当为太和五年岁末
入京洛阳参加明帝宴会之作。“名都一何绮，城阙郁盘桓。 飞阁缨虹带，层台冒云观。 高门罗北阙，甲
第椒与兰。……慷慨为谁叹。”《水经注 》曰： （ 魏 ） 明帝改雉门为阊阖门。 元人著《河南志 》曰： “明帝始
［7］
筑阙，压杀数百人，遂不复筑，故无阙门。” 魏明帝建造阊阖门，曹植诗中多有阊阖门的记载，但说“遂
［8］（ p292）

不复筑，故无阙门”，不确。曹植《毁鄄城故殿令》： “伊洛为魏之东京，故夷朱雀而树阊阖。”
大体
应该是邺城之朱雀建筑，在曹魏洛阳即为阊阖。 双阙和阊阖为在邺城和曹魏洛阳均有的建筑。“百余
［7］（ p2）

尺”： 陆机《洛阳记》： “洛阳城内西北隅有百尺楼，文帝造。”
棂轩。”正相对照。

曹植《杂诗》六： “飞观百余尺。 临牖御

《拟东城一何高》：“西山何其峻，层曲郁崔嵬。 零露弥天坠，蕙叶凭林衰。 寒暑相因袭，时逝忽如
遗。三闾结飞辔，大耋悲落晖。曷为牵世务，中心怅有违。京洛多妖丽，玉颜侔琼蕤。闲夜抚鸣琴，惠音
清且悲。长歌赴促节，哀响逐高徽。一唱万夫欢，再唱梁尘飞。思为河曲鸟，双游澧水湄。”
此诗所拟当为十九首之《东城高且长 》，逯钦立引《诗纪云》“古诗曰： 东城高且长 ”，故当为陆机一
时记忆有误。《古诗十九首·其九·东城高且长》：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
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燕赵多佳人，美者
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 弦急知柱促。”其中所表达的正是一种对爱情问题的
挣扎和矛盾的心情，应为曹植写作于山东鄄城，主题为自己是否要返回邺城的纠结心情 。此诗中的“曷
为逐世务，中心若有违。京城多妖丽，玉颜眸琼蕤 ”，也同样为这种是留还是走的纠结心情，“闲夜抚鸣
琴，长歌赴促节。一唱万夫叹，再唱梁尘飞 ”，应是对甄后的描写。 诗涉及四个地理位置： 西山 （ 应为太
白山） ； 京洛，洛阳，此处代指邺城； 河曲，当指鄄城，黄河在鄄城以北十八里； 澧水，《尔雅 》载“淮水与澧
水同源异导，东流为淮，西流为澧”，有“淮澧同源”之说（ 淮水源自太白顶东北侧） 。
《拟西北有高楼》：“高楼一何峻，迢迢峻而安。 绮窗出尘冥，飞阶蹑云端。 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
。
闲 芳草随风结，哀响馥若兰。玉容谁能顾，倾城在一弹。伫立望日昃，踯躅再三叹。不怨伫立久，但愿
歌者欢。思驾归鸿羽，比翼双飞翰。”
参看十九首名下实为曹植作所的《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
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
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此前学者多将此诗中的弹唱者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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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歌女，但从诗中提供的场所环境来看，当是在邺城铜雀台，阿阁随后也成为了曹魏和西晋洛阳宫城中
的宫殿名，参见笔者此前的相关论证和元代所绘制的西晋洛阳宫城图 。陆机的拟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
点。前半部分描写环境： 高楼、琦窗、飞阶等，可以参见曹植对铜雀台的描写，随后描写佳人抚琴。日昃，
参见曹植诗《西北有织妇》： “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纷。明晨秉机杼，日昃不成文。 太息终长夜，悲啸入
青云。妾身守空闺，良人行从军。自期三年归，今已历九春。飞鸟绕树翔，噭噭鸣索群。愿为南流景，驰
光见我君。”此诗原为曹植文集《杂诗》中的第三首，可以与《迢迢牵牛星 》参照来读。 此诗所写，诗中的
西北有织妇，正应是甄氏，其所在之地，正应是邺城铜雀台。“后宫在西，秋之象也。 秋主信，故宫殿皆
［9］（ p19）
以长信长秋为名。”
据清代学者潘眉《三国志考证》说： “魏铜雀台在邺都西北隅 （ 见《邺中记 》） ，邺
无西 城。 所 谓 西 城 者，北 城 之 西 面 也。 台 在 北 城 西 北 隅，与 城 之 西 面 楼 阁 相 接，故 曰： 连 飞 阁 乎 西
［10］（ p465）
城。”
《拟庭中有奇树》：“欢友何时往，迢迢拟音徽。 虞渊引绝景，四节逝若飞。 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
归。踟蹰遵林渚，惠风入我怀。感物恋所欢，采此欲贻（ 类聚作“当遗”） 谁。”
《庭中有奇树》原作：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
之。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庭中有奇树 》当为黄初二年春作于鄄城曹植自己的庭院藩邸，则其背
景为两者分离已久，表达一种离别久远的感叹。陆机拟作中起首“欢友何时往，迢迢拟音徽。 虞渊引绝
景，四节逝若飞”，正说出这种劳燕分飞的景况。欢友当指曹植，徽音譬喻甄后，典故参见前文，“迢迢 ”，
对比“迢迢牵牛星”乃为女人思念男子，故牵牛星为迢迢，此诗为男性回复女子，故曰“迢迢拟音徽 ”，音
徽为徽音的倒置，以诗作达，故曰拟。“虞渊引绝景 ”，虞渊，日落之处。《淮南子 · 天文训》： “日至于虞
渊，是谓黄昏； 至于蒙谷，是谓定昏。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后亦代指西极之地。 这里写四
节飞逝，时光荏苒，别离已经经年，当下“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归 ”，佳人，指曹植离别邺城经年而未归，
结句“感悟恋所欢，采此欲贻（ 当遗） 谁”，点明主题。
《拟明月皎夜光》：“岁暮凉风发，昊天素明明。 招摇西北指，天汉东南倾。 朗月照闲房，蟋蟀吟户
庭。翻翻归雁集，嘒嘒寒蝉鸣。畴昔同宴友，翰飞戾高冥。服美改声听，居愉遗旧情。织女无机杼，大梁
［2］（ p689）
不架楹。”
《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
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此诗原为《文选 》十九首其七，实则解释为黄初元年初秋之际甄后之作
更为合理。此诗承接《迢迢牵牛星》而来，主题应仍为表达对曹植怨爱交杂的心境 。 此诗关涉当时之政
局以及自身的抉择，因此，写来非常隐秘难懂，欲要读懂这首诗，需要知道曹魏政权在公元 220 年的秋冬
之际发生 了 什 么 重 要 的 事 情？ 延 康 元 年 十 月，曹 丕 使 汉 献 帝 禅 位，并“升 坛 即 祚”，“改 延 康 为 黄
［6］（ p25）

众所周知，一个新皇帝完成他的登基大典，皇后的出现和参加有多么重要。 而一个皇帝登基
大典的筹备工作，至少需要数月的准备时间。 因此，这一年的秋季，正是曹丕不断向甄后施压的时候。

初”。

《魏书》曰： “有司奏建长秋宫，帝玺书迎后，诣行在所，后上表曰： ‘妾闻先代之兴，所以飨国久长，垂祚后
嗣，无不由后妃焉。故必审选其人，以兴内教。今践阼之初，诚宜登进贤淑，统理六宫。 妾自省愚陋，不
任粢盛 之 事，加 以 寝 疾，敢 守 微 志。’玺 书 三 至 而 后 三 让，言 甚 恳 切。 时 盛 暑，帝 欲 须 秋 凉 乃 更 迎
［6］（ p160）
此段资料笔者此前也有引述，却不能明确其发生时间，现在方能明白，所谓“玺书三至而后
后。”
三让”，对于甄后来说，一方面是曹植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动摇，迟迟不归； 另一方面，曹丕以开国皇
后的身份引诱，也许还会有言外之意的威胁，甄后孤独纠结之苦闷无以诉说，此诗应为这一背景的产物。
此诗前八句“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
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 ”为一个层次，重在说明“时节忽复易 ”之后，“玄鸟逝安适 ”的尴尬局面。“促
［11］（ p537）
织”，“宋均曰： ‘趣织，蟋蟀也。 立秋，女工急，故趣之。’”
蟋蟀，为两人之间语码之一，此处指甄
后自己。为何不用蟋蟀而用促织，促，更为体现了此时甄后焦虑纠结的心境。“玉衡指孟冬 ”，指斗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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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孟冬时刻（ 参见叶嘉莹先生所说： “玉衡指孟冬”并非说此时就是孟冬季节，而是在描写夜深之时天空
的景象） 。意在说明自己深夜无眠仰看星斗的场景。“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即为初秋之实景，亦
为当时汉魏政坛风云诡谲之暗喻，“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乃为重心。“玄鸟”，出于《诗经·商颂 ·
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 殷本记》： “殷契、母曰简狄，有绒氐之女，为帝喾次妃 …… 三人
行浴，见玄鸟随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也应是两人之间的一个暗语，所指应是甄后自己。 参
见前文所析玄鸟。此处“玄鸟逝安适”，用司马相如《美人赋》： “相如曰： ‘古之避色，孔墨之徒闻齐馈女
［12］（ p85）

此处则说，在登基皇后和爱情之间，我要如何抉择呢？ “逝安适 ”三字沉重，字字千斤，
极写矛盾纠结之情怀。

而遐逝’。”

以下八句“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
盘石固，虚名复何益？”为第二个层次，转向对方曹植的视角：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
弃我如遗迹”，曹植和甄氏两者心心相印，感情甚笃，故以“同门友 ”来比拟对方，“高举振六翮”，“高
举”，也同样出自《美女赋》： “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司马相如赋中说，美女“皓体
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美女的玉体“柔滑如脂 ”，但自己仍能信誓旦旦，翻然高举，离开了这位美
女。此诗这里借用司马相如《美女赋》典故，说自己所思念者对自己也是不念携手之好 ，翻然高举，远在
六翮云端。曹植当时身在鄄城，处于极端矛盾苦闷的心情，时常去攀登泰山，也常作游仙诗，如《游仙
诗》： “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十九首此作中的“高举振六翮 ”，正应是对曹植诗中的“意欲奋六翮 ”
的回应。“携手好”，又一次申诉两人之间曾经“携手同车 ”（ 见曹植《妾薄命 》） 的往事。“南箕北有斗，
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以牵牛织女为两人之间的典故来说话，是埋怨曹植这头牵牛
不肯负轭，两人徒有牵牛织女之虚名，又有何用处呢？ 结尾点题，全诗主旨在于对“牵牛”“昔我同门友 ”
“良无磐石固”不守信约的责备。
理解了十九首原作，再来解读陆机的拟作： “岁暮凉风发，昊天素明明。 招摇西北指，天汉东南倾。
朗月照闲房，蟋蟀吟户庭。翻翻归雁集，嘒嘒寒蝉鸣。畴昔同宴友，翰飞戾高冥。服美改声听，居愉遗旧
情。织女无机杼，大梁不架楹。”十九首《明月皎夜光 》节令提到孟冬，陆机也同样受到“孟冬 ”的影响，
认为是岁暮时节，但实际上应该是深秋季节，否则，就无法解释原作中明确说明的“秋蝉 ”和“白露沾野
草”等，从背景来说，如果孟冬，应该是建安二十四年岁末，此时曹植刚刚离别邺城，不应有此诗中出现
的怨恨。“招摇西北指，天汉东南倾”，同时对应牵牛织女星和甄后曹植两者之间的方位 （ 西北 － 东南 ） ，
“服美改声听，居愉遗旧情。织女无机杼，大梁不架楹”，明确点明女性视角和口吻，“服美 ”两句，为模拟
甄后对曹植的责备，织女代甄后以自况，仍是两者之间天河永隔，无从相会之意。
［2］（ p660）
陆机除《拟古诗》之作外，还有如《门有车马客行》： “念君久不归，濡迹涉江湘。”
参看曹丕名
［2］（ p661）
参看十九首中的“玉
下《燕歌行》，十九首“涉江采芙蓉”； 《梁甫吟》： “玉衡既已骖，羲和若飞凌。”
衡”； “冉冉年时暮，迢迢天路征”，参看十九首“冉冉孤生竹”“迢迢牵牛星”等。

陆机《燕歌行》： “四时代序逝不追。 寒风习习落叶飞。 蟋蟀在堂落丹墀。 念君远游常苦悲。 君何
缅然久不归。贱妾悠悠心无违。白日既没明灯辉。夜禽赴林匹鸟栖。双鸠关关宿河湄。忧来感物涕不
晞。非君之念思为谁。别日何早会何迟。”此诗当为曹丕名下《燕歌行》之第一次呼应，第一次拟作。 所
模拟的人物关系，也应该是曹植别家而甄后的思念，其中熔铸了十九首等古诗中的许多意境和用语 。
陆机的《为顾彦先赠妇二首》： “辞家远行游。 悠悠三千里。 京洛多风尘。 素衣化为缁。 修身悼忧
苦。感念同怀子。隆思乱心曲。沉欢滞不起。欢沉难克兴。 心乱谁为理。 愿假归鸿翼。 翻飞浙江汜。
东南有思妇。长叹充幽闼。借问叹何为。佳人眇天末。游宦久不归。山川修且阔。形影参商乖。音息
旷不达。离合非有常。譬彼弦与筈。愿保金石志。慰妾长饥渴。”此诗与曹植诗风惊人相似，其作彷佛
是对曹植《杂诗》《七哀诗 》及《十九首》《苏李诗 》的摹写。“东南有思妇。 长叹充幽闼。 借问叹何为。
佳人眇天末。游宦久不归。山川修且阔”，在这些诗句的背后，我们能读到曹植与十九首“南国有佳人 ”
“借问叹者谁”“荡子行不归”之类诗句的影子。这是没有写明拟曹植、拟古诗的拟作。 陆机不仅多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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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曹植、十九首的痕迹，还有模仿班婕妤《怨歌行》的篇章，说明当时这首托名班婕妤的“古诗 ”，在陆机
时代，已经有了班婕妤的托名，和十九首一样，失去了真实的作者身份。《班婕妤》： “婕妤去辞宠，淹留
［2］（ p661）

由此可知，陆机等西晋诗人所见到的，应该是曹魏洛阳宫中
府藏之明帝下诏重新撰录之曹植集以及分遣到汉魏他人的诗篇 ，但也不排除听说曹植甄后恋情内幕的
终不见。寄情在玉阶，托意惟团扇。”

传闻。
特别是陆机《君子有所思行》更为值得关注： “命驾登北山，延伫望城郭。 廛里一何盛，街巷纷漠漠。
甲第崇高闼，洞房结阿阁。曲池何湛湛，清川带华薄。邃宇列绮窗，兰室接罗幕，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颜
［2］（ p662）

作。人生承行迈，容华随年落。宴安消灵根，鸩毒不可恪。无以肉食资，取笑葵与藿。”
此诗融合十九首《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 》以及曹植《箜篌引 》等而成： “命驾登北山，延伫望城
郭”，当为洛阳京城。“甲第”、“阿阁”、“绮窗 ”，见十九首《青青陵上柏》“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
《西北有高楼》“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洞房”暗示上述诗作的情爱背景。“宴安消灵根，鸩毒不可
恪”，曹植临终诗作《青青陵上柏》《箜篌引》“置酒高殿上”，均有明帝宴饮背景，此当为“宴安消灵根 ”所
指； “鸩毒不可恪”，此句殊难诠释，恪，谨慎而恭敬，从宴安消灵根，忽然说到鸩毒与死亡。 此前笔者对
于曹植之死提出种种怀疑。曹植离京就国不久以疾病而死。《魏志》记载的死亡原因： “又植以前过，事
［6］（ p576）
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
真实的原因，是否就是由于“汲汲无欢 ”，
而“遂发疾薨”？ 所发之疾病到底是何种病症，均无记载。 曹叡若无毒害曹植的目的，为何突然改变态
度，以特恩盛情款待诸王，特别是曹植，而后，终其一生，再无这种特恩允许曹彪等健在的诸王朝觐参加
正月庆典呢？”“曹植何时离开洛阳，死前有何症状，已经都难以考索。《太平御览》卷三七八记载了曹叡
关怀曹植的手诏以及曹植的答诏： “魏明帝手诏曹植曰： ‘王颜色瘦弱，何意耶？ 腹中调和不？ 今者食几
许米？ 又，啖肉多少？ 见王瘦，吾意甚惊。 宜当节水加餐。’答诏表曰： ‘近得赐御食，拜表谢恩，寻奉手
［13］（ p1748）
诏，悯臣瘦弱，奉诏之日，泣涕横流。’”
曹叡憎恨曹植，为何如此关怀曹植，刚有“赐御食 ”之举，
就有“宜当节水加餐”的诏令，而且是明帝亲自“手诏 ”？”（ 参见拙作《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 》） 现
在，在陆机模拟曹魏及古诗诗作中，终于见到了端倪。
此前笔者的论证连接了三点： 1、十九首等古诗与曹植关系密切； 2、曹植甄后的恋情，是十九首等古
诗的主要背景； 3、甄后因为这一恋情而被赐死，曹植之死可能与魏明帝太和六年初诏曹植进京有关 。 换
言之，曹植之死与和明帝之母甄后的恋情密切关联 ，也与十九首密切关联。 而陆机此首诗作，处处能见
到十九首的形影，特别是“阿阁”等汉魏之际唯有十九首使用过的宫廷语汇，更指出了陆机此诗所咏之
事，正是曹植和甄后之恋情，并同时说明了当时陆机等人听闻曹植是被酒宴鸩毒而死。 所以结句说，
“无以肉食资，取笑葵与藿”，葵藿，见曹植《求通亲表》： “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
者，诚也。臣窃自比葵藿。”则句意甚明，曹植自比葵藿，意为像葵藿跟着太阳一样坚定地最忠心地跟着
皇上，而终不免被鸩毒而死，“肉食 ”指曹植的贵族身份。 此诗结句感慨说，曹植为肉食之贵族，并且自
比葵藿，忠诚于帝王，而终难免于被鸩毒而死的悲惨结局 。
钟嵘说古诗“旧疑建安曹王所制”，“旧疑 ”，到底是何时？ 现在已经清晰，正是西晋陆机等人之所
谓。所说“旧疑”，是谨慎之词，实际上，不是疑，而是知道是曹王（ 曹植陈王） 为中心的作品，而且是和恋
情密切相关。“甲第崇高闼，洞房结阿阁 ”，正是《青青陵上柏 》和《西北有高楼 》两诗的结合、结晶，“洞
房结阿阁”是曹植甄后恋情之典型，之高峰，“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是曹植临终之所感叹，两者正
为因果。阿阁，见于元代无名氏所绘西晋和曹魏洛阳宫城图 ，参见相关论文。由此再来反观诗题《君子
有所思行》，曹植有《君子行》，为曹植在曹操死后之作，是对与甄后恋情的反思、愧悔和了断，但最后的
结果是无法了断，而仅仅是两人恋情之中的一个插曲。 陆机增添“何所思 ”，则是对曹植恋情的感喟和
再思。补充说明，《君子行》为曹植之作： “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叔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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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授，长幼不比肩。和光得其柄，谦恭申其难。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 一沐三握发，后世称圣贤。”①
陆机《君子行》： “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 去疾苦不远，疑似实生患。 近火
固宜热，履冰岂恶寒。掇蜂灭天道，拾尘惑孔颜。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叹。 福钟恒有兆，祸集非无端。
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朗鉴岂远假，取之在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实际上已经解读了曹
植甄后恋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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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均作古辞，《艺文类聚》四十一引为曹植之作，赵幼文曹集收入。
① 《文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