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住．其在患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形
成了许多特点警有些特点对后代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畴。先秦散文中的鼠韩
法就是玲吕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表现形式之一．但迄今为止．人们又才这一笔法的

讨论还很不充分。拙论试图从散潜入手．举向巧这一笔法在先秦散
及其种种表现做一个走马现花式的树茸．

以期与勒出其演迸发展的大致

先解释一下‘ i武刺”的含义。关于‘讽’．
i民

i民定缉怒。．王先慎三是解自：

谓之诀。．关于偏束f.
剥上。”郑玄笼曰：

｛韩非子·八经｝云：

‘ i民功 i束。”路其戴黑释臼．

｛诗经·患南关路序；云：

．风花、岚京lj.

‘挝、
瞰不以正

‘上以风化下．下以；或

皆谓譬喻．不斥言啦。．可克，

i具制的

义是揭 ffl 譬嗡或者其也非直接说出的方法劝告或 i且割。：诗说割的方告诉诸于文
那是 i夜如笔 j去。那么‘民剧笔法在先秦散文中从如露端借到渐成风气．呈现
出怎样的具体找出呢？

先秦历史散文中的鼠割草法

l、

｛辛辛秋 3

：开 i虱剌笔注先河

｛春秋？据传为孔子所编定．其 i己史．有纲无日是最简约的大事记。其
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 1ft.

不是直接亵明．币是不动声色地通过对用字的选

让读者意会，始终贯穿着以一字寓褒珑的笔楼。这学里寓贬、缔里戴针．实际
上体现的就是一种不直接说出的讯剌笔法。如｛春软·隐公元年 3 日
夏，五月，郑伯克段子均。

｛公羊传｝解释．克到说：
之恶也。．

‘克之者 f可？杀之也。杀之别昌为谓之克？大郑伯

｛毅梁｛专｝解释‘搔．说：

“段．弟也市弗 i需弟．公子也市弗 i曹公

疑之也。最失子弟之道臭，殷殷商甚（按．甚者．大士也．联系下文，意即

突出、强调郑倍之恶｝郑信也。 f向甚乎郑他？甚郑 f自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
可见，

｛春款｝吕‘克’币不自‘杀糖．

臼．段’而不自‘弟”，都富有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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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泯；意．是对咒不兄的苟且伯、弟不弟的段的严厉谴责。

2、

｛左传｝、

｛毅梁 f专｝、

｛国 i吾）

. i吾中藏 i凡寓贬于

｛春秋｝开讽刺笔法先河．寓’贬于学．做言大义．可以说是．用字 i风惆的

典程。

｛左传｝、

｛毅梁 f专｝、

｛国 i吾｝等史书效法春秋讽刺笔法．又更进一

步．将．寓贬于字”发展而为“语中藏 i风制．

中建讽．．是说通过人物语言来 i凤京lj,

‘寓贬于事阁。这里所说的‘语

．寓眨于事”是说通过事实本身来讽耗。

后又灭寞之

日

事

梁｛专·｛辜公二年） 12 晋献公府萄息之计假适于虞以伐镜．

苟患曰：

‘君何不以屈产之乘、垂棘之壁而（昔道乎虞也。．．．．．．夫玩

存在耳目之前．部患在一国之后．此中知以上乃能虑之。臣科虞君中知以
下也。．公遂假道而伐辙。宫之奇谏曰：
必不便于寞。虞公弗听.

‘晋国之使者．其辞卑而币重

j茎受其币市惜之道。明宫之奇 i柬曰：

时齿寒．其斯之 i留与？

“ i吾曰：唇

擎其妻子以奔曹。献公亡 3夜．五年而后举虞。

亡齿寒之理．不听宫之奇之 i柬．贪图晋之宝玉、宝马．假道于晋以
邦辙．结果亡爵．亡嚣的结果正是可其贪心的绝妙 i风刺。而那些宝贝

伎

患如何向献公汇报，

盹．

牵玛操璧而前曰：

．璧则我是也．而马吉加长矣。

·＝则统是．．是说宝玉丝毫未提．

不过让庭公免费保管了五年；．马齿加长明．

是说马长大了．：意即让虞公做了几年马夫。他并未正面揭出囊公的愚蠢.

｛丑虞

公的愚蠢却毕显无遗．讽刺是非常辛躁的。

再看｛左传｝的例子。

｛左传·｛喜公三十三年｝记晋秦敬之战．晋胜获秦

将孟明视、西乞求、自乙丙．但晋侯听信夫人文赢海言.
1吏阳处父远之．及 i者河，则在舟中矣。

t吴放三将；后纳先挚谏－

且听死盟逃生的孟晓如何答谢晋侯

之恩惠：
孟明稽酋曰：

”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

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踢。．

孟明表西上说．托晋君福．免我一死，三年后将来报答晋君。实际上语中带刺，
意即三年后再来报忧。这是孟明从语言上对糊涂晋君的尖锐讽剧。孟明没有食

言．其后三年、

｛左 f专·文公三年｝记此事结果曰：

秦 1s 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宫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截尸
市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呵。

qL

段背人．这一结果对放虎归山的

明报 fJL 成功

的

说，不

i员割吗？

｛！玛公二年＞ ic 卫茜公耳鹤之
冬．十二月.
皆曰：

1夫人没卫。卫韶公存藕．鹤有乘轩者。将战．

‘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技人战于荧泽．卫

部败绩，遥灭卫。

公二十二年＞ ic 宋楚涩、之战
冬，十一月．己巳．期。宋公及楚人战于担。宋人既成到．范人来既
济。司马曰：
既；齐而来成歹IJ.

‘使众我寡．及其亲友济也．谙击之 0
又；二告。公臼：

.公曰：

”不可。

‘未可。”既陈币吕击之．宋拇散结．公

伤投．门官歼窍。国人皆咎公。

以上雨果5 例子．前者 ffl 卫部公路鹤、宠鹤、最后自鹊高亡国的事实，嘲弄了
公的昏庸；受申人所云

铿鹤．鹊实有禄 f立余焉能战？

．对其般因作了极

讽刺意味的交代。后者用宋公不听司马 w 告．不击来 j齐之敌币遭败臻的事实，
i具翻了宋公的

同样的识剖笔法在｛盟 i吾｝里也可以着到。
厉王虑．窜入 i旁王。邵公告曰：

监 i旁者．

0号 i吾上｝ i己厉王 3耳 i旁之事臼

‘民不堪命矣 γ

王怒．得卫巫.

以告‘民甘杀之。国人翼敢言．道路以目。王喜．

能茹谤矣．乃不敢言。

邵公曰：

告部公白：

f吏

‘否

‘是降之毡．防民之口．甚于防 j I i 。

j II

市 i贵．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丑不听．于是自莫敢出言。三年．
乃流王子键。

DJ 王担部公之 i衷．用暴力止 i穷自以为得计．最后自食其粟，身败名裂．被驱
逐流放。

．三年．乃 j武王子键”的结果本身正是对健行逆施、

”能挥 i旁输者的

无情说剧！

3、

｛战国策｝

：用寓富 i具

以上所述三三部史书盟”语中戴识．．

‘富舵手事‘的例子．比之｛春

的‘寓贬子字．，显然丰富了许多。不过．它们侣然拘于 i己实．只是通过 ic 口、

记事来表达讯意。

｛战国策｝则又有发展，不但有上述记实式的鼠剌．币且用

了盘 ill 的讽刺笔法，在P iW 造寓言来进行讽刺。

｛故国策｝里记载了许多

有些寓富不但识意深刻，昂旦形象生动．结持完整。下面且举两例。其一见卷

九｛楚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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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宣王问群臣曰：

j工乙对日．

．苦闻立方之要昭莫恤也，果 i成何如？．群臣莫对－

·1.;需求吉普而食之．得坏。

J/4 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

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之命也！子以我不信．我为子先行．子随我后．
观吉普之见我市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鲁克之．皆走。虎不
知普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
于昭翼恤．故北方之畏昭莫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吉兽之畏虎也！．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孤假虎域的寓言。江乙用这个寓言，一方面把昭翼憧比做假

借虎威、大言欺人的狡猜孤盟．一方面又把弗j 宣王比做轻易受骗、智力低下的
糊涂老虎．

具有一箭豆豆雕的讽剧效果。

其二见卷二十五｛辑策四｝
魏王欲攻吉p 单~.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
．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盟

：君之楚．将菜为北面？日：苦马丧。臣日：马虽民．此非楚之路也！

m 多。臣日：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臼：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

愈 j忌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富于天下．情王国之大．兵之精锐－
i部单B.

以广地为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就豆豆楚市北行也！．

较北辙”的寓言．尖锐讯剧了魏王攻甘p 学己的愚蠢。与前例所不同的
1；眼虎威司的主人公是动物．是通过动物的行为亲比拟所讽割的对象；此

阴的主人公别是人类．是借助人物的愚行来类比所鼠割的对象。由此可见｛战
国策？中 i岚斟性寓言的多样化商载。
以上拙 it 对讽刺笔法在先秦历史散文里的种种表现作了一个辑浅的介绍．

可以看到．从｛春秋｝到｛战国策｝．其发展是有阶段性的：

｛春秋｝的．寓

贬于字．．在用字的区别中暗示贬意，开了讽刺笔法的先河·但其篇幅非常程小，

讽意也艰深璀解，还不具备形象性。
讽刺笔法发展而为‘语中藏讽

了．形象性也从无到有了。

、

{ le f专｝、

｛国 i吾｝等则大进了一步．将

．寓贬于事’．使其篇幅加大了，讽意显明

｛战国策｝又进一步．将 i凤辑笔法发展而为用寓言

i风出现了虚构的丰富多样的讯翻寓言．大大提高了讽刺笔法的文学水平．加
强了讽割力量，将讽制笔法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昕段。

一

先秦诸子散文中的讽剧笔法

i岚剧笔法绝非仅仅在先秦历史散文中建勃发展．它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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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民春软｝、

为充分在 Ot:i吾 3 、｛
｛庄子 3 、

理‘

｛韩非子｝

{

可 i育苗在齐放。下

留分 ?.Jlj 举向说明。

1、

｛吃 i吾）

0

｛论语｝的体裁是 i吾隶体．其简远的 i可答中时有 i只意显现。

孔子对曰：

“理直之事．则尝悔之矣；军族之

来

｛季氏第十六｝云
氏将伐融贸 α

子 El

.

冉有、李路见于孔子曰：

．李氏 J珞

‘求．无乃~是过与？夫翻民．营者先王以为京

中矣，是社夜之臣也.
不欲也。．孔子曰：

｛可以改为？

再有臼：

‘夫子欲

幡求．题任有吉臼：路力就歹！J.

不能

颠而不扶．即将焉用伎梧矣？且斗之言过失．虎兜出于得

子翻畏。．孔

旦在邦域
臣

止。；在而不持．
毁于揍中．

是 i住之过与？”

前者是卫灵公！可孔子布辞打仗；可题，孔子也只懂条花、来学军事作答．立才卫灵
公的不汗礼币存兵进行了 i武剖．表达 If.; 式上的特克是寓 i风辑于无亩。后者是针

对自己的学生．用虎究出于样‘

龟玉毁于揍中的比喻．立才他们推卸责任的错误

进行了泯刺。这里信得在意的是．其 i具特对象是自己的学生．所以这种识刺在

性摆上露于一种善意的帮动。市善意的识剖正是 it: i吾玲鼠刺笔洁的新贡献。

2、

主.

｛墨子？。

｛墨子｝亦是语录体裁．其说理，以逻辑严密的正茧 it: i正为

｛旦｛非攻上第十七｝．凡子皆由反 i只梅成．且录离节如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注．杀个人．十童不义，

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童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 1lt 天下之君子．
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擂．员1 弗知非．从南誉之谓之义．
情不知其不义也。

今有人于此．少克黑白黑，多克黑白白，则以此人不知黑白之辩矣；少
在主－

=

多尝苦日甘．剧必以此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高

之．大为非攻国如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

第一节是从杀人愈多其罪愈寰的常沪、出发，推理出攻自杀人其罪必童的逻辑，
从而尖锐地识割了称誉攻自杀人‘谓之义’的荒嚣。第工节从‘少见黑白黑，

35

多克黑日白．；．少尝苦巳苦．多尝苦日甘．这一违背常识的荒唐可突出发．尖
锐地讽刺了知小非而不知大非．竟将．大为非攻窟’

‘谓之义甸的荒谬。用归

i罢法来进行讯事甘.是墨子的特点．也是其对 i风前笔法的新发展。

3、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是关于春秋叶齐嚣贤相晏婴的系列小故事

集．其卷六｛内篇杂下｝有｛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辞以近市得月斤求讽公省开！J}
章．其文云：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
i者爽坦者。”晏子辞曰．

．子之宅近市．揪隘嚣尘．不可以窟，请更

‘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丑

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镇里族？”公笑曰：

i只贵践乎？”对曰：
时也公繁于开IJ.

‘既窃利之．敢不识乎？．公 El

有雷踊者。故对曰：

:

．子近市．

‘何贵 f可贱？”是

．踊贵而居贱。．公散然改容．公

于是省于开IJ 。
．踊．是自 IJ 足者之嚣．在君臣开玩笑、公问‘何贵何贱．之际．晏子针对‘公

开IJ ”之背景．陡然以夸张方式答曰．踊贵而藤贱．．讽刺景公．繁子开ir
令．使得景公．锹然改容

．井．于是省于刑

。用幽默夸张的方式

边摆割的讽 i束之意、．是｛晏子春秋｝为讯剧笔法提供的新经验。

斗、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为自不 j毒集门容所 ii?: 而编辑成书．所 it f良

杂．其 iP: i正说理也时有运用讯剖寓言处。比如．其｛审应览第六涅辞｝云：
宋有橙子者．亡缩衣。求之涂．见妇人衣箱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
曰：

·今者我亡组衣。”妇人曰：

子曰：

．公虽亡缮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

‘子不如速与我衣。昔吾所亡者．纺锚也；今子之衣．撵络也。以撵

绍当纺锚，子岂不得哉？”

｛不苟论第四自知｝云
百姓有得钟者．欲 f足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桂毁之．钟况然有音。
"f＆、人闻之而夺己也.

）建掩其耳。恶人揭之可也．恶己吕商之，博矣。为人

才三市恶其过．非犹此也？恶人闻其过自我可。
前例用丢了纺锚的澄子欲强夺穿撵结妇人之衣的寓言.

l只刺了橙子之强词夺理

的荒唐可笑．从而证明了‘涅词．的能害性。后倒以掩耳盗钟的寓言，讽刺了
自欺欺人的荒唐可笑．从而强捐了自知之明的璀得。这两 19~ 都是借助讽刺性寓
言来说理．而借助讽刺性寓言说理正是诸子散文运用讽剧笔法的一个显著特点。

ρhuv

qu

？在运用说割笔法说理方菌有极高成就．比如｛

木求鱼 i主制梁惠王用武力追求统一的电害性；

｛藤文公

不过．

其文学’挂远胜前途的｛吕氏春秋） 0

有些讽

刺寓宫．读来简直就是优秀的撤~小说。其卷八｛寓委章句
齐人有一套…妾市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皮嚣肉而后茂。其妻间所
坟食者．时尽富毒也。其妻告其妾曰：

‘典人出．别必厌酒肉而后反。

问其与改食者．尽富贵也．而来尝有显者来．吾将脯良人之所之齿。

起‘施从良人之所之.

j萄园中无与立法者．卒之东郭墙 i可．之条者乞其余；

不足．又！葫市之！也．此其为皮定之远也。其妻归告其妻自：

．良人者．脐

部空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 ill；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知
自施拖从外亲．骄其妻妾。

这是一则绝妙的识剧故事．从结构上看．开头与结尾相碍应、相玲炜、．
其妻从疑心、至1 跟踪、到相坤、相、泣．展开也使充分·从人物上看．

中间写

良人在妻妾

前的庄严自负与乞食时的可怜可每形成尖锐的玲比．生动地表现出其用装腔作
势的外表来掩饰每做内心的那种摄端萎琐每劣的性格特证。可以说．这则故
代表着先秦法制性寓言的最高成就。

6、

｛庄子｝。

｛庄子｝的文学成就在诸子中最为突出．其读割草法也运窍

得最为广泛．诸侯王公、仁义道德、社会诸福、芸芸众生、三教九流，都逃不

自觉其愤世嫉俗的调割主TL 锋，其说天说地、说死 i是生，说人说己，说敌说友．都

不了刁钻刻薄的天性掩露。就讽刺寓言言而言．

｛庄子？也是拉树…~只的。其他

诸子运题识剌寓言．一殷只作为论据．作为比喻，亲证明文章的观点。比如前
举｛孟子｝

“齐人有一妻一妾．．在故事说完以后，还拖着一个说理的尾巴

自君子现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事其妻蛮不羞毡，而不相泣者，
凡希矣。

文章特意表明其运用上述寓富．是为了说明人求富贵利达，必须合乎正道．必

续言行一致，而不能不择手段，不能表里不一之道理。这个尾巴．对于其论说
文来说．也许有揭示器旨之意；但对其文学姓采 i兑无疑是个垃足，将丰富的影

踏习毛束缚住了。 f旦｛庄子｝如超越了这个高限．它的许多讽刺寓言就没有这
样的蛇定之累。苟且．其寓富的形象奇特丰富．出人意表.

1是奇多变．往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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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击掌叫绝。如卷八｛列街寇｝有商言云：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玉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往 i兑之．益车百乘。
皮子宋．见庄子曰：

．夫处穷摄 flt 巷．

困窘织布．搞 1员黄首读者．商之所短

也；一悟万乘之主．市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

‘秦王有病召

眩，破痛攘攘者，得车一秉；蔽痒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
其治其搏邪？何得车之多也！子仔矣！．

无一句论说 i吾自始至终让形象表达讽意．而且其比喻的新颖尖刻让人忍使不
金＃

卷［！］ ＜秋水｝基本上是屑一系列寓言组成．其岳王严部分是两个讽剧寓言
庄子钓子模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子持杆不顿．曰：

“愿以境内景矣。”庄

‘吾闻楚有神电．死己三千岁矣．王巾萄而藏之庙堂之

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昂贵’乎？宁其生而曳尾子楼中乎？”二大夫曰：
~生而曳尾涂中。

子丰吕梁．

在子巳：

在矣．否将曳尾于除中。

庄子往见之。或 i雷惠子曰：

‘庄子来．欲 f-1'.; 予相。”于是

恐．搜于国中三岳王夜。庄子往见之．日：

”南方有鸟．其名谓榻雏。

乎？夫榻雏发于南海．市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
不饮。于是鹊得腐鼠．棉雏过之．｛即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
而吓我那？
E豆子鄙镜宫场．认为官场污 i虫．政治黑暗．投身散宫是自投罗网．远不如在贫

贱生活中信得其乐。这两别寓言所表明的即是这一严肃的政治主张．但是，却
没有一句正面说理．完全用生动的形象传达。前者通过对话．不言己欲言而让
对方代言．在幽默滑璋的形式中．既嘲弄了愚蠢的对手．又明确地表明了立场。

后者用辛辣尖新的比喻．在居高临下地宣布自己超凡脱俗的人生追求的同时．
又无情捷苦了以惠子为代表的视官位为至宝的世人。

7、

｛韩非子｝。作为论说文．紧紧盟绕论题、层层深入 it ilE 、结论集中明

确的｛韩非子｝在诸子散文中是最为成熟的．其在运题 i风剧笔法方面．也有超

越以上诸子之处。前途诸子．包括｛孟子｝、

｛庄子｝在内，虽然有着大量的

精彩的讽刺笔法．但它们在文章中仍然是局部的、片段的．讽刺在全文中并不

占主要地位。

｛韩非子｝则改变了这种局菌。我们来看｛说难｝这篇论文。其

文开始列举说君之难云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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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非寄敢模央市能尽之之支援也。凡 i荒之立运．

在如珩说之心．

可以音说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设之以理科·别见下节而远阜践．，总弃远矢。所说
利者也．而 i运之 lJ, 名高·时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研 i兑阴为

也．白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布实 ilftt 之；说之；二、犀利．肘
。此不可不察也。

以 j击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研匿之事．如此
身髦。

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走知照出高己矣．又知其所以为，

如此

而当知者‘；言之外商得之，事洁予外．必以为己也鲁

如此者

fu.

币；吾摄失D.

说行自有功．射器忘；说不行市有数．

员lj 克疑．如此者身危。

先用排比句、对鹊句从各方面提出游说君主的种种因璀靶髦垃.
现 if?: j主．并看不出什么泯意．

可是深入…：毡，说君如此多立在多险．

1以仪

不

反震无常．蛮不讲理吗？如果说此处的识意还提暖晓的话．那么．文

论证时珩连续寻 i F写的寓言别使其讯意豁然开朗了：
关在武公敌茂胡．故先以其女套裙君．
欲用兵.

i釜可伐者？”大

1月兄弟之国也．

其思玲臼：

使之.

以摆其意。因问
坠胡可挠。‘武公岳、市室主之．

i巧也？．胡君 i萄立，以郑为亲己．遂

但却无意遥磁君主天就而被杀，宇宙上黯然是说说

其文又

可不镇．
o/;J, 子瑕有宠于卫君。二日吕立法．

窃驾君车写去寻喜剧。弥子

人！海有夜告弥子，如子帮驾君卒白白。若揭而贤之吕：
忘其 jQ, fllj 罪。．异日．与君；聋子果自．食挠市甘．

！忘其口睬．以唱寡人。
曰：

不枣，

‘孝哉！为母之故，
；且其主哀痛君。

及弥子色衰爱辑．得罪于嚣。

“是盟尝捧驾吾车．又尝唱我以余钱。

故弥子之行．未变予如也．币以前之五吁以见菇，而月3 获罪者，爱惜之
变也。
这是写由于君主的爱潜之变而使 5号子遭遇了宠辱之变。弥子所为只有一个，坦
克贤，或加器．宇宙上的在强谓处境的重要，

f旦其主才君主反复无常的百L 刺给

人的印象更深。下高再看其结论：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 5平而骑也。然其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要之者．

如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要人主之逆鳞．员1 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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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将人主比做颈下长着逆鳞的龙：人触龙之遥鳞则必被杀.
到人主之逆鳞亦必羊皮杀。至此．

i兑者无意触

人主之凶恶跃然纸上了。这时再由顾其开篇提

出的．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的 i告 点．就可以’恍然大悟了
知所说之心难．难就璀在所说对象是人主．他们反复无常．蛮不讲理，专横残

暴．说者伴君如伴虎．硝有不慎．则性命难保。

0兑准｝在论述‘ i兑之难’的

背后．不正隐藏着棋刺暴民人主的主旨吗！
以上描论举例对 i凤制笔法在诸子散文中的表现作了管中窥豹式的说明。总
起来说，运用讽盹笔法说理明义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是一个普墙现象．诸子各家

都南自己的实践丰富发展了讽剧笔法．

的反讯、

｛晏子春秋｝的幽默形式、

0色 i吾｝的无言之讽和善意之 i鼠、

｛墨

｛吕氏春秋｝的讽制寓言都为其提供

了新内容、新经验。在讽剌寓言的文学描写的优美性方面．寓言故事的完整性

方面．

｛孟子｝都有着卓越的贡献．代表着最高水平。

｛庄子｝里的讽刺寓言

则起越了只把寓言作为说理工具的局限．将其立意全部融进了寓富的形象之中．
为讽剌性寓言从 rd.兑文的附庸走向拙立准备了条件．在寓古文学的发展史上具

的意义。

｛韩非子｝的｛说王起｝将讽意、贯穿在全文的立意、之中，可以说

i妻子说理文中梧对完整的讽剖之文．它为以后 i风刺长文的出现提供了经验。

拙论阔步却铅．对先秦散文中的讽刺笔法作了一次简单的巡阅．可以看到－
i鼠制笔法在先秦 ffi 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中均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它钉的合力就形
成了内油博大深厚的讽刺传统．这一传统被后代的文章家、文学家们所继承．

并被不蔽地发扬光大下去了。笔者有意对其被发扬光大的情彤继续做一番研究．
不过．那将是另一篇文章了．这里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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